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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随机场理论的盾构隧道地表变形分析
程红战，陈 健，李健斌，胡之锋，李建贺，黄珏皓
(中国科学院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1)

摘要：采用随机场理论和数值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土性参数的空间变异性对盾构隧道施工地表变形的影响。
利用协方差矩阵分解法建立描述土性参数空间变异性特征的随机场模型，结合 Monte-Carlo 策略，采用 FLAC3D
软件分析弹性模量的变异系数、相关距离对地表变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体弹性模量的空间变异性对地表
变形规律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变形形态和量值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根据土体弹性模量的相关距离与隧道直径
之间比值的大小关系，总结提出 3 种地表变形模式；最大地表沉降近似服从对数正态分布，且随着土体弹性模量
的变异系数和相关距离的增大，最大地表沉降的概率分布越分散，超出沉降监测控制值的概率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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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urface deformation induced by shield tunneling
based on random fiel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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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andom field theory and numerical analysis method are combin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spatial variability of material properties on surface deformation caused by shield tunneling. Random fields of
elasticity modulus are generated by Covariance Matrix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mode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variability. Within Monte-Carlo framework，FLAC3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correlation distance of elasticity modulus on surface de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e spatial
variability of elasticity modulus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both the values of greenfield settlement and the shapes
of settlement trough. Depending on the relative size ratio between correlation distance and tunnel diameter，three
surface deformation patterns are identified. The distribution of maximum surface settlement follows an
approximate lognormal distribution. With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correlation distance increasing，the more
scattered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the maximum surface settlement，and the larger the probability of surface
settlement exceeding the cri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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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性质。在工程实践中由于试验条件等方面的

1

引

言

限制，无法准确获取工程范围内各点处岩土体参
数，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岩土体本身的性质，E. H.

盾构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变形一直是人们非常

Vanmarcke[17]引入了随机场理论和方法，构建了用

关心的问题[1]。国内外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开展了相

于工程概率分析的数学模型。随机场理论的核心思

关研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经验公式法
法

[6-8]

、模型试验法

[9-13]

、解析

想是将任一点处的岩土体参数看作一个随机变量，

等。毫无

该变量近似服从某项概率分布，采用相关函数来表

[2-5]

[14-15]

和数值模拟法

疑问，上述方法在针对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变形方

述随机场中的点与点之间的相关性。

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方法基本

目前生成随机场模型的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

上将岩土体看作具有平均性质的“均质”材料，各

了协方差矩阵分解法[25]。协方差矩阵分解法可以高

项物理力学参数是确定的，这显然与岩土材料的复

精度地生成随机场，而且对于各向异性随机场的生

首次提出土

成适应性较好。由于本文将采用随机场建模和数值

性参数“空间变异性”(spatial variability)的概念，

模拟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而协方差矩阵分解法可以

指出由于在沉积过程中的物质组成的差异以及后期

比较容易地实现随机场模型到数值模型的一对一单

各种不确定性外力的作用使土性参数呈现出变异性

元映射，而且可以较好应对模型中出现不规则网格

特征。E. H. Vanmarcke[17-18]将土性参数看作是一个

单元的情况。该方法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协方差矩阵

随机场，建立了描述土体空间变异性的随机场模型。

(相关性矩阵)的构建。假设 xi 和 x j (i，j = 1，2，…，

[16]

杂性和不确定性是相违背的。P. Lumb

借助于该模型，国内外学者研究了土性参数空间变

n)为随机场中的离散点， ij 为任意两点 xi 和 x j 之间

异性对边坡稳定性[19]、地基承载力[20]、地基液化[21]

的相对距离，C 为 n 个点之间的协方差所组成的 n

和隧道开挖面稳定性[22]等问题的影响。研究结果显

阶协方差矩阵，该矩阵为一正定对称矩阵，矩阵 C

示，如果忽略了土性参数空间变异性，会在一定程

中 任 一 元 素 Cij 为 xi 和 x j 之 间 的 协 方 差 ， Cij =

度上高估其工程安全性。
近年来，G. Mollon 等[23]采用随机场响应面方法

C(  ij )。对协方差矩阵 C 进行 Cholesky 分解得到上
三角、下三角矩阵：
C  LU  LLT

研究了土性参数的不确定性对盾构隧道施工引起的

(1)

地表变形规律的影响，文中还定义了 6 种破坏模

式中：L 为下三角矩阵，U 为上三角矩阵， L 为矩

式，并针对每种模式给出了相应的破坏概率。S.

