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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理的变形缝间距对隧道结构的安全性和防水性能有重要影响．通过对规范的调研，总结
了隧道变形缝间距设置的要点，分析变形缝间距的影响因素：地质状况、截面型式、温度，以及结构

轴向和横向安全性、允许沉降等控制指标．提出了变形缝间距设置的思路和计算方法，使传统依靠
经验取值向定量计算转变，变形缝设置更加科学．以拱北隧道明挖段为例，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计
算，确定变形缝间距可优化段．结果表明：当变形缝间距为８０ ｍ和１２０ ｍ时，均能满足结构轴向安
全性、沉降条件．初步将变形缝间距设置为１００ ｍ，对地质突变处进一步分析，发现隧道结构横向安
全性也满足条件．综合考虑，将拱北隧道明挖段变形缝间距从原来的２２ ｍ设置为１００ １ＴＩ．该优化方
法减少了变形缝的数量，提高了隧道的防水性能，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
关键词：隧道工程；明挖段；变形缝间距；优化方案；安全系数；允许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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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等：隧道明挖段变形缝间距的优化８９

变形缝是隧道防水的薄弱环节，根据经验，运营

拱北隧道穿越地层由软土、砂土、淤泥土和填筑

期间有３０％的渗漏水发生在变形缝位置，而且比较
难以整治…１．依据《公路隧道设计规范》（ＪＴＪ Ｄ７０—

土等组成，地层软弱，自稳性差．隧道临近海边，且部

２００４）规定，变形缝的设置应减小隧道地基差异沉降

较高．明挖段变形缝间距按２２ ｍ设置，间距较小．

和衬砌内部的不良应力．而变形缝的间距往往由经
验决定，变形缝间距设置过大，则不能满足规范的要

分区段处于海域，地层富水且水压较大，对防水要求

１变形缝设置要点

求，变形缝设置过密，则增加了隧道衬砌防水的难

变形缝是伸缩缝和沉降缝的总称，其作用主要

度．因此，合适的变形缝间距十分重要．由于变形缝

是为了适应工程结构不断伸缩、沉降、位移和变形，

的设置间距，往往由经验决定，尚无定量指标幢－３ Ｊ．

以避免结构物的破坏【４ Ｊ．根据相关规范设计要求，

本文作者主要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结合拱北

变形缝的设置间距应满足以下条件【５－９ Ｊ：

隧道明挖段设计对变形缝间距进行分析和优化．

１）用于伸缩的变形缝宜少设或不设，可根据不

拱北隧道地处城市繁华区，是珠海连接线的关
键性控制工程，隧道穿越我国第一大陆路口岸——

同工程结构和地质情况选用诱导缝，后浇带．
２）变形缝设置前后，结构应该满足轴向和横向

７４０

ｍ，主体

两个方向的安全性要求，具体如下：

为明挖段，其中海域敞开段和明挖暗埋段１

２２４ ｍ，

①结构轴向安全性判定基准．

拱北口岸，隧道平面见图１．隧道全长２

陆域明挖暗埋段和敞开段１

２２９

ｍ，口岸东西两侧

共设置２个工作井，口岸限定区暗挖段仅长２５５

ｍ．

在隧道轴向，考虑隧道的环向裂缝，且只考虑不
均匀沉降引起的裂缝，提取计算的轴向应力，按照应

拱北隧道按照“先分离并行，再上下重叠，最后又分

力准则，判断是否会有因为不均匀沉降产生的环向

离并行”的形式设置，涉及到海域人工岛明挖段、口

裂缝．

岸暗挖段及陆域明挖段等不同结构形式和施工工
法，形式多变，截面如图２所示．

口拉＜Ｒ１，仃压＜Ｒ。

（１）

式中：Ｒ，为混凝土极限抗拉强度，采用ＣＡ５混凝
土，Ｒ１＝２．９ ＭＰａ；Ｒ。为混凝土极限抗压强度，采
用Ｃ４５混凝土，Ｒ。＝３３ ＭＰａ．

②结构横向安全性判定基准．
提取隧道典型断面进行分析，按照《公路隧道设
计规范》关于整体式衬砌计算的规定．整体式衬砌的
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按照强度准则，可计算出衬砌
的安全系数，通过安全系数对衬砌的安全性进行评
价，如下式所示

