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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水工压力隧洞衬砌开裂以后围岩衬砌混凝土钢筋联合作用的实际性状，借助于非线性
有限元程序，对围岩与衬砌（混凝土和钢筋）联合作用和材料性态进行模拟，建立起精细的、高度仿

真的二维（平面应变）数值模型。经过数值分析，得到了在满足规范要求且经济合理的配筋量条件

下衬砌与围岩的荷载分担比、裂缝宽度和裂缝分布规律、混凝土的应力分布规律、钢筋的应力分布

规律。对衬砌与围岩发生相对滑动以及围岩参数变化对荷载分担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衬砌

与围岩出现相对滑动时，需要增加配筋量；围岩参数变化时，对相邻裂缝间距（裂缝条数）影响很

大，衬砌的荷载分担比略有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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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工压力隧洞是水电站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内容，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整个电站能否安全可靠

地运行［１］。而水工压力隧洞衬砌配筋设计的结果

又与衬砌与围岩的荷载分担比息息相关，同时对于

９７３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Ｖｏｌ．２８Ｎｏ．４　



衬砌和围岩的荷载分担比的研究又离不开衬砌内力

及配筋分析方法。关于衬砌抗裂配筋分析的方法已

经相对成熟，有有限元方法和 “边值法”以及弹性力

学方法等。但对于衬砌限裂配筋分析方法，《水工

隧洞设计规范》（ＤＬ／Ｔ５１９５２００４）［２］给出的“公式
法”却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衬砌开裂以后衬砌和

围岩分担荷载的实际性状，原因是：①钢筋应力采用
许用应力计算，而实际钢筋应力不一定会达到钢筋

的许用应力；②围岩变形量按完全不考虑钢筋混凝
土衬砌计算得到，使计算所得围岩变形量偏大，围岩

过多地分担了内水荷载，从而钢筋混凝土衬砌承受

内水荷载比例偏小；③围岩按弹性计算，而实际情况
下，围岩可能存在一定范围的塑性区，围岩全部按弹

性计算，围岩的整体模量显著偏大，内水荷载过多分

担给了围岩，从而钢筋混凝土衬砌承受内水荷载比

例偏小；④钢筋应力按平均应力计算，在衬砌裂缝
处，钢筋独立承担衬砌所受拉应力，而在衬砌未发生

裂缝处，钢筋和混凝土仍是共同承担衬砌所受拉应

力，肯定会出现衬砌裂缝处的钢筋应力明显偏大的

现象。这样衬砌的荷载分担比也就明显偏小，与实

际情况相差甚远。

为此，诸多学者进行了衬砌荷载分担比和衬砌

配筋方法的探索，其中文献［３］～［１７］对水工隧洞
建设的经验教训和设计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探

讨，获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就总体而言，主要存在以

下几点不足：①对裂缝性状的分析与假设和工程实
际差异较大，其根据两裂缝间结构应变获得裂缝张

开度，通过计算开裂面两端位移进而获得裂缝宽度；

②现有裂缝宽度计算公式多来自于一般钢筋混凝土
构件的破坏机理，而水工隧洞因受围岩与水压力影

响，变形特性有很大的特殊性；③衬砌开裂前后钢筋
与混凝土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尚不完善［１８］。为此文

