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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是目前世界上埋深最大的实验室。以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CJPL–II)工程为研究对

象，通过变形、开裂、弹性波、扰动应力、微震、声发射、三维激光扫描、岩体结构面遥测、爆破振动测试等原

位综合监测手段，实时获取深部地下实验室开挖全过程的岩体响应及其演化特性，实现对深部岩体微观到宏观多

尺度破裂、隧洞表面到岩体深部变形的综合监测。研究工程场址的地质辨识方法，给出深部复杂地质结构条件下

的地质分区，结合真三轴、结构面实验和地应力测试，揭示各实验室开挖过程中不同的变形特征和破坏模式，实

时捕获了深部工程灾害变形破裂的前兆信息，有效预警了岩爆和塌方工程灾害，确保了实验室施工全过程的工程

安全。研究成果和基础数据为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安全建设运行、探讨深部岩体力学与工程科学难题均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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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Jinping Underground Laboratory(CJPL) in China is currently the worlds deepest laboratory in 

overburden.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second phase project of CJPL，namely CJPL–II. Rock mass behaviors 

during the whole excavation process were real-timely obtained via a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approach，

including the measurement of deformation and fracturing of rock mass，the elastic wave testing，the distribution 

stress testing，the micro-seismic and AE monitoring，the 3D laser scanning，the rock mass structure photogrammetry，

the rock blasting monitoring，etc. It was also achieved that the multi-scale ruptures，from micro to macro，of rock 

masses，as well as their deformations from excavation surface to deeper surrounding rock，were detected or 

monitored. Based on a proposed identification approach of the engineering geology，the geological zones of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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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 mass structure were distinguished，in which rock mass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failure modes as 

well as the deformation and fracturing information prior to rock mass hazards were revealed. Several tunnel 

hazards including rockbursts and collapses were pre-warned，which ensured the safety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unnels. This research with lots of basic data obtained is great significant to safe construction and the long-term 

operation of CJPL-II and to explore the deep problems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science. 

Key words：rock mechanics；Jinping；underground laboratory；in-situ monitoring；hazard of deep engineering；

pre-warning 
 

 
1  引  言 

 

深部地下实验室已成为全球各国发展建设和科

学探索的一种新的趋势和必然，21世纪科学所面临

的最引人瞩目的问题将在深部地下实验室得到解

决。深部地下实验室不仅可以将粒子物理、天体物

理、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和工程学等学科研究前沿

推向新的高度，还将极大地促成这些学科间相互融

合，将为人们对赖以生存的星球、星球上栖息的生

命、星球所归属的宇宙提供全新的认识，为保障国

防经济安全的地下技术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就岩石力学工程学科而言，大多数发达国家已在矿

山和深部地下开辟了深部地下实验室。如美国科学

家已调研了深部地下科学和工程的潜在科学价值。

经过多年的预研，提出了关于地下研究的计划，建

立深部地下科学和工程实验室来完善现有的科研体

系，加拿大、意大利、韩国、日本等也都相继建立

了深部地下实验室，主要用于核废料处置和物理试

验研究[1]。而在建的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埋深约     

2 400 m，是目前世界上最深的地下实验室。 

在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CJPL–II)建设和

运行过程中，一方面，施工过程中的潜在的岩爆、

片帮、坍塌等硬岩工程灾害发生的频率高、危害严

重；另一方面，工程运行过程中岩体长期力学行为

和支护结构的长期时效特性，是工程建设安全运行

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同时，深部硬岩工程灾害孕

灾机制、防控和长期稳定性也是国际岩石力学与工

程界尚未解决的难题。 

为此，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和雅砻

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针对该实验室建设和运行

开展了原位综合安全监测研究，揭示施工过程中深

部围岩的力学响应机制，预警深部硬岩工程灾害，

评估深埋隧洞长期运行过程中的稳定性，对中国锦

屏地下实验室的安全运行和解决深部岩体力学与工

程安全科学难题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

对工程概况、地质条件识别、原位监测方法和部分

典型测试结果进行综合的阐述和分析。 

 
2  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工程 

 

