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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断层错动作用下隧道衬砌铰接设计参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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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穿越断层为工程背景，运用有限元方法计算断层错动作用下衬砌的轴向力学特
性，发现断层错动对衬砌的影响集中在错动面两侧 30 m。基于衬砌弯矩沿轴向的分布,初步确定“铰接设计”中
节段长度及节段间柔性连接的宽度。通过正交试验研究衬砌节段长度、柔性连接宽度、柔性连接材料强度 3 种因
素及水平对衬砌内力的影响，并采用极差分析得到“铰接设计”的最优水平组合。结果表明，“铰接设计”是一
种有效的抗错断措施，通过自身变形有效吸收断层错动产生的位移，且能够大幅度减小衬砌沿轴向的内力值，弯
矩、剪力、轴力的降幅均超过 80%。综合比较了纤维塑性混凝土与高性能泡沫混凝土在强度及渗透性方面的优、
缺点，认为纤维塑性混凝土具有一定弹性模量、抗渗性好、抗拉强度和韧性高，可作为柔性连接材料用于铰接设
计，研究结果可为过断层隧洞设计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隧道工程；断层错动；衬砌内力；铰接设计；正交试验；极差分析；抗错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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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arameters of articulated design of tunnel lining under reverse
fault dis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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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fault crossing situation of Xianglu mountain tunnel of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in central
Yunnan province，the axial mechanical response of the lining was calculated by FEM.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fault movement on the lining is concentrated on 30 m in each side of the fault plane. The segment
length and the width of the flexible joints of the articulated design were determined tentatively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ending moment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The orthogonal test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degree of the main factors and their different levels on the internal force of lining. Finally，the optimal
combination for articulated design was obtained by rang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rticulated design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accommodate the displacement of fault dislocation by the deformation. Moreover，the
internal force of lining can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maximum reduction of bending moment，shear for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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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ial force are over 80%. Aiming at flexible material，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fiber-plastic concrete
and high-performance foam concrete in strength and permeability were compared.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fiber-plastic concrete with a certain elastic modulus，good impermeability and higher tensile strength can be used
as a flexible material for articulated design. The general regularity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tunneling across fault zone.
Key words：tunnelling engineering；fault dislocation；mechanical response；articulated design；orthogonal test；
range analysis；fault resisting measure

1

引

言

层错动作用下，破坏集中在柔性连接部位，避免了
整体破坏，抗错断效果明显。黄强兵等[9]采用大比

为防止地震发生时断层黏滑错动或者活动断层

例尺模型试验，研究柔性接头隧道穿越地裂缝带的

长期蠕滑错动引发地下结构发生破坏，公路隧道、

适应性。结果表明：隧道设置柔性接头可以避免衬

铁路隧道及输水隧洞等线性结构在线路选择时，应

砌结构应力集中，具有较强的适应地裂缝大变形的

尽量避开活断层。但在实际工程中，尤其是我国西

能力，对结构起到保护作用。谷柏森等[10]分析了逆

南地区，受地质条件、线路走向和施工条件等因素

断层错动时不同链式衬砌节段长度下，隧道结构应

的限制，隧道不可避免地会穿越活断层。断层错动

力及应变的变化规律与分布特征，并据此探讨了合

作用产生的永久变形，对于穿越其中的隧道往往造

理的衬砌节段设计长度。李 鹏[11]考虑断层错动对

成张拉、扭剪、弯曲破坏，严重者甚至会产生大幅

隧道结构的剪切破坏效应，着重对铰接设计理念及

度错台或整体坍塌。2008 年汶川大地震造成位于震

计算方法进行了研究，并基于荷载–结构法和地层

[1]

中附近的都汶高速公路沿线多座隧道受损严重 ，

结构法对分析了“铰接设计”中衬砌节段长度及节

其中龙溪隧道、龙洞子隧道、紫坪铺隧道、烧火坪

段间连接的剪切刚度。Shahidi A. R.和 M. Vafaeian[12]

隧道洞身衬砌均有不同程度的开裂、仰拱隆起、错

针 对 伊 朗 Koohrang-III 输 水 隧 道 穿 越 Zarab 和

[2]

台等。王明年等 对汶川地震中隧道震害程度进行

Naaleshkenan 活动断裂的情况，提出断层带部分衬

了划分，分为无破坏(A)、轻度破坏(B)、中度破坏

砌采用铰接设计，节段间采用塑性混凝土作为柔性

(C)和严重破坏(D) 4 种，对震区隧道震害调查进行

连接材料，来适应断层错动时地层的变形，并通过

了总体评价并保存了震区隧道震害的珍贵资料。断

数值计算，确定了适宜的衬砌节段长度和柔性连接

层错动导致的错台会造成隧道无法立即修复、使用，

宽度。D. S. Kieffer 等[13]在美国 Claremont 输水隧道

引起不可估量的损失。何 川等[3]通过振动台模型试

穿越 Hayward 活动断裂的抗错断改进设计中，提出

验及数值计算，对跨断层破碎带隧道的动力响应进

采用扩大截面尺寸、导坑回填混凝土并在衬砌中施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断层破碎带段衬砌具有最大的

