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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71)

摘要: 以某泥岩高放废物处置库为研究背景，根据室内试验和现场试验成果，提

出了考虑泥岩应变硬化和软化以及蠕变效应的损伤判断准则和修正 Mohr-
Coulomb 屈服破坏准则，建立了一种新的泥岩非线性黏弹塑性损伤模型; 探讨了

泥岩的渗透性演化机制，以泥岩损伤-渗透耦合及其自愈合为主线，建立了泥岩

损伤-渗流耦合模型及渗透性自愈合演化方程． 然后对地下储库施工过程进行了

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 施工质量对围岩扰动区有明显的影响，人工掘进巷道

最大损伤约为 0. 38，明显大于采用盾构法施工的巷道; 开挖后围岩渗透率明显

增大，人工掘进巷道约为原岩的 109 倍，盾构施工巷道约为原岩的 24 倍; 围岩蠕

变损伤在巷道施工完成初期增长速度较快，扰动区渗透率略有增大，此后愈合应

力和水化学效应对围岩渗透率的影响大于蠕变损伤的影响，扰动区渗透性逐渐恢

复，约 3 年后渗透率愈合到原岩的数量级 10 －19m2 ． 所提出的模型能有效地描述泥

岩水-力耦合特性，对软岩隧洞长期稳定性的预测与预报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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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岩是地下工程建设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软弱岩体，具有明显的流变特性，随着核废料

地质处置、油气地下储存、深部资源开采等项目的陆续开展以及地下工程建设向深部的转

移，软岩在多物理场作用下的损伤机制及其对工程长期稳定性的影响已成为国内外地下

工程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特别是作为泥质软岩类的泥岩的蠕变特性尤为显著，常常导致

地下众多岩体工程出现稳定性问题［1］． 随着地下工程活动逐步转向深部，岩体内部损伤

及流体渗流过程的存在，对岩体的力学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造成岩体的渗透性质变得更

加复杂，因此，研究渗流-应力耦合复杂环境下软岩蠕变机制及其长期强度特性，已成为工

程界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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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软岩蠕变特性及非线性蠕变模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Cristescu 等［2］在其专著中详细研究了蠕变试验、岩石蠕变损伤机理、本构关系以及蠕变断

裂问题; 泥岩在蠕变第二、第三阶段存在着应力门槛值，且泥岩力学特性随着黏塑性变形

而逐渐劣化［3］; Jia［4］、Guery［5］基于泥岩三轴试验结果建立了泥岩非线性损伤力学模型;

Hunsche［6］建立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盐岩弹-粘塑性非线性力学模型，该模型可以有效反映

盐岩的损伤、断裂、膨胀及其愈合效应． 国内方面，缪协兴等［7］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

定义蠕变模量来描述蠕变损伤，由等效应变法导出了岩石蠕变损伤方程; 张向东等［8］对

采用重力杠杆式岩石蠕变试验机对泥岩进行了三轴蠕变试验，证明了泥岩蠕变具有显著

的非线性特征，建立了泥岩非线性蠕变模型; 范庆忠等［9］在低围压条件下对泥岩的蠕变

特性进行蠕变试验研究，重点观察和分析蠕变条件下围压对岩石蠕变参数的影响; 范秋雁

等［10］进行了一系列泥岩蠕变试验，探讨了蠕变过程中泥岩微观结构变化，指出泥岩的蠕

变受损伤与硬化效应共同影响; 徐卫亚等［11］通过对绿片岩三轴蠕变试验数据的研究，通

过在衰减和稳态蠕变阶段引入非线性函数，以及在加速蠕变阶段引入损伤，建立了基于广

义 Bingham 模型的绿片岩蠕变损伤本构模型; 刘保国等［12］通过对泥岩的蠕变试验研究，

建立泥岩弹性模量、黏聚力、内摩擦角和应力及时间的耦合函数关系，描述泥岩蠕变中损

伤的演化过程．
国内外对泥岩蠕变特性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常规的单轴及三轴蠕变试验，而对渗流-应

力耦合作用下泥岩的蠕变规律研究较少． 与国外开展的泥岩耦合试验、数值分析和现场试

验相比，国内对于泥岩渗流-蠕变耦合特性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如法国 Bure 地下实验

室、比利时 Mol 地下实验室等，而国内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大型地下试验平台． 本文以某泥

