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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铁路隧道主要成就

1.中国铁路隧道工程的建设规模
据 统 计 ， 截 至

2017年底，我国已经投

入运营铁路隧道14547

座，总长约15326公里。

近5年来平均每年

新增运营1400多公里铁

路隧道，相当于4km/

天的进度在推进，建设

速度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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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铁路隧道主要成就

1.中国铁路隧道工程的建设规模

另外，截至2017年底，

我国在建铁路隧道3825座，

总长约8100公里。

 正在设计和规划铁路

隧道5596座，总长约1.3

万公里。预计到2020年，

运营隧道总长度将达到2.0

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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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铁路隧道主要成就

2.高速铁路隧道工程的建设规模

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隧道2835座，总长4537公里。其中长度

大于10公里的特长隧道60座，总长约775公里。

正在建设的有隧道工程项目的高速铁路共40条，共有隧道1456座，累计长度约3057

公里。其中长度大于10公里的特长隧道有54座，累计长度约68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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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铁路隧道主要成就

2.高速铁路隧道工程的建设规模

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到2030年之前又要建设一大

批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隧道，

预计总规模在8000公里以上。

加上已运营和在建的总

长约7000公里的高速铁路隧

道，中国高速铁路隧道总长度

将达到1.5万公里以上。



8

一、中国铁路隧道主要成就

3.标志性工程-中国运营最长的隧道

 新关角隧道是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的控制工程，全长32.7km，是我国乃至亚洲最

长的山岭隧道，2014年12月开通运营,列车将由原来绕行变为穿越关角山，缩短线路37km。

Ø 高原严寒宽大断层围岩变形综合控制技术

Ø 高原严寒地区特长隧道施工环境控制技术

Ø 基于自然通风高原特长隧道运营通风技术

Ø 高原特长隧道防灾救援模式和设计技术

新关角隧道主要技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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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铁路隧道主要成就

3.标志性工程-运营最长的高速铁路隧道

太行山隧道是石太客运专线控制工程，全长27.8km，设计速度目标值为250km/h，是

目前我国建成的最长高速铁路山岭隧道，也是亚洲最长的高速铁路隧道。

太行山隧道主要技术成就

Ø 确立了单线高速铁路隧道的支护参数

和监测验收等标准

Ø 研究并形成了膏溶角砾岩地层高速铁

路隧道设计及施工关键技术

Ø 首次在高铁隧道内建设救援站，形成

了高铁特长隧道群防灾救援成套技术

石太客运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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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铁路隧道主要成就

3.标志性工程-采用TBM法施工的最长铁路隧道

兰渝铁路西秦岭隧道，全长28.2km，为双洞单线隧道，设计速度目标值为200km/h，

出口采用2台直径10.23米的敞开式TBM平行施工，掘进机平均月掘进500m、最高842m、

连续掘进15.6km 。 西秦岭隧道主要技术成就

Ø TBM长距离连续皮带机快速出碴的技术

Ø 20km超长距离施工通风技术

Ø 开敞式TBM掘进与二次衬砌同步施工技

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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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铁路隧道主要成就

3.标志性工程-特大断面黄土隧道

郑西铁路客运专线是我国在黄土地区修建的第一条高速铁路，有53km长的黄土隧道，

具有断面超大、浅埋段落长、黄土遇水软化，湿陷强烈等工程难题，在原铁道部一系列科

研课题的支撑下，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Ø 建立了大断面黄土隧道稳定性控制技术体系

Ø 形成大断面黄土隧道空间变形控制设计方法

Ø 开发了三台阶七步开挖工法等施工新技术

黄土隧道主要技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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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铁路隧道主要成就

3.标志性工程-水下高速铁路隧道

广深港客运专线的狮子洋隧道长10．8公里，隧道穿越小虎沥、沙仔沥和狮子洋三条水道，

是目前国内里程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第一座水下铁路隧道。

Ø 大直径泥水盾构地中对接施工技术

Ø 复合地层基岩覆盖层厚度设计技术

Ø 复合地层大直径盾构长距离掘进技术

Ø 特长高铁水下隧道洞内紧急救援站技术

狮子洋隧道主要技术成就

小
虎
沥
水
道

沙
仔
沥
水
道

狮
子
洋
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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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铁路隧道主要成就

