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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盾构法隧道结构 整治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0 年第一批标准制

修订计划的通知》暨中城轨（2020）22 号要求，由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

位承担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 盾构法隧道结构 整治技术规范》（计划编号：2020008—

T—03）的编制工作。标准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运营管理专业委员会提出，研究期限

为 12 个月。

1.2 协作单位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地铁监护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市市政工程研究院、交科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隧道盾构工程有

限公司、上海隧道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业主单位：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地铁监护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生产单位：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城盾隧安地下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隧道盾构工程

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科研院所：交科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的起草人：王如路、李家平、朱雁飞、杨志豪、李永迪、李迅、许熠、黄斌、

李刚、张学华、刘树亚、邵华、张少夏、闫静雅、任洁、何小玲、陈培新、李芹峰、胡昊、

李文芳。分工如下表 1所示。

表 1 起草人及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参编章节

1 王如路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总体统筹，大纲

2 李家平 上海地铁监护管理有限公司 总体统筹，大纲

3 朱雁飞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总体统筹，大纲

4 杨志豪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第五章

5 李永迪 城盾隧安地下工程有限公司 第七、八、九、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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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迅 城盾隧安地下工程有限公司 第十章

7 许熠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第五章

8 黄斌 上海隧道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第七、八章

9 李刚 上海隧道盾构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章

10 张学华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二、十二章

11 刘树亚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二、十二章

12 邵华 上海地铁监护管理有限公司 第十一章

13 张少夏 上海地铁监护管理有限公司 第十一章

14 闫静雅 上海地铁监护管理有限公司 第四、六章

15 任洁 上海地铁监护管理有限公司 第四、六章

16 何小玲 上海隧道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第七、八章

17 陈培新 上海隧道盾构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章

18 李芹峰 城盾隧安地下工程有限公司 第十章

19 胡昊 交科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统合稿

20 李文芳 交科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统合稿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2020 年 6 月，标准立项；

2020 年 7-10 月，主编单位撰写编制大纲，制定工作计划；

2020 年 11 月，召开编制启动暨第一次会议，讨论人员分工安排及需要研究的主要

问题和必要的测试验证项目，进行标准研讨；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3 月，各参编单位收集病害成因、类型和技术措施等相关技

术资料；撰写初步意见稿，主编单位形成汇总稿；

2021 年 4 月，召开第二次会议，经各参编单位讨论后形成初稿；

2021 年 5-2022 年 2 月，根据讨论会的具体建议，各编制人员对各自分工内容进行

修改调整；主编单位汇总修改内容，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3 月，标准征求意见稿完成并上报。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编制原则：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编制。对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

构整治工程作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依据上海市和国内其他省市的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

构整治技术工程案例和研究成果，总结了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构整治的施工技术和经验，

并广泛征求了有关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意见。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同时充分考

虑到当前地铁车站的实际运行情况，具有可操作性。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

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国内有《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以及《地铁盾

构法隧道修复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但缺乏针对性，不能直接应用；在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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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过程中，部分内容借鉴《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以及《地铁盾构法隧道修复加

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完善了地铁盾构法隧道修复加固技术标准，使其可以应用

到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构整治中。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1.适用范围

本标准共分为 12 章，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构整治施工的总体要求、

设计技术要求、施工准备、隧道变形整治、隧道渗漏整治、隧道结构破损处理、隧道

衬砌钢内衬加固、测量与监测、整治质量验收等技术要求。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整理了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主要是设计、施工、

材料等方面的国标、地标、行标等。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引用了《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地铁盾构法隧道修复加

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G/TJ08-2231-2017 等标准界定的相关术语和定义，结合

城市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构整治施工和技术特点，对“隧道结构整治”、“注浆加固”、

“道床脱空处理”“双液微扰动注浆”等相关术语进行了定义。

4.总体要求

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构整治前需要具备的相关基础资料、隧道结构

服役性能的分级、设计原则和隧道病害治理措施。在城市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构整

治施工（以下简称“整治施工”）前，应具备相关基础资料。应在查清隧道服役状态的

基础上，确定整治原则，把握隧道结构整治的时机。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服役性能

（或服役性能等级）分级。城市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构整治满足要求。整治施工期

间，应根据隧道结构病害或损坏类型及严重程度，采用安全、经济、可操作的结构整

治技术。隧道病害治理措施。此部分内容参考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GB 50911

