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科技进步奖项目公示 

 

一、项目名称： 

 

    类矩形盾构法隧道成套修建技术及工程示范 

 

二、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土木工程学科隧道工程技术领域。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正面临地下空间资源日渐稀缺的严峻挑战，面对集约型开发

要求，常规的圆形盾构隧道法已不能适应，行业对满足高断面利用率、低空间占用量的

新技术需求日益迫切。本项目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需求，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中沿线道路狭窄、交通繁忙、建筑物密集的现状，首创类矩形隧道断面，能节约地下

空间 35%以上，且显著减小隧道埋深。项目在结构设计、装备研发和施工技术方面开展

了产学研联合攻关，填补了国内空白，主要创新成果包括： 

    （1）首创了满足城市轨道交通限界的类矩形隧道建筑横断面及结构形式。均衡隧

道空间利用率、结构受力合理性及盾构刀盘全断面切削等因素，首创了 4段圆弧相切的

类矩形断面形式；项目通过 1:1 整环管片力学性能试验及接头试验，首次探究并获取了

该断面形式的各项计算参数，创建了类矩形隧道结构计算设计理论及标准，试验表明结

构具有强鲁棒性，抗荷变能力优于同类圆形隧道。 

    （2）首创研制了 11.83m×7.27m 全断面切削类矩形土压平衡盾构机。针对类矩形

隧道断面 100%全断面切削、多刀盘动态同步控制、隧道狭长空间内管片分块多、体积大、

拼装回转距离不同及相位差异等难题，创新开发了“双 X 同面+偏心多轴”组合式全断

面切削类矩形盾构刀盘系统及串联环臂式轨迹伺服类矩形盾构拼装系统，并改进了多项

盾构传统技术，显著提高了其地层适应能力并针对性强化了其软土地层沉降控制能力。 

    （3）创新研发了基于低影响度的类矩形盾构法隧道施工成套关键技术。针对类矩

形盾构施工中面临的排土困难、开挖面失稳、盾构背土、盾构偏转、轴线偏差和管片拼

装困难等难题，创建了类矩形盾构施工的推、拼、压技术体系，并首创“类矩形盾构轴

线控制技术”、“异形管片拼装技术”、“大断面类矩形盾构同步注浆技术”，并依托多数

据综合管控系统，解决了施工环境影响和成型隧道变形控制的难题，实现了地下空间周

边环境低影响度施工。 



经科技查新及专家鉴定，本项目成果水平整体达国际领先；项目授权发明专利 26

项，获软件著作权 4 项，出版专著 1 部，发表论文 53 篇。成果已在宁波、杭州等地的

轨道交通工程中得到成功示范及应用推广，近三年新增产值 2.49 亿，利税 0.22 亿元，

经济及社会效益显著，对我国轨道交通创新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

意义，为推动建设资源节约型及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第三方评价： 

 

（1）我国权威科技机构鉴定 

①中国科学院上海科技查新咨询中心（国家一级科技查询咨询单位）科技项目咨询报告

（编号 20164851）：类矩形盾构法隧道设计关键技术研究以及通过优化螺栓位置提高结

构鲁棒性的结构设计等综合技术研究居国际领先水平。 

②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国家一级科技查询咨询单位）水平检索报告（编号

20170523SH、编号 20161659SH）：11.83×7.27m 类矩形土压平衡盾构掘进机装备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类矩形盾构隧道施工关键技术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③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水平检索报告（编号 20161732SH）：综合文献对比分析结合

国外专家评价，类矩形盾构法隧道装备及设计施工关键技术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国内外知名专家评价 

①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孙钧 

11.83×7.27m 矩形盾构核心技术解决了异形断面盾构机的切削、前后体密封和异形衬砌

拼装等诸多技术难题，打造了异形断面盾构由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一条新路，成果居

