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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铁路对工程地质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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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川藏铁路对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然而作为世界铁路史上最难修建
的铁路工程，其施工建设与长期运营面临许多重大科学与工程技术问题，其中地质安全风险问题最严峻。基于地
球系统科学思想对川藏铁路穿越的青藏高原廊道面临的工程地质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在板块挤压、高原隆升、
气候变化和工程扰动等内外动力作用下，川藏铁路廊道地壳浅表部发育一个由构造变形圈、岩体松动圈、表部冻
融圈和工程扰动圈组合成的松弛变动圈，它们影响和制约着铁路工程的区域地质体、工程地质体、工程岩土体和
工程结构体的稳定性，孕育和控制着重大地质灾害的发生和链生演化。据此确定工程地质面临着十大挑战，工程
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是板块碰撞带–地表圈层相互作用致灾机制。由此提出板块挤压驱动下区域地质体稳定性与
重大灾害群发机制、高原隆升驱动下工程地质体稳定性与重大灾害形成机制、气候变化驱动下工程岩土体稳定性
与重大灾害链生放大机制、工程营力驱动下工程结构体稳定性与重大工程灾变响应机制和复杂艰险环境下重大工
程灾害风险预测与防控等 5 个重点研究方向。川藏铁路是探索重大绿色廊道工程的工程地质与灾害地质科学难题
和人地协调理论的难得优质研究基地，研究成果会对全球类似重大工程的地质安全研究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关键词：工程地质；川藏铁路；挑战；科学问题；研究内容
中图分类号：P 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915(2020)12–2377–13

Challenges to engineering geology of Sichuan—Tibet rai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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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ng-term
western development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ibet. However，as the most difficult railway
proje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railways，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is faced with many unique complex and
urgent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problem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long-term safe operation in the future，
especially geological security risk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arth science system，in this paper，th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problems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hrough which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crosses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It is believed that，in the superficial crust of the region along Sichuan—Tibet railway，
there is a loose change circle composed by tectonic deformation circle，rock loosening circle，surface freeze-thaw
circle and engineering disturbance circle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plate
compression，plateau uplift，climate change and engineering disturbances. The loose change circle affec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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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s the stability of the regional geological body，engineering geological body，engineering rock-soil body and
engineering structure of railway engineering，and causes and controls the occurrence and chain evolution of
geo-hazard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is faced with the top-ten challenges and the core
scientific problem behind the project is the disaster-causing mechanism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late
collision zone and the surface layer. Consequently，five key research directions，including the regional crustal
stability and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major disasters under plate compression，the stability of th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body and the chain evolution mechanism of major geohazard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Qinghai—
Tibet Plateau uplift，the stability and importance of engineering rock and soil mass driven by climate change and
the geohazard chain amplification mechanism，the engineering structure stability under special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mutual-feedback geohzard response mechanism for major projects，and the major project
disaster risk 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under complex environment，are proposed.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is
a rare high-quality research base for exploring the scientific problems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geohazards of
major green corridor projects and the theory of human-land coordin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will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geological safety research of similar major projects around the world.
Key words：engineering geology；Sichuan—Tibet railway；challenge；key issue；research content
临的诸多问题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特复杂性和紧迫的

1

引

言

严峻性[6-9]，需要从基础科学研究等不同层面进行系
统的深入分析和探索，在青藏高原基础科学研究与

川藏铁路东起四川省成都市，向西经雅安、康

重大工程安全性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寻求人地

定、昌都、林芝、山南到拉萨，是我国区域重大交

协调发展的深入理解，提升对重大工程长期安全的

通战略工程，全长 1 543 km，建造于青藏高原东缘

科学应对能力。

板块碰撞和构造活跃的地形急变带，沿线穿越 8 座

2

4 000 m 以上高山，跨过 7 条大江大河，桥隧比为

川藏铁路面临的地质安全风险

92.50%，超过 15 km 长的隧道 20 座。川藏铁路穿
越世界上地质、地形、地貌最为复杂的地区，沿线

川藏铁路沿线跨“七江”穿“八山”
，穿 11 条

板块构造最为活跃，活动断裂最为密集，地震烈度

全新世活动断裂，穿越青藏高原东南主体，气候垂

最为强烈，地形变化最为显著，自然灾害最为发育，

直分带明显。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地质和气候环境，

[1-6]

是世界上科学和技术难题最多，最难修建的铁路

面临系列重大地质安全风险。

。

2.1 穿越世界上地形、地貌最复杂的地区

川藏铁路是我国民族振兴的标志性基建工程，也是
关乎百年大计的世纪工程和民族团结工程，政治、

受青藏高原强烈隆升的影响，川藏铁路地形起

经济和战略意义重大，对国家长治久安和西藏经济

伏较大，切割强烈，高山深谷地貌分布广泛[10-12]。

社会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作为世界铁路史上

如川藏铁路地形剖面图所示(见图 1)，铁路所经区域

最难修建的铁路工程，川藏铁路无论从施工建设角

最低点成都(海拔 512 m)到最高点米拉山山口(海拔

度还是后期的运营安全等方面均具巨大的挑战，面

5 013 m)，垂直落差超过 4 000 m。铁路沿线跨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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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川藏铁路穿越地区地形剖面图
Landform profile of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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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海拔超过 4 000 m 的高山，横跨岷江、大渡河、

