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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围岩渗透影响范围的隧道外水压力计算方法
模型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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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大型隧道渗流模拟试验系统，分析了围岩渗透系数、初始水头高度、隧道排水率等因素对围岩渗流场
分布、隧道背后水压力的综合影响，给出了围岩渗透影响范围、隧道背后水压力的计算公式，并采用数值计算软
件对其进行验证。研究表明：隧道排水会对隧道周边局部范围内围岩渗流场产生影响(即围岩渗透影响范围)；围岩
渗透系数、初始水头高度、隧道排水率均会对围岩渗透影响范围产生影响；围岩渗透影响范围分别与围岩渗透系
数、隧道排水率呈正相关关系，且渗透系数对于围岩渗透影响范围的影响较大；围岩渗透影响范围( H1 )与初始水
头高度(H)呈线性正相关关系， H1 = β1 H ，且围岩渗透影响范围系数( β1 )仅与排水率( β 2 )、渗透系数(k)有关，而
与初始水头高度无关； β1 、 β 2 、k 三者呈二次曲面关系， β1 = 1.6 + 0.44lnk + 0.035β 2 + 0.029 ( lnk ) − 0.01β 2lnk ；同
2

时，得到了隧道背后平均水压力计算公式；围岩渗透影响范围、隧道背后水压力公式计算结果与 FLAC 数值模拟
计算结果吻合良好，证明上述公式正确、合理。研究方法与成果对高水压地区隧道结构抗水压设计、施工具有一
定的参考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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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mputation method of hydraulic pressure on tunnel lining
basing the influence range of seepag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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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large tunnel seepage test system，experiment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rock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the initial height of water and rates of drainag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seepage field
and the water pressure of lining. The calculation formulas for the influence range of seepage field and water
pressure of lining. The obtained results were verifi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results were shown as follow：
the influence range of seepage field is affected by the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of surrounding rock，the initial
height of water(H) and the rate of tunnel drainage( β 2 ). The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bove factors
and the influence range of seepage field by the single variable method prove that the greater the k and the β 2 ，the
larger influence range of seepage field，And the effect of k on H1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β 2 . There is a linear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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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1 and H： H1 = β1 H . The influence range of seepage field coefficient( β1 ) is only related
to β 2 and k ， but not with H. β1 ， β 2 and k satisfied two order surface relation ： β1 = 1.6 + 0.44lnk +
0.035β 2 + 0.029(lnk ) 2 − 0.01β 2lnk . The average water pressure of lining(P)， H1 and β 2 also satisfied two order

surface relation，and the average water pressure calculation formula was obtained. The above formula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The study methods and results
can provide the guidance for tunne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 high water pressure area.
Key words：high water pressure area；seepage influence scope；external water pressure；model test；numerical
simulation
析了隧道修建过程中渗流场的变化规律及注浆施工

引

1

言

对于围岩渗流场的影响。王秀英[11]等对不同注浆参
数条件下围岩渗流场的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得出

随着我国交通路网规划地完善，越来越多的隧

衬砌外水压力随注浆厚度、注浆圈渗透系数的变化

道工程修建在地下水资源丰富的西部深埋山岭地区

规律；晏启祥[15]等以泄水型管片为对象，研究了不

[1-2]

同排水率对隧道外水压力的影响规律；Ponlawich

，如渝怀线圆梁山铁路隧道[3]、宜万线野三关铁
[4]

[5]

路隧道 、西格线关角铁路隧道 等。然而，这些修

Arjnoi[16]等分析了不同排水型式下衬砌水压力的变

建在富水深埋地区的交通隧道在隧道设计、运营过

化规律。

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高水头问题。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隧道周边渗流场影响因素

针对高水头问题，需要在隧道设计阶段就对其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排水率、涌水量、注浆等单一因

进行抗水压设计。而隧道外水压力的计算与取值是

素对于隧道周边渗流场的影响。然而，隧道周边渗

隧道抗水压设计中关乎隧道结构安全性与经济性的

流场的分布是围岩渗透系数、排水率、初始水头高

关键

[6-7]