岩高放废物处置库工程为背景，根据已有试验成果，提出一个能反映泥岩开挖卸载和蠕变

全过程的泥岩本构模型与渗透性演化方程，并对储库施工过程力学特性与长期稳定性进

行了数值模拟研究．

1 泥岩蠕变损伤-渗流耦合模型

1. 1 屈服准则和流动准则

针对 Mohr-Coulomb 准则高估岩石抗拉性能的局限性，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13］，建立

可以考虑实际抗拉强度的改进 Mohr-Coulomb 塑性屈服准则( 图 1) ，即

F =
I1
3 sin + J2K

2 ( θ) + ( ccot － χ) 2 sin2槡  － ccos ( 1)

式中: I1 为应力张量的第一不变量; J2 为偏应力张量的第二不变量; θ 为 Lode 角; K( θ) 为

屈服函数修正量［13］;  为岩石内摩擦角; c 为岩石黏聚力; χ 为岩石单轴抗拉强度．
类似于塑性屈服面，假定在应变空间中存在一个损伤面 fd，当应力状态点落在损伤面

时，损伤会继续发展，损伤面在变形的过程中将随着损伤的增加而扩展，损伤的发展可以

通过下面的损伤准则来确定

fde ( τ，Ωe ) = β1 ( τ － τ0 ) － Ωe ≤ 0

fdp ( τ，Ωp ) =
τ － τ0p

α2 + β2 ( τ － τ0p )
－ Ωp ≤{ 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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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de、fdp分别为弹性和塑性损伤面函数; τ0 为弹性损伤发生阀值; β1 为模型参数; τ 为

应变基损伤模型的能量指标，τ = εijDijklε槡 kl ; εij为应变张量，Dijkl为弹性矩阵; τ0p为塑性损

伤发生阀值; α2 和 β2 为塑性损伤模型参数．
根据式( 1) ，可得对应的塑性流动势函数，即

G =
I1
3 sinΦ + J2K

2 ( θ) + ( ccotΦ － χ) 2 sin2槡 Φ ( 3)

式中，Φ 为岩石膨胀角．

图 1 改进的 Mohr-Coulomb 准则

Fig． 1 The improved Mohr-Coulomb
yield criterion

图 2 Mohr-Coulomb 准则蠕变区域的定义

Fig． 2 Equivalent creep surface of
Mohr-Coulomb criterion

1. 2 蠕变损伤模型

蠕变模型中应用最广泛的仍是元件组合模型，这主要是由于元件模型的概念直观、简
单，又能反映岩石介质的各种流变特性． 然而，元件组合模型的缺陷是蠕变收敛或发生加

速蠕变的时间很快，多半反映的是蠕变线性关系，不能有效反映泥岩复杂的蠕变变形特征

以及渗流对蠕变的影响．
泥岩蠕变试验结果表明［14-15］，岩石的蠕变时效特性存在一个门槛值，在较低应力水

平下，蠕变速率很快衰到零，并且蠕变变形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 但当应力超过门槛值

时，蠕变变形随时间增加而不断增大，累积蠕变值对泥岩蠕变的影响较为明显，累积蠕变

变形越大，蠕变速率越大．
认为蠕变变形流动与塑性流动的趋势保持一致，“蠕变等倾面”( 蠕变等效应力珚σcr相

同点构成的面) 由屈服面等比例缩小得到，并与屈服面平行，如图 2 所示． 蠕变等效应力
珚σcr定义为

珚σcr =
I1
3 tan + J2

K2 ( θ)
cos2

+ ( ccot － χ) 2 tan2

槡  ( 4)

泥岩蠕变是一个内部组织结构不断发生变化、调整的非线性过程，蠕变损伤是内部新

裂纹产生和不断扩展的结果，必将带来能量的耗散． 定义泥岩蠕变损伤准则表示为［1］

fdc ( εc，Ωc ) = exp εc

εcmax·
( )ω － 1 －

Ωc

A0
≤ 0 ( 5)

式中: Ωc 为蠕变损伤; εcmax为蠕变最大值; ω 为模型参数; A0 =
1

exp( 1 /ω)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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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验幂函数蠕变模型进行改进［16］，泥岩非线性蠕变损伤模型可定义为
εc = A1 ( 珚σcr )

n tmH( 珚σcr － 珚σ
*
cr ) / ( 1 － Ωc )

m = B1εc + C{
1

( 6)

