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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地下水位雍高条件下坡体的变形破坏特征和失稳的机理，以黑方台焦家滑坡为地质原型。通过

在离心模型后部安置排水挡板和临时水箱，其能较好得模拟灌溉水通过集中通道快速入渗补给坡体地下水，再
现地下水位雍高诱发黄土滑坡变形破坏的全过程。此外，在离心模型试验期间，对边坡的孔隙水压力、土压力和
变形演化特征进行实时监测和研究。研究表明：地下水雍高造成底部黄土层软化，潜蚀作用和不均匀沉降致使边
坡产生塑性流动，从而导致滑坡的顶部形成不同程度的平行错拉裂缝。造成这类滑坡的后壁形态大多呈现直立
状。地下水位雍高造成坡体内土体的局部剪缩变形导致孔隙水压力持续以及急剧增高，最终诱发此类滑坡发生
突发性破坏，呈现出高速泥流破坏特征。因此地下水位雍高诱发滑坡的形成机理过程为：牵引式蠕滑－半坡以及
后缘拉裂－锁固段累进性滑移剪断－滑带贯通高速溃滑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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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entrifuge Model Test of Loess Landslide Induced by Enrichment of Groundwater
PEI Xiangjun，ZHANG Shuo，HUANG Runqiu，ZHANG Xiaochao *，WANG Siduo，CHANG Zhilu，FAN Shan
(State Key Lab. of Geohazard Prevention and Geoenvironment Protection, Chengdu Univ. of Technol.,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Jiaojia landslide in Heifangtai area as the geological archetype, we study the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echanism of instability of the slop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groundwater. To simulate the irrigation water quickly recharging into the groundwater through the concentrated channel, we arrange the drainage baffle and temporary water tank at the rear of the centrifugal model. It is designed to reproduce the whole process of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of a loess landslide induced by the enrichment of groundwater. Additionally,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the pore water pressure, the change of the earth pressure and the deformation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lope a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series of parallel steep tension cracks are induced at the top of the landslide,
resulting in the plastic flow of the slope body. It is caused by the softening of the bottom of loess layer, the suffusion erosion and the uneven settlement of the loess slope. The rear wall of this kind of landslide is often of straight shape. The local shear dilatation deformation of the soil
caused by the enrichment of groundwater leads to the continuous and sharp increase of the pore water pressure, and ultimately induces the sudden
destruction of such landslides, with the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similar to high-speed mud flow. Generally speaking, the failure mechanism of the
loess landslide induced by the enrichment of groundwater is as follows: traction creep-half slope and trailing edge rupture-locking section progressive slip shear-slip belt piercing and high speed crushing failure.
Key words: heifangtai; enrichment of groundwater; centrifuge model test; loess landslide

黄土是拥有特殊结构的土，其结构较为疏松，大
[1]

孔隙的结构和垂直节理比较发育的特征 ，这些特征

对地表水入渗坡体提供了优势的通道，一旦黄土遇
水软化的作用下，易造成黄土体的强度迅速降低、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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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崩解、边坡湿陷等缺点，从而引发大量的黄土滑坡[2–3]。

育；中更新统冲积粉质粘土层（Q2al）厚度约为3～19 m，

在水作用下诱发的黄土滑坡以黑方台区域的最为典

结构较实，黏粒的相对较高，因此具有隔水作用，成

型。黑方台20世纪60年代之前为无人居住的旱台，之

为坡体内相对的隔水层；中更新统冲积砂卵砾石层

后由于库区的移民安置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浇

（Q2al）厚度约为1～6 m ，透水性能较好；基岩为单斜

灌，虽发展了黑方台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但在本世

构造下的白垩统河口群砂质泥岩（K1hk） [21]。

纪初该区域群发性的泥流滑坡灾害的频率也越来越

磨石沟

高，规模越来越大。不仅造成人员伤亡，水利设施、交

湟
水
河

通设施破坏，还逐步蚕食黄土高原有限的平坦土地
资源 [4–5]，因此对于灌溉导致地下水位雍高而诱发的
黄土滑坡的变形破坏特征和失稳的机理的离心机模

黑台

虎
狼
沟

方台

焦家滑坡13#

型实验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河

黄

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黑方台区域滑
坡群的启动和破坏机理进行分析，但是研究的重点
多集中灌溉条件下的坡体有效应力的变化，由于受
限与实验的条件其启动和破坏机理的多从灌溉对边

