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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埋偏压堆积体围岩隧道二次衬砌开裂机理分析

摘 要 文章以某高速公路大型堆积体围岩隧道为例，针对施工中出现的左洞偏压段二次衬砌开裂现象，通过

室内大型饱和固结排水剪试验获得堆积体力学参数，结合现场监测资料，采用三维数值模拟方法模拟了隧道施工过

程，对二次衬砌开裂机理进行了力学分析。 结果表明：由于挡墙和堆积体围岩刚度相差悬殊，尽管在洞口偏压段设置

了 30m 的超前管棚，受严重偏压的影响，进洞施工后挡墙与二次衬砌在拱腰处产生了明显的应力集中；堆积体围岩

对施工扰动极其敏感，会产生较大的面向地形较低一侧的水平位移；随着埋深的增加，二次衬砌与挡墙在拱腰处的

应力集中及二次衬砌的水平位移均逐渐增大，共同构成了二次衬砌开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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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新建隧

道穿越不良地质地段遇到软弱围岩 的情况越来 越

多，由于其力学性能差、变形速度快、变形量大、扰动

范围大 [1]，施工中软弱围岩就会对地下 结构稳定性

产生严重影响， 容易出现衬砌变形量过大， 甚至开

裂、塌落破坏等情况，在交通工程建设中尤其受到重

视[2~8]。 对于存在严重偏压的浅埋松散堆积体围岩隧

道，由于力学性能更差、成分复杂，洞口段的堆积体

边坡受隧道开挖扰动影响就更为明显， 会产生更大

的松散压力及位移， 直接影响地下结构的受力和变

形 [9，10]，容易导致二次衬砌破损、开裂、掉块，甚至坍

塌，严重影响隧道的施工安全。 因此，对隧道混凝土

衬砌荷载及导致混凝土衬砌开裂等问题的研究也日

益加深[11～16]。 另外在偏压隧道洞口段的施工中，通常

采用挡墙、 长管棚及合理施工方案等措施来保证隧

道洞口段的施工安全 [17～19]，但是这些措施应用在 软

弱围岩隧道， 特别是地形偏压严重的松散堆积体围

岩隧道洞口施工中，会对二次衬砌产生怎样的影响，
能否同样保证进洞施工后二次衬砌的安全， 直接影

响着隧道的施工安全和建成后的运行安全。因此，深

入研究浅埋偏压堆积体隧道的二次衬砌受力变形及

其开裂机理是很必要的， 在目前公路隧道快速发展

的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某高速公路中的一大型浅埋偏压堆积体

隧道为例， 针对左洞进口偏压段施工中出现的二次

衬砌拱腰开裂现象， 通过室内大型饱和固结排水剪

切试验获得堆积体的力学参数， 结合现场监测资料

和实际施工工序， 采用三维数值模拟方法对该段进

行了施工过程模拟， 通过定量力学分析探讨了二次

衬砌开裂的原因， 以便为偏压堆积体围岩隧道积累

研究经验。

2 工程概况

隧道左线长 470 m，右线长 500 m，穿越一大型

堆积 体（图 1），左 洞 进 口 处 存 在 严 重 地 形 偏 压（图

2）。 堆积体为坡洪积成因，岩性为含砾粉质黏土、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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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石夹粉质黏土（图 3），厚度 50～70 m。 隧道以较大