式中: εc 为蠕变应变率;珚σcr为蠕变等效应力，MPa; t 为时间，d; A1、n 是模型参数; B1 和 C1

为模型参数;珚σ*
cr 为蠕变等效应力门槛值，MPa; H 为 Heaviside 函数; m 用于反映累积蠕变

变形对蠕变率的影响．
推广到三维情况，定义等效蠕应变珔εc

ε－
·

c = 2
3
εc : ε槡 c

珔εc = ∫
t

0
ε－
·

cd
{ t

( 7)

式中，εc =
ε－
·

c

fcr
G
{ }σ ，fcr = 1

珚σcr
σ: G
σ

．

1. 3 损伤演化及自愈合效应对渗流的影响

巷道开挖卸载形成的扰动区或损伤区，致使围岩渗透性发生变化，大量试验结果表

明［17-19］，在弹性变形阶段，泥岩的渗透率有所降低，但总体变化不大，可以忽略; 在进入损

伤状态之后，随着新生裂隙的扩展、贯通，泥岩渗透率在缓慢的增加后急剧增大( 图 3) ． 巷

道支护后，泥岩由于蠕变和固结效应继续发生变形，蠕变损伤逐渐增大，在短时间内渗透

率有逐渐增大的趋势． 泥岩的损伤演化主要受开挖卸载损伤 Ωm 和蠕变变形损伤 Ωc 两部

分控制，在快速载荷作用下，累积蠕变应变很小，Ωm ( σ，0 ) 代表的瞬时损伤是主要的; 而

在低速加载或者持续载荷作用下，Ωc 代表的蠕变变形损伤不可忽略． 泥岩损伤-渗透率演

化方程可定为( 图 4)

kd = k0·10ξ·( A'e －ΩT /α+B') ( 8)

式中，k0 为泥岩初始渗透率，m2 ; ξ 为泥岩破裂时渗透率升高的数量级; α 为模型参数; A'

= 1
e － 1 /α － 1

，B' = － 1
e － 1 /α － 1

; ΩT 为总损伤，ΩT = Ωc ( σ，t) + Ωm ( σ，0) = Ωc + Ωe + Ωp ．

现场和室内试验均证明［17-19］，泥岩在饱和状态下裂隙自愈合现象非常明显，从而使

得泥岩的渗透率逐渐恢复，泥岩裂隙愈合主要与饱水时间和应力状态有关，巷道支护一段

时间后，围岩重新进入饱和状态，径向压缩应力增大，偏应力减小，裂缝趋于闭合( 图 3 ) ．
定义自愈合因子 h( p，q，t) 描述泥岩裂隙愈合对泥岩渗透率的影响，即

h( p，q，t) = exp － a1
pa2

qa3( )t ( 9)

式中: a1、a2 和 a3 为模型参数; p 为静水压力，MPa; q 为 Mises 应力，MPa．
综合式( 8) 和式( 9) ，泥岩渗透率自愈合模型可以表述为

k = k0 + ( kd － k0 ) ·h( p，q，t) ( 10)

通过式( 10) 可知，泥岩所受静水压力愈大、偏应力越小，裂隙越容易愈合; 饱水时间

越长，裂隙越容易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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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巷道围岩渗透率随时间的演化示意

Fig． 3 Permeability evolution as a
function of time

图 4 损伤-渗透率演化曲线

Fig． 4 Ｒelation between permeability
and damage variable

2 耦合模型的实现

采用 ABAQUS 提供的 UMAT 子程序和 USDFLD 子程序自行编制泥岩蠕变损伤-渗流

耦合模型程序与 ABAQUS 结合计算． ABAQUS 主程序和子程序的交互工作流程如下．
第一步: 调用 UMAT 子程序，在当前时刻 tn，假定当前的损伤预测值等于上一步的损

伤值，利用式( 6) 计算蠕变应变增量，然后利用 ABAQUS 主程序提供的当前应力tnσ、应变

增量tnΔε 以及时间增量 Δt; 对应力进行更新，即

Δεc = ∫
t +Δt

t
dεc = ∫

t +Δt

t

d珔εc

fcr
G
σ

dτ

Δεep = Δε － Δεc

Δσ = JΔεep

tn+Δtσ = tnσ + Δ













σ

( 11)

式中，tn + Δtσ 为应力更新值; J 为雅各比矩阵，具体见文献［13］．
第二步: 根据改进 Mohr-Coulomb 塑性屈服准则，把tn + Δtσ 代入式( 1) ，若 F ＞ 0，采用应

力积分算法使应力状态始终不超出屈服面［20］． 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参照 Kobayashi 等的研

