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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总 则

为建立统一的评价工程岩体稳定性的分级方法 为岩石工程建设的勘察 设计 施工和编

制定额提供必要的基本依据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型岩石工程的岩体分级

工程岩体分级 应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并分两步进行 先确定岩体基本质量 再

结合具体工程的特点确定岩体级别

工程岩体分级所必需的地质调查和岩石试验 除应符合本标准外 尚应符合有关现行国家

标准的规定

术语 符号

术 语

岩石工程

以岩体为工程建筑物地基或环境 并对岩体进行开挖或加固的工程 包括地下工程和地面工

程

工程岩体

岩石工程影响范围内的岩体 包括地下工程岩体 工业与民用建筑地基 大坝基岩 边坡岩体等

岩体基本质量

岩体所固有的 影响工程岩体稳定性的最基本属性 岩体基本质量由岩石坚硬程度和岩体完整

程度所决定

结构面

岩体内开裂的和易开裂的面 如层面 节理 断层 片理等 又称不连续面

岩体完整性指数 岩体速度指数

岩体弹性纵波速度与岩石弹性纵波速度之比的平方

岩体体积节理数

单体岩体体积内的节理 结构面 数目

点荷载强度指数

直径 圆柱形试件径向加压时的点荷载强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批准 实施



地下工程岩体自稳能力

在不支护条件下 地下工程岩体不产生任何形式破坏的能力

初始应力场

在自然条件下 由于受自重和构造运动作用 在岩体中形成的应力场 也称天然应力场

符 号

编 号 符 号 涵 义

 岩石重力密度

岩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

岩石点荷载强度指数

岩体变形模量

岩体泊松比

岩体或结构面内摩擦角

岩体或结构面粘聚力

岩体完整性指数

岩体体积节理数

地下水影响修正系数

主要软弱结构面产状影响修正系数

初始应力状态影响修正系数

基岩承载力基本值

基岩形态影响折减系数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修正值

岩体基本质量的分级因素

分级因素及其确定方法

岩体基本质量应由岩石坚硬程度和岩体完整程度两个因素确定

岩石坚硬程度和岩体完整程度 应采用定性划分和定量指标两种方法确定

岩石坚硬程度的定性划分

岩石坚硬程度 应按表 进行定性划分

表 岩石坚硬程度的定性划分

名称 定性鉴定 代表性岩石

硬

质

岩

坚硬岩

锤击声清脆 有回弹 震手 难击

碎

浸水后 大多无吸水反应

未风化 微风化的

花岗岩 正长岩 闪长岩 辉绿岩 玄武岩 安山岩 片麻岩 石英片

岩 硅质板岩 石英岩 硅质胶结的砾岩 石英砂岩 硅质石灰岩等

较坚硬岩

锤击声清脆 有轻微回弹 稍震

手 较难击碎

浸水后 有轻微吸水反应

弱风化的坚硬岩

未风化 微风化的

熔结凝灰岩 大理岩 板岩 白云岩 石灰岩 钙质胶结的砂岩等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续表

名称 定性鉴定 代表性岩石

软
质
岩

较软岩
锤击声不清脆 无回弹 较易击
碎
浸水后 指甲可刻出印痕

强风化的坚硬岩
弱风化的较坚硬岩
未风化 微风化的
凝灰岩 千枚岩 砂质泥岩 泥灰岩 泥质砂岩 粉砂岩 页岩等

软 岩
锤击声哑 无回弹 有凹痕 易击

碎
浸水后 手可掰开

弱风化的坚硬岩
弱风化 强风化的较坚硬岩
弱风化的较软岩
未风化的泥岩等

极软岩
锤击声哑 无回弹 有较深凹痕

手可捏碎
浸水后 可捏成团

全风化的各种岩石
各种半成岩

岩石坚硬程度定性划分时 其风化程度应按表 确定

表 岩石风化程度的划分

名 称 风 化 特 征

未风化 结构构造末变 岩质新鲜

微风化 结构构造 矿物色泽基本未变 部分裂隙面有铁锰质渲染

弱风化 结构构造部分破坏 矿物色泽较明显变化 裂隙面出现风化矿物或存在风化夹层

强风化 结构构造大部分破坏 矿物色泽明显变化 长石 云母等多风化成次生矿物

全风化 结构构造全部破坏 矿物成分除石英外 大部分风化成土状

岩体完整程度的定性划分

岩体完整程度 应按表 进行定性划分

表 岩体完整程度的定性划分

名 称
结构面发育程度

组数 平均间距
主要结构面的结合程度 主要结构面类型 相应结构类型

完 整 结合好或结合一般 节理 裂隙 层面 整体状或巨厚层状结构

较完整
结合差

结合好或结合一般
节理 裂隙 层面

块状或厚层状结构

块状结构

较破碎

结合差

结合好

结合一般

节理 裂隙 层面 小断层

裂隙块状或中厚层状结构

镶嵌碎裂结构

中 薄层状结构

破 碎
结合差

结合一般或结合差
各种类型结构面

裂隙块状结构

碎裂状结构

极破碎 无序 结合很差 散体状结构

注 平均间距指主要结构面 组 间距的平均值

结构面的结合程度 应根据结构面特征 按表 确定

表 结构面结合程度的划分

名 称 结 构 面 特 征

结合好 张开度小于 无充填物

结合好 张开度 为硅质或铁质胶结 张开度大于 结构面粗糙 为硅质胶结

结合一般 张开度 为钙质或泥质胶结 张开度大于 结构面粗糙 为铁质或钙质胶结

结合差 张开度 结构面平直 为泥质或泥质和钙质胶结 张开度大于 多为泥质或岩屑充填

结合很差 泥质充填或泥夹岩屑充填 充填物厚度大于起伏差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定量指标的确定和划分

岩石坚硬程度的定量指标 应采用岩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 应采用实测值 当无

条件取得实测值时 也可采用实测的岩石点荷载强度指数 的换算值 并按下式换算

岩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 与定性划分的岩石坚硬程度的对应关系 可按表 确定

表 与定性划分的岩石坚硬程度的对应关系

坚硬程度 坚硬岩 较坚硬岩 较软岩 软岩 极软岩

岩体完整程度的定量指标 应采用岩体完整性指数 应采用实测值 当无条件取得

实测值时 也可用岩体体积节理数 按表 确定对应的 值

表 与 对照表

条

岩体完整性指数 与定性划分的岩体完整程度的对应关系 可按表 确定

表 与定性划分的岩体完整程度的对应关系

完整程度 完整 较完整 较破碎 破碎 极破碎

定量指标 的测试 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的规定

岩体基本质量分级

基本质量级别的确定

岩体基本质量分级 应根据岩体基本质量的定性特征和岩体基本质量指标 两者相结

合 按表 确定

表 岩体基本质量分级

基本质量级别 岩体基本质量的定性特征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

坚硬岩 岩体完整

坚硬岩 岩体较完整 较坚硬岩 岩体完整

坚硬岩 岩体较破碎 较坚硬岩或软硬岩互层 岩体较完整 较软岩 岩体完整

坚硬岩 岩体破碎 较坚硬岩 岩体较破碎 破碎 较软岩或软硬岩互层 且以
软岩为主 岩体较完整 较破碎 软岩 岩体完整 较完整

较软岩 岩体破碎 软岩 岩体较破碎 破碎 全部极软岩及全部极破碎岩

当根据基本质量定性特征和基本质量指标 确定的级别不一致时 应通过对定性划分

和定量指标的综合分析 确定岩体基本质量级别 必要时 应重新进行测试

基本质量的定性特征和基本质量指标

岩体基本质量的定性特征 应由表 和表 所确定的岩石坚硬程度和岩体完整程

度组合确定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 应根据分级因素的定量指标 的兆帕数值和 按下式计算

注 使用 式时 应遵守下列限制条件

当 时 应以 和 代入计算 值

当 时 应以 和 代入计算 值

工程岩体级别的确定

一般规定

对工程岩体进行初步定级时 宜按表 规定的岩体基本质量级别作为岩体级别

对工程岩体进行详细定级时 应在岩体基本质量分级的基础上 结合不同类型工程的特点

考虑地下水状态 初始应力状态 工程轴线或走向线的方位与主要软弱结构面产状的组合关系等必

要的修正因素 其中边坡岩体 还应考虑地表水的影响

岩体初始应力状态 当无实测资料时 可根据工程埋深或开挖深度 地形地貌 地质构造运

动史 主要构造线和开挖过程中出现的岩爆 岩芯饼化等特殊地质现象 按本标准附录 作出评

估

当岩体的膨胀性 易溶性以及相对于工程范围 规模较大 贯通性较好的软弱结构面成为影

响岩体稳定性的主要因素时 应考虑这些因素对工程岩体级别的影响

岩体初步定级时 岩体物理力学参数 可按本标准附录 中表 选用 结构面抗剪断

峰值强度参数 可根据岩石坚硬程度和结构面结合程度 按本标准附录 中表 选用

工程岩体级别的确定

地下工程岩体详细定级时 如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应对岩体基本质量指标 进行修

正 并以修正后的值按表 确定岩体级别

有地下水

岩体稳定性受软弱结构面影响 且由一组起控制作用

存在本标准附录 表 所列高初始应力现象

地下工程岩体基本质量指标修正值 可按附录 计算

对跨度等于或小于 的地下工程 当已确定级别的岩体 其实际的自稳能力 与本标准

附录 相应级别的自稳能力不相符时 应对岩体级别作相应调整

对大型的或特殊的地下工程岩体 除应按本标准确定基本质量级别外 详细定级时 尚可采

用有关标准的方法 进行对比分析 综合确定岩体级别

工业与民用建筑地基岩体应按表 规定的基本质量级别定级

工业与民用建筑地基岩体基岩承载力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各级岩体基岩承载力基本值 可按表 确定

