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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岩力学参数对水工隧洞运行期

衬砌受力影响分析及工程应用

曲星，李宁，张志强
（西安理工大学 岩土工程研究所，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摘要：应用从奥地利引进的大型岩土分析软件ＦＩＮＡＬ分析了不同围岩参数对运行期衬砌受力影响
的敏感性，得知围岩参数的准确性对于衬砌厚度的设计有较大影响；根据江源隧洞现场监测资料反

演得出分析洞段围岩参数，以此参数为依据研究了４种支护方案下运行期衬砌的受力情况：①不考
虑一次支护条件；②考虑一次支护钢拱架；③考虑洞段整体超挖衬砌厚度增加情况；④同时考虑②、
③情况。分析结果表明：在考虑一次支护的作用后，衬砌轴力及应力明显降低；洞室整体性超挖相
当于增大了衬砌的厚度，使得衬砌轴力增大，应力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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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依据新奥法进行设计施工时，围岩级别往往
决定了初期支护的强度［１］，对于二次支护结构的设

计一般仅由运行期内水水头或检修期外水水头的大

小决定。当外水水头不大时，运行期为控制工况。

诸多学者［２４］对衬砌受力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

析，赵德安等［５］研究了侧压力系数对铁路隧道衬砌

力学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合理变化范围内的侧压

力系数对隧道衬砌内力和位移的影响程度在１５％
左右；陈方竹等［６］采用三维有限元方法研究了围岩

变形模量对调压井衬砌结构内力及配筋的影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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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随着围岩变形模量的提高，衬砌结构应力和配筋

情况大为改善的结果。

上述研究对内水荷载下围岩参数对衬砌受力的

分析均不够全面，同时未给出工程中应用的实际效

果。本文首先对围岩各参数对运行期衬砌受力的影

响进行灵敏度分析，寻找对衬砌受力影响最为显著

的参数，在此基础上，针对江源引水隧洞Ⅴ类围岩洞
段，根据位移反分析法得出重要参数，并应用在隧洞

衬砌优化分析方案中，最终提出合理的衬砌厚度

方案。

１　衬砌受力影响因素灵敏度分析

１．１　 计算参数选取
灵敏度分析的因素为初始地应力参数（侧压力

系数λ）与弹塑性计算参数（弹性模量Ｅ、泊松比μ、
粘聚力ｃ、内摩擦角φ），共有５个。为了研究不同围
岩参数对衬砌结构受力的影响，当对某一参数进行

分析时，非当前分析参数保持不变。分析参数取值

见表１。

表１　灵敏度分析选用参数表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围岩参数 Ｅ μ ｃ φ λ
计算参数