，如若设计时外水压力计算过小，会引发衬

度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针对多因素综

砌结构漏水、开裂等严重影响隧道安全的病害发生；

合作用下隧道周边渗流场变化规律的研究还不充

若过分考虑外水压力使衬砌结构安全储备过大，又

分、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仍不明确，并且

会造成资源浪费，使隧道建设经济性降低。因此，

基于综合影响因素的隧道外水压力定量计算方法相

[8]

如何合理地计算外水压力荷载就显得至关重要 。

关的研究成果较少。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高水头地区隧道外水压

鉴于此，本文以泄水型管片衬砌为研究对象，

力计算方法与影响因素方面已经开展了广泛而深入

利用自行设计的大型隧道渗流模拟试验系统，首先

的研究。关于隧道外水压力计算方法方面，目前国

分析初始水头高度、渗透系数、隧道排水率等因素

内外常用的隧道外水压力计算方法主要包括折减系

对于隧道周边渗流场分布的影响，明确各个因素之

[8]

[9-10]

数法 、数值法

[11]

、简化理论计算模型

等。其中，

折减系数法主要是根据洞室内壁所反映的地下水活
[12-13]

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围岩渗透影响范围的计算
公式；进而，探明围岩渗透影响范围与隧道外水压

等人对

力的相互关系，并基于此给出隧道外水压力的计算

该方法所存在问题与适用性进行了讨论分析，认为

公式；最后，采用 FLAC3D 有限元分析软件验证上

折减系数法具有较强经验性，易受设计人员主观因

述计算公式的正确、合理性。研究成果以期对高水

素影响，并且在高水头地区该方法的适用性有限。

头地区隧道抗水压设计、施工提供理论支撑及指导

数值法主要是基于古德曼公式得出隧道涌水量，通

作用。

动状态进行评估取值，王建宇、陈崇希

过渗流分析软件模拟出隧道背后外水压力值，再根
据折减系数对其进行折减后作为外水压力荷载进行

2

室内相似试验设计

设计。因此，数值法同样存在经验性强等上述问题。
简化理论计算模型是基于地下水动力学理论，推导

根据相似第二理论[17]，本次试验以几何相似比

出隧道周边渗流压力计算公式，并通过该模型定性

CL = 1∶40，容重相似比 Cγ = 1 ，渗透系数相似比

讨论了隧道排水率与外水压力的相互关系。

Ck = 1 为基础相似比，推导出其余相似试验所需物

关于隧道外水压力影响因素方面，高新强

[14]

分

理参数相似比，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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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渗流场试验过程中应保证隧道洞室稳定、隧道排
表1

室内试验所需物理量相似比

水率方便监测等因素，结合对已有的类似室内试验

Table 1 The Similarity formulate of model testing

调研结果[15

参数名称

相似比

参数名称

相似材料。

几何相似比 CL

40

时间相似比 Ct

40

容重相似比 Cγ

1

流量相似比 CQ

1 600

渗透系数相似比 Ck

1

折减系数相似比 Cα

水压力相似比 C p

40

相似比

1

，19]

，最终选定 PVC 管材作为管片结构

原型管片结构外径 880 cm，根据几何相似比，

PVC 管外径为 22 cm。隧道排水方式为采用管片泄
水孔进行排水。根据管片结构分块方式，在环向、
轴向方向分别布设泄水孔。开孔完成之后，采用防
水密封胶带对各孔进行预先密封，试验中通过控制

2.1 相似材料

不同位置泄水孔的开闭方式以实现模拟隧道不同排

(1) 围岩相似材料
本次试验主要分析隧道周边渗流场在不同影响

水率的试验工况。管片相似结构，如图 3 所示。

因素下的变化规律，因此围岩相似以控制围岩渗透
系数相似性为核心，围岩其他物理力学参数相似性
尽量保证满足。
参考前人对围岩相似材料的研究成果[18]，以中
粗砂作为围岩模拟的基础材料，添加一定比例的石
膏粉以达到不同试验工况下所需的围岩相似渗透系
数。根据围岩相似材料的渗透试验结果，不断调整
围岩相似材料配比，直到获得满足试验设计工况的
渗透系数。土工渗透试验如图 1 所示。
图2
Fig.2

