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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成兰铁路

隧道建造关键技术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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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及特点

关键技术与实践

二 隧道工程建设的重难点



一、工程概况及特点

成兰线起于成都，经广汉、什邡、

绵竹、茂县、松潘至九寨沟，向北延伸连

接兰渝铁路的哈达铺站，是西北与西南间

一条干线铁路。

正 线 长 度 4 5 7 . 6 k m ， 四 川 境 内

377.8km、甘肃境内79.8km。新建车站

16个，桥梁112座82.7km，隧道32座

332.44km，桥隧比86.05%。

1. 工程概况



u   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u   区域环境极为敏感

u   交通通讯条件极为恶劣

2. 主要工程特点

一、工程概况及特点



Ø  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2. 工程特点

一、工程概况及特点

Ø 一条铁路

u 横穿二个地震活动带
• 龙门山地震活动构造区
• 西秦岭地震活动构造区

u 通过三大构造体系
• 龙门山褶皱断裂带
• 松潘甘孜褶皱构造带
• 西秦岭褶皱构造带

u 途经四大地貌地质单元
• 成都平原区
• 岷江白龙江高山峡谷区
• 松潘高原丘陵区
• 西秦岭黄土边缘区



2. 工程特点

Ø 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u 线路通过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30g区域的长度为106km，0.20g区域

的长度为280km，区域内地震活动非常强烈。

u 穿越区域70%的岩体为极其破碎的千枚岩、板岩、碳质板岩、片岩，

最大现场实测地应力达33MP，高地应力突出，带来的问题复杂多变。

u 线路区域内活动断裂带、断层破碎带、岩溶、瓦斯、硫化氢、滑坡

、岩堆、泥石流、危岩落石等不良地质问题异常突出活跃。

一、工程概况及特点



Ø 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2. 工程特点

铁路所经区域谓之龙门“西蜀道”，与剑阁“北蜀道”一样比难。   

一、工程概况及特点



成兰铁路，线路位于岷山山系和西秦岭边缘，区域环境具有独特、脆弱、敏感、原始等特点，

是我国和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也是全球生态热点地区之一。

因此，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并重是本线建设又一成败之关键。

Ø 区域环境极为敏感
2. 工程特点

一、工程概况及特点



成兰铁路沟谷相对高差多在

1000m以上。部分艰难复杂工点无路

、无基站、无信号，同时线路有约

30公里穿越热摩柯无人区，工程施

工条件艰苦，建设管理难度极大。

Ø  交通通讯条件极为恶劣

2. 工程特点

一、工程概况及特点



成兰铁路，作为四川西部第一条铁路，党中央、国务院，国家各部委、四川省委、政府

都极为关注，鉴于项目复杂的地质条件和敏感的区域环境，按照国家发改委 “优化设计，试验

先行，逐步推开”要求，2013年10月，中国铁路总公司同意以试验段方式先行开工成兰铁路成

都至川主寺段工程建设。

成都至川主寺试验段（简称“成川段”）位于四川省境内，全长275.8km。线路进入龙门

山后主要以隧道形式通过，总计175.5km共17座，20km以上3座，10〜20km 4座，5〜10km 5座，

5km以下5座。平安隧道长28.4公里，是我国目前西南山区已贯通的最长铁路隧道，云屯堡隧道

长22.9公里，是我国目前最长的双线铁路隧道。隧道平均长度大于10km，最大埋深1720m，为目

前国内在建铁路规模最大的“长大深埋隧道群”。

2. 工程特点

一、工程概况及特点



2. 工程特点
2016年5月18〜19日，成兰公司邀请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和工程管理学部18位院士及相

关专家现场调研，提出咨询意见如下：

一、工程概况及特点

成都至川主寺段地质极其复杂，横
穿两条活动块体边界带和龙门山等五条
活动断裂带、岷江高山峡谷地段；区域
内环境敏感点众多，交通通讯条件极度
恶劣，工程技术重点疑难问题多，施工
建造地质安全风险及环保风险高，建设
难度极大。

中国铁路总公司将其作为工程试验
段先行开工，并结合试验成果稳妥有序
推进成兰铁路建设，以及为川藏铁路等
艰险山区极其复杂地质铁路积累技术、
建设经验，是十分必要的，具有重要意
义。

