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 40 卷第 6 期 煤 炭 学 报 Vol． 40 No． 6

2015 年 6 月 JOUＲNAL OF CHINA COAL SOCIETY June 2015

编者按 与传统的钻爆法相比，TBM 工法掘进效率高，施工质量好，当地下工程长径比

达到 800 以上时造价较低，施工过程有利于环境保护，因而在深埋长大隧道和矿山巷道建设

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然而，由于深部高应力和复杂的地质条件，TBM 掘进过程中容

易发生挤压大变形、卡机等工程灾害和刀盘刀具异常磨损、主轴承损坏等机器异常现象。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 项目“深部复合地层围岩与 TBM 的相互作用机理及安全控

制”，自 2014 年立项以来，紧紧围绕深部复合地层围岩与 TBM 的相互作用关键科学问题开

展研究，取得了系列研究进展和一批成果。本期前 11 篇论文是从该项目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研究进展中，遴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深部复合地层 TBM 破

岩机理及可掘性评价方法、深部复合地层挤压大变形与 TBM 卡机致灾机理、深部复合地层

TBM 系统适应性评价决策等。希望本期论文能够为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提

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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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TBM 工法因其安全、高效、优质、环保和有利于围岩稳定等优点，将是交通、水利和矿山等

重大生命线工程建设的首选工法，而深部复合地层围岩与 TBM 的相互作用及安全控制是 TBM 掘

进过程中面临的重大基础问题。在回顾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紧扣围岩与 TBM 的相互作

用及安全控制这一主题，阐明深部复合地层地质条件与力学行为特征、TBM － 深部复合地层相互作

用与致灾机理、深部复合地层 TBM 施工安全控制与系统适应性评价决策等关键科学问题。论述围

岩与 TBM 的相互作用机理及安全控制研究思路，并介绍了部分研究进展。最后简述了 TBM 在煤

矿中的应用与发展趋势，可以预见 TBM 工法将是未来煤矿超千米深部主要巷道建设的必然发展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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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BM construction method，because of its safety，high efficiency，high quality，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nd
conductive to the stability of surrounding rock，etc． ，will be the best choice for important lifeline engineering construc-
tion，such as traffic，water conservancy and mining． Interaction and safety control between TBM and deep mixed ground
is the vital basic research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TBM tunnelling． Follow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isting prob-
lem，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scientific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safety control between TBM
and surrounding rock，including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mechanical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deep mixed
ground，interaction between TBM-surrounding rock and disaster-causing mechanism，safety control and system suitabili-
ty evaluation decision of TBM in tunnelling through deep mixed ground，etc． The scientific ideas for researches on this
topic are presented． Part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are introduced． At last，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BM in coal
mine are reviewed，TBM method will be the future developing trend in coal over kilometer deep main roadway con-
struction which can be surely predicted．
Key words: deep mixed ground; Tunnel Boring Machine; interaction; safety control; coal mine

当前我国正在大规模建设交通、水利深长隧道

( 洞) 和矿山超千米深部巷道，而深埋长大隧( 巷) 道

是这些大型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其建设安全制约

着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和进度。我国在建

和拟建的绝大多数交通、水工深长隧道和矿山深井巷

道，其长径比达到 600 ～ 1 000，甚至更高，在此条件

下，国际上公认采用全断面隧道掘进机( Tunnel Bor-
ing Machine，TBM，图 1) 工法掘进施工在工期、造价、
技术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并且: ① 深部地层水平