图ｌ拱北隧道平面位置
ｇ．１

Ｐｌａｎｅ Ｄ。ｓｉｔｉ（）ｎ ｏｆ（ｋｍｇｂｅｉ

ｔｕｎｎｅ

Ｋ≤学

（２）

式中：Ｋ为安全系数，按规范取２．４；６为截面宽度；
ｈ为截面厚度；Ｎ为轴向力；妒为构件轴向弯曲系

，。纩。旷。崮。崮

圄。＠夺圄串圄。圄审 国
国。国。圄々ｕ夸一
图２隧道明挖段横断面变化
ｇ．２

Ｃｒｏ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ｎｎｅｌ ｏｐｅｎ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数；口为轴向力偏心影响系数．

Ｋ≤耥

对于偏心受拉构件，按抗裂要求，采用下式判定

～ｒＩ型１

”＼ｈ

（３）

ｌ

１／

式中Ｋ取３．６．

３）用于沉降的变形缝其最大允许沉降值不应大
于３０ ｍｍ．当计算沉降值大于３０ ｍｍ时，应在设计

时采取措施．
４）严寒与酷热温度变化大的地区，特别是在最
冷月份平均气温低于一１５℃的寒冷地区，距洞口
１００～２００

ｍ范围的衬砌段应根据情况增设伸缩缝．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９０

综上，变形缝的设置应当考虑地质状况、截面形
式、温度等因素，达到结构轴向安全性、横向安全性，
以及允许沉降值的要求．考虑工程防水的要求，变形

第３９卷

８９０：敞开段，截面尺寸为３３

ｍｍ一

０００ ｍｍｘ １１ ５８２

３０ ５９３ ｎｌｍ×１ ９７４ ｍｍ．

依据陆域段隧道经过的工程地质条件、地基处
理的形式和底板宽，将陆域明挖段细分如表１所

缝应当尽量少设和不设．

示［１３一ｌ ４｜．

２隧道变形缝间距优化方法

表１

拱北隧道变形缝间距为２２ ｍ，变形缝间距较

Ｔａｂ．１

陆域段工程地质划分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

小，为变形缝的防水带来一系列的隐患．由于隧道变
形缝控制主要通过差异沉降和应力，而引起隧道差
异沉降主要来自两方面，隧道截面的变化和工程地
质条件．在隧道变截面位置可设置变形缝，对于截面

变化不明显的区段和等截面段可根据工程地质条件
通过力学计算来进行变形缝的设置，考虑结构内部
应力和差异沉降，对其设置间距进行优化【１０－１１ Ｊ．由
温度引起的应力变化，可另行考虑．
优化方法如下：①先根据隧道截面形式和工程
地质状况对线路进行分段；②考虑截面变化，对不设
置变形缝时线路结构进行数值计算，找出需优化的
区段；③依据工程经验，设定初始变形缝间距，对线
路结构进行轴向安全性和差异沉降进行验算，初步

３．１．２陆域段不设置变形缝

首先对不设变形缝的整体段进行研究，仅在截
面变化处设置变形缝，如图３所示．

确定变形缝设置间距；④考虑外界温度影响，对变形

缝设置间距进行理论分析；⑤在地质突变处和变形
缝位置对结构横向安全性进行分析，判断已设置间
距是否达到规范要求．

３变形缝间距初步确定
拱北隧道明挖段分陆域段和海域段，先根据截
面形式和工程地质状况对线路进行分段．分别对陆
域段和海域段进行建模，先计算不设置变形缝时，整
体段的轴向应力和沉降值，再根据计算结果进行优