究成果［21］，采用 Aitken’sΔ2 过程来加速连续替代过程的收敛． 在当前增量步之内，子程序

每经过 3 次迭代步后，用修正的塑性乘子增量 δλ̂n + 1来代替当前的塑性乘子增量 δλn + 1，即

δλ̂n+1 = δλn+1 ( i) －
［δλn+1 ( i) － δλn+1 ( i － 1) ］2

δλn+1 ( i) － 2δλn+1 ( i － 1) + δλn+1 ( i － 2)
，i = 3，6，9，… ( 12)

式中，i 为当前增量内的迭代次数． 迭代收敛判断条件为

1 － δλn+1 ( i － 1) /δλn+1 ( i) ＜ 10 －4 ( 13)

第三步: 应变更新，tn + Δtε = tnε + Δε．
第四步: 损伤修正，根据基于应变基描述的弹塑性损伤准则式( 2 ) 和蠕变损伤准则

式( 5) ，更新当前弹塑性损伤tn + ΔtΩm和蠕变损伤tn + ΔtΩc ．

第五步: 调用 USDFLD 子程序，根据弹塑性损伤tn + ΔtΩm 和蠕变损伤tn + ΔtΩc 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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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式( 8) 和式( 10) 更新 tn + 1时刻的渗透率值．
第六步: 在 tn + 1 时刻，根据子程序返回的更新后的应力张量、应变张量、渗透率等参

数，ABAQUS 主程序进行平衡迭代计算．

3 工程应用

3. 1 工程概况

HADES( High-Activity Disposal Experimental Site) 地下研究机构的建设始于 1980 年

( 图 5) ，主要研究泥岩的力学性质，调查和论证处置高放废物的可行性，自 1995 年以来，

研究计划向大型和示范性试验方向发展［22-24］． HADES 的建设经历了如下阶段: ( 1 ) 第一

竖井的建设期为 1980 ～ 1982 年，为确保砂层的稳定性并隔离其渗透性，采用冻结法施工;

( 2) Test 巷道于 1987 年开始建设，采用人工掘进的作业方式，巷道直径为 3. 5m，衬砌壁厚

60cm，平均开挖速度为 0. 25m /d; ( 3) 第二竖井的建设周期为 1997 ～ 1999 年，在砂层段采

用冻结法施工; ( 4) Connecting 巷道 2001 年底开始施工，采用盾构法施工，平均开挖速度

为 2m /d，巷道直径为 4m，衬砌壁厚为 40cm．
3. 2 计算条件

按照 HADES 储库的实际几何尺寸进行建模，考虑了第一竖井、Test 巷道、第二竖井和

Connecting 巷道 的 实 际 施 工 过 程． 水 平 巷 道 轴 线 位 置 岩 体 的 初 始 竖 向 有 效 应 力 为

2. 25MPa，孔隙水压力为 2. 25MPa，泥岩密度为 2. 03g /cm3，地层侧压力系数为 0. 85［1］．

图 5 高放废料地下实验室和衬砌分布

Fig． 5 Sketch of HADES and lining number

现场测试和室内试验均发现泥岩渗透率具有各向异性，水平渗透率大于垂向渗透率，

由于泥岩的渗透率较低，开挖过程中假定为不排水条件; 泥岩的力学特性各向异性不明

显，按各向同性处理． 衬砌或管片视为弹性介质; 水平巷道衬砌渗透率比泥岩高一个量级，

需考虑衬砌的排水，而竖井的衬砌壁较厚，具有较好的防水能力，不考虑竖井的排水． 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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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衬砌的具体计算参数见表 1 和表 2［1，17-19，22-24］．
通过衬砌和管片混凝土块的蠕变试验资料发现，衬砌和管片材料蠕变效应明显，表现

为非线性黏弹性变形特性，因此，为了有效反映巷道的长期变形行为，需考虑衬砌材料的

蠕变特性． 借鉴张向容采用损伤因子描述混凝土材料非线性黏弹性特性的处理方法［25］，

通过对衬砌和管片混凝土块蠕变试验成果的数据拟合［1，24］，即可获得衬砌和管片材料的

损伤因子方程

Ω = 0. 032 71t0. 353 18 ( 14)

式中，t 为时间，d．

表 1 泥岩计算参数

Table 1 Material and model parameters

E /MPa μ c /MPa  / ° Φ / ° τ0 /MPa1 /2 β1 τ0p /MPa1 /2

300 0. 13 0. 3 18 2. 88 0. 227 0. 86 0. 362
η α2 β2 A1 / ( 10 －4 ) B1 C1 n ω

0. 6 0. 96 1. 233 5. 26 3. 41 － 0. 46 3. 1 0. 39
珚σ*

cr /MPa k0h / ( 10 －19m2 ) k0v / ( 10 －19m2 ) ξ α a1 a2 a3
1. 0 9. 95 3. 80 3. 0 0. 36 0. 010 5 0. 101 0. 585