应力与垂直应力趋近，TBM 形成的圆形断面最有利

于隧道围岩稳定;② TBM 掘进对围岩开挖扰动小，并

能及时施作管片等全断面封闭支护，有利于围岩稳

定;③ TBM 实现开挖和支护机械化连续作业，掘进速

度可以达到钻爆法的 3 ～ 10 倍，大大提高掘进支护效

率，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改善掘进工作面的生产环

境。西部地区山高谷深，对埋深千米长度十公里以上

的深长隧道，传统的钻爆法多头掘进方式需要开掘大

量辅助支洞进入主洞，施工困难，建设周期长，环境破

坏严重，代价高昂，难以实施。因而，无论从缩短建设

周期、保护环境，还是从控制造价考虑，TBM 都是最

佳选择。而对深度超过千米的矿山软岩巷道而言，以

德国为代表的国外工程经验和我国大量的工程实践

均表明，钻爆法施工难以做到全断面封闭支护，目前

所能做到的以帮顶支护为主的“预应力锚固 + 注浆

+ 型钢支架”和“预应力锚固 + 注浆 + 混凝土浇筑衬

砌”巷道支护体系难以控制围岩稳定，不得不反复翻

修以使巷道发挥正常的运输功能，严重影响矿井生产

和安全，增加巨大的生产成本。因而，采用圆形断面

封闭型多重复合支护的 TBM 工法将成为大型矿井超

千米深部巷道掘进施工的必然发展趋势。
众多工程实践已经表明: 在复杂地质环境和高应

力条件下，深部复合地层 TBM 施工将会面临诸多亟

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和工程灾害的严重威胁。主要表

现为:① 地质条件复杂，断层破碎带、富水裂隙带、软
弱夹层频现，地层结构复杂多变，软硬地层交错出现，

为典型的“复合地层”结构，表现为沿隧( 巷) 道纵断

面或横断面上交替出现软硬不均匀地层，对 TBM 刀

盘破岩提出了严峻挑战，严重影响破岩效率，缩短刀

具和轴承使用寿命;② 由于埋深大，且历史上经历的

构造活动剧烈，深部复合地层中都赋存了高地应力，

在高地应力作用下，深部软弱岩层发生损伤扩容和大

范围的破裂碎胀，产生强烈的挤压大变形，导致 TBM
在掘进过程中发生卡机事故，造成护盾损毁; ③ 遇到

岩溶地层和富水裂隙带可能发生突涌水灾害，在局部

巨厚坚硬岩层还可能发生岩爆灾害，造成 TBM 掩埋

损毁和重大人员伤亡。这些工程灾害将对深部复合

地层 TBM 掘进的施工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处理工程

灾害和事故不仅延误工期，更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

失。如引红济石调水工程秦岭隧洞、引大济湟总干渠

引水隧洞和山西万家寨引黄工程隧洞等因卡机停工，

导致 TBM 损坏，造成经济损失上亿元。
造成上述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对深

部复合地层围岩与 TBM 相互作用的机理认识不清，

对围岩大变形卡机、突水涌泥和岩爆等工程灾害的致

灾机理和触发条件研究不够，缺乏科学、可靠的深部

复合地层 TBM 适应性评价与安全控制理论。因此，

2014 年国家科技部设立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973
计划) 项目“深部复合地层围岩与 TBM 的相互作用

机理及安全控制”，结合国家大型特大型交通、矿山

和水利工程深部复合地层隧 ( 巷) 道 TBM 掘进适应

性与安全控制的重大需求，开展深部复合地层地质条

件特征及岩体跨尺度力学效应、TBM 掘进扰动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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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复合地层围岩力学行为响应规律、深部复合地层

TBM 破岩机理及可掘性评价方法、深部复合地层挤

压大变形与 TBM 卡机致灾机理、深部复合地层 TBM
施工安全与围岩稳定控制理论、深部复合地层 TBM
系统适应性设计理论与评价决策系统等方面的基础

理论研究。

1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1. 1 深部复合地层地质条件与力学行为特征

在深部复合地层地质条件探测手段方面，对深部

复合地层中小尺度结构面的辨识常采用综合物探方

法，结合钻探岩芯编录验证，但结果不甚理想，尤其是

规模小而闭合的 IV 级结构面或影响深部应力集中的

控制性结构 － 断续结构。在深部复合地层结构和不

良地质体的超前探测预报方面，地球物理勘探方法是

主要的手段，常用的有地震波法、瞬变电磁法( TEM)

及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 CSAMT) 等，考虑地形影

响的三维反演方法是地球物理勘探方法的发展方向。
目前，在钻爆法施工隧道的不良地质体三维定位探测

和水 量 预 报 方 面 取 得 了 重 要 进 展 ( 李 术 才［1］，刘

斌［2］) 。在 TBM 施工隧道的超前探测预报方面，人

们对基于破岩震动震源的被动源地震超前预报、主动

源地震超前预报、钻孔地质雷达超前预报等方法开始

了初步探索，但由于受洞内狭小观测空间的限制及复

杂电磁环境的影响，目前尚未建立起具有针对性、实
用性、科学性的超前地质预报方法。适用于 TBM 施

工主动震源与被动震源地震波超前预报的空间观测

模式及先进偏移成像理论和钻孔地质雷达定向探测

及精细反演成像理论，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在深部复

合地层地应力研究方面，通常采用水压致裂法测试

( 蔡美峰［3］) ，对地应力的时空分布特征多基于局部

点实测数据进行空间插值。由于没有考虑复合地层

地质结构模型，目前还难以将地应力的时空变异性同

地质分析和描述有机结合。
初步的研究表明，钻爆法和 TBM 两种开挖方式

对深部围岩变形破坏行为和围岩应力场及其演化特

征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 严鹏等［4］，Tsang C. F.
等［5］) 。相对于 TBM 开挖，钻爆法开挖的爆破震动

