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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护盾 TBM 施工阶段围岩荷载与管片受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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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单护盾 TBM 施工易出现管片破损甚至渗漏水现象，直接影响了后期地铁的安全运行。鉴于

此，文中以重庆地铁环线工程为背景，对管片拼装期间的管片受力进行现场监测，探究隧道管片在实

际施工环境中的围岩荷载。通过现场监测查明了单护盾 TBM 隧道施工过程中管片－地层相互作用

演化规律。采用 ANSYS 三维有限元分析软件，建立了考虑盾构管片－螺栓、管片－围岩和管片－盾
尾相互作用的数值模型，分析了施工过程中围岩作用下管片受力情况，对比研究了正常推进荷载与附

加力矩作用下的管片变形，得出了偏心千斤顶作用对管片力学性能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单护盾
TBM 隧道管片壁后压力是豆砾石、浆液及围岩的共同作用；重庆地区砂岩地层单护盾 TBM 施工管片

壁后围岩压力相对理论计算值稍大，管片顶部、底部及腰部实际围岩压力分别为 150～160 kPa、165～
200 kPa 和 45～52 kPa；过高的附加扭矩可能导致管片的局部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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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rounding rock load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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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gment failure and leakage phenomena often appear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BM，which directly

affect the safe operation of metro. In view of this，this paper based on Chongqing Metro Loop Project，conducted

onsite monitoring of segment forces during segment assembly，and explored the surrounding rock load of tunnel
segments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The evolution law of segmentstratum interaction during single

shield TBM tunnel construction was found out through onsite monitoring. Using ANSYS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a numerical model considering the interaction of shield segmentbolt，segmentsurrounding
rock and segmentshield tail was established，the force of the segment under the ac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was analyzed，the deformation of the segment under the action of normal propulsion load and

additional torque was compared，and the eccentric jack effect on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of segment was obtained.
The analyt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the pressure behind the segment of single shield TBM tunnel is the combined
action of pea gravel，slurry and surrounding rock. The surrounding rock pressure behind segment of single shield

TBM construction in sandstone stratum in Chongqing area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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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actual surrounding rock pressure at the top，bottom and waist of segment is 150～160kPa，165～200kPa

and 45～52kPa，respectively. Excessive additional torques may cause partial segment breakage.

Key words：tunnel segment；stress state；field monitoring；numerical calculation；single shield TBM

引言
单护盾 TBM 施工阶段，盾构机依靠千斤顶来顶推衬砌管片向前行进，衬砌管片需承担来自围岩的荷载、

千斤顶的推力、吹填豆砾石的压力以及壁后注浆的压力等多种施工荷载。如在管片设计阶段不能准确地估

算出施工荷载的大小，在施工时易出现管片错台、局部破损等现象，不仅会影响施工进度，还会造成地铁隧
道局部耐久度降低，引发渗漏水等病害，为后续长期服役及运营埋下风险［1－2］。如西安某地铁工程施工段就
因未充分考虑衬砌管片在施工中所受各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大面积衬砌管片错台破损，严重影响施工进度
及隧道的安全性、耐久性［3］。因此，隧道管片在施工阶段的力学性能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已有大量国内外学者对隧道管片的实际受力情况及其力学性能进行了研究。张厚美等［4－9］针对
施工阶段管片背后的土压力进行监测，得到盾构隧道施工过程中围岩压力演化规律，进而分析了管片的实
际受力状态。何川等［10－20］运用有限元理论针对地铁盾构在施工阶段管片的受力性质和特点进行了模拟
研究，考虑隧道管片－地层相互作用，分析了管片力学性能，对不同地层中的盾构隧道设计提供了重要的
参考。赖金星［21－26］等以实际工程为背景，通过监测分析，得出了施工阶段发生管片裂缝、错台等病害的主
要原因以及受力薄弱位置，可为盾构隧道管片裂缝的病害诊断处治及其发生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依据，
对于盾构隧道的计算设计与现场施工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国外学者 Tomoaki TAKEUCHI 等［27］基于现阶段
复杂的地下施工环境，通过现场监测与室内试验研究，着重分析了盾构隧道施工过程中千斤顶推力对管