图1
Fig. 1

坡稳定性的角度出发 [6–8]，离心机模型试验可以重现

Heifangtai 3D terrain map and Jiaojia landslide
location map
105°

1 700

为 与 原 型 相 似 性 较 好 的 力 学 模 型 实 验 [9– 11]， 因 此

1 680

Ling等 [12]也研究了在不同斜坡角度，不同斜坡高度，

1 600

究，Zhang

[13]

、Ling

[14]

、潘皇宋

[15]

等对于降雨入渗诱

发的边坡失稳的离心机模型实验研究，王玉峰

[16]

、

高程/m

原始重力场以及和重力相关的变形过程等的优势成

不同沙土类型等条件下的边坡失稳离心模型实验研

本次滑坡滑面
Q3eol

下进行离心模型试验研究，张敏等 [18]设计和使用了

1 580

一套离心模型试验的地下水模拟控制系统，分析地

20

等利用离心机模型试验对库岸边坡以及水位波动影
响下边坡的失效机理进行分析。但对于人工灌溉条
件下造成地下水位的持续雍高诱发的黄土滑坡的破
环演化及其失效机理研究较少。

图2

因此把位于黑方台区域的焦家13 滑坡作为地质
结构原型，利用离心模拟技术重现了地下水位雍高
引起滑坡破坏演化的整个过程，揭示地下水位雍高

Fig. 2

盐兰公路
黄和八盘峡库区
Q4del

K1hk23

0

下水位变化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陈晓平[19]、李邵军[20]

#

泉水
Q4del

Q2al

1 620

等对黄土高边坡以及填方边坡在支护条件

李天斌

滑前地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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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黑方台3维地貌图及焦家滑坡的位置图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水平距离/m

滑坡
堆积体

上更新统
风成黄土

中更新统
砂卵石层

白垩系
砂泥岩

中更新统
粉质粘土

焦家13号滑坡工程地质剖面图

Engineering geological section of Jiaojia No. 13
landslide

1.2 焦家滑坡物质组成及形态特征分析

条件下边坡的应力–应变、孔隙水压力的响应特点以

焦家滑坡的由于上部坡体发生较多次的滑动其

及边坡位移演化规律，进而对地下水位雍高诱发黄

坡度为40°左右，形态上呈现为凸型坡，下部坡体为

土滑坡的失效机理进行研究，对黑方台区域的减灾

基岩段，其坡度为63°较陡峭。滑坡体是由黄土层和

防灾具有较好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基岩层组成双层结构的边坡体类型。滑坡的滑动方

1 焦家滑坡特征
1.1 地质环境概况
黑方台地处黄河与湟水河交汇的上游，分为黑

向约为南偏西105°，滑坡的高度、宽度和长度分别约
为130、50和75 m，其厚度约为2 m到4 m之间，因此滑
坡的滑塌的方量接近0.9×104 m3。滑坡体主要呈现出
圈椅状的形态破坏特征，滑坡的边界较清晰。

台和方台两个台塬，如图1所示，黑台和方台位于黄

因为滑坡的剪出口海拔位置比较高，并且具有

河左岸的第四级阶地，在台塬的周围因为滑坡体的

较好的临空，因此滑坡的破环具有较高变形速度、较

群发，使得台塬底部多堆积崩滑物质。黑方台地层岩

远的破坏距离的特征。滑坡的滑源区呈现出圈椅状

性，如图2所示，由上往下依次为：晚更新统黄土层

的形态破坏特征，后缘陡壁高程最大为1 700 m左右，

（Q 3

eol

）厚度约为26～48 m，多孔结构、垂直节理发

剪出口的高程为1 640 m左右，二者相对高差约为6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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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边坡的多次滑动，滑坡体的后壁特征较明显，主

