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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武汉钢铁公司金山店铁矿东区地下采场之上是

居民稠密的张福山村和铁路线及车站，面积约 0.9 

km2，地下矿体的开采所引起的地表变形极有可能

危及这些建筑物的安全。为选择合适的开采方案，

开展了地下开采引起地表变形特征及其控制对策问

题的研究[1～5]。该采场有其自身的特点：在这里未

进行过露天开采，不存在露天坑与地下采空区相连

的问题；起采高程在地表以下 200 余米的深处，即

地下采场上面有 200 余米的厚覆盖岩层。研究工作

认为：厚覆盖岩层下的地下采空区可以看成是某种

形态的地下空间，形成这样的地下空间时必然在围

岩中形成破损区，具有这种破损区的地下空间视破

损区的不同状态可能是稳定的，也可能是不稳定 

的；若地下空间是稳定的，则破损区常呈椭球状(在

垂直于矿体走向的截面上呈椭圆形)，且破损区的顶

部距地表有足够的距离。这样的地下空间及其破损

区可以达到自身平衡稳定，因此不宜采用“渐进崩

落”的连续破坏模式来影响地表的移动变形。为此，

采用了数值计算分析和物理模型试验两种模拟方

法，包括二维分析和三维分析，并且进行了多种可

能的假定条件下的结果比较，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得到比较稳妥的地表变形结果。下面仅介绍三维有

限元的计算结果及分析。 

2  地质模型及力学参数 

金山店铁矿东区从 25 勘探线至 44 勘探线，东

西长 1 000 余米，南北宽 900 余米。采区范围内平

行排列的 3 条断层 F1，F3和 F4近东西走向，南倾，

倾角为 87°～55°，其中，F4规模较大，横贯东西。

因此，采区的地质结构大致可以分为 3 部分：以 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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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为界面的上盘以沉积变质岩(如角页岩)为主；

以 F1断层为界面的下盘以石英闪长岩为主；F1～F4

之间的断裂带，其中，包含较破碎的角页岩、岩浆

岩、大理岩等，I，II 号铁矿体即分布其中。I，II

号矿体是该矿区的主要矿体，分布纵贯东西，两者

南北相距 15～200 m，较为集中赋存的标高为－

200～－500 m，亦是拟将要开采的部分。 

采区地表地势西北高，最高高程海拨约 90 m，

东南部高程降至 30 m。32# 勘探线以西，分布着居

民稠密的张福山村；38# 和 39# 勘探线附近有铁路

线和车站。 

各类岩石计算力学参数见表 1。 
 

表 1  岩体计算力学参数 

Table 1  Mechanical pamameters for computation 

岩性 

(或断层) 

容重 

γ /kN·m－3 

内摩擦

角ϕ / (°) 

粘聚力 

c/ MPa 

弹性模量 

E / GPa 

泊松

比µ 

抗压强

度/ MPa 

抗拉强

度/ MPa 

A1：角页岩

C1：岩浆岩
27.0 50 2.0 5 0.25 75～80 0.4 

A2：角页

岩(差) 

B：大理岩

26.0 45 1.0 5 0.30 50 0.2 

C2：岩浆

岩(差) 
27.0 50 1.5 5 0.25 65 0.3 

D：矿石 34.0 38 0.7 4 0.35 50～40 0.1 

断层 

F1，F3，F4

 26 0.18 

法向刚度Kn 

/MN·m－3 

180.0  

切向刚度Ks 

/MN·m－3 

60.0 

  0.05 

注：残余强度：岩石 c残=0.5 c，ϕ 不变；断层 c残=0.0，ϕ 不变。 
 

3  计算模型与计算方法 

3.1 计算几何模型 

计算模型范围东西长1 660 m，南北宽 1 250 m，

垂直方向自地表至－800 m，高约 860 m。三维有限

元网格以 8 节点等参数单元模拟各类岩石和矿体，

以 8 节点等参数节理单元模拟 F1，F3，F4三条断层。

全部网格包含 15 126 个节点，11 909 个岩石单元 

(其中有 703 个矿体单元)和 1 536 个断层节理单元

(图 1～3)。 

3.2 初始地应力场 

(1) 自重应力场 

 

  
图 1  三维有限元网格立体图 

Fig.1  Mesh for 3D F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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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γ 为容重，h 为埋深， µ 为泊松比。 

(2) 自重应力场+水平构造应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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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K ， yK 分别为 x，y 方向水平应力的侧压力

系数，取 0.1=xK ， 5.1=yK 。 xσ ， yσ 作为边界的

面分布荷载加在边界面上，与自重应力荷载共同形

成计算体的初始应力平衡方程的荷载向量，解平衡

方程得初始应力场。 

3.3 开挖卸荷荷载 

在初始地应力场存在的条件下，模拟地下开采

过程的荷载仅为开挖卸荷力。每个开挖单元的卸荷

力由下式计算： 

vqNvBR
vv

d}{][d}{][}{ 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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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T
ee ∫∫ −= σ        (3) 

式中：[B]为单元几何矩阵， }{ 0σ 为单元初应力向量，

[N]为单元形函数矩阵， }{ 0q 为单元体积力向量。 

3.4 三维弹塑性有限元计算方法 

弹塑性有限元按初应力法进行增量迭代混合求

解。把每一开挖步的卸荷荷载分为若干级逐级施 

加，在每一级荷载增量中迭代求解，当前后两次迭

代求得的位移之差小于预先规定的精度(10－4 cm)

后，再施加下一级荷载。 

岩石单元按理想塑性体对待，采用 Drucker- 

Prager 屈服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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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维有限元各计算方案结果 

Table 3  3D FEM calcul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schemes 

计算方案 
地表最大 

沉降/cm 

地表最大水 

平位移/cm 

最大地表倾斜 

T/mm·m－1 

最大地表水平 

变形ε /mm·m－1 沉陷中心 屈服破损区 

基本方案 1 44.3 15.8 1.1 0.8 明显偏东，38#勘探线附近 主要分布在－100 m 高程以下，32#勘探线以东 

基本方案 2 38.4 13.5 0.9 0.8 明显偏东，38#勘探线附近 主要分布在－100 m 高程以下，32#勘探线以东 

对比方案 1 56.8 22.3 1.2 1.1 西移 160 m 有所扩大 

对比方案 2 46.0 17.3 1.1 0.9 西移 160 m 有所扩大 

对比方案 3 99.3 30.5 5.5 2.7  扩展到地表 

对比方案 4 83.2 24.6 3.4 2.7  扩展到地表 

 

 
 

图 4  基本方案 1  地表最大沉陷区及地表最大水平位移位置图 

Fig.4  Location of the maximum subsidence area maximum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of ground surface for scheme No.1 

 

 

图 5  基本方案 1  勘探线 34#纵剖面采空区围岩屈服破损单元 

Fig.5  Failure elements for rock due to excavation in section 34# for scheme No.1 

注：图中数字为单元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