变形和现代的构造变动非常强烈，活动断裂广泛分

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大

布，很难找到一个安全岛区段[1-2]。由此导致的川藏

江大河以及穿过龙门山脉、横断山脉、念青唐古拉

铁路沿线地质构造运动强烈、构造稳定性极差，隧

山、冈底斯山脉及喜马拉雅山脉等山系。沿线大起

道开挖强扰动作用下极易诱发各类工程灾害[4]。

伏高山区山高坡陡谷深，岭谷高差达 1 500～3 000 m，

2.3 穿越世界上地震烈度极高的地区

相对高差悬殊，现代河流持续切割，地貌过程迅
速

[13-14]

川藏铁路廊道内部构造活动极其强烈，板块缝

。由于河谷狭窄，谷坡陡峻，岸坡的岩体在

合带、地壳拼接带等深大活动断裂组成了川藏铁路

极其活跃的构造运动与强烈的风化剥蚀作用下裂隙

廊道的构造格架，并与其它活动断裂一起，控制着

密集分布，整体强度降低明显，加上雨季集中，崩

区域地质建造、地震活动以及地质灾害的发育分布

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十分发育

[15-16]

等[25-26]。同时发育了龙门山、鲜水河、理塘、金沙

。

2.2 穿越世界上最活跃的板块构造区

江、嘉黎等十多条已知区域性活动断层，以及不同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原，位于亚欧板

时期拼合成的多条缝合带和特殊岩体，地表破裂、

块和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处，是全球大陆上研究板块

地震频发，川藏铁路廊道局部地段地震基本烈度高

[17-19]

)。随着印度

达 0.3 g 以上[27]。目前沿线已探明长度超过 100 km

板块不断向北推进，并不断向亚洲板块下插入，造

的大型断裂多达 9 处，50 年内曾发生过 7 级以上地

构造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见图 2

[17，21-23]

[20]

。距今一万年前，高

震的断层有 6 处[28] (见图 3)。深埋超长隧道在开挖强

原抬升速度更快，曾达到每年 7 cm，使之成为当今

扰动和地震作用下极易诱发断层滑移错动，进而对

成宏大的喜马拉雅山系

[20，24]

地球上的“第三极”

。川藏铁路地处印度板块

与亚欧板块挤压造山带，受板块扰动川藏铁路穿越
岩体以每年数十毫米的速率移动

[19]

。同时，川藏铁

路穿越青藏高原的金沙江、甘孜—理塘、澜沧江、
怒江、雅鲁藏布江等六大缝合带和龙门山、鲜水河、
理塘、甘孜—理塘、巴塘、金沙江、澜沧江、怒江、
八宿、嘉黎、雅鲁藏布江等十余深大活动断裂；沿
线隧道穿越地层变化多样，不仅有板岩、泥岩及辉
绿岩等软弱地层，而且包含花岗岩层、闪长岩层以
及片麻岩层等。根据最新的 GPS 监测结果，印度洋
板块每年向青藏高原移动 40 mm，大约 38 mm 被青
藏高原的内部变形所吸收[19]，整个青藏高原的构造

图
缝合带
逆冲断层

隧道结构产生强烈的剪切错断效应，危及隧道施工
及运营安全。
2.4 穿越世界上山地灾害最发育、最活跃地区

川藏铁路跨越横断山区和喜马拉雅东部构造
结，通过多个板块缝合带，是地球圈层作用最活
跃、内外动力耦合作用最强烈、全球气候变化最
，
敏感、自然灾害活动最剧烈的地区[16 29]。初步调
查结果表明，川藏铁路沿线泥石流沟谷 612 条，
沿线每公里发育泥石流沟谷 0.34 个；崩塌滑坡灾
害 747 处，每 km 分布 0.48 条处(见图 4)，其中巨
型滑坡在金沙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峡谷地段密集
分布，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潜在的重大灾害隐患点

例
正断层
走滑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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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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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2

川藏铁路穿越地区板块构造活动[20]

Plate tectonic activity nearing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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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影响着廊道区域地质体稳定性和灾害孕育形成；
高原持续隆升产生的地表动力形成的岩体松动圈，
深刻影响着廊道工程地质体稳定性，并直接控制着
表生灾害的群发与单灾体的规模；周期性的气候变
化产生的气候动力形成的地表岩土体冻融圈，深刻
影响着廊道工程岩土体稳定性和灾害链的演化和放
大；交通廊道施工的人类营力形成的工程扰动圈，
深刻影响着工程结构体稳定性和路基变形、边坡失
稳、硐室破坏、桥基滑移等工程灾变的发生。四圈
互馈耦合形成川藏铁路廊道浅表部松动变形圈，并
衍生出一系列重大工程地质问题，其挑战主要表现
在如下 10 个方面。
图3
Fig.3

川藏铁路穿越地区附近断层及历史地震

Faults and history earthquakes nearing the Sichuan—Tibet

3.1 复杂构造变形对区域地质体稳定性的影响
在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挤压过程中，原有板块
的缩短、增厚、俯冲、滑脱、掀斜、褶皱、错断等

railway

造成了青藏高原剧烈的地球内动力作用，活动构造
带广布，大震频发，岩体结构破碎[32]。川藏铁路跨
越了印度–欧亚板块斜向碰撞带侧向走滑挤压作用
下形成的 3 个差异构造变形域，即西部 EW 向伸展
，33]