角度与坡洪积山体相交通过，坡洪积山体呈长舌状，
隧道洞身横穿舌状丘陵的鞍部。 隧道围岩为散体结

构的含砾粉质黏土、碎石土夹块石，且砾石和块石成

分复杂。 在隧道进口段的坡面上发现有多处浅层滑

塌现象，土体稳定性差，地质条件复杂。

图 1 堆积体组成的山体

Fig.1 The massif composed of loose deposits

图 2 隧道左洞进口偏压地形

Fig.2 The left tunnel entrance

图 3 堆积体物质组成

Fig.3 Composition of the loose deposits

左洞偏压段进洞施工后多次出现塌方、 初期支

护开裂和下沉等现象；二次衬砌施工后，在 ZK106+
940～ZK106+993 段出现了共约 53 m 长的拱腰裂缝

（图 4），主裂缝平行于隧道纵向方向（图 5）。

3 堆积体力学试验与力学参数

采用高压大型三轴仪进行饱和固结排水剪切试

图 4 左洞二次衬砌的拱腰裂缝

Fig.4 Cracks at the haunch of the secondary lining of
the left tube

图 5 主裂缝与隧道纵向平行

Fig.5 Cracks parallel to the tunnel axis

验获取堆积体力学参数。试验采用重塑样，试样密度

按照现场密度试验结果进行制样， 两组试样对应干

密 度 分 别 为 1.65 g/cm3、1.50 g/cm3， 土 样 最 大 粒 径

dmax＝60 mm，超径土（＞60 mm）按剔除法处理后得到

试验级配（图 6）。 试样直径为 300 mm，高度为 700
mm，分 5 层制样，采用真空和水头饱和法联合饱和。

图 6 原始土样与试验土样的粒径级配曲线

Fig.6 Size grading curves of the original soil sample and the
experimental soil sample

试验得到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见图 7，强度指

标参数及非线性模型参数见表 1。 其中：Et 为切线弹

性模量；μt 为切线泊松比；Bt 为切线体积模量；φ 为

102



Vol .50 ，No.6 ，Total .No .353 Dec .2013

现 代 隧 道 技 术
MODERN TUNNELLING
TECHNOLOGY浅埋偏压堆积体围岩隧道二次衬砌开裂机理分析

第 50 卷第 6 期(总第 353 期) 2013 年 12 月出版

图 7 饱和固结排水剪切试验结果

Fig.7 Results of the shear test under saturation, consolidation, and drainage

表 1 堆积体强度指标参数及非线性模型试验参数

Table 1 Strength index parameters of the deposits and the parameters of the nonlinear model test

编号
干密度

/(g/cm3)
线性强度指标 Et μt Bt

c/kPa φ/(°) K n Rf G F D Kb m
1 1.65 68 20.1 170 0.56 0.82 0.42 0.08 1.0 120 0.20
2 1.50 67 18.4 130 0.40 0.82 0.41 0.08 1.0 110 0.17

内摩擦角；K、n 分别代表 lg(Ei /Pa)与 lg(σ3 /Pa)直线关系

的截距和斜率；Rf 为破坏比；G、F 分别代表初始切线

泊松比 μi 与 lg(σ3 /Pa)直线关系的截距和斜率；D 为轴

向应变 εa 渐近值的倒数；Kb 和 m 分别代表 lg (Bt /Pa)
与 lg(σ3 /Pa)直线关系的截距和斜率。

结合土的实际应力状态确定邓肯-张模型中不

同围压下土的初始切线弹性模量和 初始切线泊 松

比，以此近似作为数值计算中土的弹性模量 E 和泊

松比 μ。邓肯-张模型中初始切线弹性模量和围压之

间的关系表达式为：

Ei=KPa

σ3

Pa
! "n （1）

初始切线泊松比和围压之间的关系式为：

μi=G-Flg
σ3

Pa
! " （2）

式中：K、n、G、F 为试验参数；Pa为大气压力（kPa）。

研 究 区 域 内 隧 道 埋 深 为 35～70 m， 取 平 均 埋

深 为 48 m，静 止 侧 压 力 系 数 取 0.45；天 然 密 度 为

1.7 g/cm3，取 Pa =100 kPa，将 以 上 数 据 及 CD 试 验

数 据 中 的 K、n、G、F 代 入 式 （1）和 式 （2），得 到 摩

尔-库 仑 弹 塑 性 模 型 中 的 计 算 参 数 弹 性 模 量 E 及

泊松比 μ。 由于堆积土体松散，结合试验情况调整

泊松比为 0.38， 粘聚力 c 取 30 kPa， 内摩 擦角取

20°， 隧 道 围 岩 及 支 护 材 料 的 计 算 参 数 见 表 2～表

4，计算中将钢拱架的弹性模量折算给初期支护 混

凝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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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围岩及支护材料计算参数