表 基岩承载力基本值

岩体级别

考虑基岩形态影响时 基岩承载力标准值 可按下式确定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基岩形态影响折减系数 可按表 选用

表 基岩形态影响折减系数

基岩形态 平坦型 反坡型 顺坡型 台阶型

岩面坡度 台阶高度

注 基岩内结构面倾向与基岩面坡向大致相同为顺坡型 相反为反坡型

边坡工程岩体详细定级时 应按不同坡高考虑地下水 地表水 初始应力场 结构面间的组

合 结构面的产状与边坡面间的关系等因素对边坡岩体级别的影响进行修正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附录 测试的规定

岩体完整性指数 应针对不同的工程地质岩组或岩性段 选择有代表性的点 段 测定

岩体弹性纵波速度 并应在同一岩体取样测定岩石弹性纵波速度 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岩体弹性纵波速度

岩石弹性纵波速度

岩体体积节理数 应针对不同的工程地质岩组或岩性段 选择有代表性的露头或开挖

壁面进行节理 结构面 统计 除成组节理外 对延伸长度大于 的分散节理亦应予以统计 已

为硅质 铁质 钙质充填再胶结的节理不予统计 每一测点的统计面积 不应小于 岩体

值 应根据节理统计结果 按下式计算

式中 岩体体积节理数 条

第 组节理每米长测线上的条数

每立方米岩体非成组节理条数

附录 岩体初始应力场评估

在无实测成果时 可根据地质勘察资料 按下列方法对初始应力场作出评估

较平缓的孤山体 一般情况下 初始应力的垂直向应力为自重应力 水平向应力不大于

 

通过对历次构造形迹的调查和对近期构造运动的分析 以第一序次为准 根据复合关系 确

定最新构造体系 据此确定初始应力的最大主应力方向

当垂直向应力为自重应力 且是主应力之一时 水平向主应力较大的一个 可取  

或更大

埋深大于 随着深度的增加 初始应力场逐渐趋向于静水压力分布 大于 以

后 一般可按静水压力分布考虑

在峡谷地段 从谷坡至山体以内 可区分为应力释放区 应力集中区和应力稳定区 峡谷的

影响范围 在水平方向一般为谷宽的 倍 对两岸山体 最大主应力方向一般平行于河谷 在谷

底较深部位 最大主应力趋于水平且转向垂直于河谷

地表岩体剥蚀显著地区 水平向应力仍按原覆盖厚度计算

发生岩爆或岩芯饼化现象 应考虑存在高初始应力的可能 此时 可根据岩体在开挖过程中

出现的主要现象 按表 评估

注 为工程埋深  为岩体重力密度 为岩体泊松比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表 高初始应力地区岩体在开挖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现象

应力情况 主 要 现 象

极

高

应

力

硬质岩 开挖过程中时有岩爆发生 有岩块弹出 洞壁岩体发生剥离 新生裂缝多 成洞

性差 基坑有剥离现象 成形性差

软质岩 岩芯常有饼化现象 开挖过程中洞壁岩体有剥离 位移极为显著 甚至发生大位

移 持续时间长 不易成洞 基坑发生显著隆起或剥离 不易成形

高

应

力

硬质岩 开挖过程中可能出现岩爆 洞壁岩体有剥离和掉块现象 新生裂缝较多 成洞

性较差 基坑时有剥离现象 成形性一般尚好

软质岩 岩芯时有饼化现象 开挖过程中洞壁岩体位移显著 持续时间较长 成洞性差

基坑有隆起现象 成形性较差

注 为垂直洞轴线方向的最大初始应力

附录 岩体及结构面物理力学参数

岩体物理力学参数可按表 选用

表 岩体物理力学参数

岩体基本质量级别 重力密度 
抗剪断峰值强度

内摩擦角 粘聚力
变形模量 泊松比

岩体结构面抗剪断峰值强度参数可按表 选用

表 岩体结构面抗剪断峰值强度

序号 两侧岩体的坚硬程度及结构面的结合程度 内摩擦角 粘聚力

坚硬岩 结合好

坚硬 较坚硬岩 结合一般 较软岩 结合好

坚硬 较坚硬岩 结合差 较软岩 软岩 结合一般

较坚硬 较软岩 结合差 结合很差 软岩 结合差 软质岩的泥化面

较坚硬岩及全部软质岩 结合很差 软质岩泥化层本身

附录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的修正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修正值 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修正值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

地下水影响修正系数

主要软弱结构面产状影响修正系数

初始应力状态影响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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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可分别按表 确定 无表中所列情况时 修正系数取

零 出现负值时 应按特殊问题处理

表 地下水影响修正系数

地下水出水状态

潮湿或点滴状出水

淋雨状或涌流状出水 水压

或单位出水量

淋雨状或涌流状出水 水压

或单位出水量

表 主要软弱结构面产状影响修正系数

结构面产状及其与

洞轴线的组合关系

结构面走向与洞轴线夹角

结构面倾角

结构面走向与洞轴线夹角

结构面倾角
其它组合

表 初始应力状态影响修正系数

初始应力状态

极高应力区

高应力区

附录 地下工程岩体自稳能力

地下工程岩体自稳能力 应按表 确定

表 地下工程岩体自稳能力

岩体级别 自 稳 能 力

跨度 可长期稳定 偶有掉块 无塌方

跨度 可基本稳定 局部可发生掉块或小塌方 跨度 可长期稳定 偶有掉块

跨度 可稳定数日 月 可发生小 中塌方 跨度 可稳定数月 可发生局部块体位移

及小 中塌方 跨度 可基本稳定

跨度 一般无自稳能力 数日 数月内可发生松动变形 小塌方 进而发展为中 大塌方 埋深小

时 以拱部松动破坏为主 埋深大时 有明显塑性流动变形和挤压破坏 跨度 可稳定数日 月

无自稳能力

注 小塌方 塌方高度 或塌方体积

中塌方 塌方高度 或塌方体积

大塌方 塌方高度 或塌方体积

附录 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或 应按 执

行

附加说明

本标准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参 加 单 位 东北大学

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分院

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 王石春 邢念信 李云林 李兆权 苏贻冰 张可诚 林韵梅 柳赋铮

徐复安 董学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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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工 程 岩 体 分 级 标 准

条 文 说 明

制订说明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计委计标发 号文和计标函 号文的要求 水利部负责主

编 具体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会同东北大学 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 铁道部

科学研究院西南分院 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院共同编制而成 经建设部 年 月 日以建标

号文批准 并会同国家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

在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 标准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我国各有关行业在岩石

工程建设和工程岩体分级 类 方面 以及岩石力学试验研究方面的实践经验 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

的工程岩体分级 类 方法 并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的意见 最后由我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

稿

鉴于本标准系初次编制 在执行过程中 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和科学研究 认真总结经验

注意积累资料 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

科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黄浦路 号 邮编 并抄送水利部科教司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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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水利水电 铁道 交通 矿山 工业与民用建筑 国防等工

程中 各种类型 不同用途的岩石工程日益增多 在工程建设的各阶段 规划 勘察 设计和施工

中 正确地对岩体的质量和稳定性作出评价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质量高 稳定性好的岩体 不需

要或只需要很少的加固支护措施 并且施工安全 简便 质量差 稳定性不好的岩体 需要复杂 昂贵

的加固支护等处理措施 常常在施工中带来预想不到的复杂情况 正确 及时地对工程建设涉及到

的岩体稳定性作出评价 是经济合理地进行岩体开挖和加固支护设计 快速安全施工 以及建筑物

安全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

对工程岩体稳定性作分析判断的数值计算和物理模型试验 要求事先进行相当详尽的地质勘

察和岩石力学试验研究 花费人力和财力很多 地质条件复杂时 前期工作往往拉得很长 这种方

法一般用于大型或重要的工程

针对不同类型岩石工程的特点 根据影响岩体稳定性的各种地质条件和岩石物理力学特性 将

工程岩体分成稳定程度不同的若干级别 一般称之为岩石分类或工程岩体分类 本标准称工程岩体

分级 以此为标尺作为评价岩体稳定的依据 是岩体稳定性评价的一种简易快速的方法 这是由

于岩体分级方法是建立在以往工程实践经验和大量岩石力学试验基础上的 只需要进行少量简易

的地质勘察和岩石力学试验就能据以确定岩体级别 作出岩体稳定性评价 给出相应的物理力学参

数 为加固措施提供参考数据 从而可以在大量减少勘察 试验工作量 缩短前期工作时间的情况

下 获得这些岩石工程建设的勘察 设计和施工不可少的基本依据 并可在进一步总结实际运用经

验的基础上 为制定各种岩石工程施工定额提供依据

本标准所说的稳定性 是指在工程服务期间 工程岩体不发生破坏或有碍使用的大变形

自本世纪 年代以来 在国外提出了许多工程岩体的分级方法 其中有些在我国有广泛

的影响 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 在国内 自 年代以来 有关部门也在各自工程经验的基础上制

定了一些岩体分级方法 在本部门或本行业推行应用 然而 这些分级方法的原则 标准和测试方

法都不尽相同 彼此缺乏可比性 一致性 由于至今还没有一个为权威机构制定并受到广泛认可的

岩体分级标准 对同一处岩体进行分级评价时难免产生差异和矛盾 从而造成失误 为避免因分级

方法不一致造成失误 更好地汇集和总结各行业岩石工程建设的经验 很有必要在总结现有的各行

业工程岩体分级方法的基础上 编制出统一的岩体分级标准

考虑到需要区分的是稳定程度的不同 具有量的差别 是有序的 分类 一词通常指的是属性

不同的类型的区分 如按地质成因岩石可分为岩浆岩 沉积岩 变质岩等 是无序的 而 级 是 等

级 的意思 有量的概念 一般将有 量 的划分称为 分级 因此 本标准采用 分级 一词 而不用以

往比较流行的 分类 一词

此外 本标准采用 工程岩体 一词 旨在明确指出其对象是与岩石工程有关的岩体 是工程结

构的一部分 共同承受荷载 是工程整体稳定性评价的对象 至于 岩石 一词 一般多指小块的岩

石或岩块 而建设工程总是以一定范围的岩体 并不是小块岩石 为其地基或环境的 只是由于习

惯上多称这类工程为 岩石工程 岩体工程 的提法少见 故本标准仍采用 岩石工程 一词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型岩石工程 如矿井 巷道 水工 铁路和公路隧洞 地下厂房 地下采