献［１９］通过有限单元法对隧洞衬砌的受力特性进
行分析，提出了单独以裂缝宽度限值或者钢筋应力

限制来确定钢筋用量与布置的方法；虽然克服了以

上几点的不足，却忽视了裂缝宽度限制和钢筋应力

限制两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

基于此，本文结合水工压力隧洞衬砌开裂以后

围岩—衬砌混凝土—钢筋联合作用的实际性状，借

助于非线性有限元程序 ＦＩＮＡＬ［２０］，对围岩与衬砌
（混凝土和钢筋）的联合作用和材料性态进行模拟，

建立精细的、高度仿真的二维（平面应变）数值模

型，探索出合理的求解和分析过程，并进行非线性数

值求解以及反复分析，得到既满足规范要求又经济

合理的配筋量下衬砌开裂以后的裂缝分布及宽度、

混凝土的应力和变形性状、钢筋的应力分布以及衬

砌与围岩的荷载分担比。并对衬砌与围岩接触情况

和围岩地质参数变化对衬砌与围岩的荷载分担比的

影响进行了分析。

１　相关工程参数及数值模拟方法

１．１　相关工程参数
某引水发电洞，均匀内水压力（包括水击在内）

为ｐ０＝１．１０ＭＰａ，衬砌后直径为７ｍ，开挖半径为
８．６ｍ，衬砌厚度为８０ｃｍ；采用 Ｃ２５混凝土，弹性模
量为２８ＧＰａ，双层配筋，Ⅱ级钢筋，弹性模量为２００
ＧＰａ；洞周为Ⅱ类围岩，变形模量为８ＧＰａ，容重为２７
ｋＮ／ｍ３。
１．２　围岩与衬砌联合作用模拟

在水工压力隧洞中，围岩和衬砌（混凝土和钢

筋）两者通过变形协调联合作用，共同承担内水荷

载。围岩是承担内水荷载的主体，在实际工程中表

现出的性状往往不是弹性体，而是弹塑性体。即在

某一区域的应力水平达到一定值后，区域内的围岩

体就进入塑性阶段。进入塑性的围岩体应力不再增

加，而是将多余应力转移给相邻区域的围岩体。

衬砌的主要作用是保护围岩，传递大部分的内

水荷载给围岩，并分担一部分内水荷载。衬砌由混

凝土和钢筋两种材料组成，也就同时具备了混凝土

的脆性和钢筋的柔性特征。在衬砌未开裂的部位，

混凝土和钢筋共同承担衬砌所分担的荷载，并且按

照变形模量大小分担荷载。在衬砌开裂部位，混凝

土和钢筋的联合作用比较复杂，钢筋独立承担衬砌

所受拉力，并且裂缝附近的混凝土和钢筋出现相对

滑动，相对滑动的长度与钢筋直径、形状、应力水平

以及混凝土强度等级等相关，并且符合莫尔库伦强
度准则。衬砌混凝土与钢筋联合作用模式如图 １
所示。

图１　衬砌和钢筋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ｍｏｄｅｌｄｉａｇ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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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材料性态模拟及数值分析模型
为控析衬砌开裂后，衬砌和围岩的联合受力机

制，本文采用从奥地利引进的大型岩土工程数值仿

真分析软件ＦＩＮＡＬ［２０］，建立了二维（平面应变）非线
性有限元衬砌配筋数值仿真模型，详细说明如下：

１）围岩和衬砌混凝土均按弹塑性考虑，采用三
角形６结点等参实体单元模拟。
２）对衬砌预设若干裂缝，采用 ＦＩＮＡＬ有限元

分析程序独有的裂缝界面模型（ＣＯＪＯ单元）模拟。
衬砌混凝土中拉应力小于混凝土抗拉强度时，ＣＯＪＯ
单元不张开，体现混凝土的材料连续性；当衬砌混凝

土中拉应力大于混凝土抗拉强度时，ＣＯＪＯ单元张
开，裂缝处混凝土抗拉能力丧失，仅对衬砌中钢筋起

约束作用，衬砌所受拉力全部由钢筋承担。

３）钢筋与衬砌中混凝土的联合作用，钢筋采用
ＦＩＮＡＬ有限元分析程序的ＢＯＬＴ单元模拟。在衬砌
开裂前，钢筋和混凝土变形协调，分担衬砌所承受的

荷载。在衬砌开裂后，钢筋和混凝土变形、受力重新

调整。在裂缝附近，局部钢筋与混凝土发生相对滑

动、脱离，钢筋独立承担衬砌的拉应力，并通过与混

凝土之间的摩擦力向衬砌混凝土传递。

４）模型边界（围岩范围）：选取上下、左右５倍
隧洞洞径；对模型底部采取水平和竖直方向约束，

左、右边界采取水平方向约束。衬砌和钢筋模型示

意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衬砌配筋有限元数值分析模型
Ｆｉｇ．２　Ｌｉｎ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

