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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

开挖施工方法，沿隧道纵向延伸方向由后向前分

多个节段对所施工软弱围岩隧道进行开挖施工，

包括步骤：一、岩体强度与围岩内部最大地应力

测试；二、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确定；三、隧

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根据所确定的挤压型大变形

等级对预留变形量进行确定；四、隧道开挖施工：

根据所确定的预留变形量，对当前所施工节段进

行开挖施工；五、下一节段开挖施工；六、多次重

复步骤五，直至完成隧道全部开挖施工过程。本

发明方法步骤简单、设计合理且施工方便、使用

效果好，根据高地应力软弱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

分级结果确定隧道开挖预留变形量，能简便、快

速完成隧道开挖施工过程且施工过程安全、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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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沿隧道纵向延伸方向，由后

向前分多个节段对所施工软弱围岩隧道进行开挖施工；多个所述节段的开挖施工方法均相

同；对所施工软弱围岩隧道中任一节段进行开挖施工时，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岩体强度与围岩内部最大地应力测试：对当前所施工节段进行开挖施工之前，

对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岩体强度Rb和围岩内部的最大地应力σmax分别进行测试；

步骤二、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确定：根据步骤一中测试得出的岩体强度Rb和最大

地应力σmax，计算得出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强度应力比 再根据计算得出的强度应力

比 对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进行确定；所述挤压型大变形等级包

括四个等级，且四个等级由低至高分别为无大变形、轻微大变形、中等大变形和严重大变

形；

对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进行确定时，当 0.5时，说明当前所

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无大变形；当 时，说明当前所施工

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轻微大变形；当 时，说明当前所施工节

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中等大变形；当 时，说明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

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严重大变形；

步骤三、隧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根据步骤二中所确定的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

大变形等级，对当前所施工节段的预留变形量进行确定；所确定的预留变形量包括隧道拱

部预留变形量C1和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其中，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50mm～530mm，隧

洞边墙预留变形量 ΔC＝1mm～30mm；并且，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

变形等级越高，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和ΔC的取值均越大；

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

严重大变形时，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470mm～530mm；

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

中等大变形时，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300mm～510mm；

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

无大变形时，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50mm～150mm；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

形等级为轻微大变形时，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150mm～250mm；

步骤四、隧道开挖施工：根据步骤三中所确定的当前所施工节段的预留变形量，且沿隧

道纵向延伸方向，由后向前对当前所施工节段进行开挖施工；

由后向前对当前所施工节段进行开挖施工时，采用三台阶开挖法进行开挖；

步骤五、下一节段开挖施工：按照步骤一至步骤四中所述的方法，对所施工软弱围岩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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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下一节段进行开挖施工；

步骤六、多次重复步骤五，直至完成所施工软弱围岩隧道的全部开挖施工过程；

所述高地应力软岩隧道是指围岩的强度应力比小于7的软岩隧道。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每个

所述节段的长度为50m～200m。

3.按照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中对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岩体强度Rb进行测试时，通过对现场所取岩样进行室内

试验，测试得出当前所施工节段的围岩基本力学参数，并根据测试得出的围岩基本力学参

数对岩体强度Rb进行计算；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岩体强度Rb为岩体单轴抗压强度。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对岩

体强度Rb进行计算时，根据莫尔-库仑强度准则或霍克-布朗强度准则进行计算。

5.按照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中对围岩内部的最大地应力σmax进行测试时，采用水压致裂法进行测试。

6.按照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严重

大变形时，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260mm～275mm。

7.按照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三中进行隧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严重大变

形时，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500mm，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270mm。

8.按照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中等

大变形时，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450mm～5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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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隧道开挖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

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隧道开挖势必引发围岩原始应力的重新分布，整个围岩应力重分布的力学行为可

以概化为如下过程：经“平衡”、“松弛”与“松散、坍塌”三个阶段后，达到新的平衡。“松弛”和

“松散”在描述应力重分布过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这两个过程中围岩荷载的表现形

式也是不同的。“松弛”阶段产生的荷载被称为“形变压力”，此时围岩应力水平的降低与围

岩变形共存，从岩体力学角度分析，该阶段的围岩仍可认为处于连续介质或似连续介质的

性态；“松散、坍塌”阶段产生的荷载被称为“松散压力”，它是在围岩变形增长到一定程度

后，岩块与原岩分离而导致的坍塌或岩块的自重应力对支护产生作用。

[0003] 国内外学者曾对软岩隧道(也称为软弱围岩隧道)施工后产生大变形的类型进行

过系统的研究，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变形的类型进行分类，下面对大变形隧道按其变形机