3.标志性工程-城市区大跨度明挖隧道

Ø 连拱隧道下穿营运铁路系列技术

Ø 松软地层超宽基坑围护技术

Ø 不同围护支撑体系结合部的处理技术

Ø 基坑超静定支护技术

石家庄六线隧道主要技术成就

石家庄六线隧道是京广高速铁路引入石家庄枢纽的关键工程，该隧道是一项六线并行（局

部七线）、普速与高速并存的庞大地下工程。正线全长4.9km，周围建构筑物稠密，道路纵横

交错，市政管线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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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铁路隧道主要成就

3.标志性工程-岩溶高风险隧道

宜万铁路，穿越岩溶山区。全线总长度约278公里，有34座高风险的岩溶隧道，其中大支

坪、野三关、齐岳山、马鹿箐4座隧道是我国施工风险最高、建设难度最大的山岭隧道。

宜万线岩溶隧道主要技术成就

Ø 深埋岩溶隧道地质勘察综合技术

Ø 复杂山区岩溶隧道注浆关键技术

Ø 洞身岩溶发育段综合处理技术

Ø 高压富水大型充填岩溶断裂带修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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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铁路隧道主要成就

4.代表性科技成果
（1）高速铁路大断面黄土隧道建设成套技术及应用（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15年）

（2）高速铁路狮子洋水下隧道工程成套技术（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7年）

（3）高速铁路隧道围岩稳定性控制技术（中国铁道学会铁道科技特等奖 2016年）

（4）高海拔高水压特长关角隧道修建技术（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016年）

（5）高速铁路隧道支护结构体系设计理论及其应用（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技一等奖 2017年）

（6）关角隧道修建关键技术（中国铁道学会铁道科技一等奖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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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铁路隧道主要成就

正是由于近年来复杂条件下铁路隧道建造技术的突破，有效提升了我国高速铁路的运营品

质，为复兴号安全地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做出了突出贡献。

5.为高速铁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二 、面临的困难和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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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临的困难和主要问题

1.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在隧道建设过程中，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塌方、

岩爆、瓦斯爆炸等，还发生多起人身伤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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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名 隧道名称 中断行车时间 中断行车原因

宜万铁路 大支坪隧道 2015.6.1 隧道边墙、拱顶涌水

渝利铁路 方斗山隧道 2015.6.7 隧道边墙漏水

沪昆铁路 麻拉寨隧道 2015.6.18 隧道边墙漏水、轨道上拱

宜万铁路 大支坪隧道 2015.6..24 隧道边墙、拱顶涌水

兰新客专 张家庄隧道 2016.1.18 山体滑坡引起衬砌结构破损

宜万铁路 大支坪隧道 2016.6 隧道拱顶涌水

宜万铁路 野三关隧道 2016.6 隧道拱顶涌水

川黔铁路 雷吼洞隧道 2016.6.29 山体滑坡

宜万铁路 云雾山隧道 2017.6 隧道泄水洞涌水

宜万铁路 马路箐隧道 2017.6 隧道泄水洞返涌水

沪昆铁路 白岩脚隧道 2017.6.30 隧道边墙、拱顶涌水

武广客专 浏阳河隧道 2017.7.6 隧道明洞渗漏水

沪昆铁路 岗乌隧道 2017.7.17 隧道掉块

近三年隧道中断行车情况（不完全统计）

二、面临的困难和主要问题

1.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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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临的困难和主要问题

2.隧道施工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衬砌结构厚度不足、背后空洞 开裂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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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临的困难和主要问题

2.隧道施工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轨道上拱，底部病害问题存在
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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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临的困难和主要问题

3.机械化程度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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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临的困难和主要问题

4.隧道渗漏水问题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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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临的困难和主要问题

5.养护方式需要创新

传统的衬砌养护技术时效性差，难以保障混凝土材料对湿度温度的要求。



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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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施工全过程变形与稳定性控制技术：揭示了铁路隧道围岩变形破坏的时空演化规

