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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井巷道围岩扰动应力场与开挖扰动区的形成密切相关。然而，受现场地质条件和监测技术制约，尚难以

准确获得围岩扰动应力的演化过程。为此，首先通过原位监测得到深井巷道围岩开挖扰动区的演化特征；然后，

基于监测结果利用反分析的方式构建能较为准确地模拟围岩开挖扰动区演化特征的数值模型；最后，通过这一模

型分析了深井巷道掘进过程中围岩扰动应力场的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当工作面未掘进至监测断面时，由于

工作面前方岩体空间约束，测点应力值基本没有变化；当工作面掘进过监测断面后，巷道帮部、顶底板的主应力

大小和方向均发生了变化；通过对比扰动应力场与原位监测得到的开挖扰动区的演化特征，发现两者的部分演化

特征较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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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ng the vari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and analyzing the disturbed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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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sturbed stress field in deep mine roadwa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excavation 

disturbed zone(EDZ). However，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site and the limitation of technology restrict the 

feasibility of in-situ monitoring to the disturbed stress field in deep mine roadway. Thus，the evolution of EDZ was 

instead obtained with the in situ monitoring firstly. Secondly，a numer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back analysis. 

The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evolution of EDZ accurately. Finally，the evolution of disturbed stress field 

during the excavation of deep mine roadway was analyzed with this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ress 

values of monitoring spots were not changed basically when the monitoring section was ahead of excavation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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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to the constraining of the rock in front of the excavation plane. When the excavation plane passed the 

monitoring section，the values and orientations of the principle stresses on the side，roof and floor were changed. 

The evolution of disturbed stress and EDZ were compared and found that they had som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mining engineering；deep mine roadway；in-situ experiment；excavation disturbed zone(EDZ)；

numerical simulation；disturbed stress field of surrounding rock 

 

 
1  引  言 
 

研究围岩开挖扰动区 (excavation disturbed 

zone，EDZ)的演化形成特征，对于确定合理的掘进

方式、断面形状以及支护设计等均具有指导意义，

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的原位监测和理论研究，对

于开挖扰动区的演化形成特征积累了一定的认识，

如 P. C. Kelsall等[1]分析了开挖扰动区的形成机制，

认为其原因主要是应力重分布、开挖损伤、风化或

水岩相互作用；P. Yan等[2]通过数值模拟对比了应力

重分布和爆破荷载对于开挖扰动区的影响。在围绕

开挖扰动区的研究中，诸多学者根据开挖扰动区内

的不同特征，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

如 J. P. Harrison和 J. A. Hudson[3]通过研究围岩中的

裂隙发育情况，将开挖扰动区由浅至深划分为强开

挖损伤区、开挖损伤区及开挖扰动区；J. B. Martino

和 N. A. Chandler[4]通过测定围岩的波速和渗透系

数，将开挖扰动区划分为内部损伤区和外部损伤区，

又进一步并根据波速下降的程度，将内部损伤区划

分为破坏区和非破坏区；J. Rutqvist等[5-6]通过分析

开挖引起的围岩渗透系数变化特征，将开挖扰动区

划分为损伤区、不饱和区及流体压力降低区。 

开挖扰动区的形成和特征与工程开挖导致的围

岩扰动应力场的演化过程密切相关，而应力场的扰

动特征研究对于深部高应力巷道中的围岩安全性分

析及支护措施确定的作用尤为突出。为此，靳晓光

等[7-8]通过在巷道表面张贴应变花的方法测量围岩

表面二次应力场变化情况；黄 戡等[9]通过现场监测

与数值模拟结合的方法，分析了隧道原岩应力场以

及隧道开挖的二次应力场特征。然而，受现场地质

和开挖条件、监测环境以及当前围岩应力监测技术

的制约，采用直接测试手段准确获得围岩扰动应力

场及其演化特征尚具有很大困难。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以济宁三号煤矿深井巷道

为研究对象，采用一条新的技术途径来研究和分析

围岩扰动应力场的演化特征：首先，通过原位监测

和测试，获取深井巷道掘进过程中围岩的位移、波

速等多元信息，分析了深井巷道围岩开挖扰动区的

演化特征；然后，基于位移监测和松动圈测试数据

数据[10]，通过反分析方法建立能够较为准确反映围

岩开挖扰动区演化特征的数值计算模型和相应的力

学参数；最后，采用数值分析方法模拟巷道的掘进

全过程，分析深井巷道围岩扰动应力场的演化特征。 

 
2  地质条件及监测方案 

 