加减震缝的方法来适应断层错动位移，从而减轻断

内力峰值，在地震过程中易产生破坏。除发震断层

层错动对输水管道的危害。M. Russo 等[14]提出了隧

外，次级断层错动同样对隧道结构产生较大破坏力。

道衬砌节段间采用刚度相对较小的柔性连接的抗断

因此，隧道抗断问题成为除减震外亟待解决的关键

防护设计辅之以隔离消能减震层，并将此设计应用

问题。

于土耳其 Bolu 公路隧道，起到了良好的抗错断效

目前，国内外关于断层错动作用下隧道的力学

果。I. Anastasopoulos 等[15]通过数值计算方法，研

响应及对应措施的研究层出不穷。熊 炜等[4]采用有

究了希腊某穿越 Rion-Antirrion 海峡的沉管铁路隧

限元方法模拟正断层环境下，公路山岭隧道衬砌的

道在正断层错动及地震动作用下的力学及变形特

受力变形，针对断层错动量、断层倾角、隧道埋深

征，并据此设计了相应的抗错断及减震措施。李

以及隧道与断层的交角 4 个主要因素分别进行组合

学锋等[16]运用数值分析，研究了变形缝间距对跨断

计算，并由此归纳出衬砌的破坏模式。刘学增等[5-8]

层隧道内力与变形的影响，结果表明，变形缝间距

通过模型试验，研究了正断层黏滑错动、逆断层黏

越小，隧道整体柔性越大，二次衬砌不致出现过大的

滑错动作用下跨断层隧道结构的受力、变形、损伤

应力，有利于隧道的抗错断。梁文灏和李国良[17]根

特征，并分析采用铰接设计后衬砌的受力、变形过

据乌鞘岭隧道穿越断层破碎带的地质概况，设计中

程与特征。结果表明：铰接式衬砌结构在正、逆断

采取预留变形量的措施，来适应断层错动产生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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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炉山隧洞”。本文计算原型选取香炉山隧洞，

久位移。
尽管目前很多隧道工程针对穿越断层的情况均

隧洞全长 63.426 km，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发育多

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关于隧道穿越断裂带的抗错

条大断(裂)层，其中龙蟠—乔后(F10)、丽江—剑川

断措施及相应计算方法还未形成体系。本文以滇中

(F11)及鹤庆—洱源(F12)断裂为全新世区域活动断

引水工程香炉山隧道穿越丽江—剑川 F11–3 断层

裂，该组断裂与线路大多呈中等角度及大角度相交。

为基础，建立数值计算模型，模拟 75°断层错动作

其中丽江—剑川断裂东支(F11–3)为一规模较大的

用下衬砌的力学响应，并据此初步确定铰接设计的

左旋逆冲性质断层，断层走向 NE10°，倾向 NW，

相关参数，通过正交试验进行不同因素及水平组合，

倾角 75°左右，主断裂宽约 30 m，构造岩主要为灰

得到各工况下衬砌内力的减小程度，利用极差分析

黄～灰褐色断层角砾岩，胶结较好，区域地震构造

确定铰接设计各因素的最优水平组合。

纲要图如图 1 所示。据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
资料，香炉山隧洞轴线部位该断裂活动以黏滑为主，

2

计算模型及参数

但也存在一定量的蠕滑运动，水平滑动速率 2.0～
5.0 mm/a，垂直滑动速率为 1.0～1.3 mm/a。
2.2 模型建立及参数选取

2.1 工程概况
滇中引水工程是从金沙江上游石鼓河段取水，

模型总长度为 320 m，取 F11–3 断层错动面前、

以解决滇中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的特大型跨流域引

后各 160 m 建立计算模型，断层倾角 75°，主断裂

(调)水工程。输水总干渠包含多座隧洞、渡槽、暗

与影响带宽度约为 60 m，主断裂带围岩类别为 V

涵等，其中隧洞工程有 63 座。引水工程大理 I 段线

类，两侧围岩为 III 类，地质剖面见图 2。

路的渠首建筑物(冲江河至松桂镇段)以隧洞型式穿

香炉山隧洞断面形式为圆形，直径 8.40 m，设

越金沙江与澜沧江的分水岭——马耳山脉，称为

计水深 6.38 m，丽江—剑川主断裂带前后采用钻爆

图1
Fig.1

丽江—剑川断裂展布及引水线路轴线剖面图

Sketch of Lijiang-Jianchuan fault distribution and profile of water diversion line 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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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上、下盘以及围岩与衬砌之间采用库仑摩
F11–3 断裂带

