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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ｃｋ公式在双线盾构隧道施工地层
变形中的适应性分析
白海卫１一，宋守信１，王剑晨２
（１．北京交通大学安全风险管理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４４；２．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收集了杭州地铁ｌ号线盾构隧道、武汉长江盾构隧道引起的地层变形实测数据，对双线盾

构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变形规律进行了研究．采用Ｐｅｃｋ公式对１４组数据进行了拟合分析，并给出
了杭州和武汉地区双线盾构隧道施工地层变形预测的相关参数．研究结果表明，经典的Ｐｅｃｋ公式
在分析和预测单线及双线盾构隧道施工地表变形中仍然适用，修正后的Ｐｅｃｋ公式是经典公式的有
效补充，对预测双线盾构隧道引起的地层沉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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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盾构法隧道在

目前，国内外对于双线平行盾构施工引起土体

城市轨道交通和市政工程中应用日益广泛¨七ｊ．盾

变形的研究较多，研究方法主要有：Ｐｅｃｋ公式的经

构施工会打破地层原有的应力平衡，引起周围土体

验方法【７｜、随机介质理论【８］８、有限单元法１９］９、模型试

变形．这种影响在双线水平平行盾构隧道施工中尤

验法【１０ Ｊ和解析法【１１ Ｊ．其中，Ｐｅｃｋ公式含义明确、计

为明显，双线隧道施工引起的地层变形成为国内外

算简单、实用性强，在隧道工程设计与研究中得到了

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１３－６ Ｊ．

广泛的应用．但由于Ｐｅｃｋ公式是基于某一地区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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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资料提出的经验公式，因此，在某个地区应用前首

３ｉ

挖造成的横向地表变形如图１所示．

先应该进行基于当地实测资料的验证工作．
本文作者收集杭州和武汉地区１８组实测数据，

ｔ＂－ｉ ：叫

卜．’１．

地表

基于Ｐｅｃｋ公式，对双线盾构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变
形规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可为类似工程提供借鉴

隧道１地表Ｐｅｃｋ曲线；

Ｉ

！．．

｛隧道：地表Ｐｅｃｋ曲线

和参考．

１上覆地层横向变形规律

信心－ｌ石未

单洞隧道开挖引起的横向地表沉降可用Ｐｅｃｋ
公式［１２］表示为

图ｌ隧道开挖地层变形

如）＝瓮唧（＿２２ｉ２）

（１）

式中：Ａ为开挖面积；ｓ（ｚ）为距离隧道中心轴线为
ｚ处的地表沉降，ｍｍ；ｉ为从沉降曲线对称中心到
曲线拐点的距离，ｍ；Ⅵ为地层损失率．

Ｆｉｇ．１

Ｔｕｎｎｅｌ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沉降槽宽度ｉ可表示为
ｉ＝Ｋｚｏ

（３）

式中：Ｋ为地表沉降槽宽度系数；ｚｏ为新建隧道轴
线深度．

刘波等［１３］按照叠加原理，得到双洞平行隧道开

２地表变形特点及规律分析

挖引起的地表横向沉降计算公式为

如，＝羰唧［＿与严］＋
赢Ａ２ Ｖｔ２…ｐ［．皿２严ｉ］ｊ
兀五Ⅵｘｐｌ—
ｉ

２．１地层变形特点分析

本文收集了杭州及武汉两地的双线水平平行盾
（２）
ｕ’

式中：Ａ１，Ａ２分别为第一、二条隧道横截面积；Ⅵｌ，
Ⅵ２分别为第一、二条隧道修建引起的地层损失率；
ｉｌ，ｉ２分别为第一、二条隧道修建引起的沉降槽宽
度；Ｄ为两个隧道中心间距．单洞、双洞隧道平行开
表ｌ
Ｔａｂ．１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ａｓｅ

构隧道工程实例，共１８组地面沉降实测数据，见
表１［７，１４］．其中：ｄ为盾构隧道直径；缈为确定调节
系数；Ｌ为双线隧道轴心距，ｍ；ｈ为新建隧道轴心

埋深，ｍ；Ｓ一为地表最大沉降，ｍｍ；Ⅵｌ、Ⅵ２分别为
左线、右线隧道施工地层损失率；Ｋｌ、Ｋ２分别为左
线、右线隧道施工沉降槽宽度系数．

双线盾构隧道施工地表案例统计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ｌａｎｅ ｓｈｉｅｌｄ ｔｕｎｎｅ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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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搜集到的监测数据进行拟合分析，得到

