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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建的白鹤滩地下洞室群规模巨大，具有“高边墙、大跨度、高地应力、复杂地质条件”的特点，在高应

力开挖卸荷过程中，遭遇到延展性强且力学性质差的多条大型错动带的影响，使得含错动带岩体遭遇到不同程度

的变形破坏问题。结合地质、施工、监测、测试及数值分析等资料，首先从错动带产状、成因和自身特点等方面

对错动带的工程特性进行详细论述，然后对因错动带导致工程岩体结构变形失效或破坏的实例进行归纳总结，从

结构控制因素上将含错动带岩体的破坏模式划分为塑性挤出型拉伸破坏、结构应力型塌方/掉块和剪切滑移型破坏

3 种类型；其次，研究分析各类含错动带岩体的破坏特征与机制，包括时空演化过程、形态特征、破坏规模等，

初步揭示 3 种破坏模式对应的力学机制；最后，给出典型的含错动带岩体破坏模式分析预测和支护探讨实例，从

而为白鹤滩地下厂房施工过程中含错动带岩体不稳定性问题的预测和调控提供借鉴。上述研究成果对于高应力条

件下类似的地下洞室群含错动带岩体的稳定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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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derground powerhouse caverns at Baihetan under construction are quite huge an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ide wall，large span，high geostress and complicated 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xcavation unloading under high geostress，the caverns have been affected by several large staggered zones with 

poor ductility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As a result，the rock masses with staggered zones have encountered 

various kinds of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the collected data from the g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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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monitoring，testing and numerical analysis，the engineering properties of staggered zone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in terms of occurrence，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instances of distortion failure or 

de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rock mass structure induced by the staggered zones are summariz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tructure controlling，the failure modes of rock masses with staggered zones are categorized into the 

plastic squeezing-out tensile failure，the structural stress-induced collapse/block-fall and the contact shear slip 

fail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failure modes are studied and analyzed regard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evelopment，the morphology，the scale of destruction and so on. The corresponding mechanisms of three kinds of 

failures are revealed initially. A typical example of structural stress induced collapse is presented to further explain 

the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of failure mode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Key words：rock mechanics；staggered zones；underground caverns；high geostress；failure mode；failure 

mechanism 
 

 
1  引  言 
 
“十二五”规划以来，我国已在西部金沙江、

雅砻江、雅鲁藏布江等规划和兴建了一系列水利水

电工程，这些水电站集中在岩体环境构造复杂，地

质环境脆弱的西部深山峡谷，其规模和建设难度都

是空前的，由于地形条件等条件限制和功能需求，

必须开挖断面相异、长短不一、空间布置异常复杂

的大型地下洞室群，一般具有“高边墙、大跨度、

高地应力、复杂洞群交错影响、复杂地质条件”的

特点，与交通、采矿等行业单一隧道、洞室有所差

别[1-2]。 

错动带，或称为层间剪切带，是历史的区域性

构造运动顺着层状岩体中若干彼此平行的弱层在剪

切作用留下的一组厚薄不一、间距不等的永久变形

条带[3]，是岩体中的软弱岩体在构造作用下因剪切

错动使其原岩蚀变，结构遭到破坏，易受水软化和

风化作用的一种结构疏松、性状软弱、多层产出、

厚度不一、分布随机、延展性强、危险性大的薄层

带状岩土系统[4-7]。实践中发现，由于错动带空间展

布范围广，尺寸上远远大于岩体工程结构尺寸，力

学强度较低，且历史时期经受剪切错动，在大范围

高地应力卸荷开挖扰动下，缓倾错动带附近岩体极

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形破坏问题，从而严重威胁到

地下洞室群的稳定性，如洞室边墙含错动带岩体剪

切错位、顶拱岩层沿错动带垮塌、错动带上下盘岩

体大变形、喷混凝土或混凝土开裂、锚杆或锚索荷

载超设计值等[8]。向家坝水电站，主厂房在构造作

用下右岸厂房顶拱较软岩分布部位产生层间剪切错

动，形成层间错动带，对厂房稳定性构成了不利影

响[9]；溪洛渡水电站左岸地下厂房受高地应力影响，

上游边墙部位错动带上盘岩体沿错动带开裂面向临

空面位移了 2～10 cm 产生了错动[10]。在建的白鹤

滩水电站地下厂房区域存在着强烈的区域构造背

景、复杂的柱状节理玄武岩体、深切 V型河谷地应

力条件、力学性质较差的错动带(见图 1)等不利工程

地质条件，现场地应力实测最大主应力高达 33.39 

MPa，在左、右岸厂房第一层开挖过程中，洞室围

岩整体上基本处于稳定，但受河谷深切复杂初始地

应力、大型软弱构造及优势节理面的影响，依然揭

露了大量的围岩局部破坏现象，左岸 C2，LS3152，

右岸 C3，C4和 RS411错动带附近岩体在开挖卸荷

条件下顶拱和边墙处发生了不同规模的塌方与塑性

挤出型破坏等问题，使得错动带附近岩体的开挖与

支护设计成为难题。向天兵等[2]依据控制因素、破

坏机制、发生条件 3个层次归纳出 18种典型的围岩

破坏模式，其中将断层破碎带塌方定为岩体结构控

制型破坏，将软弱带挤压外鼓以及断层错动归结为应

力–岩体结构控制型破坏，并进一步给出发生条件、

破坏机制和开挖支护策略；卢 波等[11]将官地水电

站主厂房错动带下盘垮塌归结为结构控制型破坏；

徐鼎平等[3]通过对因错动带导致工程岩体结构变形

失效或破坏的实例进行归纳总结，采用岩体结构控

制理论的观点将含层间错动带的岩体的破坏模式分

为拉裂破坏、掉块和层间剪切滑移破坏三大类。上

述研究成果针对软弱带或错动带附近岩体的破坏模

式、机制和调控措施做出了一定分析和阐述，这对

于在建的白鹤滩水电站地下厂房含错动带岩体的开

挖和支护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此类大

型地下厂房洞室群赋存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差异性

及特殊性，不同工程在开挖期间面临的围岩破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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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白鹤滩水电站右岸错动带出露地貌 