初值
１．０ＧＰａ ０．３ １００ｋＰａ ３０° ０．５

参数变化

范围

（０．５～
６）ＧＰａ

０．２５～
０．４５

（１００～
１０００）ｋＰａ

２０°～
４０°

０．５～
２．０

参数计算

步长
０．５ ０．０２ １００ ２．５ ０．２５

计算步数 １２ １１ １０ ９ ８

１．２　计算荷载
运行期计算荷载主要以内水荷载为主，内水荷

载根据相应压力的等效结点荷载施加，直接作用于

混凝土衬砌结构与围岩的共同体上，在研究分析过

程中充分考虑围岩与衬砌结构的相互作用，围岩与

衬砌等支护结构共同承担内水压力。

１．３　灵敏度定义
灵敏度的具体概念可参考文献［７］，在此仅对

为了本文的研究而对灵敏度做的适当调整进行

说明。

考虑到岩土工程各计算参数之间无直接可比

性，单位制相同的两个参数量值相差可达几个数量

级，如弹性模量Ｅ与粘聚力ｃ，这样由原灵敏度计算
公式中得到的各参数的灵敏度值会因此而无法衡量

其真实大小。鉴于此，本文借鉴文献［８］，引入相对
变化量的概念来消除这一影响。认为虽然各个分析

步长 Δｘｉ不具有可比性，但 Δｘｉ与 ｘｉ变化域（ｘ
ｎ
ｉ－

ｘ０ｉ）的比值却具有相同的物理含义，即参数 ｘｉ相对
其变化域（ｘｎｉ－ｘ

０
ｉ）的变化量，这样重新将灵敏度定

义为下式：

Ｓｘｉ（Ｘ
０）＝

｜Ｕ（ｘ０１，…，ｘ
０
ｉ＋Δｘｉ，…，ｘ

０
ｎ）｜－｜Ｕ（Ｘ

０）｜
Δｘｉ／（ｘ

ｎ
ｉ－ｘ

０
ｉ）

（１）
式中，Ｓｘｉ（Ｘ

０）为不同参数时的灵敏度；Ｕ（Ｘ０）为初
始参数下的计算值；Ｕ（ｘ０１，…，ｘ

０
ｉ＋Δｘｉ，…，ｘ

０
ｎ）为不

同参数下的计算值；Δｘｉ为计算步长；ｘ
ｎ
ｉ为不同参数

取值；ｘ０ｉ为初始参数取值。
对于一点Ｘ０，如果 Ｓｘｉ（Ｘ

０）＞０，则说明 Ｕ（Ｘ０）
在Ｘ０处随ｘｉ的增大而增大；如果 Ｓｘｉ（Ｘ

０）＜０，则
说明 Ｕ（Ｘ０）在 Ｘ０处随 ｘｉ的增大而减小；如果
Ｓｘｉ（Ｘ

０）＝０，说明 Ｕ（Ｘ０）在 Ｘ０处 ｘｉ的微小改变对
Ｕ（Ｘ０）无影响。Ｓｘｉ（Ｘ

０）的绝对值大小反映在点 Ｘ０

处函数Ｕ（Ｘ０）关于ｘｉ变化的敏感性程度，值越大越
敏感。

１．４　围岩参数对衬砌影响分析
根据前述方案，依照计算步长对各参数进行了

关于拱顶、侧墙及拱底衬砌应力的敏感度分析。为

了便于分析说明，对每个计算参数，均绘制了参数与

三个部位衬砌应力及灵敏度的关系曲线。分别对各

个参数对衬砌受力的影响进行分析。

１）弹性模量Ｅ的灵敏度分析

图１　弹模Ｅ对衬砌应力的灵敏度分析曲线
Ｆｉｇ．１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ｕｓ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
　

图１给出了弹模 Ｅ对衬砌关键部位应力的灵
敏度分析曲线。从图１可以看出：灵敏度均小于零，
说明各部位衬砌应力均随 Ｅ的增大而减小；随着 Ｅ
的增大，灵敏度绝对值减小且趋于平稳，说明 Ｅ越
大其变化对衬砌应力的影响越小。可知，Ｅ变化对
拱底的影响略大。总体变化数值为：当 Ｅ从 ０．５

５０４　曲星等：围岩力学参数对水工隧洞运行期衬砌受力影响分析及工程应用



ＧＰａ增大到６．０ＧＰａ时，衬砌应力减小了近 ６０％。
从灵敏度及应力减小可知，Ｅ对衬砌应力影响较大。
２）泊松比μ的灵敏度分析

图２　泊松比μ对衬砌应力的灵敏度分析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ｉｓｓｏｎ’ｓ

ｒａｔｉｏ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
　

图２给出了泊松比μ对衬砌应力的灵敏度分析
曲线。从图２可以看出：灵敏度均大于零，可知衬砌
应力随μ的增大而增大；随着泊松比的增大，灵敏度
趋于零，说明μ增大到一定程度后的变化对衬砌应
力不再有影响。除拱顶局部点有突变外，总体上侧

墙的灵敏度最大，可知 μ的变化对侧墙衬砌应力影
响最大。分析可知：当μ从０．２５增大到０．４５时，拱
顶、侧墙及拱底衬砌应力分别增大了１３％、１０％及
３％。μ对衬砌应力影响较小。

３）粘聚力ｃ的灵敏度分析

图３　粘聚力ｃ对衬砌应力的灵敏度分析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
　

图３给出了粘聚力ｃ对衬砌关键部位应力的灵
敏度分析曲线。从图３可以看出：灵敏度均大于零，
故各部位衬砌应力均随 ｃ的增大而增大；当 ｃ＜４００
ｋＰａ时，ｃ对衬砌有一定影响，对拱顶的影响要大于
侧墙和拱底。当ｃ＞４００ｋＰａ后，对衬砌应力无显著
影响。分析可知：当 ｃ从１００ｋＰａ增大到１０００ｋＰａ

时，拱顶、侧墙及拱底衬砌应力分别增大了 １０％、
３％及０．１％。可知，当 ｃ值大于３００ｋＰａ时，ｃ值对
衬砌应力几乎无影响。

４）内摩擦角φ的灵敏度分析

图４　内摩擦角φ对衬砌应力的灵敏度分析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
　

图４给出了内摩擦角φ对衬砌关键部位应力的
灵敏度分析曲线。从图４可以看出：衬砌应力随 φ
的增大而减小；随着 φ的增大，灵敏度有一定波动，
变化范围不大且数值较小，可知 φ对衬砌应力影响
不显著。分析可知：当 φ从２０°增大到４０°时，衬砌
应力减小了不到 １％。内摩擦角对衬砌应力影响
很小。

