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 程 科 学 与 技 术

第 51 卷 第 4 期
2019 年 7 月

Vol. 51 No. 4

ADVANCED ENGINEERING SCIENCES

July 2019

•水动力型滑坡灾害机理与防控•

DOI:10.15961/j.jsuese.201900295

滑坡堆积体降雨入渗过程物理模拟试验研究
1,2

王如宾 ，夏

1

1

3

瑞 ，徐卫亚 ，王环玲 ，祁

健

1

(1.河海大学 岩土力学与堤坝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98；2.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三峡大学），
湖北 宜昌 443002；3.河海大学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降雨强度对滑坡坡面降雨入渗过程有显著影响，进而对滑坡变形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孔隙水压力变化是

降雨入渗诱发滑坡失稳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探明降雨入渗过程与堆积体滑坡变形失稳破坏模式之间的内在关
系，基于人工模拟降雨室内大型滑坡模型试验，研究了不同降雨强度下滑坡堆积体孔隙水压力变化与土压力的
响应规律与变形破坏模式，揭示了降雨诱发滑坡变形破坏机理。结果表明：降雨入渗引起滑坡堆积体内孔隙水压
力和土压力增加，且随着降雨强度的增大，滑坡体内孔隙水压力和土压力增长速率随之增大。堆积体滑坡变形破
坏与孔隙水压力变化密切相关，滑坡堆积体内孔隙水压力随降雨历时的增加不断变大，进而基质吸力不断减小；
滑坡体破坏区上侧会产生拉裂缝，下侧由于挤压作用出现土体隆胀，坡脚处会出现局部流土等现象。降雨强度大
小与堆积体滑坡变形破坏模式密切相关，雨强大小为0.44 mm/min时，形成多级后退式滑坡变形破坏；雨强为
0.57 mm/min时，滑坡体沿最危险剪切面发生大范围滑动破坏，并最终形成塑性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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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hysical Simulation of Rainfall Infiltration Process of Landslide Accumulatio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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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infall intensity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rainfall infiltration process of landslide slope, and thu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formation stability of landslide.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infall infiltration process and the failure mode of landslide deformation
and instability, the response law and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mode of pore water pressure and soil pressure of landslide accumulation body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 intensity were deeply studied based on the indoor large-scale landslide model test of artificial rainfall simulation, and the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mechanism of rainfall-induced landslide was revealed. Results showed that rainfall infiltration caused the increase of pore water
pressure and soil pressure in landslide accumulation, and the growth rate of pore water pressure and soil pressur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rainfall intensity. The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of deposit landslid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re water pressure changes, the pore water pressure
of the deposit landslide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rainfall duration grows, and the matrix suction decreased continuously, landslide damage zone will produce cracks, upper side due to squeezing effect under the heaving of soil, slope toe would be partial flow phenomenon such as
soil. The rainfall intensit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mode of the accumulation landslide when the rain strength was 0.44
mm/min. A wide range of sliding failure occured along the slope along the most dangerous shear plane, and eventually plastic flow was formed
when the rain strength is 0.57 mm/min.
Key words: rainfall infiltration; landslide physical simulation test; rainfall intensity; pore water pressure; landslide 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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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灾害历来都是影响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最
重要的地质灾害类型。例如：1985年6月12日凌晨，位
于三峡库区的秭归县新滩镇发生了约3×107 m3的堆
积层大型滑坡，高速下滑的土石毁灭了具有千年历史的
古镇新滩，约1/10的土石滑入长江，中断航运12天 [1]；
1963年10月9日，著名意大利瓦依昂库区滑坡导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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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演变规律及坡体变形破坏特征。

1 降雨入渗过程物理模拟试验
1.1 试验概况
滑坡堆积体降雨入渗过程物理模拟试验在三峡
库区地质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内进行，试验所采

1 925人死亡，水库失效 。中国由于受地理、气候等

用的滑坡堆积体模型材料取自三峡水电站库区典型

因素的影响，每年汛期（如长江流域为5—10月）由于

黏土。为较好地反映滑坡堆积体降雨入渗规律，试验

暴雨诱发滑坡灾害极为频繁，山体滑坡遍及全国山

开始前通过室内土工试验对模型滑坡体材料配比进

地丘陵地区，已知数量近百万处之多，活动面积占国

行优化，最终确定试验所用的土样由黏土、河沙、碎

土面积的45%左右，每年造成数千人死亡以及近百

石 按 40:40:20的 比 例 配 制 而 成 。 其 中 ， 河 沙 粒 径 为

亿元经济损失，基本呈分布广、危害大、频率高等

3～5 mm，碎石粒径为5～15 mm，堆积体黏土初始含

特点 [3]。

水量约14%。试验所用堆积土体颗粒大小分布曲线如

流过程，对于滑坡稳定性降低甚至失稳至关重要。近
年来，随着非饱和土力学理论的发展，为如何恰当地
估计降雨对滑坡稳定性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4]