阵 L 的转置。Y 为由 n 个相互独立且服从标准正态

Miro 等

[24]

研究了土性参数的概率分布形式对浅埋

隧道地表变形的影响，并基于实测数据提出了采用

T

分布的随机数所组成的列向量，则 n 阶随机场矩阵
Z 可以表示为

贝叶斯反分析来降低土性参数不确定性的方法。上

Z = LY

(2)

述研究成果中，均把土性参数看作简单的随机变量，

式中：随机场矩阵 Z 中任意点 Z ij 服从标准正态分

并没有综合考虑不同空间位置土性参数的不确定性

布，且协方差矩阵 E ( ZZ T )  E ( LYY T LT )  C ，满

与相关性。本文基于随机场理论，开展了随机性分

足相关性要求，因此矩阵 Z 可以作为正态平稳随机

析，研究了土性参数空间变异性对盾构隧道施工地

场的一次实现。对矩阵 Z 进行数学变换可以得到任

表变形规律的影响，分别探讨了土体弹性模量的变

意不同分布形态的正态和对数正态平稳随机场。多

异系数和相关距离对地表变形规律的影响，最后利

次随机生成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矩阵 Y，就可以形

用概率分析方法分析了地表沉降最大值超出沉降监

成随机场的多次实现。

测控制值的概率特征。

2

随机场模型的生成

3

盾构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变形规律

3.1 数值计算模型
岩土体参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

本文建立了描述土性参数空间变异性的二维数

的，即使对于同一时期沉积的地层，在物理、力学

值模型，采用有限差分软件 FLAC3D 开展随机分析，

性质上也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但是，这种变异

研究盾构隧道施工对地表变形规律的影响。模型中

性本身并不是纯随机的，而是具有相关性与随机性

隧道直径 D = 6 m，隧道轴线埋深 H = 15 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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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60 m×40 m(宽×高)，隧道轴线方向上取 1 m。模
型中对隧道影响范围以内单元进行加密处理，单元
尺寸为 0.5 m，隧道影响范围以外单元尺寸为 1 m。
隧道衬砌结构采用 shell 单元进行模拟。模型中土体
和衬砌结构材料的物理力学参数取值如表 1 所示。
土体弹性模量 E 无疑是对地层变形影响非常重要的
参数，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土体弹性模量的空间变异

(a) 各向同性

性对地表变形规律的影响，假设模型中其他物理、

图1
Fig.1

力学参数均为常量。从概率分布类型的物理意义出

(b) 各向异性

随机场模型示意图
Sketch of random fields

发，正态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都是大量不确定因素

小，这种方法可以用来近似模拟隧道施工引起的地

相加或者相乘的极限分布形式，这与岩土体的形成

层损失变化情况。待应力释放完全后，直接施加支

过程相吻合[26]。对数正态分布严格非负，符合土性

护结构，计算平衡。

参数的统计特征，可以合理客观地描述土体弹性模

在不考虑土性参数变异性的条件下，即模型中

量的现实情况。因此，本文采用对数正态分布随机

所有单元弹性模量都取均值 12 MPa 时，图 2，3 分

场来描述土体弹性模量的变异性特征。需要指出的

别给出了不同应力释放系数  下的地表沉降和地表

是，本文所研究的随机场基于二阶平稳性假设，即

水平位移关系，图 3 中正的地表水平位移表示土体

随机场中任意点服从的概率分布形式相同。

沿着坐标轴正向移动。很显然，随着应力释放系数

表1
Table 1
介质

材料名
称

土体

理想弹
塑性材料

衬砌 线弹性
结构 材料

的增大，地表沉降和水平位移值也相应的增大。对

土体模型中参数的物理力学参数

于地表沉降计算结果，采用 Peck 公式[2]进行拟合分

Physico-mechanical parameters in the model
衬砌
重度  / 内摩擦角 黏聚力 泊松 弹性模量
厚度
－
c/kPa 比 ν E/MPa
(kN·m 3)  /(°)
d/m
–

18

8.5

13

0.3 12(均值)

0.3

24

–

–

0.2

析，如图 2 中可以看出，拟合结果与数值计算结果
吻合很好，基本服从高斯分布曲线形式，表明应力
释放法可以有效模拟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变形规
律。对不同应力释放系数下的数值计算结果进行拟

