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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爆段地下洞室安全高效开挖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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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江口水电站引水系统工程位于左岸,厂区岩体中地应力存在分带现象,在４００m 处上升至３７．８２MPa,为地应力

增高带;引水隧洞局部接近４０MPa;同比白鹤滩水电站、锦屏Ⅰ级水电站、两河口水电站地区地应力,双江口水电站引水发

电系统工程为国内所建工程地应力最高.要想使得本工程顺利进行,对岩爆段地下洞室进行安全高效开挖施工技术研究是

洞室施工中比较关键的问题,进行此问题研究,可为同类工程提供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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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andApplicationofSafeandEfficientExcavati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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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waterdiversionsystemofShuangjiangkouHydropowerStationislocatedontheleftbank．There
isazonationphenomenonintherockmassofthepowerhousearea,whichrisesto３７．８２mpaat４００m,andis
anincreasezoneofcrustalstress．Thelocalpartofthewaterdiversiontunneliscloseto４０MPa．Compared
withthecrustalstressofBaihetanHydropowerStation,JinpingIHydropowerStationandLianghekouHydroＧ

powerStation,thewaterdiversionandpowergenerationsystemofShuangjiangkouHydropowerStationisthe
domesticprojectofhighestcrustalstress．Inordertoconstructtheprojectsuccessfully,therelativekeyprobＧ
lemistostudythesafeandefficientexcavationtechnologyofundergroundcaverninrockburstsection．The
studyofthisproblemcanprovidepracticalexperienceforsimilarprojects．
Keywords:geologicalcondition;rockburstsection;undergroundcavern;safeandefficient;excavationtech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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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程概况

双江口水电站装机容量２００MW,为一等大

(１)型工程,枢纽主要建筑物为１级建筑物,次要

建筑物为３级建筑物.引水发电系统布置在河道

左岸,由进水口、压力管道、主厂房、副厂房、主变

室、出线场、尾水调压室、尾水隧洞及尾水塔等组

成,采用“单机单管供水”及“两机一室一洞”的布

置格局.
主、副厂房及安装间按“一”字形布置,主副厂

房长度为２１９．４８m、高度６５．８９m,跨度２８．３m;
主变室１５８．２６m、高度２５．３９m,跨度１９．４９m;尾
水调压室１３７．９m、高度７４．５m,跨度２０m,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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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护施工中存在大跨度顶拱、高边墙以及交叉作

业安全风险.主厂房水平埋深约４００m~６４０m,
垂直埋深约３２０m~５００m.在４００m 处上升至

３７．８２MPa,为地应力增高带;在洞深４００m 以

后,其倾角变缓,以水平应力占主导,最大主应力

值介于２０~３０ MPa之间,为地应力相对平稳

带,在尾水隧洞地应力最大可达４０MPa.针对

双江口水电站地下厂房及厂房的附属洞室埋深

大、地应力高、岩爆问题突出的特点,立项研究

制定施工程序施工方法,以达到管理人员、作业

人员根据现场能够辨识,预判岩爆现象的发生,
进一步明确如何规避岩爆带来的风险,进而达

到如何处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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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地质条件

在建的双江口水电站坝址区地处深山峡谷之

中,新构造运动总体表现为以升降运动为主的整

体性间歇性强烈抬升,区域构造应力作用方向表

现为近EW 向的挤压.花岗岩形成于燕山期,岩
体致密坚硬完整,抗变形能力强,故容易蓄积较高

的应变能,应力相对集中而地应力较高.引水系

统工程左岸低高程SPD９洞深１０５~１６５m 出现

较为强烈的片帮,４００~４９０m、５３０~５７０m、６３０
~６４０m 段片帮亦较明显,在洞深４００m 附近,最
大主应力增高到３７．８２ MPa,在洞深５７０m 处又

降至２８．９６MPa;从片帮发育特征和应力值变化,
显示左岸地应力存在分带现象,即应力降低带(水
平深度０m~１００m)、应力增高带(水平深度１００
m~４００m)和应力相对平稳带(４００m 以内).