５）侧压力系数λ的灵敏度分析

图５　侧压力系数λ对衬砌应力的灵敏度分析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
　

图５给出了侧压力系数λ对衬砌关键部位应力
的灵敏度分析曲线。从图５可以看出：灵敏度值在
零附近波动，最终趋于平缓，可见 λ对衬砌应力有
一定影响。当λ增大达一定程度后，对衬砌受力影
响趋于稳定。分析可知：当 λ从 ０．２５增大到 ２．０
时，拱顶、侧墙及拱底衬砌应力分别增大了 ２３％、
１２％及２％。可知侧压力系数 λ对衬砌应力影响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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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小 结
１）围岩力学性质参数弹性模量Ｅ、泊松比μ、粘

聚力 ｃ、内摩擦角 φ的灵敏度绝对值总体上均有随
各参数值逐渐增大而减小的趋势，参数值越大其变

化对衬砌应力影响越小。

２）从灵敏度大小来看，弹性模量的灵敏度最
大，对衬砌应力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侧压力系

数；内摩擦角灵敏度最小，粘聚力和泊松比灵敏度相

差不大，均较小。

通过以上的灵敏度分析可知，对运行期衬砌受

力影响较大的参数是围岩弹性模量及侧压力系数，

在对运行期衬砌受力分析时应重点确定此参数。

２　工程实例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围岩参数对衬砌受力产生较

大影响，在衬砌设计时，围岩参数一般在一定范围内

进行取值，参数取值的不明确势必造成衬砌厚度被设

计得过薄或过厚，对工程安全性及工程造价产生影

响。本文以江源水电站引水隧洞为例，根据现场监测

数据反演得出围岩力学参数，研究运行期不同方案下

衬砌的受力，并对不同衬砌厚度受力进行分析。

２．１　工程概况
江源水电站位于青海省门源县仙米乡的大通河

干流上，工程规模属Ⅳ等小（１）型工程。引水隧洞
为有压圆形隧洞，内径 ６．５ｍ，隧洞总长 ６７７３ｍ。
主要由奥陶系的板岩、中薄层砂岩、中厚层含砾砂岩

及巨厚层砂砾岩构成，隧洞最大埋深４３１ｍ，分别由
Ⅲ、Ⅳ、Ⅴ类围岩组成。本文选取Ⅳ类围岩洞段桩号
５＋６１５．０断面作为研究断面，该洞段一次支护参数
见表２，支护材料力学参数见表３。

表２　一次支护结构参数表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ｕｐｐｏｒｔ

支护材料 支护结构参数

喷层混凝土Ｃ２０ 厚度８～１２ｃｍ
锚杆２２ ｌ＝２．４ｍ，间距１．５ｍ，间隔布置
钢拱架 支钢拱架Ｉ１６，８０～１２０ｃｍ一榀
钢筋挂网 ６．５，网距２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

表３　支护材料力学参数表
Ｔａｂ．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材料名称 Ｃ２０喷层混凝土 Ｃ２０衬砌混凝土 锚杆

Ｅ／ＧＰａ ２１ ２５．５ ２００
μ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７ ０．２２

抗压强度／ＭＰａ １０ １０ ３００
抗拉强度／ＭＰａ １．１ １．１ ３００
容重／（ｋＮ／ｍ３） ２４ ２４ －

２．２　有限元模型及本构关系
应用从奥地利引进的大型岩土工程数值分析软

件ＦＩＮＡＬ对不同方案下运行期衬砌结构受力进行
分析。洞室围岩一次支护及二次衬砌的有限元分析

模型见图６。

图６　有限元网格图及支护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ｓｈｅ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分别选取隧洞上部４倍洞径，左右以及下部各
３倍洞径范围内的岩体以及支护结构一起，作为数
值分析的研究对象。围岩单元和开挖单元采用三角

