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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铁路深埋隧道围岩灾变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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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新时期世纪工程川藏铁路面临着全球最为复杂的工程地质条件。受深部环境和工程扰动影响，沿线
深埋隧道围岩失稳灾变问题凸显；符合深部特征的围岩灾变分析研究，既是川藏铁路深埋长隧安全建设的重大
现实需求，也是提升特殊地质条件下深部工程开发能力的关键。为此，以深部围岩灾变分析为核心，从深部围岩
孕灾的原位地质环境与工程扰动效应入手，重点开展深部围岩质量分级、大变形判识和岩爆孕灾等方面的理论
方法研究与思考。首先，概述了川藏铁路深部围岩孕灾的原位地质环境特征，并从试验模拟和理论分析两个层次
揭示了深部围岩孕灾的工程扰动效应；进一步地，以修正的BQ法为基础，发展了可综合反映地应力、地温和地下
水影响的围岩质量分级方法，初步应用于川藏铁路深部多场耦合环境下的隧道围岩分级修正研究；最后，针对川
藏铁路深埋隧道围岩灾变的两种典型显现形式（大变形与岩爆），提出隧道围岩大变形分级多因素分步评估方法，
以及深部围岩岩爆综合预测研究思路和预测模型与方法。相关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可为川藏铁路沿线深埋隧道
围岩灾变分析与稳定性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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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faces the most complicated engineering 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the world. Affected by deep environment
and engineering disturbance, the instability and catastrophe of rock masses surrounding deep-buried tunnels along the line became prominent;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surrounding rock catastrophe that accord with the deep characteristics are not only a major practical need for the safe
construction of deep-buried and long tunnels along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but also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of
deep engineering under special geological conditions. Therefore, taking “the analysis of deep surrounding rock catastrophe” as the research core,
starting with the in-situ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ngineering disturbance effect of deep surrounding rock catastroph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and thought on theory and method of deep surrounding rock quality classification, large de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rockburst disaster.
Firstly, the in-situ geologic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eep surrounding rock disaster in Sichuan—Tibet railway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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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disturbance effect on deep surrounding rock disaster gestation was revealed from two aspects of experimental simul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revised BQ method, a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surrounding rock quality which can comprehensively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in-situ stress, geothermal and groundwater was developed, which was preliminarily applied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tunnel
surrounding rock quality under the deep multi-field coupling environment on Sichuan—Tibet railway; finally, aiming at the two typical forms of
surrounding rock disaster (e.g., large deformation and rockburst) of deep-buried tunnels along Sichuan—Tibet railway, the multi-factor stepwise
evaluation method of large de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idea and prediction model and comprehensive
prediction method of deep rockburst were proposed.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nd academic idea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isaster analysis and stability research of surrounding rock of deep tunnels along Sichuan—Tibet railway.
Key words: Sichuan—Tibet railway; deep-buried tunnel; in-situ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disturbance; classific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quality; large deformation; rockburst

川藏铁路东起四川成都，西至西藏拉萨（图1），

8座海拔4 000 m以上的高山，沿线设置大量深埋隧道。

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实施的重大工程、世纪工程，

新 建 雅 安 — 林 芝 段 拟 建 隧 道 72座 ， 隧 线 占 比 高 达

其建设对于推动川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民族

84.4%，已于2020年陆续开工建设，预计2030年竣工，

团结，巩固边疆稳定等国家战略需求具有重大意义[1]。

其中，超千米埋深（最深达2 080 m）隧道31座，占正

作为建设在全球新构造运动最为强烈且有“世界屋

线长度62.6%[2–3]，其建设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高难

脊”之称的青藏高原上的长大干线，川藏铁路将穿越

度深部岩石力学工程与科学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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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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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

川藏铁路路线及地形地貌图 [1]

Route and topographic-geomorphologic map of Sichuan—Tibet railway [1]

川藏铁路沿线地形地貌剧烈起伏，地层岩性复

体量的围岩灾变失稳极易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及

杂多变，深大活动断裂分布广泛，内外地质作用异

巨额经济财产损失，影响工程建设进度 [7]。如川藏铁

常活跃，多场环境耦合作用强烈，且面临高地应力、

路拉萨—林芝段的桑珠岭隧道和巴玉隧道，在建设

高地温、高水压、高海拔、高地震烈度等不良地质环

过程中频繁发生岩爆，导致隧道内台架被严重摧毁，

境，工程建设难度与安全风险国际罕见

[4–5]

。在极端

复杂的工程环境及强烈的工程扰动影响下，川藏铁
路深埋长隧建设过程中，岩爆、大变形、突水突泥、
[6]

施工人员受伤 [8]。因此，深埋隧道围岩灾变问题必将
是川藏铁路安全高效建设的核心研究主题之一。
然而，受深部环境与工程扰动影响，深部岩体力

塌方冒顶等工程灾害问题更加凸显 。其中，深部高地应

学响应规律和灾变孕育过程不清楚，甚至基于传统

力岩爆和围岩大变形是川藏铁路深埋隧道围岩失稳

岩石力学视角建立的理论模型也可能在深部失效，

灾变最为常见的两种典型显现形式。定测阶段资料

深部围岩灾变预测与控制面临严峻挑战。符合深部

显示 [1]：全线硬质岩隧道实测最大地应力53.06 MPa，

特征的围岩灾变分析研究，既是国家战略工程川藏

预测27座隧道发生岩爆灾害（长度占比15.3%）；全线

铁路深埋长隧建设的重大现实需求，也是保障极端

软岩隧道实测最大地应力为44.30 MPa，预测43座

复杂地质环境下的深地空间安全利用和深部资源安

隧道发生大变形（长度占比17.8%）。深部高频率、大

全开采的核心关键。

第2期

谢和平，等：川藏铁路深埋隧道围岩灾变分析与思考

事实上，岩爆、大变形等深埋隧道围岩的灾变问

3

1 川藏铁路深部围岩孕灾原位地质环境概述

题与深部原位环境下的岩体质量和工程力学响应是

1.1 地质构造特征

直接相关的。因此，符合深部特征的围岩灾变分析研

川藏铁路途经青藏高原，地处冈瓦纳大陆与欧

究，需要紧紧抓住深部原位环境特征及工程扰动特
征，需要解决准确刻画深部岩体质量的难题。据此，

亚大陆交汇部位，是巨型环球纬向特提斯构造域的

作者立足于川藏铁路工程建设的重大现实需求，围

东部主体，涵盖东特提斯构造域和冈瓦纳大陆与欧

绕核心研究主题“深部围岩灾变分析”，在系统调研

亚大陆碰撞拼合的关键地带。受控于印度板块与欧

与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深部围岩孕灾的

亚板块在喜马拉雅地区的陆–陆碰撞及碰撞后持续

原位地质环境与工程扰动效应入手，围绕深部围岩

的向北推移和楔入作用，使得川藏铁路廊道新构造

质量分级、大变形判识和岩爆孕灾等内容进行深入

运动十分强烈。川藏铁路沿线途经4个一级构造单元、

思考与系统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可为川

12个二级构造单元，分布有鲜水河断裂带、金沙江断

藏铁路沿线深埋长隧安全建设与稳定运营提供科学

裂带、澜沧江断裂带、怒江断裂带、嘉黎断裂等11条

依据；随着后续滇藏铁路、新藏铁路等其他进藏“天

全新世活动断裂带（图2） [1]。新建雅安至林芝段断层、

路”的陆续规划实施，有望广泛辐射至青藏高原深部

褶皱等地质体发育十分密集，共穿越断层227条、褶

工程开发与应用实践。

皱65条，沿线地质构造有多样性、复杂性等特征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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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构造：Ⅷ−扬子陆块区；Ⅴ−羌塘—三江造山系；Ⅵ−班公湖—双湖—怒江—昌宁对接带；Ⅶ−冈底斯—喜马拉雅造山系。
二级构造：Ⅷ1−上扬子陆块；Ⅴ1−玉龙塔格—巴颜喀拉前陆盆地； Ⅴ2−甘孜—理塘弧盆系；Ⅴ3−中咱—中甸地块；Ⅴ4−西金
乌兰湖—金沙江—哀牢山结合带；Ⅴ5−昌都—兰坪地块；Ⅴ6−乌兰乌拉湖—北澜沧江结合带；Ⅵ3−左贡地块；Ⅵ4−班公湖—
怒江结合带；Ⅶ1−拉达克—冈底斯−察隅弧盆系；Ⅶ3−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结合带；Ⅶ4−喜马拉雅地块。
一级构造边界：①龙门山断裂带；②澜沧江断裂带；③班公湖至怒江断裂带。