国际领先地位，应属当之无愧。 

②国际隧道协会前任主席—In-Mo Lee 教授 

这项技术是成功的，对于结构设计、盾构机装备研制和施工技术创新方面，特别是在如

此软弱地层进行矩形盾构掘进在世界上是首次，总体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并期望

这一技术得到进一步应用。 

③日本地域地盘环境研究所所长—桥本正 

这项技术是成功的，对于结构设计、盾构机装备研制和施工技术创新方面，特别是在如

此软弱地层进行矩形盾构掘进在世界上是首次，总体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并期望

这一技术得到进一步应用。 

④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张锋教授 

研发了新型类矩形盾构法隧道技术，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项目成果验收鉴定意见 

2016 年 3 月 10 日，中国工程机械协会召开了成果鉴定会，以中国工程院杨华勇为主任

的专家组一致认为：类矩形土压平衡盾构机整体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双 X同面+

偏心多轴”组合式全断面切削刀盘系统及串联环臂式轨迹伺服拼装系统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召开了成果验收会，以中国工程院梁文灏为主

任的专家组一致认为：城市轨道交通类矩形盾构法隧道设计关键技术整体达到了国际领

先水平。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召开了成果验收会，以中国工程院梁文灏为主

任的专家组一致认为：类矩形隧道施工技术成果可以解决城市核心区建设地下隧道的难

题，总体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具有较大的社会经济环境综合效益和市场应用

价值，同意通过验收。 

2016年 12月 28日，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召开了成果鉴定会，以中国科学院孙钧为组长、

中国工程院钱七虎和杨华勇为副组长的专家组一致认为：首创的类矩形盾构机相应的盾

构隧道设计、施工技术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和显著的

社会环境效益及市场应用价值。 

 

 



四、直接经济效益、推广应用情况和社会效益 

1．完成单位应用情况和直接经济效益（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应用量 
新增销

售收入 
新增 

税收 
新增 

利润 
应用量 

新增销

售收入 
新增 

税收 
新增 

利润 
应用量 

新增销

售收入 
新增 

税收 
新增 

利润 

宁波大学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

公司 
1 1638.73 67.68 19.83 0 8760.51 361.81 106 2 14489.62 499.11 1055.4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同济大学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

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0 0 0 0 0 0 0 0 3 55 3.73 0 

上海盾构设计试验

研究中心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上海交通大学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计 1 1638.73 67.68 19.83 0 8760.51 361.81 106 5 14544.62 502.84 1055.4 

 

 

 

 



2．推广应用情况和经济效益（非完成单位） 

应用单位名称 
起止 
时间 

单位联

系人、电

话 

推广应用量 新增销售收入(万元) 新增税收(万元) 新增利润(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17
至

2019 

夏能武、

13958055

695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浙江广天构件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至

2018 

陈 诚 、

13567904

699 

0 0 1 0 0 2470 0 0 617.5 0 0 197.6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至

2017 

韩斌  

13616569

52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中铁隧道勘测设计院

有限公司 

2017
至

2018 

谭满生、

18658213

62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合  计： 4 2470 617.5 197.6 

 



3．社会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 

 

类矩形盾构法隧道成套修建技术针对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城市核心区和旧城区存在的“放不下”和“碰不得”两大问

题，充分利用结构断面、节约地下空间资源，提高了隧道在狭窄道路或高层建筑间的穿行能力。该项目创新成果在宁波市轨道交通 3

号线中得到了成功应用，解决了核心城区旧城区及建筑密集区地下空间开发的难题，有效地提高了地下空间利用率，减少了对现有建

筑和市政管线设施的动迁量，将施工对社会的影响降低至最低。  

该技术的诸多优势为中心城区基础设施配套升级和旧城区功能改造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前景，对我国轨道交通建设和新型城镇

化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保障民计民生、质量安全及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同时，运用该技术体系实现示

范工程应用及行业推广，更能带动我国特种盾构装备产业、特种衬砌结构材料产业及建设施工产业的全产业链的发展和升级，形成城

市轨道交通事业良性循环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 

间接效益：该技术在宁波轨道交通 2 号线二期工程上成功地减少了房屋拆迁面积，减少了镇海区拆迁压力，为部分周边房屋留出

可加固的空间，为工程采取保护措施避免拆迁提供了可能。从经济方面初步估算，概算费用总体约节约 1亿元。 

该技术在宁波轨道交通 4 号线工程白鹤站成功解决了邻近房屋保护，减少管线改迁、河道改移等诸多工程难题，取到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从经济方面初步估算，概算费用总体约节约 0.2 亿元。 

 

 

 

 

 

 

 

 

 



五、主要完成人员情况： 

排名 姓名 职称、职务 现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二级单位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 朱瑶宏 教授 轨道交通 宁波大学 
建筑工程与环