　

１．４　数值分析方法及过程
在分析前，同样进行相关假定：①整个洞周衬砌

与围岩粘结良好，即不脱离也不相对滑动；②衬砌裂
缝均匀分布。在此前提下，采用非线性有限元数值

仿真分析方法，分析衬砌开裂后衬砌与围岩对内水

荷载的分担比。

数值仿真试验开始时，预先假定衬砌不存在裂

缝，进行数值试验，得到衬砌内力分布规律。若衬砌

内力不满足抗裂要求，则根据内力分布规律，假定裂

缝条数Ｎ和内外层钢筋的面积 Ａ１、Ａ２，再进行数值
试验，重新得到衬砌的内力分布规律。

若此时衬砌混凝土最大拉应力接近于设计抗拉

强度，且裂缝宽度ω１满足限裂配筋设计允许裂缝宽
度要求，则衬砌配筋设计结果为：内、外层配筋面积

分别为Ａ１、Ａ２，预测最大裂缝条数为 Ｎ，裂缝宽度为
ω１，否则，调整裂缝条数 Ｎ为 Ｎ±Ｍ（Ｍ为需求增加
或减少的裂缝条数），内、外层钢筋的面积 Ａ′１、Ａ′２，
直至衬砌混凝土最大拉应力、钢筋应力和裂缝开展

宽度均满足设计规范要求为止。

２　衬砌与围岩对内水荷载的分担比

经过数值仿真分析，得到既满足规范要求又经

济合理条件下的衬砌与围岩的荷载分担比。裂缝分

布和宽度、混凝土的应力和变形性状、钢筋的应力分

布详述如下。

２．１　分析结果
１）配筋结果及钢筋应力（见图３）
配筋结果：Ⅱ级钢筋，内层钢筋２８＠２００；外层

钢筋２５＠２００。
钢筋应力：内层钢筋最大轴力３１５．２ｋＮ（钢筋

面积为３０７９ｍｍ２），最大拉应力为１０２．３７ＭＰａ（这
与文献［１９］中给出的结果相符）。

外层钢筋应力较小，最大轴力为１２０．０ｋＮ（钢
筋面积为２４５４ｍｍ２），最大拉应力为４８．９０ＭＰａ。
２）混凝土内力
裂缝附近的混凝土拉应力很小，接近于０ＭＰａ；

而两条裂缝的中间部位拉应力较大，最大值达到

１．３０ＭＰａ，约等于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ＳＬ１９１
２００８）中Ｃ２５混凝土设计抗拉强度１．２７ＭＰａ。

３）衬砌裂缝宽度和间距（裂缝条数）
衬砌裂缝宽度最大值为０．２３８ｍｍ，小于水工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ＳＬ１９１２００８）中的限值０．２５ｍｍ。
衬砌共产生沿洞周均匀分布的８条裂缝，裂缝

间距约为２．７５ｍ。
２．２　衬砌与围岩对内水荷载的分担比

根据两条裂缝中间部位算得衬砌轴力约为

１１００ｋＮ；而在裂缝处衬砌轴力为内外层钢筋的轴
力之和，仅为４３５ｋＮ。这是由于在衬砌裂缝处衬砌
变形更为充分，将更多的内水荷载分担给了围岩体。

衬砌分担的内水荷载约在１１％ ～２９％之间，围岩分
担的内水荷载在７１％～８９％之间（内水压力完全由
衬砌承担时，根据弹性力学方法计算，得到衬砌轴力

为３８５０ｋ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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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衬砌钢筋轴力图及裂缝处钢筋轴力详图
Ｆｉｇ．３　Ｌｉｎｉｎｇ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ａｘ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ａｘ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ｏｆｃｒａｃｋｓ

