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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界的松散土是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发生的重要物质之一，其结构的松散性和长期降雨渗流作用为细

颗粒发生运移、形成内部侵蚀提供了空间和动力条件，颗粒大量流失和孔隙通道堵塞造成土体结构变化和稳定
性下降，从而演变为滑坡或坍塌。渗透、水槽和人工降雨等试验方法对认识土体内部细颗粒运移的宏观特征具有
重要作用，但无法直接分析孔隙通道内细颗粒分布、位移等随时间的变化特征。作者结合上海同步辐射光源3维
CT技术，为获得拟静态下1维柱体渗流过程中细颗粒侵蚀形态特征，以不同粗细颗粒粒径之比为变量设计微观渗
流试验，通过耦合离散元与Darcy流体方程计算分析整体和局部区域内细颗粒数量和平均动能的变化特征。结果
表明：离散元与Darcy流耦合是计算土体内部细颗粒运移的有效手段。CT扫描和数值计算结果均表明土样入流口
和出流口存在优先侵蚀现象。计算至2.5 s时，已分别有37.05% 和31.95% 细颗粒被侵蚀，其他位置侵蚀程度相对
较低。在渗流方向上土体内部细颗粒存在流失补给平衡和逐渐侵蚀的现象，细颗粒的平均动能沿渗流方向总体
呈逐渐增高的趋势。长期性堵塞形成过程中，细颗粒的平均动能呈现随时间逐渐降低的趋势；临时性堵塞区域内
细颗粒数量的增加相对于此区域内细颗粒平均动能的增高存在滞后效应。微观尺度上土体内部细颗粒运移特征
主要受流体状态和孔隙特征影响，其研究对于理解松散土坡体破坏机制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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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eld observations show that loose soils are common deposit in gullies after an earthquake which provides ideal sources of material for
debris flows and landslides. During rainfall infiltration process, pore structure provided by coarse soil skeleton provids a natural flow channel inside soil for fine particles to migrate, thus degrading the stability of soil structure and causing further slope failure. Pervious study of fine particle
migration in soil mainly focused on seepage experiments, mid-scale flume test with rainfall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and other macro-scale methods. However, these methods could not directly obtain the parameters such as pore structure, velocity of fine particles, and pore pressure inside
soil sample to quantify the internal erosion process. In the current study, a series of one-dimensional cylinder microscopic seepage tests were designed, the coarse to fine particle size ratio was chosen as a controlling parameter, the three-dimensional computed tomography technology in
Shanghai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SSRF) was then used to qua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ne particle migration during seepage process.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using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DEM) coupled with Darcy’s flow was then used to back analysis the physical test. The
results of CT and numerical calculations revealed that there existed preferential erosion in the inflow and outflow region of the soil sample. Whe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is calculated to 2.5s, 37.05% and 31.95% of the fine particles had been eroded in above two regions, respectively,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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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rosion at other locations is relatively low. The form of fine particle erosion inside the soil in the direction of seepage includs the loss balance
of loss and supply and gradual erosion. The average kinetic energy of the fine particles tends to increase along the seepage path. On the one hand,
the forming of long-term clogging to flow channels is reflected by the decreasing of average kinetic energy and quantity of fine particles with
time; On the other hand, the temporary clogging to flow channels is reflected by the rate of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fine particles in the measurement region larger than the rate of increase of average kinetic energy. The fine particle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oil on the microscopic
scale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fluid state and por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resear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loose soil
slope failure.
Key words: loose soils; fine particle migration; CT scan; imaging analysis; fluid-solid coupling