图３不设置变形缝的模型

化，分别距离８０ ｍ和１２０ ｍ【１２ｊ设置变形缝，得出优

Ｍｏｄｅｌ ｏｆ

化后的轴向应力和沉降值，然后确定初步设置间距．

Ｆｉｇ．３

ｎｏ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

对于不设置变形缝时，可以得到如下轴向应力
和沉降图，轴向应力主要考虑拉应力影响．

３．１陆域段数值计算
拱北隧道陆域段明挖全长１

２３０

ｍ（ＹＩ＜２＋６６０

～ＹＫ３＋８９０），采用梁单元模拟隧道，荷载只考虑上

由图４可知：
①ＹＫ２＋８２４～ＹＫ３＋００８（１６４

ｍ），最

ｍ～３４８

覆土层及地面超载为２０ ｌ【Ｐａ．计算前，先通过明挖

大拉应力为１．５８

段结构截面形式和工程地质状况对线路进行分段．

ｍｍ，在该区段内可以考虑优化变形缝的间距．
②ＹＫ３＋１７７～ＹＫ３＋４４５（５１７ ｍ～７８５ ｍ），最

３．１．１陆域段线路分段
陆域段截面形式分为４段，依次为：①ＹＫ２＋
６６０

ＹＫ２＋７０２：等截面段，截面尺寸为１７

×１８ ９９２

ＭＰａ，差异沉降小于１０

ＭＰａ＜２．９

１５０ ｍｍ

ｍｉＴｔ；②ＹＫ２＋７０２～ＹＫ３＋２５２：宽度变截

大拉应力为１．７６ ＭＰａ＜２．９ ＭＰａ，差异沉降小于１０

ｍｉｎ，在该区段内可以考虑优化变形缝的间距．
③ＹＫ３＋６１３～ＹＫ３＋７８８（９５３ ｍ～１

１２８

ｍ）

６００

最大拉应力为１．７０ ＭＰａ＜２．９ ＭＰａ，该段有上浮，

ｒａｉｎｘ １８ ４５５ ｍｍ；③ＹＫ３＋２５２～ＹＫ３＋５８２：高度

但考虑为敞开段，土压力荷载在此段发生了突变，也

变截面段，截面尺寸为３２

可以考虑在此处优化变形缝的间距．

面段，截面尺寸为１７

３２ ６００ ｍｍ

Ｘ

１１

１８６

１５０ ｍｍ×１８ ９９２

ｍｍ一３２

６００ ｍｍ×１８ ４５５

ｍｍ一

ｍｍ；④ＹＫ３＋５８２～ＹＫ３＋

３．１．３优化后的变形缝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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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一囊琶
豢塞墓罴

壹蕈，．兰善，
（ａ）等截面段应力

｝当迷
窿｝墓
黩；淤嚣

陲
…——，一

图５优化段８０ ｎｉ设置一道变形缝计算模型
Ｆｉｇ．５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８０ ｍ

ｓｅｔ

ａ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

…一ｌ

｛芸；二…
Ｉｉ菩毒毫扩

Ｌ

蠢曼鋈囊．～擎。等＝：＝女

（ｂ）宽度变截面段应力

一磊巍
嘉睡孽鹱豪气
～ｒ≯０

（ａ）等截面段优化应力
一！：＝＝嚣

～、……甏……………薹善

（ｃ）高度变截面段应力

Ｌ

鼙…～…▲…
（ｂ）宽度变截面段优化应力

■：：竺＝
；爱，嚣：＝

（ｄ）敞开段截面应力

鋈墓

ｌ

（ｃ）高度变截面段优化应力

鬟鹱躐～零麓孽糕罐器摹军藿蘸，｜蚤一◆
（ｃ）沉降图

图４不同截面轴向应力和沉降图
Ｆｉｇ．４

Ａｘｉａｌ

ｓｔｒｅｘｓ

Ｉ＿土蕊簋耋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优化段８０ ＩＴＩ设置一道变形缝
将上述优化段的变形缝设置为８０ ｉｎ一道，其余
保持不变，优化后的模型和计算结果见图５和图６．

（ｄ）敞开段优化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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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不同截面优化应力和沉降图