场 地下仓库等各种地下洞室工程 闸坝 桥梁 港口 工业与民用建筑物的岩石地基 以及坝肩 船

闸 渠道 露天矿 路堑 码头等各类地面岩石开挖形成的岩石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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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程建设各阶段的地质勘察 岩石力学试验的工作深度和数量不同 据以确定的工程岩体

级别的代表性和准确性也不同 随着设计阶段的深入 获得更多的勘察 试验资料 重复使用本标

准 逐步缩小划分单元 使定级的代表性和准确性提高 对于某些大型或重要工程 在施工阶段 还

可进一步用实际揭露的岩体情况检验 修正已定的岩体级别

本标准属于国家标准第二层次的通用标准 适用于各部门 各行业的岩石工程 考虑到岩石工

程建设和使用的行业特点 各部门还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际需要 在本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

详细规定 制定行业的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国内外现有的各种岩体分级方法 或是定性或是定量 或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且

多以前两种方法为主 定性分级 是在现场对影响岩体质量的诸因素进行鉴别 判断 或对某些指

标作出评判 打分 可从全局上去把握 充分利用工程实践经验 但这一方法经验的成份较大 有一

定人为因素和不确定性 定量分级 是依据对岩体 或岩石 性质进行测试的数据 经计算获得岩体

质量指标 能够建立确定的量的概念 但由于岩体性质和存在条件十分复杂 分级时仅用少数参数

和某个数学公式难于全面 准确地概括所有情况 实际工作中测试数量总是有限的 抽样的代表性

也受操作者的经验所局限 本标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级方法 在分级过程中 定性与定量

同时进行并对比检验 最后综合评定级别 这样可以提高分级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由于各种类型工程岩体的受力状态不同 形成多种多样的破坏形式 它们的稳定标准是不同

的 即使对于同一类型岩石工程 如地下工程 由于各行业 各部门 运用条件上的差异 对岩体稳

定性的要求也有很大差别 如地下发电厂与矿山回采巷道 而且各部门的勘察 设计 施工以及与

施工技术有密切关系的加固或支护措施 都有自己的一套专门要求和做法

为了编制一个统一的 各行业都能适用的工程岩体分级的通用标准 总结分析现有众多的分级

方法 以及大量的岩石工程实践和岩石力学试验研究成果 按照共性提升的原则 将其中决定各类

型工程岩体质量和稳定性的基本的共性抽出来 这就是只考虑岩石作为材料时的属性 岩石坚

硬程度 和考虑岩石作为地质体而存在的属性 岩体完整程度 将它们作为衡量各种类型工程岩

体稳定性高低的基本尺度 作为岩体分级的基本因素

至于其它影响岩体质量和稳定性的属性 以及岩体存在的环境条件影响 如结构面的方向和组

合 岩体初始应力 地下水状态等等 它们对不同类型岩石工程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 也与行业的要

求有关 体现了各工程类型和行业的特殊性 所以 所有这些其它因素可以作为考虑各类型工程岩

体个性的修正因素 用以为各具体类型的工程岩体作进一步的定级

因此 本标准规定了分两步进行的工程岩体分级方法 首先将由岩石坚硬程度和岩体完整程度

这两个因素所决定的工程岩体性质 定义为 岩体基本质量 据此为工程岩体进行初步定级 然后

针对各类型工程岩体的特点 分别考虑其它影响因素 对已经给出的岩体基本质量进行修正 对各

类型工程岩体作详细定级 由此形成一个各类型岩石工程 各行业都能接受 都适用的分级标准

岩体基本质量的分级因素

分级因素及其确定方法

本标准在确定分级因素及其指标时 采取了两种方法平行进行 以便互相校核和检验 提

高分级因素选择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一种是从地质条件和岩石力学的角度分析影响岩体稳定性的

主要因素 据以确定分级因素并总结国内外实践经验 综合分析选取分级因素的定量指标 另一种

是采用了统计分析方法 研究我国各部门多年积累的大量测试数据 从中寻找符合统计规律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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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因素

影响工程岩体稳定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主要是岩体的物理力学性质 构造发育情况 承受的

荷载 工程荷载和初始应力 应力变形状态 几何边界条件 水的赋存状态等 这些因素中 只有岩

体的物理力学性质和构造发育情况是独立于各种工程类型的 反映了岩体的基本特性 在岩体的

各项物理力学性质中 对稳定性关系最大的是岩石坚硬程度 岩体的构造发育状况 体现了岩体是

地质体的基本属性 岩体的不连续性及不完整性是这一属性的集中反映 这两者是各种类型岩石

工程的共性 对各种类型工程岩体的稳定性都是重要的 是控制性的 这样 岩体基本质量分级的

因素 应当是岩石坚硬程度和岩体完整程度

至于岩石风化 虽然也是影响工程岩体质量和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但是风化作用对工程岩体特

性的影响 一方面是使岩石疏软以至松散 物理力学性质变坏 另一方面是使岩体中裂隙增多 这些

已分别在岩石坚硬程度和岩体完整程度中得到反映 所以本标准没有把风化程度作为一个独立的

分级因素

为了应用聚类分析 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 根据工程实践经验来研究选取分级因素 收集了来

自各部门 各工程的 组实测数据 从中遴选了包括岩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 点荷载强度

岩石弹性纵波速度 岩体弹性纵波速度 重力密度 埋深 平均节理间距

或 等七项测试指标 岩体完整性指数 应力强度比 二项复合变量作为子

样 对同一工程且岩体性质相同的各区段 以其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作为统计子样 这样 最终选定的

抽样总体来自各部门的 个工程 其中来自国防 个 铁道 个 水电 个 冶金和有色金属

个 煤炭 个 人防 个和建筑部门 个 经过对抽样总体的相关分析 聚类分析和可靠性分析之后

确定岩体基本质量指标的因素的参数是 与 在这四项参数中 经进一步分析 值绝大

多数在 之间变动 对岩体质量的影响不敏感 可反映在公式的常数项中 而 与

在一定意义上同属反映岩体完整性的参数 考虑到 在公式中的方差贡献大于 并考虑国内使

用的广泛性与简化公式的需要 仅选用 这样 最终确定以 和 为定量评定岩体基本质量的

分级因素 这与根据地质条件和岩石力学综合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根据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 岩体基本质量的两个分级因素应当同时采用定性划分和

定量指标两种方法确定 并相互对比

分级因素定性划分依据工程地质勘察中对岩体 石 性质和状态的定性描述 需要在勘察过程

中 对这两个分级因素的一些要素认真观察和记录 这些资料由于获取方法直观 简便易行 有经

验的工作人员易于对此进行鉴定和划分

分级因素的定量指标是通过现场原位测试或取样室内试验取得的 这些测试和试验简单易行

一般工程条件下都可以进行 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进行规定的测试和试验有困难 还可以采用代用

测试和试验方法 经过换算求得所需的分级因素定量指标

对于定性划分出的各档次 给出了相应的定量指标范围值 以便使定性划分和定量指标两种方

法确定的分级因素可以相互对比

岩石坚硬程度的定性划分

岩石坚硬程度的确定 主要应考虑岩石的成分 结构及其成因 还应考虑岩石受风化作用

的程度 以及岩石受水作用后的软化 吸水反应情况 为了便于现场勘察时直观地鉴别岩石坚硬程

度 在 定性鉴定 中规定了用锤击难易 回弹程度 手触感觉和吸水反应等行之有效 简单易行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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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条表 中 规定了用 定性鉴定 和 代表性岩石 这两者作为定性评价岩石坚硬程度

的依据 在作定性划分时 应注意作综合评价 在相互检验中确定坚硬程度并定名

在确定岩石坚硬程度的划分档数时 考虑到划分过粗不能满足不同岩石工程对不同岩石的要

求 在对岩体基本质量进行分级时 不便于对不同情况进行合理地组合 划分过细又显繁杂 不便使

用 鉴于上述考虑 总结并参考国内已有的划分方法和工程实践中的经验 本条先将岩石划分为硬

质岩和软质岩二个大档次 再进一步划分为坚硬岩 软坚硬岩 较软岩 软岩和极软岩五个档次

岩石长期受物理 化学等自然营力作用 即风化作用 致使岩石疏松以至松散 物理力学性

质变坏 在确定代表性岩石时 仅仅说明是那种岩石是不够的 还必须指明其风化程度 以便确定

风化后的岩石坚硬程度档次

关于风化程度的划分或定义 国内外在工程地质工作上 大都从大范围的地层或风化壳的划分

着眼 把裂隙密度 裂隙分布及发育情况 弹性纵波速度以及岩石结构被破坏 矿物变异等多种因素

包括进去 本条表 关于岩石风化特征的描述和风化程度的划分 仅是针对小块岩石 为表

服务的 它并不代替工程地质中对岩体风化程度的定义和划分 是把岩体完整程度从整个地

质特征中分离出去之后 专门为描述岩石坚硬程度作的规定 主要考虑岩石结构构造被破坏 矿物

蚀变和颜色变化程度 而把裂隙及其发育情况等归入岩体完整程度这另一个基本质量分级因素中

去

在自然界里 岩石被风化的程度总是从未风化逐渐演变为全风化的 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地质现