图2
Fig. 2

川藏铁路廊道地质构造示意图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corridor [1]

岩等硬质岩为主，局部分布砂板岩等软质岩，如图3

1.2 地层岩性特征
川藏铁路廊道地层岩性复杂多变，地表出露元
古宙以来的各时期地层。以中生代三叠系出露范围
[10]

所示。
其中：三叠系砂砾岩、板岩、千枚岩等典型工程

：以砂岩、板岩、千枚岩为

软岩的单轴抗压强度较低（7～33 MPa），高地应力环

主的沉积岩、变质岩，以花岗岩为主的侵入岩，以灰

境下具有显著的时效力学特性；志留系片岩、白垩系

岩为主的可溶岩。昌都以东的地层岩性以砂岩、泥岩

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等典型工程硬岩的单轴抗

等沉积岩和变质砂岩、板岩等浅变质岩为主，局部

压强度较高（85～152 MPa），表现出高强度岩石的显

分布有花岗岩侵入岩；昌都以西主要以片麻岩、花岗

著脆性破坏特性 [11]。

最广，主要地层岩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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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

图3
Fig. 3

极易在脆性岩层区域形成高压富水带。其中，康定、
折多山、宝灵山、色季拉山隧道均在施工现场揭示了
高承压水现象。川藏铁路沿线的高地温环境主要受
到大埋深和水热活动控制；受地温梯度影响，大埋深
隧道围岩温度往往较高。同时，地下水沿断裂带渗入
并向深部循环，被地下热源体加热后上升隐伏于地
下或出露于地表，形成系列温泉及高温异常区。其中：
川藏铁路雅安至昌都段温泉分布众多，67处与线路
关系较大；昌都至林芝段测区分布温泉115处，8处与
线路关系较大，水温可达25～98 ℃[9]。

碎屑岩夹火山岩
及火山碎屑岩

砂岩、板岩、千枚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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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及火山岩

川藏铁路廊道地层岩性分布 [10]

Distribution of formation lithology of the Sichuan—
Tibet Railway corridor[10]

整体而言，川藏铁路沿线断层、褶皱密集发育，
以深大活动断裂为主控构造，并且这些深大断裂多

1.3 围岩赋存环境
受青藏高原强烈构造运动的影响，川藏铁路廊
道的水平构造应力量值大且方向复杂，极高地应力
隧道段落长。钻孔实测地应力资料显示：雅安至金沙
江缝合带预测最大主应力13～51 MPa，以北西方向
为主；贡觉至林芝段，预测最大主应力22～66 MPa，
以北东向方向为主 [9]。由于川藏铁路沿线深大断裂发
育，形成了良好的集水通道，加之沿线隧道埋深极大，

属活动断裂，断裂破碎带胶结差，导致其影响带、次
级构造发育张性或张扭性裂隙、断裂，这为高温地
下水向上运移，形成高温高压富水带提供了有利条
件。同时，沿线地层岩性混杂多变，从第四纪至震旦
纪地层均有分布。强烈的构造运动、混杂的地层岩
性和活跃的水热活动等共同孕育了深部围岩高地应
力、高渗压、高地温复杂原位赋存环境，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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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岩类裂隙含水岩组

变质岩类裂隙含水岩组

变质岩（含人理岩）含水岩组

泉点 流量/(L·s−1)

水文地质钻孔 降深/m-含水量/ (m3·d−1)

图4
Fig. 4

温泉 流量/(L·s−1)−水温/°C

川藏铁路隧道围岩赋存环境特征 [12–14]

Occurrence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surrounding rock of Sichuan—Tibet Railway tunnel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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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部围岩孕灾工程扰动效应的挑战与思考
2.1 问题与挑战
在川藏铁路深埋隧道等地下工程建设过程中，
围岩常面临“三高一扰动”（高地应力、高地温、高渗
压和工程扰动）的复杂力学环境，其灾变过程及力学
控制机理与浅部岩体相比更为复杂 [15]。深部高地应
力等极端赋存环境下，软岩常表现出强流变特性；硬
岩则持续积聚应变能，且对于外界工程活动十分敏
感，极易在工程扰动下发生突然破坏与失稳，诱发岩
爆和围岩大变形等工程灾害[16–17]。可见，工程扰动是深
部围岩灾变分析及稳定性研究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
为此，国内外学者主要通过设计与工程现场相
接近的应力路径、开展卸荷试验或现场监测等，研究
深部岩体的扰动灾变行为及工程响应规律。结果表
明，深部岩体力学性质具有明显的应力路径相关性，
围岩应力重分布特征可用于开挖损伤区大小的判断，
开挖导致的扰动应力演化是深部围岩灾变失稳的主
要原因 [18–20]。同时，开挖卸荷会导致岩体发生明显的
拉伸破坏，地应力的卸载也是围岩损伤破坏的重要
原因之一 [21–23]。此外，大量现场监测结果显示，在开
挖瞬时原岩应力平衡被打破，到最终应力稳定这一
过程中，各开挖区域的应力重分布特征和加卸荷情
况直接影响围岩的最终破坏形式 [24]。一方面，开挖应

5

2.2 思考与进展
由上述分析可知，对于深部围岩孕灾工程扰动
效应问题的合理探讨，应当建立在深入认识开挖扰
动方式对围岩灾变造成的差异性影响的基础上。因
此，以工程扰动方式差异为核心，从试验模拟、理论
分析等方面开展初步研究与思考，力争回答深部围
岩孕灾工程扰动效应研究中涉及的一些核心难
题— 试验模拟如何还原深部工程扰动效应，以及
理论分析如何考虑深部工程扰动效应。
试验模拟如何还原深部工程扰动效应方面：深
部洞室开挖将引起围岩的大范围变形和应力重分布，
且在不同开挖条件下，深部围岩的扰动应力演化规
律各不相同，但整体上仍存在明显的共性特征（图5）。
据此，系统考虑了全断面钻爆法、分部开挖钻爆法和
全断面掘进机法3种开挖扰动方式，将深部围岩开挖
扰动全过程中的应力演化过程概化为原岩应力、开
挖扰动、应力稳定3个阶段；考察了工程扰动过程中
深部围岩内部应力的演化共性规律；结合相关理论
分析，建立了深部围岩开挖扰动应力路径的控制方
程，并通过引入应力集中系数定量刻画了不同开挖
方式下围岩应力重分布的差异性特征；最后，提出综
合考虑深部赋存环境及开挖扰动方式影响的岩体灾
变力学行为模拟方法 [25]。
③
σ1
σ3

力重分布引起的应力集中会导致围岩破裂范围更广，
破裂程度更严重；另一方面，开挖后的持续卸荷过程

①

②

④
工作面

使围岩渐进破坏特征更加显著。在扰动应力集中和
持续卸荷的共同影响下，围岩的破坏过程及灾变机
理更加复杂不清。这些研究成果加深了对深部围岩

原岩应力阶段

扰动破坏行为和失稳灾变响应的认识，凸显了深部

σ3=γH

围岩孕灾研究考虑工程扰动影响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σ1=λγH

目前，通过相关理论分析、室内模拟和现场监测
研究，对于深部围岩灾变失稳的工程扰动效应已有

① 原岩应力

整体的把握，但工程扰动方式差异对深部围岩孕灾
的影响尚未得到系统考虑和深入揭示。事实上，深部
工程灾害多是深部岩体的力学平衡被打破后损伤累
积失稳灾变的结果，不同的开挖扰动方式（钻爆开挖、
机械掘进等）将造成深部围岩灾变力学行为及工程
响应有所不同。对于川藏铁路深埋隧道工程实践，深
部围岩常面临高水平构造应力条件，即使在同一地
应力水平下，不同的开挖扰动方式也可能引起深部
围岩的裂隙结构呈现差异性演化特征，导致围岩即
时强度、变形特性和破坏行为等呈现出不同特征，直
接影响隧道围岩灾变分析及稳定性评价。因此，亟需
系统考虑不同工程扰动方式的影响，深入开展深部
围岩孕灾工程扰动效应研究。

