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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型隐伏溶洞突水灾变演化过程模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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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岩溶隧址区强致灾性承压隐伏溶洞较为发育，为研究隧道开挖诱发隔水岩体破裂突水致灾机制，以利川至万州高速
公路齐岳山隧道为工程背景，研制了流固耦合相似材料，提出了承压溶洞制备新工艺，自主研发了大型隧道突水灾变演化模
拟试验系统。针对隧道开挖方式与溶洞发育尺寸，开展了多种工况下隐伏溶洞突水灾变演化过程模拟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隧道施工过程突水灾害是爆破施工扰动与承压含水溶洞渗透破坏双重作用的结果；受爆破开挖扰动影响，隔水岩体内部裂隙
发育密集，重点监测区域累计位移高出人工钻凿开挖 27%，应力释放率达 23.5%，稳定渗透压力仅为初始压力的 36.7%，外
加水压加载至 40 kPa 约 15 min 后最先突水；相同水压加载条件下，溶洞尺寸越大对隔水岩体渗流场、位移场、应力场的影
响越大，位移释放率越大、渗透压力整体水平越低，最终在应力和渗流作用下优势导水通道形成并扩展率先发生突水；承压
型隐伏溶洞突水灾变演化过程经历了群裂隙的萌生扩展、优势导水通道的形成、隔水岩体破裂失稳 3 个阶段。试验结果对隧
道突水机制的研究和灾害防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 键 词：岩溶隧址区；隔水岩体；突水灾变演化；爆破施工扰动；破裂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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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el test on catastrophic evolution process of water inrush of
a concealed karst cave filled with confine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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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sure-bearing and concealed karst caves intensively develop in karst areas. A three dimensional test system was
developed to study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water inrush disaster. In addition, new similar materials were developed
for fluid-solid coupling test, and innovative preparation methods were proposed for pressure-bearing karst caves. Various test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were carried out with different tunnel excavation schemes and different cave siz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Qiyueshan tunnel on Lichuan-Wanzhou expressway. Multivariate parameters (such as displacement, stress and water pressure) were
monitored to forecast water inrush. Test results show that water inrush disaster easily occurred under adverse impacts (blasting
disturbance and pressure-bearing and concealed karst caves). Firstly, fractures developed intensively under blasting excavation, and
displacement was 27% higher than the artificial excavation in the key monitoring position. In addition, the rate of stress relieving
reached 23.5%, and the seepage pressure was only 36.7% of the initial pressure. The water inrush occurred when the pressure was
maintained at 40 kPa for fifteen minutes. In the same hydraulic loading conditions, the greater the karst cave size, the greater the
displacement release rate, but the lower the seepage pressure. Finally, a larger karst cave caused water inrush earlier under the action
of stress and seepage. The catastrophic process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group cracks initiation, the formation of preferential
transfixion passageway and complete damage of water insulation rock.
Keywords: karst tunnel; surrounding rock of water insulation; water-inrush evolution; blasting disturbance; fracture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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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新工艺，开展了大比尺物理模型试验，可以真实

言

地模拟岩溶地质构造和爆破开挖施工扰动影响，再

近年来，随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及水电基础
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工程重心逐渐向地质条件极其

现隔水岩体破裂失稳突水的整个过程，揭示爆破开

复杂的岩溶地区转移。隧道建设过程中极易诱发突

规律。为强致灾性隐伏溶洞突水机制的研究和工程

水、涌泥、塌方等突发性地质灾害 。其中，针对
强致灾性承压隐伏溶洞诱发隧道突水，由于其灾害

灾害的防治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12]

源的隐蔽性、不确定性给隧道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困
难。因此，研究强致灾性隐伏溶洞突水致灾机制对
指导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对隔水岩体破裂型突水机制的研究主要

挖扰动与承压溶洞尺寸对隔水岩体破裂突水的作用

2

试验系统的研制
三维可视化试验系统如图 1 所示，分为可视化

固液耦合试验台架、液压控制地应力加载系统、精
细化水压加载系统、数据自动采集系统。

集中在煤矿开采领域，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
果。赵延林等 [3] 利用岩体流–固耦合与强度折减理