３　岩爆段地下洞室安全高效开挖施工技术

岩爆是一种岩体中聚积的弹性变形势能在一

定条件下的突然猛烈释放,导致岩石爆裂并弹射

出来的现象.岩爆可瞬间突然产生,也可持续几

天到几个月.发生岩爆的条件是岩体中有较高的

地应力,当地应力与围岩强度比值达到某一临界

值时,便会产生岩爆,同时岩石具有较高的脆性度

和弹性,在这种条件下,一旦由于地下工程活动破

坏了岩体原有平衡状态,岩体中多余的能量导致

岩石破坏,并将破碎岩石抛出[２,３].
本工程属于大型地下洞室工程,存在大跨度

高边墙施工,地处高地应力区域,具有需要同时施

工的部位多、关联关系复杂、施工工艺要求高等特

点,洞室施工过程中岩壁左、右拱角和底角出现声

音、开裂、掉块、岩面松弛、混凝土剥落、鼓胀等岩

爆现象,给洞室施工作业人员、机械设备带来重大

安全隐患,因此岩爆地段安全施工是项目成败的

重点,而施工任务繁重、有效施工时间短、工期压

力大、施工强度高且集中、施工安全风险大是双江

口引水发电系统工程施工最大难点.本文从岩爆

段洞室开挖施工方法,岩爆预防措施,以及建立监

测－施工联动机制,通过监测数据安全高效的预

警系统等方面进行岩爆段地下洞室安全高效开挖

施工技术研究.

３．１　岩爆段洞室开挖施工方法

(１)钻爆法洞段岩爆防治应采取主动的预防

措施和强有力的支护措施,确保岩爆洞段的施工

安全,主要采用控制爆破和及时有效的锚喷支护,
即短进尺控制爆破开挖[４].

①合理安排洞室群的施工开挖程序,避免加

重恶化洞室应力状态.若岩爆现象较严重,则适

当的调整开挖施工作业,采取规避措施,待主要岩

爆发生后再作业.

②掌子面开挖成涡壳形状,中心部位凹进,与
周边的进尺差以方便施工为宜,控制在２m 以

内.从中心到周边平顺过渡,形成总体上的弧形

形态.

图１　岩爆区掌子面开挖形式图

③先导洞法:先导洞后扩大的方法施工.尾

水隧洞开挖分上、下半圆施工方法,由于岩爆现象

突出上半圆开挖,采用１＃ 尾水隧洞先导洞法和

２＃ 尾水隧洞全断面法进行开挖,通过对比１＃ 尾

水隧洞先导洞法成形效果较好.

３．２　岩爆施工预防措施

岩爆的预防和治理是洞室施工中比较关键

的问题.如果能在勘测设计阶段,采取必要的

措施,防止或减缓岩爆的烈度,以避免或减少对

施工影响,这是最为理想的结果.但是,要达到

这点非常困难,往往在施工过程中,岩爆问题才

能彻底暴露,所以在施工阶段必须有足够的准

备和相应措施.
在国内外通过大量的工程实践,目前已有许

多行之有效的岩爆治理方法.结合到本工程中,
经过对岩爆施工预防措施的使用研究和应用,从
措施制定、现场实施、效果对比等方面总结了施工

对策,岩爆防治的原则为“先期释放、后期防治、释
放结合,降低风险”.

３．２．１　施工初期应力释放

掌子面钻应力释放孔,在系统锚杆孔间打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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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尾水隧洞先导洞法成形断面　　　　　　　　　　　　　１＃ 尾水隧洞先导洞法成形断面

图２　尾水隧洞断面图

向应力释放孔,深度与锚杆孔相同;光面爆破、循
环进尺控制在３．０m 左右;爆破通风后高压洒水

１５min;出渣过程中每１h向掌子面附近２０m 洒

水１０min;出渣后挖掘机进行排险作业,排险过

程中有意碰撞有棱角的岩面,并用力撞击四周围

岩加快应力释放.

３．２．２　施工程序改变

针对岩爆段施工,开挖完成后先进行５cm 喷

混凝土和系统锚杆、钢筋挂网,待开挖完成后统一

进行喷混凝土至设计厚度.此方法可以提前将揭

露围岩及时进行封闭,以及将有系统锚杆钢垫板

统一压到钢筋网与初期５cm 喷混凝土面,使得锚

喷支护效果更好,此方法解决了喷混凝土二次开

裂现象.

３．２．３　加强支护

(１)针对一般洞室岩爆情况经常出现在做拱

间附近,经常出现二次或三次剥落现象,造成施工

进度缓慢和安全隐患.对于此现象初期采用喷护

施工至设计厚度后,因为岩爆拱肩出现二次开裂,
采用φ２２、L＝３．０m,间排距２．０×２．０m 加强锚

杆,但在部分岩爆较大的洞段出现三次开裂现象,
也要进行二次补喷;后期又改变施工思路,在喷护

前先进行起拱位置的φ２２、L＝３．０m,间排距２．０
×２．０m 加强锚杆,再进行系统支护,用此方法解

决了拱肩位置二次开裂现象.
(２)针对三大洞室高边墙开挖,由于中导洞开

挖支护只进行中导洞顶拱支护,两侧侧墙没有任

何支护,设计技术要求和合同内没有,在中导洞开

挖后经常出现岩爆塌方现象,为保证施工安全,采
用在中导洞侧墙进行φ２２、L＝３．０m,间排距２．０

×２．０m 和C２５喷混凝土方式加强支护,此方法

解决高边墙岩爆情况.