中国铁路总公司紧紧抓住成都至川
主寺段复杂地质及环保要求高的工程建
设特征，以科技攻关为先行，以工程试
验为依托，在地震次生灾害发育、高烈
度地区铁路综合选线选址、生态敏感地
区环境保护、复杂地质条件下线桥隧修
建技术等方面开展了技术创新，围绕质
量、安全、工期、投资、环保、稳定等
建设目标，通过采用标准化、机械化、
工厂化、信息化等手段实现管理创新，
取得了大量的、宝贵的阶段性创新成果，
工程试验段建设推进顺利 。



u难点之六  环境保护控制
，在不同敏感点的保护措
施，重在环保意识，重在
措施落实。

u难点之一  洞内地震破碎断裂带、突
水、高瓦斯、硫化氢、高地温、软岩
大变形、岩爆等风险变化莫测，重在
安全如何预控。

u难点之三  活动断裂和
一般断裂带的安全结构储
备及长期观测，重在因地
制宜。

u难点之四  洞口桥隧紧连，不
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的治理，
重在有效性、永久性。

u难点之五  工程地质
和岩土工程的关系，
重在认知、处置。 u难点之二  高地应力在不

同构造、岩层的反映形式
不同，重在应对技术措施
的适应性。

六大难点

二、隧道工程建设的重难点



u 受2008年5.12汶川地震和1000多次余震影响，地质风险和环境风险进一步叠加，

隧道洞内外不良地质问题进一步恶化，给工程修建和建设管理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Ø 开工以来，现场隧道施工遭遇了软岩大变形、活动断裂、断层破碎带、岩爆、

突水突泥、涌水、洪灾、泥石流、瓦斯、硫化氢有害气体等不良地质100余处，现场

通过集成一系列适应性技术，风险已基本得到卡控。

二、隧道工程建设的重难点



隧道内平导变形情况
（一）

隧道内平导变形情况
（二）

典型围岩影像 岩爆坍塌段落

钢架扭曲、初支剥落、开裂

跃龙门2横工区受洪灾影响景象

二、隧道工程建设的重难点



滑坡、泥石流

大规模危岩落石

典型高陡边坡

二、隧道工程建设的重难点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u 针对工程推进异常艰难的实际，结合本线“穿越地震区、

环保区、长大深埋隧道群”的特点，为有效解决工程推进中的

各种技术难题，确保铁路建设和运营安全，我们以国内已有的

、成熟的技术成果为依托，尊重科学，通过集成、完善、创新

，为成兰铁路安全有序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成兰铁路成川段隧道软岩长度约106km，占隧道总长的60%，软岩多为千枚岩、

板岩、炭质板岩、碳质页岩及其夹层，施工图阶段预测大变形达30km以上，高地应

力软岩大变形问题突出。

我们从成兰线软岩工程特性及变形机理、大变形判定、设计方法、支护参数、

大变形施工控制技术等方面总结、凝练，形成的主要关键技术。

（一）结合成兰铁路软岩大变形的特点，集成了一套有效的隧道软岩大变形
控制技术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主要关键技术包括：

（一）结合成兰铁路软岩大变形的特点，集成了一套有效的隧道软岩大变形
控制技术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1.加深地质 2.主动控制 3.强化锚杆 4.工法配合 5.二衬施作

时机

u强调必须进一步查清开挖后隧区地应力，探明隧道围岩松动圈及岩层方向，

为措施制定提供有力基础。



主要关键技术包括：

（一）结合成兰铁路软岩大变形的特点，集成了一套有效的隧道软岩大变形
控制技术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1.加深地质 3.强化锚杆 4.工法配合
5.二衬施作

时机

u提出优化结构轮廓，加强支护措施，尽量保护围岩的原则
进行控制。

2.主动控制



主要关键技术包括：

（一）结合成兰铁路软岩大变形的特点，集成了一套有效的隧道软岩大变形
控制技术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1.加深地质 2.主动控制 4.工法配合 5.二衬施作

时机

u强调锚杆施工效率及作用发挥的及时性，提出“长短结合”的控制方

式：以快速施做短锚杆形成加固圈对初期变形先行控制，后续施作长锚

杆形成支护-围岩共同承载圈对塑性变形再次控制，建立了“长短结合

的锚杆群体系”，达到控制变形目的。
不打

锚杆

打假

锚杆

锚杆打
不进去

锚杆施工曾经发展的几个阶段：

3.强化锚杆



u 为强化锚杆达到标准化作业，铁总领导要求公司联合厂家结合现场围岩条件、施工工法等研发了锚杆施工

专用设备，解决了全断面、台阶法及三台阶等工况下的锚杆施工，实现了锚杆、钢架的及时、快速、高质量施

作。（锚杆施工专用设备可实现多臂同时作业， 8米长自进式锚杆仅需10〜15分钟）。

（一）结合成兰铁路软岩大变形的特点，集成了一套有效的隧道软岩大变形控制技术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Ø3.强化锚杆



