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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家湾强岩溶隧道突水突泥伴生灾害源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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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采用长期预报和短期预报相结合的方式，准确预报尚家湾强岩溶隧道突水突泥伴生灾害源的规模与空
间位置，结合超前钻探建立综合超前预报体系。针对发生的 3 次突水突泥灾害，通过现场踏勘和水文地质分析，
查明突水突泥伴生灾害源的来源，揭示尚家湾隧道突涌灾害源的赋存特征、致灾模式及其致灾机理，提出突涌灾
害是由压力水、泥砂相结合的伴生灾害源和突涌通道 2 部分组成，伴生灾害源是内在源动力，突涌通道是灾害源
的优势运移路径。同时，建立集内外结合(隧道内部揭露围岩与地表环境)、综合预报、“循环推进，交叉评价”、
动态补探、综合治理相结合的伴生灾害源探测及防治技术，提出相应的治理原则、治理方案及后续施工的预防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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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mbi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ong-term prediction and short-term prediction in the Shangjiawan Tunnel, the
spatial scale and location of associated disaster sources were accurately predicted. A comprehensive prediction system
based on advanced drilling results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three occurring water inrush disasters, detailed hydrogeology
analysis and site survey were carried out to identify the source of inrush water, and the distribution and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inrush disaster sources and their inrush mode were successfully revealed. The water inrush disaster was
composed of associated disaster sources and inrush channel. Associated disaster sources were the source of power and
inrush channel was the dominant migration path of disaster source. Furthermore, a set of associated disaster sources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technology were established includ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gration (combined the
exposing situation of tunnel surrounding rock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unnel site), comprehensive prediction,
cycle forward, cross-evaluation, dynamic detection an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The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principles,
treatment scheme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of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aiming at inrush disasters we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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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利水电工程、交通工程等国家基础设施工

工揭露围岩与地表环境)、综合预报、“循环推进，交

程建设的不断推进，在岩溶山区尤其在西部岩溶山区

叉评价”、动态补探、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突水突泥伴生

[1]

将产生数量众多的深长岩溶隧道 。突水突泥成为岩

灾害源探测及防治技术，提出合理的治理建议和预防

溶隧道主要灾害地质灾害之一，随着隧道和地下工程

措施，以便为今后类似工程灾害提供借鉴。

[2−3]

规模的不断扩大，突水突泥灾害日益严重

。隧道工

程中发生突涌灾害的基本条件为：充足的水源(部分含
有泥砂)，水源与隧道间形成了顺畅的运移通道。白明

1 工程概况

洲等[4]基于齐岳山隧道，立足于研究岩溶形成控制性
因素，分析了岩溶突水发生发展的规律，为后期隧道

尚家湾隧道为保宜高速公路襄阳段中的一座分离

施工提供了指导；李晓昭等[5]研究了导致突水事故发

式隧道，左线长 3 865 m，右线长 3 859 m。隧道硐身

生的断层变形活化机制，得到突水与断层活化之间的
时空效应特征；杨兵[6]基于马鹿箐隧道发生的突水灾
害，通过采用水文地质分析方式查明了发生突水灾害
时水的来源。近年来，研究者针对岩溶隧道突水突泥
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李围[7]通过识别突水通道的形
成特点，研究了突水通道的形成过程和隧道突水发生
模式；GISBERT 等[8]通过研究隧址区水文地质特征及
降雨对突水灾害的影响，得到优势运移路径的判识方
法；COLI 等[9]研究了岩体的渗透性、表征单元和非连
续性，总结了隧道涌水量估算方法。近几年人们关于

地层为上白垩系罗镜滩组石灰质砾岩，地表岩溶发育，
分布大量的洼地、落水洞、漏斗，大气降水直接通过
落水洞、漏斗灌入地下，并通过地下河流向深切河谷，
为典型强岩溶隧道，施工风险极大。
隧址区断裂构造发育，存在主体构造规模巨大的
通城河断裂带。该断裂带始于后坪，经马良、通城河
向南延伸，基本与通城河相伴平行展布，系由一组宽
为 1~2 km 的断裂带组成。地貌上沿断裂带普遍见由
远安地堑所形成的负地形，断裂沿线断层陡崖和断层
三角面发育，断层显示上盘下降的正断层，断层倾向
东或北东。