表 2 衬砌计算参数

Table 2 Material and model parameters

衬砌位置 E /GPa μ γ / ( kN·m －3 ) k / ( 10 －18m2 )

竖井 35. 0 0. 3 25 0. 00
TEST 2. 35 0. 3 20 3. 62

Connecting 49. 24 0. 3 25 1. 10

模拟过程时间步的设置与实际工程一致，第一竖井和第二竖井均采用冻结法施工，地

应力释放较小; Test 巷道采用人工掘进的方式作业，超开挖半径为 20cm; Connecting 巷道

采用盾构法施工，超开挖半径为 4. 5cm．
3. 3 计算结果与讨论

Test 巷道衬砌变形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6 所示，数值计算曲线中间存在着波动，这

是由于第二竖井和 Connecting 巷道的施工导致围岩应力场和渗流场发生了改变，衬砌的

受力状态变化，使得衬砌变形也发生了波动，衬砌收敛变形的计算值与实测值基本接近，

反映的变形规律也基本相同．
图 7 为水平巷道围岩蠕应变分布云图． 剖面 B-B 围岩中部的蠕变程度明显大于顶板

和底板，水平向的蠕变范围明显大于垂向范围，10 年后围岩最大蠕变值约为 1. 547%，25
年后最大蠕变值约为 1. 813% ; 剖面 C-C 围岩蠕变分布规律与剖面 B-B 相似，10 年后

围岩最大蠕变值约为 0. 902% ，在相同的时间内，Connecting 巷道围岩的蠕变程度和范

围明显小于 Test 巷道，主要原因是 Connecting 巷道的施工质量和衬砌管片质量优于

Test 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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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Test 巷道衬砌收敛变形

Fig． 6 Convergence deformations of different lining in Test drift

图 7 水平巷道围岩蠕变分布云

Fig． 7 Creep strain distribution around drift

水平巷道开挖扰动区分布云图如图 8 所示，从中可以发现，由于 Test 巷道施工质量

较差，Test 巷道的开挖损伤程度和围岩扰动区的范围明显大于 Connecting 巷道，Test 巷道

的开挖损伤最大值约为 0. 377，扰动区水平范围小于垂向，而 Connecting 巷道的开挖损伤

最大值仅为 0. 204，扰动区范围基本呈圆形状．

173No． 2 贾善坡等: 泥岩非线性蠕变损伤-渗透愈合耦合模型及其应用



图 8 水平巷道开挖损伤分布

Fig． 8 Excavation damage distribution around drift

水平巷道围岩蠕变损伤分布如图 9 所示，巷道中部的损伤值明显大于底板和顶板，水

平向的蠕变损伤范围明显大于垂向; 巷道衬砌支护完成后，蠕变损伤增长速度较为迅速

( 图 10) ，Test 巷道和 Connecting 巷道在 10 年后发展的蠕变损伤值分别为 0. 08 和 0. 04，

前者约为后者的 2 倍，可见施工质量对扰动区蠕变损伤的发展具有显著地影响． 巷道施工

完成 5 年后，蠕变损伤增长速度趋于稳定，25 年后 Test 巷道的最大蠕变损伤值约为 0. 1，

15 年内蠕变损伤值仅增长 0. 02．

图 9 水平巷道围岩蠕变损伤分布云

Fig． 9 Creep damage distribution around drift

图 10 围岩内壁蠕变损伤演化曲线

Fig． 10 Curves of creep damage evolution around dr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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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为 HADES 储库围岩总损伤分布云图． Connecting 巷道围岩的损伤程度明显小

于 Test 巷道，随着时间的增加，围岩损伤区域逐渐扩大，其值也逐渐增大; 第 2 竖井围岩

损伤程度很弱，可以忽略，而第 1 竖井围岩由于蠕变时间过长，存在一定的损伤．

图 11 HADES 储库总损伤分布

Fig． 11 Total damage distribution of HADES

开挖后围岩渗透性明显增大( 图 12) ，Test 巷道围岩渗透率最大值约为原岩的 108. 6
倍，而 Connecting 巷道围岩渗透率最大值约为原岩的 24 倍; Test 巷道围岩渗透率扰动范