区、中东部侧向走滑挤出区和东缘挤压斜滑区[17-18
图4
Fig.4

川藏铁路穿越地区地质灾害分布

。

强烈的板块斜向碰撞侧向走滑挤出作用，形成了高

Distribution of geohazards along the Sichuan—Tibet

应力和强变形的独特构造环境，发育了大量具有发

railway

生大地震能力的活动断层和不同力学性质的特殊岩
体[34]。复杂的构造格局和强烈的变形控制了该地区

分布[30])。近年来，伴随着全球性气候变暖，冰川
退缩，导致极端天气等异常气候事件频繁出现。
在这些活跃的地壳内外动力地质作用下，在高山
峡谷区诱发的巨型滑坡，不仅具有类型齐全、分
布密度大、爆发频率高的特点，而且活动规模之
大、危害程度之高、影响范围之广，为国内外具
有类似地形地貌地质环境背景的其它地区所罕
见[29]。青藏高原高山峡谷区是高位高速远程滑坡
的高易发区，这些重大滑坡灾害，其源区具有高
隐蔽性、事件发生具有突发性和巨大危害性，加
之该类地质灾害常常以“滑坡–碎屑流–滑坡堵
江成坝–滑坡坝溃决–洪水泥石流灾害链”的形
式，形成巨灾[31]，给川藏铁路等跨江重大交通工
程的建设和安全运营，造成严重的威胁和影响。

复杂而剧烈的新构造运动，造就了差异显著的地貌
形态，孕育了地震与地质灾害多发的环境[5

，35]

。主

控断裂带不同时期的累积位移量和运动速率、侧向
挤压作用下走滑断裂带的迁移规律、强弱相间的构
造变形格局等与铁路穿越的区域地质体的稳定性和
重大灾害的周期发生密切关联[36]。例如，根据殷跃
平[30]记载，易贡滑坡在 1900 年发生一次重大滑坡
堵江事件，100 年后，这里再次发生重大滑坡堵江，
同一地点百年尺度上发生 2 次亿方的滑坡，是嘉黎—
易贡断裂周期性活动的结果。由此可见，研究构造
运动与重大地质灾害的关系，分析构造运动引起的
地表形变累积对地质灾害发育的影响规律，对于重
大地质灾害的预测预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
由于川藏铁路穿越了青藏高原不同构造应力场区
域，逆冲推覆变形与区域地质体稳定性及其隧道围

3

川藏铁路对工程地质提出的挑战

岩变形响应、拉张伸展变形与区域地质体稳定性及
其隧道围岩变形响应、侧向走滑变形与区域地质体

川藏铁路穿越的区域内外动力耦合圈层作用

稳定性，以及隧道围岩变形响应等不同构造变形区

极为复杂活跃。现代持续的板块构造运动产生的构

对围岩变形的影响机制及其过程依然不清 [37]，亟

造动力形成的地震构造格局和浅表构造变形圈，深

需认识川藏铁路廊道板块构造活动的表现形式，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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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地壳浅表构造变形与区域地质体稳定性、围岩稳

缝合带，伴随高原隆升，缝合带将转化为新构造活

定性的关联性。

动带、地热活跃带及地质灾害频发带，因此缝合带

3.2 断层活动对隧道变形的影响

附近热液作用形成的黏土化或蒙脱石化蚀变软岩将

川藏铁路穿越十余条深大断裂带及大型缝合

是深埋隧道围岩稳定性和河谷岸坡失稳的重要影响

带，该范围内活动断层不仅密集发育、构造运动活

因素，将严重影响川藏铁路的安全施工[49]。此外，

跃，且处于高烈度地震带[25-26]。目前沿线已探明长

相较于以往软岩隧道工程案例，高地应力、高地温、

度超过 100 km 的大型断裂多达 9 处，次级断裂或

高渗压及动载荷等多场耦合作用下的软岩隧道大变

。深埋超长

形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两者在变形机制和防控

隧道在开挖强扰动过程中和地震作用下极易诱发地

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宽大复理石带力学特性

质结构体沿断层滑移错动，进而对隧道结构产生强

与围岩灾变机制、板块缝合带挤压特性及其硐室围

烈的剪切错断效应，危及隧道施工及运营安全[39-40]。

岩变形机制和深大断裂带岩体破裂特性与围岩大变

同时，由于板块构造活动强烈，印度板块挤压导致

形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仍存在较大的不足，变形防控

的水平位移 80%被青藏高原所吸收，这些位移均表

研究更显匮乏。

，38]

规模小一些的活断层更是不计其数[27

现在断层上，因此断层每年的蠕滑累计效应对铁路
工程的影响依然很严峻[17-18]。然而，目前对于隧道
穿越活动断层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施工技术层面，

3.4 应力场变化对围岩灾变的影响
川藏铁路沿线地质构造运动强烈，构造应力突
出，已有的地应力测试结果表明，雅安林芝段高尔

缺乏对断错地质环境下应力场演变与断错形变模式

寺隧道实测最大地应力达到 74.4 MPa，色季拉山隧

的研究，难以揭示断错影响下隧道结构响应特征与

道实测最大地应力高达 76 MPa。目前的钻孔资料表

灾变机制，对隧道穿越活动断裂带的断错风险防控
，41]