机，离心机如图4所示，土工离心机主要参数为：1）有

要是黄土遇水软化产生边坡湿陷，导致边坡的后缘

效旋转半径： φ 4.5 m；2）最大离心加速度：250g；3）最

形成多条近乎相互平行宽大的错拉裂缝；流通区由

大容量：500 g•t；4）模型箱尺寸：1.0 m×1.0 m×0.6 m。

于滑体的铲刮效应因此出露紫红色的砂泥岩。地下
水位雍高诱发黄土滑坡，首先产生往下的快速滑移
运动，运动的时间较短，滑动运动的过程瞬间结束，
加之滑坡体的相对高差较大，因此滑坡体剪出时具
有较高的运动速率，并且在较大的动势能作用下将
滑体物质从剪出口滑抛出去。在滑抛的过程中，滑坡
体物质彼此之间的摩擦碰撞，导致其物质结构瓦解。
1.3 灌溉作用下地下水运动及雍高特征分析
黑方台地区由于较长时间的农业人工灌溉，灌
溉水主要沿黄土层结构中的垂直裂隙和台塬中形成

图4

的错拉裂缝产生向垂直方向的流动，入渗到下部结
构较为致密的粉质粘土层后，较难入渗，因此灌溉水

Fig. 4

TLJ-500土工离心机

TLJ-500 geotechnical centrifuge

2.2 模型实验用土物理力学特性

就暂存在底部的粉质粘土层之上的土体孔隙中，在

在焦家滑坡的后壁并未发生滑动的区域，取未

边坡的底部的致密的粉质粘土（相对隔水层）之上形

受到湿陷和滑动影响的原状黄土作为模型边坡的滑

成一层饱和的黄土层，其厚度随人工灌溉量的增加

体，并利用原型边坡体内致密的粉质粘土层（相对隔

而不断变厚，造成坡体内的地下水位持续的雍高（图3）。

水层）重塑为模型边坡的相对隔水层，进行离心机模

而雍高的地下水位在其自重应力的影响下从台塬周

型实验，如图5和表1所示。

天然的条件下，黑方台区域未经过灌溉作用的黄土
体的平均湿陷系数为0.051 3，具有中等自重湿陷性；
而经过灌溉影响后，该区域土体的平均湿陷系数则
为0.015 8，仍然存在轻微自重湿陷性 [22]，因此在持续
的人工农业灌溉不仅使得地下水补给增加，而且由
于边内部土体遇水软化诱发了黄土台塬产生更为严
重的滑坡和崩塌，导致巨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

小于某土粒质量百分数/%

围渗出，从而演化出一系列的泉水出露点。由于处于

100
9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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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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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1 684

0.1

地下水位高程/m

1 680

图5

1 678

Fig. 5

1 676
y = 0.535 1x+607.77
R2 = 0.996 7

1 674
1 672

0.001

0.000 1

原状土体的颗分曲线

Grain analysis diagram of undisturbed soils

2.3 模型试验相似关系设计及模型设计
1）模型试验相似关系设计
在制备模型时，模型的物理量必须按照相应的

1 670

模型率制备，基于Fuglsang等 [23]总结的应力离心模型

1 668
1 666
1980 1983 1986 1989 1992 1995 1998 2001 2004 2007 2010
年份

图3
Fig. 3

0.01
粒径/mm

1 682

黑方台地下水位年际变化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Heifangtai groundwater
level map

试验中的部分相似比尺。应用表中的相似比尺即可
用离心模型对原型进行模拟，并根据试验结果，推断
出原型的应力、应变、沉降、变形性态等物理力学特性。
2）模型设计
离心机模型实验利用长约为1.0 m，宽度约为0.6 m，
高度约为1.0 m（内径尺寸）的模型箱，四周边界均采

2 离心机模型试验方案设计

用透明有机玻璃板。以焦家滑坡的为地质结构原型，

2.1 模型实验设备

高）和离心模型边坡的尺寸为0.7 m×0.6 m×0.5 m（长 ×

离心机模型试验采用TLJ-500型土工离心试验

根据原型边坡的尺寸为145 m×150 m×100 m（长 ×宽 ×
宽 ×高）确定离心模型的模型比尺为 n=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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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状土体的基本物性参数

Basic physical properties of undisturbed soils

土体名称

含水量ω/%

密度γ /(g·cm )

比重G S

孔隙率n

液限ωL /%

塑限ωP/%

渗透系数/(10–4 cm·s–1)

粉质粘土

4.94

1.44

2.72

0.48

28.1

17.4

4.09

-3

滑体采用原状土体（见表1）而相对隔水层则利

体物理力学参数与原型边坡尽可能的相近（见表2）。

用现场所取粉质粘土配比制成。而土体材料配比通

离心机模型中的滑床基岩，应该有足够的强度和刚

过颗粒级配试验、室内筛分试验、密度测试、含水率

度，防止其在试验过程中发生变形，因此利用刚度较

测试和直剪试验确定，最终保证离心机模型总的土

大的材料来重塑基岩层。

表2

Grain-size distributions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slope model