理的分类进行说明。软岩大变形隧道按其变形机理可分为松散型、膨胀型和挤压型三个类

型，诱发这三种类型的隧道大变形的前提条件相差较大，大变形发生后表现出来的变形特

征也是各不相同的。

[0004] 其中，松散型大变形出现在硬岩(包括岩块强度Rc＞30MPa的破碎岩体、层状岩体

和块状岩体等)隧道和低地应力的浅埋隧道中，围岩松弛过程较短，前期变形量较小，在没

能及时提供足够的支护反力时，围岩变形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会松散或坍塌，由此产生的

围岩松散压力直接作用在支护结构上，在变形时态曲线呈现向上反弯或“跳跃”的性态。

[0005] 膨胀型大变形隧道的变形机理简单的说就是软岩内的膨胀性矿物成分在水或者

力的作用下体积增大，不断侵入隧道净空的现象。当在含膨胀性矿物的地层中开挖隧道时，

岩石遇水或吸湿之后产生膨胀，其量值可能远大于岩石的弹塑性及碎胀变形量之和，由此

产生的膨胀性变形压力成为诱发软岩隧道支护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隧道开挖后，围岩遇

水作用会发生物理化学反应，引起体积膨胀和力学性能的变化，在隧道周边围岩形成了遇

水膨胀区和稳定区两个不同的区域。遇水膨胀区围岩的天然裂隙结构、应力调整引起的围

岩裂隙为软岩及膨胀性矿物提供了吸水通道，加剧了围岩的膨胀变形，最终产生大变形，导

致隧道结构体的破坏。

[0006] “挤压型大变形”发生于围岩松弛阶段，其变形机理与“松散型大变形”和“膨胀型

大变形”相差较大，并且变形过程极为复杂，国内外大量的专家与学者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但挤压型软岩大变形隧道的修建仍是世界性难题。

[0007] 其中，具有高应力背景的软弱围岩变形称为“挤压型”变形，即高应力条件的软弱

围岩变形为挤压型大变形。

[0008] 国际岩石力学学会(简称ISRM)“隧道挤压性岩石专业委员会”对围岩挤压性作了

如下定义：“挤压型”是指围岩具有时效的大变形；其变形具有明显的优势部位和方向，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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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施工阶段，也可能会延续较长时间。变形的本质是岩体内的剪应力超限而引起的剪切

蠕动，这些变形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特点：第一、变形的速度快；第二、变形量大；第三、

变形持续的时间长；第四、变形有明显的优势部位和方向。目前，挤压型大变形隧道比较认

可的破坏机理有如下三种：完全剪切破坏、弯曲破坏和剪力及滑动张裂破坏。

[0009] 软岩(即软弱围岩)发生塑性变形的概率非常高，常引起隧道的净空变小，影响正

常的隧道施工和使用。由于软弱围岩本身的地质性质结构松散，并且稳定性极差，这就决定

了它在隧道建设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形。由于软弱围岩稳定性较差的原因，在隧道

开挖后，使原有的地应力平衡遭到了破坏，从而导致围岩发生变形。在施工的过程中，如果

选用的方法不当，不但会引起工程建设初期支护结构的变形，甚至会引起隧道的塌方等安

全事故。

[0010] 围岩变形是隧道设计的基本准则之一，也是评价隧道围岩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在