形六节点等参元模拟，按弹塑性本构模型考虑；混凝

土喷层、钢筋混凝土衬砌采用曲梁单元模拟，钢筋锚

杆采用杆单元模拟，钢拱架通过提高喷层混凝土弹

模进行考虑；喷层、衬砌、锚杆均按弹性本构模型

考虑。

２．３　位移反分析
现场监测采用穿孔钢卷尺式收敛计对洞周收敛

变形进行测量。一组断面共布置三个测点。测点１
位于拱顶中部；边墙２、３测点布置距底板１．５ｍ左
右。三个测点位于同一桩号。观测断面布置见

图７。

图７　测点布置图
Ｆｉｇ．７　Ｓｔａｔｉｏｎｌａｙｏｕｔ

　

为了能够考虑施工步序、施工方法对反分析结

果的影响，采用反分析的解析法或数值法中的逆解

法是难以实现的，只能采用位移反分析法中的正反

分析（ｄｉｒｅｃｔ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９１１］精细模拟施工

过程，利用最小误差函数通过迭代优化，逐次修正待

定参数的试算值，直至误差减小到要求范围内，得到

所求参数的最优值［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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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述分析可知，对衬砌受力影响较大的参

数是围岩弹性模量及侧压力系数，因此反分析中仅

将弹模及侧压力系数作为分析值，其余参数取设计

院提供参数的下限值。

根据监测所得的洞周围岩变形值反演得出桩号

５＋６１５．０断面的围岩力学参数见表４。在对衬砌运
行期受力进行分析时，围岩参数按表４取值。

表４　反演围岩参数值
Ｔａｂ．４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Ｅ／ＧＰａ μ ｃ／ＭＰａ φ／（°） λ
１．００ ０．３０ ０．１０ ３０．０ ０．４５

２．４　一次支护对衬砌受力影响分析
２．４．１　分析方案选取

在分析运行期衬砌受力时通常认为一次支护在

长期运行后失效，在有限元分析中将喷层参数降为

围岩参数。

针对分析断面围岩差，初期支护采用喷锚支护

联合钢拱架，支护较为充分的情况，如不考虑一次支

护的作用将使得设计过于保守，因此在分析运行期

衬砌受力时应考虑一次支护（主要是系统钢拱架）

的影响。

在现场监测过程中发现，Ⅳ类围岩整体洞段存
在实际开挖断面的尺寸大于原设计尺寸情况，这样

相当于实际衬砌厚度要大于设计的衬砌厚度，分析

在此情况下对衬砌受力的影响。

综合考虑以上两种情况对运行期衬砌结构影

响。针对以上具体情况制定的分析方案见表５。

表５　分析方案表
Ｔａｂ．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ｓｃｈｅｍｅ

分析方案 方案具体内容

方案一

运行期不考虑一次支护对衬砌的影响，即认为

运行期内水压力下一次支护已经失效，将喷层

参数降为围岩参数。

方案二

运行期考虑一次支护影响，一次支护采取喷层

＋钢筋挂网 ＋钢拱架，钢拱架为 Ｉ１６，１．０ｍ
一榀。

方案三
根据现场量测结果，考虑实际开挖情况，衬砌

厚度增加２０ｃｍ。

方案四
既考虑钢拱架作用又根据现场量测结果，考虑

实际开挖情况，衬砌厚度增加２０ｃｍ。

备注：衬砌厚度取原设计厚度为４０．０ｃｍ。

２．４．２　不同方案效果对比分析
不同分析方案下衬砌关键部位见图８。
分别从衬砌轴力、弯矩及衬砌最大拉应力三个

方面对不同方案下衬砌受力进行对比分析。

图８　衬砌关键部位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ｐａｒｔｏｆｌｉｎｉｎｇ

　

１）衬砌轴力
不同方案下衬砌轴力对比见图９。

图９　不同方案下衬砌关键部位轴力对比图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ｉｎｉｎｇａｘｉａｌｆｏｒｃｅ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
　

通过图９可以看出，相对于方案一，只有方案三
下衬砌轴力是增大的，轴力增大８％左右，这是因为
增加衬砌厚度使得衬砌刚度增强，其与围岩之间的

荷载分担比增大；相对于方案一，方案二下衬砌轴力

减小最多，轴力减小３５％，说明钢拱架在分担衬砌
受力方面的作用是较为明显的。方案四相当于既考

虑方案二，又考虑了方案三，衬砌轴力降低了２０％，
总体上是考虑了钢拱架的刚度贡献要大于衬砌厚度

增加的刚度贡献。

分析可知，考虑钢拱架作用对衬砌轴力的贡献

最大；衬砌厚度的增大使得轴力增加，但幅度不大；

考虑钢拱架作用要比衬砌厚度增加对衬砌的刚度贡

献大，使得衬砌轴力总体上是减小的。

２）衬砌弯矩
不同方案下衬砌弯矩对比见图１０。
通过图１０可以看出，各种方案下衬砌弯矩均不

大，最大弯矩出现在方案三下的拱顶，不超过 ２．５
ｋＮ·ｍ，其余弯矩均小于２．０ｋ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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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不同方案下衬砌关键部位弯矩对比图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ｉｎｉｎｇｂｅｎｄｉｎｇｍｏ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
　