和高应力瞬态卸荷形成的应力波对围岩的破坏更充

分，松动圈范围更大; 而 TBM 开挖由于卸荷速率缓

慢，开挖边界上的应力处于一个缓慢的准静态卸荷过

程，对围岩的损伤扰动小，松动圈范围相对较小，但是

围岩中封闭了较高的“残余应力”，导致应力集中，且

力学参数场的变化梯度更大，造成围岩的后续渐进破

坏更显著，提高了 TBM 掘进过程的卡机灾害风险; 而

对局部巨厚坚硬岩层，这种缓慢的应力转移易造成弹

性应变能的高度聚集，提高了岩爆灾害发生的潜在风

险。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钻爆法开挖方面，形

成了以“开挖损伤区”为核心的研究方向，而关于深

部工程 TBM 掘进对围岩变形破坏的影响，目前仅在

现场观测方面开展了少量研究( 李邵军等［6］，Cai M.
等［7］) ，集中在硬岩 － 中硬岩地层且开挖断面岩层单

一的条件下，缺乏对深部复合地层 TBM 掘进条件下

围岩变形破坏机制及其演化特征的基本认识和系统

研究。在工程尺度上，高应力开挖卸荷作用下围岩破

坏的典型特征是以规律性相对较强的非连续破坏形

式为主。围岩的非连续破坏是形成深部 TBM 工程灾

害( 碎裂挤压大变形、卡机、岩爆等) 的前提，但其形

成机制无法用传统的连续介质力学理论解释，目前的

相关研究还多集中在现象观测和再现以及定性的机

理解释，围岩非连续破坏的定量分析理论尚未建立。
因此，亟需研究深部复合地层地质条件特征与岩

体跨尺度力学效应、TBM 掘进扰动下深部复合地层

围岩力学行为响应规律。
1. 2 TBM －深部复合地层相互作用与致灾机理

国内外对 TBM 破岩机理的研究主要分为刀具与

岩石相互作用机理和滚刀破岩力计算方法 2 个方面。
一些学者通过室内线性切割试验研究两滚刀之间岩

片的形成机制，并以试验结果为基础预测不同岩石条

件下 TBM 的开挖效果( Ｒostami［8］) 。一些学者采用

离散元法研究岩体中节理间距、方向与岩石脆性对岩

片形成的影响( Gong［9］) ，也有学者采用贯入试验分

析刀具作用下岩石的微观劣化( 莫振泽［10］) 。目前，

针对浅部中硬岩的滚刀破岩力计算方法主要采用的

是一些经验公式，也有国内学者探讨盘形滚刀与岩石

不同作用方式下滚刀弧形刃域相应点岩石位移和应

变的计算理论和计算方法( 张照煌［11］) 。国外学者基

于全尺寸线性切割试验，建立了一些刀具受力计算预

测公式( Chang［12］，Gertsch［13］) ，但是深部复合地层的

TBM 施工围岩碎裂破坏机理和破岩过程力学响应理

论模型未见报道。围岩分级可以为 TBM 刀盘刀具、
护盾及驱动系统设计提供理论依据。现有的 Q 系

统、ＲMＲ 系统以及 BQ 等分级方法都是针对钻爆法

施工条件下隧洞围岩稳定性等级而划分的，难以满足

TBM 施工的需要，TBM 施工条件下应针对围岩的可

掘性即 TBM 的掘进速率进行围岩分级。
深部复合地层中赋存的高地应力与软弱围岩的

低强度之间存在异常突出的矛盾，TBM 掘进施工极

易产生强烈挤压大变形，导致卡机灾害。目前，国内

外许多学者采用多种变形和应力指标来分析研究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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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大变形( 喻渝［14］，张祉道［15］，姜云等［16］) 。许多学

者在试验成果的基础上，对岩石扩容力学机制进行了

研究 分 析 ( Bridgman，靖 洪 文［17］，卢 兴 利［18］，李 利

平［19］) ; 理论研究方面，陈宗基［20］认为围岩收敛变形

机理包括塑性楔体、流动变形、围岩膨胀、扩容、挠曲

5 个方面; 刘高［21］使用围岩结构性流变描述挤压变

形; 孟波、靖洪文［22］利用滑移线场理论研究了深部软

岩剪切滑移破坏大变形机理。以上研究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但是还不能很好地描述深部围岩损伤扩容 －
破裂碎胀的挤压大变形失稳演化过程机理，而且这些

研究均基于常规钻爆法开挖条件，对 TBM 掘进条件

下深部复合地层围岩的损伤扩容和破裂碎胀变形的

研究未见报道。
TBM 在挤压性围岩中掘进极易发生机身护盾被

卡事故，这个问题已经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尚彦

军［23］从工程地质角度分析了 TBM 卡机及护盾变形

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控制措施; 温森、徐卫亚等［24］进

行了 TBM 卡机风险分析。围岩与护盾的相互作用关

系是卡机致灾机理研究的核心，主要研究方法有定性

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Lano［25］提出“N2 关系图表”
法，定性分析围岩 － 刀盘、护盾 － 支护间的相互作用。
定量 分 析 有 经 验 分 析 法、解 析 法 和 数 值 计 算 法。
Schubert［26］、Khademi Hamidi［27］试图克服解析方法的

缺点，引入基于现场测试的经验分析法，但是经验方

法的可信度是有限的，这和具体工程的现场参数取值

有关。采用较多的解析法是以围岩特征曲线和支护

特征曲线为基础的特征曲线法［28］，但该方法不能给

出沿隧 道 纵 向 作 用 在 护 盾 和 管 片 上 的 围 岩 压 力。
Graziani 等［29］，Ｒamoni 等［30］，Sterpi 等［31］通过数值模

拟研究了围岩 － 护盾 － 支护间的相互作用及掘进速

率和扩挖量对护盾受荷的影响; Kai Zhao 等［32］提出

了一种三维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围岩、TBM 机器、支护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然而边界条件的选取，尤其是围