较高地应力(＞25MPa)水平下发生显著变形的中、高强工程岩体称为高地应力软岩

(highstressed  soft  rock，简称H型)。隧道开挖后的高地应力软岩隧道大变形大致经历三

个阶段：a.弹性变形阶段；b.弹性变形和塑行变形共存阶段；c.以蠕变为主，蠕变、塑性变形

共存，同时伴随围岩损伤、断裂、挤出及膨胀耦合作用阶段，大量研究表明软弱围岩以塑性

变形和蠕变变形为主。

[0011] 为充分发挥围岩自承作用，容许初期支护和围岩有一定的变形，而将设计开挖线

作适当扩大的预留量，称之为隧道预留变形量。预留变形量是指从隧道初期支护施工开始，

到隧道周边位移基本稳定时，周边位移的累计值。

[0012] 由于软岩具有显著流变性、围岩强度低的特点，同时高地应力作用下，上述特点更

加明显，从而使隧道变形量极大、变形发展快。一旦施工控制不当或预留变形量不够，极易

发生支护开裂、侵限问题。因此确定高地应力软岩隧道的预留变形量就尤其重要，同时也是

极其困难的。

[0013] 对铁路而言，隧道开挖施工主要考虑预留变形量、施工误差和允许超挖，施工误差

和允许超挖一般基于施工单位经验确定取值范围；隧道预留变形量的确定则相对复杂。目

前对于高地应力与极高地应力条件下的软岩大变形隧道，没有成熟的理论成果来确定隧道

预留变形量，而采用工程类比法时，该类隧道地质条件极其复杂，围岩性质千差万别，地应

力条件不同，导致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高地应力

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方法步骤简单、设计合理且施工方便、使用效果好，根据高

地应力软弱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分级结果确定隧道开挖预留变形量，能简便、快速完成隧

道开挖施工过程且施工过程安全、可靠。

[001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

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沿隧道纵向延伸方向，由后向前分多个节段对所施工软弱围岩隧

道进行开挖施工；多个所述节段的开挖施工方法均相同；对所施工软弱围岩隧道中任一节

段进行开挖施工时，包括以下步骤：

[0016] 步骤一、岩体强度与围岩内部最大地应力测试：对当前所施工节段进行开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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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对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岩体强度Rb和围岩内部的最大地应力σmax分别进行测试；

[0017] 步骤二、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确定：根据步骤一中测试得出的岩体强度Rb和

最大地应力σmax，计算得出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强度应力比 再根据计算得出的强

度应力比 对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进行确定；所述挤压型大变形

等级包括四个等级，且四个等级由低至高分别为无大变形、轻微大变形、中等大变形和严重

大变形；

[0018] 对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进行确定时，当 时，说明

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无大变形；当0.3 时，说明当前

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轻微大变形；当 时，说明当前所

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中等大变形；当 时，说明当前所施工节段

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严重大变形；

[0019] 步骤三、隧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根据步骤二中所确定的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

压型大变形等级，对当前所施工节段的预留变形量进行确定；所确定的预留变形量包括隧

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和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其中，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50mm～

530mm，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 ΔC＝1mm～30mm；并且，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

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越高，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和ΔC的取值均

越大；

[0020] 步骤四、隧道开挖施工：根据步骤三中所确定的当前所施工节段的预留变形量，且

沿隧道纵向延伸方向，由后向前对当前所施工节段进行开挖施工；

[0021] 步骤五、下一节段开挖施工：按照步骤一至步骤四中所述的方法，对所施工软弱围

岩隧道的下一节段进行开挖施工；

[0022] 步骤六、多次重复步骤五，直至完成所施工软弱围岩隧道的全部开挖施工过程。

[0023] 上述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每个所述节段的长度

为50m～200m。

[0024] 上述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步骤一中对当前所施

工节段围岩的岩体强度Rb进行测试时，通过对现场所取岩样进行室内试验，测试得出当前

所施工节段的围岩基本力学参数，并根据测试得出的围岩基本力学参数对岩体强度Rb进行

计算；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岩体强度Rb为岩体单轴抗压强度。

[0025] 上述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是：对岩体强度Rb进行计

算时，根据莫尔-库仑强度准则或霍克-布朗强度准则进行计算。

[0026] 上述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步骤一中对围岩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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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地应力σmax进行测试时，采用水压致裂法进行测试。

[0027] 上述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

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严重大变形时，隧道拱部

预留变形量C1＝470mm～530mm，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260mm～275mm。