象 本条总结了我国采用的划分方法 并考虑在岩石坚硬程度划分和在岩体基本质量分级时便于

对不同情况加以组合 将岩石风化程度划分为未风化 微风化 弱风化 强风化和全风化五种情况

岩体完整程度的定性划分

岩体完整程度是决定岩体基本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影响岩体完整性的因素很多 从

结构面的几何特征来看 有结构面的密度 组数 产状和延伸程度 以及各组结构面相互切割关系

从结构面性状特征来看 有结构面的张开度 粗糙度 起伏度 充填情况 充填物水的赋存状态等

将这些因素逐项考虑 用来对岩体完整程度进行划分 显然是困难的 从工程岩体的稳定性着眼

应抓住影响岩体稳定的主要方面 使评判划分易于进行 经分析综合 将几何特征诸项综合为 结

构面发育程度 将结构面性状特征诸项综合为 主要结构面的结合程度

本条表 中 规定了用结构面发育程度 主要结构面的结合程度和主要结构面类型作为划

分岩体完整程度的依据 在作定性划分时 应注意对这三者作综合分析评价 进而对岩体完整程度

进行定性划分并定名

表中所谓 主要结构面 是指相对发育的结构面 即张开度较大 充填物较差 成组性好的结构

面

结构面发育程度包括结构面组数和平均间距 它们是影响岩体完整性的重要方面 在进行地

质勘察时 应对结构面组数和平均间距进行认真地测绘和统计 我国各部门对结构面间距的划分

不尽相同 表 也有别于国外 表 本条在对结构面平均间距进行划分时 主要参考了我国工

程实践和有关规范的划分情况 也酌情考虑了国外划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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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国内有关结构面间距划分情况

结构类型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国标 报批稿

铁路工程地质
技术规范

工程地质调查规范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综述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
情报网 年 月

本标准

完整 整体状

较完整 块状

较破碎 层状

破碎 碎裂状

极破碎 散体状

表 国外裂隙间距划分情况

名称

资 料 来 源

加拿大岩土工程手册 年
能源部华北电力设计院 年译

美国工程师和施工者联合公司
冶金勘察总公司译 年 月 土与岩石的鉴定和分类

极宽

很宽

宽的

中的

密的

很密

极密

在表 中所列的 相应结构类型 是国内对岩体完整程度比较流行的一种划分方法 为

了适应已形成的习惯 在使用本标准时有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 列出这些结构类型以作参考

本标准各条文表中的有关数据 如本条表 均采用范围值而没有给出确定的界限值 是

考虑到岩体 岩石 复杂多变 有一定随机性 这些数据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其性质 评价时必须结

合物性特征 在划分或以后定级时 若其有关数据恰好处于界限值上 应结合物性特征作出判定

结构面结合程度 应从各种结构面特征 即张开度 粗糙状况 充填物性质及其性状等方面

进行综合评价 本条规定这几个方面内容作为评价划分的依据 一是因为它们是决定结构面的结

合程度的主要方面 再则也是为了便于在进行划分时适应野外工作的特点 工程师在野外观察时凭

直观就能判断 将这几方面的情况分析综合 相互搭配 划分为结合好 结合一般 结合差 结合很

差四种情况

张开度是指结构面缝隙紧密的程度 国内一些部门在工程实践中 各自作了定量划分 见表

所列 从表中可看出张开度划分界限最大值为 最小值为 考虑到适用于野外定性

鉴别 对大于 者 从工程角度看 已认为是张开的了 再细分无实际意义 小于 者再

细分肉眼不易判别 所以本标准确定了本条表 张开度的划分界限

当鉴定结构面结合程度时 还应注意描述缝隙两侧壁岩性的变化 充填物性质 来源 成分 颗

粒粗细 胶结情况及赋水状态等 综合分析评价它们对结合程度的影响

结构面粗糙度情况 是决定结构面结合程度好坏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工程稳定方面看 对于结

构面 人们所关心的是其抗滑能力 而结构面侧壁的粗糙度程度 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的抗滑

能力 因此 国内各方面都着力对结构面粗糙度进行鉴别和划分 这些划分方法对粗糙度尚无确切

的含义和标准 仅从结构面的成因和形态来划分 较为抽象 不便使用 再者 考虑到本标准系高层

次的通用标准 也不宜作繁杂具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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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结构面张开度划分情况

名称 张开度 张开程度

国防工程锚喷支护技术暂行规定 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解

放军总参谋部颁发 年

张 开

闭 合

隧道工程岩体分级探讨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研究所论

文集 第一集 中国铁道出版社 年

张 开

微张开

闭 合

紧 闭

铁道工程地质技术规范

宽 开

张 开

微张开

密 闭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测绘规定

宽 开

张 开

微张开

闭 合

本标准

张 开

微张开

闭 合

定量指标的确定和划分

岩石坚硬程度 是岩石 或岩块 在工程意义上的最基本性质之一 它的定量指标和岩石组

成的矿物成分 结构 致密程度 风化程度以及受水软化程度有关 表现为岩石在外荷载作用下 抵

抗变形直至破坏的能力 表示这一性质的定量指标 有岩石单轴抗压强度 弹性 变形 模量

回弹值 等等 在这些力学指标中 单轴抗压强度容易测得 代表性强 使用最广 与其它强

度指标相关密切 同时又能反映出岩石受水软化的性质 因此 筛选采用单轴饱和抗压强度

作为反映岩石坚硬程度的定量指标

近十几年来 岩石点荷载强度试验广泛开展 主要用于岩石分级和预估单轴抗压强度 这项试

验以其方法简便 有利于现场试验 成本低 可对未加工成型的岩块进行测试等优点 得到广泛使

用 在我国已取得新的进展并积累了大量测试资料

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 岩石点荷载强度与单轴饱和抗压强度之间有良好的相关性 表 列举了

二者之间的回归方程

表 岩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与点荷载强度关系

名 称 与 的关系 相关系数

等人试验资料

国际岩石力学试验方法委员会测定点荷载强度的建议方法

年修订

岩石点荷载试验资料统计分析及强度计算公式的探讨

向桂馥 梁红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卷 第 期

沿短轴加载时

沿长轴加载时

东北工学院

长沙矿山研究院 对坚硬岩石

应用点荷载试验测定岩石单轴抗压抗拉强度

试验研究报告 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

根据国内现有的测试方法和试验研究成果 考虑测试岩石种类的代表性 测试数据的可靠程

度 本条采用式 此式为幂函数形式 是对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的回归方程的修正 目的

在便于计算 据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使用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研制的设备和测试方法 用点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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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换算单轴饱和抗压强度 与实测的 之间偏差系数为 左右

使用公式 时 必须是按下列规定获得的点荷载强度指数

试件尺寸 径向加载试验用的岩芯 直径取 长度为试件直径的 倍

轴向加载试验用的岩芯 直径取 长度为试件直径的 倍

不规则试件的最短边长 加荷点间距 与最短边长之比

点荷载强度指数 用下式计算

式中 直径为 标准试件的点荷载强度指数

非标准试件的点荷载强度指数

尺寸效应修正系数

形状效应修正系数

破坏时的荷载

试件尺寸与标准试件尺寸一致时 取 在其它情况下尺寸效应修正系数按下式计算 但

需将直径 的单位用厘米代入式中

试件形状效应修正系数按下式计算

在使用式 时 当测试采用圆柱状岩芯 取 当测试采用不规则试件 取

对每组试件 计算点荷载强度指数的平均值

由于点荷载试验加荷特点和试件受荷载时破坏特征 该项试验不适用于砾岩和 的

极软岩

在本标准中 宜首先考虑采用单轴饱和抗压强度作为评价岩石坚硬程度的指标 并参与岩体基

本质量指标的计算 若用实测的 时 则必须按式 换算成 值后再使用

本条表 给出 值与岩石坚硬程度的对应关系 是为了将岩石坚硬程度的定量指标

分成与定性划分相对应的档次 也使定性划分的岩石坚硬程度有一个大致的定量范围值

国内各部门 多采用 这一定量指标来划分岩石坚硬程度 参见表 从表中可知 各部门所

划分的档数和界限值虽不尽相同 但都以 作为硬质岩与软质岩的划分界限 从工程实践来

看 这种划分是合适的 为工程界所公认 本标准采用了这个界限值 从工程稳定方面考虑 对坚硬

岩 取 就足够了 不需再细分 软质岩分为三档 而未采用大多数有关规范 手册的二

档划分 是因为这有利于对不同强度软质岩的稳定性评价

岩体完整程度的定量指标 国内外采用的不尽相同 较普遍的有 岩体完整性指数 岩体

体积节理数 岩石质量指标 节理平均间距 岩体与岩块动静弹模比 岩体龟裂系数

长岩芯段包括的裂隙数等等 这些指标均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岩体的完整程度 目前国内的诸

多岩体分级方法中 大多数认为前三项指标能较全面地体现岩体的完整状态 其中 和 两项具

有应用广泛 测试或量测方法简便的特点 值国外应用较多 美国迪尔 在提出这一定

量指标时 是有严格规定的 要求用 钻头 直径 的金钢石钻头 双层岩芯管钻进 在我

国工程勘探中 金钢石钻头的使用还未普及 钻具型号也不够规范 有的单位虽尝试获取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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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缺乏统一性和可比性 因此本标准只选用 和 来定量评定岩体的完整程度和计算岩体基本

质量指标

表 国内岩石坚硬程度的强度划分

名 称
硬质岩 软质岩

极硬岩 坚硬岩 较硬岩 较软岩 软岩 极软岩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公路与桥涵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国防工程锚喷支护技术暂行规定 总参 年