图5
Fig. 5

开挖扰动阶段

σ3=βγH
σ1=αλγH
①~③ 开挖扰动

开挖区域
σ1=σ1γH
σ3=β1γH
④ 应力稳定

工程扰动过程中的应力演化示意图 [25]

Schematic diagram of stress evolution during engineering disturbance[25]

图6为不同开挖扰动方式下深部围岩灾变力学
行为模拟的试验应力路径，区别于标准化的“从0加
载到破坏”的岩石全应力–应变力学试验，该方法能
够同时反映开挖扰动方式和赋存深度对围岩灾变力
学响应的影响，克服了传统岩石力学加载路径与围
岩扰动应力场没联系、与赋存深度没联系、与开挖方
式没联系的局限。作者将该方法应用于深部锦屏大
理岩扰动灾变力学响应差异研究，揭示了工程扰动
对深部围岩灾变力学行为的影响。受工程扰动强烈
影响，深部岩体承载能力显著下降（长期强度下降

工程科学与技术

6

35%），灾变破坏形式由剪切破坏为主转化为拉剪破
坏主导 [25]。

D−④

B−②

如下：

④点

σ1=（3λ−1）γH
9
1
λ−
）γH
32
32

σ3=（

σ3

Fig. 6

考虑开挖扰动方式的试验应力路径 [25]

Experimental stress path considering excavation
disturbance patterns[25]

理论分析如何考虑深部工程扰动效应方面：工
程岩体力学参数的定量获取及理论估计一直都是岩
土工程领域中的核心难题。目前，以室内岩石力学试
验为基础，结合相关理论公式将岩块力学参数修正
并换算成岩体力学参数，是地下工程实践普遍能接
受的方法

[26]

。其中，以Hoek–Brown强度准则为基础

的岩体力学参数估算理论是目前较为完善的方法之

料特性的半经验参数，可表示为GSI的函数：

GSI−100

mb = mi e 28−14D ,





 s = e GSI−100
9−3D ,




1 1


 a = + (e−GSI/15 − e−20/3 )
2 6

（1）

（2）

式中，mi为岩石材料常数，D为扰动因子。
同时，Hoek和Dierichs基于大量岩体变形模量的
测量数据，提出估算岩体变形模量Erm的公式 [29]：
{
}
1−D/2
Erm = Ei 0.02 +
1 + exp [(60 + 15D − GSI) /11]
（3）
式中，Ei为完整岩石的变形模量，MPa。在地下洞室开
挖过程中，GSI和Hoek–Brown强度准则的应用流程
见图7。

室内力学试验结果

岩石单轴抗压强度 σci、材料常数 mi、变形模量 Ei

现场观测与估计

地质强度指标 GSI、岩体扰动因子 D

计算 Hoek−Brown 强
度准则参数

mb、s、a、岩体变形模量 Erm

确定 Hoek−Brown 强
度准则和压拉比

σ3
σ1=σ3+σci (mb
+s)a,
σci
σci
=0.81mi+7
σt

数值分析

地下工程开挖设计

位移监测

施工和监测

图7
Fig. 7

(
)a
σ3
σ1 = σ3 + σci mb
+s
σci

式中：σci为岩块单轴抗压强度；mb、s、a为表示岩体材

σ1=αλγH
③点
2
σ3= γH
5

A−①

图6

强度参数的定量计算指标，且考虑了地质条件和工

σ =1.5λγH
②点 σ1=0.9γH
3

C3

O

一 [ 2 7 ] 。 该 方 法 基 于 地 质 强 度 指 标 （ GSI） 这 一 岩 体
程扰动因素的影响 [28] 。广义Hoek–Brown强度准则

C1−③ C 全断面钻爆法
1
σ1=λγH
C2 分部开挖钻爆法 ①点 σ3=γH
C2
C3 全断面掘进法

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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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I和广义Hoek–Brown强度准则在地下工程开挖中的应用流程 [28]

Application process of GSI and generalized Hoek–Brown strength criterion during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excavation [28]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通过引入岩体扰动因子D

导致的围岩破坏程度差异，较少考虑工程扰动应力

（取值建议见表1），对岩体材料参数mb和s进行修正，

路径对岩石强度的影响。由于岩块单轴抗压强度σci、

从而实现岩体强度、变形模量Erm等力学参数计算对

岩体材料特性参数（mb和s等）是广义Hoek–Brown强

工程扰动的理论考虑。基于广义Hoek–Brown强度准

度准则中的关键参数，作者从这两类参数入手开展

则的岩体力学参数估算理论，重点以开挖后围岩破

相关研究，给出了考虑不同工程扰动方式影响的岩

坏的显现特征为依据，进而宏观考量隧道围岩灾变

体力学参数估算理论研究思路。

失稳的工程扰动效应，没有细分不同工程扰动方式

首先，深部隧道开挖过程中，围岩内部伴随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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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 1

7

地下洞室开挖过程中岩体扰动因子D的取值建议 [28]

Proposal for the values of the rock mass disturbance factor D during underground cavern excavation[28]

岩体外观

岩体描述

D建议值

控制爆破效果极好或用隧道掘进机开挖对围岩造成极小的扰动

D=0

劣质岩体中用机械或人工开挖对围岩造成极小扰动

D=0

由挤压导致显著底鼓的地方，除非放置临时倒置（左图），否则扰动可能很严重

D=0.5

钻爆效果非常差；硬岩洞室围岩破坏严重，且会延伸围岩内部2或3 m

D取值从岩体表面的1.0线
性减小到内部2 m处的0

杂的应力调整。前述分析表明，不同开挖扰动方式下

取值，这对于提高工程评价结果的精确性意义重大。

岩体所经历的应力路径有所差异，而这种差异会造

将初步的研究思想归纳为：1）针对软岩隧道开挖，可

成深部岩体的灾变力学性质和工程响应规律大相径

根据大变形等级、变形模式或变形速率等因素对围

庭。那么，不同开挖扰动方式扰动后的岩石单轴抗压

岩破坏程度进行综合划分，那么不同破坏程度对应

强度特征也势必会有所不同，若不对其进行明确的

的D值可被细分为0～0.5范围中的某一数值；2）针对

区分，而直接采用岩石单轴压缩力学测试结果进行

硬岩隧道开挖，可根据岩爆发生的剧烈程度（能量释

岩体强度理论估算，将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的准确

放量、破坏范围等）划分围岩破坏程度，那么不同破

性。因此，在应用Hoek–Brown准则进行岩体强度理

坏程度下围岩表面对应的D值将被细分为0～1.0范

论换算时，有必要系统考虑工程扰动应力路径对岩

围中的某一数值，且D值将从这一数值线性递减到围

石单轴抗压强度的影响。具体地，作者认为可通过引

岩内部2 m处的0。
随着川藏铁路的全面建设，可在以上相关研究
基础和研究思路的推动下，进一步针对性地开展川
藏铁路深部围岩灾变力学响应与稳定性方向的理论
分析、室内模拟及现场应用研究，进而系统揭示川藏
铁路深部围岩的孕灾工程扰动效应，为沿线深埋隧
道的安全建设提供理论方法支撑。

入 岩 块 单 轴 抗 压 强 度 的 扰 动 修 正 系 数 αD， 对 广 义
Hoek–Brown强度准则进行如下修正：
(
)a
σ3
σ1 = σ3 + αD σci mb
+s
σci

（4）

式中，α D 反映了不同开挖扰动方式下岩块单轴抗压
强度的劣化程度。
再者，在GSI和广义Hoek–Brown强度准则的工
程应用流程中，引入扰动因子D以反映工程扰动的影
响。其中，D主要基于开挖后软弱或硬质围岩损伤破
坏的表观特征进行经验确定。由表1可知：在现有方
法中，针对软岩隧道开挖，D的取值为0或0.5；针对硬
岩隧道开挖，D的取值为0或从洞壁的1.0线性减小至
内部2 m处的0。无论是针对软岩或是硬岩隧道开挖，
D的取值均比较粗略，对于工程扰动效应的考虑较为
笼统。而实际上，针对深埋隧道围岩开挖过程中失稳
破坏的两种典型形式（软岩大变形和硬岩岩爆），工
程开挖扰动后围岩大变形的等级、岩爆的剧烈程度
都并非一成不变，即不同工程扰动导致的围岩失稳
破坏程度是不同的。因此，认为有必要基于工程开挖
围岩的破坏程度差异，进一步细分岩体扰动因子D的