(a) 动水头试验

图1
Fig.1

原型管片结构

Precast Segment Lining

(b) 静水头试验

围岩相似材料渗透试验

Permeability test of similar material
图3

不同渗透系数工况下围岩相似材料配比，如表

Fig.3

管片结构相似模型

the similar structure of precast segment

2 所示。
2.2 试验装置
表2
Table 2
围岩渗透性

围岩相似材料配比

本次试验在西南交通大学自行设计的大型隧道

Material proportions of rock similar material
设计渗透
系数(cm·s－1)
－3

实际渗透
系数(cm·s－1)
－3

配合比(石英
砂∶石膏)

强

1×10

中

1×10－4

1.15×10－4

1∶0.12

弱

1×10－5

1.00×10－5

1∶0.2

1.10×10

1∶0

渗流模拟试验系统上进行，整套试验系统由渗流场
环境箱、渗流场控制系统、反滤层和数据采集系统
四部分组成。整体渗流模拟试验系统，如图 4 所示。

(2) 衬砌结构相似材料
以青藏高原地区某富水深埋双护盾 TBM 公路
隧道管片结构作为本次试验的隧道衬砌结构。原型
管片结构，如图 2 所示。本次试验重点分析隧道周
边围岩渗流场分布规律，并不涉及围岩地应力场对
隧道结构受力状态影响的分析。同时，考虑到在围

图4
Fig.4

渗流模拟试验系统

Seepage simulation te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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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流场环境箱整体尺寸为 4 m×0.7 m×4 m(长×

水压力传感器、静态数据采集仪、隧道排水采集箱

宽×高)，箱体内部密贴双层防水布，保证试验在完

等。其中，微型水压力传感器测试精度为±5 Pa，量

全不漏水的条件下进行。箱体正面中下部位置开设

程为 0～200 kPa，可实时监测各测点的水压变化情

孔径为 23 cm 的圆型孔洞，孔壁距离两侧边壁均约

况；隧道排水量通过采集箱收集后采用量杯进行量

8 倍洞径以消除渗流边界影响。

测。微型水压力传感器，如图 7 所示。

渗流场控制系统由测压管和水平平行进、排水
花管组成。渗流环境箱左右两侧各设置一根测压管，
实现渗流场初始水头的实时监测。同时，在箱体左
右两侧布设水平进、排水系统，以模拟山体渗流场
整体地下水真实状态，减小单点进水对渗流场的影
响。该系统由多根平行导水花管和一根纵向引水主
管组合而成，平行花管沿高程等间距布置，纵向引
水管两端外接可调速水阀以控制流量。水平进、排
水系统如图 5 所示。

图7
Fig.7

微型水压力传感器

Micro pore water pressure sensor

2.3 测点布置
选择沿隧道轴向方向中间位置断面作为监测断
面，由于围岩渗流环境与管片结构均为对称结构，
并为减小布置测管对渗流场的影响。因此，测点只
在模型箱单侧进行布置。
根据隧道排水对围岩水平方向渗流场影响范围
渗流场控制系统

约在 4 倍洞径范围内[18]，本次试验围岩渗流场测点

Control system of seepage field

布置方式为以水平间隔 25 cm(约 1 倍隧道洞径)布设

图5
Fig.5

本次试验需要采集在无支护状态下隧道涌水
量，为避免隧道洞室失稳，在管片外侧设置钢制环
形反滤层。反滤层采用内径 22 cm 的圆形钢环沿纵
向等间距焊接而成，反滤层外部布置透水过滤网，
以保证围岩渗流水可自由流通。钢制环形反滤层，

5 根纵向测管；每根纵向测管以垂直间隔 15 cm 布
设孔隙水压力测点。管片结构背后水压力测点分别
在拱顶、左右拱脚、左右边墙、左右墙角及仰拱位
置各布设 1 个测点，以获得管片结构背后全环水压
力分布。试验测点布置图，如图 8 所示。

