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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分离式隧道的稳定性问题，以浙江省诸永高速公路前坑隧道施工为例，应用FLAC3D软

件对隧道施工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出隧道开挖过程中围岩位移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和空间分布

特点；根据数值模拟结果，对隧道围岩的拱顶沉降和周边收敛情况进行监控量测，从而判定隧道围

岩—支护体系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对支护参数和支护时机提出了合理的建议。结果表明，利用数

值模拟与监控量测相结合的方式对隧道动态设计具有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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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随着新奥法(NATM)在隧道施工中的广泛运用，

现场监控量测作为新奥法的要素之一也越来越得到了

广泛的重视。快速、准确地进行现场监控量测和信息

反馈是应用新奥法施工的关键，通过施工现场的监控

量测所得到的信息，为判断围岩稳定性，确保支护、衬

砌可靠性，修正设计参数、修改施工方法等提供原始依

据，以达到设计合理、施工高效的目的[1-2]。同时，伴随

着计算技术、岩土工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飞速发展，

数值模拟在隧道工程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是解

决岩体结构、围岩与支护的相互作用、隧道围岩压力、

围岩应力与变形等的主要方法 [3-6]。针对某一特定隧

道，将数值模拟与现场监控量测相结合，对隧道动态设

计、合理施工能够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持[7- 10]。

为此，本文以浙江省诸永高速公路前坑浅埋隧道

为研究对象，采用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且功能强大的

有限差分软件FLAC3D对隧道软岩段进行数值模拟,研
究分离式隧道在分步开挖过程中的围岩变形特性，结

合现场施工的监控量测成果，判定隧道围岩的稳定性，

从而为隧道施工的动态设计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2 工程背景

该隧道为上下行分离式隧道，左线设计里程为

K151+ 230~K151+ 730，长 500m；右线设计里程为

K151+240~K151+750，长510m。进口端为缓坡地形，

坡度 15°~30°，残坡积层厚 1.75~14.6m，岩石风化强

烈；出口端为陡坡地形，坡度25°~45°，局部全风化基岩

裸露。地下水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水文地

质条件简单。区内地震活动震级小，强度弱，频度低。

本文选取隧道出口端K151+700断面为研究对象，

上部V3层碎石土及全风化沉凝灰岩，厚约 2.6~4.5m；

隧道围岩为弱风化沉凝灰岩，岩石裂隙较发育—发育，呈

块（石）碎(石)状镶嵌结构，围岩质量较差，属Ⅴ级围岩。

为提高隧道施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该处隧道采

用新奥法上下台阶施工，隧道初次衬砌采用C20喷射

混凝土，厚 25cm，⌀8mm 钢筋网，间距 15cm×15cm，

⌀25mm组合注浆锚杆长3.5m@80cm×80cm，钢格栅间

距 80cm，二次衬砌厚 45cm，具体隧道断面及衬砌结构

如图1所示。

3 隧道围岩—支护体系稳定性判据

对于隧道围岩和支护体系的稳定状况，国的判别

方法各有不同，比较直观的有相对位移、位移变化速

率、位移时态曲线的形态等[11-12]。隧道开挖后的位移时

间曲线，可以通过数值模拟计算和监控量测结合的方

式确定，它是围岩和支护力学行为信息的直接反映。

本文以相对位移和位移变化速率为判据，结合前坑隧

道的地质特征，依照隧道施工规范等资料[13-14]，在确定

本隧道周边允许相对位移值（表1）的基础上，以数值模

拟和监控量测结果进行围岩—支护体系稳定性判定。

4 数值模型

4.1 数值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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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隧道轴线方向的尺寸远大于径向方向的