铁道工程地质技术规范

隧道工程岩体分级探讨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

研究所论文集 第一集 中国铁道出版社 年

工程地质手册 第三版 年 月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国标 报批稿

水工隧洞设计规范

水电站大型地下洞室围岩稳定和支护

的研究和实践成果汇编 年

本标准

岩体内普遍存在的各种结构面及充填的各种物质 使得声波在它们内部的传播速度有不同程

度的降低 岩体弹性纵波速度 反映了由于岩体不完整性而降低了的物理力学性质 岩块则认

为基本上不包含明显的结构面 测得的岩石弹性纵波速度 反映的是完整岩石的物理力学性

质 所以 既反映了岩体结构面的发育程度 又反映了结构面的性状 是一项能较

全面地从量上反映岩体完整程度的指标 因此 本标准规定以 值为主要定量指标

岩体体积节理 本标准泛指各种结构面 数 值是国际岩石力学委员会推荐用来定量评价岩

体节理化程度和单元岩体的块度的一个指标 经国内铁道 水电及国防等部门一些单位应用 认为

它具有上述物理含意 而且在工程地质勘察各阶段及施工阶段均容易获得 考虑到它不能反映结构

面的结合程度 特别是结构面的张开程度和充填物性状等 而这些恰是决定岩体完整程度的重要方

面 因此 本条规定 值作为评价岩体完整程度的代用定量指标 没有用为主要的定量指标

考虑到工程建设的可行性阶段 某些中 小型工程以及一些缺乏测试手段的单位 尚未或未能

开展声波测试工作 无法获取 值 故本条规定可采用 值 但须按表 查得对应的 值后

再使用

对岩体 值的量测统计 应遵守附录 的规定进行

国内一些单位对 与 的关系作了研究 认为这二者之间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例如 表 水

电部昆明勘测设计院 表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分院 中所列 本条的 与 对照表 是

综合这些科研成果的结果

表 与 对照表

岩体完整程度 完整 较完整 完整性差 破碎

软 软岩

硬 硬岩

表 与 对照表

巨块状 块状 中等块状 小块状 碎块状

极完整 完整 中等完整 完整性差 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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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表 给出 值与岩体完整程度的对应关系 是为了将岩体完整程度的定量指标

分成与定性划分相对应的档次 也使定性划分的岩体完整程度有一个大致的定量范围值

国内一些单位根据 值对岩体完整程度作了划分 如表 和表 所列 本标准总结和参考了这

些划分情况 并根据编制过程中收集的样本资料 在表 中给出了与定性划分相对应的各档次

的岩体完整性指数 值

表 国内岩体完整性系数 划分情况

名称
完整程度

整体状结构 块状结构 碎裂镶嵌结构 碎裂结构 散体结构

锚杆喷射混凝土技术规范

水工隧道设计规范

坑道工程围岩分类

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所 年部级鉴定

岩体工程地质力学基础

谷德振 科学出版社 年

表 岩体完整性系数 划分

完整程度 完整 中等完整 完整性差 破碎

注 此表及表 摘自 水电站大型地下洞室围岩稳定和支护的研究和实践成果汇编 围岩稳定的地质研究和围岩分类 水利

电力部昆明勘测设计院 年 月

岩体基本质量分级

基本质量级别的确定

岩体基本质量分级 是各类型工程岩体定级的基础 本条强调应根据岩体基本质量的定性

特征与基本质量指标 相结合 进行岩体基本质量分级

岩体基本质量的定性特征是两个分级因素定性划分的组合 根据这些组合可以进行岩体基本

质量的定性分级 而岩体基本质量指标 是用两个分级因素定量指标计算求得的 根据所确

定的 值可以进行岩体基本质量的定量分级 定性分级与定量分级相互验证 可以获得较准

确的定级

在工程建设的不同阶段 地质勘察和参数测试等工作的深度不同 对分级精度的要求也不尽相

同 可行性研究阶段 可以定性分级为主 初步设计 技术设计和施工设计阶段 必须进行定性和定

量相结合的分级工作 在工程施工期间 还应根据开挖所揭露的岩体情况 补充勘察及测试资料

对已划分的岩体等级加以检验和修正 由于岩体的地质条件复杂多变 一个工程所遇到的岩体往

往要划分为几个级别

对岩体基本质量进行分级 需要决定分级档数 可靠性分析的研究成果表明 评级的可靠程度

随着档数的增多而降低 但另一方面 当抽样总体中的样本足够时 评级的预报精度却往往随分级

档数的增多而增加 因此 应当选择一个适中的档数 既便于工程界使用 又有合理的可靠度与精

度 考虑到目前在国内外的分级方法中 多采用五级分级法 表 这个档数能较好地满足以上

要求 故本标准将分级档数定为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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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国内外岩体分级的档数

名 称 分级依据 分级 类 档数

国

内

隧道工程岩体分级探讨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

研究所论文集 第一集 中国铁道出版社 年
岩体质量分级 值 五级

坑道工程围岩分类 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所 年部级鉴定 岩体质量指标 或 五级

鲁布革水电站 地下厂房围岩分类 围岩质量 五级

岩体工程地质力学基础 谷德振 科学出版社 年 岩石质量系数 五级

地下工程 年第 期 关宝树 围岩质量 值 六级

国

外

美国 分类法 值 五级

南非别尼威斯基地质力学分级法 节理化岩体的 五级

挪威巴顿分类法 岩体质量 值 九级

本条规定了根据基本质量的定性特征作出的岩体基本质量定性分级 与根据基本质量指标

作出的定量分级不一致时的处理方法 出现定性分级与定量分级不吻合的情况是经常发生

的 也是正常的 若两者定级不一致 可能是定性评级不符合岩体实际的级别 也可能是测试数据

在选用或实测时缺乏代表性 或两者兼而有之 必要时 应重新进行定性鉴定和定量指标的复核

在此基础上经综合分析 重新确定岩体基本质量的级别

为了提高定级的准确性 宜由有经验的人做定性分级 定量指标测试的地点与定性分级的岩石

工程部位应一致

对 级以下 含部分 级 的岩体 应慎重确定级别 以确保工程安全

基本质量的定性特征和基本质量指标

本条规定了岩体基本质量定性特征和两个分级因素定性划分的评定方法 岩石坚硬程度

和岩体完整程度定性划分后 二者组合成定性特征 进行仔细的综合分析 评价 按表 对岩体

基本质量作出定性评级

根据分级因素的定量指标对岩体质量进行定量分级的方法有上百种 经归纳大致可分为三

种

单参数法 如 法 就是以修正的 以上岩芯长度之和与钻孔总长度的百分比为

依据分级的

多参数法 如东北大学以 岩体弹性纵波速度 平均节理间距 和围岩位移稳

定时间四项参数为依据 通过电算程序进行动态分级的方法

多参数组成的综合指标法 如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坑道工程围岩分级中 由

地下水状态和岩层产状四项参数组成分级指标 也有人提出对 岩体完整性 含水情况和风化程

度四方面 分别评分 最后给出表示岩体质量的总分 巴顿 的 分级法也属这一种

本标准采用多参数法 以两个分级因素的定量指标 及 为参数 计算求得岩体基本质量指

标 作为划分级别的定量依据

计算岩体质量的数学模型有很多种 例如 巴顿 谷德振 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

等单位在分级中采用的是积商模型 别尼斯基 水电部昆明勘测设计院 铁道部科

学研究院西南分院等采用和差模型

本标准采用逐步回归 逐步判别等方法建立并检验基本质量指标 的计算公式 属于和差

模型

由 和 所确定的 值 其计算模式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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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待定系数

这一数学模式 用权值系数计算各因素的单值 用和差计算质量总值 最后得出岩体基本质量

指标 的计算公式 见本条式

需指出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 的计算公式 是在现有的抽样总体的基础上确定的 随着在

本标准使用中经验和数据的积累 对公式中的系数可能要作一定的调整 但其数学模式 分级档数

和分级界限可保持不变

本条规定了使用式 时应遵守的限制条件 限制条件分别以二个连续函数的形式 规定

了该式上下限的使用条件 给出的限制条件之一 是对式 上限的限制 这是注意到岩石的

过大 而岩体的 不大时 对于这样坚硬但完整性较差的岩体 其稳定性是比较差的 虽高

但对稳定性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 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原来测得的 值代入公式 过大的 值使得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 大为增高 造成对岩体质量等级及实际稳定性作出错误的判断 使用这

一限制条件 可获得经修正过的 值 例如 当 时 实测 值大于 取用

否则取用实测值

本条给出第二个限制条件 是对式 下限的限制 这是针对岩石的 很低 而相应的岩

体 值过高的情况下给定的 这是注意到 完整性虽好但甚为软弱的岩体 其稳定性仍然是不好

的 将过高的实测 值代入公式也会得出高于岩体实际稳定性或质量等级的错误判断 使用这一

限制条件 可获得经修正过的 值 例如 当 时 实测 值大于 取用 否则取

用实测值

工程岩体级别的确定

一般规定

岩体基本质量 反映了岩体质量的最基本的内容 或反映了影响工程岩体稳定的主要方面

对各类型工程岩体 作为分级工作的第一步或初步定级 在基本质量确定后 可用基本质量的

级别作为工程岩体的级别 这里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初步定级一般是在可行性和初步设计阶段 勘察资料不全 工作还不够深入 各项修正因素