如图 6 所示。

图8
图6

钢制反滤层系统

Fig.6 Steel filter layer system

数据采集系统包括 TS-KY-1 型高精度微型孔隙

测点布置示意图

Fig.8 The Layout of measurement

2.4 试验工况及流程
为得到初始水头高度、围岩渗透系数、隧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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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因素对于围岩渗流场的影响规律，本次试验共
设 9 组主要工况。其中，每组主要工况中根据排水
率的不同又划分 4 组细分工况。渗流相似试验主要
工况，如表 3 所示。
表3
Table 3
工况 初始水头高度/m

试验工况

(c) 管片排水

Test conditions

围岩渗透系数/(cm·s－1)

(d) 涌水量采集

图 9 试验过程
Fig.9 The test process

说明

1.0×10－3

1
2

1.0×10－4

60

3

1.0×10－5

4

1.0×10－3

5

1.0×10－4

90

－5

6

1.0×10

7

1.0×10－3

8

3
每种工况中包含 4
种排水率细分工况

3.1 隧道涌水量对比分析
将试验测得不同渗透系数条件下隧道涌水量与

1.0×10－5

9

室内模型试验中所有实测值按相似比换算成原
型值后进行讨论。

1.0×10－4

120

室内模型试验结果分析

采用古德曼涌水量公式 [20] 计算所得的涌水量进行
本次试验流程如下：

对比分析。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仅对比分析初始水

(1) 本次试验主要模拟深埋高水头山岭地区围

头高度 90 m 条件下不同围岩渗透系数涌水量结果

岩渗流场变化，因此隧道初始水头可考虑为无限补
给作用水头

[19]

对比，如图 10 所示。

，该初始水头在试验过程中维持不

变。

(2) 分层铺设围岩相似材料，压实后采用环刀
取样检测其渗透系数以保证满足试验要求；填土至
管片位置高度时，安装反滤层；管片结构插入反滤
层内部，并将管片与箱体之间缝隙密封完好。

(3) 填土完毕之后，为节省试验时间，进行顶
部注水，待水头高度接近预定高度时，采用渗流控
制系统缓慢加注，直到达到预定的初始渗流场。待
到达初始渗流场后，按照细分工况调整隧道排水率，
开始试验，试验过程中采集不同排水率条件下围岩
渗流场、隧道结构背后水压力数据。

Fig.10

图 10 隧道涌水量对比分析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unnel water flow

(4) 当各组细分工况试验数据采集完毕后，拆
除管片结构，进行隧道涌水量的测量工作。

由图 10 可知，两种涌水量结果随围岩渗透系数

全部试验过程中需要多次采集各点水压力数据

变化规律较为一致，均随围岩渗透系数增大而急剧

和隧道涌水量，单次测量时间为水流稳定之后 3

增大，当渗透系数为 1.00×10－5 cm/s，实测涌水量仅

min，取数据平均值作为最终数据。数据采集完毕后，
根据设计工况，更换围岩相似材料、调整初始水头
高度，再次进行试验。试验过程，如图 9 所示。

为 1.21 m3/d·m。当渗透系数为 1.10×10－3 cm/s 时，
实测涌水量急剧增大到 135.3 m3/d·m。
对比两种方法计算涌水量结果发现，各渗透系
数条件下实测涌水量均比计算值有所下降，但总体
差值不大，不会对试验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说明本
次试验的合理性。两种计算涌水量存在差值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实测涌水量收集过程中有一定损失，从
而造成实测涌水量值偏小。
3.2 隧道不同排水条件下围岩渗流场分布规律