[0028] 上述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

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严重大变形时，隧道拱部

预留变形量C1＝500mm，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270mm。

[0029] 上述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

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中等大变形时，隧道拱部

预留变形量C1＝300mm～510mm。

[0030] 上述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

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中等大变形时，隧道拱部

预留变形量C1＝450mm～510mm。

[0031] 上述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

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无大变形时，隧道拱部预

留变形量C1＝50mm～150mm；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轻微大变形时，

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150mm～250mm。

[003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33] 1、方法步骤简单、设计合理且投入成本低。

[0034] 2、设计合理且实现方便，将所施工隧道由后向前分为多个节段分别进行开挖施

工，并且对各节段进行开挖施工时，均根据所确定的当前所施工节段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

对预留变形量进行确定；所确定的预留变形量合理，且更符合工程实际。

[0035] 3、所采用的挤压型大变形分级标准设计合理，根据测试并计算得出的强度应力比

对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进行确定，且将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分为四个等级，即无

大变形、轻微大变形、中等大变形和严重大变形，实际分级简便、实现方便、可操作性强，并

且所确定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能准确反映围岩的四种程度大变形状况，更符合工程实际。

[0036] 4、采用基于挤压型大变形等级对预留变形量进行确定，确定方法步骤简单、设计

合理且实现方便，只需预先测定围岩的强度应力比，便能准确确定隧道开挖预留变形量，并

且能将围岩的实际大变形状况与所采用开挖预留变形量进行有效结合，使得所确定的预留

变形量更符合工程实际。因而，采用本发明能简便、快速且准确确定隧道开挖变形量。

[0037] 5、使用效果好、实用价值高且推广应用前景广泛，能有效解决高地应力软弱围岩

隧道的预留变形量确定难题，能有效适用至高地应力与极高地应力条件下的软岩大变形隧

道的预留变形量确定中，所确定的预留变形量合理，能有效解决隧道预留变形量不够、隧道

超挖等问题，能有效保证隧道施工安全、可靠，并能大幅度降低施工成本，节约工期。

[0038] 综上所述，本发明方法步骤简单、设计合理且施工方便、使用效果好，根据高地应

力软弱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分级结果确定隧道开挖预留变形量，能简便、快速完成隧道开

挖施工过程且施工过程安全、可靠。

[0039]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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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0] 图1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如图1所示的一种高地应力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方法，沿隧道纵向延伸方向，由

后向前分多个节段对所施工软弱围岩隧道进行开挖施工；多个所述节段的开挖施工方法均

相同；对所施工软弱围岩隧道中任一节段进行开挖施工时，包括以下步骤：

[0042] 步骤一、岩体强度与围岩内部最大地应力测试：对当前所施工节段进行开挖施工

之前，对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岩体强度Rb和围岩内部的最大地应力σmax分别进行测试；

[0043] 步骤二、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确定：根据步骤一中测试得出的岩体强度Rb和

最大地应力σmax，计算得出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强度应力比 再根据计算得出的强

度应力比 对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进行确定；所述挤压型大变形

等级包括四个等级，且四个等级由低至高分别为无大变形、轻微大变形、中等大变形和严重

大变形；

[0044] 对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进行确定时，当 时，说明

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无大变形；当0.3 时，说明当前

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轻微大变形；当 时，说明当前所

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中等大变形；当 时，说明当前所施工节段

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严重大变形；

[0045] 步骤三、隧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根据步骤二中所确定的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

压型大变形等级，对当前所施工节段的预留变形量进行确定；所确定的预留变形量包括隧

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和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其中，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50mm～

530mm，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 ΔC＝1mm～30mm；并且，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

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越高，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和ΔC的取值均

越大；

[0046] 步骤四、隧道开挖施工：根据步骤三中所确定的当前所施工节段的预留变形量，且

沿隧道纵向延伸方向，由后向前对当前所施工节段进行开挖施工；

[0047] 步骤五、下一节段开挖施工：按照步骤一至步骤四中所述的方法，对所施工软弱围

岩隧道的下一节段进行开挖施工；

[0048] 步骤六、多次重复步骤五，直至完成所施工软弱围岩隧道的全部开挖施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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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本实施例中，由后向前对当前所施工节段进行开挖施工时，采用三台阶开挖法进