2.1 工程概况 

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工程位于锦屏交通洞A洞

南侧，最大埋深约 2 400 m。根据锦屏深部地下实验

室二期的功能设计要求，结合布置区域的地质条件、

已有洞室布置和施工条件，地下实验室总体方案采

用 4洞 9室“错开型”的布置形式，如图 1所示。

目前共有 9个实验室，其中 1#～6#为物理实验室，

7#～9#规划为深部岩石力学实验室。1#～8#实验室各

长 65 m，城门洞型，隧洞截面 14 m×14 m，9#实验

室长 60 m(东西两侧各 30 m)。各实验室均采用钻爆

法施工，分 3层开挖，上层 8.0 m，中层 5.0 m，下

层 1.0 m。其支护方式主要为锚杆和喷射混凝土。 
 

 
 

 

 

 

 

图 1  锦屏地下试验室二期隧洞布置图 

Fig.1  Configuration of deep tunnels of CJPL–II 

 

2.2 工程地质条件 

2.2.1 构造特征 

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工程区位于轴向近南北走

向的背斜区，2#交通洞轴线部位即为背斜核部，在

4#实验室桩号 0+2 m处可见该背斜核部的露头，如

图 2(c)所示。1#，2#和 3#实验室位于该背斜北西翼，

4#～8#实验室位于南东翼。从核部往两翼岩层产状

特征为：走向均为近 SN～NNE，北西翼倾向 NW，          

1# 2# 

3# 4# 

5# 6# 

7# 8# 

9# 

辅引 1#支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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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构造平面展布图 

   

(b) A-A剖面图                                       (c) 4#实验室 0+002 m处背斜核部露头 

图 2  锦屏地下试验室二期工程区工程地质条件 

Fig.2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ering geological condition of CJPL–II site 

 

南东翼倾向 SE。 

工程区在 2#～4#实验室间发育 2 条断裂构造，

延伸较长，整体上错切背斜构造，最大宽度 1 m左

右。2 条断裂构造与背斜构造是地下实验室工程区

主要构造格局。按照构造类型可将工程区围岩分为

2个区，即(I)区为背斜核部与局部断层构造区和(II)

区为背斜两翼构造影响区，如图 2所示。 

2.2.2 岩性分布与围岩类别 

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工程区位于交通辅助洞 A

南侧辅引支洞桩号 AK7+600～8+150 m段，岩性为

三迭系中统白山组(T2b)大理岩。工程区 2#，3#和 4#

实验室岩性变化显著：2#实验室在桩号 0+017 m处

见绛紫、白色的微晶大理岩，层厚为 0.3～1.2 m；

桩号 0+020 m后渐变为层厚为 30～80 cm的灰白或

灰黑细晶大理岩；桩号 0+037 m后为灰白色厚层状

细晶大理岩；桩号 0+056 m后为杂色/灰白色厚层状

细晶大理岩，而桩号 0+058 m则转变为浅肉红色厚

层状大理岩。此外，受构造挤压作用，4#，5#，6#

实验室岩性也存在差异，如 4#实验室 0+056 m至 6#

实验室南东端部为白色夹铁灰色条带的厚层状细晶

大理岩。5#实验室 0+041 m～6#实验室 0+021 m段

岩体挤压破碎强烈，部分原岩结构遭到破坏。7#和

8#实验室岩性相对单一且完整，为灰色夹灰白色条

带厚层状细晶大理岩。 

整个工程区围岩类别上，3#和 4#背斜核部区岩

体完整性最差，如图 2所示，以 III类为主，局部可

为 IV类。从背斜核部向 NW和 SE两翼岩体完整性

逐步增大，向 II类围岩转变。 

 
3  原位综合监测方法 

 

根据该地下实验室工程区的地质条件、隧洞布

0 50 100 m

蚀变破碎带 背斜轴线 

2#交通洞

9–2# 9–1#

1#交 
通洞 

1#实验室 2#实验室 

纵剖面线
断层破碎带 

A A3#实验室 4#实验室

5#实验室 6#实验室

“423”岩
爆区域 

“823”岩爆区域 

7#实验室 8#实验室 

4#交通洞 

3#交通洞

差 好好 

(I) 
(II) 

III～IV类

“413”塌方区域 

II类 

构造分区：(II) 
围岩条件：II类 

破坏模式: 2 3 2 1结构型塌方 结构应力 
型破坏 

板裂与岩爆 

辅引 1#支洞 

辅引 2#支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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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开挖方案和监测实施的功能，实时获取隧洞开