Fig.1  Exposed geomorphology of staggered zones on the right  

bank of Baihetan hydropower station 

 

题及其程度必然有所差异，工程经验和技术的积累

提高并未使得这些实际工程问题得到完全解决，体

现在对错动带破坏机制和模式的研究认知并未十分

准确，也就很难做出安全又经济的方案。因此，含

错动带围岩的破坏模式的准确识别是进行动态调控

措施选择的基础，系统研究其破坏机制，并提出针

对性的控制对策，对于地下洞室施工安全、保证施

工工期、提高工程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 

鉴于此，本文以白鹤滩水电站地下厂房区目前

所揭露的错动带为研究背景，结合地质、施工及监

测分析资料，通过对厂房开挖截止目前所收集的因

错动带导致工程岩体结构变形失效或破坏的实例归

纳总结，首次提出高地应力地下洞室含错动带岩体

破坏模式分类方法，从结构控制因素上将其分为塑

性挤出型拉伸破坏、结构应力型塌方/掉块和剪切滑

移型破坏 3种类型；研究分析其破坏特征，并初步

揭示 3种破坏模式对应的力学机制，给出典型破坏

模式分析预测调控实例。该研究成果可为白鹤滩地

下厂房后续开挖过程中错动带本身/含错动带岩体

的稳定性分析以及科学进行错动带出露洞段的开挖

和支护优化提供切实参考和借鉴。 

 
2  工程地质概况 
 

白鹤滩左右岸地下厂房布置基本相同，分别位

于河谷两侧的坝肩上游山体内。主副厂房断面尺寸：

长 438 m，高 88.7 m，岩梁以下宽为 31 m，以上宽

为 34 m；主变洞断面尺寸为：长 368 m，宽 21 m，

高 39.5 m；左岸厂房水平埋深 600～1 000 m，垂直

埋深 260～330 m，洞室轴线为 N20°E；右岸厂房水

平埋深 420～800 m，垂直埋深 420～540 m，洞室轴

线为 N10°W，属典型高边墙深埋大型地下洞室           

群[12]。左右岸地下厂房皆为单斜地层，左岸地下厂

房岩层总体产状为 N42°～45°E，SE∠15°～20°，

围岩以 III1类围岩为主，局部分布少量 III2类围岩；

右岸地下厂房岩层总体产状为 N48°～50°E，SE∠        

15°～20°，围岩岩质坚硬且完整性较好，围岩以 III1

为主，局部分布 IV，III2类围岩。 

白鹤滩左岸厂区最大主应力平均一般为 15.4～

23.0 MPa，方向为 N30°～50°W，强度应力比为

3.22～5.89；右岸厂区最大主应力平均一般为 22.0～

26.0 MPa，方向为 N0°～20°E，局部实测最大值达

30.99 MPa；考虑到洞室开挖围岩应力重分布后最大

集中应力为 50～60 MPa量值，厂房岩石强度/应力

比值为 2～3，因此左右岸厂房整体属高地应力区[12]。 

 
3  错动带工程特性 
 

白鹤滩厂区洞室群规模庞大，从现有的工程地

质调研和厂区开挖揭露情况看，厂区普遍发育有其

他水电工程罕见且力学性质较差的层间和层内错动

带(见图 2，3)。左岸 C2 错动带斜穿厂房边墙中下

部，总体产状为 N42°～45°E，SE∠14°～20°，破

碎带厚度 8～60 cm(平均 26 cm)，变化较大，泥夹

岩屑型，遇水易软化，泥呈软塑状，无明显的构造

错动迹象，是左岸厂房区主要的软弱地质构造，初

步围岩分类为 IV类；层内错动带 LS3152斜切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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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白鹤滩地下洞室群布置及主要地质构造分布图[13] 

Fig.2  Layout of Baihetan underground cavern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in geologic structure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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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层间错动带               (b) 层内错动带 

图 3  白鹤滩地下厂房揭露的典型错动带 

Fig.3  Typical staggered zones exposed in Baihetan  

underground caverns  

 

顶拱，长约 200 m，以岩块岩屑型为主，带内为角

砾化构造岩，断续延伸。右岸地下厂房错动带 C3

上段、C3–1，C4及 C5，均交切于厂房，沿凝灰岩

层发育，空间展布与岩流层产状一致，延伸较长，

层内错动带 RS411则斜切厂房顶拱，产状和基本组

成特征进行汇总如表 1所示。 
 

表 1  右岸地下厂房区主要错动带特征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staggered zones in the underground 

powerhouse on the right bank 

错动带类型 产状 特征 

C3–1 
N35°～50°E， 
SE∠13°～18° 

厚度 0.1～0.4 m，位于 C3之下，并与 C3
相交于勘 I 线上游。破碎带变化大，局部
达 70 cm，主要由砾和岩屑组成，部分地段
有厚 1～5 cm的泥化带，多分布于破碎带
的上界面 

C3 
N45°～56°E， 
SE∠15°～25° 

厚度 0.05～0.30 m，破碎带主要由角砾和
岩屑组成，呈层状破裂，局部有厚 1～5 cm
的泥质条带，目前未见再次错动痕迹，性

状良好 

C4 
N40°～55°E， 
SE 15∠ °～20° 

厚度 0.2～0.3 m，中上部有厚 2～8 cm的泥
化带，倾向右岸偏上游 

C5 
N40°～55°E， 
SE 15∠ °～20° 

厚度 0.1～0.3 m，错动带位于顶部，为岩
屑夹泥型 

RS411 
N55°E， 

SE∠18°～25° 

硬性结构面，宽 5 m左右，带内为裂隙密
集带，主要发育缓倾角裂隙，平直光滑，

附钙膜，间距 20～40 cm，局部 5～10 cm

   