8.4 m

隧道轴线
V 类围岩

III 类围岩

110 m

擦，关于围岩与围岩以及围岩与衬砌之间摩擦因数
砂岩–砂岩、砂岩–混凝土接触试样，分别代表

III 类围岩

围岩–围岩、围岩–衬砌的接触情况，试样示意图

60 m

图2
Fig.2

的选取，进行了相应的剪切试验。剪切试验采用

320 m

见图 4。通过直剪试验得到围岩与衬砌之间(砂岩–混

地质剖面简图

凝土)的摩擦因数为 0.85，断层上、下盘(砂岩–砂
岩)之间的摩擦因数为 0.63。

Sketch of geological profile

P

P

法施工，初期支护采用锚固并挂网喷射 10 cm 厚的
混凝土

C25 混凝土，二次衬砌采用 C30 钢筋混凝土厚 55
cm。数值计算采用三维地层–结构模型，为弱化边

接触

剪
切
方
向

砂岩
接触

剪
切
方
向

界效应，模型边界取隧洞直径的 6 倍，埋深由上覆
岩体厚度确定，隧洞模型如图 3 所示。本次计算中，

砂岩

二次衬砌仅考虑服役期正常使用状态，不考虑围岩

图4

压力，只是作为安全储备。

图3
Fig.3

剪切试验试样剖面图

Fig.4 Cross-section of shear test specimen

隧洞模型示意图
Sketch of tunnel model

根据勘测资料并结合室内试验，得到香炉山隧
洞工程相关的岩石物理力学参数值如表 1 所示。围
岩、断裂带材料均采用 Drucke-Prager 屈服准则[18]
进行模拟。本文重点讨论铰接设计的节段长度、柔
性连接缝宽度及柔性连接材料与衬砌节段材料强度
的比值对铰接设计效果的影响程度，获得一般规律，
因此初期支护材料、二次衬砌及柔性连接材料均采
用基于胡克定律的线弹性材料。
表1

砂岩

材料参数表

Table 1 Parameters of materials
名称

密度/
－
(kg·m 3)

弹性模量/
GPa

泊松比

内摩擦角/
(°
)

黏聚力/
MPa

围岩

2 650

10.0

0.25

40

1.0

破碎带

2 200

2.0

0.30

28

0.1

初期支护

2 500

25.5

0.20

-

-

二次衬砌

2 500

30.0

0.2

-

-

柔性材料

2 000

-

0.3

-

-

注：柔性材料的弹性模量在下文中确定。

2.3 边界条件
断层错动产生的围岩永久变形是导致隧道衬砌
破坏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计算活动断层错动作用下
隧道衬砌的响应时，可按照拟静力方法计算。分析
过程中，模型顶面施加法向应力模拟埋深情况，应
力大小通过上覆埋深岩土体自重确定。首先进行地
应力平衡，其次对隧道进行开挖和支护模拟，模拟
断层错动时约束下盘边界节点，上盘左、右两侧边
界施加法向约束，通过局部坐标系在上盘底部施加沿
错动方向的位移，来模拟逆断层错动过程，根据前述
可研资料，该断层 100 a 垂直错动量为 0.13 m，计算
中考虑 1.5 倍的安全系数，施加的错动位移为 0.2 m。
2.4 衬砌轴向力学响应
断层错动对衬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衬砌轴向的
弯曲、拉压和剪切，因此本文中以衬砌轴向每个横
截面的弯矩、轴力和剪力表示衬砌的力学响应。图 5
为断层错动作用下衬砌沿轴向的内力分布曲线，由
于衬砌远端内力变化不明显，故图中轴向距离取错
动面两侧共 160 m 范围。由图 5 可以看出，衬砌轴
力与剪力值在错动面处达到最大值，弯矩最大值出
现在断层错动面两侧约 10 m 处。当截面远离断层
带一定距离后，内力变化趋于平缓，收敛于一个稳
定的较小值。

3

铰接设计参数优化正交试验

3.1 “铰接设计”参数初步确定
“铰接设计”即将断层带及其两侧一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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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矩/(MN·m)

