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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洞室开挖扰动区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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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下洞室开挖会形成新的临空面，这种卸荷作用使洞室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岩体应

力场发生改变，岩体力学性质及水力性质发生降低。发生这种改变的区域，一般称为开挖扰动

区或开挖损伤区(EDZ)。研究开挖扰动区的特征及演化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工程意

义。本文从地下工程 EDZ 的概念分区、现场测试及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四个方面，

对地下工程中现有的开挖扰动区的研究工作进行详细的总结和分析，认为如何根据测得的多

个参数来综合评估开挖扰动区的范围和岩体力学性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深部的开挖

扰动特征不同于浅部，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数值模拟方法对开挖扰动区影

响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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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Ｒesearch on Excavation Disturbed Zone of Underground Openings
Li Yangfan，Sheng Qian，Zhang Yonghui，Zhu Zeqi，Lu Dingji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Institute of Ｒock and Soil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Wuhan 430071，China)

Abstract: In underground excavation，both the stress field and the rock mechanical parameters around the
openings will be changed by the unloading effect due to excavation． This affected area is generally called as
excavation disturbed zone or excavation damaged zone (EDZ) ． It’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engineering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laws of EDZ．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various
experiments and studies on EDZ，including EDZ characterization，monitoring，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numerical
modeling．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extent of EDZ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various
parameters; the excavation response of deep rock mass shows some new scientific phenomena，which needs further
study;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excavation damage zone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with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Keywords: underground openings; excavation disturbed /damaged zone;monitoring and experiment;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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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岩体是一种复杂的地质体，通常情况下都处在

复杂的应力状态下，承受三向应力的作用。在地下

工程中，洞室开挖会形成新的临空面，这种开挖卸

荷作用使其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岩体应力场产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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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扰动，开挖临空面附近一定范围内岩体的力学性

质发生明显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为岩石内部大

量裂纹的萌生、扩展和贯通、岩体的声波波速的下

降以及渗透系数的增大
［1］。发生这种扰动的区

域，一 般 称 为 开 挖 扰 动 区 ( Excavation Disturbed
Zone) 或开挖损伤区(Excavation Damaged Zone)，

在我国又被称为围岩松动圈或围岩松动区。在外

界荷载作用下，扰动区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演化，围

岩将发生进一步的损伤，最终导致围岩失稳破坏，

或渗透能力大幅度提高不符合工程要求。开挖引

起的扰动区范围是评价工程开挖活动对环境影响

的一个重要指标。研究开挖扰动区的特征及演化

规律，对于优化支护参数、安全施工及进行工程稳

定性和安全性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

价值。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放射性核废料地质贮藏

安全性评价的过程中，开挖扰动区的研究逐渐引起

了国外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随后许多国家进行了

大量的理论和现场试验研究以及监测、测试工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加拿大核能研究公司

AECL(Atomic Energy of Canada Limited) 地下工程

实 验 室 UＲL ( Underground Ｒesearch Laboratory )

(1989—1996)针对 Lac du Bonnet 花岗岩，开展了

大量的现场试验及监测工作
［1，2］;日本的 Matsui 等

人(1993—1998) 在 Kamaishi 矿区也开展了 EDE
(Excavation Damage Experiment) 实验，T Sato［3］

等

人在日本的中部 Tono 矿区开展了关于开挖扰动区

的现 场 实 验 研 究; 瑞 典 核 废 料 处 理 公 司 SKB
( Swedish Nuclear Fuel and Waste Management
Company) 以 瑞 典 东 南 部 sp 岛 的 硬 岩 试 验 室

(Hard Ｒock Laboratory) 为基地开展了多种手段的

试验与分析工作
［4，5］，SKB、ANDＲA 与 UK Nirex 联

合开展的 ZEDEX 实验(1994—1997) 对比分析了

爆破和机械钻孔两种开挖方式下 EDZ 的特征;瑞

士的 Mont Terri［6］
地下工程实验室(UＲL)针对黏土

岩的开挖扰动区进行了大量试验研究;由加拿大、
中国、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联合参与的国际合作

研究项目 DECOVALEX 于 1992 年启动，主要进行

裂隙岩石的 THM 以及 THC 多场耦合试验、模型及

模 拟 研 究。 S． Emsley ( 1997 )［7］、G． Bckblom
(1999)［8］、T Sato(2000)［3］、P． Bossart(2002)［6］、
Ｒ． S． Ｒead (2004)［1］、S． Mitaim (2004 )［9］、J． B．
Martino(2004)［2］、冯夏庭(2008)［10］