及分析方法。童富果等 研究了大气降雨时斜坡的饱
和–非饱和降雨入渗问题，分析了降雨入渗规律；荣
冠等 [5]研究了降雨入渗机理，模拟了降雨入渗条件下
边坡岩体饱和–非饱和渗流规律；唐扬等 [6]运用有限
元数值模拟方法，对由降雨影响造成滑坡土壤不饱

图1所示，其基本物理力学指标、含水率和渗透性试
验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小于某粒径的质量百分比/%

滑坡体降雨入渗过程是一个饱和–非饱和的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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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区的土壤水运动进行数值模拟计算，为滑坡体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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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入渗规律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降雨入渗过程是一个随时空变化强烈的动态过

图1

程，依据降雨强度、降雨量及斜坡的物质构成与参
表产流现象 [7–9]。Alonso[10]、Gavin[11]等研究了基质吸

Tab. 1

力对滑坡降雨入渗过程的影响，并采用Green–Ampt

密度/
(g·cm–3)

容重/
(kN·m–3)

2.01

19.7

法；王建新等 [12]基于饱和–非饱和土力学理论及渗流
理论，建立饱和–非饱和降雨入渗模型，研究了降雨
入渗过程中土体内部渗流场分布特征；周家文等 [13]
研究了降雨入渗过程中基质吸力对滑坡滑动面抗剪
强度的影响；杨宗佶等 [14]建立了斜坡降雨入渗吸湿
过程的土–水特征曲线，揭示了斜坡破坏过程是优先
流和基质流双渗流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合以上分析，滑坡的降雨入渗过程对于揭示
降雨型滑坡致灾机理及破坏演化过程至关重要，滑
坡体内孔隙水压力和地下水作用是滑坡的最主要致
灾因子，但目前尚缺乏滑坡降雨入渗过程非线性响
应的基础创新和突破。为深入研究水动力型滑坡堆
积体中降雨诱发的滑坡失稳变形及入渗过程，采用
滑坡降雨入渗物理模拟系统，开展不同降雨强度条
件下的堆积体滑坡降雨入渗物理模拟试验，旨在深
入揭示降雨入渗过程中滑坡堆积体孔隙水压力和土

0.10

0.01

颗粒大小分布曲线

Fig. 1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curve
表 1 滑坡试验前土体参数测试结果

数，降雨作用将产生坡体饱和–非饱和入渗及坡面地

入渗模型研究了计算浸润锋扩展所需要时间的方

1.00
土粒粒径/mm

Results of soil parameters before landslide test
摩擦角/ 黏聚力/ 含水率/
(°)
kPa
%
16

41.2

14.0

渗透系数/
(cm·s–1)
3.14×10–4

1.2 试验装置
试验所采用的测试系统如图2所示。滑坡模型试
验测试系统由试验平台起降控制系统、室内人工模
拟降雨控制系统、水库水位控制系统、多物理量测试
系统组成。采用该系统开展滑坡堆积体降雨入渗过
程的物理模拟试验研究。
1.3 试验方案
滑坡堆积体传感器埋置：根据滑坡物理模型特
征，布设多物理量测系统，主要包括孔隙水压力和孔
隙土压力的测量，相应的传感器分别选用孔隙水压
力传感器和孔隙土压力传感器。为更好地研究滑坡
体应力场的变化规律，共布置3个监测断面，每个断
面布置2个孔隙水压力及1个孔隙土压力传感，其中
孔隙水压力传感器的布置分不同深度一次埋置。具
体布置方案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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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滑 坡 破 坏 演 变 过 程 。 其 中 ， 工 况 1持 续 时 长 为
260 min，工况2持续时长为245 min，工况3持续时长
为132 min。

水头
控制 泄水
阀 管道
地面

2.1 孔隙水压力监测试验结果分析
根据降雨入渗过程物理模拟试验结果，得出滑
坡堆积体不同降雨工况下的孔隙水压力随降雨历时

泄水槽

的变化规律如图4～6所示。

(a) 试验系统结构

观测剖面1传感器1-1
观测剖面2传感器2-1
观测剖面3传感器3-1
观测剖面1传感器1-2
观测剖面2传感器2-2
观测剖面3传感器3-2

3.5
孔隙水压力变化/kPa

3.0
2.5
2.0
1.5
1.0
0.5
(b) 试验系统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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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Large scale landslide model te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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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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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观测剖面2

2-2

单位：m

滑坡体剖面及工况传感器布置

降雨工况的设计：降雨工况设计是模型设计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降雨强
度和降雨历时。本次降雨试验设计3种不同降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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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rule of pore water pressure with rainfall
duration of G1
观测剖面1传感器1-2
观测剖面2传感器2-2
观测剖面3传感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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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剖面2传感器2-1
观测剖面3传感器3-1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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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min