片性能的影响。Alberto Meda 等［28］建立了可以模拟千斤顶推力的室内模型装置，能够施加不同推力、模拟

不同的支撑条件，可用于评估隧道掘进机（TBM）推力作用下的衬砌段的结构性能；其进行的试验显示出了

不同支撑条件下不同的裂缝模式，深入揭示了盾构机推力作用影响下的衬砌管片行为。Shuichi 等［29］采用
梁单元及面单元分别模拟盾构隧道管片及地层，结合隧道施工过程中受到的不同荷载，考虑了隧道施工
过程中管片－土体相互作用，并且实际计算了在砂土和粘土地层中的盾构隧道管片受力，通过对比分析
得出更精确的数值。

在重庆、青岛等岩石地层广泛分布的地区，部分工程采用开敞式 TBM 施工工法。为了防止浆液前移，裹

死盾体，引进了水利工程较为常用的先充填豆砾石再管片背后注浆的施工工艺。由于围岩自身较为稳定，
TBM 开挖完成后，不会立刻产生变形，压缩管片。因此，只有在豆砾石及浆液充填完成后，其荷载与围岩荷
载才会同时作用于管片。文中以重庆地铁环线工程为例，现场监测了管片自拼装完成至后期稳定后的围岩

压力及钢筋受力情况，通过现场监测查明了单护盾 TBM 隧道施工过程中管片－地层相互作用演化规律。建

立了考虑盾构管片－螺栓、管片－围岩和管片－盾尾相互作用的三维有限元模型，研究了实际施工荷载作
用下管片受力情况以及正常推进荷载与附加力矩作用下的管片变形，分析了偏心千斤顶作用对管片力学性

能的影响。文中结论为后续相近地层条件下单护盾 TBM 地铁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具

有重要的工程参考价值。

1

TBM 施工工艺简介
文中依托重庆地铁环线工程某区间，隧道埋深 10.2～30.4 m。隧道穿越地层主要包括砂质泥岩和砂岩

地层。本工程所采用的单护盾 TBM 施工工艺与常用的土压平衡盾构基本相同，集开挖、出渣、衬砌拼装流水
作业施工于一体。主要区别在于单护盾 TBM 施工采用无压模式。为了防止同步注浆浆液绕流、裹死盾体的
问题发生，在预制管片拼装完成后，使用豆砾石喷射机将图 1（a）所示的 5～10 mm 左右的豆砾石填充至管片

背后的间隙，见图 1（b），以此来形成管片的临时支撑。待 TBM 向前掘进 3～5 环后，实施同步注浆工作，后注

入的水泥砂浆与豆砾石凝固形成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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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砾石填充
Gravel filling

试验设计
监测断面

表1

本次监测主要考虑区间的埋深和线型 2 方面的

影响，选取区间内 2 个试验环，具体参数如表 1 所示。
2.2

害

监测元件布置

重庆地铁环线工程采用通用型管片错缝拼装。
由于本工程采用开敞式施工工法，管片背后豆砾石填

编号
断面 1
断面 2

Table 1

里程号

试验环参数表

Parameters of test segment

ZDK3+451.51
ZDK3+324

环数/环

设计参数

201

直线，埋深 15 m

275

直线，埋深 20 m

充无法保证密实，直接增加了土压力监测的难度。因此增设监测点，除封顶块外，其它每块管片均埋设型号

为 JY－V300 土压力计，见图 2（a）。在混凝土管片浇筑之前提前在钢筋笼上设置土压力计预埋件，见图 2

（b），待管片吊装下井时，再将土压力计放入预埋件，然后利用粘接胶和铁丝进行固定。根据管片的理论受
力性能，管片浇筑成型前，将钢筋应力计焊接在受拉钢筋位置，见图 2（b）。并且提前预留监测线路，做好保