均为０．７００％．

２．２．３双线隧道地表横向变形规律分析

如下主要结论．
ＩＴＩ，

收集得到的杭州、武汉两地双线隧道均为右线

盾构穿越粉土和粉质砂土，右线隧道先开挖‘１４｜．１

施工结束后左线施工，施工全部完成后地表变形及

号线施工地表变形如图２所示．

Ｐｅｃｋ公式拟合结果如表１、图２和图３所示，从中可

１）杭州地铁１号线，盾构开挖直径ｄ＝６．２０

以看出：

Ｅ

—ｌ

囊：！
蟋－．２３

变Ｊｆ＇４１１＾ＩＩ
变肜拟合

一－ｉ
．４０．３０—２０—１０

图２杭州地铁１号线地表变形图
Ｆｉｇ．２

０

１０！Ｏ

３０

４０

５０

距新建双洞隧道中心距离，ｍ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ｌｏｔ ｏｆ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Ｍｅｔｒｏ Ｌｉｎｅ １

（ａ）案例４地表变形图

２）武汉长江隧道双线盾构开挖直径ｄ＝１１．３８
ｍ，开挖土质主要为粉质黏土、粉细砂、中粗砂、卵石
地层，均为右侧先开挖［７｜．长江隧道施工地表变形
如图３所示（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４、５和７）．
２．２地表变形规律分析
２．２．１

Ｐｅｃｋ公式适应性分析

采用单Ｐｅｃｋ公式及双Ｐｅｃｋ对各案例中的地表

一４０．３０．２０．１０

变形进行拟合，拟合结果如表１、图２和图３所示．

０

１０

１０

４０

３０

５０

距新建坝洞隧道ｌｆｌ心距离ｊｍ

单线、双线隧道施工地表变形拟合得到的确定

（ｂ）案例５地表变形图

调节系数（判断拟合精度的参数，越接近１，拟合曲
线越接近实测值）为０．０７０～０．９９４，平均值为
０．７７５．其中，受地质环境突变和测量误差的影响，案
例９、１０、１５、１７与Ｐｅｃｋ公式拟合度较低或明显失真
（数据１０中，地层损失率达到负值），在后续的分析
中予以剔除．各案例确定调节系数的分布如表２所
示，可以看出，确定调节系数在０．７～１．０的有１４组
数据，占７７．７８％，各案例地表变形较好地符合Ｐｅｃｋ
公式．由此说明，经典的Ｐｅｃｋ公式在分析及预测单

（ｃ）案例７地表变形图

图３武汉长江隧道地表变形图

线、双线盾构隧道施工地表变形中仍然适用．
２．２．２单线隧道施工地表变形规律分析

Ｆｉｇ．３

表２确定调节系数分布

公式拟合结果如表１、图２和图３所示，可以看出：
基本位于右线隧道中心线正上方．

Ｗｕｈａ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ｆｉｖｅｒ ｔｕｎｎｅｌ

杭州、武汉两地单线隧道施工地表变形及Ｐｅｃｋ
１）单线隧道施工，地表变形呈单峰状．最大沉降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ｌｏｔ ｏｆ

１、ａｂ．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妒

确定调节系数

案例个数

确定调节系数

案例个数
１

０．０～０．１

２

Ｏ．７～Ｏ．８

２）采用Ｐｅｃｋ公式对各案例地表变形进行拟合，

Ｏ．１～Ｏ．２

１

Ｏ．８～０．９

ｌ

杭州地区得到的Ｋ值为０．３９７，武汉地区得到的Ｋ

０．２～Ｏ．６

Ｏ

０．９～１．Ｏ

１２

０．６～０．７

ｌ

值为０．２８０－－０．４９８，平均为０．４１６．
３）杭州地区直径６．２０ ＩＴＩ的土压平衡盾构单线

１）双线隧道施工后，地表变形呈单峰状或双峰

施工Ⅵ】值为０．８１６％．武汉地区直径１１．３８ １ＴＩ的

状形式，最大沉降基本位于双线隧道中心正上方．与

泥水盾构单线施工Ⅵ】值为０．３０９％～１．１９４％，平

单线隧道地表变形相比，后建隧道施工改变了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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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槽形状，增加了最大沉降值和沉降槽宽度．
２）杭州地区双线隧道地表变形拟合得到的Ｋ
值分别为０．４０３和０．４０７，平均值为０．４０５；武汉地

３３

０．０７０－－０．９９，平均为０．８４４．由此说明，经典的Ｐｅｃｋ
公式在分析及预测单线、双线盾构隧道施工地表变
形中仍然适用．

区双线隧道地表变形拟合得到的Ｋ值为０．３１１～

２）杭州地区以粉土和粉质粘土为主，Ｋ值约为

０．５９６，平均为０．４６６．与单线隧道相比（Ｋ值平均为

０．４０２；武汉地区多以硬黏土地层为主，Ｋ值约为

０．４１６），后建隧道施工对Ｋ值略有影响，造成Ｋ值

０．４４５．后建隧道施工会造成Ｋ值略微增大．

略微增大．

３）杭州地区土压平衡盾构（直径６．２０ ｍ）施工，

同时，根据单、双线拟合结果，杭州地区以粉土

Ⅵ值约为０．８０２％；武汉地区泥水盾构（直径１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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