挖和运行过程岩体的力学响应，设计采用的原位监

测方式包括开挖损伤监测、应力监测、微震和声发

射监测、三维激光扫描、爆破振动监测和岩体结构

遥测等综合监测手段。在监测钻孔的布置上设计了

开挖前预埋和开挖过程动态布置相结合的方法，并

进一步结合真三轴、结构面、点荷载试验和地应力

测试，实现对岩体多尺度破裂、变形和岩爆灾害的

跟踪分析和安全预警。 

3.1 开挖损伤和应力监测 

开挖损伤监测的主要手段包括利用数字钻孔摄

像捕捉岩体裂隙分布与发展状况、声波测试获得损

伤区岩体弹性波及松弛深度的变化情况、多点位移

计获取围岩的变形演化特征[2-5]。应力监测包括 2个

方面，即围岩支护锚杆应力监测和岩体三维扰动应

力监测。 

现场共布置个 23 个不同类型监测设施的开挖

损伤监测断面，114 个监测钻孔，累计钻孔深度约    

1 981 m，典型监测断面的布设如图 3所示。 
 

 

(a) 岩体弹性波和钻孔摄像测试断面 

 

 

(b) 扰动应力监测断面布设 

图 3  隧洞开挖损伤监测典型断面布置 

Fig.3  Configuration of typical monitoring sections for EDZ  

and surrounding rock mass stress 

 

3.2 微震和声发射 

采用原位微震和声发射的综合测试技术手段，

实时监测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开挖过程中微震及声

发射活动，研究深埋洞室群开挖岩体破裂演化及围

岩损伤区形成过程，揭示高地应力硬脆性围岩破坏

(岩爆、应力型塌方、片帮、板裂等)孕育过程及机

制，同时实时预警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开挖过程中

的岩爆风险[6-9]。本次微震监测采用中国科学院武汉

岩土力学研究所研制的岩石破裂高精度智能微震监

测系统(Sinoseism)和南非 Institute of mine seismology 

(IMS)微震系统组成的联合监测系统，其硬件部分由

微震传感器、信号保真盒、数据采集仪、数据传输

和时间同步系统、不间断电源及中心服务器等部分

组成。自主开发了完善的用以微震信息解译的岩体

微破裂震源参数(发震时刻、震源位置、微震辐射能

等)计算及微震活动演化分析系统。目前该技术已在

锦屏二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红透山铜矿等开

展了现场试验与应用[10-13]。声发射监测则采用美国

物理声学公司的 Sensor Highway II (SH–II)–64声

发射仪。其硬件部分主要为声发射传感器、声发射

采集卡、监测主机等组成。声发射监测采用适宜于

原位岩体破裂信号监测的谐振频率为 20 kHz 的

R.45IUC 声发射传感器。前置放大器与压电元件一

起置入传感器探头中，以更好地抵抗长期监测中的

电磁干扰。 

微震监测采取了突出重点兼顾全局的策略，传

感器在空间上整体呈立体式放射性分布，监测范围

覆盖整个深部实验室施工区域，且在实验室开挖方

向及高程上形成良性阵列内布置。此次微震监测的

有效监测通道数达到了 80个，实现了精细化扑捉岩

爆孕育过程中的微震信息，有效保障了深部实验室

开挖过程中岩爆风险实时预警的可靠性。数据分析

时，岩体微破裂信号识别及滤噪选取小波–神经网

络滤波方法[14]，岩体微破裂定位则采用分层速度模

型[15]和岩体微震源分层定位方法[16]。最终基于所获

取的微震活动特征采用动态微震预警方法[17]开展

岩爆风险预警。 

现场共布置微震和声发射监测钻孔采用预埋和

动态布置 2种方式，共 80个钻孔，累计钻孔深度约

1 621 m。典型监测断面如图 4所示。 

 

 

图 4  典型微震和声发射监测断面 

Fig.4  Configuration of typical monitoring section for  

microseismic and acoustic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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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维激光扫描和围岩结构面遥测 

