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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机刀具失效性的仿真分析
何佳闻

南京农业大学 工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1
摘 要: 本文以某地铁线盾构机挖掘过程中失效的刀具为依据，建立了三维刀具切割模型，并进行力学分析，推导出

内侧力理论公式，并验证了有效性。同时，分析了刀环侧向力的影响因素，探讨了内侧力与刀盘断裂之间的相关性，

据此优化盘式刀具的间距和工作盾构隧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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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Analysis on theMalfunctioning Cutter of the Shield TBM
HE Jia-wen
College of Engineering/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alfunctioning cutter of a Shield TBM during the excavation for a subway, a 3D cutting model was
established and mechanically analyzed to derive the theoretical formula of the inside force and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At a
same tim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lateral force around the cutter were analyze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ner
force and the fracture of the cutter face was discussed. The conclusion can be used to optimiz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disc
cutters and the parameters of the shield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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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机(Shield Tunnel Boring Machine)是工程机械装备制造业的标志性产品，也是当今世界上最

先进的地下工程与隧道掘进超大型专用设备，具有开挖切削土体、输送土碴、拼装隧道衬砌、测量

导向纠偏等功能[1]。目前随着工业化技术的进程以及智能化的发展，限制盾构机发展制造的主要因

素有盾构机的速度，切割头的扭矩，构机千斤顶的推力向前移动，其效率与切割室内压力的稳定性、

从切割室中取出泥土的数量和质量等有关。同样这些因素也严重影响了盾构机的使用，造成了刀具

的失效等[2]。鉴于此，开展盾构机刀具失效过程的力学分析与影响因素探究非常必要。以某地铁线

盾构机挖掘过程中刀具失效为工程背景，对其失效过程、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

1 工程应用方案

针对某城市地铁隧道盾构机挖掘过程中钎焊材料刀具的失效性分析。在该地区，岩石的无侧限

抗压强度（UCS）约为 2.554.4 MPa，而 UCS在另两种情况约为 70100 MPa[3,4]。对于较软的岩石，

圆盘切割机深入岩石，意味着接触切割环与岩石之间的面积比较大。对于坚硬的岩石，穿透深度较

浅，接触面积较大相对较小。因此，切割环上的正常冲击载荷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刀环的材质是

由硬质合金制成，能够承受高正常冲击载荷但易受侧向载荷。因此，这是合理的将切割环断裂归因

于切割环上的侧向力。

2 数据模拟

2.1 模型设计

图 1显示了刀具环切的三维（3-D）模型设计图，其中

（a）总体图，（b）切割刀具环，（c）切割刀具主体。

2.2 数值模拟参数

LS-DYNA是一种用于大变形动力学的显式有限元求解

器复杂的影响问题，这里用作数值工具。如图 1所示，使用

的仿真模型包括三部分：岩石样本，切割器环和切割器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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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控制切割器环的运动。盘片切割机（432 mm），横截面为恒定（CCS），尺寸如图 2所示。关于

岩石样本，除了可自由变形的顶部边界之外，所有其他边界在位移和旋转中都是固定的。此外，采

用非反射边界条件来减轻由反射引起的意外故障波浪。数值模型中岩样和刀具材料模型均采用

*MAT_CONCRETE，岩样尺寸为 1.0 m×1.0 m×0.2 m，其模型节点数量 150000，元素数量 102400。
刀具密度取 8930 kg/m3，泊松比 0.33。

图 2 模型尺寸参数示意图 图 3 侧向力的影响区域和监测点的位置示意图

Fig.2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size Fig.3 Illustration of influence areas of the lateral force and monitoring points
使用替代方法，因为难以直接测量切割环上的侧向力。三次监测选择刀环内侧的点（M1-3），如

