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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测量机器人实时自动化监测系统的组成、结构及关键技术，利用该系统进行盾构下穿期间既有

隧道的实时风险控制。结果表明，盾构下穿过程中所有风险控制值都在预警值之内，控制效果良好，但隧道断

面结构存在显著拉伸与压缩变形，为保证隧道结构安全，给出了有益的风险控制建议。测量机器人实时监测

系统满足盾构下穿既有隧道风险控制的要求，且具有获取结构变形信息全面、精度高、安装简便、可重复利用

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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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地铁的快速开发，地铁线路日益密

集，盾构穿越己建隧道的概率越来越大，如何确保

邻近既有隧道的结构安全和正常运营成为盾构法

隧道工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盾构下穿速度较

快，对近距离既有地铁隧道的影响显著，下穿施工

期必须对既有隧道进行实时监测，以控制盾构下

穿破坏既有隧道的风险。传统的监测技术在高密

度的行车隧道内无法实施，也满足不了实时获得

测量成果的要求，一般采用无人值守的全自动化

变形监测系统来进行实时跟踪监测。目前，在类

似工程中大多采用液体静力水准或电子水平尺自

动化沉降监测系统来监测，此类系统稳定、可靠、精

度高［１，２］，但有以下缺点：① 系统只能监测高程变

形；② 单测点成本较高，测点上必须布设高成本的

静力水准仪或电子水平尺；③ 设备安装困难，静力

水准仪往往需分段布设，而电子水平尺一般是长度

为２ｍ的标准尺，需首尾相连布设。本文针对盾

构下穿隧道结构变形监测的特点，开发了测量机

器人地铁结构自动化实时变形监测系统。

１　盾构下穿既有隧道风险控制策略

　　某既有地铁线为某市主要交通线路，该线列

车运行频率高，人流量大，其隧道主要位于砾质粘

土层和全风化花岗岩层中，新建隧道在既有隧道

下方，垂直下穿既有隧道，采用盾构法施工，新建

区间隧道主要穿越全风化花岗岩层和强风化花岗

岩层，新建隧道与既有隧道之间的净距约１．３ｍ。

由于新老两条隧道之间的间距较小，加固老

隧道可能存在加剧既有线隧道变形的风险，经研

究，决定采用严格控制盾构机掘进参数的方法直

接掘进通过既有线隧道。为确保既有隧道的安全

运营，制定以下风险控制策略：① 在盾构下穿前，

对盾构机进行全面检修维护，确保盾构机运行正

常，以便平稳通过交汇区；② 在盾构机下穿施工

期间，向地铁运营管理部门申请下穿区列车限速

（２５ｋｍ／ｈ）；③ 进入交汇区前，设２０ｍ掘进区为

试验段，按控制既有线隧道沉降标准的５０％对地

面沉降进行控制，以确定合理的盾构掘进参数；

④ 下穿既有线施工时，盾构机采用土压平衡模式，

均衡、连续、匀速通过交汇区；⑤ 在既有线隧道内

布设实时自动化监测系统，在实时监测数据的指

导下，结合地质情况，及时调整土仓压力、千斤顶

推力等施工参数，确保盾构机安全下穿既有线。

实时自动化监测系统是风险控制的重点，本

文采用测量机器人自动化变形监测系统来监控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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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隧道结构的实时变形情况，主要提供既有线结