2.1 地质条件概述 
济宁三号煤矿位于 SN 向的济宁地堑构造内，

属济宁煤田(东区)的中部。井田东西二侧分别为 SN

向的区域性断裂孙氏店断层和济宁断层，井田内断

层则以受此区域性断裂控制的 SN 向断层为主。监

测巷道岩性以山西组的中砂岩、细砂岩为主，夹杂

有粉砂岩和部分泥岩，岩体水平层理发育明显(见 

图 1)。监测巷道两帮水平应力约为 21.5 MPa，垂直

应力为 18 MPa。 
 

 

图 1  巷道水平层理图 

Fig.1  Photo of horizontal bedding in roadway 

 

2.2 巷道及钻孔位置 
监测巷道 B是埋深约 900 m的近水平巷道，断

面形状为直墙三心拱形，跨度 5 m，采用钻爆法掘

进，掘进速度 3～4 m/d，监测位置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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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监测巷道 B位置 

Fig.2  The location of monitored roadway B 

 

为避免在工作面掘进过程中监测钻孔塌孔，将

2排水平钻孔对称布置在掘进工作面后方 5 m外的

左右两帮，孔间距 1 m，距底板 1.5 m，用以监测围

岩位移、波速。 

 
3  原位监测结果分析 

 

3.1 松动圈测试 
目前，J. Rutqvist 等[5，11-12]将围岩波速明显下降

的区域定义为松动圈，这通常也是岩体裂隙发育区

域。 

本次监测采用一发双收的单孔声波测试仪，仪

器标准测距为 20 cm，监测围岩不同深度的波速。

引入波速变化率，作为确定松动圈的判据[13]： 

0 1 0( ) /c c c  
            

(1) 

式中：c0为原岩波速， 1c 为监测得到岩体波速。一

般认为＞10%，岩体即发生损伤。 

受现场监测条件制约，监测结果主要来源于巷

道掘进方向的右帮，距工作面不同距离的波速曲线

见图 3。通过式(1)，可以确定松动圈的范围为 1.8 m。

可以看出，巷道边墙 1.8 m内的波速下降较为明显，

而 1.8 m以外的岩体波速基本维持在 4 000～6 000 

m/s 范围内，没有呈现出明显降低的趋势。此外，

在工作面掘进过监测断面 8 m后，松动圈基本稳定

在 1.8 m，此后没有呈现出继续扩大趋势，因此，

可认为松动圈是在工作面掘进过监测断面 8 m范围

内已经演化形成。 

3.2 围岩位移测试 
围岩位移结果由安装在工作面后 5 m外的多点

位移计获得，见图 4。每只多点位移计包含 5 个探

头，为准确获得围岩不同深度的位移，结合以往监

测设计[12]，分别将 5个探头布置在距离边墙 0.5，1，

2，5及 8 m位置。通过连接杆将探头推至钻孔内部

不同深度，外拉钢丝绳使探头表面钢爪紧卡在钻孔

内岩体上，随后向钻孔内灌浆，确保探头与岩体固

定，通过读取表面标尺读数的变化，得到不同深度

探头的位移量。 

 

图 3  围岩不同深度波速曲线 

Fig.3  Wave velocities in surrounding rock at different depths  
 

 

图 4  多点位移计及其探头 

Fig.4  Muti-point displacement meter and the probe  

 

巷道围岩不同深度测点的位移与工作面位置关

系曲线见图 5。浅部和深部测点的受扰动程度明显

不同。在图 5(a)中，巷道掘进方向左帮 0.5，1，2 m

测点受扰动程度较大，其位移量在掘进过后显著增

加，并在工作面后方 23 m后逐渐趋于稳定。5，8 m

测点的位移均没有出现较大波动，8 m测点的位移

很小(接近于 0)，可以认为左帮的开挖扰动区深度

为8 m(左帮监测受到现场安装运输机和风筒等设施

影响，采集到的位移数据量明显小于右帮)。 
 

 

(a) 巷道左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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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巷道右帮 

图 5  围岩不同深度测点位移曲线 

Fig.5  Displacement curves of surrounding rock at different  

depths 

 