岩、护盾、支护结构间的界面模拟存在困难。
综上，国内外学者在 TBM 掘进破岩、可掘性评

价、挤压大变形机理和卡机致灾机理上做出了一些探

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① 现有的破岩理论主要基于楔形刀具，现

行采用较多的常截面盘形滚刀的破岩机理还有待揭

示;② 深部复合地层中滚刀与岩石接触压力分布形

式有待进一步研究; ③ 缺少一种适合深部复合地层

TBM 掘进施工的围岩分级方法; ④ 现有的研究难以

反映 TBM 掘进围岩的变形规律和卡机灾害的孕育形

成机理，缺少对 TBM 卡机灾害预测和防治的有效方

法。因此，亟需对深部复合地层 TBM 破岩机理及可

掘性评价方法、挤压大变形与 TBM 卡机致灾机理开

展深入研究。
1. 3 深部复合地层 TBM 施工安全控制与系统适应

性评价决策

深部复合地层 TBM 施工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

挤压大变形导致围岩失稳、掘进工作面塌方，继而引

起 TBM 卡机、设备损毁和人员伤亡等灾害事故( 王占

生［33］，S. Yagiz［34］) 。控制卡机的有效措施主要包括

预留围岩变形量、控制掘进速率和超前支护。通过预

留围岩变形量控制卡机灾害包含较为复杂的理论计

算，需考虑岩石的流变特性，现有研究仅限于中、浅部

地层，缺少对 TBM 掘进速率和停机时间等因素的深

入分析 ( 刘 小 伟［35］) ; 此 外，超 前 支 护 ( Seung Han
Kim［36］) 的作用方式和效果取决于隧道埋深、地应

力、地下水、围岩条件和掘进参数等因素，因缺少研

究，目前关于其对卡机灾害的控制作用机理尚不清

楚。另一突出问题是 TBM 掘进过程中的突涌水灾

害，当前的研究多针对钻爆法隧道和矿井巷道，关于

TBM 掘进突涌水问题的研究则仅局限于一般性概括

分析( 王占生［33］) ，而对其孕育、诱发、致灾和控制机

理与控制方法等缺少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当遇到局

部巨厚坚硬岩层时，TBM 掘进可能发生岩爆。虽然

国内外对岩爆的研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由于

现场岩爆类型不一，各种岩爆的形成机制极其复杂，

对其认识尚不充分，使得现有预测预警和控制技术远

不能满足要求。围岩稳定性控制是 TBM 施工安全控

制的关键问题。卡机、突涌水和岩爆灾害很大程度上

都可归结为围岩变形破坏及其控制问题。深部复合

地层 TBM 掘进围岩稳定控制必须深入揭示围岩 － 多

重支护体系的作用机理，既有研究在煤矿深部巷道围

岩变形破裂特征、机理和控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 何满潮［37］) ，然而，关于深部复合地层 TBM 掘进隧

道围 岩 稳 定 性 的 研 究 则 很 少。研 究 表 明 ( 张 军

伟［38］) ，“管片 + 豆砾石充填灌浆 + 锚固”支护和“管

片 + 豆砾石充填灌浆 + 锚注”支护是 TBM 隧道支护

的主要形式，但其工程设计仍依赖于经验类比，现有

钻爆法中的围岩支护理论与稳定控制原理并不能照搬

到深部复合地层 TBM 隧道中，对多重支护结构与围岩

的相互作用机理鲜有研究，支护设计缺乏理论指导。
对于硬岩或中硬岩，TBM 设计理论和实践应用

已相对成熟。但对于复合地层，在 TBM 与围岩的相

互作用机理、有效掘进方式及 TBM 系统适应性设计

等方面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与硬岩或中硬岩地

层掘进相比，TBM 在复合地层中掘进时会遇到一系

列特殊问题( 图 1) 。TBM 适应性评价涉及到众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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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需对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确定它们单

独和耦合的影响。TBM 适应性评价在国外一直受到

重视，国内也有少量研究 ( Shahriar［43］，张镜剑［40］) ，

如: 刘春［41］从地质条件、掘进机性能和施工方法等方

面对修建乌鞘岭隧道采用 TBM 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和评价。

图 1 TBM 穿越复合地层

Fig. 1 TBM advances through composite stratum

总体来看，对于较完整的中硬岩地层，TBM 的设

计理论和应用已比较成熟，但对于复合地层，在设计

理论方面还缺少针对性研究。因此，迫切需要对深部

复合地层 TBM 施工安全与围岩稳定控制理论、深部

复合地层 TBM 系统适应性设计理论与评价决策系统

进行深入研究。

2 关键科学问题

根据国家大型特大型交通、矿山和水利工程深长

隧( 巷) 道重大工程建设需求、相关学科国际学术前

沿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紧密围绕深部复合地层围岩与

TBM 相互作用机理及安全控制的基础理论问题，从

深部复合地层地质结构与赋存条件、围岩与 TBM 相

互作用过程及机理、TBM 适应性评价与安全控制等

视角，凝炼出 3 个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1) 深部复合地层地质条件与力学行为特征。
深部复合地层往往经历了交替沉积、岩浆侵入和

多次构造活动等多种地质作用，软硬岩层交互层叠，

并隐伏断层破碎带、富水裂隙带和岩溶等不良地质

体，岩体结构复杂多变。另外，大埋深导致复合地层

内往往赋存高地应力，同时，强烈的构造活动作用和

复杂多变的地质结构导致地应力场具有明显的空间

变异性。深部复合地层地质条件和岩体力学行为特

征对 TBM 掘进施工的适应性和安全性起主要控制作

用。为此，需要开展深部复合地层的地质结构条件、
地应力场特征及围岩力学行为特征研究。

深部复合地层 TBM 掘进的基本力学条件是高应

力缓慢卸荷作用导致围岩扰动应力场整体上高度集

中，伴随局部高水平封闭余应力。在这种应力条件

下，岩体力学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新特征。因此，需要

揭示高应力缓慢卸荷和高水平封闭余应力作用下，复

合地层围岩的变形破坏机制，建立相应力学模型，提

出围岩力学行为演化规律的合理表征方法。
( 2) TBM － 深部复合地层相互作用与致灾机理。
深部复合地层 TBM 破岩掘进及挤压大变形卡机

在本质上取决于 TBM 与围岩的相互作用( 图 2 ) ，具

体表现为 2 个方面: ① 复杂多变的岩性和岩体结构

对 TBM 破岩效率与可掘性的控制作用; ② 高应力软

弱围岩挤压大变形对 TBM 掘进安全的控制作用。
传统 TBM 适用于硬岩和中硬岩地层掘进。而深

部复合地层岩性和岩体结构变化剧烈，岩体强度、硬
度和脆性等相差悬殊，对 TBM 掘进破岩效率和刀具

寿命产生极大影响，因此，需要重点研究高地应力作

用下复合地层软硬界面和软弱岩层的 TBM 破岩机理

和可掘性评价理论。

图 2 TBM 开挖模型

Fig. 2 TBM excavation model

深部复合地层高地应力和岩体软弱结构形成了

围岩挤压大变形产生的基本条件。TBM 开挖扰动改

变了岩体的初始应力状态，造成开挖扰动区围岩体相

继进入峰前损伤扩容和峰后破裂碎胀状态，产生强烈

挤压变形，导致护盾被卡。卡机的力学本质是围岩与

护盾间的相互作用，为此，需要研究深部复合地层

TBM 卡机的围岩挤压大变形孕育演化机制，提出挤

压大变形卡机预测分析和防控理论。
( 3) 深部复合地层 TBM 适应性与安全控制。
深部复合地层 TBM 适应性与安全控制问题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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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 3 个方面: 深部复合地层 TBM 掘进的典型工