行开挖。并且，具体是采用三台阶临时仰拱法。

[0050] 实际施工时，所施工软弱围岩隧道为高地应力软岩隧道。

[0051] 并且，所述高地应力软岩隧道为位于高地应力岩层的软岩隧道。目前，国内外学者

对于高地应力这一概念的界定和认识存在很大不同，如我国现行标准涉及岩体初始地应力

分级或评价的有：《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50218-94)、《公路隧道设计细则》(JTG/T  D70-

2010)、《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TB10012-2007)和《水力发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 

50287-2006)等便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高地应力进行判定和等级划分。本实施例中，考虑到

不同岩石强度与地应力的关系，因不同岩体的弹性模量和储能性能是不同的，便以岩石强

度同地应力(即围岩内部最大地应力)的比值(即强度应力比)作为高地应力定义的依据和

判断的标准，具体为《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50218-94)对高地应力的界定和分级，详见表

1：

[0052] 表1 高初始应力地区岩体在开挖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现象

[0053]

[0054] 本实施例中，所述高地应力软岩隧道是指围岩的强度应力比小于7的软岩隧道。

[0055] 因而，高地应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围岩强度(即围岩岩体强度)而言的。也

就是说，当围岩强度与围岩内部的最大地应力的比值(即强度应力比)达到某一水平时才可

能发生软岩大变形。研究表明，当强度应力比小于0.3～0.5时，即能产生比正常隧道大一倍

以上的变形。因此，以围岩强度与最大地应力的比值(即强度应力比)作为大变形分级的一

个评价依据是合理可行的。其中，岩体强度记作Rb；此处，岩体强度为岩体单轴抗压强度。围

岩内部的最大地应力记作σmax，也称为最大主应力。

[0056] 关于软岩的定义，国内外也有十多种解释，这些定义概括的总结为描述性说明、指

标性定义和工程性定义，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应用中体现出了各自的优劣。此处，软岩采用工

程性定义，即工程软岩，并将工程软岩这一概念定义为工程力作用下产生显著塑性变形的

工程岩体，它强调了软岩软、弱、松、散的低强度特性，同时把工程荷载与岩石强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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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定界定软岩的相对性实质。工程软岩主要特点表现在工程岩体、工程荷载及岩体显著变

形。这里所说的工程岩体指地下工程施工影响范围内的岩体；工程荷载指作用在工程岩体

上的力，主要有自重力、构造力、工程扰动等；岩体显著变形则指以塑性变形为主，超过了工

程设计允许变形值，并对工程体的正常使产生影响的弹塑性或粘弹塑性变形。同等工程荷

载下的不同岩体，强度高于工程荷载水平时表现为硬岩特征，反之表现为软岩特性；而同种

岩石，在低工程荷载时表现为硬岩特性，反之表现为软岩特性。

[0057] 由上述内容可知，单纯的高地应力和单纯的软岩都不一定产生大变形的特征，当

两者共同作用时这一特征才得以体现，只有高地应力软岩隧道才会产生挤压型大变形。

[0058] 本实施例中，每个所述节段的长度为50m～200m。实际施工时，可根据具体需要，对

每个所述节段的长度进行相应调整。

[0059] 在岩石地下工程中,由于受开挖影响而发生应力状态改变的周围岩体,称为围岩。

岩体强度是评价岩体力学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对评价工程岩体的稳定性意义重大。现在

运用较多的Mohr-Coulomb(即莫尔-库仑)强度理论等是以假定岩体强度的各向同性为前提

的，这对板岩这种各向异性材料的应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Hoek和Brown在Mohr-Coulomb强

度理论的基础上，分别于1980年和1988年提出了强度参数m和s，将破裂面的应力与c、p值相

联系，形成瞬时强度概念和岩体非线性强度准则，为研究分析板岩的不同破坏过程提供了

适用的强度准则(即霍克-布朗强度准则)。

[0060] 建立岩体强度准则首先要获得岩体的力学参数，而这些参数的获取最准确的方法

便是现场原位试验，但现场原位试验的成本较高、实现过程较为繁杂，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推