图 5(b)中，右帮测点的扰动程度也呈现出由浅

至深逐渐减小的规律。0.5 和 1 m 测点位移在距离

工作面 25 m后方才稳定，而 2和 5 m测点位移在

距工作面 20 m后已基本稳定。0.5，1，2和 5 m测

点的稳定位移量分别为 20，14.9，5和 4 mm。8 m

深度测点受扰动程度很小(位移量接近于 0)，因此可

以推断巷道右帮的开挖扰动区深度约为 8 m。 

上述监测结果表明，掘进工作面推过后，后方

测点的位移受到爆破震动、开挖卸荷和工作面空间

约束效应的共同作用。爆破开挖卸荷使围岩由原来

的三向应力状态转变为二向应力状态，同时伴随爆

破震动，使围岩产生大量的裂隙和位移，这是初期

测点位移显著增大的主要原因。随着工作面继续掘

进，工作面空间约束效应逐渐发生变化，围岩应力

持续调整，围岩位移继续发展，但不同深度围岩的

应力状态及其演化、裂隙演化、位移量和位移稳定

时间呈现出明显差异，甚至左右两帮相同深度的测

点位移也不尽相同。随着掘进工作面继续推进，不

同深度的测点(先深部后浅部)受到的工作面空间约

束效应相继消失，围岩位移总体趋于稳定。 

根据测点位移由浅至深逐渐递减的规律，可将

开挖扰动区划分为显著变形区和微小变形区[14]。为

了确定显著变形区与微小变形区边界以便与右帮的

声波测试结果对比，考虑采用在工程中运用较多的

位移判定方法[14]，由于本次监测中各测点间距不

同，最终确定统一对比相邻测点间的应变。计算得

到右帮相邻两测点间的线应变见图6(图中0.5–1代

表 0.5与 1 m测点之间的线应变)。显然，1–2 m测

点的线应变远远大于 2–5 m 测点线应变，而 2– 

5与 5–8 m测点间的应变没有显著差距。这说明，

1–2 m测点之间的裂隙破坏程度比较严重，而 2– 

 

图 6  相邻测点间线应变 

Fig.6  Line strains between adjacent monitoring points 
 

5 m测点之间裂隙破坏程度较低。因此，可以初步

推断显著变形区和微小变形区的分界线在 1–2 m

间。 

3.3 开挖扰动区分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声波测试获得的松动圈

(1.8 m)恰好位于位移监测的显著变形区和微小变形

区分界线的范围(1～2 m)内。考虑到浅部围岩显著

变形和波速下降均与岩体内部裂隙显著发育密切相

关，因此可认为围岩显著变形区即为松动圈，两者

的深度均为 1.8 m；进一步可知，微小变形区的范

围为 6.2 m。由此可确定右帮开挖扰动区分布，见

图 7。 

 
图 7  右帮围岩开挖扰动区划分 

Fig.7  EDZ division of right-side surrounding rockmass 

 
4  数值模拟 

 

4.1 屈服函数 
由于监测巷道 B中水平层理发育明显，考虑到

层状岩体在平行和垂直层理面方向上的力学性质具

有较大差异，本文沿用考虑体应力的横观各向同性

应变软化模型[12，15]。这一模型将岩体划分为基质和

层理，认为两者的屈服均包括剪切和拉伸 2个方面。

计算过程中，剪切屈服采用非关联流动法则，拉伸

屈服则采用关联流动法则。 

4.2 模型参数 
在 ANSYS 中建立三维几何模型，并导入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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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软件 FLAC3D进行计算。三维模型尺寸为 280 m× 

200 m×225 m(l×d×h)，数值模型共划分 553 905个

单元，92 117个节点，模型约束条件为：四周采用

法向约束，模型顶、底部采用固定约束。依据济宁

三号煤矿地质报告中主应力值与巷道的关系，计算

确定了模型的初始地应力，见表 1。模型忽略其

他巷道对于监测巷道 B的影响，仅布置一条掘进巷

道。拟设置 20个开挖步，步长 4 m，为提高计算精

度对巷道附近 5 m范围内的岩体网格进行了细化，

见图 8。 
 

表 1  巷道初始地应力值 

Table 1  Initial geo-stresses of the tunnel         MPa 

xx yy zz xy yz xz 

21 22 18.1 2.4 1.5 0.5 

 

(a) 模型网格划分图 

掘进巷道

A        A

 

(b) 掘进巷道剖面图 

图 8  数值计算模型图 

Fig.8  The meshes of numerical model 

 