5.设计技术要求

规定了从隧道结构内力和变形计算荷载结构为切入点，针对隧道内不同病害情况

制定不同整治设计方案。隧道结构加固设计计算机理、理论计算模型。隧道内不同病

害情况制定不同整治设计方案。此部分内容参考了《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

6.施工准备

规定了须采取的必要安全措施、收集的相关资料、施工范围内临时管线的迁改或

保护措施等。施工前施工单位必须做好的设计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人员上岗前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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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工作等。施工应采取安全措施的手段和方法。施工前应做好相关材料检测和复试。

施工范围内临时管线的迁改或保护措施。此部分内容参考了《地铁盾构法隧道修复加

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G/TJ08-2231。

7.隧道变形整治

规定了根据目的的不同，隧道变形整治可分为地面卸载、地面注浆和隧道内部注

浆三种工艺。整治的注浆工艺，注浆方法和注浆形式。注浆材料的选定。双液微扰动

注浆应进行信息化施工。受损隧道和一般卸载的卸载要求。地面注浆的工艺流程。注

浆参数。注浆顺序。注浆的设备工器具。隧道内注浆的工艺流程。隧道内开孔的要求。

隧道内注浆施工的工序。注浆参数。封孔要求。此部分内容参考了《地铁盾构法隧道

修复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G/TJ08-2231 和《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

8.隧道渗漏整治

规定了隧道渗漏整治的不同材料和注浆整治工艺措施分别是管片壁后注浆、骑缝

注浆、斜孔注浆。盾构隧道结构渗漏处理宜选用聚氨酯类灌浆材料、环氧类灌浆材料、

丙烯酸盐类浆液、无机类等注浆材料。隧道渗漏整治所用材料的种类与性能指标。管

片壁后注浆的工艺。骑缝注浆的工艺。斜孔注浆的工艺。此部分内容参考了《地铁盾

构法隧道修复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G/TJ08-2231 和《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50108。

9.隧道结构破损处理

规定了针对管片破损和道床脱空等病害进行处理的方式方法。隧道结构破损处理

的时机。隧道结构破损处理所用材料的种类和性能指标。破损小于 0.02m2 的部位的修

补方式。破损大于 0.02m2 的部位的施工工艺。植筋修补的工艺要求。道床脱空处理的

施工工艺方法。此部分内容参考了《地铁盾构法隧道修复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DG/TJ08-2231 和《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

10.隧道衬砌钢内衬加固

规定了隧道衬砌钢内衬加固的时机，工艺流程、施工工序等。隧道衬砌钢内衬加

固的时机。隧道衬砌钢内衬加固的分块、制作、施工等工艺流程。隧道衬砌钢内衬加

固所用材料的种类和性能指标。钢内衬制作与加工的施工要求。钢内衬安装施工工序。

钢内衬环板安装的工艺要求。钢内衬整环焊接工艺要求。环氧填充的施工工艺要求。

防腐处理的施工工艺要求。管片和道床恢复移交的相关内容和要求。此部分内容参考

了《地铁盾构法隧道修复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G/TJ08-2231 和《地下工程防

水技术规范》GB50108

11.测量与监测

规定了施工测量与监测的布点范围、项目、频次、报警值等要求。施工前应编制

测量和监测专项施工方案，说明项目、范围、频率以及基准点位置等内容。施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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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监测的布点范围、项目、频次、报警值等要求。此部分内容参考了《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50911

12.整治质量验收

规定了施工完成后的工程质量验收的标准和要求。根据工程质量关键控制点，规

定了控制内容和控制指标。此部分内容参考了《地铁盾构法隧道修复加固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DG/TJ08-2231 和《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无。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2009 年，针对运营隧道结构变形问题，上海地铁研发了双液微扰动注浆工艺，本工艺

的重点在于双液浆特性的试验研究。

双液浆（水泥-水玻璃）不仅具备水泥浆的特点,而且还兼有某些化学浆液的特点,如

浆液胶凝时间可在几秒至几十分钟之间准确控制,结石体抗压强度高,结石率可达 98 %～

100 % 等。

为确定合适的注浆材料及配比，对不同品种的双液浆（水泥-水玻璃）进行了室内试

验，考察了浆液初凝时间、净浆立方抗压强度与水泥品种、水灰比及水玻璃加量范围的关

系。室内试验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通过对浆液凝结时间、净浆立方体抗压强度与水泥