理论和技术更是鲜有研究[28

。同时，不同断层类

型破坏机制研究涉及较少，如断层黏滑发震活动时
的同震破裂、分支破裂和感应破裂及其对隧道剪断
破坏机制，不同性质断层蠕滑活动时隧道工程变形
破坏的机制与模式等，亟需在认识川藏铁路廊道活
动断裂的发育与活动规律的基础上，揭示活断层蠕
滑和黏滑活动下隧道工程灾变响应机制[42]。
3.3 特殊岩体对围岩稳定性的影响
川藏线路从东向西将穿过扬子地台、巴颜喀拉
地块、金沙江结合带、北羌塘–昌都–思茅地块、

明，高地应力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东缘和内部板块
缝合带、断层密集区[43]。然而，隧道穿越高地应力
作用下的板岩、泥岩及辉绿岩等软弱地层时，围岩
在强内动力挤压和开挖强卸荷作用下产生具有时间
效应的挤压变形和破裂碎胀效应，由此引起持续的
收敛大变形，以致支护结构失效破坏。例如，川藏
铁路中藏噶二号软岩隧道，在开挖一个月后，初支
混凝土出现大面积开裂，钢架产生扭曲变形，隧道
累计收敛达到 1 466 mm[50]。因此，超高地应力、强
内动力挤压和开挖扰动作用下围岩的大变形失稳灾
变严重影响到隧道施工和后期运营的安全。经初步

澜沧江结合带、南羌塘–左贡–保山地块、怒江结

评估，仅雅安至林芝段，轻微岩爆段长度达 60.68

合带、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地块、雅鲁藏布结合带

km，中等岩爆有 87.5 km，强烈岩爆 21.7 km，共

以及喜马拉雅造山带等复杂地质构造单元[43]，遭遇

169.88 km[5

松潘–甘孜地体复理石、缝合带内蛇纹石和硅质岩、

岩爆灾害将是川藏铁路工程面临的重大难题。然而，

各大断裂系断层岩、各地体的泥岩和岩溶，以及岛

现有的岩爆预测方法及防控技术难以完全复制到高

弧带岩浆岩，几乎涵盖了能够发生软岩大变形和硬

山峡谷区深埋超长隧道的岩爆灾害防治应用中[51]，

岩岩爆的所有岩性带[44]。缝合带及邻近区域具有高

有必要深入研究东构造结构造应力区域分布规律及

背景地应力、高应变梯度且地应力环境更为复杂的

高地应力分段特征、超高地应力下深埋超长隧道硬

特点，长期以来，软岩大变形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

岩岩爆灾害的孕育演化机制，认识川藏铁路廊道构

，41]

。可见，隧道开挖强扰动作用下硬岩

。川藏铁路深埋隧道地应

造应力分布及变化规律，揭示青藏高原关键地带高

力值相对较高，泥岩、页岩等软岩极易出现加速蠕

地应力与围岩岩爆灾变的内在关系，形成适合于深

变而破坏。深埋隧道所面临高地温和高渗透压力对

埋超长隧道岩爆灾害的预测方法，提出深埋超长隧

软岩蠕变影响增大，高温条件下岩石蠕变应变量和

道岩爆防控理论和技术。

蠕变速率均低于低温条件，而地下水渗流将使蠕变

3.5 深卸荷对工程边坡稳定性的影响

工程界所关注的热点

速率和应变总量增大

[45-47]

[48]

。川藏铁路将穿越多条构造

受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碰撞作用的影响，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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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形成了高山峡谷、河流深切、峡谷宽谷相间和

场变化规律及其突水、突泥、高温热害等水害形成的

水系沿构造线发育的独特地貌格局，相对高差最

动力学机制，发展相应的预测与防控方法，成为深部

大达 3 000 m 以上，沟谷山坡坡度一般都在 35°以

高地应力水热复合环境下隧道安全施工运营的前提。

[10，13-14]

上

。现代强烈板块构造活动形成地壳浅表层

构造变形圈，导致川藏铁路沿线山高谷深，为深卸

3.7 强震活动及其次生灾害链对铁路工程的危害
川藏铁路穿越地球构造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构
，27，38，58]

荷提供了地形基础；特殊高寒气候形成地表岩土体

造变形强烈，活动断裂广泛分布[25

冻融圈，岩石在大温差、冻融循环等作用下形成损

复杂活跃的新构造运动，伴随着中强地震频发。川

伤带，为深卸荷提供了地质基础；因其强烈的内、

藏铁路沿线主要包括龙门山、鲜水河、理塘–雅江、

外动力作用及气候影响，河谷深切形成广泛的岩体

巴塘–盐井、澜沧江、八宿–怒江、然乌、波密–通

松动圈，沟谷边坡岩体卸荷作用强烈，为深卸荷提

麦区、主喜马拉雅、墨竹工卡–工布江达、康马–

供物质基础。因此，大高差、高陡地形地貌特征为

当雄及错那–沃卡等 12 个潜在震源区[27

川藏铁路沿线沟谷高陡边坡岩体卸荷带的形成提供

不同时期拼合成的多条缝合带和特殊岩体，地表破

了巨大的势能条件[52]。由于高原的迅速隆升，该区

裂型地震频发，川藏铁路廊道局部地段地震基本烈

河流冲刷下切和高原侵蚀十分强烈，地貌过程较快，

度高达 0.3g 以上[27](见图 5)。以往国内外地震地质

再加上强烈的构造运动，在高地应力、高地震烈度、

与地震震害的研究表明，破坏性特大地震在距震中

大温差等影响下，卸荷边坡极易产生裂隙，并扩展

300 km 内和地震烈度 VII 度区内均能造成大量崩塌

贯通，导致边坡失稳[35

，53-54]