(a) 环境箱填土

(b) 渗流场预加注

隧道结构排水率是指单位时间内隧道总体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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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隧道总体涌水量的比值，是反映隧道排水能力
的直接指标[3]。在给定隧道涌水量条件下，排水率
仅由隧道排水结构形式决定。
通过对比隧道不同排水率条件下围岩渗流场分
布，以此得到隧道排水率对围岩渗流场的影响规律。
根据试验数据每条侧线上的测点数据，按水压相似
比，逐一绘制出各测点原型点处水压，相邻测点间
水压变化，按最小二乘法进行差值获得，因此，以
模型箱 4 m 高度可以绘制出原型水头 120 m 范围内
的围岩渗流场等高线云图。绘制不同排水率条件下
围岩渗流场等高线云图，如图 11 所示。通过对比排
水率分别为 0%、100%时的等高线云图，从而确定
当排水率 100%时的围岩渗流场分布变化临界点。

图 12
Fig.12

drainage rate

由图 11(a)可知，当管片结构排水率为 0%时，
相当于采用全封堵防水措施，当围岩渗流场稳定后，

不同排水率条件下围岩渗透影响范围

The influence range of seepage field with different

如图 12 所示，在给定围岩渗透系数时，围岩渗

围岩整体各点孔隙水压力基本与初始渗流场相等，

透影响范围随着管片排水率的增大而呈现逐渐增大

管片结构背后水头高度几乎等同于初始水头高度。

现象，但围岩渗透影响范围随排水率的变化曲线较
为平缓，并没有发生剧烈变化。以围岩渗透系数为

1.10×10－3 cm/s 为例，当排水率为 30%，围岩渗透影
响范围为 54.35 m 时；当排水率为 100%时，围岩渗
透影响范围增大为 61.52 m，增大了 11.65%。

(2) 不同渗透系数条件下围岩渗透影响范围变
(a) 排水率 0%

图 11

(b) 排水率 100%

不同排水率条件下围岩渗流场分布

Fig.11

The distribution of seepage field

化规律
不同渗透系数条件下围岩渗透影响范围变化曲
线，如图 13 所示。

由图 11(b)可知，当管片结构利用泄水孔进行排
水后，围岩渗流场由原先的近似静水压力状态转变
为动水压力状态，使隧道周边围岩渗流场分布发生
明显变化，在拱顶以上位置形成一个较为明显的“降
水漏斗”。但这渗流场的变化仅发生在隧道周边局部
范围内，并没有扩散至围岩整体渗流场。当排水率
为 100%时，围岩渗流场分布变化临界点至隧道拱
顶位置的纵向距离为 37.46 m，认为该纵向距离为这
一工况条件下的围岩渗透影响范围。
3.3 不同影响因素条件下围岩渗流影响范围变化
规律
围岩渗透影响范围与隧道排水率、围岩渗透系

图 13
Fig.13

不同渗透系数条件下围岩渗透影响范围

The influence range of seepage field with different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数、初始水头高度有关。因此，采用单一变量法，
分析上述因素对围岩渗透影响范围的影响。

(1) 不同排水率条件下围岩渗透影响范围变化
规律
不同排水率条件下围岩渗透影响范围变化曲
线，如图 12 所示。

在给定排水率时，围岩渗透影响范围与渗透系
数呈正相关关系。以排水率 30%为例，当渗透系数
为 1.00×10－5 cm/s 时，围岩渗透影响范围为 16.34 m；
当渗透系数为 1.10×10－3 cm/s 时，围岩渗透影响范
围增大了 220.37%，达到 52.35 m。对比排水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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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渗透范围的影响发现，虽然围岩渗透影响范围产