松散土体（有学者称为宽级配弱固结土）是发生
滑坡、泥石流的典型土体类型之一 [1]，尤其在地震影
响区内该类土体分布更加广泛。2008年汶川地震后
形成了大量的地震滑坡堆积体 [2] ，在降雨诱发条件
下，坡面发生失稳进而转化为泥石流。例如：2010年，
位于文家沟的滑坡松散堆积体在降雨作用下，形成
大规模泥石流，造成了巨大灾害 [3]。
已有研究表明，对于松散土坡体，其内部细颗粒
在渗流作用下的迁移是诱发该类土体滑坡的主要原
因之一 [1] 。Wang等 [4] 利用小型水槽进行不同细颗粒
含量的降雨诱发滑坡试验，发现滑坡过程中细颗粒
的存在将产生高孔隙水压力，细颗粒含量越高孔隙
水压力越易升高，且在坡体滑动过程中仍保持此压
力。国内学者通过室内与野外坡体降雨试验发现：细
颗粒的存在不仅会引起内部孔隙水压力增高，同时
其在土体内部的迁移会造成孔隙通道堵塞或贯通，
将导致孔隙水压力随时间发生变化 [5–6]；细颗粒总体
沿渗流方向运移至坡体中部、坡脚及坡底处聚集 [7–8]，
由此而形成的高孔隙水压力面进一步发展为滑坡主
滑移面 [9] 。孔隙通道堵塞和贯通与孔隙直径直接相
关，当孔喉直径小于颗粒直径3倍或4倍时，拱桥效应
将易导致孔隙被颗粒堵塞 [10]。土体内部孔隙堵塞将
造成局部孔隙水压力增高，土骨架有效应力降低，达
到临界破坏面；若造成大面积孔隙堵塞将形成滞水
面，为坡体内形成土体溜滑提供破坏面。当孔隙直径
高于细颗粒直径5倍以上时，细颗粒群的运动造成孔
隙堵塞的概率较低 [10]，在坡体内渗流场作用下沿孔
隙通道运移并最终流失，造成土体结构松散而易于
坍塌。周小军等 [11]通过人工降雨水槽试验定量分析
降雨强度、斜坡坡度和降雨时间对松散土体内部细
颗粒运移过程的影响程度，发现降雨历时与强度是
影响细颗粒迁移积聚的主要因素。松散土内部所形
成大孔隙为细颗粒迁移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条件，降
雨为细颗粒运移提供了动力条件，孔隙的堵塞和再
贯通改变坡体内渗流场并导致不同土体破坏形式。
以上研究对于认识松散土滑坡发生机制具有重要价
值，但目前研究鲜见阐释此类土体内部细颗粒的分
布特征、运移与孔隙堵塞过程，制约了进一步认识细

颗粒迁移的机理和定量描述其迁移过程。
近年来，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在医学、生物、材料
及土壤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此项技术能够在保证样品
完整性的基础上快速获得样品3维微观结构特征 [12]。
利用上海同步辐射光源X射线成像及生物医学应用
光束线站，对历经不同渗流时间的试样进行CT扫描
以获得微观尺度下土体内部细颗粒分布、孔隙变化
和侵蚀特征；结合基于离散元和Darcy流耦合模型的
数值模拟，分析粗细颗粒相互作用机制和整体侵蚀
过程；通过分析细颗粒动能随时间变化特征提出细
颗粒堵塞孔隙和运移的机制，为深入理解降雨过程
中松散土坡体破坏机制提供有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试验设计
研究表明：松散土体内部发生运移的细颗粒直
径小于0.05 mm的含量达到85%[5]；CT技术所能分辨
的颗粒直径与样品尺寸呈反比；根据现场测试，直径
为10 mm左右砂土样品在9 μm成像分辨率平台上成
像效果较好。利用筛分法和水分法难以精确分离直
径小于0.05 mm左右的砂土颗粒并确定最小颗粒直
径，故试验采用直径为0.075～0.100 mm的砂土颗粒
作为细颗粒，样品直径为8.5 mm。依据微观土力学和
微观流体力学研究尺度 [13–14]，本研究中细颗粒运动
过程中流体与颗粒及颗粒与颗粒相互作用的微观尺
度范围为9～100 μm。采用不同粗细颗粒粒径之比表
征孔隙特征对细颗粒运移过程的影响，粗颗粒粒径
选取2种粒径区间（表1）：0.6～0.8 mm、0.8～0.9 mm。
保证水力梯度一致，水流方向为自上而下。
表1
Tab. 1

渗流试验设计方案

Design scheme of seepage experiment

编号

粗颗粒直径/mm

渗流时间/h

1

0.6～0.8

0、4、8、12、16、20

2

0.8～0.9

0、4、8、12、16、20

由于细小的样品直径不利于进行流体加压和铺
设底部滤网，故设计制作可拆解铁质容器，通过在其
中部增加橡胶弹性膜以增加壁厚，扩大滤网与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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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底部可接触面积，利用塑料软管将焊接于仪器顶