律，探明了不同地质特性的隧道围岩变形机理，为铁路隧道的设计和施工奠定了理论基础，

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隧道修建技术体系。

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1.基础理论研究有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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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2.矿山法隧道的机械化施工有新突破

微台阶法II(上台阶-下台阶含仰拱)全断面法(含仰拱) 微台阶法I(上断面-仰拱)

工法名称 工法说明 工法应用条件

全断面法 全断面含仰拱一次开挖 II/III/IV级深埋

微台阶法I 上断面→仰拱两次开挖 IV/V级深埋

微台阶法II 上台阶→下台阶含仰拱两次开挖 IV级浅埋/V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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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2.矿山法隧道的机械化施工有新突破

三臂凿岩台车三臂拱架安装机混凝土湿喷机械手锚杆钻注一体机自行式仰拱栈桥

防水板铺设台车智能衬砌模板台车温控自动养护系统整体式沟槽模板台车

初期支护区二次衬砌区 开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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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3.实现了盾构法隧道的全预制拼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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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3.实现了盾构法隧道的全预制拼装

拼装步序：定位→起吊→移动→就位→下放→螺栓连接→拼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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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3.实现了盾构法隧道的全预制拼装

完成效果



32

       为解决当前铁路隧道运营中出现的因底部水压力过大而引起的翻浆冒泥、道床开

裂、底部上鼓等病害问题，提出一种可有效降低隧道底部水压力的逆向排水系统。

       该系统可以分为3个部分：横向集水系统，纵向导水系统和斜向反水系统。

4.研发了新型防排水系统

三 、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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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发了新型防排水系统

三 、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排水管结晶堵塞疏通
•排水沟淤积堵塞疏通

排水系统可维护技术
高压水汽疏通技术

排水沟泥沙淤积堵塞疏通

排水管结晶堵塞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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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发了新型防排水系统

自动布料

自动射钉固定土工布

自动粘贴铺挂防水板

自动扫码识别防排水材料

自动扫描初支轮廓及铺设平整度

隐蔽工程影像资料的自动留存

三 、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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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5.研制了智能化衬砌台车

解决衬砌掉块问题、背后空洞问题，根本办法是在衬砌台车上想办法。基于这个出发点，

研发了智能化衬砌台车。

基本功能：

1.自动测量衬砌厚度、计算浇筑混凝方量。

2.带压灌注。

3.自动振捣作业；

4.自动换管浇筑；

5.实施传输数据，显示灌注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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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换管：通过机械化管路走行系统精准对位浇筑，实现纵向滑移 、横向分层分窗

管注以及自动换管功能，减少人工劳动强度。

关键
技术

下灌注系统 上灌注系统

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5.研制了智能化衬砌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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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5.研制了智能化衬砌台车

关键
技术

灌满提醒：通过压力传感器和预埋反馈装置的双重手段检测灌满信号。

台车模板

防水板示意

智
能
压
力
传
感
器

防水板低洼处预埋反馈装置

台车模板上安装压力传感器
智能压力传感器

预埋反馈装置

带压灌注：下灌注系统采用机械手分窗分层自然流下浇筑；上灌注系统采用“拱顶

部水平压入浇筑工法”实现带压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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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5.研制了智能化衬砌台车

关键
技术

密实振捣：采用高频气动附着式振动器，配合气囊堵头，实现混凝土的充分振捣， 

提高衬砌施工质量，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气
动
振
捣
器

气
囊
堵
头

振动效果对比

人工振捣蜂窝状气孔 气动振动器气孔数量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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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视：台车具备数据采集和传输功能，相关施工数据自动记录并具备上传功能。
集成传输系统功能：

1、实时灌注方量显示  2、总灌注方量记录

3、实时灌注压力显示  4、灌满饱满度提醒

5、实时混凝土液位显示  6、脱模时间设定

7、入模温度显示      8、其它提醒报警功能

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5.研制了智能化衬砌台车
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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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6.研制了衬砌标准养护系统