。当前对高原隆升驱动

河流侵蚀深切促发坡体深卸荷变形规律、高原隆升
驱动岩体结构松动形成灾害的机制、循环地表过程
下岩体损伤、卸荷时效特征及累进成灾模式等开展
的研究较少，尤其是浅表层构造变形圈–冻融圈–
岩体松动圈等三圈决定坡体卸荷松动带致灾规律研
究无法支持川藏铁路重大工程的地质安全，需要认
识川藏铁路廊道高原隆升–沟谷深切–坡体卸荷的
自然规律和浅表构造变形圈–冻融圈–岩体松动圈
等三圈协同致灾机制，揭示地表过程动力驱动深部
卸荷与坡体松动的关联机制，为川藏铁路地质安全
提供科技支撑。
3.6 地下水流场变动对隧道施工安全的影响
地质勘探结果表明，川藏铁路全线有约 50 个
对工程线路产生影响的高温热泉，约 15 条隧道可能
存在高温水热灾害[55]。譬如，藏南谷地桑加段桑珠
岭隧道，爆破后掌子面岩面温度达到 69.2 ℃。深部

。因其

，38]

，以及

滑坡。在极震区内，崩塌滑坡破坏地表面积占 20%～
50%[59]，特别是地震区内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
害活动的时间滞后持续效应十分明显。由于地震作
用对地震区内山体地质结构和岩土体结构的破坏，
斜坡岩土体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致使震区在地震发
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
害都非常活跃[60]。例如，1933 年 8 月 25 日四川迭溪
7.5 级地震引发的滑坡堵塞岷江河道，形成 3 个堰塞
湖，下游 1 处于当年 10 月 9 日溃坝，洪水淹死的
人数超过地震；2017 年 6.24 茂县新磨村滑坡是由于
1933 年叠溪地震导致的岩体松动，是其后续产物，
可见地震导致的岩体稳定性后续效应非常显著且影
响时间久远[61]。2008 年汶川地震诱发的次生灾害和
灾害链导致的损失和人员伤亡远远超过地震本身造
成的损失[59]。由此可见，横穿多个高烈度地震带的川
藏铁路将面临严重的地震次生地质灾害及其灾害链
风险，并对川藏铁路安全运维带来严峻挑战。

围岩在开挖强扰动下的热–水–力多过程耦合作用
对围岩的力学性能、失效模式以及水热灾害有着至
关重要的影响，并且在开挖强扰动下，高温、高应
力、高水压地层极易诱发水热灾害，影响隧道施工
安全[56]。尤其是随着气候变化、人类工程活动导致
的地下水流场变动、气候变化–断层活动–高原隆
升影响下水文地质结构变动规律、工程活动下地下
水循环变化规律及其突水、突泥机制、构造活动背景
下高温水害发育规律与机制等缺少系统研究[57]。因
而，认识川藏铁路廊道水文地质结构的基本特征，揭
示工程应力–构造应力和气候变化驱动下地下水流

图5
Fig.5

川藏铁路邻近区域地震加速度区划

Seismic acceleration zoning nearing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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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育提供了充要条件。同时，由于川藏铁路沿线

高位远程滑坡作为具有极端破坏力的地质灾

地貌和气候类型多样，导致其沿线泥石流类型多样

害之一，常表现出巨大的体积，超常的高速度，难

化，除了常见的降雨泥石流，川藏铁路沿线还发育

以预料的超常滑距，巨大的能量和异常高的流动性

了冰川泥石流、冰湖溃决泥石流等[16]。在冰川活动

等许多“令人惊异”和“迷惑不解”的现象[31]。川

活跃的帕隆藏布沿线泥石流呈带状分布，目前已知

藏铁路穿越三江构造带、喜马拉雅山造山带的高山

有活动迹象的泥石流沟就有 125 条，主要为冰雪融

峡谷区，近年来，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退缩，

水泥石流。这些高海拔山区泥石流沟发育有众多的

[29]

。在这些

冰碛物，这些冰碛物的起动是泥石流产生的根源，

活跃的地壳内外动力地质作用下，在高山峡谷区诱

如著名西藏东南波密县的古乡沟拥有数千万立方米

发的高位远程滑坡，活动规模之大、危害程度之高、

的冰碛物物源，属于典型的高频冰川泥石流，泥石

影响范围之广，为国内外具有类似地形地貌地质环

流堆积扇面积达 4.3 km2，并多次堵断帕隆藏布江。

境背景的其它地区所罕见(见图 6)。例如 2000 年 4

泥石流发生后，往往阻塞河道，产生一系列的次生

月 9 日，波密县易贡发生巨型高位远程滑坡–碎屑

灾害，如 2000 年 4 月 9 日易贡藏布支沟的扎木弄巴

导致极端天气等异常气候事件频繁出现

8

3

流–堰塞湖–溃决洪水，堆积体积超过 3×10 m ，溃
4

3

暴发特大崩塌–滑坡–碎屑流–泥石流灾害链，在

决洪水水头高达 50 m，峰值流量高达 12.8×10 m /s，

堵断易贡湖 62 d 后溃决，形成特大规模洪水，溃决

冲毁帕隆藏布和雅鲁藏布江下游交通设施，导致川

洪水水位高出正常水位约 50 m，洪峰持续达 6 h 之

藏公路断道长达数月之久，印度境内造成更重大的

久，冲毁沟口 G318 国道公路的通麦大桥。洪峰沿帕

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30]