600

由数值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在地层的限制作用

A

弯矩

400

下，弯矩沿隧道轴向呈反对称分布，其值在断层错

200

动面两侧 30 m 范围内变化较为剧烈，向两端逐渐
LAB

0

减小，衬砌 80%以上的弯曲变形集中在该范围。弯
矩正、负最大值所在的轴向位置分别设为点 A 和 B，

－200

A，B 之间的轴向距离设为 LAB，如图 5(a)所示。根

－400

据衬砌变形特征，可以通过衬砌轴向正、负弯矩最

B
－600
－80

0

－40

40

80

距错动面距离/m

100

大值之间的距离初步确定节段长度的取值范围[12]。
图 7 为基于铰接设计的衬砌在断层错动作用下变形

(a) 弯矩

示意图，设断层错动的垂向位移为u，节段长度为
Lp，柔性连接宽度为 Lj，断层错动时衬砌在围岩作

轴力

用下发生弯曲的极限弯曲曲率为u，则断层错动量

0
轴力/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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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衬砌节段长度以及柔性连接宽度的关系可以表示
为下式：

－100

Lj 

－200
－300
－80

0

－40

40

80

距断层面距离/m

(1)

式中：u 为断层错动位移。
u

(b) 轴力
200

u

u Lp

Lj

剪力

剪力/MN

u

150
100
50
0

u

图7
－50
－80

0

－40

40

80

距断层面距离/m

Fig.7

“铰接设计”式衬砌变形示意图

Diagram of deformation of tunnel lining with flexible
joints

(c) 剪力

图5
Fig.5

内力沿轴向分布曲线

Internal force distributions along tunnel axis

的衬砌通过柔性连接分为相对独立的节段，断层错
动时破坏集中在柔性连接部位，两侧节段损坏程度

根据李 鹏[11]研究得到弯曲变形处的弯曲曲率

u 取值为 0.015，由弯矩分布曲线得到 LAB = 20 m，
为保证断层错动作用下柔性连接先于衬砌节段发生
破坏，则衬砌节段长度 Lp≤LAB。当 Lp 取最大值，
即 Lp = 20 m 时，则根据式(1)计算得到柔性连接处

较小，从而避免结构发生整体破坏。有限元计算中，

宽度最小值 Lj = 0.7 m。衬砌的节段长度、柔性连接

初期采用连续支护，断层带处二次衬砌根据变形特

处宽度以及柔性连接材料的性质对衬砌的受力特征

征划分节段，节段间为柔性连接，衬砌“铰接设计”

有很大影响，因此合理确定 Lp 和 Lj 的取值，并选择

如图 6 所示。

合适的柔性连接材料在铰接设计中尤为重要。根据
式(1)只能计算得出保守估计，鉴于此本文将在上述
衬砌节段

钢筋
二次衬砌
初期支护

和柔性连接材料的强度进行数值计算，研究上述 3
种因素不同水平下的组合正交试验[16-17]，得到不同

衬砌铰接设计示意图

组合下衬砌内力沿轴向的分布，并与未进行铰接设

Diagram of articulated design of tunnel lining

计的衬砌内力进行对比，根据各组合对衬砌内力的

图6
Fig.6

计算的基础上，针对衬砌节段长度、柔性连接宽度
柔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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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程度确定最佳组合，从而得到适用于香炉山隧

未铰接
试验ˉ7
试验ˉ8
试验ˉ9
试验ˉ4
试验ˉ5
试验ˉ6
试验ˉ1
试验ˉ2
试验ˉ3

洞穿越断层段的“铰接设计”方案。
140

3.2 正交试验
剪力/MN

考虑到目前隧道施工中使用的混凝土衬砌台车
长度一般为 6～12 m，这里衬砌节段长度 3 个水平
分别取 8，10，12 m。根据式(1)得到柔性连接处宽

80

20

度最小为 0.7 m，正交试验中该因素水平分别取为
－40
－20

0.70，0.85，1.00 m。柔性连接材料强度按照与衬砌

0

－10

节段材料强度的比值确定，分别取为衬砌节段材料
强度的 1/50，1/100，1/200。由于只有 3 个主要因
素，正交试验采用最为接近的 L9(3 )正交试验表，
最后一列为空列，各因素及水平如表 2 所示，共进