2-1
2-2

论，对承压溶洞突水的非线性力学响应做了详细研

1

究，总结了一种研究承压溶洞突水的新方法。李利
平等[4]建立不同的数学模型，通过理论推导得出了
溶腔突水的最小安全厚度计算方法。徐智敏等[5]通

3-1
4-1
3-2

过数值计算方法研究了采煤底板突水通道渐进形成

3-3

过程。面对复杂的地下工程问题，单一的开展理论

4-2

上的研究已经无法满足工程建设的需要。
基于上述背景，国内外学者在岩溶隧道的建设

1―可视化固液耦合试验台架；2-1、2-2―地应力加载系统；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莫

3-1、3-2―数据自动采集系统；4-1、4-2―水压加载系统

阳春[11]通过物理模型试验，研究了充水承压溶腔对

图 1 三维可视化试验系统
Fig.1 3D visual solid-fluid coupling test system

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610]

掌子面轴向位移的影响。杨秀竹等[12]通过对平面应
变模型试验系统，得出了地铁隧道周边存在单个圆

2.1 三维可视化模型试验台架

形溶洞时岩溶地基渐进性破坏的特点。赵明阶等[13]

模型试验台架以高强度钢架结构和钢化玻璃为

开展了隧道开挖模型试验，研究了溶洞尺寸、间距
及开挖工法对于隧道洞周围岩稳定性的影响。刘爱

主体材料，可视化程度高，模型试验台架最大内腔

华等[14]通过物理模型试验，研究了深部采矿时多场

高），能够满足较大尺寸试验要求，如图 2 所示。

耦合作用下岩体的破坏过程。周毅等[15]开展了深长
隧道充填型岩溶管道渗透失稳突水的三维流-固耦
变演化机制。李云鹏[16]、易长平[17]等通过数值计算
手段，考虑爆破扰动对隧道围岩稳定性的影响，研

1 200 mm

2 800 mm
2 400 mm

合模型试验，揭示了充填物渗透失稳突水过程的灾

尺寸为 2 800 mm×1 200 mm×2 400 mm（长×宽×

究了施工扰动对临近隧道的影响规律。李连崇[18]、
杨天鸿 [19] 等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煤层底板断层和
陷落柱的突水机制，真实再现了裂隙形成、断层活
化到突水通道形成的全过程。但目前仍存在以下问
题亟需解决：对强致灾性承压隐伏溶洞诱发隧道突
水致灾机制研究较少，尚缺乏大型物理模型试验研
究隧道施工过程中，在应力场、位移场和渗流场耦
合作用下隔水岩体破裂导致隧道突水多元前兆信息
的演化规律。
为解决上述问题，在满足相似理论的前提下，
研制了新型流固耦合相似材料，发明了承压溶洞制

图 2 流固耦合试验台架
Fig.2 Fluid-solid coupling model test bench

以高强度合金钢材搭建试验系统外围反力架，
具有受力均匀、耐久性强的特点。为达到最好的承
压效果，各榀反力墙框架之间通过高强螺栓加压固
定，保证了试验系统整体框架的平整度。
全透明箱式观察室利用高强钢化玻璃胶结而
成。在试验箱安装完毕后，对内部空间整体覆防爆
膜，保证观察室透明可视条件下具有足够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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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透明观察室对后期相似材料的填筑效果以及上部
液压地应力加载系统对填筑材料的挤密程度起到了
很好的监测矫正作用。
2.2 液压地应力加载系统
液压控制系统主要包括液压站、控制柜、油泵、
液压千斤顶、反力梁、加载板等装置。其中主要由

图 3 多点位移计
Fig.3 Multi-point displacement meter

液压控制柜实时显示并控制液压油的压力和泵送
量，通过铜质耐高压油管和压力交送器连接试验系

电阻式监测系统主要包括一台 XL2101G 静态

统上部液压千斤顶实现加载板加力的控制，地应力

电阻应变仪、电阻式渗压元件、电阻式土压力盒和

均匀地施加到填筑体上。
由于受到模型试验尺寸的限制，最大只能模拟

应变砖。其中 XL2101G 静态电阻应变仪具有数据

50 m 的隧道埋深。对于剩余地应力的施加，采用液

采集稳定、抗干扰能力强、精确度高等优势，适用

压地应力加载系统进行模拟，模拟实际工况 4 00 m

于半桥、全桥等测试元件的连接和测试。其中电阻

埋深需要地应力加载系统提供 260 kPa。由于上覆液

式渗压元件量程范围为 0～100 kPa，精确度为 0.1

压加载系统在对整个模型试验体施加地应力的同

kPa。土压力盒采用体积小、灵敏度高的 DZ-Ⅰ型

时，随之产生一定的竖向位移，水平加压板与光滑

微型土压力盒，量程范围为 0～1 MPa。电阻式应变

钢化玻璃内壁之间的缝隙对后期水压力的施加带来

砖为达到最好的监测效果，采用相同的相似材料制

一定的困难，采用周毅等

作完成，按照常规方法在制作成型的应变砖上粘贴

的“静力-密封-水压”