Table 2 Calculation parameters of the surrounding rock and support material

表 3 管棚参数

Table 3 Parameters of the pipe roof

长度

/m
弹性模量

/GPa
泊松比

横截面积

/m2

极惯性矩

/m4

Y 轴二次矩

/m4

Z 轴二次矩

/m4

30 65.60 0.262 1.88e-3 9.82e-6 4.91e-6 4.91e-6

材 料
密度

/(kN/m3)
泊松比 摩擦角/(°)

粘聚力

/kPa
弹性模量

/GPa
围岩 17 0.38 20 30 0.028

锚固区 17 0.38 20 39 0.028
C20 初期支护 22 0.25 25.20
C25 二次衬砌 23 0.20 29.50

表 4 钢拱架参数

Table 4 Parameters of the steel arch

4 左洞偏压段开挖数值模拟分析

4.1 数值分析计算模型

根据左洞洞口偏压段的地质及地形条件， 建立

起止里程桩号为 ZK106+910～ZK107+020 的工程地

质模型。宽度方向上，沿隧道轴线向两侧延伸约五倍

洞径，共计 163.84 m；厚度方向上，取隧道顶部为自

由面，仰拱到模型底部距离为 56.87 m ，计算模型及

洞口组成如图 8 所示。初期支护、二次衬砌、挡墙、护

拱和套拱采用弹性模型， 围岩采用摩尔-库仑弹塑

性模型。

4.2 边界条件

各侧面设置相应法向约束，底部设置全约束，上

边界为自由边界。

4.3 计算步骤

根据施工设计及现场监测资料， 确定隧道左洞

偏压段的模拟开挖顺序如下：
明洞开挖顺序：(1)明洞土体开挖（ZK106+940～

ZK106+945）； 套拱、 护拱上部土体 （ZK106+945～
ZK106+960）及明洞右侧 土 体（ZK106+940～ZK106+
945）开 挖；边 坡 及 明 洞 右 下 侧 土 体 锚 固 。 (2)套 拱

1 挡墙；2 套拱和护拱；3 注浆锚固区；

4 明洞；5 上台阶土体；6.下台阶土体

图 8 计算模型

Fig.8 Calculation model

（ZK106+943～ZK106+945） 及 护 拱 （ZK106+945～
ZK106+960） 施 工 ； (3) 30 m 管 棚 （ZK106+943～
ZK106+973）施工；(4)明洞（ZK106+940～ZK106+945）
施工；(5)套拱及护拱上部土体回填。

型 号 横截面积/m2 惯性矩/m4 弹性模量/GPa
I18 工字钢 3.1e-3 1.7e-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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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洞开挖顺序：(1)采用上下台阶法开挖，循环