广。后将大量学者的研究，形成了以室内试验为基础，通过分析岩体的节理裂隙特性、排除

试样的边界效应、考虑水等对岩体强度有影响的多种因素对岩样的试验数据进行修正，从

而近似获取岩体力学参数。常用的方法有完整性系数Kv修正法、费森科法、Gergi法和Hoek-

Brown强度准则，而以Hoek-Brown强度准则的发展最为完善，这一方法综合考虑了岩体结构

对岩体强度的影响。Hoek等于2002年对先前的Hoek-Brown强度准则进行完善，提出扰动参

数D的概念，后来，国内外的相关学者(如Sonmez、张建海等)从工程适用性角度对Hoek-

Brown强度准则及D值进行修正。

[0061] 本实施例中，步骤一中对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岩体强度Rb进行测试时，通过对

现场所取岩样进行室内试验，测试得出当前所施工节段的围岩基本力学参数，并根据测试

得出的围岩基本力学参数对岩体强度Rb进行计算；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岩体强度Rb为岩

体单轴抗压强度。

[0062] 并且，对岩体强度Rb进行计算时，根据莫尔-库仑强度准则或霍克-布朗强度准则

进行计算。

[0063] 其中，根据莫尔-库仑强度准则对岩体强度Rb进行计算时，先对现场围岩进行取

样，再采用RMT-150C岩石力学试验机对岩样进行单轴和三轴压缩试验，三轴压缩试验围压

分别取1MPa、2MPa、4MPa、8MPa和16MPa。再通过对单轴和三轴压缩试验数据进行分析计算，

得到隧道围岩的岩石力学参数。

[0064] 本实施例中，根据公式 计算得出围岩单轴抗压强度

σcm；式中，c为围岩的岩体粘聚力， 为围岩的岩体内摩擦角，计算得出的σcm＝岩体强度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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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通过室内试验，先测试出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岩体粘聚力c和岩体内摩擦角 这两

个围岩基本力学参数，再根据公式(1-1)计算得出围岩单轴抗压强度σcm。

[0065] 而根据霍克-布朗强度准则对岩体强度Rb进行计算时，Hoek-Brown将“强度应力

比”命名为“挤压因子”，围岩的挤压因子 σcm为岩体单轴抗压强度，P0为围岩最大

地应力且P0＝σmax，采用Nc对围岩的挤压程度(即变形量级、速率与滑移区范围)进行判识。其

中，P0为围岩最大地应力，也称为最大主应力。

[0066] Hoek-Brown根据工程资料统计，提出围岩挤压性分级如表2所示：

[0067] 表2 围岩挤压性分级表

[0068]

[0069] 表2中，“相对变形值”定义为径向位移与隧道半径值之比的百分数。

[0070] 岩体单轴抗压强度σcm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概化地反映岩体强度的参数，由于岩体

结构的复杂性，为综合评价岩体强度，Hoek-Brown给出了岩块单轴抗压强度与岩体强度的

换算拟合公式：

[0071]

公式(1-2)中，σci为岩块强度且其采用点荷载仪测定，因而σci也称为围岩的点荷载强

度；mi为岩石的强度参数，mi取决于岩石性质的材料常数且其反映岩石各组分之间摩擦特

性；GSI为地质强度指标且其为反映各种地质条件对岩体强度削弱程度的参数。

[0072] 实际工程应用中，大量的岩体强度试验尚没有开展或者还没有完成，为了确定岩

石的强度参数mi，由Hoek给出的《按岩组确定完整岩石强度参数mi》表中查找mi的近似值；mi

的取值越高，对应的结晶颗粒咬合越紧密且摩擦越大。其中，《按岩组确定完整岩石强度参

数mi》表详见表3：

[0073] 表3 《按岩组确定完整岩石强度参数mi》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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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0075] GSI为围岩岩体的地质强度指标，GSI的取值范围从0(极差岩体)到100(完整岩

体)。本实施例中，GSI从Hoek-Brown准则的GSI取值表(Roclab，2002)中进行对应选取。

[0076] 本实施例中，步骤一中对围岩内部的最大地应力σmax进行测试时，采用水压致裂法

进行测试。

[0077] 并且，采用水压致裂法对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内部的地应力进行测试后，根据测