图5
Fig. 5

度，降雨工况如表2所示。

工况2条件下孔隙水压力随降雨历时变化规律
Variation rule of pore water pressure with rainfall
duration of G2
4.0

人工模拟降雨试验方案

Artificial simulated rainfall test program

降雨工况

降雨强度/(mm·min–1)

工况1(G1)

0.32

工况2(G2)

0.44

工况3(G3)

0.57

3.5
孔隙水压力变化/kPa

表2

150

工况1条件下孔隙水压力随降雨历时变化规律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0.5
0

Layout of the landslide section and the working
condition sensor

Tab. 2

100

时间/min

孔隙水压力传感器
土压力传感器

观测剖面1

50

大型滑坡模型试验测试系统

孔隙水压力变化/kPa

图2

3.0
2.5
2.0
1.5
1.0

观测剖面1传感器1-2
观测剖面2传感器2-2
观测剖面3传感器3-2

0.5
0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滑坡堆积体降雨入渗过程物理模拟试验共进行
3次降雨，得到了不同剖面的相关响应试验数据。通

0

30

60

90

120

150

时间/min

图6
Fig. 6

工况3条件下孔隙水压力随降雨历时变化规律

过相关响应试验数据分析，揭示滑坡模型孔隙水压

Variation rule of pore water pressure with rainfall
duration of G3

力、土压力的变化规律，同时通过全程视频监控，得

工况1模拟雨强为0.32 mm/min时的降雨入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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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强度，故剖面没有产生积水，此时降雨入渗过程处于

3.0

自由入渗状态。由图4可知：同一剖面越靠近基岩处

2.5

滑坡体孔隙水压力随降雨的响应时间越短，同时达
到平缓状态用时越短；测点1–1、2–1和3–1处孔隙水
压力的变化表明，对于基岩附近土体，由于受到降雨
入渗和中后缘土体水分沿滑坡体入渗的补给，孔隙

土压力变化/kPa

程。降雨强度较小，堆积体坡面入渗能力远大于降雨

观测剖面1传感器1-3
观测剖面2传感器2-3
观测剖面3传感器3-3

2.0
1.5
1.0

水压力对降雨的响应时间越短，同时达到平缓状态

0.5

用时越短；测点1–2、2–2和3–2处孔隙水压力的变化

0
0

50

100

表明，沿坡体内土体孔压变化与沿滑带处土体变化
随着降雨进行有明显不同，即随着降雨历时增加，滑
坡体内部地下水位不断上升，降雨入渗难度增加，中

图7
Fig. 7

后缘土体会达到一个平衡点，也即出现土体受到上
部降雨入渗的补给与自身竖向入渗和沿滑坡体入渗
工况2模拟雨强为0.44 mm/min时的降雨入渗
态逐渐向饱和状态发展，表层逐渐出现积水。降雨
强度增大后，同一观测剖面不同深处孔隙水压力的

土压力变化/kPa

的消散达到相对平衡。
过程。随着降雨历时的增加，表层土体由非饱和状

变化规律与小雨明显不同，此时浅层土体孔隙水压
力的变化曲线始终在深层土体孔隙水压力变化曲线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0.5
0

观测剖面1传感器1-3
观测剖面2传感器2-3
观测剖面3传感器3-3
0

50

图8
Fig. 8

4.0

滑坡体方向入渗的消散，故滑坡堆积体孔压始终在

3.5

下降。

土压力变化/kPa

4.5

脚处浅层土体的孔压随滑坡体破坏的演变出现迅速

2.5
2.0
1.5

现突然消散状态，此时孔隙水压力会出现骤降；由测
点2–2可知，第1次局部区域整体滑坡时，破坏区坡体
内孔隙水压力会出现一个驼峰，上部坡体少了下部
坡体支撑再次发生次生破坏，最终形成大范围变形
破坏。
2.2 土压力监测试验结果分析
不同降雨工况下滑坡堆积体各测点土压力的变
化规律如图7～9所示。

