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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明半暗公路隧道运营期偏压状态研究
王福和，王树新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天津 300461）
摘

要：半明半暗公路隧道运营期的偏压状态鲜有研究，因此开展了降雨和地震条件下，半明半暗公路隧道运营期

的偏压状态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降雨和地震作用下，隧道衬砌结构的位移和荷载以及弯矩都有所增加。但其
偏压状态并不一直增加，如在降雨作用下，其深埋侧和浅埋侧的弯矩比并没有增加，而是比正常状态下小，地震工
况下也是相同结果。总体来说，降雨和地震作用下，偏压隧道的偏压状态并没有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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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ias state of half-buried highway arch-tunnel during
operation periods
WANG Fu-he, WANG Shu-xin

（CCCC First Harbor Engineering Co., Ltd., Tianjin 300461,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bias state of half-buried highway arch-tunnel during operation period, therefore, the

variation of bias state of half-buried highway arch-tunnel during operation period was studi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rainfall
and earthquak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placement, load and bending moment of tunnel lining structure increase under the
action of rainfall and earthquake. But the bias state does not increase all the time. For example, under the action of rainfall, the
bending moment ratio of the deep buried side and the shallow buried side does not increase, but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state, and the same result is obtained under the earthquake condition. Generally speaking, under the action of rainfall
and earthquake, the bias state of bias tunnel has not deteri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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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工程建设环保意识的加强，洞口地
表偏斜段采用半明半暗结构形式是符合“早进晚
出”、
“洞口少开挖”、“绿色进洞”的隧道洞口位置
确定原则的[1]。半明半暗进洞方案能够有效平衡山
体推力，最大程度地减少山体扰动，较好地适应
偏压地形，保证隧道进洞安全，满足环境保护和
水土保持的要求 [2]。半明半暗洞口段地质条件复
杂，影响因素较多，荷载多变，而且其本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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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设计施工难度很大，主要体现在 [3]：1） 半
明半暗段围岩节理、裂隙发育，岩体破碎，稳定
性差，大多处于偏压位置；2） 当受到施工扰动或
雨水影响后，围岩的物理力学性质易发生较大变
化；3） 半明半暗法施工需要更多工序，结构受力
转化频繁。在施工过程中，稍有不慎，易产生大
变形，严重时甚至出现裂缝[4]。
偏压隧道形成的原因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
施工造成的，另外一种是地形地势等客观原因导
致的。施工造成的偏压大多是临时性的，施工过
后即可降低偏压状态。但由于地形地势等客观原
因导致的偏压，施工期的风险比较大，为了降低
施工期间半明半暗段偏压隧道的风险，以往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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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偏重于施工方法[5]和开挖方法[6-8]的研究。目前很

挡墙和山体之间在施工隧道成拱以后回填拌和碎

多地方的高速公路项目都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石。整体采用四边形网格，并且在隧道衬砌周围

形式，即 PPP 项目，施工单位还要参与运营期的
道路管理。偏压隧道作为道路安全控制性节点，
其运营期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一般隧道施工

的网格尺寸约为 0.3 m，四周网格宽度为 1 m，整
个模型网格数量为 9 873 个，见图 1。

期都是非雨季施工，尤其半明半暗的洞口段，而
运营期间遇到雨季则是不可避免的，陈伟等[9]研究

回填拌和碎石
挡墙

了降雨时，若偏压隧道不排水则受力增加；若偏

y
z

中风化花岗岩

压隧道排水较好，则受力基本不变，但并没有讨

论其偏压比是否变化。运营期超过 20 葬 的隧道，
尤其是西南地区，大概率的面临地震的侵袭，在
此状况下，半明半暗隧道的偏压状况也应引起重
视。为此本文开展运营期间半明半暗偏压隧道的
安全性研究。
1 有限元模型
1.1 模型尺寸
数值模拟计算隧道采用二维模型，底部取 80 m
宽，坡顶高度采用 44 m，坡底高度采用 26 m，土
层分为 2 层，强风化花岗岩和中风化花岗岩，强
风化花岗岩厚度约 5 m。隧道衬砌厚度 0.9 m，挡
墙高度 12.5 m，挡墙顶部宽度 1 m，底部宽度 4 m。

x

衬砌
80 m
水平地震波

图 1 模型尺寸
Fig. 1

Model size

1.2

计算参数
本模型中强风化花岗岩、中风化花岗岩和拌
和碎石采用摩尔库伦模型；隧道衬砌、挡墙采用
弹性模型。其中隧道衬砌以 C30 混凝土为主，挡
墙采用 C20 混凝土浇筑，拌和碎石采用 C15 混凝
土作为拌料。具体参数取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计算参数