态、速度及相互作用等动力学特征的有效手段，离散

部、直径为5 mm的导水管与供水槽连接。为防止流出

单元法与流体耦合计算是岩土工程领域近几十年发

颗粒在底部聚集而堵塞出流通道，将滤网底部设计

展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相比于纳维–斯托克方程传

为圆锥漏斗状，利用颗粒收集器皿获得试验过程中

统数值解法[17]、格子玻尔兹曼方法[18]及光滑粒子流[19]

流出的细颗粒（图1（a））。

等流体力学计算方法，Darcy流模型具有计算简单、
运算速度快的优势，结合颗粒流计算模型，能够有效

供水槽

地解决流体对颗粒的作用问题。因此，本研究将采用
Darcy流与离散元进行耦合的方法开展计算。
根据Darcy流质量守恒方程，在饱和介质中的流

铁质容器

渗
流
方
向

橡胶弹性模
试样
滤网

颗粒收集器皿
(a)

体方程为 [20]：
(
)
(
)
(
)
∂
∂H
∂
∂H
∂
∂H
∂H
kx
+
ky
+
kz
+ F = Cw nγw
∂x
∂x
∂y
∂y
∂z
∂z
∂t
（1）
式中： H 为总水头（包括压力水头和位置水头）； kx 、
ky 和 kz 为 笛 卡 尔 坐 标 系 中 3个 主 轴 方 向 上 的 渗 透 系

数； F 为流体输移量； n为孔隙介质的孔隙率；Cw为水
的可压缩系数，通常在孔隙介质中假设为 4.4 × 10−10

试验
样品

摄像机

Pa−1；γw 为水的单位重度。

水头边界条件：

旋转台

H = Hb (t)

X 射线

(
(b)

图1
Fig. 1

渗流试验仪器及CT扫描设施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seepage experimental instrument and CT scan equipments

同时，3维CT技术的较长扫描周期导致无法将渗
流试验和扫描过程同步进行，故采用拟静态研究方
法，即当试验进行到0、4、8、12、16、20 h时终止（表1），
将样品冻结运至扫描实验室，融化后再进行X射线扫
描，试验设施如图1（b）所示。虽然每一个时间段内采
用不同试样，颗粒分布存在差异，但能保证每个样品
达到基本均匀混合，故初始状态下同一组试验的颗
粒空间分布和孔隙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

流动边界条件：
)
(
)
(
)
∂H
∂H
∂H
kx
l x + ky
ly + kz
lz + q(t) = 0
∂x
∂y
z

（2）

（3）

式中， q(t) 为流动边界上规定的流量； lx 、 ly 、 lz 为垂直
于流动边界上的单位向量余弦值。
采用有限差分法求解方程（1），水头 H 关于坐标
x 和时间t 的数值计算格式见式（4）， y 和 z 方向上水头
H 的差分格式同 x 方向。
(
)
∂
∂H
H(x + ∆x, y, z, t) − H(x, y, z, t)
kx
= k x+ ∆x2
−
∂x
∂x
∆x2
k x− ∆x2

H(x, y, z, t) − H(x − ∆x, y, z, t) ∂H
=
∆x2
∂t

H(x, y, z, t + ∆t) − H(x, y, z, t)
∆t

（4）

根据Darcy定律，通过渗透系数和水力梯度可计

1.2 数值计算方法
[15]

为解决由破碎岩体造成的边

算每一个节点上的流速，采用形函数插值计算任意

坡稳定性问题，首次提出离散单元法（DEM）的概念，

点的流速，根据此流速进一步获得流体拖拽力并施

即一种能够模拟物体大变形、断裂等非连续介质力

加到细颗粒上 [21]。拖拽力大小与颗粒体积及流体速

学问题的数值模拟方法。离散元颗粒流是一种目前

度有关，采用式（5）计算拖拽力 fd [22]：

1971年，Cundall

发展较为完善的离散元方法，在颗粒流方法中，将单
元体假设为一个3维球体或2维圆盘，颗粒与颗粒、颗
粒与墙体之间遵循力与位移定律和牛顿第二定律[16]。
数值模拟是计算连续时间尺度上物质受力状

fd =

n
βVp ur
1−n

（5）

式中： ur 为颗粒和流体之间的速度相对差；Vp为颗粒
体积； β 与孔隙率n 相关，由式（6）计算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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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n)2
(1 − n)ρ0 |ur |



150µ
+ 1.75
, n < 0.8;