0

行 9 次试验。

水平

节段
长度/m

接缝
宽度/m

柔性连接材料强度
与衬砌节段强度的比值

1

8

0.70

1/50

2

10

0.85

1/100

12

1.00

轴力/MN

正交试验各因素及水平

Factors and corresponding levels of orthogonal test

3

未铰接
试验ˉ7
试验ˉ8
试验ˉ9
试验ˉ4
试验ˉ5
试验ˉ6
试验ˉ1
试验ˉ2
试验ˉ3

－50

表2

20

(b) 剪力
50

4

Table 2

10

距错动面距离/m

－100
－150
－200
－250
－300
－30

－20

－10

0

10

20

30

距错动面距离/m

1/200

(c) 轴力

3.3 正交试验结果分析
正交试验所得的弯矩、剪力、轴力分布曲线如
图 8 所示，由图 8 可以看出，采用铰接设计后，同
样的断层错动量，弯矩、剪力、轴力分布形式基本
与未采用铰接设计时相同，曲线仅在柔性连接处存
在差别，原因是柔性连接材料由于强度较低，受到
外力容易发生破坏，不能传递或只能传递较小的内
力，故曲线在柔性连接处内力值较小。总体来看，
采用铰接设计能够很大程度上减小衬砌截面内力。
表 3 列出了 9 次试验中弯矩、剪力、轴力最大
值的减小程度。由表 3 可以看出，“铰接设计”的
800
600

弯矩/(MN·m)

400
200

未铰接
试验ˉ7
试验ˉ8
试验ˉ9
试验ˉ4
试验ˉ5
试验ˉ6

同组合对内力值的减小程度存在较大差别。为得到
对衬砌内力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及水平组合，需要
对上述正交试验结果进行多指标极差分析。令 Kjm
为第 j 列因素 m 水平所对应的试验指标和，这里试
验指标指的是最大弯矩、剪力、轴力的减小幅度，
以百分比表示。K jm 为 Kjm 的平均值，由 K jm 的大小
可以判断 j 因素的优水平和各因素的优水平组合，
即最优组合。Rj 为第 j 列因素的极差，即 j 列因素
所示：
R j  max( K j1，K j 2，，K jm ) 
min( K j1，K j 2，，K jm )

－400
0
距错动面距离/m
(a) 弯矩

10

(2)

Rj 值反映出第 j 列因素的水平变动时，试验指

试验ˉ1
试验ˉ2
试验ˉ3

－200

－10

节段长度、柔性连接宽度和柔性链接材料强度的不

各水平下的指标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如下式

0

－600
－20

图 8 正交试验中内力沿隧道轴向分布曲线
Fig.8 Internal force distributions along tunnel axis in
orthogonal test

标的变动幅度。Rj 越大，说明该因素对试验指标的
影响越大，也就越重要，因此，依据极差 Rj 的大小
20

就可以判断各影响因素的主次。
表 4 列出了各因素水平下的试验指标和 Kjm，
平均值 K jm 以及 Rj 值。由表 4 可以看出，节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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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正交试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the orthogonal test
因素及水平

试验
编号 节段长度/m 接缝宽度/m

试验结果

柔性连接材料强度(与衬砌节段强度的比值)

最大弯矩减小幅度/%

最大剪力减小幅度/%

最大轴力减小幅度/%

1

8

0.70

1/200

81.38

80.00

84.33

2

8

0.85

1/50

56.35

64.20

68.63

3

8

1.00

1/100

75.50

77.99

81.44

4

10

0.70

1/100

65.26

73.28

74.64

5

10

0.85

1/200

77.06

80.40

84.71

6

10

1.00

1/50

60.13

70.23

70.34

7

12

0.70

1/50

46.10

59.66

60.46

8

12

0.85

1/100

55.01

72.93

74.90

9

12

1.00

1/200

70.60

80.80

85.44

表 4 各因素水平下的 Kjm， K jm 和 Rj 的值
Table 4 Values of Kjm， K jm and Rj at all levels of factors
弯矩因素水平
KA1

KA2

KA3

K A1

K A2

剪力因素水平

K A3

Rj

KB1

KB2

KB3

K B1

轴力因素水平)

KB2

K B3

Rj

KC1

171.71 202.45 213.23 57.24 67.48 71.08 13.84 213.39 223.91 222.19 71.13 74.64 74.06 3.51

220.8 229.69

KC3

K C1

234.4

KC 2

KC 3

73.6 76.56 78.13

Rj
220.8

4.5 212.94 217.53 229.02 70.98 72.51 76.34 5.36 219.43 228.24 237.22 73.14 76.08 79.07 219.43
224.2