3 深部多场耦合环境下围岩分级的挑战与
思考
3.1 问题与挑战
川藏铁路廊道活动断裂发育，新构造运动强烈，
区域地应力水平高，地热异常区分布广泛，高温高压
水害突出 [30–31]。受此影响，沿线深埋隧道围岩广泛赋
存于高地应力、高地温和高渗压的复杂耦合地质环
境中。深部多场耦合环境下隧道围岩的力学性质发
生劣化，工程响应特征更为复杂，热力耦合岩爆、多
场耦合围岩大变形等工程灾害问题凸显 [32]，隧道建
设难度与安全风险显著增加。深部多场耦合环境下
的围岩稳定性成为制约川藏铁路深埋隧道安全建设
的核心工程难题。岩体质量直接影响围岩稳定性，准
确评估深部多场耦合环境下的岩体质量是川藏铁路

工程科学与技术

8
深埋隧道围岩稳定性分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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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的BQ法是地下工程领域最为常用的岩体质量分

作为评价工程岩体质量的重要手段，岩体分级

级方法之一。该方法系统考虑了地下水、岩体结构面

研究经历了单一或少数指标分级、多指标定性和定

方位和地应力等因素对岩体质量分级的影响，即在

量分析相结合分级及多因素综合指标分级几个阶段。

计算岩体基本质量指标BQ时，引入了3类修正系数，

研究表明，岩石强度、岩体完整性、岩体结构、地下水

得到修正后的岩体质量指标[BQ]为：

和地应力等因素均会对岩体质量分级造成影响[33–36]。
发展至今，修正的BQ分级、Q系统分级、岩体地质力

[BQ] =100 + 3Rc + 250Kv − 100(K1 + K2 + K3 )

（5）

学分级（RMR）等常用岩体质量分级方法已认识到地

式中，Rc为饱和单轴抗压强度，Kv为岩体完整性系数，

下水、地质构造与地应力等因素对岩体质量评价结

K 1 为地下水影响修正系数，K 2 为主要结构面产状影

果的影响

[37–38]

，但尚未系统考虑地应力、地温和地下

响修正系数，K3为初始应力状态影响修正系数。

水综合作用对围岩分级结果的显著影响。然而，川藏

修正的BQ法未考虑温度这一环境因素，高温环

铁路沿线深埋隧道建设过程中，围岩常面临着热–水–

境对工程岩体质量分级的影响尚不清楚，但却正是

力多场耦合环境特征，直接采用现有的岩体分级方

基于该方法进一步发展深部多场耦合环境下岩体分

法难以准确且有效地实现隧道围岩质量评价及相关

级方法的关键基础。因此，首先基于修正的BQ法（式

工程岩体力学参数的确定。现有的岩体分级体系基

（5）），依托桑珠岭隧道 [39–40]、齐热哈塔尔隧洞 [41–42]

本上是在过去以低地应力为主的工程经验基础上系

和木扎提隧洞 [43]的高温隧段，探讨温度对修正的BQ

统总结形成的，亟需探索符合川藏铁路深部多场耦

岩体分级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基于修正的BQ法

合环境特征的围岩分级方法。

获得的岩体分级结果与实际揭露的围岩质量分级情

3.2 思考与进展

况存在显著差异，修正的BQ岩体分级结果偏于工程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T 50218—2014）中
表2
Tab. 2

冒进（表2）。

修正的BQ岩体质量分级方法对高温环境的工程适用性评价

Engineering applicability evaluation of the revised BQ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rock mass quality to high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里程

长度/m

温度/℃

修正的BQ分级

实际围岩分级

DK185+000～186+000

1 000

73.1

Ⅱ

Ⅲ

DK186+000～187+000

1 000

56.6

Ⅰ

Ⅱ

Y7+290～8+200

910

72.0

Ⅱ

Ⅲ

4

Y9+200～9+620

420

69.0

Ⅱ

Ⅲ

5

S650～660

10

60.0

Ⅱ

Ⅲ

S680～684

4

65.0

Ⅱ

Ⅲ

7

S692～705

13

65.0

Ⅱ

Ⅲ

8

S798～825

27

65.0

Ⅱ

Ⅲ

序号
1

工程
桑珠岭隧道[39–40]

2
3

6

齐热哈塔尔隧洞[41–42]

木扎提隧洞[43]

可见，未考虑温度影响的修正的BQ法对于高温

据此，为反映高温环境下岩石强度劣化效应对

环境下的岩体质量分级不完全适用。因此，以修正的

岩体质量分级的影响，通过引入岩石饱和单轴抗压

BQ法为基础，进一步考虑温度对岩体分级的影响，

强度的温度修正系数αT，提出考虑温度影响的BQ分

从岩石强度劣化和岩体质量劣化的双重角度出发，

级修正方法1，得到考虑岩石强度温度修正的岩体质

初步探索了综合考虑地应力、地温和地下水影响的

量指标[BQ]T1：

围岩分级修正方法，采用的总体研究思路见图8。
由于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是修正的BQ法中的
关键定量指标，从温度对岩石强度影响的角度出发，
研究了川藏铁路深部工程岩石的饱和单轴抗压强度
随温度的变化关系，发现深部花岗岩的饱和单轴抗
压强度随着温度的升高，呈显著的下降趋势，如图9
所示。

[BQ]T1 =100 + 3αT Rc + 250Kv − 100(K1 + K2 + K3 )
（6）

式中，α T 为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随温度上升而减
小的量值，采用式（7）计算：
αT =

RTc
R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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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多场耦合环境下围岩分级修正方法初探
鉴于修正的 BQ 法考虑了地应力和地下水的影响，但缺乏对温度环境的考虑，收集高温
隧道围岩分级的工程实例，探索修正的 BQ 法在高温环境下岩体质量分级的工程适用性，
进一步考虑温度对岩体质量分级的影响。

方法 1：从高温环境下岩石
强度劣化角度，进一步考虑
温度对岩体质量分级的影响。

方法 2：从高温环境下围岩质量劣化
的角度，进一步考虑温度对岩体质量
分级的影响。

引入岩石强度的温度修正系
数 αT，对深部工程岩石的饱和
单轴抗压强度 Rc 进行折减。

引入温度综合修正系数 K4，反
映温度环境对岩石强度、完整
性和岩性等的综合影响。

开展不同温度环境下的岩石
饱和压缩力学试验，确定岩
石强度的温度修正系数 αT。

得到修正公式：
[BQ]T2=100+3Rc+250Kv−100 (K1+K2+K3+K4)
调整
系数
K4 的
取值

与实际围岩分
级结果对比

得到修正公式：
[BQ]T1=100+3αTRc+250Kv−100 (K1+K2+K3)

川藏铁路深部热−水−力多场耦合环境下隧道围岩分级修正的工程实践应用

图8

应力/MPa

Fig. 8

深部多场耦合环境下围岩质量分级修正研究思路

Research ideas on classification revision of surrounding rock quality under deep multi-field coupling environment
240
220
200
18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该方法中，考虑温度修正的岩体质量指标[BQ]T2为：

110−1（20 °C）
111−1（60 °C）
111−5（100 °C）

60 °C
100 °C

Fig. 9

（8）

根据图8的研究思路，结合K 1 、K 2 及K 3 的取值经
验，基于桑珠岭隧道、齐热哈塔尔隧洞、木扎提隧洞
等高温隧段的工程样本分析与反馈，得到不同温度

−0.002

0

0.002

0.004

0.006

应变

图9

[BQ]T2 =100 + 3Rc + 250Kv −
100(K1 + K2 + K3 + K4 )

20 °C

不同温度下饱和花岗岩压缩变形曲线

Compression deformation curves of saturated granite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式 中 ： RTc 为 高 温 环 境 下 的 岩 石 饱 和 单 轴 抗 压 强 度 ，
MPa； R c 为 常 温 环 境 下 的 岩 石 饱 和 单 轴 抗 压 强 度 ，
MPa。常温条件下，αT取1，即不考虑岩石强度的温度
修正；当温度高于常温时，根据式（7）计算αT。本文基
于不同温度环境下川藏铁路沿线花岗岩的饱和单轴
压缩力学测试结果，通过线性插值获得了20～100 ℃
温度范围内的αT取值。
事实上，温度对岩体质量分级的影响，不仅与温