尚难于确定 作为初步定级 可暂用基本质量的级别作为工程岩体的级别

对于小型或不太重要的工程 可直接采用基本质量的级别作为工程岩体的级别

影响工程岩体稳定性的诸因素中 岩石坚硬程度和岩体完整程度是岩体的基本属性 是各

种岩石工程类型的共性 反映了岩体质量的基本特征 但它们远不是影响岩体稳定的全部重要因

素 地下水状态 初始应力状态 工程轴线或走向线的方位与主要软弱结构面产状的组合关系等

也都是影响岩体稳定的重要因素 这些因素对不同类型的岩石工程 其影响程度往往是不一样的

例如 某一陡倾角结构面 走向近乎平行工程轴线方位 对地下工程来说 对岩体稳定是很不利的

但对坝基抗滑稳定的影响就不那么大 若结构面倾向上游 则可基本上不考虑它的影响

随着设计工作的深入 地质勘察资料增多 就应结合不同类型工程的特点 边界条件 所受荷载

含初始应力 情况和运用条件等 引入影响岩体稳定的主要修正因素 对工程岩体作详细地定级

本条只是原则规定了将地下水状态等项影响因素作为修正因素 还有些对岩体稳定有影响的

因素 如洞室跨度与节理密度的关系 边坡高度对边坡稳定的影响 地温引起的应力变化等 有的

目前还缺乏足够经验或足够试验依据 有的不是岩体分级能够解决的问题 应在设计 施工中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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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或研究解决 有的需各部门针对不同工程类型的特点引入不同的修正因素 用来确定工程岩体

级别

所谓 工程轴线 是指地下洞室的洞轴线 大坝的坝轴线 工程走向线 是指边坡工程的坡面

走向线

参见附录 的说明

某些具有特殊变形破坏特性的岩类 如具有膨胀性强的岩类 易溶蚀的盐岩等 具有某些特

殊的性质 影响其稳定性的因素与一般岩类很不相同 本标准分级的方法未反映其特殊性 也无成

熟的经验和依据用修正的办法反映其对稳定性的影响 对这些带有特殊性的问题 在考虑它们的

影响时 需通过其它途径解决

规模较大 贯通性较好的软弱结构面 即使只有一 二条 往往也会对工程岩体的稳定性有重要

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能通过岩体分级得到考虑 应当进行专门研究 例如对重要的或复杂的岩石工

程需要用数值模拟或物理模拟进行岩体稳定性分析研究等等

岩体物理力学参数和结构面抗剪断峰值强度参数 是岩体和结构面所固有的物理力学性

质 从量上反映了岩体和结构面的基本属性

大量的岩石力学试验研究工作表明 岩体的物理力学性质及其参数有一定的分散性和随机性

最有效的办法是有针对性的进行必要的现场和实验室的实测 但由于工程的设计阶段或工作详细

程度不同 以及工程的规模 重要性不同 对试验工作量和对参数精度的要求也应该是不同的 岩

体初步定级时 是在没有考虑修正因素条件下岩体的级别 即基本质量级别 所以本条规定在初步

定级时 可按附录 表 选用与岩体基本质量级别相应的物理力学参数

岩体中存在的结构面 是岩体的弱面 其强度远小于两侧岩体的强度 对工程岩体稳定常常起

着控制作用 由于两侧岩体的坚硬程度不同 结构面粗糙程度 张开程度 充填物性状和充填物厚

度不同 都会较大幅度的影响其强度值 附录 给出的结构面抗剪断峰值强度 是针对不同结

构面的具体情况给出的

工程岩体级别的确定

本条规定了地下工程岩体在岩体基本质量级别确定后 作进一步或详细定级时 应考虑的

几个修正因素和修正后的定级原则

在地下工程岩体分级工作中 以往多称为围岩分类 虽然主要是考虑洞室周围的岩体 但勘

察 试验工作往往是从上部至下部对整个山体进行研究 基于上述原因 将与地下工程有关的工程

岩体定名为 地下工程岩体

国内外各方面对地下工程岩体分级 做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工作 比其它类型的工程岩体分

级 研究的要深入一些 资料也比较丰富 从表 可以看出 所有这些分级方法所考虑的因素是比

较一致的 本标准分析总结了这些已有的成果 并结合工程实践 将最基本的带共性的岩石坚硬程

度 含强度 和岩体完整程度 作为岩体基本质量的影响因素 而把另外几项主要影响因素 即地下

水 主要软弱结构面与洞轴线的组合关系 高初始应力现象作为修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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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国内外部分岩体分级考虑因素情况

代表性岩体分级

考虑的主要因素

岩石强度
岩体完整
程 度

地下水
初始应力
状 态

结构面与洞
轴组合关系

结构面
状 态

声波速度 其它

地下岩石洞室技术措施 建委 年

隧道围岩强度分类
日 国铁研究所 年

岩石结构评价
年

节理化岩体地质力学分类
年

节理
间距

工程岩体分类 值
等 年

岩体工程地质力学基础 谷德振
科学出版社 年

抗剪
强度

围岩稳定性动态分级
东北工学院 年部级鉴定

节理
间距

稳定
时间

国防工程锚喷支护技术暂行规定
总参 年 辅助 辅助

坑道工程围岩分类 总参工程兵
第四设计研究所 年部级鉴定 辅助 辅助

铁道隧道设计规范 年

铁路隧洞工程岩体围岩分级方法 铁道
科学研究院西南所 年院级鉴定

锚杆喷射混凝土技术规范

水工隧洞设计规范

大型水电站地下洞室围岩分类 水电部
昆明勘测设计院 年部级鉴定

本标准 国标

引入修正因素 对岩体基本质量进行修正后 本条规定仍按表 进行定级 这是因为本标

准分级的标准只有一个 只是岩体基本质量指标 和工程岩体质量指标 所包含的影响

因素的内容不同 例如 某地下工程在一个地段的岩体基本质量指标 其基本质量属

级 由于有淋雨状出水 单位出水量小于 则修正系数 经修正后的

按表 规定 工程岩体质量应定为 级

地下工程岩体的级别是地下洞室稳定性的尺度 岩体级别越高的洞室在无支护条件的稳定

性 即自稳能力 越好 反之亦然 可以将洞室开挖后的实际自稳能力 作为检验原来地下工程岩体

定级正确与否的标志

地下工程岩体的自稳能力 不仅与工程岩体级别有关 还与洞室跨度有关 本标准适用于各

经统计分析给出表 参见附录 说明 供检验岩体级别时用 大于 跨度的工程虽为数

不少 但积累的资料还难于作出检验的尺度 这有待在本标准使用过程中总结完善

对照表 开挖后岩体的实际稳定性与原定级别不符时 应对岩体级别进行调整 调整到

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级别 当开挖后岩体的稳定性较原定级别高时 由低级调到高级须慎重

对于大型和特殊的地下工程 往往有特殊要求 加之行业或专业的特点 对工程施工和运

行 进而对工程岩体稳定性评价的要求不尽相同 评价时引入的影响工程岩体稳定性的修正因素及

其侧重点也不同 如矿山巷道 考虑爆破影响因素 水工引水隧洞 考虑水的作用 地下厂房还要考

虑时间效应 国防洞库和其它特殊工程 考虑震动等等 本标准作为通用的基础标准 难于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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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影响因素都考虑进去 更难于全面照顾各行业的特殊需要 有关行业标准的规定更具有针对

性 更详细些 国内外在实施岩体分级工作时 往往采用几种分级方法进行对比 对大型和特殊的

地下工程 为了慎重这样做是适宜的 考虑到这些情况 本条规定在详细定级时尚可应用有关标准

的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综合确定岩体级别

对工业与民用建筑物地基岩体 人们所关心的是地基的承载能力 由于作用在地基上的荷

载比较简单 荷载作用深度不大 所以直接用岩体的基本质量级别进行定级 以往通常采用的是以

岩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 为依据 确定地基的承载力 岩体基本质量则不仅考虑了 还考虑

了岩体的完整性

岩体作为工业与民用建筑物地基 其承载能力很高 一般都能满足设计要求 但随着高层建筑

物的兴建 对地基承载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既要考虑地基的承载能力 也要考虑地基岩体的稳定

性 目前国内外有关规范确定地基承载力 大多以评估方法为主 较偏于安全 见表 表

本标准总结了以上情况 并结合我国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 根据岩体基本质量级别给出了岩体承

载力基本值 见表 的规定 应用此规定首先要对场地岩体进行定级

表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风 化 程 度

岩 石 类 别

承载力标准值

强风化 中等风化 微风化

硬质岩石

软质岩石

表 岩石允许承载力

岩石名称
岩石破碎程度

碎石状 碎块状 大块状

硬质岩

软质岩

极软岩

表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国标 送审稿

岩石名称 承载力

坚硬岩石

中等坚硬岩石

较软弱岩石

表 国防工程锚喷支护技术暂行规定

岩体级别

允许承载力

注 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颁发 年

表 德国地基规范

岩石性质 承载力允许值

岩石好

岩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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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英国标准实用规范 基础工程 年

名 称
允许承载力

未风化完整的坚硬火成岩及片麻岩

未风化坚硬石灰岩和坚硬砂岩

未风化片岩和板岩

未风化坚硬页岩 泥岩和粉砂岩

本标准的地基承载力不但考虑岩体基本质量 还要考虑基岩形态对地基承载力的影响 这是根

据大量工程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 当然 基岩形态是千姿百态的 本标准从适宜作为建筑物场地的

一般条件 给出概括的规定 见表

表 的 注 是对反坡型和顺坡型的解释 对于平坦型可不考虑顺坡向和反坡向影响

至于台阶型 常在山麓地带出现 大多为构造简单的沉积岩构成 基岩形态具有陡立边坡及平台 有

单阶的 也有多阶的 如乐山大佛附近地貌 利用台阶进行建设时 首先应对台阶稳定性进行评价

只有在台阶稳定的条件下才允许建设 由于台阶高度超过 稳定性评价方法较为复杂 故本标

准只限于台阶高度不大于 且建筑物基础距台阶边缘不宜小于台阶高度 而基岩承载力的基本

值修正亦按基岩最不利的形态因素考虑

在确定各级岩体的承载力标准值 时 均应选定其相应的 值 再根据基岩形态选取相应

的折减系数 修正为 值 如场地的地基承载力基本值 为 其形态为反坡型 折减系

数为 则修正后的 值为

国内外对岩石边坡工程稳定性的研究 大多侧重于对边坡岩体变形破坏的机制 破坏的类

型 以及影响其稳定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 但对边坡岩体分级的研究甚少

影响边坡岩体稳定的因素很多 根据国内有关文献资料 认为影响岩石边坡坡度及稳定的因素

达十几种之多 见表 其中的第 项 是决定边坡岩体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已在本标准的