试结果得出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内部的最大地应力。

[0078] 实际施工时，对围岩内部的最大地应力σmax进行测试时，也可以采用应力恢复法、

应力解除法(主要包括钻孔变形法和钻孔应变法)、地球物理法(主要包括波速法、x射线法

和声发射法)、地质测绘法等方法进行测试。

[0079] 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

级为严重大变形时，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470mm～530mm，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

260mm～275mm。

[0080] 本实施例中，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

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严重大变形时，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500mm，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

＝270mm。

[0081] 并且，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

变形等级为中等大变形时，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300mm～510mm。

[0082] 本实施例中，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

压型大变形等级为中等大变形时，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450mm～510mm。相应地，隧洞边

墙预留变形量C2＝240mm～255mm。并且，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具体为480mm，隧洞边墙预留

变形量C2＝250mm。

[0083] 本实施例中，步骤三中进行隧道预留变形量确定时，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

压型大变形等级为无大变形时，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50mm～150mm；当当前所施工节段

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轻微大变形时，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150mm～250mm。

[0084] 并且，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无大变形时，隧洞边墙预留

变形量C2＝30mm～80mm；当当前所施工节段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为轻微大变形时，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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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80mm～140mm。

[0085] 实际施工时，可根据具体需要，对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和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

的取值大小进行相应调整。

[0086] 本实施例中，步骤四中根据步骤三中所确定的当前所施工节段的预留变形量，且

沿隧道纵向延伸方向由后向前对当前所施工节段进行开挖施工时，根据步骤三中所确定的

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和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由后向前对当前所施工节段进行开挖施

工。并且，由于隧道预留变形量为将设计开挖线作适当扩大的预留量。因而，对当前所施工

节段进行开挖施工时，步骤三中所确定的隧道拱部预留变形量C1和隧洞边墙预留变形量C2，

对预先设计的隧道拱部开挖轮廓线和隧道左右两侧边墙开挖轮廓线分别向外扩大。

[0087] 本实施例中，步骤一中对岩体强度Rb和最大地应力σmax进行测试，测试得出Rb和

σmax的单位均相同且二者的单位均为MPa。

[0088] 本实施例中，所施工的软弱围岩隧道为位于青海省门源县且全长为6550双延米

(双延米指隧道双洞每延米)的大梁隧道地处海拔3600至4200米的大梁中高山区，轨面最高

高程为3607.4米；正常涌水量为1.53万方，最大涌水量4.58万方；洞身经过砂岩、板岩及F5

断层破碎带。

[0089] 大梁隧道的地层岩性主要为板岩夹砂岩，板岩呈灰白色、灰色及灰黑色，板状构

造，薄层状，主要矿物为石英、长石、绿泥石等，局部可见黑褐色颗粒，节理发育，表层多风化

呈碎片状、砂砾状；砂岩青灰色、浅黄色，砂质结构，层状构造，成份以石英、长石等为主，岩

质坚硬，节理较发育，岩层产状：N45o～80oW/18o～60oN，风化层层厚大于10m。大梁隧道位

于祁连山地槽北祁连褶皱带内，该带为地壳厚度高度变异地带，地质构造复杂，新构造运动

强烈，且经历了多期次构造活动，褶皱、断裂发育。工程区发育1条断层，发育1个向斜。大梁

隧道的水文地质特征如下:地表水:隧道洞身地表支沟冰雪覆盖，夏季有冰雪融水、雨水汇

聚。地表水对隧道工程无直接影响；隧道区地下水类型主要有第四系潜水、基岩裂隙水和构

造裂隙水。

[0090] 大梁隧道隧址区山高坡陡，地表起伏大，地层岩性复杂，由灰岩、砂岩、板岩交互组

成。其中有2000m长段落围岩均以薄层板岩为主，测试为极高地应力、高地应力，出现了挤压

型大变形。薄层板岩为灰白色及青灰色，岩质较软，节理很发育，呈薄片状压碎结构，岩层可

见挠曲现象，致密性好，岩体整体稳定性差，挤压性围岩特征明显。大梁隧道的洞身穿越地

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坡、洪积碎石类土，砂岩，砂岩夹板岩及灰岩夹板岩。隧道通过F5区