环境及[BQ]取值条件下对应的K4，见表3。
表3
Tab. 3

温度综合修正系数K4的取值表

Values of temperature comprehensive revision coefficient K4
[BQ]值

围岩温度
>550
轻微热害
0～0.1
（28 ℃<T<50 ℃）
中等热害
0～0.1
（50 ℃<T<70 ℃）

550～451 450～351 350～251
0～0.1

≤250

0.1～0.2 0.2～0.3 0.3～0.5

0.1～0.2 0.2～0.3 0.3～0.5 0.5～0.8

较严重热害
0.1～0.2 0.2～0.3 0.3～0.5 0.5～0.8 0.8～1.0
（70 ℃<T<90 ℃）
严重热害
（T>90 ℃）

0.2～0.3 0.3～0.5 0.5～0.8 0.8～1.0

1.0

度环境下岩石本身的力学性质有关，还与岩体完整

进一步地，依托桑珠岭隧道、齐热哈塔尔隧洞和

程度等结构特征有关。为更加全面地体现温度对岩

木扎提隧洞的30余个高温隧段工程样本，开展了以

体质量分级的影响，基于修正的BQ法，进一步从温

上两种考虑温度影响的BQ岩体分级修正方法的工程

度对岩体质量综合影响的角度出发，引入温度综合

适应性研究。结果显示，考虑温度修正后，高温隧段

修正系数K4，提出考虑温度影响的BQ分级修正方法2。

的BQ岩体分级结果与实际围岩等级更加吻合（图10）。

工程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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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将本文方法应用于川藏铁路沿线某隧道工程
的多场耦合环境围岩分级研究。具体地，根据该隧道
沿线的温度、水压及地应力分布特征，选择典型多场
耦合环境隧道断面，利用提出的综合考虑地应力、地
温和地下水影响的岩体分级修正方法，获得该隧道5
个典型断面的岩体分级结果（表4）。首先，对于不同
温度条件下的隧道断面，两种考虑温度影响的BQ岩
体分级修正方法得到的分级结果是相同的，这说明
了两种修正方法的一致性。对于温度较低的断面1
（<28℃）、断面2（28～37 ℃）和断面3（37～50 ℃），考
虑温度修正后的围岩分级结果与未修正之前保持一
致。值得注意的是，断面2（28～37 ℃）和断面3（37～
50 ℃）考虑温度修正后的[BQ]值相比于未考虑温度
修正前的[BQ]值均出现显著下降，只是并未达到影响
围岩分级结果的程度。对于温度较高的断面4（50 ℃）
和断面5（65℃），未考虑温度修正前的围岩分级结果
为Ⅳ级，考虑温度修正后变为Ⅴ级。总体而言，高温
环境给川藏铁路多场耦合环境下的隧道围岩分级结
果造成了影响，影响程度取决于隧道温度的高低。在
一定温度范围内，温度只影响隧道围岩的[BQ]值，不
会影响最终分级结果；当温度超过某个值时（本文
研究为50℃），[BQ]值的变化幅度超过岩体分级等级
的界限，热–水–力多场耦合环境对围岩质量的劣化
作用得以显现。
表4
Ta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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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6.3%

75.5%
3.7%

3.7%

9.4%

8.3%
6.9%

26.6%

实际围岩分级

修正的 BQ 分级

45.4%

65.7%
6.3%
3.7%

3.7%
9.4%

9.4%
35.2%

21.2%

考虑温度的 BQ 修正
分级方法 1
Ⅰ级围岩

考虑温度的 BQ 修正
分级方法 2

Ⅱ级围岩

Ⅲ级围岩

Ⅵ级围岩

Ⅴ级围岩

图 10

考虑温度影响的BQ岩体分级修正方法的工程适用
性评价结果
Fig. 10 Engineering applicability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revised BQ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rock mass
quality considering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川藏铁路某隧道多场耦合环境下围岩质量分级结果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surrounding rock quality of a tunnel along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under multifield coupling environment

序号

断面温度/℃

岩石强度温度
修正系数αT
（方法1）

断面1

<28

1.00

断面2

28～37

断面3

温度综合修
正系数K4
（方法2）

岩体质量分级结果

[BQ]值
修正的BQ
法（未考虑
温度）

温度修正
的BQ分级
方法1

温度修正
的BQ分级
方法2

修正的BQ
法（未考虑
温度）

温度修正
的BQ分级
方法1

温度修正
的BQ分级
方法2

0.0

370

370

370

Ⅲ

Ⅲ

Ⅲ

0.92

0.2

288

270

268

Ⅳ

Ⅳ

Ⅳ

37～50

0.87

0.1

248

223

238

Ⅴ

Ⅴ

Ⅴ

断面4

50

0.84

0.3

262

227

232

Ⅳ

Ⅴ

Ⅴ

断面5

65

0.78

0.3

268

218

238

Ⅳ

Ⅴ

Ⅴ

整体而言，本文提出的两种考虑温度影响的BQ
岩体分级修正方法，在川藏铁路沿线某多场耦合环
境隧道工程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随着后续川藏铁
路的全面建设，以及具有相似工程地质条件的滇藏
铁路、新藏铁路等交通工程的陆续规划建设，该方法
有望得到更为广泛的工程应用或辐射效果。但同样
需要注意的是：方法1中，温度修正系数α T 的确定需
以高温环境下的岩石饱和压缩力学试验数据作为支
撑，对室内岩石力学试验结果的依赖性较强，以此方
法得到的围岩分级修正结果对于依托隧道工程及其
他岩性相似的工程较为可靠；但不同岩性对于温度

变化的敏感性不同，对于不同的地下工程需要针对
性地开展大量不同岩性试样的高温饱和压缩力学试
验，进而确定系数α T 。方法2中的温度影响修正系数
K4将温度对岩石强度、岩体完整程度、岩性等因素的
影响进行了综合考虑，将温度对围岩质量分级的影
响考虑得更加全面，但K4本质上是经验确定，对于工
程样本数量的依赖性强；本文确定K 4 时采用的工程
实例数量总体偏少，随着后续更多高温地下工程实
践的推进，还需要收集并补充更多的工程样本资料
并探索相应的理论依据，对K 4 的取值进行改进与完
善，以进一步提高该方法的准确性。与此同时，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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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深埋隧道围岩分级不仅受到深部多场耦合环境
影响，还将受到后续施工开挖期间的强烈工程扰动
影响。工程扰动作用下，隧道围岩的深部多场耦合环
境被打破且随着开挖推进而动态变化，围岩的扰动
灾变响应将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作为初步探索，重
点关注了深部多场耦合环境对川藏铁路隧道围岩分
级的作用效果。在后续研究中，还需重点关注工程扰
动的影响，即通过深部原位耦合环境下的围岩扰动
致灾机理研究，建立综合考虑深部多场耦合环境及
工程扰动影响的岩体质量评价修正指标，进而提出
适应深部复杂赋存特征的扰动围岩分级修正新方法，
为川藏铁路等复杂耦合地质环境下施工阶段的隧道
围岩质量评价提供可靠的方法支撑。

著时间效应的变形与失稳破坏现象，其孕育过程除了

4 深部高地应力环境下围岩大变形判识的
挑战与思考

的基础上延伸与发展，探索一套流程简单、可有效服

4.1 问题与挑战

析与预测提供支撑。

围岩大变形普遍存在于地下工程实践，在中国

受高地应力的显著影响外，还与地质构造、地层岩性、
岩体结构及岩体质量特征等因素密切相关 [44,52–53] 。
受此影响，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基于不同分级指标或
方法获得的大变形判识结果有时存在差异。同时，不
同分级方法适用的工程建设阶段也不尽相同。其中：
变形类分级指标所需的围岩变形参数需在施工阶段
获取，较难应用于勘察设计阶段；而勘察设计阶段常
用的岩体强度应力比大变形分级指标，面临岩体强
度直接测定难度大、主观性较强等难题，导致勘察设
计阶段深埋隧道围岩的大变形判识研究面临严峻挑
战。然而，勘察设计阶段的围岩大变形判识是隧道选
线和支护设计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研究方法
务于勘察设计阶段的深埋隧道围岩大变形分级评价
方法，从而为川藏铁路沿线隧道围岩大变形灾害分
4.2 思考与进展

