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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山隧道原岩应力场和开挖二次应力场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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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雪峰山隧道原岩应力场和隧道开挖后围岩的二次应力场分布特点，应用有限元软件建立仿真模型，
模拟河谷下蚀和隧道开挖过程。为了验证数值模型的可靠性，对比分析相应位置的现场测试应力和数值模拟应力，
并以现场应力测试值对应力边界的应力进行反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应力数值模拟值和现场测试值较接近，说
明所建模型可靠；隧道轴线剖面主应力可分为应力平稳带和浅表生改造影响带；在应力平稳带的硬、软相间部位
或断层带附近出现应力分异现象；浅表生改造影响带通常为应力降低区，地形明显变化处可造成应力局部增高；
隧道周边的最大主应力出现应力集中；随着与隧道周边的距离增加，最大主应力很快降低；隧道周边未出现拉应
力，开挖影响范围为地表至 1 倍洞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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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itial rock stress field and
secondary rock stress field of Xuefengshan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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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initial rock stress field and secondary rock stress field due to excavation in Xuefengshan tunnel,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was used to establish numerical model to simulate the valley incision and tunneling process. In
order to verify the reliability of the numerical model, comparison of stress numerical values and monitoring values in
field tests was conducted, and the stress boundary was do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is reliable because
numerical simulation stress is close to that of the field test. The spread of str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bands, i.e., the
equable stress band and the effected band of epigentic-surface reformation. Around fracture in the equable stress band,
there are stress varied phenomena and local high stress bands in the effected band, especially at the position of apparent
landform chance. Stress concentration is serious around the tunnel.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istance from the tunnel,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decreases rapidly. Tensile stress does not appear around the tunnel, and the excavation
influence band is from 0 to 1 times of the hole diameter.
Key words: tunnel engineering; initial stress field; secondary stress field

地应力状态对工程稳定性尤其是地下工程稳定性

区岩体地应力场的分布特征以及地应力对隧道工程的

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山区公路隧道建设中，了解隧址

设计和施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2]。地应力是造成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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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矿山巷道及其他地下工程变形和破坏的根本作用

均设置斜井，在怀化端设置竖井。隧道建筑限界净宽

力，地应力的大小和方向直接影响到隧道围岩的稳定

9.75 m，建筑限界净高 5.0m。隧道的纵断面见图 1。

性。同时，隧道工程建设无疑将不同程度地对围岩产
生扰动，围岩初始地应力受到影响，开挖区周围应力
要产生重新分布形成二次应力。对隧道原岩地应力及
其开挖下的二次应力分布特征进行研究是进行隧道围
图1

岩稳定性分析以及实现地下工程开挖设计科学化的必

隧道的纵断面

Fig.1 Vertical section of tunnel

要前提[3−5]。获取地应力的方法主要有实测地应力法和
计算机数值模拟分析法等[6−7] 。地应力现场测试受场
地、经费和测试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不能进行大

2 隧道原岩应力场演化规律分析

量实测，因此，研究者们大多采用数值模拟分析法来
获取地应力。如靳晓光等[8−9]对深埋长大隧道地应力演
化及围岩应力位移进行了弹塑性有限元数值模拟研
究；马亢等[10]对低地应力状态下洞室开挖前、后初始
应力和围岩二次应力及其相应特征，进行了二维离散
元数值模拟研究；方建勤等[11]结合复杂地质条件下茶
林顶隧道隧址区的山体演化过程，进行了地应力场的
二维有限元数值模拟，并获得其原始地应力。可见，
为了满足地下工程设计和施工的需要，可以在实测结
果的基础上结合工程地质条件，通过数值模拟对初始
地应力场进行反演分析，以获得地下工程区域内真实
的初始地应力场。在此，本文作者通过模拟河谷下切

2.1

计算模型的建立
选用有限元计算软件来模拟隧道区岩体应力场的

形成演化过程。根据隧道区工程地质条件和工程地质
剖面图，建立剖面计算模型，见图 2(a)。该初始状态
模型上表面为自由面，底面垂直方向不发生位移，模
型左侧水平方向不发生位移，右侧则施加自重应力衍
生的侧向水平应力(自重应力乘以侧压力系数求得)和
水平构造应力(为 5 MPa)作为荷载边界[5]。
根据隧道分步分台阶施工法，采用由上至下的四
步“开挖”来模拟河谷下蚀过程。其中初始状态的计