241.2

度水平为 12 m 时对衬砌内力的作用只反映在第 1，
2，3 次试验中，节段长度水平为 10 m 时对衬砌内
力的作用只反映在第 4，5，6 次试验中，节段长度
水平为 8 m 时对衬砌内力的作用只反映在第 7，8，
9 次试验中。考察节段长度因素进行的 3 次试验中，
柔性连接处宽度因素、柔性连接材料强度因素的不
同水平均只出现了一次，且由于二者之间无交互作
用，上述两因素不同水平的组合对试验指标无影响。
因此，对节段长度因素的 3 个水平来说，3 次试验
的条件是完全一样的。以 Ai，Bi，Ci 分别代表节段
长度因素、柔性连接处宽度因素、柔性连接材料强
度因素，如果节段长度因素对试验指标无影响，那
么其试验指标和的平均值 K A1 ， K A2 ， K A 2 应相等，
但计算结果显然不相等，这是由于节段长度因素变
动水平引起的。因此， K A1 ， K A2 ， K A2 的大小反
映了节段长度因素的各个水平对试验指标影响程度
的大小。同理，柔性连接宽度因素和柔性连接材料
强度因素的各个水平对试验指标的影响也会通过
K Bi 和 K Ci (i = 1，2，3)表现出来。本次多指标极差
分析中要求试验指标的值愈大愈好，即铰接设计对
衬砌内力的减小程度越大，衬砌在断层错动作用下
承受的内力越小越偏于安全。
根据表 4 绘制各指标与因素水平的无量纲趋势
图，如图 9 所示，以便直观反映各因素水平对试验

64.7 74.73

80.4 15.7 199.43 230.98 254.48 66.48 76.99 84.83 199.43

指标的影响程度。根据趋势图初选得到单一试验指标
下各因素的最优水平组合分别为：弯矩减小幅度(%)
为 A3B3C3；剪力减小幅度(%)为 A2B3C3；轴力减小幅
度(%)为 A3B3C3。
100
1/200

80
弯矩减小幅度/%

162.58 195.77 229.04 54.19 65.26 76.35 22.16 194.09

8m
60

1.0 m
0.7 m
0.85 m

10 m
12m

1/100
1/50

40
20
0

节段长度

柔性连接宽度 柔性连接材料强度
与节段强度比值
因素水平
(a) 弯矩减小幅度

100
剪力减小幅度/%

192.74 188.42 206.24 64.25 62.81 68.75

KC2

80
60

8m

10 m
12 m

1.0 m
0.85 m
0.7 m

1/200
1/100
1/50

40
20
0

节段长度

柔性连接宽度 柔性连接材料强度
与节段强度比值
因素水平
(b) 剪力减小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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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错动作用下，A3B3C3 组合的铰接设计中衬砌内

80
60

1/200
8m
10 m
12 m

1.0 m
0.85 m
0.7 m

1/100

力值最小，较未采用铰接设计的衬砌来说内力值大
幅减小，能够起到良好的抗错断效果。

1/50

40

4

柔性连接材料探讨

20
0

节段长度

柔性连接宽度

柔性连接材料强度
与节段强度比值

因素水平
(c) 轴力减小幅度

图9
Fig.9

各指标随各因素水平的变化趋势图

Trend map of each index with the level of each factor

由于 3 个试验指标单独分析出来的最优组合并
不一致，必须根据因素对 3 个指标影响的主次顺序，
综合考虑，确定出最优组合。首先确定没有矛盾的
因素水平，即如果对 3 个指标影响都重要的某一因
素及水平是一致的，对此因素即选此水平为好。在

数值计算得到衬砌最大主应变云图如图 10 所
示，这里以 1～3 号试验结果为例。由主应变云图可
以看出，相同的断层错动位移，衬砌最大主应变主
要集中在柔性连接部位，且越靠近错动面处，柔性
连接处应变越大，节段部分应变较小，说明断层错
动作用下柔性连接处吸收了大部分地层变形，且柔
性连接材料强度越低，主应变值也相应越大。衬砌
混凝土属于脆性材料，应变较大时，易出现开裂或
脆断，铰接设计能够有效避免衬砌节段产生较大应
变。由图 7 可以看出衬砌变形时柔性连接处将受到
较大拉压应力和弯曲应力，由此可以得出：作为柔

本试验中柔性连接处宽度因素、柔性连接材料强度

性连接材料应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与韧性，从而能

因素可以确定第 3 水平为最佳水平，对于节段长度

够保证应变较大时不至发生脆性破坏，继续保持一

因素应单独考虑。

定强度和防水性。

对节段长度因素而言，如果按照对弯矩减小量
的影响程度，取 A3 为好；如果按照对剪力减小量的
影响程度，取 A2 为好；如果按照对轴力减小量的影
响程度，取 A3 为好，因此节段长度因素可取 A2 与
A3。但是节段长度因素取 A2 水平时，剪力减小量比
取 A3 水平时增大了 0.78%，但是弯矩减小量比取 A3
水平时减小了 5.06%，轴力减小量比取 A3 水平时减
小了 2.01%，综合平衡节段长度因素对 3 个试验指
标的影响程度，确定其应取 A3 水平。因此，各因素
的最优水平组合为 A3B3C3。但是，本次试验铰接设
计因素的最优组合 A3B3C3 并不在实施的 9 个试验之
中，这表明正交试验结果不仅反映了已开展的试验

