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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深部工程灾害成灾机制与防控”课题召

开 2012 年度检查会 

2013年 4月 7日，以本项目首席科学家为课题负责人的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典

型地质灾害预测预报与防控方法机理》课题三 “深部工程灾害成灾机制与防

控”(KZZD-EW-05-03) 年度检查会在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召开，会议交流和讨论了课题

2012 年度的研究进展和下一步研究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后续的研究工作。 

出席会议的主要领导和专家有中国科学院资环局王凡副局长和张鸿翔处长、武汉大

学卢文波教授、武汉理工大学李新平教授、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李海波研究

员、孔令伟研究员、盛谦研究员，还有该课题负责人冯夏庭研究员、各子课题负责人和

学术骨干。 

会议首先由中科院武汉岩土所孔令伟副所长介绍参会领导和专家。随后中科院王凡

副局长和张鸿翔处长讲话，指出本次会议旨在深入交流本课题的研究进展、执行中存在

的问题和管理工作上的要求，希望通过本次会议更深入地了解项目的执行情况。之后，

课题负责人冯夏庭研究员介绍了课题的基本情况和总体的研究进展，简要介绍了项目的

3 个关键科学问题和预期目标，重点汇报了 5 个子课题的主要研究进展和下一步研究计

划。各子题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子题的研究内容和目标、研究进展和研究计划。 

与会领导和专家充分肯定了本课题这一年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研究成果，并针对各

子题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和研究进度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 

最后，王凡副局长对课题研究工作做了评价，他认为研究工作非常细致、扎实，相

信本课题最终会取得良好的成果和工程应用，并希望切实按照研究计划开展工作，并注

意各子题间的衔接问题。张鸿翔处长希望在中期汇报时关注各子题亮点的集成和预期目

标的增量，健全简报制度。冯夏庭研究员代表课题全体研究人员感谢各位专家提出的建

设性意见和建议，对院领导和项目负责人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答复，表示会后课题组相

关科研人员将召开专题会议，将本次领导和专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做进一步的研讨和深

入落实，抓紧开展课题各项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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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题在白鹤滩水电站开展深部岩体工程应用研究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金沙江下游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境内，以发电为主，兼

顾防洪，并有拦沙、发展库区航运和改善下游通航条件等综合利用效益，是西电东送骨

干电源点之一。白鹤滩水电站地下厂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水电地下厂房，将装有

16台机组，初拟装机容量140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将仅次于三峡水电站成为中国第二

大水电站。 

已有地质资料表明：白鹤滩水电站地下厂房洞室群部分区域发育有柱状节理，而且

大范围展布着不利地质构造（如随机裂隙和层间错动带等），柱状节理岩体在多次强卸

荷作用下将影响洞室群的稳定性。目前正在开挖施工的白鹤滩水电站左、右岸导流洞柱

状节理玄武岩的松弛破坏对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工程进度均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影响

（现场出现多处塌方、支护返工）。可以预见的是，相对于导流洞，地下厂房洞室尺寸

更大，多个大型洞室开挖将对柱状节理岩体稳定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本项目第六课题在白鹤滩导流洞左、右岸导流洞开展了现场原位综

合观测试验，采用非常规测试手段（即连续多次的松动圈测试、实时的岩体微破裂微震

监测、钻孔摄像可视化观察），针对节理岩体的研究柱状节理岩体的卸荷松弛特性和细

观破坏模式，并借助室内试验、岩石力学相关理论方法和反馈分析，阐明白鹤滩的开挖

卸荷松弛和时效松弛特性、柱状节理岩体的卸荷变形破坏机制；形成较成熟和实用的地

下洞室开挖中柱状节理围岩稳定性分析方法和防治措施，为下一步建立复杂条件下的大

型地下厂房洞室群柱状节理围岩稳定性实时监测、分析与预警方法积累经验和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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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六研究人员在白鹤滩水电站开展现场原位综合观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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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1、首席科学家冯夏庭研究员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并作特邀报告 

2013年5月17~18日，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材料与工程学部、东南大学、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共同主办的

第三届土木工程安全与防灾学术论坛在南京举行，本项目首席科学家冯夏庭研究员参加

本次论坛，并作了题为“大型洞室群与深埋隧道动态设计方法”的特邀报告。 

2013年6月18~20日，冯夏庭研究员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3rd ISRM Symposium on 

Rock Mechanics: Rock Characterization, Modeling and Engineering Design Methods，并与英

国皇家工程院John Hudson院士共同作了题为“Risk in rock engineering: key issues and the 

work of the ISRM Design Methodology Commission”的特邀报告。 

 