域性断裂带，断带宽度约100m，断带物质主要为断层角砾。隧道进口段约940m位于碎石类土

层中，出口段二叠系砂岩破碎并分布有季节性冻土。

[0091] 通过对大梁隧道所处施工位置围岩内部地应力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实测深

度范围内，最大水平主应力最大值为25.14MPa，最小水平主应力值最大值为13.77MPa，垂直

地应力基本等于上覆土层自重应力，铅直孔的侧压系数范围值为λ＝1.89～2.08，隧道区的

水平地应力以构造应力为主，同时表明地应力场以水平应力为主导。

[0092] 根据《工程岩体分级标准》(国标GB50218-94)标准对大梁隧道所处施工位置的地

应力等级进行了划分，强度应力比＝0.40-2.90，表明施工区域为极高地应力区；进口段为

高地应力区。大梁隧道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有断层破碎围岩失稳、高地应力及大变形、突水涌

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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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板岩作为软岩(即软弱围岩)的一种，具有明显的各向异性，层理发育显著，隧道穿

越板岩地层施工难度大、风险高，而当高地应力、丰富的地下水、膨胀性矿物成分与板岩共

存时极易发生大变形。因此，对于板岩隧道的设计与施工是非常困难的。板岩中多含云母、

绿泥石等其他矿物成分，并常与砂岩等其他变质岩共存，板岩的板理现象明显，在含其他矿

物成分或与其他变质岩共存段会形成明显的层理、裂缝等软弱结构面。软弱结构面的存在

使板岩的强度进一步降低，在构造应力的作用下，这些结构面会产生节理、断裂、裂隙等不

连续界面。板岩的板、层状结构使其呈现明显的各向异性，各物理力学参数及强度指标存在

明显的方向性，最终导致板岩的本构模型和强度准则与其他岩体差别很大。

[0094] 通过现场地应力实测，判定大梁隧道处于高构造应力地层与极高构造应力地层，

据该隧道大变形的表现特征界定其为挤压型大变形。其中，高应力与极高应力为挤压型大

变形的内因，大梁隧道开挖扰动引起岩体中原有的较高应变能快速释放，同时大梁隧道以

软弱的薄层板岩为主，最薄处层厚小于5cm。岩体的弹性模量和抗压强度较低，层理、裂隙比

较发育，(极)高地应力与软弱薄层板岩共存使得大梁隧道围岩处于挤压状态，使得变形持

续发展。经实测及分析计算，大梁隧道的围岩强度与围岩内部的最大地应力比值在0.025～

0.126之间。同时，工程扰动为挤压性大变形的外因，从弹塑性理论和弹性理论的角度分析，

隧道开挖后的释放荷载使洞壁围岩压力急速降低，径向应力减小，切向应力增大，应力集中

现象明显，在压应力场的作用下，岩石骨架中的基质发生滑移和扩容，随即发生缺陷或裂纹

的扩容和剪切塑性变形，岩体内的剪应力超过原岩的变形承载力后发生剪切蠕动，最终导

致显著大变形。另外，高地应力作用下的软岩应力扩容膨胀也导致挤压型大变形进一步增

大，并且水的弱化作用不可忽视。

[0095] 由上述内容可知，隧道软岩挤压型大变形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地应力条件、岩体

强度、地质构造影响程度、地下水发育特征、围岩分级、岩石膨胀性等。挤压型大变形的变形

破坏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变形量大；第二、自稳时间短，初期变形速率大；第三、变形持续时

间长；第四、围岩的扰动范围广。

[0096] 本实施例中，为简便起见，采用步骤二中所述的挤压型大变形等级分级标准，并且

结合现场地质素描及围岩变形破坏的统计，得出挤压型大变形分级标准表，详见表4：

[0097] 表4 挤压型大变形分级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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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8]

[0099]

[0100] 本实施例中，采用如图1所示的隧道开挖施工方法，对大梁隧道进行开挖施工，先

根据高地应力软弱围岩的挤压型大变形分级结果确定隧道开挖预留变形量，再根据所确定

的隧道开挖预留变形量进行隧道开挖施工，能简便、快速完成隧道开挖施工过程且施工过

程安全、可靠。

[010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限制，凡是根据本发明

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变更以及等效结构变化，均仍属于本发明技

术方案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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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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