等人从现场试

验、理论分析、数值模拟等角度分别对上述各自的

工作做了详细的介绍和总结，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

地推动了 EDZ 的研究技术的进展，具有非常重要

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主要从地下洞室的 EDZ 的概念分区、现

场测试、室内实验、理论、数值模拟等方面，对国内

外学者关于地下洞室开挖扰动区的研究工作进行

总结和分析，指出现有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对未

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2 EDZ 的分区

EDZ 即 开 挖 扰 动 区 ( Excavation Disturbed
Zone) 或开挖损伤区(Excavation Damaged Zone)，

一般被定义为由开挖及应力重分布作用引起的开

挖周围岩体发生损伤或破坏的区域。该区域的主

要特征体现为:新裂纹的产生以及既有裂纹的扩展

或闭合、原应力场的扰动。与此同时，开挖周围的

岩体的力学、水力及物理特性都将发生改变。这些

改变对工程项目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不同的工

程环境对这些参数的改变控制不同，因而 EDZ 的

定义会随工程目的不同而不同
［11］。例如，公路铁

路隧道开挖引起的扰动区是指岩体发生显著变形

或者切向应力出现明显增长的区域，这是由于位移

和应力是控制隧道岩体稳定性问题的主要因素。
然而，对于核废料贮藏室的开挖扰动区一般认为是

节理裂隙大量扩展滑移贯通的区域，在这种情况

下，裂隙扩展引起的岩体渗流特性的改变比位移和

应力等因素更重要。因此，需要针对特定工程的目

的来选择关键参数作为划分开挖扰动区的依据。
国内学者董方庭教授等

［12］
于 1970 年代开始

开展了开挖扰动区(Excavation Disturbed /Damaged
Zone)的研究工作，把在围岩中发展的破裂区定义

为松动圈，提出了以松动圈厚度为指标的巷道支护

岩石分类方法、支护机理解释和支护参数确定方

法，称之为松动圈支护理论。因此，在国内松动圈

与开挖扰动区同义。在国外，瑞典、瑞士、加拿大、
日本等国家的学者们基于大量现场试验的结果，分

别提出了不同的 EDZ 分区方法。在瑞典 SKB、法

国 ANDＲA 与英国 UK Nirex 实验室联合开展的

ZEDEX 实验(1999)［7］
中，研究认为由开挖面沿洞

径向外依次为破坏区和扰动区，破坏区内岩体性质

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扰动区内，以应力状态改变

为主，岩体性质发生微小的改变，且大多可以恢复，

扰动区是破坏区渐变到原岩状态的区域，因此这两

个区域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在瑞士，Paul Boss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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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2002)［6］
在研究 Mont Terri 矿区的开挖扰动

特征时，认为开挖后产生的塑性区就是开挖扰动区

(EDZ);在加拿大 AECL 的地下工程实验室，Martin
等人(1996)［2］

在研究核废料的安全储存问题时，

将 EDZ 定义为由于裂隙扩展引起岩体发生不可逆

转的破坏的区域，具体指开挖周围岩体力学特性、
水力传输特性发生可测量的、永久的改变的区域，

并将其具体划分为内、外扰动区，内扰动区是指紧

邻开挖面，声波波速及水力渗透系数出现明显增大

的区域，外扰动区为渐变区域，其中内扰动区又包

含破 坏 区 和 非 破 坏 区; 类 似 地，G Bckblom 等

(1999)［8］
将 EDZ 划分为破坏区(Failed Zone)，损

伤区(Damaged Zone) 和扰动区(Disturbed Zone);

Sato［3］
等(2000)将开挖扰动区分为开挖损伤区、非

饱和区和应力重分布区。葛修润等
［13］

以三峡工程

为背景，首先开展边坡开挖扰动区的测试工作，采

用了地震波水平同步穿透、电磁波透视( 层析成

像)、声波测井等多种手段对开挖扰动区的范围与

岩体力学性状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盛谦等

(2002)［14］
提出将边坡开挖扰动区分为卸荷损伤

区、卸荷影响区及轻微扰动区的 EDZ 的划分原则。

图 1 浅部开挖扰动区分区示意图
［8］

Fig． 1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EDZ［8］

实际上，这些区域的划分并没有具体的边界，

而是一系列沿洞径向外的渐变区域，如图 1。以

ZEDEX 为代表的地下工程 EDZ 研究结果表明
［15］:

EDZ 中的岩体力学与水力学特性在开挖后发生了

明显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EDZ 的范围小于洞径

的 1 /2;Ｒ． S． Ｒead(2004)［1］
总结了加拿大 AECL

地下工程实验室自 1982 年来 20 年间的研究成果，

发现开挖扰动区内的岩体稳定性与很多因素有关，

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原岩应力、地质结构、开挖方式、
地下洞室几何形状及走向、临近洞室的开挖、支护

方式、温度及湿度作用以及岩体类型等，其中岩体

类型、地应力场和开挖方式是影响 EDZ 范围与性

质的主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分区方法一般都是基于传

统的塑性区理论提出的，均是沿开挖面向岩体内部

一系列连续的分区，在地表和浅部地下工程实践中

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但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加，深部

岩体工程响应发生了一系列新的特征科学现象，这

些特征科学现象与浅部岩体工程响应相比具有迥

异的特点
［16 ～ 18］。在深部岩体中开挖巷道时，巷道

两侧和工作面前的围岩中会产生交替的破裂区和

不破裂区，称这种现象为分区破裂化现象
［19］。现

有的塑性变形和塑性圈等参数指标已经不能反映

深部岩体工程响应的本质特性和特征现象，需要建

立深部岩体 EDZ 分类分区方法。

3 EDZ 的现场测试与实验研究

如何通过现场监测实时了解开挖过程中扰动

区内的岩体响应也是国内外学者重点研究的课题

之一。开挖作用会引起洞室周围岩体内部裂纹大

量萌生及扩展，同时岩体的声波波速、水力传输特

性都会下降，此外声发射次数与裂纹密度、裂纹长

度等都有一定的关系，因此通过测量这些参数的改

变可以确定开挖扰动的范围。而通过室内试验重

现现场检测到的破坏现象，并进一步进行岩体的破

坏机制分析，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3． 1 浅部 EDZ 的现场测试及实验研究

由于此前大部分的地下洞室开挖主要是在浅

部进行的，故浅部的开挖扰动区的监测研究已经比

较成熟。目前，已经形成了微震监测网络、声波测

试、地震波、地质雷达、钻孔弹模、原位液压测试、模
型实验等多种手段组成的测试方法，其中微震监测

网络以及声波测试方法应用最为广泛。
3． 1． 1 微震监测及声波测试

微震监测网络可以监测大范围内声发射次数

(Acoustic Emission)以及微震事件(Micro-Seismic)

次数，评估岩体内部裂纹的大小以及微裂纹的产生

和扩展，因此可以有效地确定开挖扰动范围
［20］。

加拿大 AECL、日本 EDE 以及瑞典 ZEDEX 实验中

均采用了微震监测技术来实时监测开挖过程中扰

动区内的岩体响应。此外，M． Cai 和 P． K． Kaiser
(2005)［21］

采用微观力学模型给出了岩石损伤程

度、裂纹密度、裂纹长度以及裂纹分布与 AE /MS 次

数的定量关系。
声波的波速随介质裂隙发育、密度降低、声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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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增大而降低，随应力增大、密度增大而增加。井

巷围岩的完整性好其纵波速就高，反之就低。利用

这一特性，Stephen D Falls 等(1996)［22］
利用声发

射法及超声波测试法研究了不同开挖方式及不同

应 力 水 平 下 的 开 挖 扰 动 区 特 征。Maxwell 等

(1998)［23］
利用声波测井和地震折射法，评估了开

挖损伤区的范围和损伤程度。陈新万等(1999)［24］

指出在膨胀、松软破碎围岩中，传统的湿孔声波探

测法已经不再试用，并提出了应用于软岩的单个干

孔一发双收声波探测技术。
3． 1． 2 其他测试方法及实验研究

杨永杰等人
［25］(1997)结合华丰矿巷道围岩松

动圈探测实例，提出了松动圈地质雷达探测方法。
借助于 C-PMMA 法和氦气法，Autio 等(1998)［26］

开展了开挖扰动区渗透系数、物质运移传导系数的

测试。M． Souley 等(2001)［27］
在 TSX 试验中采用

原位液压测试，得到了开挖扰动区内的水力特征。
B． Amaziane 等(2004)［28］

通过理论推导，定量地研

究了开挖扰动区内裂纹的产生对单一液体流动的

影响。S． Kwon 等
［29］(2009)利用 Goodman 测试方

法研究了开挖扰动区内岩体弹性变形模量的变化，

认为原岩应力、杨氏模量和开挖扰动区大小是影响

洞室稳定性的三个主要因素。靖洪文等
［30］(2009)