（一）结合成兰铁路软岩大变形的特点，集成了一套有效的隧道软岩大变形
控制技术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Ø3.强化锚杆



以茂县隧道为例，通过数值建模计算+现场试验相互验证，确定了适合现场的锚杆群体系。

计算模型按地层-结构模型进行考虑，最终建立的计算模型尺寸为X（垂直于隧道轴向）*Y（隧道轴向，

即开挖方向）*Z（竖向）=200*60*600(m3)；对围岩采用实体单元模拟，对初期支护采用壳单元模拟，计算模

型示意图如下:

计算模型示意图

计算采用三台阶留核心土开挖、6m台阶长度、初支为
H175型钢对应不同锚杆工况的组合

工况一：

3+6m长短锚杆

相结合

工况二：

3+8m长短锚杆

相结合

工况三：

3+10m长短锚杆

相结合

（一）结合成兰铁路软岩大变形的特点，集成了一套有效的隧道软岩大变形
控制技术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Ø3.强化锚杆



u 现场对锚杆受力及隧道变形情况等进行了监测测试。通过数值计算和现场测试分析，确定锚杆形式为3+8m长

短结合时对塑性区的发展控制较为有利，为工程措施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一）结合成兰铁路软岩大变形的特点，集成了一套有效的隧道软岩大变形控制技术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Ø3.强化锚杆



（一）结合成兰铁路软岩大变形的特点，集成了一套有效的隧道软岩大变形
控制技术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1.加深地质 2.主动控制 3.强化锚杆
5.二衬施作

时机
4.工法配合



u采用大台阶施工，尽可能减少钢架接头等工序衔接薄弱环节，尽快封闭成环。

u采用下台阶带仰拱一次成型施工，初支尽快封闭形成整体。

Ø  4.工法配合

大台阶开挖方法
扩大超前支护、实现

大台阶施工
三台阶工法

（7步开挖，带仰拱）

（一）结合成兰铁路软岩大变形的特点，集成了一套有效的隧道软岩大变形
控制技术

两台阶工法
（2步开挖，带仰拱）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一）结合成兰铁路软岩大变形的特点，集成了一套有效的隧道软岩大变形
控制技术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1.加深地质 2.主动控制 3.强化锚杆 4.工法配合
5.二衬施作

时机



u 采用数值模拟、现场监测、统计分析的方法，对二衬施作时机进行研究，得到不同等级大变形
隧道二衬合理施作时机。
Ø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针对单线、双线的轻微、中等、严重、极严重等级的大变形推荐二衬施作
时机如下：

Ø  5.二衬施作时机

大变形地段推荐二次衬砌施作时机

u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在杨家坪隧道进行现场试验，验证了二衬参数及施作时机的合理性，并已在全线推广应用。

（一）结合成兰铁路软岩大变形的特点，集成了一套有效的隧道软岩大变形
控制技术

隧道
断面

大变形等级 变形速率准则

单线
隧道

轻微
拱顶下沉达到0.2mm/d，边墙收敛达到0.5mm/d

中等

严重、极严重 拱顶下沉达到0.2mm/d，边墙收敛达到0.6mm/d

双线
隧道

轻微
拱顶下沉达到0.2mm/d，边墙收敛达到0.5mm/d

中等

严重、极严重 拱顶下沉达到0.3mm/d，边墙收敛达到0.6mm/d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成兰铁路成川段共计穿越6条活动断裂，均属逆冲兼走滑型，发震

能力在7级以上，预测位错量80cm以上，隧道穿越活动断裂带以不同的

地质构造岩层揭示为依据，工程措施制定以隧道结构适应活动断裂的

位错变形为主要原则。

（二）探索形成了隧道穿越活动断裂带的工程措施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二）探索形成了隧道穿越活动断裂带的工程措施