程灾害防治和围岩稳定控制、深部复合地层安全高效

掘进的 TBM 系统适应性设计及 TBM 系统对深部复

合地层适应性的评价决策。
深部复合地层 TBM 掘进可能遇到的工程灾害主

要有 2 类:① 高应力软弱围岩挤压大变形失稳导致

TBM 卡机，② 高压水体突出和局部巨厚坚硬岩层岩

爆导致围岩突发性破坏和机毁人亡。前者属于高应

力卸荷条件下的围岩静态变形失稳，后者属于应力转

移引起的围岩动力破坏失稳，两者均由围岩失稳引

起，所以围岩稳定性控制是 TBM 施工安全控制的关

键。需要研究 TBM 掘进围岩挤压大变形卡机作用机

理、突涌水和岩爆灾害孕育演化机理和多重支护系统

协同作用对围岩稳定的控制机理。
深部复合地层 TBM 掘进会遇到一系列特殊问

题。滚刀在复合地层软岩区域破岩时容易造成刀具

偏磨和轴承快速磨损，掘进效率低下，因此需要研究

刮刀系统在复合地层软岩区域的破岩机理; 而对掘进

面上软硬岩层同时出现的情况，单一的滚刀或刮刀都

不能有效破岩，因此需要研究滚刀和刮刀联合破岩作

用机理，在刀盘设计上需要研究滚刀和刮刀联合配置

优化问题。复合地层中软硬岩层交替出现，在针对坚

硬到极软弱岩体的 TBM 掘进模式适应性方面，需要

研究掘进模式的转换设计。复合地层会使刀盘振动

加剧、扭矩和推力变化幅度加大，主轴偏心受力，因此

需要研究 TBM 刀盘和驱动系统的动态受力特性。
评价深部复合地层 TBM 掘进的适应性需要建立

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涉及到地质条件、TBM 系统性

能、岩 － 机作用响应与围岩稳定性、掘进效率与成本

等众多因素，评价指标的选择要能反映多层次、多因

素的影响。各个评价指标的属性、单位和重要程度不

同，拟研究不同评价指标之间的不可公度性，确定评

价指标的适应度和权重，建立基于合理指标体系的适

应性评价方法，为深部复合地层 TBM 选型与系统设

计提供依据。

3 研究思路

以大型特大型交通、矿山和水利工程深部长大隧

( 巷) 道“复合地层围岩与 TBM 相互作用的机理”为核

心，以“深部复合地层的地质条件与岩体力学行为特

征”为基础，以“TBM 在深部复合地层中掘进的适应性

与安全性控制”为目标，凝练出 3 个关键科学问题，综

合运用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岩体力学、多尺度力学、地
下水动力学、隧道工程、井巷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机
械工程、系统工程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采用室内外

试验、物理模拟、理论分析、数值仿真、监测反馈等综合

性研究方法，遵循地质概化、试验揭示机理、理论分析

建模、数值仿真再现、现场验证应用的研究路线，开展

深部复合地层 TBM 掘进破岩机理及可掘性表征、挤压

大变形与卡机灾害致灾机制、施工安全与围岩稳定控

制的基础研究，揭示深部复合地层围岩在 TBM 掘进扰

动引起的高应力缓慢卸荷作用下的破坏变形与稳定性

演化特征，建立深部复合地层 TBM 掘进适应性的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与决策系统，提出适应于深部复合地层