品种关系的研究，选出两种合适的水泥；第二步对选出的两种水泥，通过对其与水玻璃反

应特性的比较，从中选出最合适的水泥品种、水灰比及水玻璃加量范围。试验采用正交设

计方法安排,用多指标综合平衡法分析试验结果。

通过对双液浆初凝时间、结石体强度等特性进行技术论证后，确定双液浆基本参数为：

42.5 级 P.O 普通硅酸盐水泥，水玻璃为 35°Be’中性水玻璃，模数 28，水灰比为 0.7，

水泥浆与水玻璃体积比 2~3 ：1 。

近十多年来，上海采用双液微扰动注浆工艺实施了 50 多个隧道结构变形整治工程，

解决了 1000 多环运营隧道管片的差异沉降、收敛变形病害，确保了地铁运营安全。

6.2 综述报告

随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快速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担负着重要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

功能，已成为城市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安全运营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

注。然而，受工程地质、外部坏境和结构特性等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外力荷载、地

下水和临近施工作业等作用下，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构在服役过程中出现了漏水、变形

或开裂等不同程度的病害和损伤，且呈现多发态势，影响了隧道使用功能和地铁运营安全。

目前，行业内虽然已针对病害治理积累了相关的技术措施，但我国轨道交通尚无盾构隧道

的衬砌加固或整治技术的行业规范标准；而且各种整治措施的技术含量高、工艺复杂，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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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措施的执行直接影响隧道衬砌加固整治的质量和效果，因此急需规范相应的措施要求

和技术标准。

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轨道交通行业蓬勃发展。隧道是轨道交通运营的命脉，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的结构安全是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运营的首要条件，其中隧道工程的结构安

全问题尤为重要。在过去几年中，我国各城市出现了多起影响运营安全的结构安全事件。

目前各城市均有许多盾构法隧道结构处在整治中。因此，规范评判隧道结构安全问题的级

别和危害程度，规范盾构法隧道结构整治技术的设计施工标准，更好的保障隧道结构安全

和质量，已经成为保障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安全运营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6.3 技术经济论证

依据上海市、国内其他省市的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构整治工程案例和研究成果，制

定城市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构整治技术要求，为设计、施工控制和验收提供依据，填补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盾构法隧道结构整治技术的空白，推进我国盾构法隧道结构整治技

术水平的提升和发展。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规范制定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深远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为工程设计施工提供

依据，统一技术标准和控制要点，提高工程质量，节省工程造价；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盾构

法隧道结构整治工程施工行为，确保类似工程的安全和质量。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美国从 1997 年起针对隧道的检测、维护和修复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于 2003 年形成

了正式的技术手册和指南来指导隧道运营阶段的安全管理工作。

欧盟在 1996 年～2007 年间支持了一系列隧道结构的运营可靠性及其修复和提升安全

性能的研究课题。

日本已经形成了《日本公路隧道老化手册》、《隧道补强、修补手册》等技术成果。

中国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并着手编制了相关规范标准。

上海建设交通委员会于 2008 年启动了“城市隧道服役性能检测评估技术”重大研究

课题。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于 2011 年开展了《软

土隧道工程运营期结构安全关键技术研究》。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等企业于 2017 年编制了上海市地方标准《地铁盾构法

隧道修复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G/TJ08-2231-2017）。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1）加强标准成果宣贯

《城市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构整治技术规范》作为在保证运营安全状况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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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构病害整治手段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地技术手段，对于提升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服务水平、保障运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标准颁布后，建议专门组

织力量，抓紧开展宣贯贯彻工作。

（2）组织开展标准培训

建议由标准起草单位组织有关专家，对有关地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进行集中讲解

培训。同时，将《城市轨道交通盾构法隧道结构整治技术规范》相关研究成果和具体操作

内容，以学术著作、论文、手册等形式向行业公布，扩大标准的影响，真正发挥标准的重

要作用。

（3）实施过渡期

标准发布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对标准中各条款的规定需要吸收、理解的过程，为

保障标准发布后顺利施行，建议标准发布 3个月后实施。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