西部艰险山区深埋隧道工程建设过程中尤为突出。

岩体强度应力比作为规范规定的、最为常用的

例如，兰新铁路乌鞘岭隧道，兰渝铁路木寨岭、两水、

大变形分级指标，凸显了岩体强度和地应力对大变

毛羽山和新城子隧道，成兰铁路杨家坪、平安和茂县

形灾害的核心控制作用。对于岩体强度而言，不仅受

隧道等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变形灾害，造成了支

到岩石本身力学性质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

护结构侵限、施工工期耽误、工程成本增加等不利后

岩体结构特征。即便岩石自身强度很高，围岩仍可能

果 [44]。川藏铁路沿线隧道超长超深，地应力超高，全

受结构面影响，导致整体强度较低，在高地应力作用

线软岩隧道实测地应力高达44.30 MPa；在深部高地

下产生较大变形。因此，大变形灾害不只发生于软质

应力和强烈构造作用下，沿线深埋长隧建设势必面临

围岩中，在高地应力区结构面发育的硬质围岩中也

围岩大变形难题，严重制约工程安全建设与正常运营。

同样存在。例如，天平铁路关山隧道的闪长岩大变形

国内外学者针对高地应力下围岩大变形问题开

和贵昆铁路三联隧道的玄武岩大变形等 [54–55]。可见，

展了持续研究，从围岩变形和强度等角度提出多种

在开展高地应力围岩大变形分级研究时，需要兼顾

指标对大变形进行判识与分级；一般认为，大于某项

考虑围岩坚硬程度和岩体完整性等因素。

指标的临界值时，隧道围岩便会发生大变形，并通过

作为围岩变形破坏的核心外部驱动力，普遍共

设置多个阈值范围对其严重程度予以等级界定[45–46]。

识认为高地应力是围岩大变形灾害孕育的必要条件。

其中，围岩变形类分级指标主要有绝对变形量、相对

因此，地应力水平的界定对于大变形判识尤为重要。

变形量、收敛应变、相对应变、变形速率等，此类分级

目前，学术与工程界主要采用岩石强度应力比（Rc/σmax）

方法多被用于施工阶段，例如：基于最大变形量的《铁

对地应力水平进行界定 [56]。其中，《铁路隧道设计规

路隧道施工规范》大变形分级方法、基于变形量和

范》 [49]将其分为一般地应力（Rc/σmax>7）、高地应力

变形速率的兰渝线软岩隧道大变形分级方法等[47–48]。

（4≤ R c /σ max ≤7）和极高地应力（R c /σ max <4）3个等级。

围岩强度类分级指标主要为岩体强度应力比或其等

中国西部艰险山区大量深埋隧道工程多处于极高地

效形式，通常被用于勘察设计阶段的大变形分级，如：

应力环境（Rc/σmax普遍小于4），围岩大变形灾害较为

《铁路隧道设计规范》

[49]

、《铁路挤压性围岩隧道

突出。同时，工程实践表明，地应力水平应该与岩石

技术规范》 [50]、《川藏铁路高地应力软岩隧道设计

或岩体的破坏相关联，即应力量值足以导致结构体

[51]

等载明的大变形分级方法。上述分级

或岩块破裂的地应力应判断为高地应力 [56]。因此，在

方法对深部高地应力围岩大变形判识研究的发展与

依据《铁路隧道设计规范》 [49]或《工程岩体分级标

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准》 [57]对地应力水平进行判识的基础上，还可从岩

暂行规定》

事实上，深部围岩大变形的孕灾机理和发生模

体或岩块是否可能出现破坏，进一步地从地应力量

式十分复杂、影响因素多，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显

值上去考虑该地应力水平是否可能导致围岩出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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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例如，对于强度为30 MPa的较软岩，如果最大

现有大变形分级方法与工程应用案例的基础上，紧

地应力水平仅有7.6 MPa，强度应力比小于4，按照规

抓中国西部艰险山区高地应力环境对围岩大变形灾

范规定，应划分为极高地应力；实际上，该应力水平

害孕育的重要影响，围绕规范方法实施的难点，以岩

难以导致岩石破坏并诱发围岩大变形。因此，有必要

石强度应力比和地应力测值大小为基础，叠加考虑

在综合审视岩石强度应力比和地应力测值大小的基

围岩坚硬程度和岩体完整性等因素对大变形的重要

础上，进一步细分初始地应力状态对围岩大变形判

控制作用，细分地应力等级和地应力量值对大变形

识结果的影响。

分级结果的显著影响，提出一种适用于勘察设计阶

受上述分析与思考的启发，在系统总结并吸纳

段的围岩大变形多因素分步评价方法，具体步骤见图11。

围岩大变形分级多因素分步评价流程

1）根据岩石强度应力比 Rc/σmax，判别地应力水平，为极高地应力则
执行下一步；否则直接结束分级，输出“不发生大变形”。
2）根据《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GB/T 50218—2014）[57] 判别围岩坚硬
程度（坚硬岩、较坚硬岩、较软岩、软岩或极软岩），坚硬岩直接结
束分级，输出“不发生大变形”；否则执行下一步。
3）根据《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GB/T 50218—2014）[57]判断围岩完整
程度（完整~较完整、较破碎~破碎或极破碎），并执行下一步。
4）综合评判岩体完整性和坚硬程度，对极高地应力环境下的隧道围
岩大变形等级进行初判，并执行下一步。
5）基于地应力测值大小细分初始地应力等级对大变形分级结果的影
响，并根据最大主应力 σmax 量值对初判结果进行修正。

6）给出围岩大变形等级详判结果，结束分步评价流程。

图 11
Fig. 11

Rc/σmax

＞7

地应力环境

一般地应力

[4, 7]
高地应力

＜4
极高地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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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无/Ⅰ

较软岩

无/Ⅰ

无/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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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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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20
U
U
R
Ⅲ

隧道围岩大变形分级多因素分步评价方法

Multi-factor stepwise evaluation method for large deformation of tunnel surrounding rock

如图11所示，在第5）步中，对第4）步得到的初判
结果进行修正时，需要说明：D表示初判结果取下限
等级，U表示初判结果取上限等级，R表示初判结果
升一级（修正结果为初判等级的上限等级加一级，上
限等级为Ⅲ级则保持不变）。以初判结果Ⅰ/Ⅱ为例，
D修正结果为Ⅰ级，U修正结果为Ⅱ级，R修正结果为
Ⅲ级。
进一步地，以成昆铁路垭口隧道和成兰铁路茂
县隧道为例，开展了围岩大变形分级多因素分步评
估方法的工程验证研究。其中，成昆铁路垭口隧道属
于构造剥蚀高中山地貌，最大埋深约890 m，隧道3号
斜井工区（里程D2K 549+100～D2K 549+710）发生Ⅱ
级（或中等）大变形灾害。结合该隧道的勘察设计阶
段资料，如图11所示，按照本文方法进行围岩大变形
等级预测：1）隧段实测最大主应力为16.48 MPa，岩
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为11.55 MPa（统计值），岩石强
度应力比Rc/σmax=0.701，属于极高地应力；2）隧段岩
性为震旦系观音崖组（Z2g）角闪岩及片岩，单轴饱和
抗压强度为11.55 MPa，按照《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将其定为软岩；3）隧段围岩节理密集发育，节理3组
以上，间距多小于0.2 m，岩体被切割成碎裂状，按照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岩体完整性定为较破碎～
破碎；4）综合岩体坚硬程度和完整性程度，将该隧段
围岩大变形等级初判为Ⅰ/Ⅱ；5）隧段最大主应力为
16.48 MPa，属于15～20 MPa范围，取大变形初判等
级的上限等级；6）隧段围岩大变形详判等级为Ⅱ级，
与实际发生的大变形等级一致。
成兰铁路茂县隧道所属区域构造为龙门山华夏
系构造体系，最大埋深约1 656 m，隧道里程D8K127+
775～D8K128+010段发生Ⅲ级（或严重）大变形灾害。
结合该隧道的勘察设计阶段资料，如图11所示，按照
本文方法进行围岩大变形等级预测：1）隧段实测最
大主应力为27.51 MPa，岩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为
3.00 MPa（统计值），Rc/σmax=0.109，属于极高地应力
状态；2）隧段围岩岩性为茂汶活动断裂构造岩之糜
棱岩、断层角砾等，母岩为炭质千枚岩、千枚岩局部
夹石英脉，单轴饱和抗压强度为3.00 MPa，按照《工
程岩体分级标准》，定为极软岩；3）受构造挤压影响
严重，围岩节理裂隙较发育，呈粉末状，稳定性差，岩
体完整性为极破碎，大变形等级初判为Ⅰ/Ⅱ/Ⅲ；4）隧
段最大主应力为27.51 MPa，大于20 MPa，大变形等
级详判为Ⅲ级，与实际大变形等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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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收集了中国西南艰险山区10个隧道围岩

