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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线冻结隧道下穿车站冻胀特性模型试验与工程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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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大规模建设，新建地铁隧道采用人工冻结法下穿地面建筑等工程数量逐年增

加。冻结过程中，人工冻土冻胀容易引发上覆地表和相邻建筑物出现不均匀变形，造成上覆结构损坏。为保证双
线隧道冻结施工中上覆结构安全，需要研究冻结下穿过程中的冻胀规律以选取最优施工方案。基于上海地铁18
号线双线隧道冻结下穿地铁10号线国权路运营车站工程，开展冻结隧道下穿上覆车站相似模拟试验，并采用传
感器对上部10号线国权路车站底板变形进行自动化监测，研究了上覆车站底板在全长冻结和分段冻结2种模式
下的冻胀抬升规律，得出了工程施工过程中上覆车站底板变形规律。结果表明：分段冻结模式对上覆结构产生的
最大抬升量为20.5 mm，出现在下行线隧道冻结期间，小于全长冻结模式产生的最大抬升量30 mm。车站底板在分
段冻结模式下出现整体抬升，下行线隧道在积极冻结期间的抬升速度为0.12 mm/d，大于上行线隧道冻结时的抬
升速度0.08 mm/d。采用分段冻结、分段开挖方案时，冻胀抬升和开挖沉降交替产生，车站底板抬升位移曲线呈锯
齿状。实际工程中采用分段冻结、取土卸压等方法降低冻胀量，实测车站底板最大抬升量为25.41 mm。试验得出
车站底板抬升规律与施工数据呈现较好的一致性，有效地指导了工程施工。
关键词：人工冻结法；下穿车站；软土地层；冻胀；底板抬升；开挖
中图分类号：TU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246（2022）06-0157-09

Experiment and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of Frost Hea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ozen Double-track Tunnel Underpass an Operation Station
WANG Yanting1,2，WANG Lei2,3,4*，LI Fangzheng2,3，LIU Zhiqiang2,3
(1.China Univ. of Mining and Technol.-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China Coal Research Inst., Beijing 100013, China;
3.Beijing China Coal Mine Eng. Co., Ltd., Beijing 100013, China; 4.China Railway Eng. Group Ltd., Beijing 100055,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in China, the number of new subway tunnel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at use the artificial ground freezing method to underpass ground buildings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The freezing process of artificially frozen
soil can easily cause uneven deformation of the upper-structure surface and adjacent building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overlying structure in the
frozen double-track tunnel, it is necessary to get the frost heave law caused by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advance to select the optimal construction
scheme. Taking the double-track tunnel of Shanghai metro line No. 18 passing down the running station of the No. 10 li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similar simulation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he law of frost heave uplift of the overlying station floor in two modes segmental freezing and the
simultaneous freezing mode was studied. The deformation law of the upper station base slab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was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pper structure’s maximum lift value generated by the segmental freezing occurred during the freezing period of the downline tunnel, and the lift value was 20.5 mm, which was less than the value of the simultaneous freezing mode. The base slab of the station was lifted as a whole mode of the segmental freezing mode, and the lifting speed of the second frozen tunnel during active freezing was 0.12 m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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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upline tunnel when it was frozen by 0.08 mm/d. When the tunnel wa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egmental freezing
and segmental excavating, frost heave uplift and excavation settlement occurred alternately, and the displacement curve of the station floor was
zigzag. In the actual project, methods such as coring were used to reduce frost heave, and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maximum lift value of the base
slab was 25.41 mm. The base slab lift law obtained from the similar simulation experiment wa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data, which guid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effectively.
Key words: artificial freezing method; passing down the station; soft soil stratum; frost heave; base slab lift; excavation

人工冻结法是矿井建设中的一种特殊施工方法，

离结构底板5 m，施工过程中上部结构最大冻胀量为

主要应用于矿山井筒施工。1997年，冻结法成功应用

20 mm，开挖完成后最大沉降量为10 mm[5]。2005年，

于中国市政工程，并在含水软弱地层地下工程建设

奥地利维也纳地铁6号线双线隧道冻结下穿电信大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解决了许多其他工法难以解决

楼，隧道顶部距离结构底板1.6 m，Semprich[6]监测得

的工程难题

[1]