境学院 
宁波大学 

作为项目负责人提出总体思路，制定技术路线

及开发方案和成果应用及推广工作，对创新点

1-3 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在创新点 1中提出

了对管片接头位置结构强度的校核方案及管

片拼装分块方式，参与授权发明专利”类矩形

盾构管片接头结构“（排名 1）等 2项；在创新

点2中提出了盾构总体方案及实现单机械臂管

片拼装实施方案，参与授权发明专利“一种类

矩形盾构机及其控制方法”（排名 1），发表论

文《11.83m×7.27m 级超大断面类矩形盾构研

发》（排名 1）等 2篇；在创新点 3中提出了隧

道施工总体实施方案，发表专著《类矩形盾构

隧道工程技术研究》（排名 1），发表论文 1篇。

上述三项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

作总量 70%以上。 

2 朱雁飞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地下工程 

上海隧道工程

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

程有限公司 

作为项目主要技术研究负责人，主持项目相关

技术方案的设计与制定及工程应用，对创新点

1-3 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在创新点 1中提出

了隧道封顶管片及立柱管片的拼装结构形式，

参与授权发明专利”错缝矩形盾构的封顶管片

及立柱管片的拼装结构及方法“（排名 1）等 4

项，发表论文 1篇；在创新点 2中提出了盾构

设计关键参数及实现刀盘全断面切削设计方

案，参与授权发明专利“一种类矩形盾构机及

其控制方法”（排名 2）等 2项，发表论文 1

篇；在创新点 3中负责隧道施工关键技术的方



案制定，参与授权发明专利”类矩形盾构施工

的土体改良方法“（排名 1）等 5项，发表论文

1篇。上述三项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总量 70%以上。 

3 黄毅 工程师 轨道交通 
宁波市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

司 
 

宁波市轨道

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作为项目主要技术开发负责人，主要负责隧道

现场工程施工技术及试验研究，对创新点 3做

出了创造性贡献。提出了适用的盾构土体全断

面改良方法，参与授权发明专利“类矩形盾构

施工的土体改良方法”（排名 3）；提出了对减

摩浆液压力进行调整的试验方法，参与授权发

明专利“类矩形盾构掘进机防背土试验设备及

其试验方法”（排名 4）；提出封顶管片及立柱

管片拼装方法，参与授权发明专利“错缝矩形

盾构的封顶管片及立柱管片的拼装结构及方

法”（排名 3）；提出相对拼装误差对立柱的控

制指标，发表论文《类矩形盾构隧道 T块相对

拼装误差对立柱影响及其控制指标研究》（排

名 1）。上述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

作总量 60%以上。 

4 郑荣跃 教授 土木工程 宁波大学 
建筑工程与环

境学院 
宁波大学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负责类矩形隧道施工机理

分析研究，对创新点 3做出了创造性贡献。系

统分析研究了类矩形盾构施工对于宁波软土

地质的土层适应性及施工地表沉降控制，发表

论文《宁波软土盾构隧道施工地表沉降分析》

（排名 2）。上述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总量 50%以上。 



5 柳献 教授 土木工程 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同济大学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负责类矩形隧道管片仿真

试验及分析研究，对创新点 1做出了创造性贡

献。制定并实施了 1:1 整环管片力学性能试验

及接头试验，探究并获取了该断面形式的各项

计算参数，参与授权发明专利“用于类矩形盾

构管片的水平试验加载装置”（排名 1），发表

论文《Mechanical behavior of 

Quasi-rectangular segmental tunnel 

linings: first results from full-scale 

ring tests》（排名 1），《类矩形盾构法隧道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 5）。上述研发工作