首席科学家冯夏庭研究员在国际会议 SINOROCK2013 上作特邀报告 

2、英国 Keele University 傅依斌教授与第二课题进行学术交流 

2013年5月10日~17日，应第二课题负责人左建平教授邀请，英国Keele University傅

依斌教授访问了第二课题。在此期间，傅依斌教授为学生介绍了英国的力学发展，并讲

授了连续介质力学知识。5月14日上午，傅依斌为研究生和相关教师作了以连续介质力学

及其应用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报告，重点讲述了应用连续介质力学理论解决超弹性充压薄

膜管的局部鼓包与非线性稳定性及分叉的形成机制。期间，傅依斌参观了煤炭资源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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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 

  

傅依斌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并授课 

3、越南岩石力学学会主席 Nghiem Huu Hanh 教授访问第六课题 

2013年6月25日，越南岩石力学学会主席Nghiem Huu Hanh教授访问了第六课题，并作

了题为“越南岩石力学研究概括”的学术报告。报告主要介绍了越南在岩石力学方面的

研究情况，重点介绍了岩石特性的评估标准、岩石中发生过程的研究与分析（侧重介绍

了边坡滑坡和隧洞稳定性问题）、岩石力学中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数值计算方法）以及

岩石力学界人才培训和研究设备问题。 

 

Nghiem Huu Hanh教授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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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1、隧洞围岩开挖卸荷应力扰动特征研究 

以锦屏二级水电站引水隧洞为研究背景，采用地质数据处理中的“极点图”表现方

法和断裂力学应力状态参数应力三维度，对引水隧洞掌子面推进过程中的围岩应力状态

和主应力轴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掌子面推进，掌子面前方的

围岩应力调整具有一定共性，均表现为最大、最小主应力以一定交角指向临空面，中间

主应力近似平行临空面；此外，掌子面推进至距离参考面 10~12m（约 1 倍洞径），前方

围岩应力方向调整进入加速阶段，如图 1 所示；（2）随掌子面推进隧洞顶拱部位的应力

路径总体表现为平均正应力减小，等效剪应力增大，其应力状态由三轴受压状态转化至

双轴压缩或单轴压缩状态，如图 2 所示。图 2 中进尺区间 50~56m 段，顶拱主应力大小

变化不大，平均正应力量值几乎不变，而在这一开挖推进阶段，主应力轴旋转是较剧烈

的（图 1(a)），而图 2 中等效剪应力和应力三维度的发展趋势和规律较一致，且在 50~56m

进尺区间同样变化显著，说明应力三维度可以描述由于主应力轴旋转引起的开挖应力状

态变化。（3）根据应力三维度随掌子面推进的变化规律，将开挖过程中的围岩应力状态

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挖进尺 0m 至约 50m 处，应力三维度由初始值（约-4.2）

略有下降，反应了围岩应力受前方开挖影响而小幅调整的情况；第二阶段开挖进尺至参

考面所在处（Z=60m），应力三维度迅速增大至约-1.67，这一阶段主应力轴旋转是控制

因素；第三阶段为开挖通过参考面直至开挖结束，应力三维度上升至约-0.67，其后基本

保持不变，这一阶段应力释放是主要影响因素。 

最大主应力

最小主应力

中间主应力

52m

54m

54m

      

最大主应力

最小主应力

中间主应力
50m

54m

50m

 

(a)隧洞顶拱                           (b)隧洞边墙 

图 1  锦屏二级水电站引水隧洞应力监测点主应力方向变化的极点表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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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隧洞顶拱平均正应力、等效剪应力和应力三维度随掌子面推进的变化曲线 

2、断层性质对地应力场分布规律的影响研究 

通过建立三维非连续接触模型，研究了不同倾角下正断层和逆断层附近地应力场分

布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 正断层上盘最大主应力小于下盘，当超过一定垂直埋深时，

其上盘主应力值大于下盘；此外，倾角越大，正断层两盘的主应力差越小。逆断层的上

盘最大主应力大于下盘，当超过一定垂直埋深时，其上盘最大主应力值小于下盘；另外，

倾角越大，逆断层上、下两盘的主应力差值越大，如图 3 所示。(2) 对于正断层而言，

随着断层倾角的增大，断层端部最大主应力及剪应力减小，而逆断层与此相反，这主要

是由于正、逆断层受力状态不同导致断层两盘运动方式差异造成的，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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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断层                           b)逆断层 

图 3 不同倾角下沿测线方向断层上、下盘最大差应力与断层距离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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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断层                           b)逆断层 