[15]

工序进行加载，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应变片，焊接测试导线，为解决应变砖的防水问题，

2.3 水压加载系统

试验中采用外加一层硅胶膜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应

对于水压加载系统采用自主研发的两套高精度
稳压泵送装置，主要由气泵、储水箱、数字显示控

变砖在模型试验中的存活率。各种监测元件与静态
电阻应变仪如图 4 所示。

制柜组成。对于大规模室内模型试验，传统的水压
加载方式大多采用控制水头高度实现水压的梯度加
载，对于保持水力压力的恒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机械式的升降给试验的操作性和精度控制带来
不便。
该水压加载系统由数字显示控制柜显示气泵提
供压力的数值，待充压结束后即可通过水泵试验机

(a) 微型压力盒元件

(b) 电阻式渗压元件

向试验系统提供稳定的水压。该水泵试验机外接储
水箱，为试验系统提供充足的水源供给。水压加载
系统可提供最大 50 MPa 的水压，远远超出模型试
验量程需要。自行开发的实时数据采集装置，实现
水压加载过程数据的记录与稳压时间的调控。
2.4 多元信息监测系统

(c) 电阻式应变砖

多元前兆信息数据的监测与分析是物理模型试
验的核心内容，对于流固耦合模型试验，在富水环

图 4 监测元件
Fig.4 Monitoring components

境下保证监测元件的成活率和精确度，对监测原件
的选型和埋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提高位移监测的准确性，试验采用自主研发
的光栅尺高精度多点位移量测系统，将机械式的测
量元件与高精度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相结合，有效
地解决了机械式测量装置精度较低的问题，将测量

3

模型试验实施

3.1 流固耦合相似材料配置
基于流固耦合相似理论[20−22]，开展了大量相似

误差严格控制在 0.5 m 范围内，实现了微距离测

材料配比的试验研究，选取重度、内摩擦角和黏聚
力相似比为 1:1，几何相似比为 1:35。按照“总体

量。多点位移计测点和光栅尺测量装置如图 3 所示。

控制，单项调节”的配制原则，如图 5 所示，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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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氯化石蜡作为胶结剂，硅油作为调节剂，以铁
粉、碳酸钙和砂子为骨料的流-固耦合相似材料，满
足了相似材料重度大、强度低、性能稳定的基本条
件，用来模拟实际工程中的Ⅳ级灰岩，实现了对相
似材料渗透系数宏观调控，解决了围岩材料遇水崩
解的问题，最终相似材料参数如表 1 所示。

(a) 砂

(b) 碳酸钙

(c) 铁粉

(d) 白水泥

(e) 硅油

(f) 氯化石蜡

3.2 模型体填筑
试验模型体的填筑一般采用分层夯实填筑法，
基本流程如下所示：
（1）依据相似材料配比选择所需要的 6 种材
料，将氯化石蜡水浴加热至 45º～60°，使其黏度降
低，按照一定加料顺序迅速与上述材料均匀混合，

图 5 岩体相似材料基本成分
Fig.5 Basic components of rock similar materials

以 300 kg 为单位进行相似材料配制。

表 1 原型与相似材料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rock and similar materials
材料

密度/ (g/cm3)

抗压强度/ MPa

弹性模量/ GPa

渗透系数/ (cm/s)

内聚力/ MPa
0.800～1.200

原岩

2.60

27.00～38.00

3.000～6.000

5.32×106～7.26×105

理想相似材料

2.60

0.68～0.95

0.075～0.150

8.42×107～1.15×105

0.020～0.030

0.130

3.16×106

0.023

实际相似材料

2.53

0.87

（2）将搅拌均匀的相似材料分层摊铺到试验架
内，对于隧道开挖范围以下部分监测元件布设较少，
所以分层填筑设计标高为 10 cm，对于隧道仰拱及
以上填筑体采用 5 cm 的填筑高度，采用人工锤击方
式进行逐层夯实，层与层之间为减少人为结构面的
影响，每次锤击完成以后对捣实的接触面进行拉毛
处理。