岩石坚硬程度和岩体完整程度两项岩体基本质量分级因素中得到考虑 即包含了影响边坡岩体质

量和稳定的主要因素 所以边坡岩体的初步定级可直接采用由岩体基本质量确定的级别

本条只原则规定了在边坡岩体详细定级时 需要考虑的几项修正因素 因为它们对边坡岩体

质量影响程度 尚缺乏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和实践资料 难以给出具体修正的方法

对基本质量 级以上 含部分 级 的边坡岩体 其稳定性明显受到软弱结构面产状与边坡坡

面组合关系的影响 基本质量为部分 级和全部 级的边坡岩体 其稳定性还在更大程度上受地下

水和地表水的影响 在详细定级时 应将它们列为主要修正因素

表 影响岩石边坡稳定的因素

序号 因素 铁路 公路 建筑物 水利水电 冶金

岩性

风化

节理 破碎程度

坡高

构造带或岩体结构特征

结构面产状及延续性

地下水

地表水

天然斜坡状况

区域地质及地理条件

设计施工等人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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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测试的规定

由于声波测试设备及工作条件的不同 岩体弹性纵波速度 的测试方法在国内各部门

间不尽相同 主要有跨孔测试法 单孔测井法 锤击法等几种 由于条件限制目前还不能规定统一的

方法 不同测试方法结果略有差异 由它们计算得到的 值 彼此相差约为 但仍可用来定

量地评价岩体的完整程度 所以本附录未明确规定 的测试以何种方法为主 今后通过深入的分

析研究 可以确立由不同方法获得的 值之间的关系 为此 各工程的勘察试验报告中 应当说明

测试方法

跨孔测试方法所得的 值 能较好地反映岩体的不完整性 在可能的条件下 宜首先考虑采

用此测试方法 若在洞室内进行测试 应注意避开爆破影响

岩体体积节理数 值的统计 宜选择在具有三维空间的岩体露头上或工程开挖壁面上进

行 测线布置应垂直于被测的一组结构面走向 测线长度不得小于 结构面稀少时 测线宜适

当加长 先统计与每一条测线正交的结构面条数 或每一组节理的平均间距 然后按附录 的式

计算 的值

由于被硅质 铁质 钙质充填再胶结的结构面已不再成为分割岩体的界面 因此 在确定 时

不予统计 对延伸长度大于 的非成组分散的结构面予以统计 即需加上分散节理的频率

条 目的在于使计算的 值更实际

附录 岩体初始应力场评估

岩体初始应力或称地应力 是在天然状态下 存在于岩体内部的应力 是客观存在的确定的物理量

是岩石工程的基本外荷载之一 岩体初始应力是三维应力状态 一般为压应力 初始应力场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 一般来讲其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埋深 构造运动 地形地貌 地壳剥蚀程度等 当

然 在不同地方这个主次关系可能改变

准确地获得岩体初始应力值的最有效方法 是进行现场测试 对大型或特殊工程 宜现场

实测岩体初始应力 以取得其定量数据 对一般工程 有岩体初始应力实测数据者 应采用实测值

无实测资料时 可根据地质勘探资料 对初始应力场进行评估

在其它因素的影响不显著情况下 初始应力为自重应力场 上复岩体的重量是垂直向主应

力 沿深度按直线分布增加

历次发生的地质构造运动 常影响并改变自重应力场 国内外大量实测资料表明 垂直向应

力值 往往大于岩体自重 若用 表示这个比例系数 我国实测资料 者约占

者约占 者占 以上 这些资料大多是在 深度内测

得的 最深达 裴伟整理的前苏联资料 者占 者占

者占

国内外的实测水平应力 普遍大于泊松效应产生的 且大于或接近实测垂直应

力 用最大水平应力 与 之比表示侧压系数 一般 为 大部分在

之间 最大达 若用二个水平应力的平均值 与 之比表示侧压系数

一般 为 大多数为 我国实测资料 在 之间

者约占 者约占 者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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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资料还表明 水平应力并不总是占优势的 到达一定深度以后 水平应力逐渐趋向等于

或略小于垂直应力 即趋向静水压力场 这个转变点的深度 即临界深度 经实测资料统计 大约在

之间 也有人提出 这个临界深度在各国不尽相同 如南非为 美国为

日本为 冰岛最浅 为 我国为 余米

这样 在目前测试技术和现有实测成果的基础上 本附录规定深度在 为过渡段

为临界深度是比较合适的 况且 就岩石工程而言 绝大部分工程的埋深远小于

确定初始应力的方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本附录没有具体给出 在使用本附录第 款

时 可用以下方法对初始应力的方向进行评估

分析历次构造运动 特别是近期构造运动 确定最新构造体系 进行地质力学分析 根据构造线

确定应力场主轴方向 根据地质构造和岩石强度理论 一般认为自重应力是主应力之一 另一主应

力与断裂构造体系正交 对于正断层 为大主应力 即 小主应力 与断层带正交 对

于逆断层 为小主应力 即 与断层带正交 对于平移断层 是中间主应力 即

与断层面成 的交角 且 与 均为水平方向 一般地讲 断层带附近应力

低 随着远离断层应力值增高 趋向稳定的初始应力值

高初始应力区的存在 已为工程实践所证实 岩爆和岩芯饼化产生的共同条件是高初始应

力 一般情况下 岩爆发生在岩性坚硬完整或较完整的地区 岩芯饼化发生在中等强度以下的岩

体 在我国 二滩工程的正长岩 白鹤滩工程的玄武岩 大岗工程的花岗岩 鲁布格工程的白云岩

大瑶山隧道浅变质长石石英砂岩 拉西瓦工程的花岗岩以及天生桥二级引水隧洞 渔子溪工程的引

水洞 河南省故县工程 甘肃金川矿等 在勘探和掘进过程都有岩爆或岩芯饼化发生 经实测均存在

高初始应力 在国外 如瑞典的 隧洞 开挖期间在 长的地段发生岩爆 该洞段位于高

水平应力区 最大主应力为 倾角 方向垂直洞轴线 美国大古力坝 厂房基坑为花岗

岩 开挖中水平层状裂开 剥离一层又一层

一定的初始应力值 对不同岩性的岩体 影响其稳定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为此 用岩石单轴

饱和抗压强度 与最大主应力 的比值 作为评价岩爆和岩芯饼化发生的条件 进而评价初

始应力对工程岩体稳定性影响的指标 实测资料表明 一般当 时就会发生岩爆和岩

芯饼化 小于 可能发生严重岩爆 实际上 洞室周边应力集中系数最小为 这样高的初始应力值

引起洞周边应力集中 从而使得部分洞壁岩体接近或超过强度极限

考虑到空间最大主应力 与工程轴线 如洞室轴线 夹角的不同 对工程岩体稳定的影响程

度也不同 只有垂直工程轴线方向的最大初始应力 对工程岩体稳定的影响最大 且荷载作

用明确 所以本附录表 采用 作为评价 应力情况 的定量指标

由于高初始应力对工程岩体稳定性的影响程度 尚缺乏成熟的资料 目前还不能给出更详细的

规定 表 将应力情况定为两种是适宜的

初始应力各向异性的大小 最大主应力方向与工程主要特征尺寸方位 如洞室轴线 坝轴线 边

坡走向等 的关系不同 对工程岩体稳定性的影响也不同 特别是地下工程岩体 由于目前在这方

面缺乏足够的依据 无法在分级标准中作出规定 而且这类问题也不是分级工作所能解决的 应在

工程设计和施工中根据具体情况给于充分地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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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岩体及结构面物理力学参数

岩体物理力学参数

岩体的物理力学参数反映了岩体的稳定性和质量的高低 它们与决定岩本基本质量的岩石坚

硬程度和岩体完整程度密切相关 进行工程岩体基本质量分级的目的之一 就是根据对工程岩体

所定的级别 直接且迅速地得到岩体的物理力学参数 而不必大量进行试验 本附录表 对应

岩体基本质量的级别 给出了各级物理力学参数值

国内一些单位和个人在进行岩体分级工作时 给出了各级岩体的物理力学参数值 例如 总参

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 表 杨子文 刘承旺 严克强 表 等 给出的这些物理力学参数 均是

设计采用参考值

表 设计参考用岩体物理力学参数

级别 内摩擦角 粘聚力 弹性模量 重力密度 泊松比

表 岩体设计指标

级别 质量指标 内摩擦角 粘聚力 变形模量 纵波速度 泊松比

优

良

中等

差

坏

建国以来 国内各单位进行了大量的现场岩体原位试验研究工作 特别是近十几年岩石力学和

测试技术的发展 对岩体的物理力学性质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合适的分级方法 应该是在收集这些

测试数据的基础上 结合被测岩体在测试时对其性状的描述进行统计分析 使得物理力学参数分级

能反映这些试验研究成果 在编制本标准时 对所收集的大量岩体抗剪断强度和岩体变形模量原位

实测数据 即抽样样品分别进行统计 经统计 这二者大部分样品均小于各自的平均值 又注意到

中等质量以下的岩体 力学参数的差异 对岩体稳定性影响更敏感 故将小于 的部分划分三级 大

于 的部分划分二级 作为一个分级界限值

岩体抗剪断峰值强度分级 样品总数 个 取自 个工程 系大型试体双千斤顶法 部分

为双压力钢枕 直剪试验成果 其中最大实测内摩擦角 粘聚力 新鲜完整

花岗岩 最小测值 破碎的砂质粘土页岩 的 值小于 的

样品占总数的 初步分级界限值为 相应 的初步分级界限值为

岩体变形模量分级 样品总数 个 取自 个工程 系刚性 部分为柔性 承压板法试验

成果 其中最大实测值为 新鲜完整闪云斜长花岗岩 最小实测值为 软弱破碎页

岩 小于 的样品占总数的 初步分级界限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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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样品岩性描述的记载 结合本标准表 各级岩体基本质量的定性特征进行分析 并