。近年来，中国轨道交通大规模建设，

出大楼底板最大冻胀量为13 mm，开挖后冻胀量降低

新建地铁隧道下穿地面建筑、区间隧道等工程数量

为3.0～8.5 mm。山田正男 [7]基于某冻结工程，计算土

逐年增加，城市地表建筑密集的地区，不同轨道交通

体冻结引起的地表位移，得出地表位移计算的经验

线路、地下结构之间的隧道穿越工程逐年增多。冻结

公式。
国内在冻胀抬升方面研究多聚焦于冻胀引起的
地表隆起。蔡海兵等 [8]基于随机介质理论建立隧道冻
结施工引起地表冻胀位移的历时预测模型，得出了
双线隧道采用依次冻结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地
层冻胀位移等结论。阳军生 [9]、陶德敬 [10]等基于随机
介质理论对冻结法施工引起的地表冻胀进行研究，
取得了大量有意义的结论。但这些研究的对象是地
表变形，无法将地表变形预测公式应用于冻结下穿
结构变形计算。上海明珠线二期上体场站区间隧道
穿越地铁1号线上体馆站工程是中国冻结法下穿上
部构筑物的经典案例，李方政 [11]基于该工程得出冻
胀与结构相互作用的位移及接触压力，并采用实测
数据进行验证。2014年，无锡地铁某区间隧道水平冻
结下穿某商场，隧道顶部距离商场基础底板3.7 m，施
工完成后商场基础底板沉降2.6 mm[12]。2017年，深圳
轨道交通7号线某区间隧道冻结下穿两层建筑及人
行道工程[13]，施工监测最大冻胀量为5.5 mm。2021年，
南京市地铁7号线下穿既有10号线中胜站采用MJS+
人工冻结法加固，隧道交叠区结构净距0.6 m，赵宇辉
等 [14]对MJS加固后的冻结土体温度场进行数值模拟
研究。常州地铁1号线某区间隧道冻结下穿常州火车
站基础底板，隧道顶部距基础底板3.75 m，马俊等 [15]
使用冻结壁外围卸水措施对冻胀抬升进行控制。

法作为富水地层新建隧道下穿既有结构施工的重要
方法 [2–3]，具有隔水性好、施工灵活、无需降水等诸多
优势，但冻结过程中会产生冻胀现象，是冻结工法的
最大弱点。富水地层含水量大、水分补给充沛，人工
冻结产生的冻土体量大、冻结速度快，冻胀应力容易
引发上覆地表和相邻建筑物出现不均匀变形，造成
上覆结构损坏，如图1所示。
地面

地面
上覆结构
结构变形前
冻胀位移 Δh

结构变形后

未冻土

水分迁移

水分迁移
冻胀
冻结管

图1
Fig. 1

冻结壁

冻结隧道下穿上覆结构冻胀作用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frost heaving effect of freezing tunnel under and overlying station

为保证冻结隧道下穿上覆结构施工安全，有必

以上工程可为冻结隧道下穿上覆结构研究提供

要对上部结构在冻结下穿过程中的变形规律进行研

参考，但相关研究侧重于冻结温度场变化规律及工

究，对冻胀作用下的上覆结构变形进行定量估算，避

程效果评价，对冻土与结构在不同工况下的相互作

免结构出现冻胀破坏。人工冻结法最早应用于国外

用规律的研究较少，难以为其他冻结下穿工程设计

隧道下穿工程建设。1991年，维也纳地铁3号线区间

施工提供参考。

隧 道 下 穿 大 厦 ， 隧 道 顶 部 距 离 大 厦 结 构 底 板 2 m，
[4]

上海轨道交通18号线新建隧道穿越地铁10号线

Hinkel 监测结构不同位置的冻胀量为1～2 mm，开

国权路车站工程是上海地铁建设中的特级风险工程，

挖后上部结构沉降量为7～9 mm。2002年，德国Fürth

拟建隧道处于富水软土地层，采用冻结+矿山法开挖，

市新建双线隧道冻结法下穿历史建筑，隧道顶部距

开挖荒径顶部距离车站底板1.4 m，隧道冻胀对上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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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影响较大，施工风险极高。为保证隧道冻结下穿