(a) 材料搅拌

(b) 原件埋设

(c) 分层夯实

(d) 溶洞制备

(e) 预留加压口

(f) 封顶加载

（3）在夯实后的地层开槽埋设监测元件，为取
得最好的监测效果，试验过程引入监测元件“成活
检验”机制，对于任何一个监测元件埋设之前都连
接静态电阻应变仪进行独立的功能检验，确保每个
监测元件的成活。
保证传感器与周边材料的密实度，
数据连接线呈直线分布汇总后统一由预留口引出，
为顺利实现后期水压加载，做好数据线与预留口的
密封处理。
（4）材料填筑到设计标高以后静置 48 h，为达
到较好的渗透效果，顶部施做透水层，上部增设储
水装置和加载板，封顶后安装液压加载系统，用高
强度螺栓固定反力梁，逐级加载到初始地应力，稳
压 24 h 待变形稳定，进行顶部密封处理，完成模型

图 6 模型体制作流程
Fig.6 Process of model making

体填筑。
模型填筑工作直接决定试验结果的准确性，严
格按照分层夯实填筑法制作模型试验体，将上述基
本流程描述如图 6 所示。

3.3 试验溶洞制备
在相似材料的填筑过程除监测元件埋设之外，
另一个重要的步骤为承压溶洞的制备。对于传统地

质力学模型试验，
在控制填筑体变形稳定的前提下，
实现内部含水体的制备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李术
才等[8]利用盐岩遇水自溶的特点，将盐岩材料填入
透水箱后模拟不良地质体。该方法在模拟较小地质
缺陷体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对于试验要求的
等效直径较大的溶洞模拟效果不甚理想，并且盐岩
溶解后对地质缺陷体周围相似材料各物理参数的影
响也无从考究。
经过多次模拟试验研究，在将溶洞作球状简化
情况下，总结出一套适用于溶洞制备的新方法。基
本流程分以下 5 个步骤，具体施作流程（见图 7）
如下：① 选用优质硅胶材质球囊，充气至溶洞指定
研究尺寸，固定到溶洞赋存位置；② 分层埋设球囊，
锤击夯实周边填筑体；③ 将直径为 4 cm 竖向钢管
与填筑土层垂直安放，钢管方向保证通过球心，填
筑相似材料至指定高度；④ 利用丁烷气焊枪，调节
喷出火焰温度至 1 000 ℃左右，将直径为 3 cm 钢管
顶端 15 cm 范围内加热至白炽状态，迅速插入竖向
钢管内，重复步骤④多次；⑤ 待上一步骤处理后的
硅胶材料还未完全冷却，利用提取装置将硅胶残余
物取出，完成溶洞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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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变形、渗透压力、固体压力等多元信息的实时
监测，对于普通围岩，参考周毅等[15]的研究结果，
物理模型试验隧道开挖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 2 倍洞
径以内，所以选取球心一侧 1.2 倍洞径位置，如
图 8(a)所示，设置Ⅰ、Ⅲ、Ⅵ这 3 个普通围岩监测
断面，分别在 0.5、1.0、2.0 倍洞径轮廓线处对拱顶、
拱腰、拱底等位置进行多元信息的监测。Ⅱ、Ⅳ、
Ⅴ 3 个监测断面为隔水岩体重点监测断面，选取过
溶洞球心与隧道轴线正交的截面，测线 A 所在直线
为溶洞和隧道中心连线的垂直平分线，监测线 A 长
度为溶洞直径，
如图 8(b)右图所示监测点 A-1、A-2、
A-3 在测线上均匀布点。
1 440
390

溶洞 2
Ⅵ Ⅴ

Ⅱ Ⅰ
1 200

土

32
0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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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洞 3