研制了全景数字钻孔摄像煤矿巷道围岩松动圈测

试系统，并采用钻孔图像中围岩裂缝的圆形度指标

作为判断围岩松动圈标准。林鹏等
［31］(2003)用摄

像机捕捉了实验模型中开挖扰动区围岩的失稳过

程，研究了钻孔形成的开挖扰动区。
3． 2 深部 EDZ 的测试及实验研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南非 2073m 深的金矿中，

首次发现了深部岩体分区破裂化现象
［32］。随后，

在 20 世纪 80 ～ 90 年代，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

院对分区破裂化现象分别进行了深部矿井现场实

验研究、实验室模拟实验研究、理论分析以及现象

的应用研究
［33 ～ 37］，提出稳定化振动的假设，指出交

替破碎结构的发展形成是与钻探和爆破的动力过

程相联系的。
钱七虎院士

［19，33］
基于国外对分区破裂化现象

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归纳了分区破裂化现象的主要

特征参数及其变化规律，并揭示了分区破裂化现象

产生的条件。李术才等(2008)［38］
在淮南矿区丁集

煤矿深部巷道围岩中通过钻孔窥测仪探测并观察

到了分区破裂化现象，并以录像的形式记录下来，

肯定了深部巷道围岩分区破裂化效应的存在，并指

出围岩分区破裂的半径与巷道半径基本呈线性

关系。
潘一山等(2007)［39］

通过模型试验发现岩石环

形裂纹的出现与围压、加载方式和岩石力学特性有

关，分别从巴西劈裂和蠕变的角度研究了分区破裂

化。顾金才等(2008)［40］
首次以模型试验证实了分

区破裂的存在，洞室在较大的轴向压力作用下，当

洞壁具有较大的直墙面，或具有较大的曲率半径

时，洞壁围岩是可以产生分层断裂现象的。张强勇

等(2009)［41］
以也通过相似材料制作模型，再现了

分区破裂现象。宋义敏等(2010)［42］
进行了拉断裂

和远场断裂破坏、V 型坑破坏及分区破裂化 3 种破

坏形式的试验研究，试验中采用平面和空间加载方

式对预制洞室模型进行加载，通过白光散斑数字相

关方法和声发射对模型洞室围岩的破坏过程进行

监测。
3． 3 研究现状评价

到目前，在开挖扰动测试方面，已经形成了微

震监测网络、声波、声发射、地震波、地质雷达等多

种手段组成的测试方法，但如何根据测得的多个参

数来综合评估开挖扰动区的范围和岩体力学性状

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此外，目前深部分区破

裂化现象的测试及实验研究均处于初级阶段。在

室内模型实验方面，虽有学者观测到环形裂纹及分

层破裂现象，实际上这些实验中的环带状破裂现象

并不明显，标识出的破碎带与非破碎带仍有交叉，

因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分区破裂。因此深部地下

洞室开挖响应亟需后续深入地研究。

4 EDZ 的理论研究

目前，关于开挖扰动区的理论计算主要是基于

“塑性区”的概念或松动区的相关理论。多数情况

下，EDZ 的理论求解与塑性区的求解密切相连。
此外，国内外不少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基于经典塑

性圈理论的 EDZ 评价指标，同时针对深部岩体新

的 EDZ 特征也开展了很多理论研究工作。
4． 1 不同屈服准则下的 EDZ 理论求解

一般基于弹塑性理论的 EDZ 求解需首先假定

岩石或岩体的本构关系，并相应地给出岩石或岩体

发生破坏的屈服准则，随后进行求解，进而得到开

挖卸荷后围岩扰动应力场和位移场的理论解。因

此，屈服准则的选择对 EDZ 的计算结果有直接的

影响。
Fenner 和 Kastner 将岩石视为理想弹塑性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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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即当岩石应力达到某一极限值时，岩石即进入