尺寸,可以沿隧道轴线方向取单位宽度,把本问题作为

平面应变问题考虑[15-16]。

（2）根据隧道断面的几何尺寸以及弹塑性力学理

论和工程类比法，一般选取3~5倍洞径为计算区域[17]。

本模型选取隧道两边各 40m，下部至隧道底部 30m，上

部至地表，由于该截面地表的起伏不大，对隧道应力分

布无影响，故按水平地表处理。

隧道埋深按实际情况 25m，左右洞中心间距

28m。模型左右边界为水平约束，下边界为固定约束，

上边界为自由地表。近地表V3层碎石土及全风化沉凝

灰岩取3m厚，其余均为Ⅴ级围岩。

（3）根据围岩的变形情况以及围岩的材料特性,本模

型采用弹塑性本构模型,破坏准则采用摩尔—库仑准则。

根据以上原则,计算模型和网格划分如图2所示。

4.2 参数的选择

根据数值模型建立的原则，在模拟计算时，Ⅴ级围

岩和上部强风化层的物理力学参数依据现场及室内实

验确定，初期支护采用各向同性弹性模型和经验参数，

计算不考虑二次衬砌结构。

对于节理岩体，通常认为锚杆的作用是将破碎围

岩连接成整体，从力学观点上是主要是提高了围岩整

体的刚度和抗剪强度[18-19]。因此，对于锚固区的模拟主

要通过适度提高围岩的E、C、φ值来模拟。具体物理力

学参数见表2。

围岩

级别

Ⅴ级

上部

围岩

喷混

凝土

加固

圈

弹性模量

E（GPa）
1.5

0.8

21

1.65

泊松

比μ
0.35

0.41

0.20

0.35

容重γ
（kN/m3）

23

18

22

24

内摩擦角

φ（°）
25

20

—

30

粘聚力C
（MPa）

0.15

0.07

—

0.20

表2 围岩与支护结构的物理力学参数

5 开挖过程模拟

5.1 开挖过程模拟

根据现场施工情况以及模拟计算需要，开挖采用

先左洞后右洞、上下断面的施工方法，支护形式为初

衬，如图2所示。

具体的实施步骤是：

（1）开挖左洞上半部，适时对左洞上部进行支护；

（2）开挖左洞下半部，然后适时对左洞下部进行支护；

（3）开挖右洞上半部，然后适时对右洞上部进行支护；

（4）开挖右洞下半部，然后适时对右洞下部进行支护。

具体开挖支护用null模型模拟开挖，用各向同性弹

性模型和改变初期支护单元材料属性来模拟隧道的初

围岩级别

拱脚水平相对静空变化值

Ⅴ
Ⅳ

拱顶下沉相对变化值

Ⅴ
Ⅳ

埋深

<50m

0.29~0.72
0.14~0.43

0.12~0.23
0.09~0.14

50~300m

0.58~2.88
0.29~1.15

0.20~1.58
0.06~0.12

300~500m

2.59~4.32
1.00~1.73

1.15~2.02
0.43~1.15

表1 前坑隧道周边允许相对位移表(%)

注：硬岩取下限，软岩取上限。墙腰水平相对净空变化极限值可

按拱脚水平相对净空变化值乘以1.2~1.3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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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支护。数值模拟过程中，对隧道左洞周边位移量进