2.活动断裂核部及两端影响带
（核部向外延伸50m ）采用大刚
度圆形衬砌结构。

3.采用节段设计，设置10cm、15cm
的宽变形缝并采用特殊结构的止水
带及变形缝设计以达到防排水效果。

1.隧道净空预留30cm补强空间。

5.施工期间开展活动断裂带支护
结构内力及变形监测。

4.将轨道结构形式由无砟轨道
调整为有砟轨道以适应微变形。

6.运营期间开展活动断裂带的结构
变形的长期自动监测及预警。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关键

技术



u 目前，成兰铁路已完成穿越龙门山前山活动断裂的彭县—灌县断裂，龙门山中央活

动断裂的北川—映秀断裂两条活动断裂带的隧道工程施工，二衬施工后近两年发生3级

以上地震15次，监测数据显示变形稳定，竣工后纳入长期监测。

（二）探索形成了隧道穿越活动断裂带的工程措施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15cm宽变形缝用导水式橡胶止水带



隧道激发极化法(Tunnel Induced Polarization, 简称 TIP)方法是以围岩与含水构造的电性差异为物

质基础，根据施加电场作用下围岩传导电流的分布规律，通过含水构造高精度三维成像，推断探测区域电阻

率的分布情况和地质情况，含水构造表现为低阻，完整围岩表现为高阻。通过测量两次大小电流的半衰时之

差，结合低电阻区容积与其范围内岩性的关系测算，实现水量的估算，从而达到对探测区地质情况探测的目

的。

隧道激发极化法探测完成后，现场采用靶向超前钻孔对探测结论进行验证。

（三）探索研究了激发极化法（TIP）为主的综合超前地质预报方法，实现了探
测区域含水构造的定性、定位、估量。

隧道激发极化仪器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u 通过对多种超前预报方法的遴选，总体上形成“长中短距离结合，二维定性探测与三维精细探测结合，
靶向钻孔验证”的探水技术体系
Ø 长距离  TSP（探测距离约100-150m，可预报断层、岩性交界和定性探水） 
Ø 中距离  瞬变电磁法（探测距离约50-100m，定性探水，二维定位）
Ø 激发极化（探测距离30m，周边30*30m，三维定位，水量估算）
Ø 靶向钻孔（根据三维定位与估量结果，设计钻孔方位、深度、角度等信息靶向施做）

（三）探索研究了激发极化法（TIP）为主的综合超前地质预报方法，实现了探
测区域含水构造的定性、定位、估量。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u 水量估算：根据已知地质信息和开挖揭露情况，判断含水构造类别，根据类别、

低阻区域体积、围岩孔隙度等信息估算探测区域含水量。

（三）探索研究了激发极化法（TIP）为主的综合超前地质预报方法，实现了探
测区域含水构造的定性、定位、估量。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半衰时之差数据图 三维成像图 超前水平钻探验证低阻异常区提取图

（三）探索研究了激发极化法（TIP）为主的综合超前地质预报方法，实现了探
测区域含水构造的定性、定位、估量。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激发极化法探测空间范围为隧道掌子面及周边30m×30m、探测深度为30m。经过大量的现场验证对

比分析对隧道含导水构造的探测准确率在80%以上，定位误差小于10%。跃龙门隧道1号斜井工区日涌水量

达7万方，平均3000m3/h，现场通过激发极化法及靶向定位，准确探测出前方含水构造，利用超前钻孔释

压泄水，确保施工安全。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超前水平钻探验证



Ø 隧道全断面（含仰拱）开挖法主要是隧道采用凿岩台车全断面含仰拱一次爆破

开挖成型，拱墙与仰拱初期支护同步施作的一种施工方法。

（四）探索集成隧道全断面（含仰拱）机械化开挖工法

1. 工艺原理

2.适用范围
Ø 全断面（含仰拱）开挖法目前适用于掌子面能够自稳或采用辅助措施（如超前

支护、掌子面锚杆等）后自稳、地下水不发育，采用高度机械化配套施工的隧道。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四）探索集成隧道全断面（含仰拱）机械化开挖工法