围约为 7. 2m，Connecting 巷道围岩渗透率扰动范围约为 4m，Test 巷道渗透率扰动区明显

大于 Connecting 巷道．

图 12 开挖后围岩渗透率扰动区分布云

Fig． 12 Permeability distribution around drift after excavation

在 Connecting 巷道 L13 Up 钻孔和 L55 Down 布置了渗透性测试工具，于 2004 年进行

了围岩渗透率测试［1，17，23］． 钻孔实测扰动区渗透率与计算结果的比较如图 13 所示，可以

发现，扰动区渗透率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处于同一数量级，实测渗透性扰动范围与计算所

得的扰动区范围一致，渗透率沿钻孔深度方向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L55 钻孔计算结果与

实测结果比较接近，而 L13 钻孔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有一定的差异，主要是向上钻孔测试

误差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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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围岩渗透性沿钻孔分布曲线

Fig． 13 Distribution of permeability along different boreholes

图 14 为开挖扰动区不同节点渗透率变化曲线． 开挖后围岩渗透率出现突变性增大，

巷道施工完成初期受蠕变损伤的影响，扰动区渗透率略有增大，此后随着时间的增长，受

愈合应力和水化学效应的影响裂隙逐渐自愈合，尽管围岩的蠕变损伤值也在缓慢增大，但

其对扰动区渗透率的影响明显低于裂隙自愈合效应，围岩扰动区渗透率在整体上表现为

降低，并随时间的增长逐渐愈合到未扰动泥岩渗透率水平，渗透性自愈合周期约为 3 年，

与现场监测结果吻合［17］．

图 14 开挖扰动区不同节点渗透率变化曲线

Fig． 14 Variation of permeability ratio around drift

4 结论

( 1) 根据已有试验研究成果，建立了一种可考虑泥岩开挖扰动和蠕变损伤效应的非

线性黏弹塑性损伤模型，并以泥岩损伤和裂隙自愈合为主线，建立了泥岩损伤-渗流耦合

模型以及渗透性自愈合演化方程;

( 2) 数值模拟了 HADES 储库开挖扰动区的损伤演化过程及渗透性演化规律: 施工质

量对围岩扰动区有明显的影响，Test 巷道的开挖损伤约为 0. 38，而 Connecting 巷道开挖损

伤最大值为 0. 20，围岩损伤区域分布呈圆形; 蠕变损伤增长速度初期较为迅速，巷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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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5 年后增长速度趋于稳定，围岩水平向的蠕变损伤程度范围明显大于垂向; 开挖后围

岩渗透率明显增大，衬砌支护完成初期受蠕变损伤的影响围岩渗透率略有增大，此后愈合

应力和水化学效应对渗透率的影响大于损伤的影响，围岩渗透性逐渐愈合;

( 3) 由于缺乏试验资料，本文暂未考虑裂隙自愈合效应对围岩损伤的修复及其对泥

岩力学特性的影响，这也是本文下一步要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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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eability Healing of Mudstone and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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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esearch of deep nuclear waster disposal，mudstone from underground
research laboratory and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repository has been studied in various
works． In this paper，a nonlinear elasto-viscoplastic model from the modified Mohr-Coulomb
criterion was presented based on the experiments in Lab and site of excavation-disturbed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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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can depict the damage mechanism of hardening，plastic softening behaviours and creep
deformation of mudstone． Us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damage and strain，the damage evolution
equations were developed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rreversible thermodynamics． The laboratory
experiments and field tests were performed，and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mudstone
permeability were discussed and a new fully coupled creep damage model and permeability
healing were established with introducing the damage and self-healing effect as the key factors
that control the HM coupling of mudstone． Taking a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repository of
mudstone as background，the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 of nuclear waste repository was
simulated by the proposed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meability of EDZ ( excavation
damaged zone ) are 108 times and 24 times than that of the original mudstone by manual
excavation and shield machine tunneling．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ffects EDZ significantly and
the damaged degree of the gallery by shield tunneling is less than that of manual excavation． The
creep damage of EDZ increases obviously in the early stage after lining supporting and makes
the permeability increased slightly． The permeability of EDZ tends to original mudstone with the
order of magnitude of 10 －19 m2 after 3 years because of the crack self-sealing and stress-water
action． The proposed model is able to effectively depict the main features of hydro-mechanical
behaviors of mudstone and it can be used for predicting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unnel
engineering．
Keywords: mudstone; nonlinear creep model; damage; self-healing; permeability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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