。2018 年 10 月 10 日和 11

月 3 日发生的西藏白格滑坡，堵塞金沙江干流河道，
4

3

隆藏布直泄雅鲁藏布江，毁坏下游公路近 30 km[63]。
川藏铁路廊道泥石流类型多样，目前对于暴雨型泥

溃决洪水峰值流量 3.39×10 m /s，冲毁金沙江大桥

石流的形成和致灾机制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对

等下游沿岸交通设施，影响范围波及下游 1 000 km，

于高寒地区特有的冰川泥石流、冰水混合型泥石流

[62]

。我国青藏高原高山峡

机制的认识尚不清楚，研究处于起步阶段[64-67]。同

谷区是高位远程滑坡灾害的高易发区，这些重大滑

时，针对特大规模泥石流成灾机制与动力学过程，

坡灾害，其源区具有高隐蔽性、事件发生具有突发

目前尚无相关理论和模型来准确刻画其过程。因此，

性、远距搬移和巨大危害性，加之该类地质灾害常

亟需针对特大冰川泥石流的形成条件和运动过程开

常以“滑坡–碎屑流–堵江成坝–坝溃决–洪水泥

展系统研究，揭示其形成机制，构建动力学方程，

造成 150 亿元的重大损失

石流灾害链”的形式，形成巨灾

[58]

，给川藏铁路等

定量刻画泥石流动力过程，精准计算泥石流规模，

跨江大桥和隧道进出口工程的建设和安全运营构成

支撑重大灾害风险预测，保障铁路工程安全。

严重的威胁。

3.10 气候变化诱发的冰川跃动和冰湖溃决体及其
灾害链对铁路工程的危害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总体呈现出
暖湿化趋势，近 50 年来青藏高原升温约为全球平均
升温幅度的两倍[68]。其升温主要体现在夜间和冬半
年气温的升高，因而高原发生极端低温冻害天气的
频率在降低。气候预测结果也显示在 21 世纪末，冰
冻天数将持续下降，而夜晚的气温增幅也将持续。
尽管这一升温趋势可在一定程度上对部分区域植被

图6

金沙江局部沿线历史滑坡堵江事件

Fig.6

Landslide dams along the Jinsha river

3.9 特大规模泥石流及其灾害链对铁路工程的危害

和农业生产产生有利的影响，但是气温升高可改变
高海拔地区的水循环过程(冰川、冰湖、冻土、积雪
等)，从而带来更多的地质灾害[29]。在藏东南地区发
育有大量海洋性冰川以及在其末端和下游存在众多

显著的地形高差、强烈的构造活动、活跃的山

冰湖，气温升高除带来冰崩风险外，还将加速冰川

地灾害、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高陡、高寒、高

消融使冰川末端或下游冰湖产生快速扩张。当超过

烈度、高地应力(四高)”，为川藏铁路沿线泥石流

冰湖坝体的承载能力时，冰湖发生溃坝，大量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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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涌出并冲刷下游沟道内的松散物质，最终形成

挤压–地震活动–次生灾害形成演化机制、板块挤

冰湖溃决泥石流。近几年来青藏高原山地灾害相关

压–块体变形–灾害分区高发机制、板块挤压–断

报道已成多发趋势，表明相关山地灾害的风险或在

裂活动–灾害成带群集机制、板块挤压–山体开

[29]

。2016 年 7 月和 9 月在西藏阿里地区阿

裂–灾害连片群发机制和板块挤压–坡体变形–

汝错湖区连续发生两次冰崩，导致 9 人失踪，该地

岩体破裂滑移机制等系列研究，认识板块挤压–断

区冰崩事件极有可能与气候持续变暖有关。青藏高

层活动–浅表构造变形圈形成–山体开裂–坡体松

原东南部地区作为全球山地灾害最为多发的区域之

动–岩体变形破坏的成生演化过程，构建廊道区域

一，气候变化可能引起山区灾害呈更加活跃的趋势。

构造稳定性分段预测评价模型和构造动力驱动重大

然而，川藏铁路途经的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藏东南

灾害群发动力学模型。

和川西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地势高差大、侵蚀强烈，

4.2 高原隆升驱动下工程地质体稳定性与重大灾

持续增加

是全球山地灾害的易发区和高发区。全球变暖背景

害形成机制

下，冰川跃动和冰湖溃决体及其灾害链具有什么样

青藏高原隆升形成的复杂构造–岩体及其造

的发育规律，如何预测和防控这类巨灾风险，是川

就的地貌–气候组合是造成川藏铁路交通廊道高山

藏铁路安全运维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峡谷区工程地质体失稳和崩塌滑坡、泥石流、冰湖
溃决等地表特大灾害及其巨型灾害链频发、群发、