图 4  断层端部最大主应力与断层倾角的变化曲线（埋深 1000m） 

3、不同深度玄武岩的三点弯曲细观破坏实验研究 

现有深部岩石力学研究大多是从某一深度取出岩样，然后施加不同围压用于模

拟不同深度，由此来研究不同深度情况下岩石的物理力学行为，然而实际中不同深

度处，不仅围压发生变化，岩石自身的微细观结构也会发生变化。针对此情况，选

取北京门头沟一个有特点的区域，该区域从地表到深度 1100 多米都有玄武岩。借

助带加载装置 SEM 系统实时观察中心预制缺口不同深度玄武岩、偏心单裂纹及双

裂纹玄武岩的细观破坏行为，揭示深度导致岩石力学性能变化的细观机制。研究发

现，三点弯曲玄武岩试样中裂纹多数从预置缺口处萌生，进而发展成一条连续主裂

纹。不同深度玄武岩的破坏荷载及断裂能随埋深呈增加趋势，主要原因是随着深度

增加玄武岩更为致密，孔隙率小；相同偏心距下，偏心单、双 2 组试样峰值荷载和

断裂能几乎相同，且都随偏心距的增大而线性增加，主要原因是偏置裂纹试件缺口

附近受到剪切力和弯矩的双重影响，但随着偏心距离的增加，弯矩影响逐渐减少，

这导致了峰值荷载和断裂能增加。 

 

 

图 5  试件 410–p3–3 破坏后的裂纹路径 

 



深部重大工程灾害的孕育演化机制与动态调控理论                                项目简报 

 

2013 年第 2 期   第10页 

4、多组裂隙岩体的破坏试验研究 

为了探讨单轴压缩条件下裂隙几何特征以及空间展布对岩体强度的影响，设计了一

系列模型实验。试样采用材料的配比为沙子：Case 石膏：蒸馏水=3：3：2（重量比），

试件模具由有机玻璃制作，采用厚度 0.5mm 的薄钢片用预埋抽条法预制裂隙，用数码相

机进行跟踪拍摄。试件尺寸统一为 100mm×100mm×40mm，裂隙长度为 10mm，排布主

要有四种：单条裂隙、两条共面裂隙、四条共面裂隙和四条雁形裂隙（倾角为 45º）。

试验得到主要的破坏模式如图 6。 

     

    

  图 6  裂隙岩体破坏模式 

单条裂隙试样的破坏模式主要是裂纹尖端萌生翼裂纹，并沿加载方向扩展形成拉破

坏，部分试件出现反翼裂纹。对于两条预制裂隙岩体，随着加载的进行，倾角小于 45º

时，单裂纹产生的翼裂纹沿主应力加载方向扩展形成拉破坏；倾角大于等于 45º 时，两

条共面裂隙剪贯通，裂纹尖端翼裂纹沿加载方向扩展并形成拉破坏。对于四条共面裂隙

试样，随着外部的加载裂纹很快贯通并呈现拉破坏。四条雁形裂纹在单轴加载下会形成

压贯通，部分裂纹产生反翼裂纹，主要破坏形式是裂纹相互贯通的拉破坏。 

处理试验数据得到，随裂隙条数的增加，裂隙岩体的强度降低，而且强度都低于完

整岩石试样，说明随裂隙密度增加，岩体强度降低。在裂隙倾角保持 45º 不变的情况下，

随岩桥长度的增加，四条雁形裂纹岩样强度有降低的趋势，在岩桥长度为 25mm 时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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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随裂隙组间距的变化，岩样分别在 20mm 和 25mm 处强度有最低值。相关的试验

结果还需进一步的分析和验证。 

5、加、卸载条件下裂隙岩体破坏特性研究 

通过对加载和卸载条件下裂隙大理岩的破坏过程、应力-应变曲线进行分析，得到如

下结论：对于预制裂纹大理石试件，在破坏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开始出现裂纹、损伤的起