390

ⅣⅢ

溶洞 1 390

720

720

(a) 监测断面布置图（单位：mm）
1-1
2-1

1-2
2-2
1-3
2-3
2-4 1-4
3-2
3-4 3-3
3-1
0.5 倍洞径
1 倍洞径

A-3
A-2
A-1

2 倍洞径
(a) 指定溶洞位置

(b) 夯实填筑体

(b) 测点布置图

图 8 监测方案
Fig.8 Monitoring schemes

隧道突水过程模拟

4

4.1 开挖过程模拟
(c) 预留转相接口

(d) 加热竖向钢管

模型填筑完成养护 48 h 以后，即可利用 1 号稳
压泵送装置施加隧道围岩的渗流场。参考前人对隧
道钻爆法施工技术的模拟，一般局限在人工钻凿开
挖，而对于真正钻爆施工条件下爆炸应力波对隔水
岩体的损伤扰动如何在模型试验中模拟，一直没有
很好的解决，将爆破开挖引入模型试验国内研究较

(e) 溶洞成型

(f) 取出残留物

图 7 溶洞制作流程
Fig.7 Process of karst cave making

少。
对钻爆法施工做了适当简化处理，设立一种工
况引入了爆破开挖机制，定性地将爆破开挖扰动因
素考虑到模型试验中。
通过多组小型试验研究结果，

3.4 监测方案设计
模型体共设置 6 个监测断面实现对围岩和隔水

以火药模拟工程炸药，定性地研究上台阶掏槽眼爆
破对围岩的扰动影响，火药用量由最终爆破效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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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充分考虑隧道超欠挖控制性因素，8 g 火药用量

速变大；当加载至 50 kPa，隔水岩体破裂失稳，围

基本可以实现 6 cm 循环进尺的掏槽爆破模拟。

岩破碎体与承压溶洞水一起涌出；恒压一段时间，

本试验共涉及到 3 种工况下隧道开挖模拟，为

突出水体逐渐由浑浊变清澈，关闭水压加载装置。

控制变量提高模型试验结果对比分析的可靠性，综
合考虑钻爆法开挖模拟的难度以及隧道Ⅳ级围岩条
件，统一采用上下台阶开挖法。根据莫阳春的研
究 [11] ，设置隔水岩体厚度为 1 倍隧道半径，即
16.0 cm，每种工况开挖长度为 72.0 cm，循环进尺
为 6.0 cm，共 24 个开挖步，上台阶高度为 14.1 cm，
下台阶高度为 10.7 cm，台阶长度为 6.0 cm。每种工
况定义如表 2 所示，其中洞径比是指溶洞直径与隧
道跨度的比值，溶洞 1、2、3 分别对应工况 1、2、
3，工况 1、2 采用人工钻凿开挖，工况 3 采用爆破

(a) 围岩脱落

开挖，考虑模型试验架尺寸较大，为降低隧道爆破
开挖的难度，将 3 号溶洞设置在试验系统端部，每
个循环开挖后立即施做衬砌。
表 2 工况定义表
Table 2 Project profile
序号

隔水岩体厚度/ cm

洞径比

开挖方式

工况 1

16.0

1.0

人工钻凿开挖

工况 2

16.0

0.7

人工钻凿开挖

工况 3

16.0

1.0

爆破开挖
(b) 隔水岩体破裂失稳

4.2 隔水岩体破裂突水模拟

图 9 突水灾变演化过程
Fig.9 Catastrophe process of water inrush

每种工况隧道开挖完成后静置 24 h，为模拟隧
址区丰水期承压溶洞水压逐渐升高，溶洞水压按照
如下加载方式进行加载（如表 3 所示），对于临突征
兆明显的情况适当减小加载梯度，实时关注液压加
载显示器的数据。

5

试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隧道开挖及水压加载过程多元信息的重

点监测，分析隔水岩体位移场、应力场和渗流场的

表 3 水压加载过程
Table 3 Water loading steps
加载步数/ 步

稳压时间/ min

压力/ kPa

1

20

20

2

20

30

3

30

40

4

30

45

5

40

50

以工况 1 为例，介绍水压加载过程如图 9 所示，

变化特征，对比工况 1（人工钻凿开挖）与工况 3
（爆破开挖）、工况 1（洞径比为 1）与工况 2（洞
径比为 0.7）的监测数据，分别揭示爆破开挖扰动与
承压溶洞尺寸对隔水岩体破裂突水的作用规律，其
中工况 1、2、3 的重点监测断面分别设置为Ⅱ、Ⅳ、
Ⅴ，普通围岩监测断面为Ⅰ、Ⅲ、Ⅵ，如图 8 所示。
5.1 位移场变化特征
（1）如图 10 所示，在隧道开挖阶段，受爆破开