图 3所示，以测量表面应力。平均值受监测的表面应力被用来表示内侧力。另外三个监测点（13 m）

在外侧用刀环来揭示侧向力的差异，其中 Mi表示内部测量点，mi表示外部测量点。圆形切割过程之

前的时间间隔用于释放由初始引起的岩石样品中的应力渗透。由于圆形切割过程中正常表面应力发

生变化，记录应力的时间间隔为 a对监测值有明显的影响。在 0.0025 s的时间步长内，圆形切割的

路径长度（d=1.5 m，r=216 mm，ω=1.0 rad/s）约为 0.0375 m，盘刀的滚动角度约为 9.9°。根据滚动

角度，所有三个内侧的监测点一直处于横向剪切的影响区域。所以三者的平均值监测点可以用来表

示内切割环上的表面应力的总体水平。

3 仿真结果分析

3.1 失效过程的力学分析

在半径（R）为 0.5 m的切割过程中（时间步长，T=0.030.05 s），对于初始穿透，岩石的 von-Mises
应变轮廓几乎是对称的，这意味着切刀环两侧的侧向力是平衡的。应力分析结果显示，与圆形切割

过程一起，与外侧相比，切槽内侧的应变越来越大。在这段时间，圆盘切割机开始圆形切割过程。

图 4显示了中央区域和外部区域岩石的应变轮廓的差异。对于间距半径为 2.0 m的圆盘切割机，

切割槽内外边缘的 von-Mises应变轮廓几乎是对称的，如图 4（b）所示。虽然中心区域的冯米塞斯

应变轮廓不对称，内部应变很大如图 4（a）所示，高于环外的应变。这一现象表明，侧剪力是一个

主要问题中部地区岩石破坏的原因，而在外部地区正常影响是主要原因。其中，模拟参数条件(a)
T=0.04 s，R=0.5 m； (b) T=0.04 s，R=2.0 m。

图 4 中央区域和外部区域岩石的应变轮廓的差异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fferences in strain profiles of rocks in the central and outer regions
图 5显示了在不同的间距半径（R）值下刀盘内侧力和外侧力的比值。图 5中“1”线以上的结果

表明内侧力大于圆形期间的外侧力切割过程。通常，如图 5所示，小间隔半径处的比例大于大间隔

半径处的比例。此外，盘刀在切割中的滚动运动槽使监测点的位置也发生变化，导致比例值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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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圆形切割开始时，监测点 Mi和 mi立即离开侧向剪切区域，以便监测结果显示一个挥动的曲线。

图 5 不同间距半径的切割过程中的侧向力的比例

Fig.5 Proportion of lateral force in cutting process with different pitch radius

3.2 内侧力的理论公式推导

作用在切割环上的内侧力也可以通过积分面积（S）上的表面应力来计算：


s

xi dAF  (1)

其中σx是切割环上的法向表面应力，S是切割环上内侧力的影响区域。由于内侧力的影响区域较

小，可以用监测的表面应力的平均值来表示近似力（Fi）。因此，可以推导为：

 
n

i
xi

s
xi S

n
dAF  1 (2)

σx是切割环接触面上的平均表面应力，σxi是监测点 Mi的法向表面应力，n是监测点总数以及监

测点数量。

根据公式(2)和数值结果，可以计算内侧力以及推断出影响因子 f(ω)，见图 6。影响因子点的波

动可能归因于岩石样品的脆性破坏和动态切割过程。通过回归分析，影响因子可以很好地匹配指数

函数（f(ω)=exp(1.26-0.50ω+0.08ω2）。影响因子随着角速度的增加而下降，因为正常的冲击变得更强，

角速度很高，并导致岩石中的主要岩石破坏切槽，受侧向力剪切的岩石变小，侧向力影响因子减少。

图 6 影响因子和角速度之间的相关性

Fig.6 Correlation between influence factor and angular velocity
这个半理论方程（即，f(ω)=exp(1.26-0.50ω+0.08ω2)取岩石的剪切强度，盘刀的尺寸和位置，穿

透深度，以及考虑到切割头旋转的角速度。

3.2 影响侧向力的因素

为了验证数值结果，引入了另一种计算侧向力的方法[5]。张建熙提出的方法[6]基于静态应力分析。

动态效应和圆形切割过程使得数值结果大于计算值，如图 7 所示。图 7还显示了具有不同角速度的

内侧力的数值和半理论结果。半理论结果与数值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随着内侧力增加而角速度