2
2


dp n
dp n2

β=


3 |ur |ρ0 (1 − n)n−2.7



, n ≥ 0.8

 4 Cd
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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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6）

Tab. 2

数值模拟参数值

Parameters value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参数

数值

细颗粒直径/mm

0.5

式中： dp为颗粒直径； µ为流体黏滞系数； ρ0 为流体密

颗粒密度/(kg·m–3)

2 650

度；Cd 与颗粒雷诺数Re = nρ0 |ur | dp /µ 相关,可由式（7）

颗粒法向刚度/(N·m–1)

1.0×107

计算：

颗粒切向刚度/(N·m–1)

1.0×107

颗粒摩擦系数

0.5

 (
)

24 1 + 0.15Re0.67



, Re < 1 000;
Cd = 
Re


0.43, Re ≥ 1 000

（7）

颗粒阻尼系数

0.1
–1

墙体法向刚度/(N·m )

1.0×108

墙体切向刚度/(N·m–1)

1.0×108

若取细颗粒直径为0.075～0.100 mm，将因颗粒质量

墙体摩擦系数

0.5

过小导致计算效率低，故采用细颗粒粒径为0.5 mm，

流体密度/(kg·m–3)

1 000

并将粗颗粒粒径按一定比例放大。模拟中所采用的

流体动力黏滞系数/(Pa·s)

0.001

因离散元计算中的时间步长与颗粒质量成正比，

球体颗粒相比于真实土体中不规则颗粒更有利于细
颗粒在孔隙通道中运移，故粗细颗粒粒径之比需相
对于真实土颗粒较小。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及不同粗
细颗粒粒径之比的模拟计算情况，最终选取粗细颗

–2

重力加速度/(m·s )

9.81

2 结果与分析
2.1 CT扫描结果

粒粒径分别为3.0和0.5 mm、孔隙率为0.4、边长为

将试样CT扫描结果进行重构获取颗粒分布的横

20 mm的立方体模型，流体及离散元中材料的具体参

截面图像，取未渗流和渗流时间20 h后的试样底部、

数如表2所示。

中部和顶部图像进行分析，如图2～3所示。

细颗粒
孔隙

粗颗粒

(a) 1.6 mm（顶部）, 渗流 0 h

(b) 11.5 mm（中部）, 渗流 0 h

(c) 18.1 mm（底部）, 渗流 0 h

(d) 1.6 mm（顶部）, 渗流 20 h

(e) 11.5 mm（中部）, 渗流 20 h

(f) 18.1 mm（底部）, 渗流 20 h

图2
Fig. 2

粗颗粒粒径为0.8～0.9 mm时不同渗流时间CT结果对比

CT results of coarse grain diameter 0.8～0.9 mm with different seepag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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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 mm（顶部）, 渗流 0 h