裂，并最终严重影响大理石强度，但在加载曲线上没有明显的影响。预制裂纹试件的破

坏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双轴加载下四个阶段的表现同单轴加载和卸载条件下明

显不同。在双轴加载破坏过程中试件预制裂纹尖端表面多会出现片状剥落，单轴加载和

卸载破坏过程中预制裂纹尖端裂纹的发育显著，两条预制裂纹间岩桥的贯通明显，且多

存在两次贯通，其中第一次贯通路径为两条预制裂纹尖端的直线连接；第二次贯通路径

为一条预制裂纹尖端次生裂纹与另一条的翼型裂纹的贯通。双预制裂纹试件，单轴加载

和卸载的三个试件都会在上面预制裂纹的右上侧尖端扩展出一条向右下侧扩展的翼型裂

纹。双轴加载的试件侧会在相近区域产生一片破落带，此范围内试件明显的表现为渐进

的剥落式破坏。剥落带的范围约为预制裂纹尖端-90°~-130°。试件中预制裂纹对试件的破

坏形态，破坏强度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试件整体剪应力的影响依然不可忽略。整

体上，卸载条件下预制裂纹岩石的破坏方式与单轴加载下比较接近。裂纹的起裂方向大

至有四个，都是垂直于裂隙面或沿裂隙面的方向，但在不同荷载条件下，裂纹的扩展方

向有所差异，且新产生的裂纹多以裂纹带的形式出现（图 7）。裂纹在扩展过程中其扩

展方向会因为试件不同区域强度、已经起裂的裂纹等因素发生变化，但其大致方向不会

变化。卸载下预制裂纹尖端产生的裂纹条数似乎要多于加载下，且更加不规则，破坏程

度也相对较高，很少留下较大碎块。 

   
图 7  加、卸载条件下裂隙起裂角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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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爆破振动频率的衰减机制和影响因素 

基于弹性介质中球状药包激发应力波的理论解及其频谱表达式，通过引入介质阻尼

项，建立了球形药包爆破条件下实际岩体介质中爆破振动的频谱表达式，进而分析爆破

振动频率的衰减机制和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爆破振动频率的衰减与爆腔的大小、爆心

距、岩体纵波速度和品质因子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爆破地震波幅频分布曲线的多峰结

构和高频爆破地震波衰减快的双重因素影响，爆破振动主频随爆心距的增大并非遵循严

格的衰减，而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局部跳跃现象（图 8）；爆破振动质心频率则呈现显

著的衰减规律，其与岩体纵波速度与爆腔半径的比值成线性比例关系，与爆腔半径和爆

心距的比值成幂函数关系。 

     
图 8 不同爆心距下的爆破振动幅值-频率分布曲线 

7、高应力岩体动力扰动下岩爆发生的实验室重现 

为表征受高应力作用下岩石在扰动下的破裂特征，利用研制的大尺寸岩石真三轴电

液伺服诱变试验机，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了快速卸载&动力扰动作用下

高应力硬岩的力学行为和破裂特征的实验研究，初步证实了动力扰动下大尺寸储能岩石

也会发生岩爆。实验岩石类材料为花岗岩、砂岩及混凝土。实验系统的 Z 向加载最大主

应力 σ1，Y 向加载中间主应力 σ2，X 向加载最小主应力 σ3，如图 9 所示。 

 

 

 

 

 

图 9 岩爆试验加载示意图 

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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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分为原岩应力加载、UL3 卸载及施加扰动诱发岩爆三个阶段，如图 10 所

示： 

1) 原岩应力加载阶段：首先位移控制将 σ1加载 0.5 MPa，即 FZ = 5 kN，然后运用

力控 (加载速度为 2 000 N/S，即 0.2 MPa/s)加载至 5 MPa；运用位移控制将 σ2、σ3加载

至 0.5 MPa，即 FY = FX = 5 kN；三个方向同时以 2 000 N/S 的加载速度加载至设定的地

应力水平，其中花岗岩试件的中间主应力选为 40 MPa，红砂岩试件的中间主应力选为 

30 MPa，混凝土试件的中间主应力选为 20 MPa。 

2) UL 3 卸载阶段：突然快速卸载 σ3，即最小主应力方向的力；以与原岩应力相同

的加载速率增加 σ1至设定值，稳定 1 min； 

3) 施加扰动诱发岩爆阶段：花岗岩试件试验中 Ld的幅值设定为 300 kN、400 kN、

500 kN、600 kN；红砂岩试件试验中 Ld的幅值设定为 80 kN；120 kN、160 kN、200 kN；

混凝土试件试验中 Ld的幅值设定为 40 kN、80 kN、120 kN、160 kN；扰动频率均设定

为 5 HZ；扰动方向为平行于最大主应力方向和平行于中间主应力方向，分别为 LdZ、LdY。

扰动载荷，如图 11 所示。 

 
(a)  花岗岩试件岩爆方案 

 
(b)  红砂岩试件岩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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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混凝土试件岩爆方案 