错时30 d后，开始冻结上行线第Ⅱ段；45 d后，上行线

上覆车站的施工安全，本文基于该工况进行模型试

第Ⅰ段到达设计冻结壁厚度，进行开挖；60 d后，开始

验和工程实测研究，对比不同施工方案引发上覆结

冻结下行线第Ⅰ段；75 d后，上行线第Ⅱ段到达设计

构的变形规律，为冻结下穿工程提供设计参考。

冻结壁厚度，进行开挖；90 d后，开始冻结下行线第
Ⅱ段；105 d后，下行线第Ⅰ段冻结壁到达设计厚度，

1 工程概况

进行开挖；135 d后，下行线第Ⅱ段到达冻结壁设计厚

上海轨道交通新建18号线双线隧道下穿运营地

度并开挖。

铁10号线车站，暗挖隧道与10号线车站竖直方向斜
交，隧道长度为42.0 m，直径为7.7 m，隧道中心线埋
深22.2 m。冻结地层位于第⑤11灰色黏土层位，土体

Tab. 1

45 d
冻结上行线第Ⅰ段 开挖

冻结土体参数

Frozen soil parameters

灰色黏土

17.8

38.5% 2.74

97%

1.09

工程设计冻结壁厚2 m，积极冻结期为45 d，在隧
道内部设计“十”字型冻结壁作为开挖支撑，上下行
线隧道根据施工条件划分为Ⅰ、Ⅱ两个区段。隧道与
车站位置如图2所示。

22.2 m

运营车站
第Ⅰ段

第Ⅱ段

42.0

灰色黏土
上行线

图2
Fig. 2

图3
Fig. 3

分段冻结试验方案

Experiment scheme of segmental freezing construction

双线隧道冻结近接穿越上覆车站引发变形破坏
的风险较大，两种冻结方案对上部车站底板产生的
冻胀规律尚不明确。为保证冻结隧道施工安全，有必
要对两种方案进行模型试验研究，对比不同施工方

地面
杂填土
灰色砂
质粉土
灰色淤泥
质粉土

45 d
45 d

冻结上行线第Ⅱ段 开挖
冻结下行线第Ⅰ段 开挖
冻结下行线第Ⅱ段 开挖

–3
土层编号 土层名称 重度/(kN·m ) 含水量 比重 饱和度 孔隙比

⑤11

15 d

45 d

含水丰富，承载力低，土体性质见表1。
表1

15 d

15 d

m

冻结壁 下行线

隧道与车站位置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unnel and station location

由图2可知，冻土与车站底板近距离接触，不同
冻结模式将对车站底板造成不同的冻胀变形。冻结
盐水温度变化、取土卸压、冻结三角区卸压等冻胀控
制措施也会对上部车站底板变形产生影响。为研究
不同冻结模式引发上覆车站底板变形规律，根据设
计方案提出以下两种冻结模式：

案引发上覆结构变形规律，为施工提供设计参考。

2 物理模型试验
试验时，物理模型必须满足温度、湿度、应力、位
移等一系列相似准则。1980年，Jumikis对人工冻结过
程中的相似准则进行了研究，推导了诸多相似准则，
使模型试验成为一种研究人工冻结规律的有效方法；
1990年，崔广心教授对煤矿建井过程中的人工冻结
相似准则进行了研究，并研发了冻结相似模拟试验
台 [16–17]。基于以上研究，试验推导了人工冻结下穿上
覆结构工况下的各参数相似准则方程。
2.1 相似准则
1）低温盐水从土体中吸收热量，然后将孔隙水

冻结上下行线的第Ⅰ段和第Ⅱ段，全长冻结45 d后冻

冻结成冰，温度场的相似准则方程 [16,18]可以表示为：
(
)
Q at T y T c rf
F
, 2, , ,
=0
（1）
cT r0 T 0 T 0 r0