岩溶隧道突水突泥灾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岩溶隧道

隧址区还发育北东向曾家沟断裂、尚家湾断裂，

突涌灾害的风险评价[10−12]、超前地质预报[13−15]、隧道

北西向的任家沟断裂。其中，主要影响隧道的断裂为

突涌灾害治理[16−18]等方面，而针对发生突涌灾害时伴

尚家湾断裂，如图 1 所示。

生灾害源方面研究甚少，在综合考虑外部环境与隧址
区岩溶地质方面未进行细致研究，缺少一种集内外结
合(内部隧道施工揭露地质与外部隧址区环境)、综合

2 综合超前预报

预报、“循环推进，交叉评价”、动态补探、综合治理
相结合的突水突泥伴生灾害源探测及防治技术。为此，

传统的超前地质预报技术单一，难以准确预报隧

本文作者通过对保宜(保康—宜昌)高速公路尚家湾隧

道掌子面前方灾害源，同时未形成长期与短期相结合

道工程地质资料进行分析，采用综合超前地质预报的

的综合预报技术体系。对此，尚家湾隧道在施工过程

方法准确预测了伴生灾害源空间位置，经过现场踏勘，

中采用长期超前预报(tunnel seismic prediction，TSP)

查明突涌水的来源及汇集方式；同时，阐述灾害源的

与短期超前预报(地质雷达)相结合的方法，同时施作

赋存特征与突涌模式，分析突涌水发生机理；针对尚

超前钻探真实有效的揭露危险灾害源，避免突涌灾害

家湾隧道突水突泥灾害，建立集内外结合(隧道内部施

发生。

图1

尚家湾隧道地质剖面图

Fig. 1 G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Shangjiawan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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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P 探测
TSP 是基于 TSP win 软件，通过对传感器接收的

人造地震波信号进行处理，记录隧道前方不同岩体级
别的 P 波和 S 波。TSP203 plus 确定掌子面前方围岩波
速的理论和数据处理过程，以及波场分离、侧向回波
滤处，具体参见文献[19−21]。同时计算预报范围内岩
石的力学参数、波速、泊松比、弹性模量、抗压强度
等[19−21]。
设 R 为地震波在岩层波阻抗面上的反射系数，Ar
和 Af 分别为入射波和反射波的振幅， ρ1 和 ρ 2 分别为
介质的密度，v1 和 v2 为地震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则反射系数可表示为

图2

R=

ρ 2 v2 − ρ1v1
ρ 2 v2 + ρ1v1

反射层提取图

Fig. 2 Reflector extraction diagram

(1)

反射波振幅表示为
Af = RAr

(2)

地震波以 P 波和 S 波的形式进行反射，其在均匀
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可表示为

⎪⎧vP = E / ρ
⎨
⎪⎩vS = G / ρ

(3)

式中：vP 为 P 波波速；vS 为 S 波波速；E 为传播介质
的压缩模量；G 为传播介质的剪切模量。
据此，反射波振幅越大，反射系数和波阻抗的差
别越大，岩性差异也越大；若 P 波波速下降，则裂隙
密度或空隙度增加。

2013−05−18，地质预报单位采用最新型号的隧道
地质超前预报系统(TSP203 plus)对保宜高速公路尚家
湾隧道进口段左线进行了超前地质预报，预报里程桩
号为 ZK64+855~ZK64+980。在成果解译中，以反射
层提取图以及岩石物性参数等一系列成果进行解译，
结合式(1)~(3)的分析结果，并遵循以下准则：