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 60%以上。 

6 杨志豪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地下结构 

上海市隧道工

程轨道交通设

计研究院 
 

上海市隧道

工程轨道交

通设计研究

院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主要负责类矩形隧道总体

设计方案及审定，对创新点 1做出了创造性贡

献。提出了接头的构造形式及螺栓布置形式，

参与授权发明专利”类矩形盾构管片接头结构

“（排名 2）、”类矩形盾构隧道的管片连接结构

及其施工方法“（排名 2）；提出了接头的连接

方案及施工工艺，发表论文《类矩形盾构隧道

设计方案研究》（排名 1）。上述研发工作中投

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 60%以上。 

7 黄德中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地下工程 

上海隧道工程

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

有限公司盾构

工程分公司 

上海隧道工

程有限公司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主持负责类矩形隧道设计

方案论证、盾构刀盘同步控制方案及总体施工

技术方案制定及应用，对创新点 1-3 均做出了

创造性贡献。在创新点 1中提出了管片拼装对

接方案，参与授权发明专利”类矩形盾构管片

接头结构“（排名 6）等 4项，发表论文 2篇；

在创新点 2中提出了盾构刀盘同步控制方案，

参与授权发明专利“一种类矩形盾构机及其控



制方法”（排名 9），发表论文 1篇；在创新点

3中负责总体施工技术方案制定及应用，参与

授权发明专利”超浅覆土类矩形隧道的构建方

法“（排名 2）等 6项，发表论文《类矩形盾构

法隧道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排名 3）等 2

篇。上述三项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

工作总量 70%以上。 

8 肖广良 高级工程师 轨道交通 
宁波市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

司 
 

宁波市轨道

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主要负责类矩形隧道施工

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对创新点 3做出了创造

性贡献。提出了隧道上浮控制装置的应用方

法，参与授权发明专利“适用于类矩形盾构隧

道上浮控制装置”（排名 2）；提出了基于注浆

量和注浆压力控制的同步注浆方法，参与授权

发明专利“矩形盾构施工的同步注浆方法及注

浆浆液”（排名 2）；试验验证了 SPH 流体动力

学机理在类矩形盾构施工的应用，发表论文

《类矩形盾构施工中的SPH流体动力学应用探

索》（排名 1）。上述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总量 60%以上。 

9 石元奇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工程机械 

上海隧道工程

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

有限公司机械

分公司 

上海隧道工

程有限公司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主要负责类矩形盾构机总

体方案设计及关键核心部件的开发研制，对创

新点 2做出了创造性贡献。主持了类矩形盾构

总体设计开发并实现了刀盘全断面切削，参与

授权发明专利“一种类矩形盾构机及其控制方

法”（排名 2），发表论文《11.83m×7.27m 级

超大断面类矩形盾构研发》（排名 2）；开发了

具有六个自由度的管片拼装机系统，参与授权

发明专利“类矩形盾构管片拼装系统”（排名

1）。上述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



总量 60%以上。 

10 庄欠伟 高级工程师 机械电子 
上海盾构设计

试验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 
 

上海盾构设

计试验研究

中心有限公

司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主要负责类矩形隧道管片

拼装机设计及防背土试验装置的设计研制，对

创新点 2及 3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在创新点 2

中对拼装机运动学逆解理论进行了试验验证，

发表论文《类矩形隧道单机械臂管片拼装机运

动学逆解》（排名 4）；在创新点 3中开发了具

有减摩作用的防背土装置，参与授权发明专利

“类矩形盾构掘进机防背土试验设备及其试

验方法”（排名 1）。上述两项研发工作中投入

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 60%以上。 

11 陶建峰 副教授 机械电子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

程学院 
上海交通大

学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主要负责类矩形盾构机管

片拼装机及控制理论研究及试验，对创新点 2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首次提出了类矩形盾构拼

装机运动学逆解理论并参与了机构控制设计

方案，发表论文《类矩形隧道单机械臂管片拼

装机运动学逆解》（排名 1）。上述研发工作中

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 50%以上。 

12 汤继新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土木工程 

宁波市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

司 
 

宁波市轨道

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主要负责类矩形盾构机管

片拼装机机构验证、施工关键技术及现场检测

研究，对创新点 2及 3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在

创新点2中对管片拼装机的机构设计进行了验

证，参与授权发明专利“类矩形盾构管片拼装

系统”（排名 2）；在创新点 3中优化了同步注

浆的泵送方法，参与授权发明专利“矩形盾构

施工的同步注浆方法及注浆浆液”（排名 5）；



进行了地层变形三维数值分析，发表论文《类

矩形土压平衡盾构掘进引起的地层变形三维

数值分析》（排名 1）。上述两项研发工作中投

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 60%以上。 

13 沈张勇 高级工程师 地下结构 
上海市隧道工

程轨道交通设

计研究院 
 

上海市隧道

工程轨道交

通设计研究

院 

作为主要技术骨干，主要负责类矩形隧道结构

方案的设计及理论研究，对创新点 1做出了创

造性贡献。提出了接头刚度计算方法，参与授

权发明专利”类矩形盾构管片接头结构“（排

名 3）、”类矩形盾构隧道的管片连接结构及其

施工方法“（排名 4）；提出了管片分块尺寸及

拼装方式，发表论文《类矩形盾构隧道设计方

案研究》（排名 2）。上述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

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 50%以上。 

 