结壁到达设计厚度。全长冻结工序简单，可在短时间

式中：Q为单位土体的潜热，J/kg；c为土体比热容，

内形成稳固冻结壁，工期短；但单位时间所需冷量大，

J/(kg·℃)；T为温度，℃；a为热扩散系数，m2/s，t为时间，

对冻结设备要求高。

s；r0为径向坐标，m；rf为冻结管的外半径，m；T0为初

1）全长冻结模式，全长冻结即同时开启冻结的
长度为上下行线全长（图2中第Ⅰ段+第Ⅱ段），同时

2）分段冻结模式，即将上下行线基于Ⅰ、Ⅱ区段
进行错时冻结。考虑实际施工过程中积极冻结时间

始温度，℃；Ty为土体的冰点，℃；Tc为冻结管的表面
温度，℃。

和开挖工序衔接，将不同施工段错开冻结时间设定

试验土体取自于现场，试验过程中重新配置，调

为30 d。分段冻结方案可以减小单位时间供冷量，有

整密实度和含水量与原状土一致。故可认为内摩擦

利于工期组织和设备安排；但工期较长，分段冻结及

角、泊松比、孔隙率等参数与原状土相同。

开挖工序如图3所示。首先，开始冻结上行线第Ⅰ段；

湿度场的相似准则方程 [19]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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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由湿度准则可知，水迁移过程与导热过程在

基于以上相似准则，各参数的相似比为：


C = C = 1，


 T 2s
Ct = n ，
（5）



 C =C =C =n

数学上相似，两者均遵循傅里叶准则，因此在几何相

式中，n为常数，CT、Cs、Ct，CL、Cρ和Cd分别为温度、应

Θ=

（2）

式中：w为土体冻结后的湿度，%；w 0 为土体原始湿

L

似的条件下，只要温度场相似，湿度场可以达到“自

ρ

d

力、时间、长度、密度和位移的相似比。

模拟”而相似[17]。

2.2 试验设计

2）冻结和开挖引起土体变形，应力及位移场可
以用无量纲形式表示[20]，即：
(
)
σ P P d
F , ,
, ,v = 0
E E rH u

根据冻结施工范围及车站尺寸，边界条件取冻
结核心区域直径的3～5倍；试验同时考虑模型试验

（3）

的 经 济 性 和 可 行 性 ， 确 定 模 拟 施 工 边 界 为 长 ×宽 ×

式中：σ为应力，Pa；E为弹性模量，Pa；P为载荷，N；r

验模型的尺寸为3.0 m×1.5 m×1.5 m，隧道模型直径

为堆积密度，kg/m 3 ；H为隧道深度，m；d为冻土的厚

φ=280 mm。冻结温度设定为−28 ℃，冷媒采用体积质

度，m；u为位移，m；ν为泊松比。

量为1 265 kg/m3的CaCl2溶液。时间比例n2=1/625，即

高=75 m×36 m×36 m。设定几何相似比n=1/25，则试

模型试验过程中的1 h相当于实际过程的625 h。工程

3）结构因冻胀或融沉产生变形。由弹塑性力学
可知，结构挠度us与刚度K成反比，即：

中积极冻结时间设定为45 d，换算得出试验时间为

us ∝ 1/K

（4）

104 min。根据总散热量相等的原则，将实际布设的冻

式中：K = EsI；Es为上覆结构底板的弹性模量，Pa；I为

结管路换算为24根φ18的冻结管，材质与工程中冻结

静矩，N·m。

管材质相同，布置如图4（a）所示。为实现分段冻结及
车站模型
79

T4~6

196

T1~3

10

冻结管

5

冻结壁

单位：mm
(a) 冻结管布孔
配液圈 A

低
温
盐
水

高温回水

土箱轮廓

冻结管
T4
车站外轮廓

T1
冷冻机
第Ⅰ段
T2

T5

T3

T6

集
液
圈

盐水箱
第Ⅱ段
低温盐水

高温回水

配液圈 B

高温回水
(b) 管路连接

图4
Fig. 4

模型试验管路系统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ipeline system in the similar simulation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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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在试验土箱两侧布设冻结管，土箱两侧开挖，

混凝土车站等比例缩小后容易被上覆载荷压碎，

采用2个配液圈供冷，配液圈A为第Ⅰ区段提供冷量，

因此，根据刚度相等准则将车站模型材料由C35混凝

配液圈B为第Ⅱ区段提供冷量。配液圈A、B上分别安

土改为钢材。顾宝和 [26]、孙家乐 [27]等认为：由于上部

装有控制阀门，可以单独控制隧道Ⅰ、Ⅱ区段的冻结

结构的刚度是在施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上部结构

循环。循环后的高温盐水汇集至集液圈返回冷冻机，

刚度的贡献有限，只有最下面几层的刚度能够发挥，

如图4（b）所示。在全长冻结模式中，第Ⅰ、Ⅱ区段配

故本次试验取保守值；刚度换算仅考虑结构底板的

液圈同时开启；在分段冻结模式中，上下行线Ⅰ、Ⅱ

刚度，不考虑车站上部结构的刚度。通过改变钢底板

区段配液圈按试验方案错时开启。

的厚度以保证刚度相等，继而使变形相等。混凝土和

根据相似准则，模型土体的重力密度应为现场
土体重力密度的25倍；因模型材料与原型相同，需采
用离心

[21]