74.60

11.21

密度γ /(g·cm-3)

2.01
10.00

0.5 mm标准筛

因此基于原型边坡和离心机模型边坡在几何尺
寸以及受力作用同时相似，并且确保原型和模型边

24.29

26.50

23.80

土压力传感器
孔隙水压力传感器
差动位移传感器

进行人工农业灌溉对黑方台区域内的地下水位

排水板

变化产生较大的影响，进而影响焦家地区的滑坡体

150

高速摄像机
350

1 000

排水孔
LYDT-1 (2)

水箱

土压-1 (4)
推测滑带
土压-2 (5)
PPT-2 (5)
PPT-1 (4)
土压-3 (6)
粉质粘土 (Q2ol) PPT-3 (6)

240

为模拟地下水雍高对边坡的影响，在离心机模型

500
238.4

50

边坡的后部自主设计一个简易的水位控制装置，它是
排水板上排列5排排水孔，其的列间距为20 mm，行间

26.90

1.45

单位：mm

本一致。

由排水板与一个临时水箱的水箱组成。并且在设计的

1.47

模型破坏，整个试验过程结束。

坡的应力和应变基本相等，并且变形和失效模式基

型实验中水的控制是主要的因素。

内摩擦角/(°)

至200g稳定运行15 min，此阶段为实加载阶段，最终

坡的材料物质相同或者相似，使模型边坡和原型边

稳定性。故对于地下水位雍高诱发滑坡的离心机模

力学参数
黏聚力/kPa

砂泥岩 (K1hj23)
公路

40

距为30 mm，以及直径为2.5 mm。离心机实验前依据
现场边坡的人工灌溉程度进行换算，通过往水箱里加

150 15

不同深度的水来实现模拟边坡中地下水雍高变化。利
用不同排水孔的堵塞和开放来控制地下水的入渗深度。

100

2.4 模型实验仪器布置及加载方案
200

PPT1

PPT5

土压6
PPT6

PPT2

PPT3

土压2

土压3
265

土压1

LVDT1

200

速度达到50g并保持运行10 min。此阶段主要是让模

土压5

140

PPT4

试验加载历时为：首先离心加载进行5 min使加

空隙水压力传感器
差动位移传感器

土压4
100

传感器之间的相互影响。

孔压传感器位置

LVDT2

100

6R（其中 R为传感器的直径），为了尽可能的减小各个

170

单位：mm

型边坡中上部的原状黄土与下部粉质粘土层进行完
全的接触，使两者之间的缝隙进一步的减小。当模型

100 80

土压力传感器

和6个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如图6所示。在布置所有的
传感器时，使传感器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700
1 000
(a) 监测点布置剖面图

130

模型试验在模型边坡内以及边坡的后缘布置
14个传感器。其中2个位移传感器，6个土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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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2

模型土体的配比以及力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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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压力传感器位置

(b) 监测点布置平面图

边坡的顶部位移传感器采集到的变形值渐渐稳定以
后即可停机操作，此阶段为预加载阶段。停机后向水

图6

箱内注水，在加载至150g后稳定运行6 min，随后加载

Fig. 6

模型实验传感器布置图
Layout of sensors for tests

位
移
传
感
器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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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坡体沉降分析
根据坡体竖直方向的位移随时间与离心加速度
的变化可知（图7）。在实加载阶段，随着加速度的逐
渐提升，坡体发生竖向变形，位移传感器位移逐步增
加，在位移值增大过程中位移变化与加速度的升高
保持较好的对应关系，竖向位移大部分发生在150 g
之前，然后提高加速度到设计的模型比尺所对应的
加速度200 g ，并且在此加速度下保持离心机匀速运
行600 s，在这个阶段边坡的产生较为均匀的位移变
化，位移未发生突变的情况，呈现出边坡沉降变化的

