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3 普通混凝土梁应变沿截面分布图

为了消除温度效应的影响，在试验中增加了一
个温度补偿应变片，如图 2 所示。

1.4 主要试验结果

（1）普通混凝土梁各级加载下的各测点的应变量
测量结果表明：普通混凝土试验梁沿梁高度方向的平
均应变基本能较好地符合平截面假定。如图 3 所示。

（2）自密实混凝土梁各级加载下每个测点的应变

测量结果表明：自密实混凝土试验梁沿梁高度方向的
平均应变基本能较好地符合平截面假定。如图 4 所示。

因为本次试验梁为一深梁 （梁高 400 mm），再
加上应变片的粘贴质量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
测得的应变沿截面分布图中的 1 点和 7 点出现了如
图 3，4 所示的情况，除此之外，其他各点均能较好地
符合平截面假定。

2 结语
用自密实混凝土浇筑圈梁和芯柱，不仅可以节

省振捣所需的劳动力和能源，还可以改善施工环境，
同时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由于振捣造成的圈梁下砌
块及芯柱周围砌块沿灰缝开裂的难题。

（责任编辑 张欣）

图 1 应变片布置图 图 2 温度补偿应变片

图 4 自密实混凝土梁应变沿截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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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提出了基于风险评价的隧道不良地质综合超前预报技术，该法首先运用地质学和模糊数学理论对隧
道各区段进行灾害风险评价，结合各种超前地质预报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针对不同等级等区段归纳出所对
应的综合预报方案，为准确及时预报隧道掌子面前方不良地质提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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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Study of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Prediction of
Unfavorable Geology Ahead of Tunnel Based on Risk Evaluation

MIAO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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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aboratory, Wuhan 430071, China）
Abstract:The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prediction technology of unfavorable geology ahead of
tunnel face based on risk evaluation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theory of geology and fuzzy
mathematics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risk of different parts along the tunnel. According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all kinds of geophysical methods, the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prediction is strictly put forward to different risk rank. The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prediction is established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technical guidance
for the accurate and timely geological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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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见超前地质预报方法对比

超前地质

预报方法
特点

地质

分析

法

宏

观

可以掌握隧址区大的地质构造，大致推断隧道工作面

前方的工程地质情况，结果较粗略

局

部

随掌子面掘进不断记录围岩揭露情况，根据现有揭露

推断掌子面前方可能存在不良地质

地震隧道

波法

可分析得出前方岩体的物理力学参数，前方不良地质

体界面与隧道轴线夹角较大的情况预报结论较可靠，

较小时则精度较差

地质雷达

法

与掌子面揭露围岩介质相比对，预报距离较短，但精

度较高，容易受到干扰

超前钻探

法

可直接揭露前方岩性，可能存在不良地质体，但成本

较高，对施工影响较大

图 1 地质雷达工作原理图

0 引言
随着我国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我国的隧道工

程大都向深埋长大方向发展，由于深埋长大隧道埋
深大、穿越的地质单元较多，在施工过程中可能遇到
的工程地质问题以及地质灾害会更多更严重[1]。在我
国的西部山区，地形地貌及地质背景非常复杂的地
质条件下表现尤为突出。而勘察设计阶段，由于现有
技术条件以及经济限制无法一一查清隧址区的工
程、水文地质条件，导致隧道施工过程中遭遇断层破
碎带、突水突泥、岩溶等不良地质体[2]，引发隧道安全
事故。可见，对隧道施工过程中隧道掌子面前方不良
地质通过超前预报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并制定出可
以做出准确预测预报的综合方法，有重大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单一方法还不能
对隧道掌子面前方不良地质进行预测预报。从而提
出了隧道施工综合超前预报技术[3,4]，但不够系统。寻
求一种综合有效的超前预报技术，在对隧道围岩风
险评估[5]的基础上，针对性的采用不同的综合超前预
报技术确定隧道前方不良地质识别，对确保工程的
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超前地质预报方法
隧道超前地质预报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有