3.3.1 三维激光扫描测试技术 

三维激光扫描仪是对被测物体整体或局部自动

进行精确快速的扫描，直接获取计算机可处理的被

测区域的点三维坐标，即点云数据。它能够反映了

被测物体整体结构的面和体，并且真实还原被测物

体的三维形态[18-22]。 

基于脉冲测距原理的三维激光扫描仪主要采用

一种高速激光测时、测距技术的 TOF脉冲测距法，

它获取实物三维坐标的原理如下： 

通过三维扫描仪的扫描头向目标物发射出窄束

激光脉冲，利用内部扫描控制模块测量和控制每个

激光的横向扫描角度 和纵向扫描角度 ；利用内
部距离测量模块可以计算发射激光和接受被反射回

来的激光之间的时间差或相位差，进而计算出扫描

中心到目标物之间的距离 S，并且还可以根据反射

回来的激光的强度，对目标点进行灰度值的匹配。

对于三维激光扫描仪而言，采集数据使用的坐标系

是局部坐标系，以扫描仪自身中心为原点，X，Y轴

在局部坐标系的水平面上，且 Y轴为扫描仪的扫描

方向，Z 轴在局部坐标系的垂直方向。由此得到三

维激光扫描目标点 P的坐标(Xs，Ys，Zs)的计算公式：  

s

s

s

cos cos

cos sin

sin

X S

Y S

Z S

 
 


 
 
 

           (1) 

3.3.2 深部岩体结构面遥测 

岩体结构遥测系统是根据摄影测量的原理，对

岩体结构进行非接触性三维数据采集与测量分析。

系统包括两部分：(1) CAE 立体采集仪，含有 2个

高分辨率相机、定位激光、辅助光源、触摸显示屏。

(2) 软件系统，包括三维图像处理和岩体结构分析，

不仅能够构建三维岩体结构表面模型和识别、拟合

岩体结构面、裂隙、节理等，而且能够统计其分布

规律和对其进行稳定性分析。 

遥测系统的基本原理如图 5 所示，假设 OL和

OR处两照相机的焦距都相等，各内部参数也相等。

两照相机与被测区域相互平行且在同一高度上，从

而确保 2个照相机的 X轴共线、光轴 Y和 Z轴相互

平行。根据目标点 P 在 2 个不同三维坐标系中(OL

和 OR)的空间坐标 PL，PR，照相机的内部参数和照

片的中心投影比例关系可以确定其在相机坐标系中

(CCS)的空间坐标。然后根据的相机单位外方位元素 

 
图 5  测量目标点与其成像点之间的几何关系 

Fig.5  Measuring geometr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rget and  

imaging 

 

将三维岩体结构表面模型进行平移、旋转与缩放等

操作，将其定位到真实的大地坐标系中。 

在隧洞进行三维结构面扫描测量时，首先针对

区域中的节理、裂隙发育情况，地质条件(是否包含

大断层、挤压破碎带和错动带等)，以及是否具有代

表性确定出研究区域的范围和大小。然后在研究区

域中的岩壁面上制作标记点，测量其大地坐标，以

便以后将三维岩体表面模型转化到三维真实空间坐

标系中用。再采用 CAE立体图像采集仪对研究区域

的岩体进行采集。最后，将采集到的数据导入软件

系统进行节理、裂隙、结构面的识别、提取、拟合，

以及统计分布规律和分析其稳定性。 
 
4  深埋隧洞开挖响应与典型监测结果
分析 
 

4.1 隧洞破坏模式 

地质构造、围岩条件和地应力决定了隧洞的主

要破坏模式：在如图 2 所示的地质分区中，I 区内

以结构型塌方为主，II 区以结构应力型破坏为主，

包括结构应力型塌方和高应力脆性破坏，如板裂和

岩爆。岩爆发生后的现场典型破坏如图 6所示。 
 

 

图 6  8#实验室某岩爆现场 

Fig.6  A rockburst occurred at laborator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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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岩体变形破裂特征 

基于预埋和开挖动态布置的监测钻孔，实时跟

踪岩体变形破裂全过程变化特征。由于该实验室区

域特殊的区域地质构造和岩体结构，实验室开挖过

程中的岩体变形破裂表现为如下特征： 

(1) 背斜核部与断层构造区变形较大，开挖过

程出现的最大变形达到 60 mm，而背斜两翼构造影

响区变形较小，最大约 16 mm，典型结果如图 7(a)

所示。 
 

 
(a) 隧洞边墙位移过程线 

 