　

３　衬砌与围岩接触条件对衬砌与围岩荷载
分担比的影响

　　隧洞顶拱衬砌与围岩的连接往往存在薄弱面，
即使进行回填注浆，仍然不能完全避免。在承受内

水荷载时，衬砌发生开裂，局部变形较大，同时由于

围岩和衬砌之间薄弱面的存在，可能导致两者出现

相对滑动。此时衬砌与围岩对内水荷载的分担比，

随之会发生变化。

在不改变衬砌配筋面积（Ⅱ级钢筋，内层钢筋
２８＠２００；外层钢筋２５＠２００）的前提下，假定衬砌
与围岩之间无裂缝，仅发生相对滑动。

３．１　衬砌与围岩发生相对滑动时的分析结果
１）钢筋应力（见图４）
内层钢筋应力：内层钢筋最大轴力为３４２．４ｋＮ

（钢 筋 面 积 为 ３０７９ ｍｍ２），最 大 拉 应 力 为
１１１．２０ＭＰａ。

外层钢筋应力：外层钢筋最大轴力为２３２．３ｋＮ
（钢 筋 面 积 为 ２４５４ ｍｍ２），最 大 拉 应 力 为
９４．６６ＭＰａ。

２）混凝土内力
裂缝附近的混凝土拉应力很小，接近于０ＭＰａ；

两条裂缝的中间部位的衬砌拉应力变化较大，为

１．０７ＭＰａ。
３）裂缝宽度
衬砌最大裂缝宽度为０．２７０ｍｍ。

３．２　衬砌与围岩发生相对滑动时的荷载分担比

　　根据两条裂缝中间部位算得衬砌轴力约为９００
ｋＮ；在裂缝处衬砌轴力为５７５ｋＮ。衬砌分担的内水

荷载在 １５％ ～２３％之间，围岩分担的内水荷载在
７７％～８５％之间（衬砌完全承受内水压力时，衬砌
轴力为３８５０ｋＮ）。

图４　衬砌钢筋轴力图
Ｆｉｇ．４　Ｌｉｎｉｎｇ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ａｘｉａｌｆｏｒｃｅ

　

３．３　衬砌与围岩接触条件对内水荷载分担比的影
响分析

　　对衬砌与围岩是否接触良好进行数值分析试
验，得到如下结果。

１）衬砌与围岩对内水荷载分担比的变化：两
者对内水荷载的分担比有一定影响；但衬砌与围岩

之间产生相对滑动时衬砌对内水荷载的分担比

（１５％ ～２３％）处于两者粘结良好时对内水荷载分
担比（１１％～２９％）的范围之内。
２）钢筋应力变化：内层钢筋最大拉应力由

１０２．３７ＭＰａ变为１１１．２０ＭＰａ；外层钢筋最大拉应力
变化较大，由４８．９０ＭＰａ变为９４．６６ＭＰａ。
３）混凝土内力及裂缝宽度变化：裂缝附近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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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拉应力变化很小，仍然接近于０ＭＰａ；两条裂缝
的中间部位的衬砌拉应力有一定变化，由１．３ＭＰａ
变为１．０７ＭＰａ。衬砌最大裂缝宽度由０．２３８ｍｍ变
为０．２７０ｍｍ，说明此处需要增加钢筋面积来约束衬
砌裂缝开展，即围岩与衬砌发生相对滑动时，需要增

加配筋量。

４　围岩参数变化对衬砌与围岩荷载分担比
的影响

　　洞周围岩按照Ⅲ类围岩（变形模量４ＧＰａ）进
行数值试验，与Ⅱ类围岩（变形模量８ＧＰａ）数值试
验结果（详见本文第 ２．１节和 ２．２节）进行对
比分析。

４．１　Ⅲ类围岩时的分析结果
１）钢筋应力（见图５）
内层钢筋应力：内层钢筋最大轴力为３３５．４ｋＮ

（钢筋面积为 ３０７９ｍｍ２），最大拉应力为 １０９．９３
ＭＰａ。外层钢筋应力：外层钢筋最大轴力为 １８０．８
ｋＮ（钢筋面积为 ２４５４ｍｍ２），最大拉应力为
７３．６８ＭＰａ。