(b) 11.5 mm（中部）, 渗流 0 h

(c) 18.1 mm（底部）, 渗流 0 h

(d) 1.6 mm（顶部）, 渗流 20 h

(e) 11.5 mm（中部）, 渗流 20 h

(f) 18.1 mm（底部）, 渗流 20 h

图3
Fig. 3

25

粗颗粒粒径为0.6～0.8 mm时不同渗流时间CT结果对比

CT results of coarse grain diameter 0.6～0.8 mm with different seepage time

在渗流20 h、粗粒直径为0.8～0.9 mm的图像中，

截取第15 s时 Z =19.5、11.5和0.5 mm这3个位置的横截

顶部区域细颗粒被完全侵蚀（图2（a）和（d）），中部仍

面图，为减少边界条件的影响将其以形心为圆心，以

聚集大量细颗粒。试样底部虽然遭受一定程度的侵

模型边长为直径裁剪为圆形（图5）。在施加渗流力的

蚀作用，但其上部细颗粒的补充作用使其侵蚀程度

瞬间（0.001 s）（图4（b）），由于颗粒间并未完全紧密

相 对 较 低 （ 图 2（ c） 和 （ f） ） 。 当 粗 颗 粒 直 径 为 0.6～

接触而存在一定运移空间，导致几乎所有细颗粒都

0.8 mm时，顶部区域内细颗粒虽被侵蚀但程度相对

具有较高速度。随着颗粒间相互作用增加，细颗粒运

较低（图3（a）和（d）），但其底部位置侵蚀强烈，仅有

移速度逐渐减小，流体总能量因不规则孔隙通道作

局部区域存在少量细颗粒（图3（c）和（f））。

用及推动颗粒运移而沿渗流方向降低，但由于采用

两种不同粗颗粒粒径样品的内部侵蚀特征存在

常水头边界，值为常数的入流口处水头对附近细颗粒

明显差异。第1种存在顶部和底部优先侵蚀且上部颗

作用力较强，导致顶部颗粒被优先侵蚀而形成近似

粒对底部流失颗粒进行补充；第2种以从底部逐渐向

于弧形的侵蚀界面，如图4中黄色区域所标记的顶部

上侵蚀为主，上部颗粒补充速度相对底部流失颗粒

被侵蚀区域。侵蚀程度随渗流作用逐渐加强，但15 s

速度较小，主要因为相对较小的粗颗粒形成孔隙通

后侵蚀速率降低（图4（e）），同时如图5（a）所示，此时

道尺寸较小，同时通道内存在的大量细颗粒使颗粒

数值模型顶部约80%区域内已不存在细颗粒，此与粗

运移空间进一步降低，从而被侵蚀的底部颗粒为上

颗粒粒径为0.8～0.9 mm的渗流试验CT扫描结果的

部细颗粒运移提供足够运移空间，在渗流力作用下

顶部侵蚀特征（图2（d））基本符合。同时，数值模型中

上部颗粒随之发生运移。

部大量聚集的颗粒占据运移空间，导致颗粒运动相

2.2 细颗粒运移数值模拟结果

对缓慢，甚至出现堵塞孔隙的现象，如图4（f）区域

沿 X 轴方向截取模型中部宽为4 mm的长方体区

1蓝色颗粒堵塞孔隙和图5（b）中第15 s时模型中部的

域分析内部细颗粒运移特征（图4（a））。沿 Z 轴方向

孔隙内仍存在相对较多细颗粒。出流口处颗粒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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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对较大运移空间，故易出流且具有相对较高

为0.6～0.8 mm渗试验的CT扫描结果（图3（f））相符。

的速度，甚至出现上部颗粒不足，以补充底部流失颗

因此，数值计算中土体模型内部颗粒侵蚀特征能够

粒的现象（图4（d）～（f）），如图5（c）所示，第15 s时

在CT扫描结果中得到验证；同理，数值模拟计算能够

底部细颗粒几乎被侵蚀流失。此现象与粗颗粒粒径

成为分析土体内部细颗粒运移特征的一种有效手段。

渗流方向

8 mm
Z

8 mm

Y

单位：m/s
4.0×10−3
3.2×10−3
2.4×10−3
1.6×10−3 Z
8.0×10−4
0

区域①
区域①
区域②

4 mm

X

区域②

Y

(a)

(b) 0.001 s

(c) 0.500 s

区域①

区域①

区域①

区域②

区域②

区域②

(d) 5.000 s

(e) 15.000 s

图4
Fig. 4

(f) 17.500 s

细颗粒迁移速度和侵蚀过程剖面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fine particle migration velocity and erosion process

20 mm

Y

X

(a) Z=19.5 mm

(b) Z=11.5 mm

图5
Fig. 5

(c) Z=0.5 mm

第15 s时沿渗流方向不同位置处横截面图

Cross-sectional view at different locations in the seepage direction at 15 s

在垂直于 Z 轴方向上将此模型平均剖分为10个

颗粒在渗流5 s内侵蚀速度较快，随后侵蚀速度降低，

长方体区域，以每个区域在 Z 轴方向上的中点坐标代

最终基本保持不变（图6（a）圈注处），表明此区域形

表此区域 Z 轴坐标值。统计每个区域内细颗粒数量

成孔隙堵塞。

与初始状态细颗粒总数量比值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根据式（8）计算颗粒的平均动能 Ea ，获得每个区

（图6（a）），每个区域内的细颗粒数量总体上随时间

域内细颗粒平均动能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图6（b））。

而减少，在2.5 s时顶部和底部分别有37.05% 和

在施加渗流力的初始阶段，顶部颗粒相对较高的平

31.95%细颗粒被优先侵蚀，这两个位置上最终分别

均动能使多数细颗粒向下快速运移，仍停留于顶部

有50.59% 和66.57%细颗粒被侵蚀，第3层区域内的细

的细颗粒受粗颗粒所形成的孔隙尺寸限制而始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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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方向所具有的平均动能总体呈逐渐增加趋势，主