护措施，既要保证线路不被破坏，又要确保管片养护完成后，可以顺利凿出，连接多孔道频率监测仪。不同
断面的传感器布设如图 3 所示。

Fig. 2

2.3

图2

监测元件及布置位置

Monitoring sensors and their locations

图3

Fig. 3

监测元件布置图

Layout monitoring sensors

监测结果分析
为保证监测数据的有效性以及实用性，从管片拼装完成开始读取初始数据，至再推进 10 环结束监测。

监测仪器设置每 5 min 读取一次数据，每环推进大概 40 min，取 8 个数据的平均值。

由断面 1、2 的围岩压力监测数据折线图（图 4）可以看出，管片的围岩压力主要分为 3 个变化阶段：

（1）第 1 阶段：管片拼装完成后尚在盾尾内时，管片在盾尾壳体的保护下，不受围岩压力，管片各部位围

岩压力均为 0。

（2）第 2 阶段：管片脱出盾尾充填豆砾石时，由于豆砾石的喷射充填，围岩压力开始通过豆砾石传递至管

片，管片受到外部荷载，各部位围岩压力均增大。除围岩压力外，由于重力的影响，底部管片还要承受该环
整体自重，最终表现为底部围岩压力大于顶部围岩压力。由于豆砾石填充的密实性以及填充量受到工艺的

限制，水平两侧填充的豆砾石会由于重力原因由管片与围岩的间隙滑落至管片的底部，从而使得水平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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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砾石填充不均匀或没有填充，围岩压力无法有效传递至水平两侧管片，导致管片水平两侧围岩压力相比
管片顶部及底部围岩压力增幅较小。

（3）第 3 阶段：当盾构继续向前推进 5 环，管片壁后注浆时，随着浆液的注入，管片在先前压力的基础上

开始承受注浆压力，围岩压力再次产生突变、急剧增大。随着浆液的凝固，浆液、豆砾石及围岩形成整体，作
用于管片，最终形成稳定围岩荷载，且管片各部位围岩压力之间的大小关系保持不变。

Fig. 4

图4

围岩压力监测数据折线图

Line chart of surrounding rock pressure monitoring data

根据《铁路隧道设计规范》
（TB 10003－2016），可计算得深埋条件下的隧道围岩，结果见表 2。将其与土

压力计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不同深埋条件下，单护盾 TBM 施工管片壁后围岩压力实际监测值相对

《铁路隧道设计规范》理论计算值稍大，管片顶部围岩压力 150～160 kPa，管片底部围岩压力 165～200 kPa，
管片腰部围岩压力 4～52 kPa。
Table 2

表2

规范计算与实际监测围岩压力对比表

Comparison of standard calculation and actual monitoring of surrounding rock pressure

数据来源

埋深/m

规范计算

15

实际监测值

15

管片顶部压力/kPa

管片底部压力/kPa

管片腰部压力/kPa

备注

110

137

33

深埋隧道

150

165

45

20
20

160

3

数值模拟方法与分析

3.1

模型假定

200

52

深埋隧道

文中采用 ANSYS 有限元软件建立隧道衬砌管片模型（图 5），包括 10 环 1.2 m 宽的管片。管片采用

Fig. 5

图5

盾构隧道管片三维有限元模型

3D FEM model of shield tunneling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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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65 实体单元进行网格划分；根据实际情况对管片进行配筋，以 link8 杆单元进行实体节点连接，形成钢筋

骨架。地层以及盾尾刷均采用弹簧单元模拟。根据现场实际施工进度以及壁后注浆的配比，初凝时间稳定
在 6 h 左右，基本可以认为后方管片（－10 环位置）受到豆砾石、水泥砂浆的包裹凝固作用，因此可以简化为
固定约束。