进尺为 1.5 m； 从 ZK106+945 开始， 上台阶每开挖

1.5 m，锚固及初期支护施工 1.5 m。 (2)上台阶施工至

ZK106+957，开始下台阶开挖，施工中保持上下台阶

开挖间距为 12 m。 (3)下台阶每开挖 1.5 m，锚固、初

期支护及仰拱施工 1.5 m。 (4)仰拱铺设 23 m 后，二

次衬砌施工，直至施工结束。

4.4 结果分析

考虑挡墙及隧道开挖边界效应， 选取左洞轴线

中的 （a）ZK106+960 和 （b）ZK107+002 为分析断面

（图 9A）；在（a）断面的二次衬砌拱腰与挡墙纵向内

侧边缘处设置监控点 A（图 9B），监测挡墙对二次衬

砌的影响。

图 9 分析断面及监测点分布示意

Fig. 9 The analyzed sections and the monitoring points

4.4.1 地表位移分析

从图 10 可以看出，由于堆积体结构松散、刚度

小、强度低、变形大、对施工扰动极为敏感，加上洞口

段严重偏压的影响， 施工结束后最大 地表位移为

19.8cm，位于隧道开挖的上方。位移变化趋势以隧道

轴线为中心向两侧逐渐降低， 但挡墙附近围岩位移

明显较大。
4.4.2 洞口处二次衬砌计算结果分析

图 10 地表位移云图（单位：m）

Fig.10 Contour of the surface displacements

（1） A 点应力监测过程曲线

从图 11 中的 A 点监控曲线可以看出， 随着隧

道开挖， 二次衬砌在挡墙与堆积体相结合的拱腰处

的 剪 应 力 从 6.85 MPa 增 大 到 6.92 MPa 后 趋 于 稳

定，最大主应力从 13.9 MPa 持续增加到 14.16 MPa。
受开挖边界效应的影响， 该处剪应力及最大主应力

在最后施工阶段出现局部波动。

图 11 A 点监测结果

Fig. 11 Monitoring results of Point A

（2） 洞口处二次衬砌与挡墙作用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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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衬砌过挡墙后，由于挡墙与堆积体围岩刚度

相差较大，尽管处在管棚超前支护的范围内，受地形

偏压影响，在挡墙尽头与二次衬砌拱腰处仍产生了应

力集中（图 12A），最大剪应力达到 5.5 MPa。 从图 12B
中可以看出， 过挡墙后二次衬砌最大主应力突然增

大，最大值为 26.5 MPa，超过 C25 混凝土极限抗压强

度（19 MPa）[21]，导致二次衬砌局部开裂。 在地形偏压

及堆积体松散压力的作用下，二次衬砌过挡墙后的水

平位移也明显增大（图 12C），最大值为 11.6 cm。
4.4.3 断面（a）计算结果分析

从图 13A 可以看出，施工完成后，二次衬砌向

挡墙移动，并挤压挡墙，导致靠近挡墙的二次衬砌拱

腰处产生明显应力集中，最大剪应力达到 5.5 MPa，
二次衬砌出现局部破坏。 从图 13B 中可以看出，最

大主应力为 16.4 MPa，位于上下台阶交界面上方约

0.5 m；受偏压作用的影响，二次衬砌拱腰内侧最大

拉应力达到 5.28 MPa，同样位于上下台阶交界面上

方约 0.5 m，且与最大主应力作用一致，已超过 C25
混凝土极限抗拉强度 2 MPa[21]，导致二次衬砌内侧

开裂，裂缝平行于隧道纵深方向。 从位移矢量图 13C
中可以看出，堆积体有明显向右下移动趋势，最大位

移值为 14.7 cm，位于二次衬砌拱腰的左上方。 对比

图 13B 和 13C 可以看出，二次衬砌开裂位置与侧向

偏压最大作用线基本一致。 另外，对比图 13B、图 4
和图 5 也可以看出， 模拟结果中开裂的位置及走向

与现场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 这证明了计算模型和

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4.4.4 断面（b）计算结果分析

从图 14A 中可以看出，由于受偏压影响减小，埋

深增加，断面（b）二次衬砌的最大剪应力为 3.9 MPa，
位于右上方。 从图 14B 中可以看出， 最大主应力为

29.1 MPa，作用点与图 13B 相同，在外部荷载作用下

二次 衬砌内侧最 大拉应力 达到 16.3 MPa， 超 过 了

C25 混凝土的极限抗拉强度，导致内侧拱腰处开裂。

图 12 洞口二次衬砌计算结果

Fig.12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secondary lining at the tunnel entrance

图 13 断面（a）计算结果

Fig.13 Calculation results of secti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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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断面（b）计算结果

Fig.14 Calculation results of section (b)