第一次滑动后产生的临空方向滑动，土压力迅速降
低，此后内侧土体随时间推移发生多次叠瓦式滑动，
外侧土体在本次滑动后整体相对稳定，由于第二次
滑动破坏导致错拉裂缝在边坡的后缘产生。3#、6#土
压力传感器总体保持增长趋势，在加速度达到180 g
时前缘坡顶前部已有明显沉降，后缘拉裂缝贯通，最
终边坡的内侧先产生了滑动，随着离心加速度增大到
200g，离心机保持稳定转动，边坡外侧的坡体产生剧
烈滑动，导致3#位置处的土压力迅速下降。在此次剧
烈滑动后，后缘拉裂缝延竖直方向进一步延伸、发
展，坡体整体失稳，3#、6#传感器所测得土压力明显降低。
土压1#
土压6#
第三次破坏

土压2#
第一次破坏

土压3#
第二次破坏

加速度

35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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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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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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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DT2

加速度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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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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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竖向沉降随时间及加速度变化曲线

Curves of vertical settlement with time and acceleration

3.2 坡体应力变化特征分析
通过在坡体内不同位置的6个土压力传感器对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3 000 3 500
时间/s

50
0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3 000 3 500
时间/s

0

0

加速度/g

位移/mm

连续性，因此边坡的沉降变化受控于模型实验离心
加载过程中的边坡的压缩固结以及边坡底部的黄土
层遇水软化导致的，最终LVDT1和LVDT2位置处的
传感器监测到的边坡最大沉降量分别为33.3 mm和
24.0 mm。

缝，匀速旋转60 s后发生第二次滑动破坏，土体沿着

加速度/g

在试验过程中，加速度是在变化的，为了方便分
析，所有的试验数据均以模型尺寸表示。对坡体侧视
图录像资料及采集到的坡体沉降、土压力、孔隙水压
力数据进行分析，为后期坡体破坏机理及过程分析
提供依据。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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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压力保持平稳增加，但在半坡出已经出现拉裂

3 离心机模型试验结果及分析

土压力/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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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Fig. 8

土压力随时间及加速度变化曲线

Curves of soil pressure with time and acceleration

3.3 孔隙水压力变化特征分析
通过不同位置处的6个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在离
心实验中对边坡坡体内部进行实施的动态监测。随
着离心加载时间推移，离心加速度逐渐增加，湿润锋
逐渐向坡脚扩移，相同位置的孔隙水压力变化规律
基 本 一 致 ， 在 相 对 隔 水 层 的 上 部 5 cm处 的 PPT2 # 、

土压力变化进行动态监测。不同位置土压力移随时

PPT5#所测得的孔隙水压力在加速度为80g表层剥离

间与离心加速度的变化情况见图8。
随着加载时间的变化，离心加速度不断增大，每
个测点的土压力均随着增大，但变化幅度不相同。
3 # 、6 # 土压力传感器从加载开始后就保持较高的增
长，在离心加速度达到50 g 后土压力–时间的斜率远
高于加速度–时间斜率，说明此时坡脚承受土体剪切
力增大。在115g左右仅有3#、6#土压力发生突变，迅速
下降，认为坡脚部分在地下水渗流作用力下，边坡土
体发生了潜蚀，前缘坡体在自重应力的影响下导致
小范围的滑移，能量随之释放，土压力迅速下降。随
后滑坡开始进入能量蓄积，加速度达到150 g 的过程

后有明显下降，后面初次滑动和剧滑也有降低，最终
变化趋势平稳。
位于相对隔水层以上，距水箱10 cm的PPT1 # 、
PPT4 # 传感器测得的孔隙水压力随着加速度的增加
而增大，在离心加速度达到100g的过程中，所有部位
的孔隙水压力与离心加速度都保持较好的线性增长
关 系 ， 但 在 加 速 度 到 达 180 g 坡 体 发 生 剧 烈 滑 动 前
PPT1#、PPT4#传感器的测量值达到峰值，分别为156 kPa
和134 kPa，利用模型比尺换算下来相当于实际坡体
地下水升高约为14 m，而原型边坡水位雍高接近18 m，
主要由于模型实验中水位上升的速度较原型边坡

位于坡脚位置的PPT3#和PPT6#传感器测量值与
其他传感器的变化稍有不同，3 # 传感器测得孔隙水
压力数值随加速的增加而增大，仅在发生剧滑后先
剧增后降低；而位于边坡内侧的PPT6#传感器在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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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坡6#μ
第二次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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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进一步增大直至达到200 g 时，边坡内的孔隙水压力

Fig. 10

降低，从而导致边坡内的孔隙水压力降低，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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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水压力的全过程变化