模型计算包括 3 个阶段：首先施加管片节点拉力模拟螺栓预紧力，然后再施加相应的施工荷载，包括千

斤顶推力，豆砾石压力以及注浆压力等。根据围岩压力监测结果确定管片施工荷载，第 1 阶段荷载为 0 kPa；

第 2 阶段上部荷载为 70 kPa，下部荷载为 115 kPa，水
平荷载为 20 kPa；第 3 阶段上部荷载为 160 kPa，下部

荷载为 200 kPa，水平荷载为 52 kPa。

根据现场实际监测，开敞式单护盾 TBM 施工过程

中，管片的围岩荷载随着施工阶段而变化，因此在盾
尾后的 3 环管片施加第 2 阶段荷载，在后续管片施加

第 3 阶段荷载，施工阶段管片力学模型如图 6 所示。

文中三维有限元数值模拟主要需要确定地层弹簧、盾
尾弹簧、环间弹簧、片间弹簧的刚度，以及根据上述监

测数据，确定不同位置管片受到的 3 个阶段荷载。根

据区间地勘报告，盾构隧道断面主要存在砂质泥岩

中，地基抗力系数取 5×103 MPa；管片接头抗弯刚度取

Fig. 6

图6

施工阶段管片力学模型

Mechanical model of segment in construction stage

3×104 kN·m/rad；环间弹簧以及片间弹簧的轴向拉压、径向及纵向剪切弹簧的弹性模量取 3×105 kN/m。
3.2

3.2.1

计算结果分析

实际围岩荷载下管片力学性能分析

施加实际围岩荷载后计算得到管片的应力如图 7 和图 8 所示。由图可见，隧道两侧的外表面、隧道上下

的内表面主要受到拉应力作用；相反，隧道两侧的内表面、隧道上下位置的外表面以压力应力作用为主。管
片拉应力主要分布在 0.5～1 MPa 之间，且最大拉应力为 1.98 MPa；压应力大小分布在 10～15 MPa 之间，且最

大压应力为 21.8 MPa，而对于 C50 混凝土管片而言，其处于安全状态。

钢筋内力分布如图 9 所示，由图可见，钢筋的拉、压趋势与混凝土的拉、压情况基本相符，最大拉应力也

产生在隧道两侧的外侧、
隧道上下位置的内侧，
受拉钢筋应力主要分布在 15～20 MPa，
最大拉应力为 49.2 MPa。

实际监测中，钢筋拉力监测值如图 10 所示。图 10（a）为断面 1 的 L2 位置处内侧钢筋拉力结果，曲线发展

规律与围岩压力发展规律基本一致。钢筋最终受力约为7.8 kN，
按照直径22 mm的钢筋计算，
应力约为20.5 MPa。

图 10（b）为断面 2 的 L1 位置处内侧钢筋拉力结果，钢筋最终受力约为 10.5 kN，按照直径 22 mm 的钢筋计算，

应力约为 27.6 MPa。从监测数据上看，顶部管片内侧钢筋拉应力处于正常分布范围，钢筋最大拉应力出现
在底部管片内侧，基本与模拟结果相符，也从侧面印证了模型的可靠性。

Fig. 7

图7

管片第一主应力图

The first principal stress of segment

Fig. 8

图8

管片第三主应力图

The third principal stress of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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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Fig. 10

3.2.2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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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应力图
Stress of steel bar

钢筋拉力监测折线图

Line chart of reinforcement tension monitoring

垂直千斤顶作用下管片力学性能分析

本工程盾构机千斤顶推进系统由 A、B、C、D 这 4 组构成，其布设示意图如图 11 所示。其中 A 组与 C 组由

8 个千斤顶构成，B 组与 D 组由 7 个千斤顶构成。在数值模拟中，通过将四组千斤顶推力分别转化为均布荷
载施加在盾尾管片上，从而来实现千斤顶顶推效果。在盾构掘进过程中，若盾尾间隙控制良好，则盾体姿态
与成型隧道姿态基本相符，此时千斤顶推力作用方向与管片横截面垂直。为了探究垂直千斤顶压力对管片

受力力学性能的影响，设计 5 000、8 000、10 000、15 000 kN 这 4 种顶推荷载，通过隧道管片腰部的水平变形
以及拱顶沉降变形规律可得，随着垂直千斤顶推力的增加，管片的变形量越小（见图 12）。所以，盾体中心轴