(a) 速度；(b) vp/vs；(c) 泊松比；(d) 密度；

1) 在硬岩地层中呈现正反射振幅，在软岩地层中

(e) 动态弹性模量；(f) 静态弹性模量

呈现负反射振幅；

图3

2) 饱水岩层中，S 波的反射强度比 P 波的反射强

岩石物性参数

Fig. 3 Physical properties of rock mass

度强；

3) 在赋存流体区域内，vP/vS 和泊松比 δ 会突然
增大；

4) 某一区域内岩体裂隙增多，岩体呈破碎状，则
vp 降低。
利用 TSP win 软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获得

波波速下降，
且 S 波的反射强度比 P 波的反射强度强，
由此表明该范围内围岩节理裂隙发育，岩体间赋存裂
隙水，充填物丰富。ZK64+916~946 范围内地震波在
围岩中传播时的波速显著下降，反射层提取图中负反
射强烈。特别是在 ZK64+916~926 范围内密度也出现

反射层提取图以及岩石物性参数等一系列成果，如图

显著降低，vP 降低，表明该范围内围岩风化程度较高，

2 和图 3 所示。

含水量较高，且蚀变软弱结构面发育。

通过对成果解译可知：ZK64+910~916 范围内围
岩泊松比增大，反射层提取图中负反射强烈，同时 P

2.2

超前钻探
针对现场施工揭露围岩岩体裂隙水逐渐增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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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结合前期 TSP 预报结果，为防止大型突水事故的
发生，2013−05−31 对尚家湾隧道进口左线 ZK64+916
掌子面开展了一次短距离超前钻探工作。现场布设 3
个钻孔，钻孔位置布设于掌子面中部及两侧，如图 4
所示，距离地面约 1.2 m 处，每根钻杆长度为 1 m。

图6

钻孔突水

Fig. 6 Phenomenon of water inrush from drill hole

2.3

地质雷达探测

2013−05−31 T01:00，尚家湾隧道施工至 ZK64+
918 时，掌子面施作炮孔钻探过程中，左侧拱肩处炮
图4

钻孔布设示意图

Fig. 4 Distribution of drill holes (P1, P2, P3) on tunnel face

孔发生涌水，水质浑浊，水压达 2 MPa，涌水量约为

200 m3/h。为准确探清掌子面前方是否存在大型岩溶
含水构造，对 ZK64+918 掌子面开展了一次短距离地

根据现场钻杆钻进记录情况可得：钻至 ZK64+

918~920 时，钻探声音较小，钻进速度较快，且钻杆
存在突进现象，掌子面有水流出，推测此段围岩较破

质雷达超前探测。

1) 雷 达测线布 置。地 质雷 达天线 频率 为 100
MHz，采集样本点为 512。测线布置如图 7 所示。

碎，可能存在含水溶腔；钻至 ZK64+920~922 时，钻
探声音小，钻探速度快，钻进过程中钻杆出现多次明
显突进，钻孔流水继续增大，推测此段围岩可能存在
含水夹泥溶腔，岩体破碎。
各钻孔内钻杆的钻进时间记录如图 5 所示。其中
在 ZK64+919~920 段，流出水量最大，存在突水现象，
如图 6 所示。

图7

地质雷达测线

Fig. 7 Survey line of geological radar

2) 探测分析。地质雷达探测范围为 ZK64+918~
938。根据雷达测试结果如图 8 所示：1) 左边墙后方
3~6 m 范围内，雷达信号反应强烈，且下方信号突然
减弱，主频降低，同相轴出现异常，据此推测该处含
水量较高，可能存在导水裂隙；2) 掌子面前方 ZK64+

922~ZK64+936 段雷达反射信号反应强烈，下方信号
逐渐减弱，同相轴出现不连续现象，波形出现反向位
1—P1；2—P2；3—P3。
图5

钻进时间记录

Fig. 5 Time records of advanced drilling

特征，据此表明该段围岩节理裂隙发育，含水量较高，
根据隧道掌子面涌水情况，分析该处裂隙含水，且夹
泥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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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增大趋势等信息。此外，施工单位应结合地质
预报结果，进行超前水平钻探工作，查明左边墙及掌
子面前方含水情况、涌水通道情况。探清该段地质情
况后，再进行施工。
2.4