4.5 拱顶位移现场监测与计算结果对比分析

图 15 为 ZK106+978 和 ZK106+995 断 面 2009
年 11 月 26 日到 2010 年 1 月 13 日的拱顶位移现场

监测曲线， 施工完成后两处拱顶的累计下沉量分别

为 108 mm 和 126 mm。 图 16 为计算结果的 ZK106+
978 和 ZK106+995 断面拱顶位移的监测曲线， 其拱

顶沉降量分别为 127 mm 和 160 mm。 对比可以看

出， 监测断面的拱顶位移现场监测值与模拟结果监

测值基本相符，这也证明了计算的合理性。

图 15 现场 ZK106+978 和 ZK106+995 断面拱顶

累计下沉量-时间关系曲线

Fig.15 Curves of actual accumulative subsidence at tunnel
crown vs. time at ZK 106+978 and ZK 106+995

图 16 计算结果中拱顶位移监测曲线

Fig.16 Curves of calculated crown displacements

5 结 论

（1） 堆积体 围 岩 本 身 强 度 低、刚 度 低、变 形 量

大、结构松散、对施工扰动极其敏感是导致松散堆积

体围岩隧道二次衬砌开裂的内在原因。
（2） 从分析断面可以看出，二次衬砌开裂的位

置位于上下台阶交界面上方 0.5 m， 且右侧二次衬

砌破坏点与侧向偏压最大作用点基本一致， 计算结

果与现场开裂情况基本相符。另外，拱顶位移现场监

测值与模拟结果的监测值也基本相符， 这证明了计

算模型、计算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3） 尽管在洞口偏压段设置了 30 m 的超前长

管棚，但由于挡墙和堆积体围岩刚度相差悬殊，使得

二次衬砌过挡墙后的水平位移及剪应力突然增大，
在挡墙与堆积体相结合的拱腰处产生了明显的应力

集中，导致该处二次衬砌出现局部破坏，引发左侧二

次衬砌沿隧道纵深方向在拱腰处的破坏。
（4） 从断面（a）中二次衬砌拱腰与挡墙纵向内

侧边缘处的监测曲线可以看出， 虽然该点剪应力表

现为先增加后稳定，但随着隧道开挖的进行，压应力

表现为持续增加， 这加剧了左侧二次衬砌沿隧道纵

深方向在拱腰处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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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下台阶之间施工间距和时间间隔，以及

初期支护与二次衬砌之间施工间距和时间间隔，也

可能是二次衬砌开裂的原因。
（6） 由于挡墙和堆积体围岩刚度相差悬殊是挡

墙纵向内侧边缘与二次衬砌左侧拱腰处产生明显应

力集中的原因， 且堆积体围岩强度低产生了较大的

拱顶下沉和面向地形较低一侧的水平位移。因此，建

议对松散堆积体围岩采取注浆增加围岩的刚度和强

度， 同时加大二次衬砌的混凝土标号以增大其抗拉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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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nalysis of the Cracking of the Secondary Lining of a Shallow-
Buried Unsymmetrical Loading Tunnel in Loose Deposits

Xiao Jianzhang1 Dai Fuchu1 Min Hong2 Xu Chong3 Tu Xinbin1 Wang Minglong1

(1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a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2 Institute of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1; 3 Key Laboratory of Active Tectonics and Volcano, Institute of Geology,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Using an expressway tunnel in large, loose deposits as an example, an indoor saturated consolidation
drained shearing test was carried out to obtain the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the loose deposits, focusing on the
secondary lining cracks in the unsymmetrical loaded section of the left tube. The results were combined with
actual measured data and a 3D numerical model was created to simulate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mechanically analyze the secondary lining cracking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ecause of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iffness of the retaining wall and deposits, an obvious stress concentration has emerged at
the haunch of the retaining wall and the secondary lining after tunnel excavation, even though a 30 m-long pipe
roof has been installed at the unsymmetrical loaded portal section; 2) the loose deposits are extremely sensitive to
construction disturbance, which will cause major horizontal ground displacement towards the low-lying area; and
3)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at the haunch of the retaining wall and the secondary lining, as well as the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of the secondary lining, will gradually increase with the buried depth, which constitutes the main
cause of cracking of the secondary lining. This analysis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similar tunnels.
Keywords Shallow-buried unsymmetrical loading tunnel; Loose deposit; Secondary lining cracking; Mechanism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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