通过对错动带的多次现场和室内试验调研，对

白鹤滩地下厂房错动带工程特性有了较全面的认

识，主要结论如下： 

(1) 大规模缓倾角结构特性。白鹤滩左右岸典

型错动带沿整个玄武岩岩流层顶部延展出现，主要

发育于玄武岩层顶界面和底界面，产状基本一致，

大体为 N35°～55°E，SE∠13°～25°，单斜构造，

从图 1，2可清晰看出。 

(2) 历史时期先期围压作用和剪切作用。白鹤

滩地下厂区地应力测试结果表明，现场地应力实测

最大主应力高达 33.39 MPa，因此错动带先期必然

受到地质历史时期引起的围压作用，经历长期的挤

压，使得内部结构相当致密(未卸荷状态)。同时，

现场调查和取样分析[14]表明，错动带既有劈理化构

造带又有摩擦砾石条带且矿物呈定向排列特征，反

映出历史上的多次剪切作用，因此目前的开挖扰动

很可能引起揭露错动带再次错动。 

(3) 错动带/母岩软硬互层岩体特性。由图 3 和

表 1可知，白鹤滩厂区错动带性质不一，主要为上

盘凝灰岩+错动带+下盘玄武岩/凝灰岩的组构特征，

且厚度具有明显的随机性；由于凝灰岩比较破碎，

错动带和凝灰岩接触面界限不太明显，接触关系较

为复杂，使得外力作用下的破坏模式更为复杂。 

(4) 错动带遇水软化特性。对于错动带这种介

于岩石和土之间的特殊产物，室内 X射线衍射结果

表明，错动带矿物成分主要为黏土矿物(伊利石和绿

泥石)、榍石、赤铁矿，具有吸水膨胀的特性，现场

调研发现错动带在表层(洞壁附近)的厚度要比内部

的厚一些，原因之一在于洞壁附近错动带饱水后产

生膨胀并软化，如图 4所示；原因之二在于开挖卸

荷爆破扰动作用下出现松动，使变形空间增大。  
 

 

图 4  遇水软化后的错动带夹层 

Fig.4  Softening staggered zones suffering water erosion 

 

白鹤滩右岸厂房顶拱厂右R-K0–040–0–2钻

孔摄像监测数据表明，钻孔的 18.7～19.2 m段(距离

厂房顶拱 8.8～9.3 m)处发育有 C4错动带，对应的

岩芯非常破碎，且受厂房第一层开挖扰动和浸水软

化的影响，该部位发生小规模塌孔，如图 5所示。 

由于错动带具有以上特殊工程特性，大大降低

白鹤滩厂区岩体的完整程度；对深埋地下洞室群而

言，错动带影响岩体初始应力分布(常常被工程忽略)

和洞室开挖后局部二次应力场分布，围岩极有可能

出现一系列破坏问题。 

 
4  含错动带岩体破坏模式归纳 
 

高应力开挖卸荷作用下，白鹤滩地下洞室群含

错动带岩体的变形破坏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应力应变

自适应调整的过程，是错动带岩体工程特性、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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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cm 
55.7 cm29.4 cm 

2014年 6月 
28日(钻孔完成) 

18.0 m 

18.5 m 

19.0 m 

19.5 m 

20.0 m 

上游侧底板 中导洞底板 

中导洞 上游侧扩挖面 

下游侧底板

下游侧扩挖面

11 m 12 m 11 m 

C4 
R-K0–40–0–2

2014年 8月 2日 
(距掌子面 2 m) 

2014年 8月
31日(扫孔后)  

图 5  白鹤滩右岸厂房顶拱 K0+40钻孔摄像揭露错动带 

及遇水塌孔现象 

Fig.5  Staggered zones with water hole collapse phenomenon  

exposed in Baihetan underground powerhouse on the  

right bank 

 

应力、洞室规模、开挖爆破、地质条件和支护等多

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考虑到白鹤滩地下洞室群“高边墙、大跨度、

高地应力、复杂洞群交错影响、复杂地质条件”的

特点，吸收现有文献中关于含错动带岩体失稳破坏

问题的研究和工程应用成果，考虑含错动带岩体的

失稳破坏机制(在特定的岩体结构特征和受力作用

下，含错动带岩体破坏的发生过程和机制)和发生条

件(考虑特定的岩性特征、工程部位、洞群空间关系、

错动带与结构面/结构体/临空面的组合排列形式和

开挖支护过程)，从结构控制因素上将含错动带岩体

的破坏模式分为塑性挤出型拉伸破坏、结构应力型

塌方/掉块和剪切滑移型破坏 3 种类型(在主厂房主

变室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错动带典型破坏模式

分类如图 6所示，实际工程中，含错动带岩体破坏 

 地下洞室群含错动带 
围岩破坏模式 

局部破坏类型

塑性挤出型
拉伸破坏

结构应力型
塌方/掉块

整体破坏类型

剪切滑移型破坏

错
动
带
塑
性
挤
压
外
鼓

接
触
面
附
近
开
裂
破
坏

顶
拱
和
拱
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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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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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体
塌
方

边
墙
错
动
带
上
盘
岩
体
塌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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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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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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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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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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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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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体 
向 
临 
空 
面 
滑 
移 

错
动
带
上
下
盘
岩
体
沿
走
向
错
动  

图 6  白鹤滩地下洞室群含错动带岩体典型破坏模式分类 

Fig.6  Classification of typical failure modes for rock masses  

with staggered zones of Baihetan underground  

caverns 

 

模式可能是这些基本模式或基本模式的组合，制定

调控措施时需结合具体情况确定。 

4.1 塑性挤出型拉伸破坏及机制分析 

含错动带岩体的塑性挤出型拉伸破坏是指厂房

区域较厚错动带夹层在上部硬岩自重荷载作用、开

挖卸荷作用、遇水软化等因素作用下，不断压缩并

向临空面方向塑性流动并挤出变形，同时导致上覆

母岩不断下沉和向外移动，拉张原有节理面或形成

新的裂隙。此类破坏要求的应力水平较高，因而只

有在深部岩体工程才有可能发生，但出现几率较小，

其表现形式主要有错动带软层塑性挤压外鼓、错动

带/母岩接触面附近开裂破坏和混凝土喷层拉裂缝

破坏。 

以白鹤滩左岸C2错动带置换洞工程为例(C2置

换洞平行厂房轴线方向，布置在主副厂房上下游侧，

用于截断错动带在边墙深部的错动而可能引起的围

岩剪切错动大变形/局部大变形)，对塑性挤出型拉

伸破坏的 2种具体表现形式的破坏特点和机制进行

论述。 

(1) 塑性挤出型拉伸破坏特点 

① 错动带软层塑性挤压外鼓：错动带在法向应

力的作用下，向临空面方向塑性挤出外鼓变形。通

过对目前左岸塑性挤出的案例统计，挤出厚度一般

为 1～20 cm，典型图片见图 7。此破坏发生于 1#置

换洞南侧上游边墙位置，塑性挤出现象明显，向无

约束临空面方向外鼓 6～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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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挤出 6～8 cm 

