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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深层地下空间岩质洞室群非爆破开挖施工指南》（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工作背景

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用地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城市发展

的困局愈发严峻，加快城市地下空间分层开发利用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目

前在城市地下空间分层开发、网络化拓建研究方面，多维多期多次扰动的既有结

构及拓建结构的相关施工技术的研究较少。

由于城市深层地下空间的施工环境恶劣且复杂，环境控制难度大，同时地上

及地下建筑物较密集，工程活动频繁，使得城市深层地下空间结构施工的过程中

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风险。

目前我国对 50 m 以浅的地下空间开发已经逐步规范化，但 50 m 以深地下空

间的开发利用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以地下轨道交通为主导，

近年来以综合管廊为代表的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开始兴起，东部大城市则以交通枢

纽建设的地下综合体为主。城市地下空间正在向大跨度、多功能、深地下和立体

式方向发展，施工方案选择需要综合考虑施工环境和周边环境条件，且施工过程

中的施工技术、施工工艺及施工组织是否合理与科学对于施工安全与施工支护体

系将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针对城市深层地下空间施工技术方面的指南研究较

少，开展本研究对城市深层地下空间施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此，《城市深

层地下空间岩质洞室群非爆破开挖施工指南》团体标准的制定可为城市 50 m 以

深地下空间开发的建造施工服务，为规范行业内城市深层空间施工工作，提高建

设的安全水平，最大限度减少安全事故和提高工程施工效率提供指导。

1.2 任务来源

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根据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提

出，联合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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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单位共同起草《城市深层地下空间岩质洞室群非

爆破开挖施工指南》团体标准，2021 年 8 月 7 日经组织相关专家评估后，同意

本标准纳入 2021 年第三批团体标准立项计划（计划编号 T/CSPSTC-JH202122），

并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发文予以立项。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成立标准编制组（2021 年 8 月至 9月）

标准立项计划下达后，起草工作组在接到工作任务后第一时间召开了项目工

作会议，在会议上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并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明确编写大纲及

小组成员工作任务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

1.3.2 资料收集（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

标准编制组开展广泛深入的调研，收集、整理了国内外相关资料及专家的意

见和建议，并起草标准。

1.3.3 标准编制初稿（2022 年 1 月至 3月）

标准编制组基于标准草稿，征求各参编单位、相关主管部门等专业修改意见，

汇总、归纳各方意见并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初稿。

1.3.4 标准讨论稿（2022 年 4 月至 5月）

为了进一步完善标准，编制组成员在标准初稿完成以后，邀请组织了相关专

家对相关章节进行讨论，会议以线上视频的形式召开。参会专家结合行业特性、

应用要求及实际情况出发，对相关章节提出修改意见。编制组在会后根据相关专

家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1.3.5 征求意见（2022 年 6 月至 7月）

2022 年 6 月至 7 月通过召开征求意见会及网上征集意见的形式，邀请多家

单位，收集意见与建议。起草工作组根据专家意见与建议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

完善，拟定于 2022 年 8 月形成送审稿。

1.3.6 送审（2022 年 8 月至 9月）

根据征求意见和建议对标准内容进行进行修改、完善，拟定 2022 年 9 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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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送审稿，并召开审查会。

1.3.7 报批（2022 年 10 月）

根据审查意见和建议，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拟定 2022 年 10 月形成

报批稿。

1.3.8 发布（2022 年 12 月）

拟定 2022 年 12 月发布。

二、本标准编制原则与依据

2.1 编制原则

2.1.1 一致性原则

以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86 岩土锚杆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

规范、GB 50108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497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

准等为规范性引用文件，有效指导了《城市深层地下空间岩质洞室群非爆破开挖

施工指南》团体标准的编制。

本标准的编制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在我国现行法律、政策环境下对《城市深层

地下空间岩质洞室群非爆破开挖施工指南》团体标准施行的可操作性，同时对国

内外相关方面的现行标准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以确保本标准与有关法律法规、其

他标准的兼容性和一致性。

2.1.2 科学合理性

本标准编制遵循“科学、适度、可行”原则，既考虑标准前瞻性又顾及城市

深层地下空间岩质洞室群非爆破开挖施工技术的应用条件和生产实际，使城市深

层地下空间岩质洞室群非爆破开挖施工技术应用有据可依。

2.1.3 实用性与易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对有关概念、定义和论证等内容的叙述尽可能清楚、

确切，文字表达严谨、通俗易懂，使得本标准执行起来尽可能易实现和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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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满足使用要求。

2.1.4 规范性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2.2 编制依据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86 岩土锚杆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范

GB 50108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 50497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JGJ 146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TB 10054 铁路工程卫星定位测量规范

CECS 38 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

Q/CR 9210 铁路路基填筑工程连续压实控制技术规程

3 本标准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3.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城市地下空间施工，其他地区城市地下空间

施工可参照执行。

3.2 主要技术内容

3.2.1 施工准备

对非爆破开挖施工施工前的施工调查、设计文件核对、施施工组织设计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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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测量、施工机械准备、施工场地与临时工程、作业人员等方面做出规定。

3.2.2 深层竖井施工

对深层竖井施工方法进行了分析，对使用条件、工艺流程、控制项目与指标

等对沉井法、气压沉箱法和机械法等方面做出规定。

3.2.3 洞室群开挖方法

对非爆破破岩开挖方法进行了分析。非爆破破岩开挖方法可选择机械劈裂

法、铣挖法、静态膨胀剂法、破碎锤法、联合开挖方法。对使用条件、工艺流程、

控制项目与注意事项等对劈裂法、铣挖法、静态破碎法、破碎锤法、联合开挖方

法等方面做出规定。

3.2.4 洞室群施工

对机械化作业线配置、洞室群开挖方法、施工运输、施工支护和地下水控制

与治理等方面做出规定。

3.2.5 监控量测

对深层竖井结构、深层洞室结构、施工期安全监测、施工作业环境监测方面

明确了监控量测的方法、一般规定及控制项目等方面做出规定。

3.2.6 职业健康与安全施工

对职业健康危害、安全施工管理、安全施工等方面做出规定。

3.2.7 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对文明施工、环境保护、节能环保、施工环境控制等方面做出规定。

四、本标准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可为城市 50 m 以深地下空间开发的建造施工、开发利用

与发展服务，为规范行业内城市深层空间施工工作，提高建设的安全水平，最大

限度减少安全事故和提高工程施工效率提供指导，预期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6%95%88%E6%9E%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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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检索到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标准水平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性质的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发布的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协会会员和

社会自愿使用。

九、贯彻本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宣贯，促进标准的顺利实施。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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