构沉降、轨道差异沉降、轨道中心线平顺性（竖向、

水平）变形等信息。隧道下穿过程中，各种变形值

按三级预警制度进行管理，包括预警值、报警值、

控制值，具体控制指标如表１所示。控制值是指

设计允许值，预警值是指引起警戒措施的起始值，

取控制值的５０％；报警值是指需提出警告的初始

值，取控制值的８０％；实测值超过预警值应上报

相关单位，启动对应预案。

表１　风险控制指标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ｏｆｔｈｅＲｉｓｋ

项目 预警值 报警值 控制值

道床平顺度 ２．０ｍｍ／１０ｍ３．２ｍｍ／１０ｍ４．０ｍｍ／１０ｍ

左右轨道差异沉降 ２．０ｍｍ ３．２ｍｍ ４．０ｍｍ

结构绝对变形量 １０．０ｍｍ １６．０ｍｍ ２０．０ｍｍ

隧道相对变形量 １／５０００ １／３１２５ １／２５００

２　既有隧道实时监测系统及布设

２．１　系统结构

为满足盾构下穿既有隧道实时监测的需要，

在原有测量机器人自动化变形监测系统［３，４］的基

础上，从系统硬件结构和软件处理两方面进行了

优化和完善。在硬件方面，增加了一些传感器及

远程无线控制设备；在软件方面，实现了系统远程

实时控制，加强了自动化监测的质量与过程控制，

增加了一些提高测量成果精度的数据后处理方

法，形成了如图１所示的实时监测系统。系统硬

件从空间分布上划分主要有布设于隧道内的监测

设备和布设于办公室的远程控制设备。隧道内测

量机器人、基准点和监测点棱镜构成监测系统的

主体。基准点布设于变形区域之外的稳固不动

处，作为系统形变的参照基准；监测点按断面以一

定的间隔布设于下穿影响区域；测量机器人即测

站点可布设于变形区域之外，也可设于变形区内。

隧道内的其他设备都布设在控制箱内，主要包括

不间断电源（ＵＰＳ）、无线远程电源开关、温度气压

传感器、无线路由和工控机等。办公室是系统远

程控制及数据处理的交互中心，需运行远程控制

及后处理系统的计算机和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的有

线或无线路由等软硬件。

图１　系统硬件结构与组成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ｏｎ

２．２　系统关键技术

１）远程电源控制技术。采用了无线远程电

源开关，利用中国移动无线网络，可实现短信或电

话控制远程电源的通与断，可远程控制测量机器

人与工控机等系统设备的重启。此技术对及时排

除系统异常、保证系统不间断运行非常重要。

２）系统无线组网技术。隧道内的工控机通

过无线路由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按目前的资费，采

用中国移动的ＥＤＧＥ或中国电信的ＥＶＤＯ方式拨

号接入，按流量计费较经济，其网络速度能够满足

系统要求，办公室在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时，需有公

网地址（如ＡＤＳＬ或无线ＥＶＤＯ），可通过申请动态

域名，实现隧道内工控机与办公室计算机的连接。

３）系统远程数据传输及实时控制技术。隧

道内工控机采集的周期监测数据每期观测完成

后，通过Ｅｍａｉｌ自动发送到指定的电子邮箱中；

办公室数据处理软件自动接收指定的电子邮箱中

的监测数据，自动追加到系统数据库中并进行自

动处理。采用Ｅｍａｉｌ传输监测数据相当于设置

了一个中转站，不需要办公室计算机与现场监测

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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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控机直接建立连接，只要能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就可