到的分级结果与实际情况一致；3个隧道围岩分级结

大变形案例（表5），对提出的大变形分级多因素分步

果高出实际等级Ⅰ级，偏工程安全，总体上该方法具

评价方法进行验证，其中：7个隧道采用本文方法得

有良好的工程适应性。

表5
Tab. 5

本文围岩大变形分级多因素评价方法的工程验证

Engineering verification of multi-factor evaluation method for large de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in this paper
围岩坚
Rc/MPa σmax/MPa R · σ−1
max 地应力等级 硬程度

序号

工程名称

1

新林隧道进口工区
DK215+170～DK215+330

20.00

14.60

1.37

极高地应力 较软岩 较破碎～破碎

无/Ⅰ

Ⅰ

Ⅰ

2

垭口隧道3号斜井工区

11.55

16.48

0.70

极高地应力

较破碎～破碎

Ⅰ/Ⅱ

Ⅱ

Ⅱ

3

茂县隧道 D8K127+
775～D8K128+010

3.00

27.51

0.11

极高地应力 极软岩

极破碎

Ⅰ/Ⅱ/Ⅲ

Ⅲ

Ⅲ

4

大坪山隧道进口工区
DK224+252～DK224+500

5.00

14.60

0.34

极高地应力 极软岩

极破碎

Ⅰ/Ⅱ/Ⅲ

Ⅲ

Ⅱ

5

盐边隧道出口工区
D1K562+650～D1K562+080

7.00

16.91

0.22

极高地应力

软岩

极破碎

Ⅱ/Ⅲ

Ⅲ

Ⅲ

6

榴桐寨隧道 D8K146+
238～D8K146+130

10.00

21.88

0.46

极高地应力

软岩

极破碎

Ⅰ/Ⅱ/Ⅲ

Ⅲ

Ⅲ

7

杨家坪隧道 DK117+
322～DK117+380

12.00

23.53

0.51

极高地应力

软岩

较破碎～破碎

Ⅰ/Ⅱ

Ⅲ

Ⅱ

8

跃龙门隧道 DK99+
710～DK101+190

12.00

26.67

0.45

极高地应力

软岩

极破碎

Ⅱ/Ⅲ

Ⅲ

Ⅲ

9

月牙田隧道斜井工区

10.40

15.63

0.67

极高地应力

软岩

较破碎～破碎

Ⅰ/Ⅱ

Ⅱ

Ⅰ

10

安定隧道 X1D1K0+
426～X1D1K0+396

22.40

18.91

1.18

极高地应力 较软岩

极破碎

Ⅰ/Ⅱ

Ⅱ

Ⅱ

软岩

围岩完整性

初判等级 详判等级 实际等级

本文提出的围岩大变形分级多因素分步评价方

目前，普遍认为岩爆是地下工程的一种岩体动

法能够对艰险山区深埋隧道围岩大变形灾害进行有

力破坏失稳现象，并且围绕岩爆的孕育、判识和预警

效判识预测，且操作流程简单清晰，分级指标可测可

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岩爆孕育方面，冯夏庭

量、易于获取，避免了规范分级方法中围岩强度的测

等 [59–61]系统探索了深埋隧道即时型岩爆和时滞型岩

量难题，可直接应用于川藏铁路等高原山区深埋隧

爆的孕育规律和发生机制，并以岩爆孕育过程为主

道的围岩大变形灾害判识与分级预测。但川藏铁路

线，阐述了岩爆分类、原位观测、机制认知、预警与动

廊道内外地质活动强烈，多场耦合作用突出，本方法

态控制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Cai和Kaiser [62] 也

对于地下水、地温等环境因素和工程扰动效应尚未

在其专著中系统总结了岩爆的发生现象、分类、影响

考虑全面，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

因素及破坏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Ortlepp和Sta-

5 深部高地应力环境下围岩岩爆孕灾的挑
战与思考
5.1 问题与挑战

cey[63]针对不同类型的岩爆震源机制、破坏机理及岩
爆类型进行了系统研究。岩爆判识方面，现有的岩爆
判据较多，经历了单因素判据到多因素综合判据的
发展过程，主要包括强度应力比判据和王兰生判据

深部高地应力环境下脆硬性围岩极易发生岩爆

等应力判据 [64]、能量判据 [65]、岩爆风险指数 [66]及修

动力灾害，严重威胁隧道安全 [58]。例如，川藏铁路已

改的谷–陶岩爆判据 [67]和五因素综合判据 [68]等。岩爆

建拉萨—林芝段的巴玉隧道、桑珠岭隧道等在施工

监测预警方面，学者们针对不同的地下工程，主要基

过程中频繁发生岩爆，造成隧道内台架被严重摧毁

于微震监测、钻孔摄像、声波探测等技术，直接、连续

及施工人员受伤 [32]。川藏铁路新建雅安—林芝段隧

地获取围岩裂隙、损伤、变形和能量释放等信息，结

道最大埋深近2 100 m，深部高地应力岩爆问题更加

合数值分析和地质判别等方法对观测区域的岩爆发

突出。定测阶段资料显示：沿线硬质岩隧道实测最大

生风险进行评估 [69–70]。

地应力高达53.06 MPa，预测27座隧道将发生高地应

上述成果为不同工程地质条件下隧道岩爆灾害

力岩爆 [1]。开展深部高地应力岩爆灾害研究，对于川

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对于川藏铁路深埋隧道等深

藏铁路安全高效建设与后期稳定运营至关重要。

部工程实践，围岩自重应力和构造应力叠加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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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的高地应力场并积聚了巨大的变形能量，岩爆

据，进而综合评估潜在岩爆发生的位置、概率和

灾害的频度与烈度更加突出。加之深部围岩物理及

时间等信息，最终识别出岩爆高风险区域并制定相

力学特征的复杂性和岩爆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岩爆

应的安全控制措施。而实现上述岩爆灾害“机理认

灾害的孕育机理更加复杂，想要准确地预测其时空

知→风险评估→安全控制”的闭环研究思路，关键

分布十分困难。深部高地应力岩爆成为制约深部工

取决于岩爆预测评估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目前，单

程实践的世界性科学难题，开展深部高地应力环境

一的岩爆预测方法或体系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普遍

下岩爆孕灾及预测研究迫在眉睫。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乏与工程具体建设阶段的有

5.2 思考与进展

机结合。为此，作者通过强调岩爆综合预测与不同

总结以往研究工作，认为岩爆灾害的整体研究

工程建设阶段紧密结合的重要性，提出深部高地应

思路可以简要归纳为：根据现场原位监测信息和室

力环境下岩爆综合预测的研究思路（图12），简要归

内试验结果等研究岩爆的孕育过程、发生机理和判

纳如下：

初设、前期施工阶段
（应力调整，能量耗散、积聚和释放期）

可研、初设阶段
（能量积聚期）

施工阶段
（应力调整，能量释放期）

岩爆现场预测预报

岩爆倾向性预测

岩爆趋势预测

目的：现场从地应力、室内从岩
性角度说明岩爆的倾向性

目的：大致圈定岩爆区域范围，
为现场监测提供重点区域

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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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能
指
数

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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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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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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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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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高地应力岩爆综合预测的研究思路

Research ideas on comprehensive prediction of rockburst under deep high in-situ stress