 

 



六、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类矩形盾构法隧道成套修建技术及工程示范》项目由宁波大学、上海隧道工程有

限公司、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

院、上海盾构设计试验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及上海交通大学共同完成。 

    宁波大学负责科研总体思路，制定详细的技术路线及项目的总体研究；上海隧道工

程有限公司负责类矩形盾构装备整机研制及工程施工技术研究；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负责项目技术要求确认、总体统筹安排及成果的推广应用；同济大学负责类矩形

隧道结构的仿真试验及分析；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负责类矩形隧道的建

筑横断面及结构形式的设计研究；上海盾构设计试验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负责类矩形盾构

关键部件的设计及装备适应性室内试验；上海交通大学参与类矩形盾构关键部件理论与

机理研究，并参与装备控制软件的开发。 

本项目组由 13 人组成。朱瑶宏同志负责类矩形隧道提出总体思路，制定技术路线

及开发方案，参与技术开发和成果应用及推广工作；朱雁飞同志负责主持类矩形盾构机

项目相关研发工作、技术方案的设计与制定及项目的工程应用；黄毅同志负责类矩形盾

构隧道现场工程示范、施工技术及试验研究；郑荣跃同志负责类矩形隧道施工机理分析

研究；柳献同志负责类矩形隧道管片仿真试验及分析研究；杨志豪同志负责类矩形隧道

总体设计方案及审定；黄德中同志负责类矩形隧道设计方案论证、盾构刀盘同步控制方

案及总体施工技术方案制定及应用；肖广良同志负责类矩形隧道施工关键技术研发及应

用；石元奇同志负责类矩形盾构机总体方案设计及关键核心部件的开发研制；庄欠伟同

志负责类矩形隧道管片拼装机设计及防背土试验装置的设计研制；陶建峰同志负责类矩

形盾构机管片拼装机及控制理论研究及试验；汤继新同志负责类矩形盾构机管片拼装机

机构验证、施工关键技术及现场检测研究；沈张勇同志负责类矩形隧道结构方案的设计

及理论研究。 

 

 

 

 

 

 

 



七、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排名 单位名称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支撑作用情况 

