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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断面隧洞微震监测研究与实践

雷 厚 斌,　严 沁 之,　邹　婷,　杨　波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国电大渡河双江口工程建设管理分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摘　要:建立大断面水工隧洞岩爆微震监测系统,通过微破裂信息数据连续采集,实现对水工隧洞岩爆灾害实时在线监测,

并进行数据整合,获取洞室围岩渐进破裂诱发失稳过程中微震活动的数字化信息,建立完善的“地下隧洞岩爆动力灾害预测

虚拟现实系统”,实现围岩损伤发生频率、位置以及密度的可视化,从而实现有效地利用所掌握的信息预测隧洞开挖强卸荷

扰动诱发的围岩变形灾害,使其成为能够直观地帮助人们做出有效决策的灾害预测和风险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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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andStudyonMicroquakeMonitoringofLargeSectionHydraulicTunnel
LEIHoubin,YANQinzhi,ZOUTing,YAN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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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icroquakemonitoringsystemofrockburstinlargesectionhydraulictunnelisestablishedby
continuouscollectionofmicrofractureinformationdata,therealＧtimeonlinemonitoringofrockburstinhyＧ
draulictunnelisrealized,andthedataintegrationiscarriedouttoobtainthedigitalinformationofmicroquake
activitiesintheprocessofgradualfractureinducedinstabilityofsurroundingrockofcavern,andaperfect＂virＧ
tualrealitysystemofrockburstdynamicdisasterpredictioninundergroundtunnel＂isestablishedtorealizethe
visualizationoftheoccurrencefrequency,locationanddensityofsurroundingrockdamage,sothatcaneffecＧ
tivelyusetheinformationobtainedtopredictthedeformationofsurroundingrockinducedbythestrongunloaＧ
dingdisturbanceoftunnelexcavation,andmakeitadisasterpredictionandriskassessmentmethodthatcan
helppeoplemakeeffectivedecisionsintuitively．
Keywords:hydraulictunnel;microquakemonitoring;basicprincipal;systeminstallation;typicalanalysis

１　概　况

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是大渡河流域水电梯级

开发的上游控制性水库工程,枢纽工程由土心墙

堆石坝、洞式溢洪道、泄洪洞、放空洞、地下发电厂

房、引水及尾水建筑物等组成.洞式溢洪道为电

站主要泄洪建筑物之一,由进口引渠段、控制闸

段、泄槽段和出口段组成,泄槽段由无压洞段和

明槽段组成,无压洞桩号为溢０＋０４０．００m~溢１
＋８１６．００m,底坡i＝０．０１５,无压洞断面采用城门

洞型,宽１９．９０m,高２７．７５m,为大断面水工隧

洞.前期地质勘探表明,水工隧洞地应力较高,在
开挖过程中地下隧洞围岩可能会发生片帮和岩爆

问题,必将影响工程施工进度、人员和设备安全.
为了解决深埋地下隧洞开挖强卸荷扰动作用下岩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１１Ｇ１５

爆动力灾害问题,采用微震监测技术进行双江口

水电站泄洪系统工程开挖过程岩爆动力灾害实时

在线监测,实现开挖强卸荷作用水电站深埋地下

隧洞岩爆动力灾害微震预测预警机制,可为双江

口水电站地下隧洞安全开挖和支护提供技术支

撑,促进西南地区水电工程技术的进步.

２　微震监测基本原理

双江口水电站地下隧洞岩爆微震监测系统,
是通过微破裂信息数据连续采集,实现对地下隧

洞群岩爆灾害实时在线监测,并进行数据整合,获
取大量洞室围岩渐进破裂诱发失稳过程中微震活

动的数字化信息.同时,将隧洞岩爆形成过程的

微震信息与地质构造、开挖扰动和模拟结果等相

结合,探讨深部隧洞围岩及其施工强卸荷扰动作

用下背景应力场积累、释放、转移的基本规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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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模拟结果、整合后的岩爆微震数据信息以及综

合地下洞室围岩质量、应力、地质构造等多参量信

息,建立完善的“地下隧洞岩爆动力灾害预测虚拟

现实系统”,实现围岩损伤发生频率、位置以及密

度的可视化,从而实现有效地利用所掌握的信息

预测隧洞开挖强卸荷扰动诱发的围岩变形灾害,
使其成为能够直观地帮助人们做出有效决策的灾

害预测和风险评估方法.
微震监测技术的原理就是对固体材料破坏过

程中产生的微破裂进行监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微震监测原理图

３　研究内容

３．１双江口水电站地下隧洞岩爆动力灾害发生条

件及影响因素

(１)调研和收集资料,在前期已有微震监测研

究成果基础上,在隧洞围岩现场,观察、记录和分

析围岩变形、岩爆发生的现象、规模和显现特征;
(２)应用模拟手段,系统地分析岩爆的影响因素,
研究隧洞群岩爆发生机理,为研究隧洞群开挖过

程岩爆、围岩变形影响因素的微震特征奠定理论

基础.