 
(b) 岩体破裂钻孔摄像展开图 

图 7  锦屏地下实验室开挖过程典型变形破裂特征 

Fig.7  Characteristics of rock mass displacement and fractures  

in CJPL–II 

 

(2) 背斜核部与断层构造区产生了大变形，但

深部岩体开裂特征不明显，但背斜两翼构造影响区

在距离边墙 0～1 m的深部岩体产生显著破裂，包括

新裂隙生成和已有裂隙张开现象，典型测试结果如

图 7(b)所示。 

(3) 隧洞的每一层开挖扰动，变形均有台阶式

突增现象，开挖完成后 3 d左右，岩体变形趋于稳

定，开挖完成后，各实验室变形均处于阶段性收敛

状态。 

(4) 岩体弹性波和钻孔摄像揭示的开挖损伤区

范围一般在 0.8～3.5 m范围。 

4.3 岩爆预警分析 

深部地下实验室开挖过程中发生多次岩爆，等

级从极强到轻微不等。前述精细化布置的微震监测

系统有效捕捉到了岩爆孕育过程中岩体破裂微震活

动信息。因此，基于所获取的三维实时微震活动性

时空序列特征及动态岩爆预警方法[17]，结合岩体变

形破裂观测、地质结构遥测和数值模拟，成功预警

实验室多次岩爆。实验室在开挖过程中未发生由岩

爆灾害造成的设备及人员严重损伤事故。 

一次强烈岩爆发生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 11 时

13 分，5#实验室桩号 0+12～0+32 南侧边墙至拱肩

区域，如图 8所示。岩爆发生时伴有较大响声，部

分爆出岩块被抛掷至隧洞北侧边墙。此次岩爆对应

微震事件的当地震级达 1.2，微震释放能为 2.6×106 J。

此次岩爆造成岩爆区域内隧洞拱肩部位已有锚杆和

初喷支护严重损坏。 
 

 
图 8  5#实验室发生的某强烈岩爆现场 

Fig.8  An intensive rockburst occurred at laboratory #5 

 

此次岩爆发生前岩爆区域区附近微震活动空间

分布如图 9所示，图中球体颜色代表微震事件震级

大小，颜色与震级大小的对应关系如图中图例所示。

球体大小则表示事件的微震释放能大小，尺寸越大，

释放能量越多。该次岩爆孕育过程中微震活动特征

为： 

 

图 9  强烈岩爆微震活动空间分布 

Fig.9  Space distribution of seismic activity of an intensive  

rockbu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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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爆发生前，岩爆区出现大量岩体微破裂微震

事件，在空间上呈现集结特征且集中在岩爆发生区

附近； 

岩爆区微震活动性(微震事件数、微震释放能和

微震视体积)均已达到强烈岩爆级别； 

该岩爆为时滞性岩爆(岩爆发生前微震活动一

般具有一段时间“平静期”的特征[14])，但该次岩爆

发生前几小时内，精细化监测系统仍捕捉了大量微

震信号。 

4.4 典型洞段结构面遥测结果分析 

4.4.1 典型测试结果 

本文选取地下实验室 1#交通洞 0+33～0+36 m

的左右边墙为案例，分析采用结构面遥测系统的典

型测试结果。对整个 8.2 m×8.2 m城门型隧洞，采

用分 8次进行扫描，根据每上下相邻两幅照片中的

特征点，将采集的岩体表面信息合成整个三维岩体

表面模型(见图 10)。从图 10中的三维岩体表面模型

可以看出，该模型的照片质量清晰，节理、裂隙、

结构面纹理明显，对隧洞的围岩稳定性分析起到了

重要作用。 

 

图 10  1#交通洞典型结构面遥测结果 

Fig.10  Structural plane measurement by stereo camera at traffic 

tunnel #1 in CJPL–II 

 

4.4.2 深部岩体板裂特征识别 

结构面遥感技术被创新性地应用于深部岩体板

裂破坏特征的识别研究中。现场观测显示处于高应

力区的 7#，8#实验室围岩完整性相对较好，开挖过

程中板裂破坏特别显著，微震事件频发也说明了该

现象。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工程采用“先中导洞，

后两侧边墙扩挖”的开挖方式，扩挖施工将边墙的

板裂面直接揭露，形成了直接观测围岩板裂形态的

露头。因此，利用结构面遥测技术可安全、快速、

准确的采集边墙的板裂特性。基于该数据可直接分

析板裂产状、迹线长度和间距等重要几何参数的规 

 