承压 1 号溶洞水压恒压 20 kPa 时，隔水岩体区域出

挖对围岩的扰动影响，
工况 3 靠近隧道临空面位置，

现明显珠状渗水，此时隔水岩体在岩溶水渗透作用
下开始软化；随着水压继续加载，渗水量逐渐变大，

普通围岩位移出现小范围的波动，对于隔水岩体重
点监测区域，累计位移比工况 1 大 27%，在爆破开

渗水面积逐渐扩展，拱腰及拱顶处开始出现点状渗

挖条件下的位移增速明显高于人工钻凿开挖。受溶

水；当水头压力加载至 40 kPa，隧道侧壁隔水岩体
区域开始脱落，沿隧道围岩裂缝呈间歇式不断有泥

洞大小的影响，工况 1 稳定状态下的变形量比工
况 2 大 17.6%，3 种工况几乎同时在第 20 步开挖后

水混合物流出；水头压力继续提升至 45 kPa，流体

达到位移稳定状态，可见承压溶洞对围岩位移影响

状态由泥水混合物逐渐转为清水，水流趋于稳定流

区域集中在洞周 2 倍洞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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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图 11 可以看出，待隧道围岩变形稳定之

况 3 应力持续波动，此时隔水岩体内部微裂隙开始

后，进入水压加载阶段，随着水压升高普通围岩位

萌生，在第 10 步开挖后均达到应力峰值，第 16 步

移变化不明显，维持在 1.42 mm 左右，有轻微的增

开挖后应力分别释放 23.5%、15.8%达到稳定状态，

大趋势（Ⅲ-2-2）。受爆破开挖扰动影响，隔水岩体

可见爆破开挖应力释放率明显高于人工钻凿开挖。

内部新生裂隙较多，结构比人工钻凿开挖松散，应

洞径比为 0.7 的工况相比洞径比为 1 的工况，隧道

力和位移调整时间略长，在外加水压为 20～30 kPa

开挖初始阶段没有明显的应力上升阶段，达到稳定

时，位移变化呈锯齿状分布，但整体变化较小，稳

状态时应力释放率仅为 12.3%，整体变化趋势较平

压 40 kPa 约 15 min 后位移出现“突增”，此时隔

稳。

水岩体优势通道形成，增速约为之前 2.6 倍，水压

250

加载持续 75 min 后，隔水岩体破裂瞬间突水，时间

225

比为 1）
、Ⅳ（洞径比为 0.7）监测结果可以看出，
随着溶洞尺寸增大，位移释放率增大，但位移变化

应力/ kPa

远早于人工钻凿开挖。通过分析监测断面Ⅱ（洞径

200
175

规律基本一致，100 min 后外加水压加载至 50 kPa，
两者相继失稳突水。

125
2.0

Ⅱ-A-2
Ⅴ-A-2
Ⅳ-A-2

位移/ mm

1.6

5

10
15
开挖步/ 步

20

25

5.3 渗流场变化特征

0.8

该试验采用电阻式渗压监测元件，对隔水岩体

0.4

渗流场信息进行了重点监测，通过分析隧道不同开
0

4

8

12

16

20

24

28

图 10 位移随开挖步变化曲线
Fig.10 Variation of displacement as a function of
excavation step

0

20

时间/ min
40
60
80

挖方式以及不同溶洞尺寸影响下渗透压力的变化规
律，得出了以下结论：

开挖步/ 步

100

120

（1）如图 13 所示，在隧道开挖阶段，工况 1（ⅡA-2）渗透压力在减小到初始压力的 55.7%后达到
稳定状态，而爆破开挖条件下工况 3（Ⅴ-A-2）稳
定渗透压力仅为初始压力的 36.7%，与隧道开挖过
程围岩位移变化相似，
在第 7 步隧道开挖完成之后，
渗压开始下降，受爆破扰动影响隔水岩体裂隙较为