３．２　泄洪系统隧洞岩爆微震监测系统的构建与

应用

(１)建立双江口水电站隧洞群岩爆微震监测

系统,通过微破裂信息数据连续采集,实现对隧洞

群岩爆灾害实时在线监测(微震监测系统空间网

络如图２所示),并进行数据整合,获取大量隧洞

围岩渐进破裂诱发失稳过程中微震活动的数字化

信息;(２)研究开挖强卸荷扰动作用下隧洞岩爆发

生过程其内部微震活动性分布规律,揭示隧洞围

岩岩爆灾变孕育过程中的应力积累、应力阴影和

应力迁移机制;(３)揭示隧洞开挖强卸荷扰动作用

下的背景应力场扰动与微震活动时空演化规律的

关系,研究开挖扰动过程中的岩爆微震数据解析

理论和微震空间分布规律、时间序列特征与开挖

顺序的关系.

图２　双江口水电站泄洪系统隧洞岩爆微震

监测系统网络拓扑图

３．３　泄洪系统隧洞开挖强卸荷诱发岩爆灾害孕

育过程的数值分析

(１)建立隧洞群有限元/离散元数值模型,进
行计算分析,研究开挖强卸荷扰动作用下隧洞群

岩爆形成机理;(２)研究隧洞群岩爆形成过程微破

裂的萌生、发育、聚集和弹射机理,探索隧洞围岩

变形、岩爆形成过程应力场和微震活动性空间演

化发展规律,建立开挖强卸荷扰动作用下隧洞群

围岩变形及岩爆动力风险评价机制;(３)研究考虑

微震损伤效应的隧洞岩爆灾害动态评价方法,探
讨微震损伤效应作用下的隧洞岩爆、围岩变形时

效特征.

３．４　隧洞群岩爆灾害及围岩变形预测虚拟现实

系统构建

(１)将隧洞群岩爆形成过程的微震信息与地

质构造、开挖扰动和数值模拟结果等相结合,探讨

深部隧洞围岩及其施工强卸荷扰动作用下背景应

力场积累、释放、转移的基本规律;(２)应用数值模

拟结果、整合后的岩爆微震数据信息以及综合隧

洞围岩质量、应力、地质构造等多参量信息,建立

完善的“隧洞岩爆动力灾害预测虚拟现实系统”,
实现围岩损伤发生频率、位置以及密度的可视化,
从而实现有效地利用所掌握的信息预测隧洞开挖

强卸荷扰动诱发的围岩变形灾害,使其成为能够

直观地帮助人们做出有效决策的灾害预测和风险

评估方法.

４　微震监测系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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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监测方案

根据ESG微震监测系统的安装要求,结合双

江口水电站引水发电系统现场施工进展情况,通
过洞室施工现场的察看,确定了微震系统以下现

场布置方案:为了保持系统监测和施工进度同步,
需要根据掘进动态调整安装位置.

针对施工隧洞:传感器按前后间距５０m 左右

依次布置,左中右各３个传感器,其中隧道顶部第

一个传感器安放靠前,离掌子面４０m 左右的位

置,两侧第一个传感器位置相同,距离掌子面

５０m 左右.另外,在隧洞安全地带安放封闭主机

工作室一个,主机处理系统和接收分站放在里面,
传感器和分站之间用通信电缆连接,分站和主机

处理系统之间用光纤连接,实现信号传输,如图３
所示.

图３　隧洞传感器布置图

鉴于岩爆多发生在掌子面附近范围之内,因
此,微震监测的主要目的是监测相关隧洞开挖过

程中掌子面２０~３０m 范围内围岩的微破裂活动,
进而评估岩爆发生的风险.根据２~３＃ 导流洞、
溢洪道等隧洞的现场开挖状况,将多支加速度型

传感器分别安装在各隧洞内不同高程,空间形成

网状结构.由于隧道工程施工是线性工程,隧洞

微震监测系统的布置应紧随隧道开挖掌子面的推

进及时作出动态调整,以期获取准确的微破裂活

动信息.传感器空间布置示意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双江口水电站泄洪系统隧洞岩爆微震监测示意图