Whole process of pore water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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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采集到的孔压均有降低，说明坡体内已经形
断从前缘流出，造成边坡内部的地下水位线持续的

第三次破坏

运行时间/s

加速度达到180 g 后逐渐趋于平稳，但是离心加速度

成了较为稳定的渗流面，随着水以下降泉的形式不

1 300

第一次破坏

孔隙水压力随时间及加速度变化曲线

Curves of pore water pressure with time and acceleration

通过上述分析，地下水位雍高和土体的局部剪
缩变形可能是导致孔隙水压力急剧升高的主要原

图 11
Fi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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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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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孔隙水压力与垂直有效应力的比值

快，水位升高过快将会使边坡土体内的孔隙水压力
增加过快，按照有效应力原理，与此相反有效应力减
小过快，坡体产生破坏的时间也就与原型相比更短
一些。所以PPT1#、PPT4#传感器的测量值达到峰值以
后，坡体经过初次滑动和剧滑，其孔隙水压力先剧增
后降低。

孔隙水压力与垂直有效应力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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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体滑塌时坡内参数比值变化

Change of the parameter ratio in the slope of the
landslide

4 地下水位雍高诱发滑坡失稳破坏机制分析
4.1 滑坡破坏演化过程分析
地下水位雍高诱发边坡破坏演化的过程，如图12
所示。
阶段1：在离心加载时间为0～900 s，坡体内的地
下水开始缓慢升高，地下水到达坡脚之前，土体遇水
开始软化，模型边坡主要以竖向的位移为主，边坡呈
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

因，而孔隙水压力的突然升高又是导致此类滑坡发

阶段2：由于地下水在边坡内雍高后，离心加载

生突发性破坏，也从地下水升高的离心机模型实验

时间为1 059 s时，边坡的坡脚先发生破坏，地下水雍

的基础上揭释了金艳丽等室内试验的结论 [8]。

高造成底部黄土层软化并且边坡湿陷后易产生不同

3.4 孔隙水压力的全过程分析

程度的不均匀沉降，从而导致边坡的顶部形成不同

为了定量分析孔隙水压力的全过程变化情况，
定义 µ值为孔隙水压力与土体垂直有效应力的比值，

破环程度的平行错拉裂缝。
阶 段 3： 在 边 坡 下 部 饱 和 土 层 塑 性 流 动 的 影 响

通过对边坡3 和6 位置处的 µ值全过程分析如图10所

下，导致在边坡的上部产生更多的错拉裂隙，离心加

示，且对模型试验过程中3次滑塌时的 µ值分析，通过

载的持续增加使其演化为宽大的错拉裂缝。在土体

线形拟合得出孔隙水压力与垂直有效应力比值 µ大

的重力影响下，坡体内部形成了连续的贯通滑动面。

约在0.50，从而通过换算出饱水黄土占了黄土总厚度

在边坡主要呈现块状滑塌破坏。在离心加载时间为

比例大约在0.54时黑方台焦家13号坡体发生滑塌，如

1 681 s时，边坡产生第二次滑动。

#

图11所示。

#

阶段4：随着边坡内地下水位的持续雍高，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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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渗入到坡脚处后，坡脚前
断表层开始产生裂缝

坡脚产生滑动，破坏后形成临
空条件，后缘在自重作用下开
始产生拉张裂隙

后缘拉张裂缝扩展，形成贯通
的剪切破坏面，滑坡产生第一
次主要滑动

第一次滑动过后，随着地下
水的渗流，顶部的多条拉张
裂缝进一步扩展

顶部坡体在自重作用及后缘拉
裂缝的控制下，产生崩滑，形
成第二次滑动

地下水渗入到坡脚处后，坡脚前
断表层开始产生裂缝

中部及后缘拉裂缝进一步扩展，
顶部产生明显竖向位移

形成贯通的滑动面，滑坡产生第
三次主要滑动

图 12
Fi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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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位雍高诱发坡体破坏演化过程
Slope failure evolution process map