ｌ曩；鬟冀黧

（优化段８Ｉｌ ｍ）

爆：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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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ｔ１１１１１ｍｌ…１１¨【Ｉ…１１ １、Ｈ（）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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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变形缝距离为８０ ｍ一道时，最大拉应力值为
０．９７

ＭＰａ，最大压应力为１．１３ ＭＰａ，最大差异沉降

ｒ、

ｋ

为２４ ｍｍ，可见，经过优化后，轴向应力均满足轴向

安全性要求，差异沉降也满足规范要求，所以采用的

（ｂ）宽度变截面段优化应力

优化方案是可行的．

｝！！｝罴篓
暇：竺嚣

２）优化段１２０ ｍ设置一道变形缝

Ｉ｜：：：｜燃＝
《：：：＝：兰

将已优化区段内的变形缝间距进一步优化，设

…，幅蒹萋

置为１２０ ｍ一道，可以得到优化后的模型和计算结

果如图７和图８所示．
｜Ｉ

（ｃ）高度变截面段优化应力

图７优化后的计算模型（优化段１２０ ｎ１）
１１、波７

（）ｐｔｈ…ｍＩｌ（）１１（小Ｉ从Ｉｌ（）ｎ ｍ（＿）（１ｅｌ

（（）Ｉｊｌｍ∽“！㈨】】ｗ（１¨）¨；‘１２１）Ｉ】］）

可见，当变形缝距离为１２０ ｍ一道时，最大拉应
力为０．９６ ＳＰａ，最大压应力值１．２６ ＭＰａ，最大差异
沉降为１５ ｍｍ，应力值较问距８０ ＩＴＩ时，最大拉应力
基本不变，最大压应力有所增加，差异沉降减小．轴
向应力均满足轴向安全性要求，差异沉降也满足规

范要求，所以所采用的优化方案是可行的．
另外，根据拱北隧道工程地质报告，工程所在区
域的气温总体呈平均气温高，年平均气温为２２．３℃
～２３℃，历年极端最高和极端最低气温分别为３８．９
℃和一１．８℃，酷热温差不大，可不考虑外界温度对
临近洞口段变形缝设置的影响．
综上，变形缝优化段间距为８０ ｉｎ和１２０ ｍ时，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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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满足规范对轴向应力和差异沉降的要求，同时

９３

算，得到内力和安全系数计算结果见图１２、图１３．

考虑外界温度对变形缝设置的影响．因此，可将优化

由图１２～图１３可知，在地质突变处，右侧所受

段变形缝的间距初步设置为１００ ｍ一道，统计结果

的内力比左侧大，安全系数比左侧稍小，左侧和右侧

见表２．

最小安全系数分别为３．９和３．７，满足规范对结构
表２陆域段变形缝间距设置

Ｔａｂ．２

横向安全性的要求．

Ｉｎｓｔａｌｌｉｎｇ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

变形缝设置区段

变形缝设置间距／ｍ

凇＋６６０～ＹＫ２＋８２４

２２

Ⅵ（２＋８２４～ＹＫ２＋９２４

１００

Ｙ１（２＋９２４～ＹＫ３＋００８

８４

ＹＫ３＋００８～ＹＫ３＋１７７

２２

ＹＫ３＋１７７～ＹＫ３十４４５

１００

ＹＫ３＋４４５～ＹＫ３＋６１３

２２

ＹＫ３十６１３～ＹＫ３十７８８

１００

ＹＫ３＋７８８～ＹＫ３＋８９０

２２

总优化距离６２７ ｍ，占陆域段总长度比为５１％，
设计变形缝５６个，优化后变形缝为３４个，减少了
２２个，占比３９．２％．

３．２海域段数值计算
海域段明挖全长１

２２５

ｍ（ＹＫｌ＋１４９～ＹＫ２＋
图９计算横断面图

３７４），通过同样的方法对海域段进行计算，确定优化
段为ＹＫｌ＋８４５～ＹＫ２＋３７４，将变形缝的间距设置

Ｆｉｇ．９

Ｃｒｏｓ．Ｋ ｓｅｃｌ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为１００ ｍ一道，统计结果见表３．
表３海域段变形缝间距设置
Ｔａｂ．３