开挖揭露
尚家湾隧道 ZK64+920 掌子面左侧溶洞高 1.6~3.5

m，宽 1.5~4.0 m，纵深达 10 m，淤泥较厚，无明显出
水口，内壁光滑；掌子面右侧溶洞高 1.6~3.5 m，宽

1.5~4.0 m，纵深达 30 m 以上，水流一直向前延伸，
但由于掉落石块堵塞通道，人员无法继续向前通行，
图8

洞内淤泥较多，内壁光滑，为常流水通道，ZK64+920

地质雷达探测结果

Fig. 8 Detection results of geological radar

处溶洞发育情况如图 9 所示。
同时揭露了尚家湾隧道右线 YK64+957 掌子面溶

同时，建议施工单位密切观察涌水情况：水质是
否变清；水量是否逐渐减小；若出现强降雨，涌水量

洞从左侧拱腰部位一直延伸至左线溶洞处。左右线溶
洞揭露情况表明，此处为一大型岩溶管道。

(a) 隧道横断面图；(b) 平面图
图9

溶洞发育情况及其治理示意图

Fig. 9 Diagrams of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treatment of karst c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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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型[2−3, 17, 22−28]。

3 突水突泥伴生灾害源

尚家湾隧道地表岩溶发育，分布大量的洼地、落
水洞、漏斗，大气降水直接通过落水洞、漏斗灌入地
下，并通过地下河流向深切河谷，受北东向尚家湾断

3.1

突涌灾害简况

裂带影响，地下形成暗河与岩溶通道。隧道地貌区出

1) 第 1 次突水突泥。2013−06−04T09:30 放炮结

露地层为白垩纪系紫褐红色厚层砂岩、砂砾岩、砾岩、

束，对掌子面检查，溶洞暴露，与之前估计位置基本

泥岩、钙质泥灰岩。由于砾岩多为泥质胶结的石灰质

相符，没有增加新的涌水点，继续进行出渣； 13:05

砾岩，气候温和多雨有利于岩溶、垂直与水平管道发

掌子面右下部出渣中有泥水流出，为新增涌水点，随

育，漏斗、溶洞、落水洞、地下河常连成一体。结合

即停止出渣，迅速通知洞内作业人员全部撤离，随即

尚家湾隧道施工现场揭露情况可判定，此突涌灾害源

涌泥量增加，流速增大；13:12 人员全部撤离出洞，涌

为岩溶管道与地下暗河复合蓄水型。

泥同时迅速涌至洞口，涌泥涨落高度为 30~60 cm，同

隧址区发育的溶洞、岩溶管道及地下暗河，受施

时部分流入隧道两侧水沟中，通过之前在洞口埋设的

工开挖影响改变了其原有泥水流动方式，产生伴生突

直径为 60 cm 钢管排出；瞬间突水、突泥量达到 7 700

涌灾害。

3

m ，50 cm 深的泥水顷刻间涌出洞口。

3.3

2013−06−07，洞内清淤后，对掌子面溶洞进行勘

突涌灾害模式
突涌灾害是由伴生灾害源、突涌通道两部分组成。

察，左线右侧溶洞内仍有大量的淤泥，水、泥夹杂砂

伴生灾害源主要为水与泥砂相伴而成，有压水裹挟泥

粒往外流出。

砂喷涌而出，是内在源动力；隧道开挖扰动引起围岩

2) 初步处置方案。结合溶洞情况，经建设单位、

应力重分布，改变了围岩应力状态和地下水的流动状

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联合研究决定，对左