或者施加上覆荷载

[22–25]

钢的弹性模量分别为31.5和210.0 GPa。车站底板为矩
形结构，由矩形的静矩可知：
I ∝ h3

的方法满足土体重

（6）

力密度相似比。试验使用施加上覆荷载方法，根据上

式中，h为车站底板厚度，根据刚度相等准则得出钢

覆车站及土体总重量计算得出需加载80 t压力，即反

制车站底板厚度为21 mm。

力架上安装两个伺服液压油缸，每个油缸施加40 t压

采用精度为0.1 ℃的DS18B20微型温度传感器进

力以满足土体重力密度相似比，使用两块1.5 m×1.5 m

行监测，将其布设在设计冻结壁的外缘，如图4和6中

的压板将上覆荷载均匀分布在土体上，如图5所示。

的T1～T6。在车站底板宽度方向3等分处安装6个精

上覆压力

单位：mm

度为0.01 mm的百分表监测底板变形，代号为A1、A2、
B1、B2、C1、C2（图6）。土箱开挖区域外侧面为20 mm
厚亚克力板，开挖时将亚克力板破拆，使用取芯钻机

车站
1 500

第Ⅰ段

凿出土体模拟隧道开挖。

第Ⅱ段

冻结壁

上行线

下行线
冻结壁
3 000

0
1 20

边界轮廓
T1
SP1

第Ⅰ段

XP1

T4 车站轮廓
C1

A1

00

15

B1

T2
SP2
A2

(a) 模拟试验示意图

T5

XP2
C2
B2

反力架

第Ⅱ段

车站模型

T3

T6
上行线

图6

土体
亚克力板
冻结管

Fig. 6

下行线

试验开挖顺序及位移传感器位置

Excavation sequence and the position of displacement sensors

2.3 试验方案
连接试验各系统，进行3组试验，应变、位移、温
(b) 模型试验现场

度数据均由数据采集系统自动采集。试验于2018年
10—12月进行，工程于2018年12月进场施工。
第1组试验为全长冻结试验，加载压力80 t，不分
段冻结，不开挖，试验时间为104 min，对应工程实际
冻结时间为45 d。
第2组试验分段冻结试验，仅冻结，不开挖，加载
压力80 t，各段积极冻结完成以后转入维护冻结，试
验时间为315 min，对应工程实际冻结时间为135 d。

(c) 模型试验整体图

图5
Fig. 5

模型试验系统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imilar simulation experiment

第3组试验为分段冻结试验，加载压力80 t，采用
分段冻结、分段开挖方法模拟实际工况，开挖模拟采
用取芯钻机掘进。试验时间315 min，对应工程实际冻
结时间13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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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中，竖线1～4分别为冻结上行线第Ⅰ段和第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提取温度传感器数据，可得积极冻结后，3组试
验冻结壁边缘平均温度分别为–4.60、–4.48和–4.42 ℃，
表明分段冻结与全长冻结形成的冻结壁厚度可达到
设计厚度。
提取第1组（全长冻结）试验数据，得出车站底板
位移传感器数据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7所示。
1.25

为开挖上行线第Ⅰ段、第Ⅱ段、下行线第Ⅰ段和第Ⅱ
段的开始时间。由图8中不开挖工况下的试验数据可
知：上行线积极冻结、下行线未冻结时，下行线上部
换算后工程抬升量为3.75 mm，平均抬升速度为0.08
mm/d；当下行线积极冻结时，处于维护冻结阶段的
上行线上方的底板也产生抬升。试验中，分段冻结模
式下的最大抬升位移为0.82 mm，换算为工程中的抬
升量为20.50 mm，平均抬升速度为0.12 mm/d，约为全