获取远程监测数据，增加了系统使用的灵活性。

当系统实时要求较高时，可基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在

办公室计算机与现场监测工控机之间建立起

ＴＣＰ／ＩＰ连接，以实现实时交互控制。此部分是

原有系统改进的重点。

４）实时大气折光改正技术。系统增加了温

度、气压传感器用于采集地铁隧道内的气象要素，

在地铁运行时，其变化一般很小，但在夜间停运

时，往往会开启通风系统，如果此时隧道内、外温

差较大，则会导致隧道内的空气温度急剧变化，而

隧道壁的温度变化则较缓慢，隧道内空气与隧道

壁的温差会引起强烈的大气折光，此时系统的高

程精度显著降低。根据隧道内温度、气压数据，实

时掌握隧道内的大气变化规律，建立隧道内大气

折光实时改正模型，经过大气折光模型改正后，基

本可消除其影响，提高系统的高程精度。

５）测站位置实时动态解算技术。系统测站

可布设于变形区域内，每期需通过基准点观测数

据实时动态解算测站的三维坐标，系统采用三维

网平差模型进行解算，提高动态解算测站三维坐

标的精度。此外，可根据现场情况调整每个监测

点的个性化观测方案，如每个测点的测回数、小视

场开关、遮挡等待时间等都可以分别设置，可增加

基准点测回数，以提高测站坐标的反算精度。

２．３　系统布设

为保证系统精度，测站设在监测范围中部的

隧道侧墙上，仪器托架必须满足限界要求。基准

点布设在变形区以外，设在两端观测断面以外４０

ｍ左右隧道结构的中部。既有地铁隧道左、右行

线各自独立运行，无法建立联系，需要独立布设两

套监测系统，左、右线各设置１个测站、４个基准

点，如图２（ａ）所示。系统可采用测站独立坐标

系，也可与地铁基标控制点联测采用地铁坐标系。

变形监测点按断面布设，每５ｍ布设一个断

面，左、右线各设１７个断面。每个断面在轨道附

近的道床上布设两个，中腰位置布设两个，隧道拱

顶布设一个，共５个监测小棱镜，另外在既有隧道

与新建隧道相交位置的断面道床边缘管片上增设

两个监测点，各监测小棱镜用膨胀螺丝固定，各观

测点位的布设如图２（ｂ）所示，布设监测点应严格

注意避免设备侵入限界。

３　下穿既有隧道实时风险控制分析

图３为盾构下穿现场风险分区示意图，显示

图２　系统布设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ｙｏｕｔ

了风险控制区域的划分、下穿盾构环片编号及与

既有隧道的相对位置关系等信息，其中侧阴影部

分为盾构机的工作长度，左侧实阴影部分表示已

拼好的管片，右侧前端为盾构刀盘位置。

图３　盾构下穿现场风险分区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Ｒｉｓｋ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ｉｅｌｄＵｎｄｅｒ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图４为掘进压力及进度图，上部的短横线表

示每一环片开始掘进及管片拼装完成的时间，反

映盾构下穿掘进进度，下部列出了下穿过程中盾

构前端的推进土仓压力和后端管片拼装完成后的

注浆压力。限于篇幅，以既有隧道左线在掘进隧

道左线下穿过程中的观测成果为例说明实时风险

控制效果。

图４　掘进压力与进度关系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ｒｉｖ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１　单点变形及分析

掘进隧道正上方１０号断面是受下穿影响最

大的位置，取该断面２号点绘制的三维变形过程

线如图５所示。对照图２、图４分析图６，可知下

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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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隧道正上方的既有隧道在下穿过程中有：① 犡

（里程）方向基本没有变形；②犣（高程）方向存在

明显的规律性变形，从刀盘进入风险区（刀盘位于

１８环）到刀盘进入危险区（刀盘位于２２环）期间，

高程方向存在平稳下降；刀盘在穿过隧道期间（刀

盘从２３环到２６环），高程方向进一步下降，但受

正下方盾构推进的影响，变化扰动加大；当盾构尾

部进入危险区（刀盘位于２３环至３０环）期间，受

注浆影响，高程总体缓慢回升，注浆时，高程迅速

抬升，此期间高程变化剧烈，最大变化幅度达１０

ｍｍ，此类剧变对结构安全威胁较大，此阶段注浆

压力只能缓慢调整，应尽量避免图４中２８环和

３１环急剧调整注浆压力的情况出现；盾构尾部离

开既有隧道边缘约６ｍ（３２环），整个隧道下方二

次注浆完成后，高程趋于稳定；③犢（垂直于里程）

方向也存在规律性的变形，受下方盾构推进压力

及注浆压力的影响，既有隧道存在与推进方向一

致的变形，其变形规律与高程方向存在相关性。

图５　断面变形过程线

Ｆｉｇ．５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ＬｉｎｅｏｆＯｎ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如图６所示，２号点的最大沉降量约为６