态，打破了原有地表水下渗和地下水径流的通道，加

线洞身两侧溶洞进行混凝土回填封堵，预留直径为 10

速了水循环，揭露的岩溶管道成为最有利于水源运移

引入隧道边沟，对 ZK64+919~ZK64+923
cm 钢管排水，

的通道和路径，因此，突涌通道是灾害源的优势运移

段拱底溶腔通道，采用 C10 混凝土进行回填封闭，溶

路径。

洞段 ZK64+919~ZK64+931 原设计 ST3 复合衬砌，调
整二衬厚度为 50 cm，增设二衬钢筋。

突涌灾害发生过程是含水介质系统、水动力系统
以及围岩力学平衡状态因隧道开挖而发生急剧变化，

3) 第 2 次突水突泥。2014−04−20T03:00 尚家湾

存贮在地下的水体能量瞬间释放，以流体的形式携带

隧道进口左线 ZK64+920 处溶洞再次发生突水突泥，

泥砂、岩屑等高速地向开挖临空面内运移的一种动力

泥水从浆砌挡墙中间的预留排水管中喷出，水压较大，

破坏模式。其中，瞬间释放的水体裹挟泥砂、岩屑形

喷射距离达 5 m，涌水较为浑浊，携带大量细质泥沙；

成复杂介质的伴生灾害源，由伴生灾害源引发的灾害

2014−04−21 水量有所增大，从溶洞顶侧壁边喷出；

为伴生灾害。

2014−04−22 水量有所减小；2014−04−23T21:00，大量

3.4

突涌灾害机理

泥沙及涌水从溶洞底部涌出，泥沙堵塞隧道路面，厚

2013−05−31 发生突涌灾害前 2 d 内曾出现强降

度达 1 m 左右；2014−04−24 泥水从溶洞底部预留排水

雨，涌出泥砂中含有松子，推测该处突水涌泥水源的

管中排出，水量较小。

一 部 分 来 源 于 地 表 。 2014−04−10 — 2014−04−19 和

4) 第 3 次突水突泥。2014−08−24—2014−09−02，

2014−08−24—2014−09−02，尚家湾隧道隧址区均出现

隧址区连续强降雨，导致尚家湾隧道 ZK64+920 处溶

持续强降雨现象。3 次突涌灾害都是发生在强降雨后，

洞再次发生突水突泥事故。泥沙及涌水从溶洞底部涌

同时随着降雨结束，突涌水量减小，进一步说明突涌

出，泥沙堵塞隧道路面，厚度为 1.0~1.2 m，泥水迅猛

灾害源的一部分来源于地表。

涌出，水压较高、流速较快，在隧道内形成小型水浪，

从水文地质特征看：尚家湾隧道地下岩溶水系统

迅速涌至隧道洞口，预先埋设的直径为 60 cm 排水管

主要以岩溶管道为储存空间和运移通道，接受大气降

处于满管排水状态。

水补给，其补给方式为：大气降雨—岩溶洼地汇集—

3.2

伴生灾害源的赋存特征

岩层间裂隙灌入—地下岩溶水体，且径流排泄畅通，

通过对近 50 年 100 余例隧道突涌案例的统计分

流量季节性变化明显。同时，位于尚家湾断裂带地表

析，将突水突泥伴生灾害源划分为裂隙蓄水型、断层

处，存在一特大型洼地，降雨时，周围各处水流都汇

蓄水型、溶洞蓄水型、岩溶管道蓄水型和地下暗河蓄

聚于此，通过洼地补给地下径流，导致地下水流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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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用疏通方案，将溶腔内岩溶水引排至路基侧