1 宁波大学 

宁波大学多年深入研究隧道掘进机用于软土地层施工的

控制技术，对本项目创新点一至三及其他重要技术均作

出了创造性贡献；在本项目中提出研究思路，制定详细

的技术路线，创造性研究了全断面切削类矩形盾构技术，

并负责研制了类矩形掘进机防背土装置，为控制施工中

的地面沉降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全面负责本项目的

立项审核、研究进度、过程管理及验收工作，组织开展

科研攻关及验收工作，协调合作单位的研究发展，组织

技术成果应用于现场示范。 

2 
上海隧道工程有

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负责类矩形隧道关键技术路线确

定及方案实施，对本项目创新点一至三及其他重要技术

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负责 11.83m×7.27m 类矩形盾构

的研发、制造及工艺研究，制造了“双 X同平面+偏心多

轴”全断面组合刀盘，串联环臂 6 自由度矩形盾构拼装

系统，施工同步可更换压密量可调式铰接密封系统；创

新研发了基于低影响度的类矩形盾构法隧道施工成套关

键技术，创建了类矩形盾构施工的推、拼、压技术体系，

并依托多数据综合管控系统，解决了施工环境影响和成

型隧道变形控制的难题，实现了地下空间周边环境低影

响度施工，并成功应用于宁波市轨交 3 号线一期出入段

工程。 

3 
宁波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类矩形隧道技术研发

工作的总体组织、筹划及协调工作，对本项目创新点一

至三及其他重要技术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在项目中明

确了基于类矩形隧道的城市轨道交通限界条件，指导并

确定了类矩形隧道建筑横断面及结构形式；主导并参与

了国内轨道交通首台类矩形盾构机的设计研发及工程应

用，参与了“双 X同平面+偏心多轴”全断面切削组合刀

盘、复杂结构拼装控制技术及装备沉降控制技术的研究

工作，参与了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筹划并

组织了类矩形盾构机在宁波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出入段

工程的应用。 

4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负责并实施了类矩形隧道 1:1 整环管片力学性

能试验及接头试验，对本项目创新点一做出了创造性贡

献；首次探究并获取了该新型断面形式的各项计算参数

及计算模型，率先提出了通过调整环向螺栓孔位来增强

衬砌结构整体安全性的原创思想，试验表明结构具有强

鲁棒性，抗荷变能力优于同类圆形隧道，有力保障了类

矩形盾构隧道结构施工阶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5 
上海市隧道工程

轨道交通设计研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负责类矩形隧道的

建筑横断面及结构形式的设计研究，对本项目创新点一



究院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根据断面形状为变量，综合考虑衬

砌拼装、全断面土体开挖、结构受力合理性、结构厚度、

周边环境影响等因素，确定了以四条光滑相切的圆曲线，

得到了成拱效果明显的“类矩形”隧道断面形式，在结

构受力和开挖断面利用率之间寻求了平衡，并以此确定

类矩形盾构隧道的结构型式，形成完整的计算理论、标

准图集。 

6 
上海盾构设计试

验研究中心 

上海盾构设计试验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负责类矩形盾构关

键部件的设计及装备适应性室内试验，对本项目创新点

二及三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在异形盾构中创新设计了

拼装系统，自主研发了环臂式轨迹自动控制管片拼装机，

可实现 6 个自由度拼装；进行了城市轨道交通矩形盾构

法隧道盾尾密封性能试验、同步注浆及防背土试验，完

成了对城市轨道交通矩形盾构施工工法从理论到实际的

试验研究，并根据研究成果对隧道施工工法进行了针对

性的调整。 

7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参与类矩形盾构关键部件理论与机理研

究，并参与装备控制软件的开发，对本项目创新点二做

出了创造性贡献；对项目盾构研制中关键部件进行了模

拟设计的理论分析，对系统集成技术的可行性研究等方

面提供了技术支持，对超大断面（类）矩形隧道掘进系

列化装备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有指导性作用。 

 

 

 

 

 

 

 

 

 

 

 

 

 

 

 

 

 

 

 

 

 

 



八、推荐单位意见 

 

经审查，该项目符合申报要求，同意推荐申报 2018 年度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九、知识产权证明目录（不超过 12 项） 

知识

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

称 

国家 

（地

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权利人 发明人（培育人） 

发明

专利 

类矩形盾构管片

接头结构 
中国 ZL201410837531.6 2016-06-08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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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瑶宏、杨志豪、沈张勇、张旭、

朱雁飞、黄德中、胡增辉 

发明

专利 

类矩形盾构隧道

的管片连接结构

及其施工方法 
中国 ZL201511015792.0 2017-10-31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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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瑶宏、杨志豪、管攀峰、沈张勇、

张旭、黄德中、朱雁飞、李刚 

发明

专利 

一种类矩形盾构

机及其控制方法 
中国 ZL201410837324.0 2016-05-25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盾构工程有限公司 

朱瑶宏、石元奇、朱雁飞、梁赟露、

王兴、黄健、张闵庆、顾建江、黄

德中 

发明

专利 

类矩形盾构施工

的土体改良方法 
中国 ZL201410837443.6 2016-06-22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宁波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隧道盾构工程有限公司 

朱雁飞、黄德中、黄毅、黄俊、李

刚、刘新科、刘喜东、陈培新、寇

晓勇、李培楠 

发明

专利 

错缝矩形盾构的

封顶管片及立柱

管片的拼装结构

及方法 

中国 ZL201410837634.2 2017-07-28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宁波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隧道盾构工程有限公司 

朱雁飞、李刚、黄毅、黄德中、王

旋东、黄俊、范杰、刘喜东、陈培

新 

发明

专利 

用于类矩形盾构

管片的水平试验

加载装置 

中国 ZL201410837747.2 2017-06-23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宁波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同