利用原位监测得到的右帮围岩松动圈和不同深

度测点位移(见图 5(b))，采用智能反分析方法[16]对

围岩的力学参数进行反演。基于胡善超[12]的研究，

对围岩变形影响程度由大到小前 5 位的参数 

依次为：基质初始黏聚力 c，平行层理的弹性模量

E1、基质初始内摩擦角、基质残余内摩擦角r、基

质残余黏聚力 cr，各参数的基准值及范围见表 2。

参考表 2的参数范围，对本模拟的力学参数进行反

演，结果见表 3，其中，E1和 E2分别为平行和垂直

于层面的弹性模量；1和2分别为平行和垂直于层

面的泊松比；G2为垂直于层面的剪切模量；cj为基

质的初始黏聚力；cr，cjr 分别为基质和层面的残余

黏聚力；j为层面的初始内摩擦角，r，jr分别为

基质和层面的残余内摩擦角；t，t
j分别为基质和层

面的抗拉强度；ψ，ψj分别为基质和层面的剪胀角。 
 

表 2  围岩体参数基准值及范围 

Table 2  Reference values and ranges of rock parameters 

类别 c/MPa E1/GPa /(°) r/(°) cr/MPa 

基准值 6 14 39 25 2 

参数范围 2～10 4～28 32～42 20～35 0.5～6 

 

4.3 结果分析 
数值计算得到的巷道左帮不同深度测点的位移

曲线见图 9(负值代表测点所在监测断面超前工作

面)。当工作面未掘进至监测断面时，测点位移基本

为 0；当工作面掘进过监测断面后，围岩浅部 0.5，

1，2 m测点位移显著增加。这与图 5(a)中的规律基

本一致。另外，计算得到的 8 m测点受扰动程度较

小(位移量接近于 0)，推断的左帮开挖扰动区为 8 m，

这与左帮的监测结果一致。进一步，将原位监测和

数值计算得到的围岩左帮不同深度测点的最大位移

(见图 5(a))进行对比(见图 10)，可以看出两者在数值

上较为接近。 

图 11给出了监测点距工作面不同距离时，围岩

塑性区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当监测断面超前工

作面 2 m时，仅在巷道正前方位置产生较小范围的

塑性区(见图 11(a))；当工作面掘进过监测断面后，

塑性区逐渐扩大。对比图 11(b)，(c)，(d)可知，当

工作面超前监测断面 8 m后，巷道两帮塑性区范围 

 

表 3  计算模型采用的参数 

Table 3  Parameters adopted in calculation model 

E1/GPa E2/GPa 1 2 G2/GPa c/MPa cr/MPa cj/MPa cjr/MPa /(°) r/(°) j/(°) jr/(°) t/MPa t
j/MPa ψ/(°) ψj/(°)

18.5 15 0.26 0.24 6.4 7 2 5 1.5 24 15 24 10 1.5 1 10 10 

  

x 

z

y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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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左帮不同深度测点位移的数值模拟结果 

Fig.9  Numerically calculated displacements at different  

depths on left side   

 

 

图 10  监测巷道 B左帮计算位移与实测位移对比 

Fig.10  The contrast of calculated displacements and  

monitored displacements at left side of  

monitoring roadway B 
 

   

(a) 超前工作面 2 m            (b) 滞后工作面 8 m 

   

(c) 滞后工作面 20 m          (d) 滞后工作面 30 m 

图 11  距工作面不同距离塑性区分布 

Fig.11  Distributions of plastic zone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to  

excavation plane 

基本稳定。这与显著变形区的监测结果较为一致。

另外，计算得到巷道右帮的塑性区约为 1.6 m，而

原位监测得到的显著变形区为 1.8 m，两者较为接

近。综合以上对比结果，认为此模型可以较好地模

拟深井巷道开挖扰动区的演化形成过程。 

 
5  应力分析 

 