幅度增加。
外因则为尚家湾隧道的开挖扰动，隧道爆破开挖

向盲沟内排出至洞外。

2) ZK64+917~931 段由 ST3b 复合式衬砌调整为

导致隔水阻泥层强度与整体性降低，打破了该处岩溶
管道原有的流动模式，积蓄已久的泥水伴生灾害源发

209

ST3a 复合式衬砌。
3) 在 ZK64+920 路基两侧增设盲沟检查井，检查

生能量释放，向隧道内运移造成突涌灾害。

井需定期清淤。

4 治理与预防措施

4) 直径为 30 cm 排水钢管打孔段布置与衬砌拱
脚处，打孔段长约 1 m，孔径为 4 cm，梅花形布置，
打孔段钢管外裹 350 g/m2 无纺布。

4.1

治理
隧道工程中突遇岩溶管道时，常常采用引排水

4.2

预防措施

1) 内外结合(隧道内围岩揭露情况与外部隧址区

法、堵填法、跨越法、绕避法等对岩溶管道进行治理。

环境相结合)。在隧道施工过程中，动态分析围岩变化

治理过程遵循以下原则：1) 管道型突涌水治理与伴生

情况，根据地质勘查资料全面把握掌子面前方围岩可

裂隙涌水治理相结合；2) 治理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生态

能存在的灾害源赋存环境。

环境保护，避免对地下水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

3) 限量排放与跟踪监控相结合。

2) 综合预报。在隧道开挖过程中，采用长期与短
期相结合的综合物探技术进行连续超前地质预报。针

尚家湾隧道左线 ZK64+920 处岩溶管道水流主要

对灾害源赋存明显区域开展超前钻探，提高灾害源辨

来源于大气降水的汇集，持续强降雨水是导致隧道岩

识度。采用激发极化法和瞬变电磁法探测隧道前方含

溶管道突水突泥的主要原因，属于季节性强补给型岩

水构造的位置和规模，提高对含水体水量的辨识度。

溶管道。
针对季节性强补给大型岩溶管道发生突水涌泥灾

3) 循环推进，交叉评价。仔细研究施工前方地质
勘查资料，结合最新的超前物探资料，采用循环推进、

害时压力高，流量大，突水过程中夹杂大量泥砂、块

交叉评价的层位及构造探控方式，进一步查明施工前

石，容易形成成分复杂的伴生灾害源，且其水量补给

方的地质构造情况，重点评价地质构造异常区、物探

广，与当地环境联系紧密的特点，采取引排为主，拦

解释的灾害源赋存区，保证施工安全。

排结合的治理方案。
首先，保持利用好原岩溶管道的排泄管道，不能
随意封堵。隧道采用跨越法穿过岩溶管道区，并在与
岩溶管道相交的隧道底板处设置大孔径排泄管道，以
维持原有岩溶地下水的流动方式。

4) 动态补探。在发现灾害源赋存后，及时采取补
探，以明确灾害源走势与规模。准确判定灾害源的三
维空间位置，便于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5) 综合治理。建立一套完整的灾害防治技术，针
对发生的突涌灾害进行综合治理。

其次，在隧道岩溶管道内设置缓冲层，拦截大粒
径块石，防止引起排泄管道堵塞及地表塌陷，保证山
岭隧道址区生态环境。

5 结论

再次，岩溶管道与左、右隧洞相交处施作混凝土
挡墙，使岩溶水不能通过下游管道流向左、右线洞内，
减小岩溶水对隧洞的危害。
最后，采取岩溶管道防护层、结构保护层、初支
加强层等综合措施治理。

1) 尚家湾隧道突涌灾害源主要来自地表降水汇
集，隧道施工开挖扰动和持续强降雨水是导致隧道岩
溶管道发生突涌灾害的主要原因，属于季节性强补给
型岩溶管道突涌灾害。

对于地下水与地表水有直接水力联系的隧道，由

2) 揭示了尚家湾隧道突涌灾害源的赋存特征，同

于地下水水量及水压随降雨量变化，施工中应尽快将

时提出了突涌灾害是由伴生灾害源、突涌通道两部分

围岩自身承载力、初期支护和二次衬砌有机地结合起

组成。伴生灾害源是内在源动力，突涌通道是灾害源

来，共同抵御水压，避免各工序间隔时间过长，造成

的优势运移路径。

单一支护方式抵抗水压。此外，当二次衬砌不能紧跟
时，应考虑提高初期支护强度。
尚家湾隧道左线 ZK64+920 处岩溶管道的治理方
案，如图 9 所示，其中：

3) 施工采用的综合超前地质预报手段是可靠有
效的，准确预报了灾害源的位置与走势。

4) 针对突涌灾害事故，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原则、
治理建议、治理方案及后续施工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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