掘进的 TBM 系统设计准则，依托具有典型复合地层地

质与岩体结构特征的辽宁某引水工程隧道和引汉济渭

工程秦岭隧洞 3 个示范工程，开展 TBM 在深部复合地

层中掘进破岩适应性和施工安全控制的应用研究。总

体研究思路如图 3 所示。

4 研究进展

围岩 － TBM 相互作用机理及力学模型是“深部

复合地层围岩与 TBM 的相互作用机理及安全控制”
研究的核心，本文主要介绍这一方面的研究进展。围

岩与 TBM 相互作用体现在 2 方面: ① 掘进工作面岩

体与 TBM 刀盘刀具的相互作用，即刀盘刀具破岩;②
护盾区域围岩与 TBM 护盾间的接触 － 摩擦相互作用

及由此导致的卡机。
4. 1 TBM 破岩机理与力学模型

( 1) TBM 滚刀破岩机理。
滚刀作用下岩石破坏过程可分为 2 个阶段: 压碎

区的形成和裂纹系统的扩展。当滚刀正下方岩石内

部的应力状态满足某一准则，原本完整的岩石就会被

压成碎块，随着贯入度持续增加，岩石块度越来越小，

逐渐被压成岩石粉末，成为传递滚刀作用力的媒介。
当压碎区边界或者岩石内部弹塑性边界上某些点满

足相应裂纹扩展准则时，该处的微裂隙和缺陷就会沿

某一方向扩展，形成不同形式的裂纹。向着掘进面岩

石内部扩展的裂纹构成中间主裂纹，起到预破碎作

用; 向着滚刀两侧扩展的裂纹形成侧向裂纹，当到达

岩石自由面或者与相邻滚刀产生的裂纹相互交汇时，

就形成岩石碎片。特别地，相邻盘形滚刀之间形成的

侧向裂纹不断向外扩展延伸，在两滚刀之间某一深度

范围处交汇贯通时，这两把滚刀之间的岩石就形成大

块度岩石碎片并脱离掘进工作面，达到掘进破岩的效

果，如图 4( a) 所示。最后，滚刀一方面绕着自身轴承

进行自转运动，一方面绕刀盘中心轴做公转运动，不

断重复贯入 － 切割破岩过程，在掘进面岩石表面切割

出一系列同心圆沟槽，实现连续破岩和全断面破岩，

如图 4( 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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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总体研究思路

Fig. 3 General ideas of the research

图 4 TBM 滚刀与到刀盘破岩过程示意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for rock fragmentation by
disc cutter and cutterhead

( 2) TBM 滚刀破岩力计算模型。
盘形滚刀在破岩过程中受到的作用力可以分解

为法向推压力、切向滚动力和侧向挤压力。破岩过程

中这三向作用力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但是其数值均在

某一值上下变化。
获取滚刀与岩石之间的接触压力分布形式是建

立破岩力计算模型的关键［42］，如图 5 可知，该接触压

力分布形式中存在 3 个关键接触压力值 p0，p'和 p，其

中 p0是位于滚刀正下方处的基准压力值，p'是沿滚刀

刀圈中线圆周方向上的接触压力值，p 是滚刀刀圈横

截面上的接触压力值。

图 5 滚刀与岩石接触压力分布形式

Fig. 5 Contact pressure distribution between
disc cutter and rock surface

J. Ｒostami［43］通过统计回归分析全尺寸线性切割

实验结果，给出了基准压力 p0 的计算公式:

p0 = C
3
Sσ2

cσt

δ 槡槡 rw
( 1)

式中，C 为常数，一般取 2. 12; S 为滚刀间距; σc 为岩

石抗压强度; σt 为岩石抗拉强度; r 为滚刀半径; w 为

滚刀刀圈宽度; δ 为滚刀 － 岩石接触角，可由下式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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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 arccos r － d( )r
( 2)

式中，d 为滚刀贯入深度。
为合理描述沿滚刀刀圈中线圆周方向上的接触

压力分布形式，可引入接触压力分布指数 ψ［43］，并由

此得到 p'计算公式:

p' = p0 1 －( )θ
δ

ψ
( 3)

式中，θ 为方位角，0≤θ≤δ; ψ 为接触压力分布指数，

在 － 0. 2 ～ 0. 2 之间变动，一般情况下可取 ψ = 0。
为合理描述滚刀刀圈横截面上的接触压力分布

形式，引入赫兹压力分布形式，获得 p 计算公式:

p = p' 1 － 2z( )w槡
2

( 4)

将式( 1) 和( 3) 代入式( 4) 可获得滚刀与岩石接

触压力分布形式的三维表达式:

p = C
3
Sσ2

cσt

δ 槡槡 rw
1 －( )θ

δ

ψ
1 － 2z( )w槡

2
( 5)

如图 6 ( a) ，对于积分可得微元段上接触压力合

力 dF，其作用点位于该微元段中心处，方向沿滚刀径

向，表达式如下:

dF = πrw4 p0 1 －( )θ
δ

ψ
dθ ( 6)

如图 6 ( b) 所示，对上式在滚刀与岩石接触角 δ
范围内积分可得法向推压力 Fn 和切向滚动力 Fr 表

达式［44］:

Fn = ∫
δ

0
cos θdF =

πrwp0
4 ∫

δ

0
1 －( )θ

δ

ψ
cos θdF ( 7)

Fr = ∫
δ

0
sin θdF =

πrwp0
4 ∫

δ

0
1 －( )θ

δ

ψ
sin θdF ( 8)

图 6 滚刀破岩力分解

Fig. 6 Ｒesolution of rock breaking force

4. 2 挤压大变形卡机致灾机理与预测分析模型

( 1) 挤压大变形卡机致灾机理。
TBM 开挖后围岩产生的挤压变形主要由峰值前

损伤扩容变形和峰后碎胀变形组成。其中，峰后碎胀

变形是大变形最主要的原因，峰后裂隙汇聚贯通成宏

观破裂面，块体沿破裂面滑移错动，并随着卸荷产生

多级次生裂纹，裂纹间相互贯通，发生块体间错动、滑
移和翻转，从而产生较大的体积膨胀。

TBM 开挖对围岩的扰动应力和变形随时间和空

间逐步演化发展( 称之为“时空效应”) ，通过现场测

试数据拟合和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提出了同时考虑

开挖面空间效应和挤压变形时间效应的围岩位移释

放率计算公式:

ur ( y，t) = uM
rx 1 + exp － y /Ｒ( )[ ]1. 1

－1. 7
×

1 + a 1 － T( )t + T[ ]{ }b
( 9)