1.00
底板抬升量/mm

Ⅱ段、下行线第Ⅰ段和第Ⅱ段的开始时间，虚线5～8

的车站底板仍然产生抬升，平均抬升位移为0.15 mm，

3.1 全长冻结对车站底板产生的抬升

长冻结模式下冻胀位移的68%。分段冻结模式下的积
0.75

极冻结时间135 d，可知分段冻结可以有效减少上部
A1
A2
B1
B2
C1
C2

0.50
0.25

结构的抬升位移但延长了工期。
由图8中开挖工况下的试验数据可知：隧道开挖
引起上覆车站底板产生了明显沉降，但是沉降后，车
站底板再次被抬升，使底板位移曲线呈现锯齿形。产

0
0

图7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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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

30

40

50

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为：当上行线隧道开挖导致上部

时间/d

车站沉降时，下行线隧道上部底板仍处于积极冻结

全长冻结模式下车站底板位移随时间变化

阶段，冻胀对整体车站仍有较大的作用，因此，开挖

Displacement of station base slab versus time induced by simultaneous freezing

由图7可知：全长冻结模式下，6个传感器数据偏
差不大，但冻结壁正上方的底板抬升位移（A1、A2、
B1、B2）大于下方无冻结壁的底板位移（C1、C2）；车
站底板抬升模式为整体抬升，试验得出抬升平均
值为1.2 mm，可以换算得出实际工程平均抬升量为

区域的上部结构沉降速度逐渐减小并再次抬升，造
成上部车站底板的沉降和抬升交替出现。
分段开挖时，使用大功率取芯钻机开挖土体，得
出开挖4个区域的平均沉降分别为0.18、0.23、0.17和
0.15 mm，相当于工程中的4.50、5.75、4.25和3.75 mm。
换算得出工程开挖约8 d后，结构沉降趋于稳定。根据
平均沉降量可知，上行线Ⅱ段开挖时沉降最大。这是

30.0 mm。

由于上行线隧道土体开挖后，上覆压力完全由冻结

3.2 分段冻结对车站底板产生的抬升/沉降

壁支撑，造成下行线开挖后的沉降少于上行线开挖

试验得出分段冻结与开挖过程中的车站底板位

后的沉降。由于试验开挖未考虑支护作用，且实际工

移量，将试验时间换算为实际施工时间，车站底板在

程中采用台阶法开挖，试验由于时间相似缩比难以

不开挖和开挖工况下的位移曲线如图8所示，位移传

做到相同条件，故该沉降规律仅作为参考。

感器A2的数据因设备短路舍去。
1.00

1

2

5

3

6

4

7

不开挖
A1
B1
B2
C1
C2

0.75
底板抬升量/mm

4 工程实测数据分析

8

0.50
0.25

开挖
A1
B1
B2
C1
C2

0
−0.25
0

30

60

90

120

150

180

时间/d

图8
Fig. 8

不同施工工序下车站底板位移随时间变化

Displacement of station base slab versus time in different construction processes

模型试验得出的车站变形规律为后续施工方案
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工程于2018年12月至2020
年8月期间完成了双线隧道的冻结与开挖构筑。为准
确监测上覆车站底板抬升情况，施工期间在双线隧
道上方的车站底板上部布置一系列自动化监测传感
器，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控制中心。因上部车站施工
期间正常运营，无法将传感器全部布置在隧道中心
线正上方，布设位置如图6所示。图6中，SP1、SP2位于
上行线上方车站底板，XP1、XP2位于下行线上方车
站底板。
施工中，为保证冻结质量，对积极冻结时间进行
延长，根据冻结壁扩展情况实时调整了盐水流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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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出上覆车站底板冻胀变形数据如图9所示，工序