率、渗透系数综合影响。

生根源是由于隧道排水率引起，但是围岩自身渗透

3.4 围岩渗透影响范围计算公式

系数对于围岩影响范围的影响较大。

•7•

由前文分析可知，若已知隧道初始水头高度，

并且，通过对比不同给定排水率情况下围岩渗

根据式 1，就可求得围岩渗透影响范围。但围岩渗

透影响范围随渗透系数的变化曲线可得，不同排水

透影响范围系数 β1 与隧道排水率 β 2 与渗透系数 k

率条件下变化曲线斜率并不相同，说明隧道排水率

有关。

会对渗透系数与影响范围的相互关系产生一定影
响。

因此，为得出三者相互关系，基于不同工况下
试验数据，采用 Matlab 数据求解软件对其进行拟合

(3) 不同初始水头高度条件下围岩渗透影响范

求解。三者求解结果，如图 15 所示；求解表达式，
如式 2 所示。

围变化规律
以给定管片结构排水率(100%)为例时，不同初
始水头高度条件下围岩渗透影响范围变化曲线，如
图 14 所示。

β1 = 1.6 + 0.44lnk + 0.035β2 + 0.029(lnk )2 − 0.01β2lnk (2)
式中： β1 为围岩渗透影响范围系数，k 为围岩渗透
系数值； β 2 为隧道排水率。

图 15

围岩渗透影响范围系数与隧道排水率、渗透系数
关系

Fig.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β1 and β 2 and k
图 14
Fig.14

不同初始水头高度下围岩渗透影响范围

The influence range of seepage field with different
height of water

由图 15 可知，影响范围系数与隧道排水率、围
岩渗透系数的对数三者呈二次曲面关系。但采用式

由图 14 可知，给定围岩渗透系数条件下，随着
初始水头高度的增加，围岩渗透范围基本上呈线性
增大现象；不同渗透系数条件下初始水头与围岩渗
透影响范围的线性正相关关系不会发生改变，但曲
线的斜率会受到围岩渗透系数的影响。
同理分析，给定隧道排水率条件下，围岩渗透
范围与初始水头高度之间关系发现，线性正相关关
系不变，但给定隧道排水率的不同会使两者关系曲

2 计算围岩渗透影响范围的前提是排水型隧道，全
封堵隧道由于未对围岩整体渗流场造成影响，所以
不存在围岩渗透影响范围，可以认为该系数取值为 0。
因此，围岩渗透影响范围系数计算公式应变为
分段函数，如式 3 所示。
⎧1.6 + 0.44ln k + 0.035β 2 + 0.029(ln k ) 2 − 0.01β 2 ln k
⎪
(排水型隧道)
β1 ⎨
⎪0
(全封堵隧道)
⎩

线斜率有所差别，由于篇幅原因，此处不再列举。
综上所述可知，若给定管片结构排水率、渗透
系数条件下，围岩渗透影响范围与初始水头高度呈
线性正相关关系；两者关系曲线斜率仅受到隧道排
水率与渗透系数综合影响，与初始水头高度无关，
如式 1 所示。

(3)
3.5 围岩渗透影响范围与管片背后外水压力关系
隧道背后外水压力与隧道周边渗流场分布形式
有关，隧道排水后引起隧道周边局部渗流场发生改
变，从而造成了隧道背后外水头高度不等同于初始
，15]

H1 = β1 H

水头高度的结果[10-11

。

(1)

因此，为分析隧道背后外水头高度与围岩渗透

其中，H1 为围岩渗透影响范围；H 为初始水头

影响范围的关系，根据初始水头高度 90 m、120 m

高度；β1 为围岩渗透影响范围系数，其受隧道排水

工况条件下试验数据，分别绘制出两者水头高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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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图，如图 16 所示。其中，取 8 个关键点处外水压