线与已拼装成型的管片的轴线是否吻合直接决定了千斤顶对管片作用。当轴线基本吻合时，千斤顶的轴向
加压，可以增加盾尾后方管片的整体刚度，减小管片的变形。

Fig. 11

图 11

千斤顶布设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jack layout

Fig. 12

图 12

管片变形折线图

Line chart of segment deformation

126

自

3.2.3

偏心千斤顶作用下管片力学性能分析

然

灾

害

学

第 31 卷

报

掘进过程中，由于人为因素容易导致 TBM 盾尾间隙不均匀，造成盾体与隧道中心轴线不重合，形成偏心

推力作用，产生附加力矩。重庆地铁环线工程正常盾尾间隙为 65 mm，但是在实际调整隧道线型的过程中，
会导致上、下、左、右的盾尾间隙不均匀。图 13 为 80 环拼装管片的盾尾间隙统计折线图，上、下盾尾间隙最
大偏差为 30 mm，左、右盾尾间隙最大偏差为 25 mm。

图 13

盾尾间隙统计折线图

Fig. 13

Line chart of shield tail

为了探究偏心千斤顶对管片的作用，文中选取了如表 3 所示的 5 种工况的力矩，其中千斤顶推力与 B

组、D 组推力均布荷载保持不变，从而实现推力与水平力矩保持不变，通过调整管片上下部分 A 组与 C 组

推力的均布荷载，来实现对竖向力矩的变化。通过结果来分析偏心千斤顶作用下隧道管片的变形以及最
大弯矩。
表3

Table 3
工况

千斤顶推/kN

1

8 000

3

8 000

2
4
5

偏心千斤顶作用工况统计表
Action conditions of eccentric jack

8 000
8 000
8 000

水平力矩/（kN·m）

竖向力矩/（kN·m）

4 000

5 000

4 000

4 000

4 000

6 000

4 000

7 000

4 000

8 000

如图 14 和图 15 所示，随着弯矩的增大，管片的最大单侧水平位移、最大拱顶沉降位移以及最大弯矩都

随竖向力矩的增加发生显著的增大，极易导致管片产生局部拉、压极限破坏，是单护盾 TBM 施工过程中最不
利荷载工况。

Fig. 14

图 14

管片最大变形折线图

Line chart of the max segment deformation

Fig. 15

图 15

管片最大弯矩折线图

Line chart of the max segment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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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文中以重庆地铁环线工程某区间为例，现场监测了管片自拼装完成至后期稳定后的围岩压力及钢筋受

力，建立了考虑盾构管片－螺栓、管片－围岩和管片－盾尾相互作用的是三维有限元模型，分析了施工过程
中围岩作用下管片受力情况，
对比研究了正常推进荷载与附加力矩作用下的管片变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现场实际监测数据分析，开敞式单护盾 TBM 施工工法与常规土压、泥水平衡盾构施工不同，管

片受力分为 3 个阶段，第 1 阶段管片基本不受力，第 2 阶段受到吹填豆砾石压力，第 3 阶段受到豆砾石、浆液

以及围岩三者的共同作用力。

（2）针对重庆地区砂岩地层，单护盾 TBM 施工管片壁后围岩压力相对《铁路隧道设计规范》理论计算稍

大，管片顶部围岩压力 150～160 kPa，管片底部围岩压力 165～200 kPa，管片腰部水平围岩压力 45～52 kPa。
（3）单护盾 TBM 施工阶段，盾体中心轴线与已拼装成型的管片的轴线是否吻合直接决定了千斤顶对管

片的作用。当轴线基本吻合时，千斤顶的轴向加压，可以增加盾尾后方管片的整体刚度，减小管片的变形；
而当轴线相差较大时，偏心的千斤顶作用会造成盾尾后方管片产生较大的弯矩，极易发生拉压破坏。因此，
施工过程中，必须加强盾尾间隙的测量，通过管片点位选型以及盾构机姿态调整，保证轴线的一致，以减少
管片的破损。
施工过程中围岩作用下的管片受力情况一直是盾构施工中所关注的重点。文中的结论对于重庆、青岛

等岩石地层分布广泛、地铁盾构工程常采用开敞式 TBM 施工工法的地区，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能够为前期
管片设计阶段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也通过对盾尾千斤顶作用的对比分析，量化展现了偏心千斤顶的负面
作用，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对于采用盾构法施工的地铁工程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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