济大学 

柳献、朱雁飞、黄德中、李刚、董

子博、张维熙、黄晓东、梁宵 

发明

专利 

错缝类矩形盾构

管片结构的拼装

结构及拼装方法 

中国 ZL201410837669.6 2016-10-05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宁波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隧道盾构工程有限公司 

黄德中、朱雁飞、胡增辉、李刚、

黄俊、范杰、曹信江、张杰、刘喜

东、陈培新 



发明

专利 

适用于类矩形盾

构隧道的上浮控

制装置 

中国 ZL201511018875.5 2017-10-03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宁波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黄德中、肖广良、朱雁飞、寇晓勇、

李刚、王浩、顾嫣、黄俊、范杰、

李培楠、王旋东、刘喜东、蔡雯俊、

王峰 

发明

专利 

矩形盾构施工的

同步注浆方法及

注浆浆液 

中国 ZL201410837700.6 2017-05-10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宁波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隧道盾构工程有限公司 

黄俊、肖广良、黄德中、朱雁飞、

汤继新、郑宜枫、李刚、吴惠明、

陈培新、方宇林 

发明

专利 

类矩形盾构管片

拼装系统 中国 ZL201410837378.7 2017-08-08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宁波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隧道盾构工程有限公司 

石元奇、汤继新、刘峰、陈超白、

顾旭莹、赵洁咏、朱雁飞、顾嫣、

寇晓勇 

发明

专利 

类矩形盾构掘进

机防背土试验设

备及其试验方法 

中国 ZL201510794195.6 2018-02-23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宁波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盾构设计试验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庄欠伟、黄德中、李刚、黄毅、吴

兆宇、吕建中、张弛 

发明

专利 

超浅覆土类矩形

隧道的构建方法 
中国 ZL201410837475.6 2017-05-03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盾构工程有限公司 

张付林、黄德中、李刚、朱雁飞、

叶俊能、黄俊、陈旭光、张杰、顾

嫣、李培楠、刘新科 

 

 

 

 

 



十、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不超过 10 项） 

 

作  者 论文专著名称/刊名 
年卷期 

页码 

发表 

时间 

SCI

他引

次数 

他

引 

总

次
朱瑶宏，石元

奇，黄德中，

朱雁飞 

11.83m×7.27m 级超大断面类矩形盾

构研发/现代隧道技术 

2016,53（S1）：

13-19 
2016-04-15 0 1 

朱瑶宏 类矩形盾构隧道工程技术研究 2018 2018-02-02 0 0 

黄毅，李晓

军，洪弼宸，

汪宇，李刚 

类矩形盾构隧道 T 块相对拼装误差对

立柱影响及其控制指标研究/现代隧

道技术 

2016,53（S1）：

216-225 
2016-04-15 0 0 

顾其波，郑荣

跃，杨芬，刘

干斌，黄勇 

宁波软土盾构隧道施工地表沉降分析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2016，43(01)：

85-93 
2016-01-15 0 4 

Liu X, Ye YH, 
Liu Z, Huang 
DZ 

Mechanical behavior of 
Quasi-rectangular segmental tunnel 

linings: first results from full-scale ring 
tests/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 

2018，71：440-453 2018-01-21 0 0 

杨志豪，沈张

勇，朱雁飞，

黄德中，张旭 

类矩形盾构隧道设计方案研究/现代

隧道技术 

2016,53（S1）：

83-91 
2016-04-15 0 0 

肖广良，李培

楠，朱雁飞，

黄德中，朱合

华 

类矩形盾构施工中的 SPH 流体动力学

应用探索/现代隧道技术 

2016,53（S1）：

181-188 
2016-04-15 0 2 

汤继新，王柳

善，季昌，寇

晓勇 

类矩形土压平衡盾构掘进引起的地层

变形三维数值分析/华东交通大学学

报 

2016，33(01)：9-15 2016-02-15 0 5 

陶建峰,朱瑶

宏,覃程锦,

庄欠伟 

类矩形隧道单机械臂管片拼装机运动

学逆解/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16，50(09)：

1473-1479 
2016-09-28 0 1 



朱瑶宏，朱雁

飞，黄德中，

杨志豪，柳

献，刘爽 

类矩形盾构法隧道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隧道建设 

 2017 , 37 

(09) :1055-1062 
2017-09-2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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