图 10 试验加载路径 
 

   
(a)  幅值 60 kN     (b)  幅值 160 kN 

  
(c)  幅值 200 kN   (d)  幅值 600 kN 

图 11 扰动载荷波形图 
 

对三种岩性试样平行于σ1方向施加扰动载荷LdZ，观察在不同幅值的扰动载荷下是否

发生岩爆的实验结果。结果显示，三种材料在较小幅值的扰动载荷下，不发生破坏；在

较大幅值的扰动载荷下，花岗岩和红砂岩发生破坏并有岩块弹射出，而混凝土试件破坏

时无岩块弹射。 

花岗岩试件和红砂岩试件破坏形式均为脆性破坏，岩石试件在扰动载荷的作何用下

会发生岩爆，相比红砂岩试件，花岗岩试件发生岩爆破坏时更加剧烈。但是混凝土试件

在扰动载荷作用，不发生岩爆，试件只发生大变形破坏。试验证明，硬岩岩体内可发生

扰动诱发岩爆，但软岩岩体在扰动载荷作用下不会发生岩爆，只发生大变形破坏。岩石

试件发生岩爆破坏时应力-应变曲线如图12所示。在受到适当扰动载荷作用下，花岗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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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砂岩试件在只受到其板裂强度 80%的应力时就发生剧烈破坏。当扰动载荷幅值增大至 

120 kN后，，混凝土试件在扰动破坏后时应变持续增加，发生大变形。破坏后只是试件

的承载能力降低了，并没有出现岩块弹射的现象。 

   
（a）花岗岩                （b）红砂岩               （c）混凝土 

图 12 扰动载荷破坏岩石应力-应变曲线 

8、GSI 弱化本构模型及其验证 

岩石在压缩过程中，由于内部裂纹逐渐扩展，导致岩石结构逐渐弱化，进而使得

GSI 指标逐渐减低，称这一现象为岩石变形的 GSI 弱化过程。线性拟合 Hoek-Brown 屈

服准则可以得到一定应力范围内岩体的等效摩擦角φ和粘聚力c。 

根据GSI评级的思想来研究强度参数
bm 、 s 以及a 的变化规律，并假定岩石单轴抗

压强度 ci 以及参数 im 为岩石的自身特性，在压缩过程中为常量，保持不变，于是只需

确定GSI值与软化参数（塑性应变 p
3e ）以及围压 3 的关系即可。 

假定GSI的弱化起始于塑性变形阶段，GSI值与软化参数 p
3e 存在双线性关系，于是

GSI值与软化参数 p
3e 的关系可表述为： 

p p pri r
i 3 3 3pr

3

p pr
r 3 3

    if   

                            

GSI GSI
GSI GSI e

   if  

e e
e

GSI GSI e e 

   

  

                 (1) 

式中 pr
3e 为岩石应力水平达到残余强度时对应的塑性应变， iGSI 为地质强度指标初始

值， rGSI 为地质强度指标残余值。 

随着塑性应变 p
3e 逐渐增大至临界值 pr

3e ，地质强度指标GSI由初始值 iGSI 线性降低

至残余值 rGSI ，并随塑性应变 p
3e 的进一步增大保持不变。 

采用 FLAC3D程序实现 GSI 弱化本构模型来模拟岩石变形过程应力应变规律，通过

FLAC3D提供的 Fish 语言编写了 GSI 弱化模型的代码，并基于典型岩石三轴压缩模拟试

验验证该模型的合理性（图 13）。研究表明，大理岩三轴压缩试验模拟曲线与室内三轴

压缩试验曲线基本吻合，提出的应变软化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大理岩的三轴力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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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锦屏二级白山组大理岩三轴压缩试验成果 

9、深埋隧洞微震活动区与岩爆的相关性 

基于锦屏二级水电站深埋引水隧洞和排水洞大量微震监测数据及上百个不同等级

岩爆实例（图 14），研究了深埋隧洞微震活动区与岩爆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

微震活动分布范围主要介于掌子面后方 3 倍洞径至前方 1.5 倍洞径之间，而岩爆高发区

位于掌子面后方 3 倍洞径以内，表明岩爆高发区与微震事件主要分布范围相吻合；（2）

隧洞工程岩爆潜在风险重点关注区域是掌子面后方 3 倍洞径已开挖范围，以及掌子面前

方 1.5 倍洞径施工范围；（3）微震事件及岩爆分布呈区域性集结特点，其中一部分岩爆

发生于微震事件集结区内部，另一部分岩爆发生于微震事件集结区边缘，这是岩体破坏

过程中所固有的现象，与微震事件集结区边缘局部应力集中密切相关。 

 

图 14 锦屏二级水电站引(4) 5+097~6+085 洞段微震事件及岩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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