行监测，监测点分别为左侧墙、右侧墙和拱顶（图3）。

5.2 模拟计算结果

通过对隧道开挖过程的模拟计算，得出以下结果：

（1）隧道开挖支护后，隧道周边围岩较大范围的塑

性区，具体范围是从拱腰到仰拱两侧（图4）。

（2）图 5为隧道开挖支护后的位移矢量图，由图 5
可知，隧道左右洞周边围岩的变形均朝向洞内。

（3）图 6为隧道垂直和水平方向的最终位移云图，

可以看出，水平收敛主要出现于边墙附近。左洞最大

水平收敛值为 3.77mm，两边墙最大位移值为 1.81mm
和 1.96mm，最 大 下 沉 发 生 在 拱 底 处 ，下 沉 量 为

5.19mm,而仰拱的最大隆起值为4.89mm。

6 监控量测及结果分析

6.1 监控量测

根据 FLAC3D 数值模拟结果，我们选在左洞

K151＋700断面进行监控量测,量测位置包括拱顶、右

拱腰和左右拱脚4个点，量测频率严格依照隧道施工规

范要求。经过1个月的观测记录，绘制得到位移-时间

曲线。限于篇幅，本文仅给出拱顶量测曲线（图7）。
6.2 结果分析

限于篇幅，本文仅给出拱顶沉降的结果。

（1）回归分析。由现场量测所得到的数据具有一

定的离散性，它包含着偶然误差的影响[20]。在隧道监

控量测数据分析中主要是处理位移u和时间 t的关系，

即是采用 u=f(t)函数对采集的位移—时间散点图进行

拟合。图 7显示，由于测量的偶然误差和隧道施工扰

动，绘制的散点图是上下波动和不规则的；接触压力 u

161



2014年第2期西部探矿工程

随时间 t的增加而增加，且最初几天增加较快，以后逐

步趋于稳定。根据上述特点，合适的函数必须是增函

数且收敛,经过对量测数据进行分析比对，本文采用的

非线性回归函数为指数函数：Y=A（1-e-bx)。
通过计算可得回归函数为:Y=5.167(1-e-0.2859x)，该函

数的回归分析相关系数R=99.05%，完全符合现场检测的

精度要求。这表明该隧道拱顶围岩下沉的最终值为

5.167mm，图8为回归分析的拟合结果和实测数据对比图。

（2）量测数据与数字模拟结果比较。将数值模拟

结果与量测数据所得数据放在同一坐标系中，得到如

图9所示位移值随时间变化对比图。可以看出，数值模

拟结果与量测数据曲线形态基本一致。在隧道开挖

后，拱顶沉降急剧增加；在上台阶支护后，形变速率得

到控制，而随着施工步骤的持续，拱顶沉降速率也受到

不同程度的影响，形成波浪形曲线；施工结束后，围岩

在初衬支护阻力的作用下，逐渐趋于稳定。

从最终位移量来看，数值模拟结果稍大于实测结

果，这主要体现在数值模拟未考虑二次衬砌结构的影

响；从相对位移量来看，隧道开挖后，虽然在拱腰和边

墙产生了较大的塑性区，但其相对收敛量最大值仅为

0.07%，远小于隧道周边允许相对位移量。

从以上可以看出，隧道施工安全储备较高，隧道围

岩-支护体系稳定；但所选择的支护参数过于保守，可

适当弱化支护参数，同时，可适当推迟初衬支护的时

间，以充分释放围岩的松动压力。

另外，数值模拟的开挖支护过程属理想状态，而在

实际的现场监控量测中，受到爆破施工等人为因素的

影响，二者的数据难免有一些细小差别，尤其是刚开挖

后的前几天差别更是明显，但都在合理范围内。

7 结论

通过对前坑隧道开挖支护进行数值模拟及现场量

测资料的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有限差分数值模拟结果显示, 隧道周边仰拱两

侧至边墙附近出现较大范围的塑性区。隧道左洞最大

水平收敛值为 3.77mm，两边墙最大位移值为 1.81mm
和 1.96mm，最 大 下 沉 发 生 在 拱 底 处 ，下 沉 量 为

5.19mm,而仰拱的最大隆起值为4.89mm。

(2) 对现场量测数据进行非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各

监测点的位移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并与数值模拟计算

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其相对收敛量最大值远小于

隧道周边允许相对位移量，隧道施工安全储备较高，隧

道围岩—支护体系稳定。

(3) 利用有限差分数值模拟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的

方式对判断隧道围岩—支护体系稳定性具有很好的效

果，能够为隧道施工的动态设计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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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关键路线：路线 1-2-4-8-9-10 耗时为

50min，路线 1-2-4-5-6-8-9-10耗时为 70min，路线

1-2-4-5-6-7-9-10耗时为 60min，路线 1-2-3-5-
6-8-9-10耗时为65min，路线1-2-3-7-9-10耗时为

40min。故关键路线为1-2-4-5-6-8-9-10所耗时长

为70min。因此，施工中，该路线要作为重点来抓，保证

各项工作和整个计划如期完成。

3.5 保证清理工作工期主要措施

（1）管理信息措施。建立对施工进度能有效控制

的监测、分析、调整、反馈信息系统，不断地将实际进度

与计划进度进行比较，如果运行正常可继续执行原计

划，如果发生偏差，应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后，采取相

应的解决措施和方法，对原进度计划进行调整和修订，

然后再进入一个新的计划执行过程。

（2）组织措施。订立进度控制工作制度，落实各层

次进度控制人员、具体任务和工作职责。

（3）经济措施。落实实现进度目标的保证资金，建

立并实施关于工期和进度的奖惩制度。

4 施工效果及分析

通过对施工组织的优化，施工最终能够在要求的

时间内完成，尤其是爆后2h的清理工作，在保证人力、

物力的基础上，也能够使各工序有条不紊地展开，避免

了实际工作中混乱的发生，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实

践证明该施工的组织是有效的，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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