其中，a，b 为与地层条件有关的无量纲参数; T 为表

示围岩时效特征的参数。
卡机的力学本质是围岩与护盾间的接触 － 挤压

－ 摩擦相互作用 ( 图 2 ) ，TBM 开挖卸荷后围岩相继

进入损伤扩容和破裂碎胀状态，进而导致围岩发生挤

压大变形，靠近 TBM 刀盘处的围岩径向位移较小，一

开始变形值并未达到扩挖间隙，随着距离开挖面距离

增大，径向位移逐渐增大( 式( 9) ) ，在某一点处其径

向位移达到扩挖预留变形间隙，从这一点开始围岩与

护盾接触，对护盾产生挤压力，进而在 TBM 推进时，

护盾受到来自围岩的摩擦阻力，当 TBM 前移时推进

系统所提供的推力不足以克服护盾所受的摩阻力时，

便发生护盾被卡灾害。
( 2) 卡机灾害预测分析力学模型。
根据挤压大变形本构模型和围岩应满足的平衡

方程等基本方程，推导 TBM 掘进条件下围岩特征曲

线( GＲC ) ，护盾 区 域 围 岩 挤 压 变 形 纵 向 剖 面 曲 线

( LDP) 计算方法如式 ( 9 ) 。护盾达到屈服强度之前

服从线弹性力学行为，则对于护盾支护应力有

Ps ( y) = KsNus ( y) ( 10)

其中，下标“s”为护盾“shield”的缩写; KsN为护盾抗压

刚度; us为护盾径向位移。
据此，可计算得到围岩与护盾相互作用曲线。根

据围岩挤压变形纵向剖面曲线 ( LDP) ( 式( 9 ) ) 与卡

机触发条件，不考虑时间效应时计算得到围岩与护盾

接触起点 y* 与开挖面距离:

y* = － 1. 1Ｒln ΔＲ
uM
r

+ 2 －( )1. 7
－ 1
1. 7

－[ ]1 ( 11)

通过改进围岩与护盾相互作用曲线计算方法可

计算得到围岩对护盾挤压力 Ps。
护盾所受摩阻力 Ｒ f主要由围岩挤压变形对护盾

产生的摩阻力 Ｒ fs和由于 TBM 自重产生的摩阻力 Ｒ fw

0221



第 6 期 刘泉声等: 深部复合地层围岩与 TBM 的相互作用及安全控制

组成。
Ｒ f = Ｒ fs + Ｒ fw ( 12)

其中:

Ｒ fs = f∫
l

0
PSdl2πＲ ( 13)

Ｒ fw = fW ( 14)

式中，f 为围岩与护盾间的摩擦因数; W 为 TBM 自重。
根据 TBM 纵向方向上的受力分析，建立 TBM 卡

机状态判别准则

Fr + Fb ＞ FI ( 卡机)

Fr + Fb ≤ FI ( 不卡机{ )
( 15)

式中，Fb为 TBM 正常连续掘进开挖所需推力; FI 为

TBM 推进系统所能提供的额定推力。

5 TBM 在煤矿中的应用与发展

如前所述，采用圆形断面封闭型多重复合支护的

TBM 工法将成为大型矿井超千米深部软岩巷道掘进

施工的必然发展趋势，本节简要论述 TBM 在煤矿中

的应用与发展。
隧道掘进机的使用可追溯到 19 世纪，1851 年美

国工程师 Charles Wilson 设计开发了一台蒸汽机驱动

的岩石切割机，这被公认是第 1 台在岩石中连续掘进

的机器。20 世纪 50 年代，J. S. Ｒobbins 重新设计制

造了第 1 台硬岩隧道掘进机，并首次成功应用于美国

南达科他州首府皮耶尔市 Oahe Dam 的隧洞工程，揭

开了现代隧道掘进机开挖硬岩隧道的序幕［45］。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 TBM 技术的开发与

应用发展迅速，水利部门和铁路部门通过设备引进和

合作生产的方式先后引入 TBM 施工技术，至今我国

采用 TBM 掘进的隧道工程超过 50 个，取得了引人瞩

目的成绩。同时，TBM 装备制造业从无到有发展迅

速，改变了我国以往 TBM 装备完全依靠国外进口的

局面。据有关统计，我国各类可用 TBM 开挖的隧道

超过 6 000 km，预计到 2020 年 TBM 需求 200 台以

上。
TBM 在我国的发展主要经历了 4 个阶段: ① 阶

段 1: TBM 设计、制造和施工全过程由国外企业主导，

中国企业学习( 1985—1995 年) ;② 阶段 2: 国外企业

完成 TBM 设计和制造，国内承包商参与隧道施工

( 1995—2005 年) ;③ 阶段 3: 国外企业主导设计，国

内专家参与设备选型和系统设计，零部件加工和设备

组装在国内进行，国内承包商自主施工( 2005—2012
年) ;④ 阶段 4: 与国外厂商合作，自行设计生产 TBM
装备，自主设计施工 TBM 工程( 2012 至今) 。

相比于钻爆法，TBM 工法具有安全、高效、优质、

环保和有利于围岩稳定等优点。为了提高施工安全

性和降 低 施 工 成 本，TBM 逐 渐 应 用 于 采 矿 行 业。
TBM 在采矿行业中的应用要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