15

合，反演得到了地层损失率 V1 和沉降宽度参数 K[4]，

采用 Markov 相关函数形式描述土体中任意两
点之间的相关性，二维条件下 Markov 相关函数表
达式如下：
2
2 
 
2τ x   2τ z  

 ( τ x，τ z )  exp  
 
 
  θ x   θ z  

如表 2 所示。  值越大，拟合得到的 V1 也越增大，
但是 K 基本保持不变。应力释放系数的增大，表示
隧道施工引起的地层损失增加，因此拟合得到的地
层损失率也增大，但是沉降槽宽度参数 K 主要取决

(3)

于地层本身的性质，受应力释放的大小影响不大，
所以随  的变化不明显。

式中：相关函数  ( τ x，τ z ) 是关于模型中任意两点

间水平距离  x 和竖向距离  z 的函数，其值表示两点
的相关性强弱，0≤≤1 ，值越大表示相关性越强；

 x ， z 为 2 个方向上的相关距离。当  x   z 时，表
示随机场相关性结构为各向同性(见图 1(a))；当

 x   z 时，表示随机场相关性结构为各向异性(见
图 1(b))。本文仅针对各向同性随机场开展研究。
3.2 确定性分析

采用应力释放方法模拟隧道的开挖、支护过
[27]

程

。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隧道被开挖后，开挖边

界节点上将失去原有的支撑力，计算 1 步，获取开
挖边界节点上的不平衡力，在开挖边界节点上施加
一个反向作用力，重构原有的支撑力，并通过一个
比例系数(应力释放系数  )控制节点荷载的释放大

图2
Fig.2

应力释放系数与地表沉降曲线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release ratios and surface
settlements

第 35 卷

增2

程红战等：基于随机场理论的盾构隧道地表变形分析

• 4259 •

分法，开展随机性分析。在以下计算过程中，取  =
0.10，研究各向同性随机场 (   x   z ) 中，土体弹
性模量变异系数  和相关距离  对地表变形规律的
影响。假设弹性模量的均值  = 12 MPa，  分别取
0.1，0.2，0.3，0.4 和 0.5， / D 分别取 1/6，1/2，1，

2，10 和 100。对  和  / D 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得

到 30 种模拟工况。开展 Monte-Carlo 随机模拟计算
时对模拟次数的选取进行了充分论证，认为从计算
精度和计算效率等方面考虑，500 次计算能满足计
图3
Fig.3

算要求，因此，文中选取 500 次作为每种工况的计

应力释放系数与地表水平位移曲线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release ratios and surface

算次数。

horizontal displacements

3.3.1 变异系数的影响

表2
Table 2

图 4 中分别给出了  / D = 1/6，  = 0.1，0.3 和

不同应力释放系数下 Peck 公式拟合结果
Results of the fitted Peck formula for various stress

0.5 时，任意 500 次随机计算得到的地表沉降曲线和

release ratios

地表水平位移曲线，可以看出，当  = 0.1 时随机分

应力释放系数 

最大地表沉降
Smax/mm

地层损失率 Vl/%

沉降槽宽度
参数 K

0.05

7.4

0.62

0.63

0.10

15.0

1.25

0.63

0.15

27.5

2.40

0.64

析得到的地表沉降曲线和地表水平位移曲线都非常
集中，在量值上与确定性分析结果相比也基本上无
区别。随着  的增大，地层的不均匀性逐渐增加，
地表变形曲线也趋于离散，但曲线形态并无明显变
化，只是在确定性分析结果上下随机波动。可以看
出，变异系数对地表变形规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变

3.3 随机性分析

结合随机场理论、Monte-Carlo 策略和有限差

形量值上，对地表变形形态则无显著影响。

(a)  = 0.1

(b)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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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0.5

图4
Fig.4

不同工况下地表沉降和水平位移曲线(  = 1 m)

Surface settlements and horizontal displacements for various  (  = 1 m)

3.3.2 相关距离的影响分析

对各向同性随机场中相关距离  对地表变形规
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根据  与隧道直径 D 之间的
大小关系，总结出 3 种不同地表变形模式：
(1) 模式 1：当  ≤D 时，相关距离较小，随机

场模型中很难形成贯穿隧道与地表之间的低刚度
区，表现为整体均质、局部异质的特点，如图 5 所
示，图中灰度越深表示单元中的土体弹性模量越小。
隧道开挖应力释放引起的地层变形沿着同时存在高
刚度和低刚度区域的路线进行传递，路线上单元平
均刚度值接近均值，因此，传递至地表引起的变形
规律，与确定性分析结果相近。模式 1 所对应的地
表变形规律可参见图 4 中(  / D = 1/6)的地表变形曲