程中颗粒最多的数量值相除，进行归一化处理，比值
用 Q 表示。如图7（a）所示：区域①内细颗粒数量随时

要是由于接近于底部且占据孔隙通道的颗粒使其上

间变化而减少，最终趋于稳定不变状态；细颗粒平均

部颗粒无法向下运移；当底部颗粒逐渐流失后，孔隙

动能一直处于波动状态，波动前期主要受本区域内

通道内空间增加，其上部颗粒便易于运移，故越接近

细颗粒运动影响，后期主要受瞬间流入该区域内的

底部的颗粒往往具有更高的动能，也表明占据孔隙

细颗粒影响，但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此区域内颗粒

通道内的颗粒是影响其上方颗粒运动的主要因素

逐步形成稳定结构。如图7（b）所示：区域②位于出流

之一。

口附近，细颗粒数量在前期迅速降低，在约4～6 s内
增高，但在第4 s时颗粒平均动能已经剧烈增加；同样

1 ∑1
Ea =
mi vi 2
np i=1 2
np

地，在第15 s左右也出现平均动能先增加而颗粒数量

（8）

后增加的现象，表明在底部出流口处颗粒阻塞孔隙

式中， np 为初始状态下细颗粒总数量， mi 为细颗粒质

通道导致局部孔隙水压力增高，当此压力增长到足

量， vi为细颗粒在某时刻的瞬时速率。

够破坏堵塞颗粒的力学平衡时，颗粒将获得较高速

同时，截取此长方体区域内的区域①和②（图4）

度并再次发生运动，其上部颗粒便获得更大运移空

进一步分析细颗粒数量与平均动能随时间的变化特

间而沿孔隙通道运动，如图4（d）和（e）中的区域②内

征（图（7）），将每一时刻的颗粒数量同区域内计算过

第5和15 s时细颗粒在堵塞消失后已获得较高速度。

2.5 s
15.0 s

0.001 s
12.5 s

5.0 s
17.5 s

7.5 s
20.0 s

Z 轴方向空间坐标/m

0.016
0.012
0.008
0.004

0.06

0.08

0.10

10.0 s

0.012
0.008
0.004
0
1×10−19

0.14

1×10−17

1×10−15
平均动能/J
(b)

1×10−13

1×10−11

不同位置处细颗粒数量和平均动能分布

Distribution of fine particle number and average kinetic energy at different locations
平均动能

颗粒数量归一化
10−10
10−12

0.8

10−14

Q

0.9

0.7

10−16

0.6

10−18

12

16

10−10
8×10−11

0.8

10−20
8

平均动能

1.0

20

6×10−11
0.6
4×10−11
0.4

2×10−11

0.2

0
0

4

8

12

时间/s

时间/s

(a) 区域①

(b) 区域②

图7

平均动能/J

颗粒数量归一化
平均动能趋势线

4

0.016

(a)

0.5

Fig. 7

7.5 s
20.0 s

每层颗粒数量与总数量比值

图6
Fig. 6

0.12

Q

0
0.04

0

5.0 s
17.5 s

0.020

平均动能/J

Z 轴方向空间坐标/m

0.020

1.0

2.5 s
15.0 s

0.001 s
12.5 s

10.0 s

16

20

区域①和②内细颗粒数量和平均动能随时间变化统计分析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fine particles and the average kinetic energy over time in zone ① and zone ②

细颗粒迁移的CT扫描和数值计算结果是人工降

颗粒的快速流失与降雨过程中坡体顶部粗化现象相

雨试验中松散土坡破坏微观机制的一种展现。顶部

一致，底部颗粒的补充与流失平衡变化解释了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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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颗粒的聚集与流失问题。当坡体底部有大量的细

程。同时，受水和气体影响，成像效果并不十分完美，

颗粒快速流失时，虽有上部颗粒进行补充，但侵蚀程

需要进一步改进试验方法和图像处理技术。

度通常大于补充速度，甚至出现较大粒径的颗粒流
出，造成坡脚土体松散进而发生坍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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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计算过

医学应用光束线站为研究提供试验平台，以及工作

程中孔隙堵塞存在长期与临时性两种现象，临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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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水面位置形成的高孔隙水压力即是冲坏表层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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