式 5 的适用条件为排水型隧道结构；当隧道结

力的平均值作为该排水率下隧道外水压力值，并将

构不进行排水时，外水压力应为初始静止水压力，

结果换算成水头高度进行讨论。

其中，式中参数含义同上。

由图 16 可知，当给定初始水头高度时，不同围
岩渗透系数条件下隧道背后平均水头高度均小于围

数值模拟验证分析

4

岩渗透影响范围。根据围岩渗流场影响范围与隧道
背后平均水压力的因果关系，认为隧道背后平均水

为了验证围岩渗流影响范围计算公式、外水压

压力与围岩渗流场影响范围存在一定的“折减”关

力荷载计算公式的正确、合理性，采用 FLAC3D 有

系。并且，当给定初始水头高度、围岩渗透系数时，

限元软件进行流固耦合建模分析。

不同排水率条件下这种“折减”程度并不相同，说

4.1 计算模型建立
围岩渗流场整体模型尺寸为 180 m×160 m×30

明其受隧道排水率的影响。
为了找到隧道背后水压力与围岩渗流影响范

m(长×宽×高)；隧道衬砌形式为预制管片结构，数

围、排水率的相互关系，采用 Matlab 数据求解软件

值模型按原型管片尺寸建立，按照试验中泄水孔开

对其进行拟合求解。三者相互关系求解表达式，如
式 4 所示，围岩渗流影响范围、排水率与隧道背后
水压力呈二次曲面关系。

P = (1 − β 2 )γ H1

孔方式设置泄水孔。围岩、管片计算模型，如图 17
所示。
数值模拟计算工况，如表 4 示。其中，各计算
工况初始水头均为 90 m；不同渗透系数工况下围岩

(4)

物理力学参数按室内试验中相应围岩工况按相似比

式中：P 为管片背后平均水压力，Pa； β 2 为管片排

换算后取值；管片结构视为不透水结构。

水率；γ 为水的重度，N/m3； H1 为围岩渗透影响范

4.2 隧道涌水量对比
通过 fish 语言监测渗流场数值计算中隧道涌水

围，m，根据式 1 进行计算。其中，式 4 中 H1 用式

量，得到不同围岩渗透系数条件下隧道涌水量，将

1 表达后，式 4 可变为如下式所示：
P = (1 − β 2 )γ [1.6 + 0.44ln k + 0.035β 2 + 0.029(ln k )2 −

0.01β 2 ln k ]

(5)

其与古德曼经验公式计算结果、室内试验测试结果
进行对比，验证数值计算模型正确性。不同围岩渗
透系数条件下隧道涌水量对比，如图 18 所示。

(a) 初始水头 90 m

(b) 初始水头 120 m

图 16
Fig.16

隧道背后外水头高度与围岩渗透影响范围对比

Comparison between the height of water behind the lining and the influence range of seepag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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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Fig.17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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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计算模型

Numerical calculation model

数值计算工况

Table 4 Numerical calculation conditions
主要工况

渗透系数/(cm·s－1)

细分工况说明

－3

1

1×10

2

1×10－4

3

1×10－5

每种工况中包含 8
种排水率细分工况

图 19

图 18
Fig.18

围岩渗透影响范围计算结果对比

Fig.19

Comparative on the influence range of seepage field

Fig.20

图 20 隧道背后水压力计算结果对比
Comparative on the water pressure behind the lining

不同围岩渗透系数下隧道涌水量对比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water flow into tunnels with
different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由图 18 可知，三种方式得到的隧道涌水量均随
围岩渗透系数增大而增大。当渗透系数为 1.10×10－3

cm/s 时，数值计算、古德曼公式、模型试验所得涌
水量分别是 168.6 m3/m·d 、 149.7 m3/m·d 、 140.3

m3/m·d。其中，数值计算所得涌水量结果为三者中
最大，分析认为是由于数值模拟中围岩渗流本构模

由图 19 可知，不同隧道排水率下，两种围岩渗

型为各向同性渗流模型，忽略围岩的不均匀性所造

透影响范围计算结果均随渗透系数的增大而增大，

成的，但总体差值相差不大，渗流场数值计算模型

两者规律一致，且两种计算结果吻合较为良好，说

可以反映围岩渗流场真实情况。

明了围岩渗透影响范围计算公式的正确、合理性。

4.3 围岩渗透影响范围、管片结构背后水压力对比

由图 20 所示，不同围岩渗透系数条件下隧道背

不同围岩渗透系数下围岩渗透影响范围、管片

后水压力公式计算结果与模拟计算结果随排水率改

结构背后水压力计算结果对比，如图 19 和图 20 所

变的变化规律均保持一致；计算公式所得的水压力

示。

量值均略微高出数值模拟计算结果，但差值较小，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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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明通过该公式能够较为准确地计算出管片结
构背后平均水压力值。并且，从隧道抗水压设计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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