(a)

线。

(b)

图6
图5
Fig.5

地表变形模式 1

Fig.6

地表变形曲线(模式 2)

Surface deformation curves(mode 2)

Surface deformation mode 1

(2) 模式 2：当 D＜  ≤10D 时，随机场模型中

计算得到的地表沉降曲线不再关于隧道轴线对称，

形成贯穿隧道与地表之间的低刚度区的可能性较

最大地表沉降位于偏离隧道轴线的位置(见图 7(a))。

大，应力释放后的地层变形沿着低刚度区集中的线

这种地表沉降分布规律可以用来解释现场监测数据

路进行传递，传递至地表引起较大的变形。同时低

中出现的类似现象。很显然，这种影响会随着低刚

刚度区与隧道之间的位置关系也会影响到地表变形

度区与隧道之间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弱，当低刚度

的形态，图 6 给出了  = 0.4，  / D = 2 时的地表沉

区位于距离隧道开挖影响范围以外时，对地表变形

降曲线。当位于隧道上方影响范围内任意一侧时，

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见图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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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地表沉降
低刚度区

影响区边界

  45°  / 2

(a) 低刚度区位于隧道开挖影响范围以内

(a)

低刚度区
  45°  / 2

(b) 低刚度区位于隧道开挖影响范围以外

图7
Fig.7

(b)

地表变形模式 2

图9

Surface deformation mode 2

(3) 模式 3：当  ＞10D 时，相关距离较大，随

Fig.9

4

地表变形曲线(模式 3)

Surface deformation curves(mode 3)

地表变形概率统计分析

机场内各单元刚度整体分布比较均匀，计算得到的
地表沉降规律与模式 1 类似(见图 8)，但是与模式 1

由随机性分析的计算结果可知，对于任意一种

所不同的是，  值越大，多次生成的随机场之间单

工况开展随机计算，每一次计算得到的地表变形也

元平均刚度的差异性越大，因此随机计算得到的地

均不相同，因此需要借助于概率统计的方法，重点

表变形量值分布越离散，出现较大地表变形的概率

对地表变形特征值的概率分布规律开展研究。

也会明显增大。图 9 给出了  = 0.4，  / D = 100 时
的变形曲线，可以看出无论是地表沉降曲线还是地
表水平位移曲线都是光滑的曲线，在形态上与确定
性分析结果一致，但在变形量上会有比较明显的差
异。

对于  = 0.5，  / D = 100 这一个工况来说，以
最大地表沉降值 Smax 为例，统计 500 次随机计算的
结果，最大沉降达到了 61.2 mm，最小沉降为 4.4
mm，与确定性的分析结果(15.0 mm)相比， Smax 增

大的幅度远大于减小的幅度。因此，与程勇刚等[28]
的研究方法不同，本文并不侧重于不同工况下的地
表变形特征值 ( 最大值和最小值 ) 的均值的统计分
析，而是侧重于地表变形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整体概
率分布规律的研究。
图 10 给出了  = 0.4，  / D = 10 时 Smax 的概率
分布直方图，图中虚线为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2.7
和 0.32 的对数正态分布曲线。可以看出， Smax 主要
集中在 14 mm 附近，略小于确定性分析结果，这是
由于最大变形主要是受到低刚度区域的控制[29-30]。

图8
Fig.8

地表变形模式 3

Surface deformation mode 3

从概率分布的类型上来看，与 E 的概率分布相同，
Smax 也近似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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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给出了  = 0.4 时，不同  / D 下的 Smax 超
出 Slim 的累积概率分布曲线。可以看出，与变异系
数对地表变形规律的影响类似，随着  / D 的增大，
随机分析得到的 Smax 分布越分散，超出控制值的概
率也就随之增大。当  / D = 1/6 时，累积概率分布
曲线与确定性分析结果仅有微小差异，这部分差异
主要是由于变异系数造成的。取 Slim = 20 mm 时，
工况  / D = 1/6 和 1/2 超出控制值的概率为 0，工况

 / D = 1 超出控制值的概率为 2.4%，概率较小；工
况  / D = 100 超出控制值的概率达到了 27.5%，概
率明显增大。分析地表水平位移也可以得到相同的
图 10
Fig.10