注：节段长度为 8 m，柔性连接宽度由上至下依次为：0.7，0.85，1.0 m

信息，对全面试验信息也能够反映。因此，为了避
免因素水平较多时需依次进行大量的试验，按照正

图 10
Fig.10

衬砌最大主应变云图

Contours of maximum principal strain of lining

交表设计试验方案进行部分试验是可行的，没有必
要进行全面试验。这里追加一次试验加以验证
A3B3C3 因素水平下衬砌内力的减小情况。

就香炉山隧道穿越 F11–3 断裂带而言，上述正
交结果显示节段长度为 8 m，柔性连接宽度为 1.0 m，

按照 A3B3C3 因素及水平建立衬砌模型，施加同

柔性连接材料强度为衬砌节段材料强度的 1/200

样的错动位移，得到弯矩、剪力及轴力分布曲线，

时，衬砌的弯矩、剪力和轴力最大值减小程度分别

按照上述方法提取三者内力的最大值，并与未采用

达到 84.64%，81.78%，86.02%，效果最佳。归纳来

铰接设计的衬砌内力进行对比，得到弯矩、剪力及

看，铰接设计中节段长度越短、柔性连接处宽度越

轴力减小量的最大值分别为 84.64%，81.78%，

大、柔性连接材料强度越低，对衬砌内力影响程度

86.02%。与上述 9 次试验结果对比分析发现，相同

越大。然而，隧道施工中必须考虑衬砌台车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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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段长度不能够无限缩短，柔性连接处宽度也应在

土进行了渗透性试验，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纤维虽

计算结果的基础上根据防水要求或施工条件进行适

然对塑性混凝土的强度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却能

当调整，柔性连接材料的选取首先应综合考虑其强

显著提高其抗渗性能。因此应选择最优纤维掺量，

度和防水性，这里针对正交试验结果，对柔性链接

在保证强度的同时减小渗透性。
(4) 抗拉强度。对高性能泡沫混凝土及纤维塑

材料的选择进行适当探讨。
正交试验所得的柔性连接材料强度的最优水平

性混凝土进行了劈裂抗拉强度试验，结果表明二者

为节段材料强度的 1/200，混凝土弹性模量为 30 GPa

抗拉强度均随着纤维掺量的增大逐渐增大，泡沫混

时，柔性连接材料的弹性模量宜为 0.15 GPa 左右，

凝土的劈裂抗拉强度较塑性混凝土略低一些，如

此时有以下材料可供选择：(1) 高性能泡沫混凝土；

图 12 所示。
0.6

相应的研究，获得了力学性能以及渗透性的一般规

0.5

劈裂抗拉强度/MPa

(2) 纤维塑性混凝土。前人对上述 2 种材料均做了
律，本文也在提高 2 种材料的抗拉强度和韧性指标
方面进行了相关试验研究，归纳试验结果如下：
(1) 抗压强度。高性能泡沫混凝土与纤维塑性
混凝单轴压缩试验的应力–应变曲线如图 11 所示。

0.4
0.3
0.2

由图 11 可以看出，二者峰值强度相差不大，但纤维

0.0

塑性混凝土在峰后表现出良好的延性。高性能泡沫

0.0

0.1

泡沫混凝土

0.2

0.3

0.4

纤维体积掺量/%

混凝土峰后延性相对较差，主要原因是其内部孔隙
较多，尽管纤维能能够提供一定的抗拉能力，但材

塑性混凝土

0.1

图 12
Fig.12

料整体仍然表现出类似脆性破坏的特征。就残余强

劈裂抗拉强度随纤维体积掺量的变化规律

Curves of splitting tensile strength with respect to fiber
volume fraction

度来说，达到相同应变时纤维塑性混凝土残余强度
较高性能泡沫混凝土高出约 50%。

综上所述，高性能泡沫混凝土与纤维塑性混凝
土在强度与渗透性方面均能满足柔性材料要求，考

应力/MPa

3.5
3.0

虑峰后延性与抗拉强度，纤维塑性混凝土抗拉强度

2.5

更高且韧性更强，因此在选择柔性连接材料时，可

2.0

以考虑采用纤维塑性混凝土。

1.5

5

1.0
0.5

塑性混凝土

0.0
0.00

0.02

0.04

0.06

0.08

0.10

应变

图 11
Fig.11

结

论

泡沫混凝土

通过数值分析得到衬砌各截面内力沿轴向的分
布，据此初步确定了“铰接设计”中节段长度和柔

单轴压缩应力–应变曲线

Stress-strain curves of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 for
fiber plastic concrete and foam concrete

性连接宽度的取值。在此基础上进行正交试验，研
究铰接设计的节段长度、柔性连接处宽度、柔性连
接材料强度的最优化组合，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2) 弹性模量。不同密度的泡沫混凝土弹性模