临 

空 

面 



 

 
图 7  白鹤滩左岸地下厂房置换洞典型塑性挤出破坏现象 

Fig.7  Plastic squeezing-out failure of replacement holes 

 

② 错动带/母岩接触面附近裂隙破坏：开挖临

空面附近错动带和母岩分离，接触面附近出现缝隙；

此类破坏模式与一般意义上的结构面张开破坏不

同，受地应力和地下水的共同作用，典型的错动带/

母岩接触面附近缝隙照片和张开破坏素描如图 8，9

所示，缝隙张开距离 1～5 cm。 
 

 

1.5 m 4.0 m 0.8 m

N45°E 

玄武岩C2错动带 凝灰岩 

① 3.5 cm 
② 1.0 cm 

③ 1.5 cm

1～3 cm 

 
图 8  1#置换洞典型错动带接触面裂隙及示意图 

Fig.8  Typical contact surface crack of staggered zones #1 
 

 

图 9  左厂 6#母线洞典型错动带接触面裂隙 

Fig.9  Typical contact surface crack of staggered zones in #1  

replacement holes in #6 bus hole on the left bank 

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破坏并非突发性的，而往

往表现为一种长期缓慢的渐进破坏过程，最终可能

导致支护系统因不断遭受挤压而出现喷层外鼓、开

裂、锚杆负荷超限等问题，如图 10所示，展示了右

岸主变室 0－43错动带附近喷层支护出现的外鼓开

裂现象。 
 

 

图 10  右岸主变室第一层开挖上游 0－43错动带喷层拉裂缝 

Fig.10  Typical shotcrete tension crack on the surface of  

staggered zones 0－43 

 

(2) 塑性挤出型拉伸破坏破坏机制初步分析 

① 错动带物质组成对塑性挤出破坏的影响：此

类破坏一般发生于黏粒含量相对较高的黏泥型和泥

夹岩屑型错动带中，此种类型的错动带的黏土矿物

的含量较高，其中蒙脱石矿物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大，

遇水易软化或泥化，力学强度低、渗透稳定性差；

其破坏方式将不仅是沿着不连续面错动，其本身是

塑性物质，则会以塑流状态被挤出导致岩体的大规

模破坏。 

② 高地应力对塑性挤出破坏的作用：历史时期

形成的较大三维围压效应使得错动带积蓄了弹性应

变能；开挖卸荷作用下，该类泥化错动带二次应力

超过自身屈服强度，错动带泥化夹层往消除了阻力

的自由空间(即临空面方向)挤出，发生塑性破坏(最

大主应力方向见图 7)。 

③ 地下水对接触面裂隙形成的影响：以上两因

素是裂隙形成的基本和先决条件，同时错动带和母

岩接触面附近裂隙发育，岩体破碎，呈劈理化构造，

在地下水和卸荷作用下，接触面附近错动带在靠近

临空面位置产生渗透变形直至破坏流失，出现不同

张开度的缝隙。 

错动带塑性挤出受力变形的力学表述如图 11

所示，其变形规律可用以下方程[15]描述： 

2( )x zf c

x h

  



              (1) 

母岩(凝灰岩) 

错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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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错动带塑性挤出破坏力学表述 

Fig.11  Mechanical behavior for squeezing-out failure of  

staggered zones 

 

式中：h为错动带塑性挤出变形后的夹层厚度；f为

错动带的内摩擦因数，可由试验确定；c 为错动带

的黏聚力； z 为错动带竖直向压应力； x 为错动
带水平向压应力。 

假设错动带的总体积保持恒定，从而当 z 和

x 关系已知时便可求出错动带的压缩变形。需要说
明的是，此处仅是对错动带塑性挤出外鼓力学模型 

 

作初步描述和探讨，深入讨论还需进一步研究。 

4.2 结构应力型塌方及机制分析 

含错动带岩体结构应力型塌方指，穿切顶拱或

高边墙缓倾角错动带与上下盘破碎岩体优势结构面

或密集节理以及临空面组合，共同切割形成一系列

不稳定块体，在高应力开挖卸荷和爆破作用下，形

成局部强烈松弛并发生坍塌或掉块的破坏现象。  

(1) 塌方特征和规律 

图 12 给出了典型含错动带岩体的结构应力型

塌方图片，包括顶拱和边墙的错动带上下盘塌方以

及混凝土喷层剥落掉块；综合分析其破坏形态特征，

可得出如下规律性认识。 

① 含错动带岩体结构应力性塌方破坏在开挖

断面顶拱、拱肩和边墙均有发生，这与错动带的产

状、出露位置和开挖爆破均有关系。对于错动带在

洞室顶拱出露的情况，往往造成顶拱喷层剥落和围

岩坍塌，此时错动带与顶拱间的安全距离是影响围

岩稳定的关键因素(见图 12(a)，(b)，(d))。错动带出

露于洞室边墙，通常加剧围岩的松弛，往往造成局

部岩体大变形及上下盘破碎岩体的塌落，如图 12(c)

所示，在右厂第二层开挖期间，0+300～0+340下游

侧边墙 C3/C3–1 错动带控制区域的多点位移计

Myc–0+332–5于 2015年 5月 11日位移突增，位

移增长 9.92 mm，最大位移速率 1.12 mm/d，下盘岩

体处于失稳状态，在开挖卸荷和爆破扰动下强烈松 

 
LS3152

 

 