Table 1 Calculation parameters
状态

名称

本构模型

强风化花岗岩
天然状态

中风化花岗岩

摩尔库伦

回填拌和碎石
强风化花岗岩
降雨状态

中风化花岗岩

摩尔库伦

—

1.3

挡墙

弹性模量/MPa

泊松比

2 100
2 300

100

0.30

2 100

150
120

0.30

2 500

线弹性

60

2 350

120

2 050

30 000

2 400

回填拌和碎石
衬砌

密度/（kg·m-3）

2 000

计算工况
本模型不考虑开挖工法对结构应力分步的影
响，两种工况分别为：
工况 1：降雨。降雨不考虑渗流对边坡的影
响，只考虑其密度和强度参数的变化。故首先采
用表 1 中的参数在重力作用下得到整个模型的地
应力场。随后更换参数如表 1 所示，计算得到降
雨条件下的地应力场。整个模型受重力作用；为
了避免边界条件对地应力场分部的影响，底部边
界水平和竖向同时固定约束，两侧采用水平方向
约束，竖向不约束。衬砌、挡墙、回填拌和碎石

100

25 500

黏聚力/kPa
90

0.30

150

0.31

60

120

0.31

120

0.25

—

0.31
0.25

100
—

摩擦角/（毅）
27
38
35
25
35
30

—
—

和土体两两接触之间采用绑定约束。
工况 2：地震。隧址所在区域的地震动峰值
加速度为 0.10g，对应地震烈度为 7 度。按照设计
要求，隧道提高一级设防按 8 度设防。整个模型
受重力作用；地震荷载作用下，左右两侧和底部
设为无反射边界；地震波加在底部水平方向。
2 无反射边界理论
由于计算机容量有限，一般只能在有界区域
上计算，为此需引进人工边界，在这些边界上应
加相应的边界条件。这些边界条件应满足两个基
本要求[10]：1） 新的有界区域上的解应是原来的无

2020 年第 5 期

王福和，等：半明半暗公路隧道运营期偏压状态研究

·13·

界区域上解的近似。对波动方程来说，这就要求
在人工边界上不产生人工（非物理）反射。因而这

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两条边在趋于无穷的方向上不

类边界条件称为无反射边界条件或吸收边界条件；
2） 所形成的微分方程初边值问题是适定的。

上必须是发散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物理量在
趋于无限过程中的一致单调性。对所生成的无限

在有限元中，无反射边界主要有：黏性边界
[10]

[11-12]

条件，无限元边界条件 。黏性边界条件
为在
半无限介质边界上设置具有一定阻尼系数的阻尼，
阻尼则成为吸收应力波的器件。黏性边界条件设

能相交，在数学上就是要求无限单元在无限方向

单元，必须逐个检查以保证符合该条件。
3 计算结果及分析
3.1 原始地层计算结果

如图 3 所示，在原始地应力作用下隧道处于

置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在相互作用的特殊设

偏压状态，最大应力位置点位于浅埋侧的挡墙和

置中添加阻尼，另一种是在相互作用的连接菜单
中设置阻尼。黏性边界适用范围最广，能适用于
散射问题，但是需设置阻尼参数，应力波吸收效
果不太显著 [13]。无限元边界是在模型边界上设置
无限单元 [14]。无限单元是为了克服有限单元在求
解无界域问题时的不足而提出的，常用的无限元
有 Astley 映射共轭无限元和 Burnett 无限元[15]，如
图 2 所示的二维无限单元。

隧道拱交界附近，与马杲宇等[16]结果一致。

图3

肄

郁

肄

域
灼

浊

Fig. 3

芋

原始地层状态隧道受力图（Pa）

Tunnel stress diagram in original stratum state(Pa)