-1

发育，下降速率明显高于工况 1。对于人工钻凿开
挖条件下的工况 2（洞径比 0.7），溶洞尺寸减小隔

-2
位移/ mm

0

图 12 开挖过程应力变化曲线
Fig.12 Stress curves in excavation process

1.2

0.0

Ⅳ-A-2
Ⅴ-A-2
Ⅱ-A-2

150

-3

水岩体内部裂隙发育较慢，渗透压力在减小到初始
-4
-5

Ⅳ-A-2
Ⅱ-A-2
Ⅴ-A-2
Ⅲ-2-2

24

-6

5.2 应力场变化特征
如图 12 所示，随着隧道开挖卸荷作用，3 种工
况下的应力释放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由爆破开挖（Ⅴ
-A-2）与人工钻凿开挖（Ⅱ-A-2）对比分析看出，
随着掌子面逐渐靠近溶洞影响区域，两种工况均出
现小范围应力升高现象，受爆破开挖扰动影响，工

渗透压力/ kPa

图 11 水压加载过程位移变化曲线
Fig.11 Displacement curves in water-loading process

20
16
12
Ⅱ-A-2
Ⅳ-A-2
Ⅴ-A-2

8
4
0

5

10

15

20

25

开挖步/ 步

图 13 开挖过程渗压曲线
Fig.13 Seepage pressure curves in excav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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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 57.3%后达到稳定状态，渗透压力减小速率

头压力等复杂地质环境下突水灾害模拟试验的要

较小，但变化规律与工况 1 基本一致。

求。

（2）水压加载阶段渗透压力变化曲线如图 14

（2）受爆破开挖扰动影响隔水岩体内部裂隙发

所示，工况 3 由于爆破扰动内部裂隙最早发育，渗

育密集，在隧道开挖阶段，工况 1 隔水岩体内部累

透压力一直低于工况 1，随着外部水压加载隔水岩

计位移高出人工钻凿开挖 27%，应力释放率为

体内部渗压持续升高，升高速率达 0.33 kPa/min，

23.5%，稳定渗透压力仅为初始压力的 36.7%，承压

外界水压稳压 40 kPa 约 20 min 后渗透压力出现陡

溶洞对围岩影响区域集中在洞周约 2 倍洞径范围

降，隔水岩体侧壁跨落，优势通道形成，水压继续

内。在水压加载阶段，隔水岩体内部离散分布的裂

加载至 45 kPa 隔水岩体完全破裂发生突水。工况 1

隙开始扩展连通，
位移整体变化明显高于钻凿开挖，

由于采用人工钻凿开挖，水压加载过程呈现明显“阶

渗透压力维持在较低水平，隔水岩体破裂突水时间

梯状”上升趋势，此时隧道内渗水量逐渐增大，渗

远早于人工钻凿开挖。

压增加量随之减小，最终水压加载至 50 kPa 发生突

（3）溶洞尺寸越大，对隔水岩体渗流场、位移

水。工况 2 也存在较为明显的“阶梯状”上升趋势，

场、应力场的影响越大，隧道开挖引起隔水岩体内

外部水压加载至 40 kPa，渗压逐渐转向波动平衡状

部萌生裂隙越多，相同水压加载条件下，位移释放

态，渗透压力始终高于工况 1，说明溶洞尺寸减小，

率越大，渗透压力整体水平越低，水压和渗流作用

隔水岩体内部导水通道发育较少，水压和渗流作用

使优势导水通道形成并扩展率先发生突水。

使优势导水通道形成并扩展，最终加压至 100 min

（4）强致灾性承压隐伏溶洞隔水岩体破裂突水

渗压出现“突跳”
，隧道涌水量瞬间增大，泥水混合

是爆破开挖扰动与承压水双重作用引起的，突水前

物喷涌而出。

兆信息真实再现了灾变演化的 3 个阶段：群裂隙的
萌生扩展、优势导水通道的形成、隔水岩体破裂失
Ⅱ-A-2
Ⅳ-A-2
Ⅴ-A-2

40

渗透压力/ kPa

35

稳。其中，爆破开挖对隔水岩体裂隙的萌生扩展作
用最为明显，溶洞水压的加载是导水通道形成的主

30

要原因，在持续的渗流-应力-损伤耦合作用下最终

25

导致隔水岩体破裂失稳。试验结果对于岩溶隧道“短

20

进尺、弱爆破”等预防突水灾害的防治措施具有较
好的指导意义。

15
10

0

20

40

60

80

100

时间/ min

图 14 水压加载过程中渗透压力变化曲线
Fig.14 Seepage pressure change curves in loading proces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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