代，随后又在其他一些地下采矿中进行了一些尝试

( 包括在英格兰煤矿中的应用) 。早期在煤矿中应用

TBM 的普遍缺点包括缺乏有经验的施工队伍、小尺

寸滚刀的负荷能力较小和机器功率有限等。随着刀

具设计和材料的发展、液压和电气系统的进步以及计

算机和电控技术的运用，加之获得在不同工程项目中

成功应用 TBM 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大型现代化煤矿

建设的需要，我国的一些大型煤矿逐步在煤矿建设中

尝试应用 TBM 施工。
我国 首 次 将 TBM 引 入 到 煤 矿 巷 道 建 设 中 是

1999 年山西乡宁王家岭矿井选用 TBM 开挖超长平

硐( 10. 8 km) ［46］。随后山西塔山煤矿和神华新街试

验斜井也开始尝试应用 TBM 施工，目前处于试验探

索阶段。
2005 年山西大同集团塔山煤矿引入 Ｒobbins 双

护盾 TBM154 － 273 掘进长 3. 5 km 的主平峒( 主运输

巷) ［47］。在施工过程中，采用预制钢筋砼轻枕代替管

片、少部分Ⅳ、Ⅴ级围岩采用喷射混凝土加锚网的支

护形式，工程取得了较好的施工效果。
2010 年神华集团引入 TBM 建设运煤通道，并于

2013 年开始在新街台格庙矿区一号井的主、副斜井

使用由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生产的 2 台具备土压平衡

功能的单护盾 TBM 开挖长距离斜井，开挖直径 7. 6
m［48］。该项目具有大坡度 ( － 10. 5% ) 、长距离 ( 6. 3
km) 、深覆盖( 660 m) 等特点。采用具有土压平衡功

能的单护盾 TBM 实施煤矿长斜井建设，在煤炭行业

是空前的，也填补了国内大坡度掘进机施工的空白。
该 TBM 也是全球首台长距离大坡度煤矿斜井全断面

隧道掘进机。
2014 年，淮南矿业集团与北方重工集团合作研

发了一台敞开式 TBM 用于张集矿深井巷道的快速掘

进取得成功，解决了 TBM 系统通过立井输送至井下

掘进施工巷道，在井下完成刀盘焊接组装和整机系统

安装调试，电气系统的设计满足煤矿井下安全环境要

求等技术难题，为 TBM 应用于深部矿井主要开拓巷

道的掘进施工进行了示范性尝试，积累了宝贵经验。
2012 年笔者等［49］提出在解决所涉及关键岩石

力学和机械制造等问题的基础上对 TBM 加以改进引

入煤矿超千米深部巷道建设的理念，旨在解决超千米

深井巷道建设所遇到的困难，使之既能发挥 TBM 的

优点，同时又能满足深部矿井开拓巷道掘进施工要

求，并将其称之为全断面岩石巷道掘进机 ( Ｒ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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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Face Ｒoadway Boring Machine) 。
除上述工程外，目前中煤陕西大海则煤矿主斜井

也拟采用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生产的外径 7. 18 m 的复

合式 TBM 施工。斜井长 2 633 m，倾角 － 14°，埋深

637 m，二衬拟采用外径 6 900 mm、内径 6 100 mm、厚
400 mm 的单面楔形通用管片支护。

与传统硬岩 TBM 隧道施工不同，TBM 运用于煤

矿建设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 1) 由于煤系地层含有大量瓦斯等易爆气体，需

要对 TBM 设备进行专门的防爆处理和煤安设计;

( 2) 针对煤矿巷道，需对 TBM 搭载的各种支护

设备进行相应的改进，使其能够满足各种地质条件下

的支护强度;

( 3) 煤矿地层是典型的复合地层，因此应特别注

意 TBM 刀盘破岩适应性和围岩挤压大变形卡机、突

涌水等灾害防控，保障 TBM 在煤矿斜井和巷道建设

中安全高效掘进;

( 4) TBM 开挖的圆形断面形状可能不太利于煤

矿中多条轨道的材料运输、出渣和主运输，可以利用

TBM 开挖形成的岩渣回填开挖巷道底部，以利于铺

设轨道和胶带机;

( 5) 针对超千米深部煤矿巷道，需要对高地应力

条件下滚刀与软岩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研究，例

如软岩条件下的最优刀间距将显著区别于硬岩条件

下的最优刀间距;

( 6) 需要注重 TBM 煤矿巷道建设中的数据资料

收集，加强施工队伍教育和培训，为我国 TBM 煤矿巷

道建设积累宝贵的经验。
可以预见，TBM 工法是未来煤矿超千米深部巷

道建设的必然发展趋势。采用 TBM 工法进行煤矿长

距离斜井和大巷建设，将改变我国乃至世界煤矿矿井

建设模式。

6 结 论

( 1) TBM 工法将是交通、水利和矿山等重大生命

线工程的首选施工方法。深部复合地层围岩与 TBM
的相互作用机理及安全控制是重大工程建设施工需

要解决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
( 2) 为了研究深部复合地层围岩与 TBM 的相互

作用机理及安全控制问题，应解决 3 个方面的科学问

题: 深部复合地层地质条件与力学行为特征、TBM －
深部复合地层相互作用与致灾机理、深部复合地层

TBM 施工安全控制与系统适应性评价决策。
( 3) 目前国内外对围岩与 TBM 的相互作用机理

及安全控制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还需要

在深部复合地层地质条件特征与岩体跨尺度力学效

应、TBM 掘进扰动下深部复合地层围岩力学行为响

应规律、深部复合地层 TBM 破岩机理及可掘性评价

方法、深部复合地层挤压大变形与 TBM 卡机致灾机

理、深部复合地层 TBM 施工安全与围岩稳定控制理

论、深部复合地层 TBM 系统适应性设计理论与评价

决策系统等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
( 4) 目前 TBM 在煤矿井巷掘进施工中已经开始

了试验探索，可以预见，采用 TBM 工法将是未来煤矿

超千米深部巷道建设的必然发展趋势。

由于篇幅所限，文中省略了大量图表和公式。感

谢国家“973 计划”“深部复合地层围岩与 TBM 的相

互作用机理及安全控制”项目工程领域的顾问专家、
咨询专家及项目专家的悉心指导，感谢项目各课题负

责人及全体研究人员的大力支持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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