C4

掉块
塌方 
破碎 
岩体 

中导洞开挖中顶拱 C4错动带下盘岩体坍塌 第一层扩挖中拱肩 C4错动带上下盘岩体坍塌

C4 

(a) 左厂顶拱中导洞厂左 0+51～0+60区域 

LS3152下盘岩体坍塌掉块 
(b) 右厂 0－75～0－40区域顶拱和拱肩 C4错动带附近岩体坍塌破坏 

 

C3 

塌方区域 2 m×
1.5 m×0.5 m 

下游侧 0+300～320 下游侧 0+320～340

塌方区域 15 m×
3.5 m×1.0 m 

C3–1

 

C2错动带塌方区域 

喷层挂网后依旧垮落 

已进行锚
杆支护

 

(c) 右厂第二层开挖 0+300～0+340下游侧边墙 C3/C3–1错动带控制区域下盘塌方 
(d) 左厂 7#母线洞拱肩含 C2错动带岩体喷层 
挂网支护后塌方破坏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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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z

x x
x

 



第 36卷  第 4期        段淑倩等：高地应力下白鹤滩地下洞室群含错动带岩体破坏模式及机制研究             • 859 • 

 

   

(e) 左厂 1#置换洞入口段北侧含下游边墙含 C2错动带破碎岩体塌方随时间演化照片及塌方深度/塌方体积随时间的演化曲线 

图 12  白鹤滩地下厂房典型错动带结构应力型塌方 

Fig.12  Typical structural stress-type collapse/block-fall of staggered zones of Baihetan underground powerhouse 

 

弛，最终发生 15 m×3.5 m×1.0 m规模的结构应力型

塌方。 

② 含错动带岩体结构应力型塌方破坏规模和

深度不一，其多发生于开挖后数小时到数天内，在

支护前(开挖爆破未及时支护)或支护薄弱时，会随

掌子面推进和时间推移继续发生持续破坏，同时伴

随着新生裂隙的产生和发展，在不同类型塌方中，

其暂时稳定性最差，不能长期自稳。 

图 12(e)给出了左岸厂房 1#置换洞入口段北侧

下游边墙 C2 错动带破碎岩体塌方错动带塌方范围

随时间的演化图片以及该区域塌方深度/塌方体积

随时间的演化曲线和支护信息。该区域下盘岩体较

为破碎，且受 3组以上结构面切割呈散体结构，2015

年 1 月 11 日～5 月 12 日期间，虽然开挖掌子面已

过该塌方区域数十米甚至数百米，受附近支洞开挖

爆破和地下水等影响，塌方深度和塌方体积仍在扩

大，且增加速率较一般塌方大得多，直至 5 月 12

日完成二次喷层支护，该区域塌方范围基本不变，

也无掉块继续发生。可见，错动带出露部位须提供

足够的支护力来维持含错动带岩体的稳定性。 

(2) 塌方机制初步分析 

① 错动带岩体结构类型对塌方的控制作用：含

错动带岩体整体上已遭严重破坏，体现在缓倾产状

错动带穿切整个临空面上部；而且错动带本身充填

岩屑和夹泥，是岩体中最薄弱的部分，同时上下盘

塌方区域岩体多为 IV类围岩，受多组 IV级结构面

切割，节理密集发育，岩体完整性差，为碎裂结构，

一旦具备塌方条件，则易导致较大的塌方。 

② 岩体强度、地下水及地应力大小/方向的影

响：水是该类塌方的“促进剂”，岩屑夹泥型和泥夹

岩屑型错动带在地下水的作用下继续软化泥化，使

得原本不高的岩体强度继续降低，在应力极高的情

况下，大范围开挖急剧卸荷不停地发生掉块(见   

图 12(e))，即使喷混凝土挂网后，喷层会继续开裂           

(见图 12(d)，(e))。按发生位置和条件可分为顶拱含

错动带岩体塌落、顶拱/拱肩混凝土喷层剥落掉块和

边墙错动带上下盘岩体垮塌，典型破坏模式机制如  

图 13所示。 
 

 

临

空
面 岩体

1

错动带

1 

2 2 

岩体 

错动带 

临

空
面 临

空

面

 

(a) 上盘塌方          (b) 下盘塌方          (c) 顶拱掉块 

图 13  典型含错动带岩体结构应力型塌方破坏机制图 

Fig.13  Typical sketch of structural stress-type collapse/ 

block-fall of staggered zones 

 

4.3 剪切滑移型破坏及机制分析 

含错动带岩体剪切滑移型破坏是指，在开挖和

爆破扰动作用下使得错动带上下盘产生较大的相对

错位和变形，造成被错动带穿切的洞室岩体整体失

稳的危害巨大的破坏现象。 

目前，错动带剪切滑移型破坏主要对于水坝坝

体、边坡和基坑等工程的稳定性构成严重威胁[16]；

而对于地下洞室群而言，虽然此类整体破坏发生相

对较少，但是危害仍不容小觑，比如二叠系坚硬玄

武岩组成的溪洛渡左岸地下厂房开挖后，上游岩锚

梁下部错动带上盘岩体沿错动带开裂面向临空面方

向发生错位，错距 2～10 cm[10]。白鹤滩地下厂房尚

20150111   
塌方 6×1.5×0.6 m 

塌方体 2015020 
塌方 8×2.5×1.0 m

20150317 
表面喷砼 

 

 

20150512表面二次喷砼支
护，塌方范围基本不变  

20150126 
塌方 7×2×0.8 m 

塌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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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此类大规模破坏，但后续高边墙的显现会使

错动带向临空面发生大规模错动变形成为可能。 

导致剪切滑移型破坏的重要影响因素与前 2种

破坏模式基本相似，但机制不同的是，此类破坏类

属岩体整体破坏，错动带与母岩变形的不协调以及

错动带/母岩接触面的抗剪强度对破坏起到关键控

制作用。室内试验[14]显示，上下盘岩体强度是错动

带强度的 10 倍以上，平行于错动带/母岩接触面的

黏聚力仅为 0.1 MPa左右，而且现场地下水的流动

使接触面上的黏聚力几乎消失，抗剪强度极低，开

挖临空面的产生使得高强地应力得到释放，位于错

动带上盘的岩体容易沿接触面发生持续剪切错动大

变形。表现形式主要为错动带上盘岩体向临空面滑

移和沿走向错动，其破坏机制示意图如图 14所示。 

 