很多分类，依据超前地质预报的工作原理，可将超前
地质预报方法划分为物理勘探方法、地质分析方法、
超前水平钻探方法等；依据超前地质预报的距离，可
以分为长距离超前预报和短距离超前预报 2 种。长
距离超前地质预报范围在掌子面前方 100~200 m
范围内，现国内外常使用 TSP、TGP 等方法来对隧道
进行长距离探测；短距离超前地质预报一般可探测
掌子面前方 15~50 m 范围，地质雷达、瞬变电磁以
及水平钻探都是常用的短距离超前地质预报方法。
1.1 地质分析法

地质分析法主要在搜集现有地质资料的基础
上，通过工程地质调绘，依靠地质学理论，对比、论证
隧址区的工程地质情况。地质分析法既可进行长距
离超前地质预报，对整个隧址区进行宏观描述，作为
风险评估和采取其他预报方法的基础；也可以作为
隧道掌子面前方局部的地段进行分析，以前期取得
的地质资料为基础，根据掌子面的地质编录、素描等
方法推断掌子面前方的工程地质情况。该方法可与
施工平行作业，互不影响，是超前地质预报中使用最
广泛的一种方法。
1.2 隧道地震波法

隧道地震波法是浅层地震反射法移植改造用于
隧道地质超前预报的一种，利用地震波反射原理探
测前方的地质情况，对施工影响较小。可预报掌子面
前方 100~200m 范围内的地质情况，包括隧道前方
岩性的变化、破碎带和软弱层的位置等。TSP 是通过
掌子面后方一定距离内的 24 个微震爆破产生地震
波，经过隧道前方的地层界面、节理面，特别是断层
破碎带、岩溶等不良地质体的地质界面的反射回来，
反射信号经过传感器接受并记录，使反射波图像提
供的信息与隧道的空间坐标结合起来，通过对反射

时间与地震波传播速度一系列的数学元算就可以求
出反射面的位置及其与隧道轴线的夹角。图 1 为
TSP 测量原理图。

1.3 地质雷达探测法
地质雷达也称作探地雷达，能预报掌子面前方

地层岩性的变化，尤其是前方目标体与介质间的电
性差异较大时地质雷达有较高的识别能力，是一种
用于确定隧道掌子面前方介质分布变化的广谱电磁
波技术。原理图如图 1 所示，主要通过 2 个天线分别
向岩体中发射无载波电磁脉冲和接受由岩体中不同
介质界面反射的回波，并将采集到的反射波形的形
式记录下来，对所采集的数据通过多道平均，同相轴
追踪，信号偏移，希尔伯特变换，褶积与反褶积的滤
波变换，傅里叶变换，强制增益变化等一系列手段，
利用在不同的岩体介质中电磁波传播路径、强度与
波形存在的变化差异来探测掌子面前方的异常地质
体。地质雷达的探测距离与电磁波在前方介质中传
播的距离有关，即与其发射频率相关，现在广泛用于
超前地质预报的有 50 MHz 和 100 MHz 两个频率的
地质雷达，其预报距离大约在 10~30 m 之间。
1.4 超前水平钻探法

超前水平钻探法是用水平钻机向掌子面前方打
数十米的探孔，根据钻取岩芯的状况以及钻取过程中
钻进速度、循环水质等揭露隧道掌子面前方地层岩
性、构造、地下水、岩溶、软弱夹层等地质体。目前国内
这种方法已在隧道工程中，尤其在隧道灾害风险较高
的工程中使用较为普遍，如海底隧道等现经常使用该
法进行全长超前水平钻探对前方不良地质进行预报。
常见的几种超前地质预报方法对比如表 1 所示。

2 隧道灾害风险评价
隧道工程作为一项隐蔽性较强的地下工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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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投资大、技术复杂、工期长等特点，存在很多不确
定性因素。因此，有必要建立隧道灾害风险评价模
型，对隧道的灾害风险进行评价，以便使用综合超前
地质预报方法及早识别风险源和不确定因素，降低
诸多风险因素对工程项目造成的不利影响。
2.1 影响因素

根据前节所述隧道可能遭遇的不良地质现象，
选取隧道中比较常见的风险因素来进行分析：P1 为
岩性、P2 为地质结构面、P3 为岩层产状、P4 为地貌、
P5 为地下水、P6 为初始地应力。形成因素集 P={ P1，
P2，P3，P4，P5，P6}。
2.2 隧道灾害风险的数学模型