4

川藏铁路工程地质主要研究方向

突发的根本原因。阐明构造活动–峡谷地貌–气候
变化等内外动力跨尺度耦合作用机制及其孕灾机

青藏高原是全球地球科学家最关注的区域之

制，揭示高原隆升驱动下工程地质体变动破坏模式

一，其地质条件最复杂，地壳变动最活跃，地质灾

与特大灾害对铁路工程及临辅设施的危害机制是川

害最频繁，地貌过程最迅速，地质环境最脆弱，因

藏铁路工程风险早期识别、精准预测和高效管理的

此这里面临着全球构造最活跃地带的孕灾动力学机

基础前提。需要开展高原阶段隆升与灾害周期群发

制、全球地表隆升最快地区的灾害发生动力学机制、

的对应关系、高原隆升–断层和相间块体运动–孕

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地区的灾害链生动力学机制和

育灾害机制、高原隆升–河流复苏和原面解体–促

全球地形地貌差异最大地区的工程灾变动力学机

发灾害机制、高原隆升–坡体深度卸荷–灾害发生

制，高荷载、深隧道、长桩基、高边坡、大洞室大

机制、高原隆升–岩体结构松动–灾害成生和循环

大增加了本来就已沟谷深切、断层纵横、山体破碎、

地表过程–岩体损伤机制、卸荷时效特征及累进成

灾害频发的川藏铁路各类工程灾害发生的危险性，

灾模式等。认识高原隆升–沟谷深切–坡体卸荷–

使得研究变得极为迫切。其核心科学问题是板块碰

岩体松动圈形成–灾害成生的自然规律，构建川藏

撞带深部–地表圈层相互作用致灾机制，其工程地

铁路廊道工程地质体稳定性评价模型与地表过程动

质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评价内外动力藕合协同驱

力驱动重大灾害形成的动力学模型。

动下川藏铁路交通廊道的区域地质体稳定性、工程

4.3 气候变化驱动下工程岩土体稳定性与重大灾

地质体稳定性、工程岩土体稳定性和工程结构体稳

害链生放大机制

定性，以及重大灾害形成演化动力学机制、重大灾

川藏铁路穿越的横断山区和青藏高原地区是

害风险防控理论及技术等，其主要研究方向如下：

气候变化敏感区域，区域内的冰川、冰湖等受气候

4.1 板块挤压作用下区域地质体稳定性与重大灾

变化影响显著，在地表形成具有一定厚度的冰冻圈，

害群发机制

引起地表岩土体反复冻融和松弛破碎的岩土体冻融

板块碰撞造成大量活动构造带和活动断层系，

圈形成，并造成冰川跃动、冰湖溃决等重大灾害及

在这个过程中，板块碰撞侧向变形作用下深部构造

灾害链的发生。认识川藏交通廊道水文–岩土耦合

动力学过程如何控制川藏铁路廊带浅表差异构造变

机制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揭示高原峡谷区工程

形？差异构造变形如何制约川藏铁路廊道区域地质

岩土体冻融循环损伤规律和松散堆积体破坏临界条

体稳定的分区与分段？其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基础性

件、泥石流形成与动力演进过程及其活动趋势迫在

科学问题是深部构造动力学与地壳浅表变形之间的

眉睫需要开展板块活动、高原隆升与气候变化互馈

响应关系，以及板块碰撞侧向走滑挤压作用下活动

作用的定量预测，新构造运动期次、气候演化阶段

断层地震破裂行为与工程抗断问题。需要开展板块

与重大灾害事件的时空关系，气候变化、冰川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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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循环致灾的动力学机制，以及循环冻融作用下

险“数据残、信息少、预测难”的技术难题，创新

工程岩体损伤机制、时效特征及累进成灾机制，气

复杂环境下重大灾害风险定量评估预测理论；突破

候变化动力驱动冰湖溃决形成巨型灾害链链生演化

“原位高、行程远、防控难”等技术难题，创新远

动力学机制与过程，认识高原隆升–气候变化–降

程灾害链风险韧性防控理论；突破“多专业、多源

雨增强–冰川消融-岩土冻融圈形成–冰湖溃决–

异构、跨尺度”融合信息集成难题，构建川藏铁路

灾害链形成演化的自然规律，构建气候变化驱动下

工程重大灾害数据同化与信息集成体系。

工程岩土体稳定性评价模型与巨型灾害链形成的动
力学模型。

5

结论与讨论

4.4 工程营力驱动下下工程结构体稳定性及其与
重大工程灾变响应机制

川藏铁路穿越横断山区和喜马拉雅东构造结，

川藏铁路穿越板块构造运动强烈的青藏高原

在构造活动、地貌隆升、气候变化和工程扰动耦合

持续隆升区，地壳活动、断层发育、地震活跃、地

作用下，形成铁路廊道沿线地壳浅表部的构造变形

形陡峻、气候敏感、灾害频发、环境脆弱的复杂地

圈、岩体松动圈、地表冻融圈和工程扰动圈，四圈

质环境条件与深埋长隧、高切边坡、超深桥桩、超

互馈耦合作用深刻影响着廊道区域地质体、工程地

大桥梁和大量临辅工程等特殊工程结构相耦合，导

质体、工程岩土体和工程结构体的稳定性，孕育和

致川藏铁路可能遭遇一系列重大工程地质与灾害风

控制着重大地质灾害的发生和链生演化，以及路基

险。工程地质体与工程结构体时空跨尺度互馈机制

变形、边坡失稳、硐室破坏、桥基滑移等工程灾变

与演化规律研究是揭示川藏铁路重大工程结构体失
稳机制与重大工程灾变机制的基础。在川藏铁路强
构造活动区工程地质体结构与演化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川藏铁路建设面临的重大工程地质问题与灾
害，研究不同性质的断裂活动对铁路工程的危害机
制、构造缝合带黏土化蚀变软岩对隧道围岩大变形
和河谷岸坡失稳、深埋高地应力及热–水–力耦合
作用下的岩爆机制和深埋隧洞卸荷作用下和工程活
动下地下水循环变化规律及其突水、突泥机制。认
识工程活动–工程地质体变化–水流场变化–工程岩
土体变动–工程扰动圈形成–工程结构体失稳和工