变化规律，这里就不再赘述。

最大地表沉降概率直方图

The frequency histogram of the maximum surface
settlement

工程施工、运营过程中监测控制值是非常重要
的衡量指标，当监测数据一旦超过控制值时，可以
认为工程正在承受一定的风险，需要及时预警并采
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毫无疑问，监测控制值的选取
对于整个工程的顺利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
地表沉降为例，对于每种工况超出沉降监测控制值
Slim 的概率 Pf 可以定义为

Pf 

Nf
 100%
N

(4)

式中：N 为每种工况的随机计算次数，取 N = 500；

图 12

不同  / D 下 Smax 超出 Slim 的累积概率分布曲线

Fig.12

Cumulativ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curves of Smax
exceeding Slim for various  / D

N f 为 N 次计算中最大地表沉降超出 Slim 的次数。

图 11 给出了  / D = 10 时，不同  下的最大地

5

结

论

表沉降超出 Slim 的累积概率分布曲线。可以看出，
与图 10 中分析结果相同，考虑弹性模量的变异性的

(1) 随机场理论和数值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可

计算结果呈现出明显离散性。随着  的增大，Smax

以在分析盾构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变形问题中有效

的概率分布越分散，同时超出沉降监测控制值的概

地考虑土性参数空间变异性的影响。

率也相应地增大。

(2) 土体弹性模量的空间变异性对地表变形的

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变形形态和变形量值上均
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3) 不考虑相关距离的影响，随着弹性模量的

变异系数的增大，随机分析得到的地表变形曲线也
趋于离散，但曲线形态并无明显变化。
(4) 根据相关距离与隧道直径之间的大小关

系，提出 3 种地表变形模式。当  ≤D 时，地表变
形形式与确定性分析结果相近；当 D＜  ≤10D 时，
随机场模型中形成贯穿隧道与地表之间的低刚度区
图 11 不同  下 Smax 超出 Slim 的累积概率分布曲线
Fig.11

的可能性增加，当低刚度区位于隧道开挖影响范围

Cumulativ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curves of Smax

以内时，会对地表变形形态产生较大影响，计算得

exceeding Slim for various 

到的地表沉降曲线可能不再关于隧道轴线对称，而

第 3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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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低刚度区位于隧道影响范围以外时，这种影响基
本上可以忽略；当  ＞10D 时，随机场内单元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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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756.
[8]

LOGANATHAN N ， POULOS H G. Analytical prediction for

度整体分布比较均匀，地表变形规律与  ＜D 时类

tunneling-induced ground movements in clays[J].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似，但是由于  值越大，多次生成的随机场之间单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1998，124(9)：846–856.

元刚度的差异性越大，因此随机计算得到的地表变
形量值分布越离散。
(5) 借助于概率统计的方法得出，与弹性模量

的概率分布类型相同，最大地表沉降近似服从对数

[9]

GUTTLER U，STOFFERS U. Investigation of the deformation and
collapse behaviour of circular lined tunnels in centrifuge model
tests[C]// Centrifuges in Soil Mechanics. Rotterdam，Balkema：[s.n.]，
1988：183–186.

正态分布，且随着变异系数和相关距离的增大，最

[10] IMAMURA S，HAGIWARA T，MITO K，et al. Settlement trough

大地表沉降概率分布趋于分散，地表沉降超出监测

above a model shield observed in a centrifuge[J]. Centrifuge，1998，

控制值的概率表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

98：23–25.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仅仅研究了土性参数中弹

[11] GRANT R J ， TAYLOR R N. Centrifuge modelling of ground

性模量的空间变异性对盾构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变

movements due to tunnelling in layered ground[C]// Proceedings of

形规律的影响，事实上，上述研究成果还都停留在

the Int. Sympos. on Geotechnical Aspects of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定性、半定量的层面上，还很难直接应用到工程设

in Soft Ground. [S.l.]：[s.n.]，1996：507–512.

计当中。因此，寻求可以定量化评价土性参数空间

[12] 周小文，濮家骝. 砂土中隧洞开挖引起的地面沉降试验研究[J]. 岩

变异性对盾构隧道工程安全性影响的方法应该成为

土力学，2002，23(5)：1 074–1 079.(ZHOU Xiaowen，PU Jialiu.

下一步研究工作重点。

Centrifuge model test on ground settlement induced by tunneling in
sandy soil[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2002，23(5)：1 074–1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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