临 

空 
面 错动带 

母岩 

1

母岩 

2 

 
图 14  含错动带岩体剪切滑移型破坏图 

Fig.14  Typical interfacial shear slip failure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是对错动带 3种破坏模式

的特征和机制的初步分析，后续研究中将会结合微

细观角度综合分析其破裂机制。 

 
5  基于破坏模式分类的工程调控案例 
 

为了更好地对深埋洞室群含错动带围岩破坏模

式进行及时识别和安全控制，便于指导工程设计和 
 

施工，给出白鹤滩水电站大型地下洞室群右岸主变

室施工期 C4 错动带岩体局部不稳定性发生垮塌的

实时调控案例，即 C4 错动带揭露部位围岩局部失

稳发生后，依据上述研究进行了正确的破坏模式识

别、稳定性分析和支护措施，效果显著。 

5.1 破坏模式跟踪识别及稳定性分析预测 

白鹤滩右岸主变室南侧 K0+2～K0－40洞段开

挖过程中遭遇不利产状的 C4错动带(N40°E，SE∠

18°)，如图 15(a)所示，泥化软层厚度 5～20 cm，局

部 2～5 cm，软硬不一，属于岩屑夹泥型，如图 15(b)

所示。 

 

 
(a) C4沿上下游侧边墙出露延伸      (b) 揭露的 C4错动带 

图 15  右岸主变室开挖K0+2～K0－40洞段揭露的C4错动带 

Fig.15  Typical staggered zone C4 exposed during the first  

layer excavation of Baihetan right transformer room 

 

图 16给出了 2014年 10月至 2015年 3月 3日

该洞段中导洞开挖和第一层扩挖期间揭露的 3次结

构应力型塌方的现场破坏形态、基本信息和断面示

意图。为了更清晰地认识开挖后塌方区域错动带岩

体应力重分布和围岩稳定性，借助数值计算进一步

阐释该错动带岩体塌方破坏。通过大型有限元软件

ANSYS 建立该洞段的大三维数值计算模型，采用

FLAC3D软件基于有限差分法进行计算。考虑到错动

带附近岩体结构面和节理发育，基于现场位移–松

动圈联合反演方法[17]对该区域破碎岩体进行关键

岩体力学参数弱化处理。错动带力学模型则采用徐

鼎平[14]提出的 RSCM(rock-soil composite material)

本构模型，该模型将错动带岩体宏观上视为由错动

带与其上下母岩组合而成的一种复合岩土体材料，

考虑了错动带的厚度和抗剪强度、接触面形貌、母

岩强度和现场应力水平等因素对其抗剪强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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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18～0－24下游侧边墙 C4错动带下盘岩体塌方(6 m×4 m×0.5m) (b) 0－2～0－6顶拱 C4错动带下盘岩体塌方(8 m×4 m×0.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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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9～0－18区域扩挖期间下游侧中导洞边墙 C4错动带下盘岩体塌方形态(8 m×6 m×1.5 m) 

图 16  右岸主变室中导洞开挖和第一层扩挖 0–2～0–24洞段揭露的 C4错动带结构应力型塌方(201410～20150303) 

Fig.16  Structural stress-type collapse of rock masses with staggered zone C4 exposed during the first layer excavation of Baihetan  

right transformer room (201410–20150303) 

 

响，可以较好地反映错动带岩体的变形破坏特征，

复合岩体组成如图 17所示。 
 

 

复合岩体 层间错动带 

岩体 
3x

1x

2x

3x

1x

2x

岩体 

 

图 17  错动带复合岩体的组成及坐标系统[14] 

Fig.17  RSCM of staggered zones and the coordinate  

system[14] 

 

围岩最大主应力集中程度和塑性区深度/范围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开挖后洞室围岩破坏的潜在