上述模型计算得到的开挖扰动区演化特征与原

位监测结果较为接近，并且围岩变形规律也基本吻

合，由此认为此模型可以整体上较为准确地反映现

场的实际情况，基于此对掘进过程中围岩的应力扰

动特征进行分析。 

5.1 主应力演化过程分析 
(1) 帮部主应力 

根据节 4中的模型，提取围岩一监测断面右帮，

距底板 1.5 m 高度处不同深度测点的三向主应力

值，并与各测点垂直于巷道轴向的水平应力h、垂

直应力v进行对比(见图 12)。可以看出，当工作面

未掘进至监测断面时，虽然前方岩体虽受到扰动产

生微小塑性区(见图 11(a))，但由于工作面前方岩体

的空间约束，围岩不同深度测点的应力值基本没有

发生变化。图 12(a)，(b)中，当工作面掘进通过监

测断面后，开挖卸荷致使巷道边墙位置的应力状态

发生变化，两测点的各应力值均大幅度降低，0.5 m

测点的3，h在距工作面 6 m时甚至出现拉应力。 

 

(a) 围岩 0.5 m深度 

 

(b) 围岩 1 m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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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围岩 2 m深度 

 

(d) 围岩 5 m深度 

 

(e) 围岩 8 m深度 

图 12  距工作面不同距离右帮围岩扰动应力分布 

Fig.12  The disturbed stress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excavation plane in right side rock 

 

图 12(c)中，工作面掘进过监测断面后，2 m测

点的1，v受到工作面空间约束效应影响
[17]而显著

增加；2在工作面接近监测断面时略有升高，然后

逐渐恢复到原岩应力水平；而3，h则持续显著下

降。图 12(d)，(e)中，5，8 m测点的1，2，v受扰

动程度均较小，而3，h依旧呈现出下降趋势。 

另外，在工作面未掘进至监测断面时，各测点

的h均明显大于3。然而当工作面掘进过监测断面

后，h和3明显下降，两应力值趋于一致。这是由

于掘进后巷道边墙水平向的应力解除，使得原来处

于挤压状态的围岩失去支撑，而向巷道内发生松胀

变形，不仅垂直于巷道轴向的h显著减小，而且测

点三向主应力的大小、方向也发生了变化[18]。 

(2) 顶底板主应力 

进一步在节 4模型中，提取围岩顶底板不同埋

深处测点的主应力演化特征，并与相应位置的h，

v对比，见图 13，14。 
 

 
(a) 围岩 0.5 m深度 

 

(b) 围岩 1 m深度 

 

(c) 围岩 2 m深度 

 

(d) 围岩 5 m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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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围岩 8 m深度 

图 13  距工作面不同距离顶板围岩扰动应力分布 

Fig.13  The disturbed stress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excavation plane in rock roof  
 

 
(a) 围岩 0.5 m深度 

 

(b) 围岩 1 m深度 

 

(c) 围岩 2 m深度 

 

(d) 围岩 5 m深度 

 

(e) 围岩 8 m深度 

图 14  距工作面不同距离底板围岩扰动应力分布 

Fig.14  The disturbed stress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excavation plane in rock floor  

 

当工作面未掘进至监测断面时，同样由于前方

岩体的空间约束，各测点的应力值基本没有受到扰

动影响。工作面掘进过监测断面后，与帮部 2 m测

点应力显著增加特征不同的是，顶底板的 0.5，1，2，

5 m测点的各应力值均出现了明显降低的规律，并

且随埋设深度的增加，各测点应力受扰动程度均逐

渐减小。至 8 m深度时，顶板测点的各应力值已与

工作面掘进之前的原岩应力值接近(见图 13(e))，而

底板 8 m测点的1，h已接近掘进前的原岩应力水

平，但2，3，v 依然呈现出了降低的趋势 (见      

图 14(e))。 

另外，工作面掘进至监测断面之前，不同测点

的应力值由大到小依次为：1＞h＞2≈v＞3。而

工作面掘进过后，各测点的1与h的应力曲线基本

重合，而v与3的应力曲线也呈现出了相同的规律。

参考帮部应力特征，初步推测掘进后顶底板的1和

3方向也发生了变化。 

(3) 主应力方向分析 

为进一步确定掘进后主应力的变化情况，分析

巷道掘进过后不同位置的主应力矢量见图 15。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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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B
 

 (a) 主应力矢量正视图 

工
作
面

 

 (b) 主应力矢量俯视图(A-A) 

 

 (c) 主应力矢量测视图(B-B) 

图 15  主应力矢量图 

Fig.15  The diagram of principal stress vectors 

 