1）岩爆倾向性预测。此研究对应于工程建设的

进行工作面的日常监测预报，并结合围岩应力和变

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阶段。由于该阶段仅完成部

形等信息，预测监测断面附近区域围岩岩爆发生的

分勘探钻孔和平硐开挖等工作，围岩内部不存在大

时空信息，以便及时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保证地下

范围应力调整，处于能量积聚期；此时应综合利用工

结构、施工设备和人员的安全。

程现场的钻孔饼芯现象、初始地应力巴顿经验判据

在上述研究思想的推动下，以瀑布沟水电站地

等，以及室内试验获得的岩样脆性度指标、能量冲击

下厂房洞室群为例，以岩爆“倾向性预测→趋势预测

性能指标等方法进行岩爆倾向性研究，为岩爆综合

→监测预报”为主线，开展了深部高地应力环境下岩

预测提供初步依据。

爆孕灾及综合预测研究，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

2）岩爆趋势预测。在工程设计和施工阶段，随着

了系统总结与凝练。

洞室开挖进行，围岩应力进入调整阶段，局部区域存

岩爆倾向性研究方面，对取自瀑布沟水电站地

在一定的能量释放；此阶段应基于初始地应力场的

下洞室的花岗岩开展了钻孔岩芯、初始地应力和岩

数值反演及现场地质条件和工程开挖模拟，应用各

性判据等多角度的岩爆倾向性分析 [71]。其中：工程区

种岩爆理论判据对区域围岩体发生岩爆及强烈程度

初始地应力场以构造应力为主，最大主应力为27.3 MPa，

做趋势分析，为岩爆的现场监测预报圈定重点区域，

且出现了钻孔“岩芯饼裂”这一高地应力区特有的地

指导工程施工开挖设计。

质现象，结合巴顿经验判据，地下洞室群围岩可能发

3）岩爆的现场监测预报。在工程施工阶段，大规

生轻微～中等岩爆；地下洞室花岗岩的弹性变形能

模的开挖扰动破坏了岩体的平衡条件，岩体积聚的

指数WET值为2.42～4.75，接近高烈度岩爆临界值5.00，

能量局部快速释放；此阶段应采用微震监测等技术

发生中等岩爆的可能性较大；岩性判据–脆性度（单

第2期

谢和平，等：川藏铁路深埋隧道围岩灾变分析与思考

15

轴抗压强度与抗拉强度之比）为28.81，接近中等岩爆

应力判据基本能反映岩爆发生的实际情况，巴顿应

临界值26.70，初步判定工程区围岩有发生中等、弱岩

力判据偏于保守，而能量判据偏于危险；使用单一判

爆的可能性。上述结果综合显示，该工程区围岩有发

据进行岩爆趋势预测不够全面，应采用多种判据进

生中、低烈度岩爆的倾向性。

行综合预测。2）综合岩爆倾向性及岩爆趋势研究结
果，该工程区发生强烈岩爆的可能性不大，但施工期

后二次应力的分布与集中程度密切相关。首先，利用

可能会有轻微、中等岩爆发生，某些开挖步局部区域

数值手段模拟了不同初始地应力状态下瀑布沟地下

有较强岩爆发生的可能性。

洞室群的分步开挖过程（step1～9），探究了不同水平
应力下开挖扰动对岩爆触发作用的影响 [72]；发现水
平地应力为主时，岩爆主要发生在洞顶和洞底；垂直
地应力为主时，边墙部位发生岩爆的潜在危害性较
大。同时，随着水平应力与垂直应力比的增加，岩体
开挖后的最大主应力与抗压强度的比值愈大（图13）；
结合王兰生应力判据可知，岩爆发生的可能性及烈
度等级随之愈高。进一步地，根据瀑布沟水电站地下
洞室群的地形地质资料建立3维有限元计算模型，通

最大主应力与抗压强度之比（σ1·σc−1）

岩爆趋势预测研究方面，岩爆孕灾与开挖扰动

0.8

step2
step6
step9

step3
step7

step4

0.6
0.4
0.2
0
1.0

1.5

2.0

2.5

3.0

图 13

地下洞室主厂房围岩分步开挖时不同侧压比下的
σ1 /σc值 [72]

Fig. 13

Values of σ1 /σ c under different lateral pressure
ratios during stepwise excav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rock of the main powerhouse of an underground cavern[72]

变能的数值大小及分布特征，利用巴顿判据、王兰生
判据等应力判据和能量判据两类判识方法，圈定了

step1
step5
step8

侧压比 k（σh·σv−1）

过工程区初始地应力场反演和工程地质条件及开挖
工序模拟，获取了开挖后围岩的二次应力及弹性应

1.0

开挖时岩爆可能发生的大致区域和范围（图14）。研
究结果显示 [71]：1）与现场岩爆发生情况相比，王兰生

(a) 岩爆发生区域整体预测（应力判据） (b) 岩爆发生区域整体预测（能量判据）

图 14
Fig. 14

工程开挖岩爆发生趋势及区域预测（红色标示为岩爆可能发生区域）

Occurrence trend and regional prediction of rockburst during engineering excavation (marked in red are areas
where rockburst may occur)

岩爆监测预报方面，声发射法是岩爆监测的主

型，对声发射的时间序列进行拟合预测，使网络达到

要手段，但如何根据声发射时空分布参数及迁移特

最佳的逼近效果；再针对预测的声发射率建立突变

征进行岩爆失稳预测尚未得到解答。针对此难点，在

模型（ ∆ =8p3+27q2，p和q为尖点突变模型中势函数的

机理研究方面，开展了单向加载、三向加载条件下深

控制变量；∆>0，测点附近岩体稳定；∆=0，测点附近岩

部工程岩石的声发射试验研究；通过引入岩石分形

体处于临界状态； ∆ <0，测点附近岩体发生岩爆），进

理论，初步揭示了深部岩石灾变过程中声发射信号

行现场岩爆预测。通过与瀑布沟水电站地下厂房洞室

时空分形维数的演化规律。无论是单向加载还是三

现场声发射钻孔监测资料对比分析，验证了该小波神

向加载条件，深部岩石在临近峰值应力时，声发射信

经网络方法（WNN）用于声发射率预测的可靠性与精

号的空间分维和时间分维均呈现出同步加速下降现

准性（图15）；进而，将声发射率的WNN预测值代入

[73]

，可为深部高地应力环境岩爆现场监测与预报

岩爆突变预测模型求解p和q，计算 ∆ 值，对现场岩爆

提供依据。现场预测模型研究方面，提出一种小波神

情况进行预测预报，得出观测区域围岩未来3 d的 ∆

经网络（WNN）方法用于声发射率预测，结合突变理

值均大于0，即不会发生岩爆，与现场实际岩爆发生

论建立一种新的岩爆预测模型 [74] 。该岩爆预测模型

情况一致，表明该岩爆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工程实

基于现场监测到的声发射信号建立小波神经网络模

用性。

象

工程科学与技术

16

吻合度较高。以岩爆“倾向性预测→趋势预测→监测

声发射率/(次·min−1)

1.00

预报”为主线，突出岩爆综合预测与不同工程建设阶

现场观测值
WNN 预测值

0.80

段紧密结合的重要性，提出深部高地应力岩爆综合

0.60

预测研究思路，初步应用于地下洞室群围岩的岩爆

0.40

预测预报。
川藏铁路现已分阶段陆续开工建设，本文相关

0.20

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可直接应用于或被借鉴至川藏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时间/d

铁路沿线深埋隧道围岩灾变分析及控制研究；同时，
有望广泛辐射至青藏高原深部工程实践，提升中国

测孔声发射率及WNN预测值对比 [74]

复杂地质环境下深地空间开发过程中的工程防灾减

Comparison of borehole acoustic emission rates
and WNN predicted values[74]

灾水平。然而，受高原山区极端复杂工程环境影响，

图 15
Fig.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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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文提出深部高应力环境下岩爆综合预
测研究思想，初步开展了岩爆孕灾的影响因素及机
理、预测模型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
认识，并在瀑布沟、猴子岩等水电站地下厂房围岩岩
爆研究中得到了良好的应用。随着川藏铁路的分阶
段陆续开工建设，结合沿线深埋隧道工程的实际建
设阶段，应用本文提出的岩爆综合预测研究思想和
预测模型，有望实现川藏铁路深部高地应力隧道围
岩岩爆的有效判识与控制。

6 结论与展望

符合青藏高原深部特征的岩体灾变力学与围岩稳定
性研究尚无太多经验可循，且随着后续川藏铁路工
程的全面建设，或将面临更多未知的、复杂的工程科
学难题。因此，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工作有必要持
续地开展与推进，现有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思想还需
在后续研究中不断完善和细化。本文主要起“抛砖”
作用，以期达到“引玉”效果，从而汇聚广大科技工
作者更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为解决川藏铁路建设过
程中的重大工程科学与技术难题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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