塑性状态，在原岩应力为均匀应力场的条件下，分

别得到了基于 Mohr-Coulomb 准则下平面应变轴对

称圆巷问题的圆形隧洞周围的弹塑性区应力解和

位移解
［43］。这一解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围

岩稳定性的经典弹塑性解。
由于 Mohr-Coulomb 准则对岩体强度的描述有

一定的局限性，Hoek 等人提出的 Hoek-Brown 屈服

准则
［44］

可以反映岩石强度、结构面组数、所处应力

状态对围岩强度的影响，弥补了 M-C 准则的不足，

且推广后的广义 H-B 屈服准则可分析完整性很差

的岩体
［45］，更适合节理岩体的破坏分析

［46］。Wang
根据 M-C 屈服准则和 H-B 屈服准则，分别计算了

不充分固结岩中圆形隧洞周围应力和位移的弹塑

性解。C Carranza-Torres(1999) 等
［47］

人引入了参

数 GSI，简化广义的 Hoek-Brown 准则公式，给出了

该准则下计算开挖扰动区范围时岩石力学参数选

取的一种新方法。Sharan 等人分别采用原始 H-B
屈 服 准 则 ( 2003 )［48］

和 广 义 H-B 屈 服 准 则

(2008)［49］，给出了轴对称圆形洞室的弹塑性解

析解。
类似地，侯公羽等(2009)［50］

基于塑性力学的

增量型本构关系和 Drucker-Prage 屈服准则，对轴

对称圆巷的理想弹塑性材料模型进行了围岩的弹

塑 性 求 解。近 年 来 由 我 国 学 者 俞 茂 宏

(1994)［51，52］
等提出的统一强度理论可以合理反

映材料的中间主应力效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徐栓强
［51，52］

等基于双剪统一

强度理论，利用 Airy 应力函数推得了地下圆形洞

室在双向等压外力作用下的弹塑性分析解。
4． 2 EDZ 的评价指标研究

基于经典的塑性圈或松动区理论，国内外很多

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塑性圈指数或相关模型来评

价塑性圈或松动区的大小。
Santarelli 等人(1986)［53］

提出的压力相关弹性

模量模型(PDM 模型)，认为杨氏模量随轴向应力

的改 变 而 改 变。基 于 该 模 型，Nawrocki 等 人

(1995)［54］、李仲奎等人
［55］ (1999)、刘会波等

［56］

(2012)依次提出了半径相关模型(ＲDM)、位移相

关松动区模型(DDM) 以及半径—位移相关模型。
冯夏庭等(2001)［57］

提出了一种基于数据挖掘的地

下洞室围岩稳定性判别方法。针对硬岩巷道发生的

V 型 脆 性 破 坏 形 式，Hajiabdolmajid 等 人

(2002)［58 ～ 60］
在 Mohr-Coulomb 的 基 础 上，提 出 了

CWFS ( Cohesion Weakening and Frictional
Strengthening)模型，即认为岩体承受荷载的过程

中，岩体粘聚力弱化———摩擦力强化的硬岩本构模

型。S． Mitaim 等(2004)［9］
采用滑移裂纹模型分析

了静水压力条件下脆性岩体的开挖损伤，得到了与

现场试验相类似的结论。苏国韶等(2005)［61］
针对

CWFS 硬岩本构模型中参数难以确定的问题，提出

了基于粒子群优化(PSO) 算法的参数辨识方法。
周辉等(2005)［62］

根据围岩中接近屈服面区域的安

全程度的差异，提出屈服接近度的概念定量评价围

岩内各区域岩体的危险性程度。
4． 3 深部 EDZ 的理论研究

与浅部巷道渐变式的围岩应力状态不同，深部

巷道周围出现了破裂区与非破裂区交替出现的情

况，即分区破裂化现象。何满潮等(2005)［16］
总结

分析了深部开采与浅部开采岩体工程力学特性的

主要区别，指出进入深部的工程岩体所属的力学系

统是非线性力学系统，传统理论、方法与技术已经

部分或相当大部分失效，深入进行深部工程岩体的

基础理论研究已势在必行。
Shemyakin 等(1986)［34，36］

基于现场监测及室

内试验结果，给出了交替破碎演化过程中应力变化