(1) 数值计算结果表明，衬砌内力沿轴向主要

量一般为 0.1～0.7 GPa，纤维塑性混凝土的弹性模

集中在断层错动面及其两侧 30 m 范围内，说明 80%

量随纤维掺量的不同变化范围为 0.2～0.6 GPa。弹

以上的衬砌变形集中在此范围，断层带对衬砌的影

性模量方面二者均满足柔性要求。

响范围存在一个限值，根据该值可以判断衬砌受断

(3) 渗透性。对于高性能泡沫混凝土，赵武胜
[21]

层错动影响发生严重破坏的范围。

通过在纤维泡沫混凝土中加入防水剂，并调整

(2) “铰接设计”使得断层错动时破坏主要发

泡沫混凝土组分配合比来提高泡沫混凝土的防水性

生在柔性连接处，避免衬砌发生整体破坏。由于柔

能，从而既保证了泡沫混凝土遇水后强度不会受到

性连接材料刚度较低，不能传递或仅能传递较小内

影响，又能够保证施工后隧道的防水性能。对于塑

力，故在柔性连接处衬砌内力值较小。

等

性混凝土的渗透性，王四巍等

[22-24]

对纤维塑性混凝

(3) 正交试验结果表明，无论何种铰接参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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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铰接设计”均能够较大幅度地减小由于断层

响的数值分析[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0，29(增 1)：2 845–

错动作用引起的衬砌内力，因此可以作为有效的抗

2 852.(XIONG Wei，FAN Wen，PENG Jianbing，et al. Numerical

错断措施。对于具体工程，应综合考虑其地质条件、

analysis of effect of normal fault activity on road mountain tunnel

施工条件等，选择合理的“铰接设计”因素及水平，

project[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从而达到最优抗错断效果。

2010，29(Supp.1)：2 845–2 852.(in Chinese))

(4) 通过对比分析，抗压强度、弹性模量、渗

[5]

刘学增，林亮伦. 75°
倾角逆断层黏滑错动对公路隧道影响的模型

透性等因素相差不大时，纤维塑性混凝土在峰后延

试验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1，30(12)：2 523–2 530.

性、抗拉强度方面优于高性能泡沫混凝土，更加适

(LIU Xuezeng，LIN Lianglun. Research on model experiment of effect

合作为“铰接设计”的柔性连接材料。

of thrust fault with 75°dip angle stick-slip dislocation on highway

(5) 针对香炉山隧洞服役期内逆断层累积错动

tunnel[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11，

距离为 0.2 m 的情况，得到最优铰接设计参数为：
节段长度为 8 m，柔性连接宽度为 0.7 m，柔性连接

30(12)：2 523–2 530.(in Chinese))
[6]

刘学增，林亮伦，桑运龙. 逆断层黏滑错动对公路隧道的影响[J].

材料强度为节段强度的 1/200，此时衬砌的弯矩、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0(7)：1 008–1 014.(LIU

剪力、轴力减小幅度最大，分别达到 84.64%，

Xuezeng，LIN Lianglun，SANG Yunlong. Effect of thrust fault

81.78%，86.02%，能够起到良好的抗错断效果。

stick-slip rupture on road tunneI[J].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2012，40(7)：1 008–1 014.(in Chinese))

鉴于断层活动的复杂性及工程条件的多样性，
隧道“铰接设计”需要结合工程情况具体分析。本

[7]

刘学增，刘金栋，李学锋，等. 逆断层铰接式隧道衬砌的抗错断效

文在研究节段长度、柔性连接处宽度、柔性连接材

果试验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5，34(10)：2 083–2 090.

料强度的最佳组合时，为得到规律性结果对衬砌材

(LIU Xuezeng，LIU Jindong，LI Xuefeng，et.al.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effect of anti-dislocation of highway tunnel lining with hinge joints

料做了弹性假设，具体施工中应考虑材料参数的选

in thrust fault[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取。实际工程中，对于主要因素如节段长度，一定

Engineering，2015，34(10)：2 083–2 090.(in Chinese))

要选择最优水平，而对于次要因素，如柔性连接材
料强度，则应权衡利弊，综合考虑施工工艺、施工

[8]

刘学增，林亮伦，王煦霖，等. 柔性连接隧道在正断层黏滑错动下
的变形特征[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3，
32(增 2)：
3 545–3 551.

成本、劳动条件等因素来选取水平，从而达到最佳

(LIU Xuezeng，LIN Lianglun，WANG Linxu，et al. Deformation

抗错断效果。

characteristics of tunnel with flexible joints affected by normal fault
stick-slip disloc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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