４．２　微震监测传感器的安装方法

为保证传感器与岩壁耦合紧密,应首先在岩

体中打钻孔随后将传感器安装在钻孔内,传感器

钻孔要求:孔径应在３２~３８mm 之间,钻孔深度

为３~５m,为了便于安装传感器,应尽量往顶板

上打孔,孔的倾角至少应大于７０°,从而保证传感

器能够不受到巷道内生产活动产生的噪音影响,
而且保证足够大的孔仰角可以使孔底处岩体裂隙

渗流出来的水能够及时从孔内排除,避免因为水

的作用而使传感器顶端的锚杆树脂失效,如图５
所示.按设计方案位置钻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可以对传感器的钻孔位置稍作调整.传感器安装

于孔底,安装传感器前应全面检查孔底成孔情况.
预先至少要打好４个钻孔,并量测到实际钻孔的

准确孔口三维坐标,通过几何计算最终获得各个

孔底的三维坐标.这些孔底坐标要输入系统软件

参与定位计算,将会直接影响到最后的微震事件

定位.由于微震活动随着采矿活动的进行而不断

改变,为了以后能重复利用传感器,该系统采用可

回收式安装.安装传感器前,应在钻孔口测试传

感器,确保传感器工作正常.

图５　钻孔位置示意图

钻孔之后,要对钻孔参数进行检查,看是否满

足安装要求,最重要的是要将孔内的残渣清理干

净,从而保证传感器安装时不被卡住,且使传感器

与岩壁耦合紧密.如图６所示.

５　微震监测典型分析图例

５．１　微震事件时间分布特征

图７为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０５日~１０月１１日微震

事件时间分布规律.在１０月０５~１０月１１日期

间,微震活动性较弱,微震事件平均每天２个,在
１０月１０日微震活动增多,达到该周最大值为４
个,之后微震活动较弱,每天最多２个微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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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震事件矩震级大小分布规律如图８所示,微震

事件矩震级可以揭示围岩损伤程度,本周微震事

件矩震级主要分布范围为－２．０~－０．２.从图７、

８可以看出:该周微震事件数量较少,但矩震级中

等,说明围岩存在轻微岩爆风险.

图６　安装部件组成

图７　本周微震事件时间分布图

图８　本周微震事件震级与时间关系图

５．２　微震事件空间分布特征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０５日 ~１０月１１日微震事件

空间分布规律如图９所示,对应微震事件空间密

度云图如图１０所示(事件球颜色代表事件震级,
颜色越深代表震级越大).从剖面图可以看出,该
周微震事件主要分布在掌子面后方２５m 范围左

侧拱肩拱顶区域,是近期开挖的主要损伤区.
双江口水电站洞式溢洪道岩爆微震监测共计

出具周报１５期、采集微震事件２６８个,经过对监

测数据处理和分析,根据微震事件的时空分布、密
度云图、震级特征判断,微震事件矩震级主要分布

在－２．５~１．０之间,微震事件主要分布在掌子面

雷厚斌等:大断面水工隧洞微震监测实践与研究 ２０１９年增刊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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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一周微震事件空间分布

图１０　一周微震事件密度云图

(下转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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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来获得最真实、可靠地接触面参数,使数值模拟

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５　结　语

本文利用 FLAC３D 软件模拟了塔背回填混

凝土分层施工过程中混凝土以及岩质边坡整体稳

定性,针对混凝土材料与边坡之间接触面的有无

两种工况开展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双江口进水塔塔背回填混凝土具有较高稳定

性;FLAC３D软件可以很好的模拟混凝土工程的

应力和变形,岩－混凝土接触面的存在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提高混凝土与岩质边坡之间的胶结程

度;较之于未设置接触面的计算工况,考虑接触面

后计算模型的重力场和水平应力场具有更加典型

和独特的分布特征,如模型第一级台阶的应力集

中、位移错动等,这对工程设计和现场施工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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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沿进尺方向拱肩拱顶区域,微震事件震级中

等,但微震事件聚集不明显,围岩存在轻微岩爆或

局部掉块可能.

５　结　语

通过双江口水电站洞式溢洪道微震监测及成

果分析,及时反馈隧洞周边区域围岩发生岩爆的部

位与频次、强度,指导开挖支护施工组织,检查并核

对主要关注地质构造是否存在岩爆风险及对隧洞

围岩稳定性的影响,找出对岩体不稳定性起支配作

用的软弱结构面,根据微震监测成果研究隧洞是否

存在对稳定性不利的未知地质结构或未加以注意

的地质结构,根据隧洞不同区域岩体内的岩爆微震

活动性数据,对观测范围内的岩体按岩爆风险等级

进行安全评价,为隧洞开挖、加固治理提供了技术

性建议,成功避免了岩爆发生可能造成的安全事

故,保证了隧洞开挖的正常进行,可为同类大型水

工隧洞开挖岩爆预测预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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