(a) 板裂三维图 
 

 
(b) 板裂特性识别图 

图 11  7#实验室右边墙岩体板裂三维辨识 

Fig.11  Three-dimensional mapping for spalling of the right  

wall of laboratory #7 of CJPL–II 

 

律和分布特征。图 11 展示了 7#实验室 0+030 洞段

右侧边墙板裂特征，图 12 给出了板裂产状的玫瑰

图。由图 12可知，板裂面与洞室成小夹角。 

 

 

图 12  7#实验室 0+30桩号右边墙板裂产状玫瑰图 

Fig. 12  Joint rose map of the right wall spalling at K 0 + 030  

section of laborator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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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深部地下岩体结构特征识别 

将测试到的锦屏地下实验室 1#实验室结构面特

性，采用上半球等面积极点赤平投影法对其进行分

析，根据优势结构面划分原则对其划分为 3组优势

结构面(见图 13)，其优势方位分别为： 

第一组(No.1)：平均倾向 217.3°、平均倾角    

68.5°；第二组(No.2)：平均倾向 36.6°、平均倾角

80.0°；第三组(No.3)：平均倾向 107.3°、平均倾角

52.6°。将分组后的结构面，通过柱状图和拟合函数，

统计其倾向、倾角、间距、迹长的分布规律，其规

律分布如表 1所示。 
 

 
图 13  1#实验室结构面上半球等面积极点赤平投影 

Fig.13  Stereographic in equal area upper hemisphere of  

laboratory #1 

 
5  结  论 

 

通过对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工程安全原位

综合监测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认识： 

(1) 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工程所处岩性为

三迭系中统白山组的大理岩，位于背斜的特殊地质

构造中，根据构造特征将工程区围岩划分为背斜核

部与局部断层构造区和背斜两翼构造影响区。 

 

(2) 不同的地质构造、围岩条件和地应力决定

了各实验室开挖过程中不同变形特征和破坏模式，

包括结构型塌方、结构应力型塌方和高应力脆性破

坏(片帮和岩爆)。 

(3) 变形、开裂、弹性波、应力、微震、声发

射、爆破振动、三维激光扫描、岩体结构面遥测等

综合原位监测手段，实时捕捉了深部地下实验室开

挖全过程的岩体响应及其演化特性，实现了对深部

岩体微观到宏观多尺度破裂、隧洞表面到岩体深部

变形的综合监测。 

(4) 基于微震、变形和岩体开裂综合原位监测，

有效捕捉了深部工程灾害变形破裂的前兆信息，结

合室内实验和地应力测试，有效预警了岩爆和塌方

工程灾害，确保了施工全过程的安全。 

(5) 目前，地下实验室各洞室均处于阶段性稳

定状态，由于深部工程具有显著的时效特性，实验

室开挖完成后，正在对深部岩体长期力学行为和潜

在的工程灾害给予重点关注和跟踪，确保地下实验

室在长期运行过程中的安全。 

(6) 由于物理实验的需要，在已开挖完成本文

介绍的锦屏地下实验室基础上，正在 4#，5#实验室端

头进行竖井扩挖。扩挖施工完成后将形成直径 18 m、

高 30 m左右实验室，正在通过预埋和随开挖动态布

置综合监测设施，获取施工过程中高边墙微震活动、

变形、锚杆应力及扰动应力的演化特征，实时跟踪

高边墙围岩稳定并进行深部工程灾害预警是大跨

度、高应力条件下的竖井施工和后期安全运行的必

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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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实验室结构面信息统计结果 

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tructural planes at #1 laboratory 

组别 

结构面几何参数特征值 

倾向 倾角 迹长 间距 

分布状态 均值/(°) 标准差/(°) 分布状态 均值/(°) 标准差/(°) 分布状态 均值/m 标准差/m 分布状态 均值/m 标准差/m

一 正态 217.3 25.2 指数 68.5 15.8 负指数 1.8 1.3 负指数 1.1 0.7 

二 负指数  36.6 58.6 指数 80.0  7.1 负指数 2.1 1.5 负指数 2.0 1.7 

三 正态 107.3 16.5 正态 52.6 10.7 对数正态 2.5 1.8 负指数 3.2 2.6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2 m 

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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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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