将隧道灾害风险等级分为 3 级，评价集 R={R1、
R2、R3 }分别表示隧道灾害的 1 到 3 级风险；每个控
制因素均含有 3 级状态。由于各影响因素在隧道灾
害风险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采用专家打分和
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分配各影响因数的权重。
A=(a1,a2,a3,a4,a5,a6,)=(0.23,0.20,0.18,0.16,0.14,0.09)。

对因素集中各影响因素的取值按照经验判断，
并采用 的等差数列与之对应，扩大 100 倍，形成百
分制的数值。则建立隧道灾害风险评估的数学模型[5]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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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作为隧道灾害风险评价状态矩阵，其行
向量为级别向量，列向量为状态向量。

根据隧道各区段影响因素数值的评定，即可通
过上述评估模型对其灾害风险进行评估：[100，67)，
[67，33)，[33，0]。风险等级一级表示风险最高，需引起
重视，二级次之，三级则表示风险较低，进行一般的
中长期预报即可。

3 综合超前预报体系
实践证明，单一超前地质预报方法各有各自的

局限性，难以对掌子面前方的不良地质进行准确预
报。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为提高预报的准确度，一般
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综合超前预报进行探测并做
综合分析，但这种方法大大的提高了隧道建设的成
本。因此本文提出了基于隧道灾害风险评价的隧道
不良地质综合超前预报方法。

基于隧道灾害风险评价的隧道不良地质综合超
前预报方法，就是首先对隧道的不同地段进行灾害
风险评估分级，然后在此基础上使用不同的预测预
报手段相结合的方法来预报掌子面前方的地质情况
的技术。
3.1 综合超前预报的程序

首先收集该隧址区的水文地质资料、地质地层
资料、地址构造资料等，对这些资料进行进一步地质
分析，并通过对隧址区进行工程地质调绘、工程物探
等对该隧址区地质情况进行宏观描绘。找出隧道隧
洞开挖涉及区域中可能遇到的不良地质地段：断层、
溶洞、溶蚀发育地区、围岩破碎地段等并进行风险评
价和分级。

然后在隧道施工期多种方法的综合勘探技术手
段进行长距离超前地质预报，定性和定量地对掌子面
前方 100 至 200 m 范围内的不良地质体进行预报。

最后根据以上的探测初步成果，再使用多种方
法综合的勘探技术手段对掌子面前方 50 m 范围内
的不良地质进行短距离的超前预报。预报方法可以
采用精确度较高的物探仪器，对于存在重大隐患区
域可使用超前地质钻探进行推断验证，以最终确认
不良地质的位置和规模。

综合以上形成基于隧道灾害风险评价的采用多种
手段联合的综合超前预报技术，其流程如图 2 所示。

3.2 综合超前预报的原则
（1） 隧道综合超前地质预报作为整个施工过程

的一个重要环节，须将其作为隧道施工的一道工序与
其他工序有机的结合起来，既保证超前地质预报对隧
道施工起到指导作用，又不耽误隧道施工的进度。

（2）隧道综合超前地质预报应遵循长短结合、不
同方法相互印证的原则；风险等级高的地段进行详
查，而风险等级低的地段则进行粗探即可。
3.3 确定综合超前预报的方案

根据隧道灾害风险评价级别，结合各种超前预
报手段对不同灾害的敏感性，选择采用不同的综合
超前预报方案，以便准确的对隧道掌子面前方地质
灾害的规模、位置做出较为准确详细的预报。

4 结束语
能否准确的预报隧道掌子面前方的不良地质，

是保证隧道安全施工的关键。本文提出的基于隧道
灾害风险评价的综合超前地质预报方法，在对隧址
区地质资料进行充分分析，并对各区段进行风险评
价，针对不同的风险等级区段，以长短结合、互相印
证、服务施工为原则，制定不同的综合预报方案，对
掌子面前方不良地质体的规模位置进行高精度的预
报，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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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综合超前地质预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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