ｍｍ，最大水平变化量约为３．５ｍｍ，对照表１可

知，其变化小于隧道结构绝对变形量预警值１０

ｍｍ，说明此项风险控制良好。

图６　２号点变形过程线

Ｆｉｇ．６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ＬｉｎｅｏｆＰｏｉｎｔ２

３．２　轨道差异沉降及隧道断面变化及分析

为了解既有隧道在盾构下穿过程中的结构变

形情况，取最大变形断面（１０号）进行分析。２、３

点布设在轨道下方的道床上，能反映轨道变形，求

２、３点多期高差可绘制轨道差异沉降曲线；１、４点

空间距离的多期变化可反映既有隧道断面横向直

径的变形，可绘制断面横向直径变形曲线。同理，

根据５、２点空间距离的多期变化可绘制断面竖向

直径变形曲线。

从图７可知：① 轨道存在明显规律性的差异

沉降，既有隧道在下穿盾构刀盘进入风险区时，即

产生向盾构掘进方向的侧转，差异沉降平稳增大，

至刀盘位于隧道正下方（２４环）后，隧道侧转开始

回调，２４环至３２环，隧道侧转逐步回调，受注浆

影响，存在扰动现象，与单点高程变化相吻合；盾

构尾部离开既有隧道边缘约６ｍ（３２环）以后，隧

道侧转维持稳定，但差异沉降并未完全恢复，保持

在－０．７ｍｍ左右。② 隧道断面结构存在明显的

规律性变形，隧道横向直径与竖向直径呈对称性

变化，即横向直径变大，则竖向直径变小，且数值

相当，刀盘经过风险区时，横向直径缓慢变大至约

１．５ｍｍ后逐渐恢复，刀盘位于隧道断面下方（２３

至２５环）时，横向直径缓慢变小，２６至３２环，横

向直径变化剧烈，呈变大趋势，最大量值达约８

ｍｍ，３２环以后，基本稳定在５ｍｍ左右。竖向直

径的变化规律相同，但变化方向正好相反。

如图５所示，轨道最大差异沉降约为２ｍｍ，

对照表１可知，与隧道左右轨道差异沉降预警值

２ｍｍ一致，此项风险控制亦良好。但由隧道圆

形衬砌的受力和变形特点可知，既有隧道的竖向

直径变小、横向直径变大是受到竖向压力“加载”

的作用，相反是受竖向压力“卸载”的影响，此时，

衬砌环内轴力分布差异大，衬砌结构受力较为不

利［５］，应尽量避免出现剧烈变化，建议风险控制中

增加断面结构变化控制量。

３．３　隧道整体沉降变形与分析

为了分析在盾构下穿后引起的既有隧道整体

的沉降情况，以１７个监测断面的断面号为犡 轴，

断面监测点的最终沉降量为犢 轴，各断面同名监

测点相连，形成隧道整体沉降曲线。从图７可知：

① 下穿的影响范围约为６０ｍ，４号至１６号断面

均存在沉降，且下穿盾构上方沉降最大，形成如文

献［６８］中所述的沉降槽。② 隧道不同部位的监

测点变化趋势一致，但大小并不相同，即隧道断面

结构存在竖向压缩，１０号断面最为明显（与图６

反映的情况一致），适当调整注浆压力，可减少轨

道最终沉降，但会增加隧道结构断面变形，注浆压

力的控制非常重要。

如图７所示，所有监测点中最大沉降量约为

６．０６ｍｍ，皆小于预警值。２、３号点反映的是道

床的变化，沉降凹槽处对道床平顺度的影响最大，

３号点位置１０ｍ弦长正矢变化为１．２６ｍｍ，小于

道床平顺度预警值２ｍｍ／１０ｍ。以断面上５个

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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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沉降平均值计算整个隧道的相对变形，取变

化最明显的６至１０号断面区间计算隧道的相对

变形量为１／５６００，小于相对变形量预警值１／

５０００。

综上所述，盾构下穿过程中，所有风险控制值

都在预警值之内，控制效果良好。

图７　隧道整体沉降曲线

Ｆｉｇ．７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Ｔｕｎｎ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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