图 15(a)，(b)可见，帮部垂直于巷道边墙的水平主

应力明显小于垂直方向的主应力，且小于沿着巷道

轴向的水平主应力，因此帮部最小主应力3为垂直

边墙的水平应力。另外，在工作面未掘进至监测断

面时，帮部各测点的1均明显大于v，而工作面掘

进过监测段面后，各测点1与v大小基本一致，而

2的应力值始终小于1，因此推断此时帮部最大主

应力1即为v。 

同样，对于顶底板而言，垂直于巷道轴向的竖

直主应力，明显小于沿着巷道轴向的水平应力与垂

直于巷道轴向的水平应力，因此顶底板的最小主应

力3为垂直应力v。由于1与h的应力值基本一致，

因此认为此时顶底板的最大主应力1即为垂直于巷

道轴向的水平应力h。 

5.2 帮部扰动应力演化过程分析 
为与现场监测结果对比，分析距工作面不同距

离时，帮部不同深度测点的h，v分布，见图 16(图

例中负值表示测点超前工作面)。图 16(a)中，工作

面未掘进至监测断面时，应力曲线为一近水平直线，

可见此时应力未受到明显扰动。掘进过测点位置后，

h显著下降，并在掘进过监测断面 9 m后，测点的

应力曲线基本稳定，具体表现为：浅部 2 m内测点

h显著下降，2 m 外h下降趋势逐渐平缓，并在深

部 8 m位置时，逐渐接近初始应力值。 

图 16(b)中，工作面未掘进至监测断面时，v

的值同样为一近水平直线，且在掘进至监测断面位

置时，随后工作面掘进过监测断面，v受到开挖扰

动显著影响，并且在工作面掘进过监测断面 6 m

后，应力曲线基本稳定。与h不同的是，v在浅部

1.6 m内下降显著；在距巷道边墙 1.6～5 m范围，

应力值显著升高，并在 5～8 m 范围逐渐降至初始

应力值。 
 

 

     (a) h 

 

(b) v 

图 16  不同深度围岩扰动应力分布 

Fig.16  The disturbed stress distribution in surrounding rock at  

different depths  

 

根据工作面掘进过监测断面后v的分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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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围岩划分为应力松弛区(0～1.6 m)、应力集中区

(1.6～8 m)和原岩应力区(＞8 m外)[19-20]，见图 17。

可以看出，应力松弛区与原位监测得到的显著变形

区(1.8 m)较为接近。这也说明了，开挖卸荷使得浅

部围岩内产生大量的裂隙，这不仅令浅部围岩应力

显著降低，而且也显著影响了岩体波速和围岩变形。 
 

 

图 17  围岩扰动应力分布图 

Fig.17  Disturbed stress distribution in surrounding rock 

 

结合h和v的演化过程可知，围岩应力扰动范

围主要集中在距离巷道边墙 8 m的范围内，这与原

位监测得到的开挖扰动区范围一致。另外，水平与

垂直应力分别在工作面后方 9，6 m 后趋于稳定，

而原位监测表面显著变形区在工作面后方 8 m内已

经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围岩内部应力调

整并稳定后，显著变形区也基本稳定。综合以上结

果可见，应力分析结果与原位监测结果较为相似。 

 
6  结  论 

 

本文通过原位监测研究获得了深井巷道围岩开

挖扰动区的演化形成特征。然后，基于对弹性参数

敏感的位移监测数据和对强度参数敏感的松动圈测

试数据，通过反分析[10]方法建立能够较为准确反映

围岩开挖扰动区演化特征的数值模型；最后，通过

这一模型得到了深井巷道围岩扰动应力场的演化特

征，结论如下： 

(1) 当工作面未掘进至监测断面时，前方岩体

虽受到扰动产生微小塑性区，但由于工作面前方岩

体的空间约束效应，围岩不同深度测点的应力值基

本没有发生变化。 

(2) 在工作面掘进过监测断面后，受开挖卸荷

等多因素影响，围岩内主应力的大小、方向均发生

变化，分析认为此时帮部各测点垂直于巷道轴向的

水平应力h为最小主应力3，垂直应力v变为最大

主应力1。而顶底板的最小主应力3则变为垂直应

力v，最大主应力3则为垂直于巷道轴向的水平应

力h。 

(3) 应力的扰动特征与原位监测得到的开挖扰

动区演化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围岩应力松弛区

的范围(1.6 m)与显著变形区(1.8 m)较为接近；计算

得到的应力扰动范围与原位监测得到的开挖扰动区

范围一致(均为 8 m)；应力的最终稳定距离与显著变

形区稳定的距离比较接近，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围岩

内部应力稳定后，显著变形区也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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