可能性位置和安全风险。因此，二者可用于分析主

变室第 1 层/后续层开挖后错动带附近岩体的稳定

性，如下： 

(1) 2014年 10月～2015年 3月 3日开挖稳定性

分析：主变室第一层中导洞开挖后，错动带影响带

上方最大集中应力超过 40 MPa，顶拱塑性区深度约

1 m；下游边墙 C4错动带下盘围岩应力集中亦达 20 

MPa(见图 18(a))，塑性区深度达 2 m，基本为张拉/

张拉–剪切破坏，这与现场开挖过程中顶拱及中导

洞下游边墙错动带下盘破碎岩体塌落发生塌方现象

基本相符(见图 16(a)，(b))。主变室第一层下游边墙

掌子面开挖至 C4 错动带影响段附近时，该洞段中

导洞顶拱围岩应力集中继续加剧(见图 18(b))，错动

带影响区下游边墙 C4 错动带下盘围岩应力集中达

30 MPa，塑性区深度增至 3 m左右，基本为张拉–

剪切破坏，这与 2015年 3月 3日中导洞下游边墙错

动带下盘岩体塌方现象基本对应(见图 16(c))。 

(2) 后续扩挖和下卧层开挖稳定性预测：主变

室第一层后续扩挖完成后，该洞段顶拱和下游边墙

C4错动带附近围岩最大集中应力仍超过 30 MPa(见

图 18(c))，顶拱围岩塑性区深度 1 m左右，后续开

挖过程中顶拱和下游边墙 C4 错动带附近破碎岩体

有可能继续产生小规模塌方以及局部非协调变形诱

发的喷射混凝土开裂和剥落。主变室第 2层开挖后

(见图 19)，顶拱和下游边墙 C4 错动带附近围岩应

力集稍有下降，但应力集中仍达 20 MPa；当主变室

第 3～4层开挖(见图 19)后，上游侧拱围岩应力集中

的范围稍有调整，但较第 2层开挖后相差不大。上

游侧拱、顶拱和边墙围岩塑性区深度总体不大，一

般为 1～2 m。这显示洞室后续开挖错动带下盘岩体

仍有可能发生结构应力型坍塌，对洞室后续开挖仍

然存在较大局部稳定和安全风险。 

5.2 失稳错动带岩体支护 

采用 FLAC3D软件对该错动带影响区域岩体施

加及时支护模拟，支护方式采用及时喷砼并跟进预

应力锚杆支护。图 20给出了主变室第一层后续扩挖

和下卧层开挖过程中 C4 错动带延展面的塑性区演

化特征图，结果说明在实施现有支护后，主变室顶

拱和上下游边墙附近 C4 错动带塑性区仍呈扩大趋

势，基本为张拉/张拉–剪切破坏。 

因此，为控制后续开挖过程中错动带上下盘非

连续变形和可能诱发的结构应力型塌方或剪切错

动，可在现有支护基础上对塌方区域岩体进一步补

强支护，形成表层围压与抑制作用，用于改善岩体

的完整性和不利的应力松弛特征，同时后续开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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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导洞开挖                       (b) 扩挖(掌子面未至该区段)                       (c) 后续扩挖 

图 18  右岸主变室中导洞开挖和第一层当前/后续扩挖 0－2～0－24洞段围岩重分布应力特征和塑性区特征 

Fig.18  Characteristics of stress redistribution and plastic zone of rock masses during the first layer excavation 

 

 
图 19  右岸主变室第 2层和第 3～4层开挖 0－2～0－24洞段围岩重分布应力特征和塑性区特征 

Fig.19  Characteristics of stress redistribution and plastic zone of rock masses during the subsequent excavation 

 

 
图 20  右岸主变室后续扩挖和下卧层开挖过程中C4错动带 

塑性区演化特征(施加基本支护) 

Fig.20  Characteristics of plastic zone of staggered zone C4  

exposed during the first layer and subsequent  

excavation of Baihetan right transformer room 

 

用小台阶弱爆破开挖，顶拱、边墙和端墙施加的预

应力锚杆和压力分散型预应力锚索可考虑与错动带

成一定的交角来锁固错动带，而非完全垂直临空面，

而锚索长度达到 25 m以上较为合适。 

5.3 稳定性复核 

2015 年 3 月 27 日～4 月 7 日，第一层后续扩         

挖后数小时内(未支护前)，该洞段中导洞顶拱、下

游侧和上游侧拱肩 C4 错动带出露区域下盘破碎岩

体在开挖卸荷和爆破扰动下继续发生小规模垮塌。

图 21 给出了塌方破坏形态和断面示意图。主变室二

层开挖过程中，上游侧 0－40附近区域错动岩体表

面的喷射混凝土外鼓出现裂缝，且有剥落掉块，如

图 22 所示。可以看出，现场的实际破坏情况与节

5.1数值计算预测结果(见图 18(c)，19)基本相符。 

经过对该错动带影响洞段的短进尺小台阶弱爆

破开挖、预应力锚索优化布置和预应力锚杆加强支

护措施后，该洞段稳定性良好，主变室开挖洞壁成

型基本满足要求，开挖形态如图 23所示，含错动带

岩体的稳定性基本得到控制，可见，及时识别当前

的错动带附近岩体破坏模式，并进一步预测后续开

挖岩体破坏风险，在此基础上对开挖支护措施进行

优化调整，对于现场岩体稳定性控制具有现实的指

导意义。               

第 2层开挖后
第 3～4层
开挖后 

第 2层 
开挖后 

第 3～4层
开挖后 

C4 
C4SIG1/MPa SIG1/MPa

C4
C4 

C4

SIG1/MPa SIG1/MPa 

SIG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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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右岸主变室一层扩挖期间顶拱和上下游侧拱肩 C4错动带下盘岩体塌方及断面示意图(20140327~20150407) 

Fig.21  Structural stress-type collapse of rock masses with staggered zone C4 exposed during the subsequent expanded  

excavation of first layer of Baihetan right transformer room (20140327~20150407) 

 

 
图 22  二层开挖上游侧 0－40附近 C4错动带表层混凝土裂 

缝和剥落 

Fig.22  Concrete crack and spalling of staggered zone C4 
 

 

图 23  右岸主变室当前开挖基本形态 

Fig.23  Current excavation form 

 
6  结  论 
 

本文总结高地应力区白鹤滩地下厂房含错动带

岩体典型工程特性和失稳模式，研究分析对应机制，

结合具体工程实例对其支护进行初步探讨，主要得

出以下结论： 

(1) 在对含错动带岩体的多次现场和室内试验

调研基础上，全面地总结白鹤滩地下厂房错动带典

型工程特性，包括大规模缓倾角结构特性、历史时

期先期围压作用和剪切作用、错动带/母岩软硬互层

岩体特性和遇水软化特性。 

(2) 在归纳国内外关于地下厂房含错动带岩体

破坏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白鹤滩地下厂房因

错动带导致工程岩体结构变形失效或破坏的实例进

行归纳总结，首次建立了大型地下洞室群含错动带

岩体破坏模式的分类体系，基于岩体结构控制理论

将含错动带的岩体的破坏模式分为塑性挤出型拉伸

破坏、结构应力型塌方和剪切滑移型破坏；一般以

结构应力型塌方为主，塑性挤出型拉伸破坏次之，

剪切滑移型破坏发生相对较少，却危害性最大。 

(3) 在归纳总结含错动带岩体破坏模式的同

时，研究分析了各类含错动带岩体的破坏特征与机

制，包括时空演化过程、形态特征、破坏规模等，

并基于地应力、错动带工程特性、岩体结构、地下

水及现场施工等因素，初步揭示白鹤滩地下洞室群

开挖含错动带岩体破坏对应的力学机制。 

(4) 在破坏模式分类的基础上，结合白鹤滩右

岸主变室错动带影响洞段围岩动态调控实例对该洞

段含错动带岩体破坏模式与局部不稳定性进行了动

态识别预测、支护探讨以及稳定性复核，效果良好；

这对于高应力条件下类似的地下洞室群含错动带岩

体的稳定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致谢  论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公司白鹤滩建设部、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

计研究院、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白鹤滩施工局和中

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白鹤滩施工局等单

位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潘家铮. 水电与中国[J]. 水力发电，2004，30(12)：17–21.(PAN 