图５　衬砌钢筋轴力图
Ｆｉｇ．５　Ｌｉｎｉｎｇ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ａｘｉａｌｆｏｒｃｅ

　

２）混凝土内力
裂缝附近的混凝土拉应力很小，接近于０ＭＰａ；

两条裂缝的中间部位的衬砌拉应力变化较大，为

１．３２ＭＰａ。
３）衬砌裂缝宽度和间距（裂缝条数）
衬砌裂缝宽度最大值为０．２４５ｍｍ，衬砌共产生

沿洞周均匀分布的 １６条裂缝，裂缝间距约
为１．３７ｍ。
４．２　Ⅲ类围岩时衬砌与围岩对内水荷载的分担比

根据两条裂缝中间部位算得衬砌轴力约为

１１５０ｋＮ；在裂缝处衬砌轴力为５１６ｋＮ。衬砌分担
的内水荷载在１３％～３０％之间，围岩分担的内水荷

载在７０％ ～８７％之间（衬砌完全承受内水压力时，
衬砌轴力为３８５０ｋＮ）。
４．３　围岩参数变化对衬砌与围岩荷载分担比的

影响

　　经计算分析发现，当围岩由Ⅱ类（分析结果详
见本文第２．１节和２．２节）变为Ⅲ类（围岩变形模
量由８ＧＰａ变为４ＧＰａ）时，衬砌与围岩荷载分担比
将发生以下变化。

１）衬砌与围岩对内水荷载分担比的变化：两者
对内水荷载的分担比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衬

砌对内水荷载的分担比由１１％ ～２９％变为１３％ ～
３０％，围岩对内水荷载的分担比由７１％ ～８９％变为
７０％～８７％。

２）钢筋应力变化：配筋量相同时，内层钢筋最
大拉应力由１０２．３７ＭＰａ变为１０９．９３ＭＰａ；外层钢
筋最大拉应力由４８．９０ＭＰａ变为７３．６８ＭＰａ。
３）混凝土内力及裂缝宽度变化：两条裂缝的中

间部位的衬砌拉应力由１．３ＭＰａ变为１．３２ＭＰａ，最
大裂缝宽度由０．２３８ｍｍ变为０．２４５ｍｍ。
４）相邻两条裂缝间距变化：裂缝条数由８条变

为 １６条，相邻两条裂缝间距也由 ２．７５ｍ变
为１．３７ｍ。

５　结　论

１）结合水工压力隧洞衬砌围岩—衬砌混凝
土—钢筋联合作用的实际性状，建立精细的、高度仿

真的二维（平面应变）数值模型，并探索出合理的求

解及分析方法，得到衬砌开裂以后衬砌分担的内水

荷载不足１／３，其余的内水荷载由围岩分担。
２）裂缝处的钢筋应力出现应力集中现象，内层

钢筋轴力达到未开裂部位钢筋应力的１０倍；且内层
钢筋应力明显大于外层钢筋应力。裂缝附近的混凝

土拉应力很小，接近于０ＭＰａ；而两条裂缝的中间部
位拉应力较大，最大值达到１．３０ＭＰａ。
３）研究了衬砌与围岩是否接触良好对两者荷

载分担比的影响，发现配筋量不变时，接触不良时衬

砌对内水荷载的分担比介于接触良好时的范围之

内；但裂缝宽度增大，则需要增加配筋量约束裂

缝开展。

４）围岩参数变化（即围岩由Ⅱ类变为Ⅲ类）
时，衬砌对内水荷载分担比略有上升趋势。但是对

相邻裂缝间距（裂缝条数）影响很大，相邻两条裂缝

间距减半，由２．７５ｍ变为１．３７ｍ；裂缝条数加倍，
由８条变为１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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