情况和出现这一现象的条件，得出发生交替破碎的

深度，指出交替破碎可能在实际上不同的深度出

现，取决于岩石的力学系数，并给出了巷道周边到

最远破碎区的距离的经验关系式。钱七虎
［19］

院士

总结了深部岩体工程响应的特征并界定了“深部”
的范围。

Guzev 等(2001)［63］
建立了地下巷道附近描述

应力场分布的非欧几里德连续模型，用非欧几里德

参数 来 决 定 岩 石 中 的 弹 性 变 形 的 不 相 容 性。
Metlov 等(2002)［64］

从平衡热力学的角度出发，揭

示了巷道附近交替破碎的物理基础。王明洋等

(2006)［18］
研究了深部巷道围岩地质力学能的“量

子化”效应。李英杰等(2006)［65］
对现场观测和相

似材料模拟试验中的岩石环带状碎裂的时间效应

进行了总结。唐鑫等(2006)［66］
从岩石蠕变角度分

析了深部巷道围岩区域化交替破碎现象的演化过

程。周小平和钱七虎(2007)［67］
把深部巷道的开挖

看作动力问题，运用弹性力学和断裂力学，确定了

破裂区 和 非 破 裂 区 的 宽 度 和 数 量。贺 永 年 等

(2008)［68］
研究认为分区破裂是深部高应力隧洞围

岩的一种广泛的规律性行为，揭示了深部隧洞围岩

的另一种平衡过程及其新的平衡稳定形式。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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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等(2008)［69］
利用 ＲFPA 数值试验方法研究了包

含条状间隔破裂( 平行破裂)、网状间隔破裂( 龟

裂)、环状间隔破裂(分区破裂)的间隔破裂机制和

演化规律。陈建功等(2011)［70］
提出了深部洞室围

岩分区破裂化的冲击破坏机制。
4． 4 研究现状评价

综上，在浅部开挖扰动区的理论研究方面，国

内外已形成了以经典的弹塑性观点为主的理论分

析方法，分析方法相对比较成熟。另外，虽然国内

外学者就“深部”的界定和分区破裂化的发生条

件、力学机理及演化规律等方面做了大量有意义的

探讨，但目前针对深部分区破裂化现象尚未形成完

整的系统理论解释。深部分区破裂化的研究仍将

是以后研究的重点及难点。钱七虎院士指出应在

深部特有的岩石力学特性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分区

破裂化效应的发展与开挖卸荷周期的关系
［19］。笔

者认为应基于现有的力学理论，探讨适用于深部岩

体工程的应力状态表述方法，以反映深部特有的开

挖扰动特征。

5 EDZ 的数值模拟

数值模拟方法作为一种科学有效而又快速简

便的分析方法，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地下工程的

EDZ 的研究工作中。国内外学者利用数值模拟方

法开展的研究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借助现有数值模拟软件对开挖扰动区特征进行

定性或定量化研究，另一方面是借助数值模拟手段

进行理论模型研究。
5． 1 开挖扰动区特征研究

B． Shen 和 N． Barton(1997)［11］
采用 UDEC 研

究了节理间距对开挖扰动区大小及形状的影响。
刘传孝等人(1998)［71］

采用 FLAC 数值模拟软件，

研究了不同围岩结构型式巷道在不同跨采应力环

境中的松动圈发育规律。E． Eberhardt(2001)［72］

建立了三维隧道开挖模型，通过有限元数值模拟，

详细分析了不同应力场下掌子面附近围岩内的主

应力量值及方向的改变。M． Cai 和 P． K． Kaiser
等(2007)［73］

应用 FLAC /PFC 耦合的方法通过对声

发射数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日本 Kannagawa 地下洞

室开挖过程中的变形和应力扰动现象。朱泽奇

(2008)［74］
建立了考虑开挖扰动区的边坡二维和三

维开挖数值仿真模型和系统综合的反演分析方法;