的发生。工程地质问题和地表特大灾害及其巨型灾
害链成为川藏铁路工程安全的重大威胁和工程成败
的关键，从而对工程地质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并为
中国工程地质界、灾害地质界、岩土工程界的专家
学者们提供了难得的科学探索和工程实践的机遇。
工程地质与灾害防御专家们亟需从基础地质研究入
手，聚焦川藏铁路廊道重大工程地质问题，揭示重
大灾害和工程灾变的发育规律与成生机制，超前识
别、精准预测和高效管理其工程地质与灾害地质风
险，提出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有效对策与工程措施。

程灾变形成的自然规律，构建工程应力驱动下工程

具体包括：基于挤压造山带地质结构的认知，预测

结构体稳定性评价模型和重大工程灾变动力学模型。

评价川藏线廊道分段区域地质体稳定性，提出规避

4.5 复杂艰险环境下重大工程灾害风险预测与防控

强构造变形段的选线建议；基于断裂发育与活动规

复杂艰险环境条件下川藏铁路廊道多圈层相

律的认知，预测评价断层位错与地震风险，提出隧

互作用强烈且复杂，深部–表层内外动力跨尺度耦

道适应断层位错的工程措施；基于地层与岩性发育

合作用下重大灾害孕灾致灾过程复杂多变，且隐蔽

状况的认知，预测评价软岩分布及其大变形风险，

性强，造成沿线灾害风险识别、预测和管理存在很

提出隧道适应围岩变形的工程对策；基于板块缝合

大的不确定性，是川藏铁路工程风险防范和管理控

带和大型断裂破碎带精细结构的认知，预测评价超

制性因素和巨大挑战。在系统认知板块碰撞、构造

宽破碎带大变形风险，提出隧道安全穿越大型断裂

隆升、峡谷地貌和气候变化的宏观控制因子及其深

带的工程方案；基于构造变形圈–冰冻圈–岩体松

部、地表特大灾害孕灾成灾过程及规律基础上，需

动圈耦合下坡体深卸荷规律的认知，预测评价工程

要重点攻关突破灾害风险源“识不清，效率低”等

边坡岩体松动与失稳风险，提出峡谷两岸工程边坡

卡脖子技术瓶颈，创新复杂地质环境下重大灾害早

和高悬桥基的安全防护对策；基于区域与局部构造

期识别理论与技术；突破灾害监测“到不了、无法

应力变化的认知，预测评价高地应力与岩爆风险，

用、传不出、预警难”等卡脖子技术难题，创新灾

提出硬岩地段岩爆灾害防范对策；基于沿线水文地

害最活跃地带的监测预警理论与技术；突破灾害风

质结构与地下水流场变化规律的认知，预测评价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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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突水与高温热害风险，提出隧道突水突泥和高温

environmental and engineering geological problems along the

热害的工程应对措施；基于灾害体的早期精准识别，

Sichuan—Tibet railway and its adjacent area[J]. Geoscience，2017，

预测评价铁路沿线隐蔽性重大灾害风险；基于天–

31(5)：4–16.(in Chinese))

空–地一体化监测“卡脖子”技术的突破，预测评

[6]

LU C，CAI C.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onstruction safety

价铁路沿线高位远程灾害体及其灾害链风险；基于

during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project[J]. Engineering，2019，5(5)：

重大工程人地协调机制模式的提出，建立川藏铁路

833–838.

重大工程灾变与地表灾害的韧性防控技术体系。

[7]

彭建兵，马润勇，卢全中，等. 青藏高原隆升的地质灾害效应[J]. 地

川藏铁路建设急需基础研究支撑，解决全球关

球 科 学 进 展 ， 2004 ， 19(3) ： 457 – 465.(PENG Jiangbing ， MA

注的重大工程安全风险防范基础性科学问题，为

Runyong，LU Quanzhong，et al. Geological hazards effects of uplift of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提供工程示范。同时，川藏

Qinghai—Tibet Plateau[J]. Advance in Earth Sciences，2004，19(3)：

铁路还是窥测区域地质体、工程地质体、工程岩土

457–465.(in Chinese))

体和工程结构体变动与重大灾害驱动机制的绝佳窗

[8]

效 应 调 查 研 究 [M]. 北 京 ： 地 质 出 版 社 ， 2018 ： 1 – 283.(GUO

口，可破解重大灾害多动力跨尺度耦合成因机制。

Changbao，ZHANG Yongshuang，YANG Zhihua，et al. Investigation

欣慰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列重大专项开展系

and research on the active faults along the Sichuan—Tibet railway and

统研究，其成果不仅会为川藏铁路安全建设与运营

geological disaster[M]. Beijing：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2018：

提供科技支撑，而且必将推动国际工程地质、灾害
动力学及减灾实践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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