Ｉｎｓｔａｌｌｉｎｇ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变形缝设置区段

变形缝设置间距／ｍ

ＹＫｌ十１４９～ＹＫｌ＋８４５

２２

ＹＫｌ＋８４５～Ⅵ＜２＋３７４

１００

原有变形缝５６个，经过优化后变形缝个数为
３６，减少约为３５．７％，优化区段长度为５２９ ｍ，占整
个海域段的４３．２％．

４结构横向安全性分析

图１０轴向应力云图
Ｆｉｇ．１０

Ａｘｉａｌ

ＳｔｒｃＫｓ

ｎｅｐｈ０９１‘∈ｔｌ＇ｌｌ

由于之前的设计未考虑结构的横向安全性，而
地质突变处和变形缝所处位置，结构容易发生破坏，
需重点研究．

利用Ａｂａｑｕｓ软件对整体段进行数值分析，以
ＹＫ２＋７４０～ＹＫ２＋８４０段（计算长度１００ ｍ）为例，
地层条件在ＹＫ２＋７９０处发生突变，由之前陆域明
挖段分段，可知，左侧为淤泥质土，右侧为粗砂砾石
地层．此处，模型计算弹簧刚度和上布荷载发生变
化，计算结果如图９～图１１所示．
图ｌ

从图１０和图１１看出，在地质突变处及两边结
构明挖段，最大轴向拉应力为０．３ ＭＰａ，最大轴向压
应力为４．７５ ＭＰａ，最大位移为２．６ ｃｍ，均符合规范

规定的要求．
分别取地质突变处左侧和右侧０．５ ｍ进行计

卜１Ｋ

１ ｌ

位移云图

Ｉ㈣）１／Ｉ（【ＩＩｉ Ｌ·１ｎ（、Ｉ（）ｌｌ（１

Ｉ）１（１ｌｍ

另外，对变形缝处隧道横截面进行分析，得到内
力和安全系数计算结果如图１４所示．
由图１４可知，在变形缝处，最小安全系数为

竺！！堂

！！查茎望奎兰兰坚

９垒

４．０，满足规范对结构横向安全性的要求．

＼’４３６．３—４３６ ３／
．＼
／．
＼＿

＿／
昌卜

…．１善

∥９。呼＼＼

一１５８２．０

遗凇，＜
（ｂ）左侧弯矩图（单位：ｋＮ·ｍ）
图１２左侧内力和安全系数
Ｌｅｆ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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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安全系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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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轴力图（单位：ｋＮ）

（ｂ）右侧弯矩图（单位：ｋＮ·ｍ）

（ｃ）安全系数图

图１３右侧内力和安全系数
Ｒ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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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轴力图（单位：ｋ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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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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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４ ３

（ｂ）弯矩图（单位：ｋＮ·ｍ）

（ｃ）安全系数图

图１４变形缝处隧道横截面内力和安全系数
Ｆｉｇ．１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嘲ｆｅ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综上可知，优化段变形缝间距为１００ １ＴＩ时，对
ＹＫ２＋７４０～ＹＫ２＋８４０段，隧道结构的横向安全性
也是满足的，在地质突变段无需增设变形缝．

Ｃｒ（ｋ％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ｏｆ ｔｕｎｎ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ｓ

结论
１）变形缝间距设置的影响因素包括结构截面形

另外，对其他地质变化段位置进行计算，发现各

式、地质状况、温度，以结构的轴向和横向安全性、允

段的横向安全性均满足条件，各地质突变处均不需

许沉降为控制指标，可将间距的设置由经验确定向

要设置变形缝．

定量计算转变，使变形缝的设置更加科学．

型堡竺！堕望望苎竺奎登竺望竺竺垡堡

竺！塑

２）实际工程中变形缝考虑防水要求尽量少设，
对于拱北隧道明挖段，在隧道结构截面变化明显处
设置变形缝是合理的；对于截面变化不明显的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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