图 4 和图 5 展示了原始地层作用下，隧道的
位移和弯矩图。说明该处隧道受地形影响，导致
隧道偏压，其位移和弯矩最大值都位于深埋侧拱
肩处和浅埋侧的拱脚底部。

玉

图2

二维无限单元及其要素

Fig. 2 Two-dimensional infinite element and its elements

玉、域、芋、郁这 4 个结点是构成该无限元
几何形状的最基本要素：玉、域间的连线是无限
单元的边界；玉~芋和域~郁是无限单元的边，分
别趋于无限远处；玉、域两点称为无限单元的角
结点，芋、郁称为无限单元对应边的中结点。无
限单元在几何上比较简单，它的两条边在笛卡儿
坐标系中始终保持为直线，这就是说，用玉~芋和
域~郁两条直边已足够描述无限单元的几何特征。
无限单元通过它的边与相邻的无限单元或趋于无
限的边界相连，通过它的边界反映近场信息，或
与近场的有限单元相连。
无限单元与有限单元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前者
具有方向性，即玉、域、芋、郁这 4 个结点在局
部坐标系中的顺序是固定的。无限单元在几何上

Fig. 4

Fig. 5

图 4 原始地层状态隧道位移图（m）
Tunnel displacement diagram of original stratum
state(m)

图 5 原始地层状态隧道弯矩图（N·m）
Tunnel bending moment diagram in original
stratum state(N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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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对偏压隧道的影响

隧道发生整体下沉；隧道弯矩略有增加，最大弯

计算结果表明，降雨作用下，隧道受力有所

矩点都位于深埋侧的拱肩处和浅埋侧的拱脚底部。

增加，最大应力值从 6.385 MPa 增加到 9.152 MPa，
最大应力点都位于浅埋侧的拱脚附近；隧道位移
略有增加，最大位移点都位于深埋侧的拱肩处，
整体位移规律没有变化；隧道弯矩略有增加，最
大弯矩点都位于深埋侧的拱肩处和浅埋侧的拱
脚底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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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结果分析
如图 6 所示，隧道以中轴线为界，左侧为深

埋侧，右侧为浅埋侧。共提取 12 个点的应力、位

移和弯矩，其中 1-1忆、2-2忆、3-3忆、4-4忆、5-5忆和
6-6忆关于隧道中轴线对称。图 6 右侧坐标系包含 2

个坐标系，左侧横轴表示弯矩比，纵轴对应隧道
的取值点；右侧横轴表示位移和应力比，纵轴对

地震对偏压隧道的影响

地震作用下，隧道受力有所增加，最大应力
值从 6.385 MPa 增加到 9.44 MPa，最大应力点都
位于浅埋侧的拱脚附近；隧道位移略有增加，最
大位移点都位于深埋侧的拱肩处，但地震作用下，

7
6
5
4

原始弯矩比
降水弯矩比
地震弯矩比

3

3

2
1

-200 -150 -100

-50

0

0

弯矩比

6

5

4

浅埋侧

150

5
4

4忆
3忆

3
2
1

1忆

1
100

6

5忆

2忆

2

200

-15

原始应力比
原始位移比
降水应力比
降水位移比
地震应力比
地震位移比

7

6忆

深埋侧

50

应隧道的取值点。6-6忆处的弯矩比是负值，表示
浅埋侧值比深埋侧的小；反之，表示浅埋侧值比
深埋侧的大，例如 1-1忆处的原始位移比是正值，
表示 1-1忆处的位移浅埋侧的值比埋深侧的大。

-10

-5

0

0

5

位移和应力比

10

15

图 6 隧道偏压状态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tunnel bias state

由图 6 中的弯矩比可知，原始地应力作用下，
在拱肩靠上的 6-6忆处的弯矩比较大；降水或地震
作用下，在同一位置处 6-6忆弯矩比有所降低。位
移比和应力比在降雨和地震作用下变化较大。地
震作用下，隧道两侧的位移比都是负值，即深埋
侧的位移较大，浅埋侧的位移较小。降水条件下，
在拱脚 2-2忆处的位移比比原始状态下有所降低。
4 结语
本文针对已建设成的偏压隧道运营期的偏压
情况进行了研究。在降雨和地震作用下，隧道衬
砌结构的位移和荷载以及弯矩都有所增加。但其
偏压状态并不一直增加，比如在降雨作用下，其
深埋侧和浅埋侧的弯矩比并没有增加，而是比正
常状态下小，地震工况下也是相同结果。总体来
说，降雨和地震作用下，偏压隧道的偏压状态并
没有恶化。在实际运营监测中，需依据不同的控
制指标对隧道不同部位进行监控量测，现实情况

下弯矩难以监测，一般监测位移和应力。降雨条
件下，应加强拱肩顶部的位移监测；地震条件下，
隧道不同断面可能发生整体位移，可能发生不同
断面的剪切破坏，应加强轴向位移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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