迅速形成，产生较大的冻胀量，加之冻结上行线隧道

时间节点在图中以编号1～8的形式进行了标注。时

时车站底板变形蓄能及土体与结构之间的静摩擦力

间节点及工序介绍见表2。

减弱，使车站底板迅速抬升，该规律与模型试验规律

底板抬升量/mm

1

34 5

2

6

相似。由于人工冻土体量大、水分迁移剧烈，施工前

7 8

25

期采用的取土卸压、三角区卸压等方法已经难以缓

20

解上覆车站的冻胀抬升。该阶段车站底板最大抬升

15

量为25.41 mm，尽管上行线正在开挖，但车站底板仍
产生较大抬升，下行线开挖后抬升趋势减弱，该规律

10

与试验呈现的规律一致。

5

SP1
SP2
XP1
XP2

0

2020−03−19

2019−12−19

2019−09−19

2019−06−19

2019−03−19

2018−12−19

−5

图9

实际施工监测数据

Monitored data in actual engineering project
表2

Tab. 2

象，主要原因为：模型开挖时，取芯钻机钻出土体速
度较快，在上覆压力作用下，隧道出现较大沉降。实
际施工中为避免出现隧道过大沉降，采用了台阶法
开挖，将开挖隧道分为上、下两个断面，随挖随支，有
效控制了上部结构底板的沉降。

5 结论与讨论

时间

Fig. 9

5）实际工程中未出现试验开挖中的迅速沉降现

时间节点及工序

Timetable and construction procedures

5.1 结论
本文基于上海轨道交通18号线新建隧道冻结穿
越地铁10号线国权路运营车站工程工况，依据相似
准则进行了模型试验，研究了全长冻结和分段冻结

时间节点

图9中序号

工序

2019–01–29

1

上行线第Ⅰ段开机冻结

2019–04–21

2

上行线冻结第Ⅰ段开挖

2019–06–30

3

下行线冻结开机

2019–07–03

4

上行线第Ⅰ段开挖完成

2019–08–03

5

上行线第Ⅱ段开挖

间，小于全长冻结模式产生的抬升量30.0 mm。分段

2019–08–19

6

下行线开始开挖

冻结模式产生的冻胀量小于全长冻结模式，在工期

2019–11–12

7

下行线第Ⅰ段开挖完成，准备开挖第Ⅱ段

宽松时，应采取分段冻结的方式减小冻胀对上部结

8

下行线整体开挖结束，进入维护冻结及
融沉注浆阶段

构产生的影响；当工期严格时，可以采用全长冻结方

2019–12–06

由施工数据可知：
1）在冻结上行线第Ⅰ段时，下行线测点也出现
了抬升，但抬升位移较小，如图9中实线1到虚线2段
间的曲线所示。该规律与试验得出的规律相同，即分
段冻结时车站底板同时抬升。
2）图9中，上行线中实线1到虚线2段间的平滑段
是因为工程中采用了取土卸压、三角区卸压、开挖等
冻胀控制措施，有效控制了上行线上方车站底板的
抬升。

两种模式下，双线水平冻结隧道对上部车站底板冻
胀位移变化规律，并将试验得出的规律与工程施工
数据进行比对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模型试验中，分段冻结模式对上覆结构产生
的最大抬升量为20.5 mm，出现在下行线隧道冻结期

式进行施工，同时应注意冻胀对上覆结构的影响。
2）模型试验中，双线隧道冻结下穿运营车站工
程中，车站整体刚度较大，基础底板受冻胀作用的抬
升模式为整体抬升。模型试验中，采用分段冻结、分
段开挖施工时，冻胀抬升和开挖沉降交替产生，使结
构基础底板抬升位移曲线呈锯齿形。实际施工过程
中，可采用台阶法开挖，随挖随支，保障上覆结构的
安全。
3）模型试验中，双线隧道冻结过程中，下行线隧
道积极冻结期间的抬升速度为0.12 mm/d，大于上行

3）上行线第Ⅰ段开挖时，上行线第Ⅱ段正在积

线冻结时的抬升速度0.08 mm/d。主要原因为：上行线

极冻结，起始开挖速度低于冻结速度，因此上行线上

隧道冻结时，车站底板变形蓄能及土体与结构之间

方车站底板继续迅速抬升；后因开挖致使抬升趋势

存在静摩擦力，减缓了抬升速度；下行线隧道冻结时，

逐渐平缓，如图9中虚线2到实线3之间的曲线所示。

蓄能及静摩擦效应均已减弱，且冻结过程中的水分

4）下行线开机冻结后，冻胀位移增长速度较快，
此时车站周围土体温度较低，下行线隧道的冻结壁

迁移更加剧烈，造成下行线隧道冻结期间更大的冻
胀速度和冻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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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际工程中采用取土卸压等方法降低冻胀，
得出车站底板最大抬升量为25.41 mm。试验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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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 model of surface frost heave induced by tunn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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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较好地预测施工风险，为本工程和类似工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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