冷先伦等
［75］ (2009) 采用 Flac3D 程序研究了不同

TBM 掘进速率下洞室围岩开挖扰动区特征。肖明

等(2010)［76］
及陈明等(2011)［77］

分别采用有限元

程序，模 拟 分 析 了 爆 破 开 挖 扰 动 对 围 岩 的 损 伤

效应。
5． 2 理论模型研究

针对 ACEL 开展的 MBE 试验中观察到的 V 型

破坏，Hajiabdolmajid 等(2002)［60］
分别在有限元、

有限差分、以及 PFC 软件中进行了弹性模型、弹塑

性模型、脆塑性模型的数值计算，计算结果与 V 型

破坏范围均有一定的出入，因此他提出一种 CWFS
模型，并将该模型引入 Flac2D 中进行数值模拟，得

到了与 现 场 观 测 相 一 致 的 破 坏 模 式。Maejima
等

［78］(2003)提出了利用监测信息与反分析技术评

估和预测地下洞室围岩松动圈应力应变分布的思

路。A． Golshani 等(2007)［79］
提出了一种基于微

观力学的损伤模型，对开挖扰动区的稳定性进行了

数值模拟。Catrin Edelbro(2008)［80］
采用 Phase2 软

件，建立 CWFH 的线弹性、脆塑性模型，并将计算

结果与观测到的脆性破坏形式进行了对比。
李 仲 奎 等 人

［55］ ( 1999 ) 将 DDM 模 型 引 入

NAP96 非线性有限元程序，进行了二滩水电站地

下厂房位移反分析;周火明等(2002)［81］
采用广义

开尔文模型作为三峡花岗岩的粘弹性模型，对三峡

工程地下厂房的施工开挖进行了粘弹性数值模拟;

周辉等(2005)［62］
提出屈服接近度的概念定量评价

围岩内各区域岩体的危险性程度，并采用 FLAC3D

模 拟 了 城 门 洞 形 隧 道 的 屈 服 接 近 度; 吉 小 明

(2005)［82］
从损伤力学的角度出发，采用有限元方

法研究了隧道开挖后变形和渗流场变化规律;冯夏

庭等(2008)［10］
将细胞自动机的思想引入到岩石力

学中，根据细胞自动机的局部作用原理，并对元胞

单元赋予弹塑性性质，建立用于模拟非均质岩石在

载荷作用下破裂过程的细观力学模型，并编制了相

应的数值软件系统 EPCA。唐春安等(2008)［69］
利

用自主研发的 ＲFPA 软件，研究了包含条状间隔破

裂(平行破裂)、网状间隔破裂(龟裂)、环状间隔破

裂(分区破裂)的间隔破裂机制和演化规律。
5． 3 研究现状评价

数值模拟作为一种有效的科学研究手段已经

被广泛地应用于开挖扰动区的研究工作中。现阶

段的研究重点关注了节理、巷道形状、开挖方式等

因素对开挖扰动区的影响，笔者认为应该继续加强

数值模拟在其他开挖扰动区影响因素研究中的运

用，如不同地质结构组合、不同地应力场、不同岩体

力学参数以及热-水-固三场复杂耦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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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及展望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开挖扰动区(EDZ) 已经进

行了大量地现场试验、理论分析及数值模拟等方面

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加深人们对 EDZ 的认识以

及指导工程实践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现

场监测提供了关于开挖扰动区范围及特征的直观

认识，这些观测数据等资料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现实

依据。而 EDZ 的理论研究在合理解释开挖扰动特

征及特殊现象的同时，又为地下工程的设计施工提

供了重要的指导价值。室内试验及数值模拟为理

论假设提供了简洁、快速、有效的验证手段。这些

研究手段相辅相成，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开挖扰动

区的认识。EDZ 的研究最终都落足于工程实践，

为地下工程的安全施工及稳定性评价提供重要的

参考意义。
基于地下工程 EDZ 现有的研究现状，笔者认

为在以下方面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1)现有的塑性变形和塑性圈等参数指标已

经不能反映深部岩体工程响应的本质特性和特征

现象，需要提出适应深部的 EDZ 分类分区方法，研

究新的应力状态表述方法，并基于深部特有的岩石

力学特性，深入研究分区破裂化效应的发展与开挖

卸荷周期的关系。
(2)在开挖扰动测试方面，已经形成了微震监

测网络、声波、声发射等多种手段组成的测试方法，

但如何根据测得的多个参数来综合评估开挖扰动

区的范围和岩体力学性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

题。此外，目前深部分区破裂化现象的测试及实验

研究均处于初级阶段，亟需后续深入地研究。
(3)应该进一步加强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开

挖扰动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指出如不同地质结构

组合、不同地应力场、不同岩体力学参数以及热-
水-固三场复杂耦合等因素是如何影响开挖扰动区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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