Jiazheng. Hydropower and China[J]. Water Power，2004，30(12)：17–



• 864 •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7年 

 

21.(in Chinese)) 

[2] 向天兵，冯夏庭，江  权，等. 大型洞室群围岩破坏模式的动态识

别与调控[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1，30(5)：871–883.(XIANG 

Tianbing，FENG Xiating，JIANG Quan，et al. Failure mode dynamic 

recognition and control for surrounding rock of large-scale ca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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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871–883.(in Chinese)) 

[3] 徐鼎平，冯夏庭，崔玉军，等. 含层间错动带岩体的破坏模式及其

剪切特性研究方法探讨[J]. 岩土力学，2012，33(1)：129–136.(XU 

Dingping，FEGN Xiating，CUI Yujun，et al. On failure mode and shear 

behavior of rock mass with interlayer staggered zone[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2012，33(1)：129–136.(in Chinese)) 

[4] 赵  阳，周  辉，冯夏庭，等. 高压力下原状层间错动带三轴不排

水剪切特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岩土力学，2013，34(2)：365–

371.(ZHAO Yang，ZHOU Hui，FENG Xiating，et al. Undrained shear 

behaviour of intact infilled joint soil with triaxial shear tests under 

high pressure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 analysis[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2013，34(2)：365–371.(in Chinese))   

[5] 冯夏庭，王泳嘉. 泥化夹层错动带残余强度的人工神经网络[J]. 中

国有色金属学报，1995，5(3)：17–21.(FENG Xiating，WANG Yongjia.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of the residual strength of mudded 

intercalation[J]. Transactions of Nonferrous Metals Society of China，

1995，5(3)：17–21.(in Chinese)) 

[6] 贾志远. 层间剪切带工程地质专家系统[J].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1994，21(3)：29–34.(JIA Zhiyuan. Engineering geological expert 

system for interlayer shear zone[J]. Hydrogeology and Engineering 

Geology，1994，21(3)：29–34.(in Chinese)) 

[7] 王世梅. 层间剪切带工程地质专家系统知识模型的建立[J]. 工程

地质学报，1996，4(2)：44–50.(WANG Shimei.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model of expert system for interlayer shear zone[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1996，4(2)：44–50.(in Chinese)) 

[8] 江  权，冯夏庭，周  辉，等. 层间错动带的强度参数取值探讨[J]. 

岩土力学，2011，32(11)：3 379–3 386.(JIANG Quan，FENG Xiating，

ZHOU Hui，et al. Discussion of strength value for interlayer shear 

belt[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2011，32(11)：3 379–3 386.(in 

Chinese)) 

[9] 冯  源. 向家坝水电站工程地质条件[J]. 水力发电，1998，24(2)：

9– 12.(FENG Yuan. Th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Xiangjiaba hydropower station[J]. Water Power，1998，24(2)：9–

12.(in Chinese)) 

[10] 兰艇雁，唐艳青. 溪洛渡水电站左岸地下厂房岩体错位分析[J]. 中

国三峡建设，2008，(1)：73–78.(LAN Tingyan，TANG Yanqing . Rock 

mass displacement analysis on the left bank of Xiluodu hydropower 

station underground caverns[J]. China Three Gorges Construction，

2008，(1)：73–78.(in Chinese)) 

[11] 卢  波，丁秀丽，邬爱清，等. 高应力硬岩地区岩体结构对地下洞

室围岩稳定的控制效应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2，31(增2)：

3 831–3 846.(LU Bo，DING Xiuli，WU Aiqing，et al. Study of 

influence of rock structure on surrounding rock mass stability of 

underground caverns in hard rock region with high geostress[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2012，

31(Supp.2)：3 831–3 846.(in Chinese)) 

[12]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地下厂

房顶拱第一层及后续边墙开挖支护咨询材料[R]. 杭州：中国水电

工程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2014.(Huadong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Limited of Hydro China Corporation. Consulting 

materials on the first layer and subsequent excavation and supporting 

of Baihetan hydropower station，Jinsha River[R]. Hangzhou：Hydro 

China Huadong Engineering Corporation，2014.(in Chinese)) 

[13] 孟国涛，褚卫江. 金沙江白鹤滩岩石力学综合研究地下厂房第 I层

开挖围岩破坏机制与工程对策研究[R]. 杭州：浙江中科依泰斯卡

岩石工程研发有限公司，2014.(MENG Guotao，CHU Weijing. Rock 

failure mechanism and engineering countermeasures in the excavation 

of the first layer of Baihetan hydropower station，Jinsha River[R]. 

Hangzhou：HydroChina ITASCA R and D Center Corporation 

Limited，2014.(in Chinese)) 

[14] 徐鼎平. 错动带抗剪强度特性及其对洞室群整体稳定性影响的研

究[博士学位论文][D]. 武汉：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2011.(XU Dingping. Study on the shear strength of interlayer shear 

weakness zone and its effect on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cavern group[Ph. 

D. Thesis][D]. Wuhan：Institute of Rock And Soil Mechan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2011.(in Chinese)) 

[15] 孙广忠. 岩体结构力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151–152. 

(SUN Guangzhong. Rockmass structural mechanics[M]. Beijing：

Science Press，1988：151–152.(in Chinese)) 

[16] 梅剑云，傅冰骏，康文法. 中国岩石力学的发展与现状[J]. 岩石力

学与工程学报，1983，2(1)：22–32.(MEI Jianyun，FU Bingjun，

KANG Wenfa. Development and state of the art of rock mechanics 

studies i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1983，2(1)：22–32.(in Chinese)) 

[17] 江  权，冯夏庭，苏国韶，等. 基于松动圈–位移增量监测信息的

高地应力下洞室群岩体力学参数的智能反分析[J]. 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报，2007，26(增 1)：2 654–2 662.(JIANG Quan，FENG Xiating，

SU Guoshao，et al. Intelligent back analysis of rockmass parameters 

for large underground caverns under high geostress condition based on 

EDZ and increment displacement[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07，26(Supp.1)：2 654–2 662.(in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