Ø （3）该工法使隧道初支钢拱架的整

体安装质量更易于控制，并实现了快速封

闭成环，有利于隧道结构安全及施工安全。

Ø （2）较传统的工法相比，该工法将隧

道仰拱会同拱墙一次性开挖到位，减少了多

次爆破对围岩的频繁扰动，保护了围岩的自

稳性能。

Ø （4）施工空间大，有利于大型机械

设备施工，从而提高隧道施工进度，节省

人力资源投入，降低施工安全事故中人员

伤亡的概率。

Ø （1）该工法建立了一套隧道围岩力学

参数现场快速测定的方法，并依据隧道开挖条

件下的围岩力学表现特征，提出了采用全断面

（含仰拱）机械化开挖工法的工程地质适用条

件及量化指标。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3.关键技术



u 平安隧道采用Ⅳ级围岩全断面（含仰拱）机械化开挖工法施工，最高日进度达6m，最高月

进度为160m，平均月施工进度达到120m。该工法被评为2017年河南省省级工法（工法编号：

EJGF73-2017），目前正在申请中国铁道学会工法。

（四）探索集成隧道全断面（含仰拱）机械化开挖工法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四）探索集成隧道全断面（含仰拱）机械化开挖工法

以上（三）、（四）项 

描述已形成工法，2018年3月

中国铁路总公司工程管理中心

以《关于推广应用成兰铁路试

验段部分工程试验技术成果的

通知》（工管工调函〔2018〕

49号）发文在全路推广应用。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根据总公司相关批复要求，结合成兰铁路现场实际特点，成兰公司

组织按“35611”模式对全线控制工程的柿子园(14069m)、跃龙门

(19981m)、茂县(9913m)、榴桐寨(16262m)和平安(28426m)、云屯堡（

22923m）等隧道等进行了施工机械化配置配套研究、实施。

（五）探索形成了一套隧道机械化配置配套施工技术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五）探索形成了一套隧道机械化配置配套施工技术

全方位

全工序全过程

“35611”模式
“3”即三全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五）探索形成了一套隧道机械化配置配套施工技术

“35611”模式
“5”即五性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初期支护

开挖作业

超前支护

超前地质
预报

二次衬砌

仰拱

（五）探索形成了一套隧道机械化配置配套施工技术

“35611”模式 “6”即六个关键点

关键点

6个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五）探索形成了一套隧道机械化配置配套施工技术

“35611”模式

“1.1”即：一通风、一集中

剪板机作业多点焊机作业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五）探索形成了一套隧道机械化配置配套施工技术
现场实施情况

1
• 超前地质预报的超前钻探配置C6、矿研等多功能钻机，钻孔速度快、深度长（达100米），能有效起到超前探测作用。

2

• 针对单线隧道III、IV级围岩采用全断面开挖和双线隧道III、IV、V级围岩采用全断面或两台阶法开挖时，采用三臂/
两臂凿岩台车能实现机械化快速施工。

3

• 针对单线隧道III、IV级围岩采用全断面开挖和双线隧道III、IV、V级围岩采用全断面或两台阶法开挖时，采用湿喷
机械手、拱架安装机能实现初期支护机械化快速施工，其余工法采用小型湿喷机能够满足施工需求。

4

• 锚杆施工采用喷射混凝土施工完成后实施，采用全断面开挖或两台阶法开挖时，采用三臂/两臂凿岩台车或专用锚杆
钻机能够满足机械化快速施工。其中，施工6米以上锚杆时，必须采用三臂/两臂凿岩台车或专用锚杆钻机方能实现。

5
• 仰拱、二次衬砌施工按照标准化要求配置成套相关设备以满足机械化快速施工。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五）探索形成了一套隧道机械化配套施工技术
结合现场实际，成兰铁路通过机械化配置配套后，在辅助坑道、单线（Ⅲ、Ⅳ级围岩）、双线（Ⅲ、Ⅳ、Ⅴ

级围岩）的施工中，月平均指标均接近或达到《铁路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的指标高值，实现了7.8km长距离通

风，并且工程在安全质量方面得到了提升和保证。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五）探索形成了一套隧道机械化配置配套施工技术

u 结合长隧道同一工区多

掌子面作业的实际，研发了

洞内车辆交通智能管理系统，

最大可能解决洞内多作业面

施工引起交通堵塞而影响工

效的颈瓶，解除了机械化施

工的边界约束，是机械化配

套施工的伴生系统。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六）集成优化，针对性建立了一套隧道三台阶上部核心土施工工法

图中W1、W2为中、下台阶后行开挖侧预留岩柱。

W1

W2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六）集成优化，针对性建立了一套隧道三台阶上部核心土施工工法