过程来考虑山体成坡的演化过程，并与现场应力测试

算模型上表面相当于海拔高程 1 358 m，基本上与雪峰

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反演应力边界条件下的应力，进

山主峰高程一致，代表了河谷下切前的最后一级区域

而研究雪峰山隧道原岩应力分布规律和隧道开挖后围

平面[5]。计算域为(宽×高)为 8 256 m×1 348 m，单元

岩二次应力的分布形态。

数为 2 577 个，节点数为 7 884 个。第 1~3 次分别下
切 223，169 和 242 m；第 4 次在前面的基础上再下切

1 工程概况

206 m 至现在的地形，即海拔高程 518 m。其最终状
态的计算模型单元数为 1 379 个，
节点数为 5 214 个(见
图 2(b))。根据岩石力学试验成果，并结合工程地质类

湖南省邵阳至怀化高速公路是国家重点建设的

比，确定表 1 所示的有限元模型计算中介质的参数。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中上海至瑞丽高速公路中的
一段。雪峰山隧道为邵阳至怀化高速公路上最大的控
制性工程，隧道的开通可缩短公路里程约 30 km，大
大节约了运营费用。
雪峰山隧道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怀化市两市交界
处，穿过雪峰山主脉。隧道进口位于怀化市洪江镇塘
湾乡兰家村，距邵阳市洞口县江口镇约 3 km；出口位
于洪江镇铁山乡小溪村。隧道为上、下行线分离的双
洞隧道，左、右洞长度分别为 6 946 m 和 6 956 m，平
均长度为 6 951 m，属特长隧道。两洞室净距在洞口段
为 20 m 左右，在洞身深埋段为 35 m 左右。隧道的最
大埋深约 840 m，约 50%的地段隧道埋深大于 450 m。

(a) 初始状态；(b) 最终状态

左、右线隧道均设“人”字坡，进口段为+1.14%的上

图2

坡，长约 400 m，其余段为−0.95%的下坡。在邵阳端

原岩应力场计算模型

Fig.2 Simulation models of initial rock stres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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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模型的效果验证
为验证计算模型能否符合实际情况，表 2 给出了

现场 3 个钻孔采用水压致裂法实测点位置的实测应力
与本模型计算值的对比情况。从表 2 可以看出：应力
计算值与实测值的最大相对误差为 25.04%，最小相对
误差为 1.44%；应力计算值与实测值比较接近，说明
可以用建立的模型反演雪峰山隧道原岩应力场的分布
规律。
2.3

地应力场发育分布的基本规律
通过山体成坡历史演化过程的有限元模拟，得到

隧道区现今应力场的分布规律，如图 3 所示。从图 3
可见：
(1) 在坡面附近，最大主应力 σ1 的方向与坡面近
于平行，且量级总体较低；而在远离坡面的山体内部，
σ1 的方向为水平方向；随着埋深的加大，σ1 和 σ2 逐渐
增大，应力场逐渐由自重应力场和构造应力场联合作
用而成。
(2) 隧道轴线剖面最大主应力的分布具有明显的
分带性，大致可分为应力平稳带(A)和浅表生改造影响
带(B)。在应力平稳带内，最大主应力的量级一般介于
15~30 MPa；浅表生改造带影响带内最大主应力的量
级一般为 10~15 MPa。
(3) 对于应力平稳带(A)，地应力状态形成于山体
剥蚀之前，在山体下蚀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状态；但
带内也有应力分异，受控于岩体的力学性能与结构特
征，在硬、软相间部位或断层带附近，出现应力分异
现象(AD)，在断层两侧出现明显的应力集中现象，最
大主应力量级为 15~20 MPa，说明断层对应力的传递
有明显的阻隔作用。在施工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该区
域可能发生的塌方和掉块等灾害[12−14]。

(a) 隧道轴线剖面主应力矢量图；(b) 隧道轴线剖面最大主
应力 σ1 等值线图；(c) 隧道轴线剖面最小主应力 σ2 等值线
图；(d) 隧道轴线剖面最大主应力 σ1 变化曲线；(e) 隧道轴
线剖面最小主应力 σ2 变化曲线

(4) 对于浅表生改造影响带(B)，地应力状态受山

图中数据单位：MPa

体形成过程的影响，通常造成应力降低。而在应力降
图3

低带内侧尤其是地形明显变化处，可产生应力局部增
高带(BIN)，最大主应力的量级约为 15 MPa。
表1

隧道主应力场分布规律

Fig.3 Distribution regular of mail stress of tunnel
计算参数

Table 1 Calculation parameters
地层

弹性模量/GPa

泊松比

容重/(kN·m−3)

c/MPa

φ/(°)