注意到现场实测值有分散性 将岩体内摩擦角 和变形模量 的初步分级界限值略作降低或

取整 又注意到粘聚力 值的实测值分散性较大 故作了适当降低 分级情况见表 表中给出

的各级参数值 相当于现场原位实测值 设计采用时可根据有关行业标准和专业规范的规定 作适

当调整

岩体结构面抗剪断峰值强度

岩体结构面抗剪断峰值强度 取决于两侧岩体的坚硬程度和结构面本身的结合程度 由于结

构面是岩体的弱面 人们在评价和核算工程岩体稳定性时 常对结构面强度给于极大关注 国内各

单位都着力对结构面的抗剪强度进行实验研究 特别是现场原位测试 锚杆喷射混凝土支护技术

规范 表 和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表 给出了结构面抗剪强度参数表 表中所列参数值为

设计采用参考值

表 岩体结构面的粘聚力和摩擦系数

序号 类型 摩擦系数 粘聚力

一般结构面

软弱结构面

表 结构面抗剪断强度参数表

序号 名称 摩擦系数 粘聚力

平直刚性结构面

岩块 岩屑型 含泥膜

岩屑夹泥型

泥或泥夹岩屑型

本附录是在大量收集结构面原位抗剪强度试验资料 抽样样品 的基础上 对其抗剪断峰值强

度参数进行划分的 反映了多年的试验研究成果 统计划分方法见 说明

结构面抗剪断强度划分 样品总数 个 取自 个工程 测试方法与岩体抗剪断强度相同 试

验剪断面控制在结构面上 其中最大实测内摩擦角 粘聚力 未风化 微风

化闪长花岗岩的裂隙面 闭合 起伏粗糙 和 灰岩节理面 新鲜方解石充

填 最小实测值 和 粘土岩泥化夹层 的

值小于 的样品占总数的 初步划分界限值为 相应 的

初步划分界限值为

根据各样品结构面性状描述的记载 结合本附录表 中各种情况结构面进行分析 并注意

到现场实测值有分散性 特别是 值的实测值分散性和随机性较大 故将 的初步划分界限值略

作降低或取整 将 的初步划分界限值作了适当地降低 划分情况见表 给出的参数值 该

表中给出的数据 相当于现场原位实测值 设计采用时可根据有关行业标准和专业规范的要求 作

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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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的修正

本附录规定了对地下水等三项修正因素的修正方法和修正系数取值原则 并给出了相应

的修正系数值

地下水是影响岩体稳定的重要因素 水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溶蚀岩石和结构面中易溶胶结

物 潜蚀充填物中的细小颗粒 使岩石软化 疏松 充填物泥化 强度降低 增加动 静水压力等 这

些作用对岩体质量的影响 有的可在基本质量中反映出来 如对岩石的软化作用 采用了单轴饱和

抗压强度 水的其它作用在其基本质量中得不到反映 需采用修正措施来反映它们对岩体质量的

影响

目前国内外在围岩分级中 考虑水的影响时主要有四种方法 修正法 降级法 限制法 不考虑

本标准采用修正法 并给出定量的修正系数 这一方法不仅考虑了出水状态 还考虑了岩体基本质

量级别 这是由于水对岩体质量的影响 不仅与水的赋存状态有关 还与岩石性质和岩体完整程度

有关 岩石愈致密 强度愈高 完整性愈好 则水的影响愈小 反之 水的不利影响愈大 基本质量

为 级的岩体 且含水不多 无水压时 认为水对岩体质量无不利影响 取修正系数 基

本质量为 级的岩体 呈涌水状出水 水压力较大时 不利影响最大 取 即降一级 对

其它中间情况 考虑了在同一出水状态下 基本质量愈差的岩体 对其影响程度愈大 修正系数也随

之加大

修正系数的确定 除考虑上述原则外 还参考了国内近几年的有关研究成果 见表

表 地下水影响修正系数汇总表

出水
状态

资料来源
岩体基本质量级别

渗
水
滴
水

大型水电站地下洞室围岩分类 水电部昆明勘测设计院
软岩 硬岩 软岩 硬岩 软岩

隧道工程岩体 围岩 分级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研究所
硬岩 硬岩 软岩 硬岩 软岩 硬岩 软岩

国防工程锚喷支护技术暂行规定 总参 年

本标准

淋
雨
状
或
线
流
状
出
水

大型水电站地下洞室围岩分类 水电部昆明勘测设计院
硬岩 硬岩 软岩 硬岩 软岩 硬岩 软岩

隧道工程岩体 围岩 分级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研究所
硬岩 硬岩 软岩 硬岩 软岩 硬岩 软岩

国防工程锚喷支护技术暂行规定 总参 年

本标准

涌

水

大型水电站地下洞室围岩分类 水电部昆明勘测设计院
硬岩 硬岩 软岩 硬岩 软岩 硬岩 软岩

隧道工程岩体 围岩 分级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研究所
硬岩 硬岩 软岩 硬岩 软岩 硬岩 软岩

国防工程锚喷支护技术暂行规定 总参 年

本标准

注 昆明院和西南所都是用评分法确定岩体质量指标 水的影响采用评负分对岩体质量进行修正 表中所列系数是按负分值

和级差换算的

软弱结构面是影响地下工程岩体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引入这一因素时 应注意对稳定

影响大 起着控制作用的软弱结构面 所谓起控制作用的软弱结构面 是指成层岩体的泥化层面

一组很发育的裂隙 次生泥化夹层 含断层泥 糜棱岩的小断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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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结构面产状不同 与洞轴线的组合关系不同 对地下工程岩体稳定的影响程度亦不同 如

成层岩体 层面性状较差 为陡倾角且走向与洞轴线夹角很大时 对岩体稳定性无不利影响 反之

倾角较缓且走向与洞轴线夹角很小时 就容易发生沿层面的过大变形 甚至发生拱顶坍塌或侧壁滑

移 再如一条小断层 当其倾角很陡 且与洞轴线夹角很大时 洞室稳定 基本无影响 反之则有很

大的影响 这种不利影响在岩体基本质量及其指标中反映不出来

为了反映这种组合关系对稳定性的影响 本附录仍采用对基本质量进行修正的方法 其修正系

数 见本附录表 是根据试验并参考表 制定的 所谓 其它组合 是指结构面倾角

夹角为任意值 倾角为任意值 夹角为 倾角 夹角 倾角 夹

角 四种情况

需指出 这里是指存在一组起控制作用结构面的情况 若有两组或两组以上起控制作用的结构

面 组合情况就复杂得多 不能用修正岩体基本质量的方法 而需通过稳定分析解决

表 国内对结构面影响的修正情况

代表性分级 修正系数幅度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水工隧洞设计规范 限制法

国防工程锚喷支护技术暂行规定

坑道工程围岩分类

大型水电站地下洞室围岩分类

铁路隧道工程岩体 围岩 分级建议

节理化岩体地质力学分类

岩体结构评价

本 标 准

岩体初始应力对地下工程岩体稳定性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特别是高初始应力的存在 参

见附录 说明 岩石强度与初始应力之比 大于一定值时 可以认为对洞室岩体稳定不

起控制作用 当这个比值小于一定值时 再加上洞室周边应力集中的结果 对岩体稳定性或变形破

坏的影响就表现得显著 尤其岩石强度接近初始应力值时 这种现象就更为突出 采用降低基本质

量指标 从而限制岩体级别的办法来处理 引入修正系数 这里用降低 值 而不是直

接规定降到某一级

在极高应力地区 基本质量为 级的岩体 岩体将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塑性挤压 流动变形

基本上没有自稳能力 采取较大幅度地限制岩体的级别 为此进行了如下处理 如 当

和 时 均取 值较小时取较大的修正系数 反之取较小

的修正系数 基本质量为 级的岩体 在极高应力区岩体未丧失自稳能力 但明显地影响了自

稳性 在高应力地区 初始应力对岩体稳定性的影响大为减小 但仍影响岩体稳定性 故取较小的

修正系数 适当限制其级别

对初始应力这一修正因素 采用降低岩体 指标的处理办法 可用于经验方法确定支护参数

的设计 若用计算分析方法进行设计时 就不需作上述处理

按照这种办法进行修正 修正前后可能仍属同一级 似无意义 其实经修正后可能由原来靠近

某级上限而变为处于该级中部或接近下限 不仅如此 若单修正水的影响 由某级的上限修正到该

级的中部 如果再加上另一影响因素的修正 就可能降一级了 这些对于评价地下工程岩体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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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选用支护等参数是有意义的 因为有关规范中的支护等参数表 每级都有一定的范围值 对

时也作修正 就是据此考虑的

附录 地下工程岩体自稳能力

岩体基本质量指标修正值 确定的地下工程岩体级别与洞室的自稳能力之间 有很好的

对应关系 据对 项地下工程 个区段 总长度 洞室的工程岩体质量指标 值和

塌方破坏关系的统计 的 段无一处塌方 其中最大跨度为 无支护 至今已

稳定近 年 其它情况见表 值得注意的是 表中所列的 地段 所发生的塌方多数

是没有按要求及时支护 若长期不支护 可能有 的地段发生塌方 经工程实践统计分析 本

附录给出地下工程岩体自稳能力表

表 塌方情况统计表

项 目
工程岩体级别

段 数

发生塌方段数

塌方段占总段数比

最大塌方高度 通天

表 所描述的稳定性 自稳能力 包括变形和破坏两方面 是指长期作用的结果 开挖后

短时间不破坏并不能说明岩体是稳定的 需通过变形观测和较长时间作用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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