减小，这与图 6中观察到的现象类似。当正常冲击变得更强，角速度更高，会导致切削中的主要岩

石破坏，内侧力数值减少。

图 8显示了不同穿透深度的数值和半理论结果的比较。比较显示半理论结果可以很好地匹配数

值结果，特别是在较小的穿透深度。当穿透深度增加，从数值方法获得的内侧力增加的速度比通过

半数值法计算的更快，理论方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侧向力只引起剪切的假设切割槽中

的岩石失效。然而，随着穿透深度的增加，岩石的破碎类型逐渐增加从剪切失败变为压缩失败。由

于岩石的抗压强度远大于剪切强度，随着穿透深度的增加，数值模拟的内侧力增长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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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内侧力与刀盘断裂之间的相关性

使用公式（2）中，可以计算圆形切削过程中刀环上的内侧力。图 9比较了侧面力和相应的切割

环断裂的累计百分比。尽管侧向力急剧下降，在切割头的中心区域的平均侧向力高。因此，内部区

域中刀片断裂的风险较高。但是，刀圈断裂的增加率（曲线的斜率代表累积百分比）差不多稳定而

内侧力急剧下降。原因在于数值中使用的盘形刀的间距半径的范围模拟为 0.52.0 m。因此，超出范

围的刀架中心附近的计算结果可能不正确。在外部区域，侧向力低于 1000 N的线（缓慢减小），因

此很少发生切割环断裂。该对比结果表明，刀圈断裂的高风险与内侧力的高水平相关。在这种情况

下 8 mm 的穿透深度（即 d/0.5D=0.18），平均法向表面应力（σx）将大于 3.2 MPa（σx=Fi/S）当内侧

力达到 1000 N时。因此，小于 1000 N的侧向力可以被认为是安全值防止刀圈断裂

图 9 刀具环断裂和内侧力的相关性

Fig.9 Correlation between cutter ring fracture and interior force

4 结 论

本章主要基于某地区地铁隧道挖掘过程中盾构机的刀具失效情况进行模拟分析。通过总结刀环

断裂的特点，我们认为刀环的失效可以与内环相关联侧力。通过力学分析和数值模拟，可以计算出

刀环的侧向力和影响的影响讨论因素。对刀盘断裂的失效分析可以用来优化盘式刀具的间距和工作

盾构隧道参数。更具体的结论如下：

（1）根据工程案例收集到的现场数据，更容易发生刀具断裂中心区域而不是外部区域；

（2）提出了考虑岩石和隧道抗剪强度的内侧力半理论计算公式参数。通过将半理论结果与数值

结果进行比较来验证该公式，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 陈 馈.盾构刀具关键技术及其最新发展[J].隧道建设,2015,35(3):197-203
[2] 杨 明,熊 计,郭智兴,等.国内外盾构机刀盘和刀具研究现状概况[J].工具技术,2013,47(4):8-11
[3] Yilmaz NG, Yurdakul M, Goktan RM. Prediction of radial bit cutting force in high-strength rocks 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 Mining Sciences, 2007,44(6):962-970
[4] 田永祥,杜爱民,陈礼播.大型泥水平衡盾构机刀盘驱动部滑动装置研究[J].设计研究,2007,7(4):31-34
[5] Lambrughi A, Rodríguez LM, Castellanza R.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3D numerical model for TBM–EPB

mechanised excavations[J]. Computers & Geotechnics, 2012,40(1):97-113
[6] Liu QS, Liu JL, Pan YC, et al. A wear rule and cutter life prediction model of a 20-in. TBM cutter for granite: a case

study of a water conveyance tunnel in China[J]. Rock Mechanics & Rock Engineering, 2017,50(5):1303-1320

图 7 数值和半理论结果与不同角速度的比较
Fig.7 Comparison of numerical and semi-theoretical

results with different angular velocities

图 8 数值和半理论结果与不同圆形切削半径的比较
Fig.8 Comparison of numerical and semi-theoretical

results with different circular cutting rad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