 山岭隧道的衬砌由于受到施工条件的制约，多在材龄1天以内脱模。但低材龄的混凝土表面直

接与外气接触，会急速发生温度降低和干燥，也会发生裂缝和长期的耐久性降低。 

采取有效地养护措施，对于提高二次衬砌混凝土质量十分重要。

同一配合比C30混凝土不同养护方式强度比较（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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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密封效果好，加热升温快

Ø 微米级雾化加温，水源适应性强

Ø 智能化程度高，可实现移动终端远程控制

Ø 隧道断面适应性强，可快速就位

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6.研制了衬砌标准养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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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6.研制了衬砌标准养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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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试验获得以下结论：

（1）对模筑混凝土进行汽雾养生，促进了混凝土的初期水化反应，增进了初期和长期强度的增长；

（2）由于汽雾养生，控制了衬砌内外的温度差，获得控制温度开裂的发生效果；

（3）拆模后没有产生材龄初期的急剧的干燥，获得降低干燥收缩开裂的效果。

    对新建京张铁路某隧道二衬混凝土在不同养护条件下不同龄期混凝土抗压强度进行对比。

3.2
6.1

9.5

16.9
23.6

34.4 35.2

5.6
10.3

15.8

24.7

31.6
36.8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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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5d 2d 3d 7d 14d 28d 56d

汽雾养护与自然养护强度对比

自然养护 汽雾养护 /养生龄期

/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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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6.研制了衬砌标准养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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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先进的超前地质预报系统 

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溶隙  
暗河  

溶洞  

断层

大埋深 
长洞体 
高应力 
强岩溶 
高渗压 
大流量 

特殊
地质条件  

隧道施工经常发生突水突泥、塌方等灾害的原因：由于山高隧长，施工前期难以准确查明

隧道洞身不良地质情况；特别是对于岩溶富水隧道，缺少对地下水的有效预报方法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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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先进的超前地质预报系统 

三、技术创新探索与实践

同性源供电电极逐次后移  

前方30m

直
径

30m

研发了隧道激发极化仪（TIP）和聚焦测深型探测模式，实现了探测范围内含水构造定性

和定量估算，已在成兰铁路、京张铁路、兰渝铁路等隧道进行尝试，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解决了固定式探测模式不能测深的难题

  探测范围达到前方30m、直径30m  



四、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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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隧道修建法？

1.隧道修建理论的突破：创建中国隧道修建方法

四、展   望

新奥法 挪威法

新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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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隧道结构耐久性

英国纪念性建筑
（200年设计寿命）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桥
（300年设计寿命）

我国三峡大坝
（300年设计寿命）

重要、标志性结构物采用长寿命混凝土已成为趋势

四、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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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隧道结构耐久性

高密实性和抗裂性

（1）设计：加厚保护层，限制裂；

（2）材料：多级配优质骨料，中低

热水泥和高品质矿物掺合料；

（3）配制：高密实，低水化热，低

收缩，不追求早强；

（4）施工：强化振捣和养护工艺；

（5）附加措施：阴极保护、涂层；

（6）监测和维护：在耐久性能长期

监测的基础上进行维护。

四、展   望
按照300年设计寿命的八达岭长城地下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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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铁路起于四川省成都市至西藏首府拉萨。新建正线长度约1900km，其中隧

道工程约1200km。 仅雅安至林芝段隧道约1000km。隧道平均长度超过10km，长

度大于20km的隧道17座，最长隧道约60km。

甘藏方案
青藏方案

川藏方案

滇藏方案

3.高海拔、高地震区、大埋深超长铁路隧道技术的突破

四、展   望

川藏铁路隧道主要难题

Ø 穿越构造极为发育的横断山脉，超长隧

道的极高地应力深部岩体稳定、活动断

裂、超高压富水、高海拔低气温低含氧

量、大埋深高地热、洞口冰碛体等都是

隧道建设史上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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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智能建造技术

四、展   望

开挖
锚杆

管棚
玻纤

地质
预报

沟槽

防水
钢筋

衬砌
养护

隧道智
能建造

超前
灌浆

洞碴
利用

通风
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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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