Ø第1步，上台阶开挖：超前支护
完成后开挖上台阶，上台阶开挖高
度约4m，矢跨比宜大于0.3。施工
中，环向开挖上部弧形导坑，预留
核心土，核心土纵向长度为3〜5m，
留置高度和宽度分别为上台阶开挖
高度和宽度的2/3，预留核心土随
着掌子面掘进逐步取消。

Ø第2、3步，左、右侧中台阶开
挖：中台阶紧跟上台阶，先行开
挖约2/3宽度的中台阶岩土体，预
留约1/3中台阶岩柱随后行侧的跟
进逐步开挖，左、右侧台阶错开4
榀钢架，开挖高度为3〜3.5m。

Ø第4、5步，左、右侧下台阶开
挖：下台阶紧跟中台阶，先行开
挖约1/3宽度的下台阶岩土体，中
部预留1/3宽度的岩土体修整成斜
坡作为机具设备的通道，剩余1/3
宽度的下台阶岩柱后行侧的跟进
逐步开挖，左、右侧台阶错开4榀
钢架，开挖高度为3〜3.5m。

Ø第6步，隧底开挖：为保证施工机械设
备的布置空间，初支仰拱成环位置至掌
子面的长度按20m控制。隧底每循环开挖
长度宜为3m，完成3个循环（开挖、支护）
后，一次施作仰拱衬砌（与拱墙一次浇
筑长度相同）。

1、主要工序步骤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u 适用于散体结构软岩隧道，一般表现为开挖后围岩稳定性差，

且变形无方向性，易沿隧道掌子面发生凸出变形且同步引起周

边变形。

2.适用范围

（六）集成优化，针对性建立了一套隧道三台阶上部核心土施工工法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1

• （1）上台阶预留纵向3〜5m长的核心土，留置高度为上台阶高度的1/2〜2/3，宽度为上台阶
开挖宽度的2/3，可有效反压掌子面，确保掌子面的稳定，控制掌子面松散软岩向洞内的挤出
变形、失稳和溜塌。

2

• （2）微三台阶上部核心土法施工技术，在掌子面开挖后约7d左右即可实现初期支护仰拱封闭
成环，使初期支护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整体结构受力体系，更有利于控制围岩的变形，确保
了隧道施工安全。

3

• （3）微三台阶上部核心土法施工技术，出渣作业、锚杆施工作业及喷射混凝土等施工机具作
业平台可设置于下、中台阶，更有利于施工机具的快速组织，减少工序间衔接时间，提高了
隧道施工效率。

3.主要特点

（六）集成优化，针对性建立了一套隧道三台阶上部核心土施工工法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3.主要特点
（六）集成优化，针对性建立了一套隧道三台阶上部核心土施工工法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预留核心土



原国家环保部对成兰铁路成川段变更环评批复要求“加强隧道排水清污分流、污废水处理和监测工作，避

免污染沿线环境敏感水体”。

基于此，我们针对成兰铁路穿越特殊的地质区域、低温高海拔及特殊的环境要求，进行废水水质分析，对

隧道施工期正常排出的废水进行多种组合处理工艺试验，提出经济合理的处理工艺，使处理后出水水质达到排

入相应水域的排放标准。

（七）探索形成了一套隧道施工期生产废水处理工艺

提出了高海拔隧道低温施工废水处理的混凝剂、助凝剂的投加量。

提出了隧道施工期生产废水清污分流方案，同时根据废水水质及附近
水环境功能区的特点，形成了针对性的处理工艺。

建立了《隧道施工期生产废水处理站技术、管理手册》，可指导
施工期废水处理站设计、施工、运营维护工作。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关键技术



目前成兰铁路成川段隧道工区按要求设置了污水处理站及相关设施，满足了隧道施工期生产

废水处理要求。

（七）探索形成了一套隧道施工期生产废水处理工艺

平安隧道2号横洞工区
施工期生产废水处理

处理前 处理中

处

理

后 

三、关键技术与实践



u 成兰铁路自2013年10月开工以来，全线施工遭遇了软岩大

变形、活动断裂、断层破碎带等诸多不良地质。公司在铁路总

公司的正确领导下，以“强基达标，提质增效”为工作主题，

结合项目实际，通过采取“项目管理标准化、现场设计动态化、

试验专题现场化、机械配置高度化、监控监测信息化”等一系

列措施，强化管理，攻坚克难，风险已基本得到卡控，现场各

项工作安全、有序推进！ 



Ø 以上是成兰铁路隧道施工技术部分集成、创新与实践总结，

请各位专家、领导批评指正。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