３．２．４　提高开挖质量

现场开挖施工中因开挖成型差,造成应力释

放集中的岩爆现象,以及爆破震动大时会诱发岩

爆.在开挖过程中提高开挖成型质量,以及控制

爆破震动速度,形成好可以使得应力均匀释放,开
挖过程中短进尺、弱爆破,保证开挖面平整度,及
时支护.每循环进尺控制在１．５~２．０m,这样有

利于及时对开挖面进行支护,缩短开挖面的暴露

时间,以减轻岩爆发生所带来的危害.开挖尽可

能的采用光面爆破,使岩面成形圆顺、平整,减少

应力集中.爆破后及时清除浮石,在岩爆多发区

爆破后进行待避,施工过后的２周内,要加强防

护,注意施工安全,同时,注意相邻洞室爆破的影

响,防范爆破引发岩爆的危险.

３．２．５　强岩爆

对强岩爆采用“刚柔并济”的加固模式,“(钢
纤维)混凝土＋预应力锚杆＋型钢”,恰当、及时的

喷锚联合支护对岩爆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在岩爆

发生频繁且强烈情况下,通常采用钢筋网或钢拱

架配合锚喷支护,对围岩进行加固,必要时采用模

筑混凝土封闭围岩.如还不能解决将人和机电设

备撤出安全范围现场待逼,直至应力释放完,再进

行施工.
通过对岩爆施工和预防措施的应用,目前岩

爆地段施工不仅是开挖成形受到业主、设计、监理

的好评,且保证了施工进度,使得工程施工顺利,
为项目部减少了施工成本.

３．３　建立监测－施工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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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双江口水电站主副厂房、主变室、尾水调

压室高地应力开挖支护安全施工,通过在上中下

排水廊道和主副厂房、主变室、尾水调压室洞室,
设置微震监测、收敛变形监测、锚索测力计、锚杆

应力计等监测仪器形成综合监测预警系统,此系

统具备实施智能实时监测能力.通过微震监测事

件的大小和数量集中程度判断岩爆等级,通过收

敛变形监测数据判断变形值是否在设计允许值,
通过锚索测力计数据变化判断岩体深部变形是否

在设计允许值,通过锚杆应力计数据判断岩体浅

层变形是否在设计允许值,同时在主副厂房、主变

室、尾水调压室Ⅰ层扩挖前国内首次在上层排水

廊道提前安装完成了多点位移计,并取得了三大

洞室扩挖前的原始数据,保证了监测数据的连续

性和可靠性.本工程通过上述多种监测手段综

合应用,基于全国首例水电动态监测系统,建立

监测－施工联动机制,通过监测数据的实时传

输与分析,研究大数据框架下开挖支护施工程

序以及高应力岩爆地段开挖支护施工程序、施
工方法,建立高海拔高地应力地区成套施工体

系,弥补了传统监测手段运用的单一性、联动性

不足问题.
在实施过程中将微震监测、收敛变形监测、锚

索测力计、锚杆应力计监测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其
中有一项发生变化,专人将其他几项监测数据进

行分析,综合判断其是否发生岩爆和围岩变形超

出设计值,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提前做出预警,现
场及时调整施工程序,及时采取施工措施.

４　结　语

双江口水电站引水系统工程位于左岸,厂区

岩体中地应力存在分带现象,在４００m 处上升至

３７．８２MPa,为地应力增高带;引水隧洞局部接近

４０MPa;同比白鹤滩水电站、锦屏Ⅰ级水电站、两
河口水电站地区地应力,双江口水电站引水发电

系统工程为国内所建工程地应力最高.通过建立

监测－施工联动机制,实现在高地应力情况下开

挖卸荷过程深埋地下厂房围岩变形及动力灾害预

测预警机制;通过施工总结出大型引水发电系统

工程地下洞室开挖施工的方法,研究开挖支护与

监测的施工程序的关系,以及高应力岩爆地段开

挖支护施工方法.为双江口水电站地下引水发电

系统工程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支撑,为同行在大型

引水发电系统工程领域提供施工经验和技术支

撑,提高在水电行业中的竞争力,同时促进西南地

区高海拔高地应力水电工程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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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再次明令严控电网投资、不得开展电网侧储能等项目建设
近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电网投资的通知»显示,国网再次叫停储能项目投资建设,“严禁

擅自扩大投资界面和超标准建设,严禁超过核价投资规模和范围安棑投资,严禁过度追求高可靠性的“锦上添花”项目,

杜绝低效无效投资,不得在投资计划外安排输变电资产租赁,不得以投资、租赁或合同能源管理等方式开展电网侧电化

学储能设施建设,不再安排抽水蓄能新开工项目,优化续建项目投资进度.”

和江涛等:岩爆段地下洞室安全高效开挖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 ２０１９年增刊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