的开始持续的向边坡的更内侧发展，在离心加载时
间为1 681 s时，最终形成叠瓦式溯源滑动，呈现出高
速泥流破坏的特征。

面产生拉裂缝，其运动形式表现为滑移–崩落。
坡体内地下水水位雍高后，坡体中的孔隙水压
力迅速增加。坡体中的地下水水位升高促使的孔隙

本 次 模 型 的 破 坏 过 程 是 土 体 软 化 →湿 陷 裂 缝

水压力剧增对该边坡的滑动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

→潜蚀→蠕滑→初滑→坡脚临空→半坡拉裂→二次

且土体的潜蚀、软化作用加速了斜坡土体蠕滑变形，

滑动→后缘拉裂→剧滑→滑后调整，是典型的受地
下水位雍高影响所破坏的黄土坡体。
4.2 滑坡失稳破坏机制分析
在地下水升高之前，坡体以压缩变形为主，土体
具有较高的抗剪强度。开始加载后，随着地下水沿红
粘土层（隔水层）和上层黄土接触带向坡脚渗流，接
触带含水量增大，土颗粒间的连接强度下降，进而使
黄土的抗剪强度产生损失。随离心加载的加速度增
加，坡体产生自重湿陷，在边坡的表层形成弧状的湿
陷裂缝，这些湿陷裂缝最终会竖向延伸，扩展，最后
发展成后缘拉裂缝，为后期多次滑动提供条件。

坡体后缘也受到拉应力作用，处于受拉状态，当拉应
力大于后缘坡体的抗拉强度时，后缘土体延表层湿
陷裂缝进一步自坡表向深度发展形成后缘拉裂缝。
前缘土体受到蠕动剪切力和重力的共同作用
下，土骨架破坏产生变形，滑面延后缘拉裂缝不断扩
张、拉伸和延展，坡体中部锁固段终被剪断，仅依靠
土颗粒间的摩擦力和极低的内聚力已经无法承受在
后缘推力和土体自重下的复合作用力，滑面完全贯
通，前期蠕动变形积累的能量瞬间得以释放，加上剪
出口的位置较高，距基岩底座约34 cm（换算成实际

与此同时，随着模型隔水层上部水的滞留，饱水

尺寸约68 m），具有较高的势能，使得坡体高含水率

带逐渐向边坡的上部和坡脚部位发展，此时土体抗

土体高速滑动，呈现出高速泥流滑破坏的特征，坡体

剪强度逐渐降低，在地下水渗流作用力和自重作用

最终形态如下图13～14所示。

下边坡向临空面的方向产生蠕变滑动，土颗粒间产

总体来说地下水位雍高诱发黄土滑坡形成机理

生相对滑移，颗粒间的排列状态改变，在边坡的坡脚

为：牵引式蠕滑–半坡以及后缘拉裂–锁固段累进性

部位最先发生初次滑移破坏，随后在坡体中部的表

滑移剪断–滑带贯通高速溃滑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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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滑移剪断–滑带贯通高速溃滑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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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 view of model after test
坡顶多组平行拉裂缝

实验前轮廓线

后缘陡壁
试验后轮廓线
崩滑堆积的
黄土块体
渗流地下水位面

泉点
泥流

圆弧形滑面
滑体

图 14
Fig. 14

纵断面呈“凸型”

试验后滑坡形态特征图

Shape characteristic map of landslide after test

5 结论与建议
1）地下水雍高造成底部黄土层软化和潜蚀作用
致使边坡产生塑性流动，并且边坡湿陷后易产生不
同程度的不均匀沉降，从而导致边坡的顶部形成不
同破环程度的平行错拉裂缝，造成地下水位雍高诱
发的滑坡，其滑坡的后壁形态大多呈现直立状；
2）本次试验模型比尺为200，模型坡体在加速度
为 115 g 时 发 生 初 次 滑 移 ， 150g 时 发 生 2次 滑 动 ， 在
180g的条件下发生剧滑，加速度均未达到原型比尺，
表明原型边坡在天然状态下即处于不稳定状态；
3）通过线形拟合得出孔隙水压力与垂直有效应
力比值 µ大约在0.50，从而通过换算出饱水黄土占了
黄土总厚度比例大约在0.54时黑方台焦家13#坡体发
生滑塌；
4）本次离心试验采用原状黄土对地下水雍高的
黄土滑坡进行模拟，得出坡体的破坏过程：软化→潜
蚀→蠕滑→初滑→坡脚临空→半坡拉裂→二次滑动
→后缘拉裂→剧滑→滑后调整，是典型的受地下水
位雍高影响所破坏的黄土坡体；
5）地下水雍高使黄土层侵水软化后土体的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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