断层 F2

6

0.28

24.0

0.4

30

断层 F5

8

0.28

24.0

0.4

30

断层 F6

6

0.28

24.0

0.4

30

前震旦系芙蓉溪群岩门寨组 Ptfy

15

0.23

26.8

1.0

42

震旦系江口群长滩第 1 段 Zc1

21

0.23

26.5

1.5

42

震旦系江口群长滩第 2 段 Zc2

18

0.25

26.7

1.8

41

震旦系江口群长滩第 3 段 Zc3

21

0.23

26.5

1.5

42

注：c 为黏聚力；φ 为内摩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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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Table 2
编号

Comparison of calculation stress and measured stress
σ1/MPa

位置

σ2/MPa

实测值

计算值

相对误差/%

实测值

计算值

相对误差/%

1

ZK2 的 424.11 m 深度处

15.06

13.19

12.42

9.74

9.6

1.44

2

ZK3 的 778.41 m 深度处

21.02

23.90

13.70

11.78

8.83

25.04

3

ZK4 的 473.04 m 深度处

21.03

16.82

20.02

12.77

9.93

22.24

注：σ1 为最大主应力；σ2 为最小主应力。

3

3.1

隧道开挖引起的二次应力场特征
分析
模型的建立
(a) 测点 1 和测点 2 布置示意图；

为了准确地获得隧道围岩二次应力场的分布特

(b) 测点 3 和测点 4 布置示意图

征，选取 K98+040 断面作为计算剖面，其隧道断面净
宽为 9.75 m，净高为 5.0 m，建立计算模型，见图 4。
边界条件为：在左边界和下边界施加法向位移约束，

图5

洞壁应力测点布置示意图

Fig.5 Collocation of stress measuring points of tunnel wall

在上边界施加上覆岩体重力相等的均布面力 σY，在右

表3

边界施加水平面力 σX(包括岩体由自重应力 σY 产生的

K98+040 断面洞壁应力实测点测量结果

Table 3 Tunnel wall stress measurement results of

水平侧压力 σY·µ/(1−µ)和水平构造应力 σX 2 部分)，为

K98 +040 section

一沿高度梯度变化的面力。
测点
序号

测点部位

特征点应变片
应变差值/(µε)

应力/
MPa

1

左洞左壁 1.5 m 高处

384

20.23

2

左洞右壁 1.5 m 高处

411

21.66

3

右洞左壁 1.5 m 高处

467

24.61

4

右洞右壁 1.5 m 高处

448

23.45*

Y 方向的应力 σY = 12.54 MPa。
在该应力边界条件下，洞壁应力特征拟合点的实
测值和计算值对比结果如表 4 所示。从表 4 可以看出：
图4

隧道计算模型

Fig.4 Simulation model of tunnel

3.2

4 个测点的应力相对误差均较小，说明此边界条件能
够反映隧道岩体的实际状况。
表4

应力边界条件反演分析
为使开挖后剖面的测点部位应力状态与实测结果

各测点应力实测值与计算值的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calculation stress and measured stress

相吻合，应结合实测值对模型中的应力边界进行反演。

测点序号

实测值/MPa

计算值/MPa

相对误差/%

在实际监测中，在 K98+040 断面左、右两洞的左、右

1

20.23

20.76

2.50

壁上均布置测点(见图 5)以测量洞壁应力，采用应变片

2

21.66

24.66

13.40

实测，结果如表 3 所示。

3

24.61

24.63

0.08

4

23.45

20.68

11.31

按前述边界条件进行应力边界条件反演分析，得
到的应力边界条件为：X 方向的应力 σX = 12.90 MPa，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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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图 6 和图 7 可见：

隧道围岩二次应力场主要特征
按照上述施加边界条件后模拟隧道开挖，得到隧

(1) 隧道周边的最大主应力出现应力集中现象，

道开挖下的围岩二次应力场的分布规律，见图 6 和图

拱顶和拱脚处的最大主应力达到 40 MPa 左右(应力集

(a) 最大主应力；(b) 最小主应力
图6

围岩最大和最小应力分布云图

Fig.6 Contour of maximum and minimum principle rock stress distribution

(a) 左洞左边墙径向应力随围岩深度的变化；(b) 左洞左边墙切向应力随围岩深度的变化；(c) 左洞左拱顶径向应力随围岩深
度的变化；(d) 左洞左拱顶切向应力随围岩深度的变化
图7

隧道拱顶和边墙的径向应力和切向应力随围岩深度变化图

Fig.7 Relationship among radial stress and tangential stress and depth of rock in crown and side wall

第5期

1459

黄戡，等：雪峰山隧道原岩应力场和开挖二次应力场特征分析

中系数约为 2)，边墙的最大主应力约为 30 MPa(应力

倍洞径之间。

集中系数约为 1.5)；随着距离隧道周边的距离增加，
最大主应力很快降低；在距离隧道周边 1D 处(D 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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