３）衬砌应力
不同方案衬砌应力对比见图１１。

图１１　不同方案下衬砌关键部位应力对比图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ｉｎ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
　

从衬砌应力来看，方案四下衬砌应力最小，较方

案一衬砌应力降低了５０％左右，这是因为一方面钢
拱架的考虑使得其衬砌的荷载分担比减小，另一方

面厚度增大也使得衬砌应力减小，方案二较方案一

衬砌应力减小了３５％左右；方案三衬砌应力减小最
少，在２５％左右，因为衬砌厚度增大相当于刚度的
增加使得其与围岩间的荷载分担比增大，但其对衬

砌轴力影响比对衬砌应力的影响小，因此方案三虽

轴力增大但应力减小。

从衬砌应力分析来看，考虑钢拱架的作用及衬

砌厚度增大均能够使得衬砌应力减小，但由于衬砌

厚度增大，使得轴力增加，因此，减小幅度较考虑钢

拱架要小，两者均考虑时衬砌应力减小最大。

２．４．３　不同衬砌厚度受力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除方案一外，其余方案下衬

砌应力均小于混凝土衬砌设计抗拉强度值，考虑降

低衬砌厚度，对其受力进行分析。

原衬砌厚度为４０．０ｃｍ，现将衬砌厚度降低为
３５．０ｃｍ，降低后方案二 ～方案四下衬砌应力值见

表６。

表６　方案二～方案四衬砌应力值表
Ｔａｂ．６　Ｌｉｎ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ｕｎｄｅｒｓｃｈｅｍｅ２ｔｏｓｃｈｅｍｅ４

关键部位
σｍａｘ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拱顶 ０．７５ ０．９０ ０．６１
拱肩 ０．７４ ０．８８ ０．５９
侧墙 ０．７７ ０．９２ ０．６２
拱底 ０．８９ １．００ ０．７２

对比可知，衬砌厚度降为３５．０ｃｍ后，衬砌应力
相应增加，三个方案下分别增加６％、７％、５％左右。

衬砌厚度降低后，方案三衬砌拉应力最大，为

１．０ＭＰａ，接近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方案二最大
拉应力不超过０．９ＭＰａ，方案四衬砌最大拉应力不
超过０．８ＭＰａ。可见，衬砌厚度减小为３５．０ｃｍ后
衬砌最大拉应力仍小于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衬

砌有一定的安全裕度。

可知，在软弱洞段开挖中，一次支护的加强以及

开挖过程中洞室的整体超挖均对衬砌设计厚度产生

较大影响。从应力分析来看，考虑这两种情况下的

衬砌厚度均可进行优化，厚度降为３５．０ｃｍ后衬砌
最大拉应力仍小于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３　结　语

本文为设计人员在衬砌设计时提供了可行的思

路，认为在衬砌设计时如果一次支护强度大应考虑

一次支护对衬砌的正面影响。

从分析可知，尤其对于软弱围岩，其力学参数

（主要为弹性模量）对衬砌受力影响较大。因此，衬

砌设计中应通过现场监测所得数据进行反演分析得

出研究断面处较为真实的围岩力学参数，在此力学

参数下进行运行期衬砌受力分析。

同时，针对软弱围岩下一次支护较为全面及开

挖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洞室开挖断面超挖的情况，如

果在衬砌设计时不予考虑，对衬砌厚度会产生较大

影响，使得设计过于保守。

通过本文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弹性模量Ｅ及侧压力系数 λ对衬砌应力的
敏感性较大，尤其在软弱围岩洞段；随着围岩力学参

数的增大，其对衬砌应力的影响越来越小。

２）考虑钢拱架后衬砌轴力及应力降低了３５％
左右；洞段整体超挖导致的衬砌加厚使得衬砌轴力

增加但应力降低；两种方案同时考虑下应力大幅降

低，幅度在５０％。
３）考虑钢拱架或洞室超挖使得衬砌厚度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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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的余地，对于本文研究断面衬砌厚度由 ４０．０
ｃｍ优化为３５．０ｃｍ，在此厚度下衬砌应力均小于混
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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