观测剖面1传感器1-3
观测剖面2传感器2-3
观测剖面3传感器3-3

0
0

孔隙水压力增速明显提高，且变化波动很好地响应

土体受到上部土体挤压力降低，坡体内孔隙水会出

250

3.0

0.5

过程。此时，降雨强度很大，结合滑坡的破坏过程，

显增大；由测点1–2可知，滑坡发生时，靠近坡脚处

200

工况2条件下土压力随降雨历时变化规律

1.0

工况3模拟雨强为0.57 mm/min时的降雨入渗

了滑坡的破坏过程。雨强增大，孔隙水压力的增速明

150

Variation rule of soil pressure with rainfall duration of G2

于坡体上部降雨入渗的补给始终大于自身竖向和沿

着表层土体流土及滑坡体前缘的整体破坏，靠近坡

100

时间/min

随着降雨的进行会逐渐饱和，孔压变化趋于稳定；由

增加；滑坡破坏对前缘浅层土体孔压影响非常大，随

250

工况1条件下土压力随降雨历时变化规律

越近，土体孔隙水压力随降雨的响应时间就越短，
孔压变化规律与小雨时相差很大，离坡脚近的土体

200

Variation rule of soil pressure with rainfall duration of G1

的上方；基岩处附近土体孔隙水压力离坡脚距离
同时达到饱和状态所需时间越短；沿坡体内土体

150

时间/min

30

60

90

120

150

时间/min

图9
Fig. 9

工况3条件下土压力随降雨历时变化规律

Variation rule of soil pressure with rainfall duration of profile G3

由图7～9中可知，滑坡堆积体内部土压力对雨
强的响应与孔隙水压力对雨强的响应基本保持一
致。同时可以看出：降雨强度越大，降雨前期入渗越
迅速，由入渗导致的滑坡体土压力变化越快，土压力
增大的趋势越明显；不同降雨强度对堆积体破坏模
式的影响不同，滑坡体内部土压力的变化也不尽相
同，且每种破坏模型都会造成坡脚处测点1–3附近土
压力出现突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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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坡脚出现局部流土导致其上覆土容重减少进
而导致土压力下降；二是其上缘土体发生沿剪切面
的滑动破坏，此时来自上缘土体的挤压力减少进而
导致土压力下降。由工况2和3下的测点2–3处土压力
变化可知：堆积体发生破坏时，位于破坏区域土体土
压力会出现明显增长，这是因为破坏时大量雨水进
入裂缝导致土体容重增加；同时，当降雨强度大，最
终导致塑性流动时，土压力会随着表面土体流失而
缓慢减少。

程，即非饱和状态、持滞饱和状态、地表饱和状态和

3 降雨入渗诱发滑坡变形失稳特征分析

主要有3种，且每种破坏特征不尽相同，具体变形破

3.1 坡体降雨入渗原理
降雨引起堆积坡体变形失稳的本质原因是降雨
入渗引起的坡体抗剪强度特性弱化、坡体地下水位
上升、坡体内孔隙水压力变化等，进而影响坡体变形
和稳定性。降雨入渗过程实质是水分在土体中的运
动过程，具有明显时间效应，关注降雨入渗过程对揭
示降雨诱发堆积体滑坡失稳致灾机理至关重要。
根据雷志栋等 [15] 对土壤水分运动规律的研究，
认为堆积体降雨入渗过程中，典型坡体含水率分布
剖面可分为4个典型区域，即饱和区、过渡区、传导区
和湿润区，如图10所示（图中， θ 为土体含水率， θ0 为
初始含水率，θs 为饱和含水率）。
0

θ0（初始） θ（饱和）
θ
s
饱和区
过度区

全面饱和状态，滑坡堆积体降水渗入土体中会形成
湿润锋面，锋面以上水分会逐渐累积，直至达到饱和
含水率，从而导致持滞饱和带的生成；持滞饱和带会
随着降雨持续而同时向上和向下发展，最终到达地
表和饱和地下水面。
3.2 堆积体滑坡变形失稳破坏特征
通过对3组不同雨强条件下的堆积体滑坡变形
破坏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可知，堆积体滑坡变形破坏
坏特征如下：
1）工况1雨强为0.32 mm/min时，滑坡堆积体呈坡
脚部位局部流土破坏。根据上述降雨入渗原理，降雨
开始时，地表水力传导率与含水率梯度均较大，入渗
率一般大于降雨强度，该阶段即为通量控制阶段，其
特点是无压入渗或者自由入渗。随着降雨的不断进
行，坡脚处土体受到降雨入渗和坡体内雨水下渗的
作用由非饱和状态逐渐向饱和状态转变，此时土体
孔隙水压力不断增加，基质吸力不断降低，进而导致
土体的抗剪强度不断降低；加之雨水浸泡的软化作
用，坡体在自重力和指向坡面外侧的渗透力的作用
下开始向临空方向蠕动，局部土体呈淤泥状逐渐形
成流动趋势，最终导致坡脚产生局部流土。
2）工况2雨强为0.44 mm/min时，堆积体滑坡呈多
级后退式滑坡变形破坏形式，如图11所示。雨强较
大，堆积坡体降雨入渗效果更加明显，坡面逐渐由非
饱和状态向饱和状态过渡；滑坡体抗剪强度不断下
降，坡体的强度会不断减弱，同时坡脚流土以上区域

传导区
湿润区

缺少下侧土体的支撑，此时上侧土体处于张拉状态
产生裂缝；裂缝又会为雨水入渗提供有利条件，从而
加剧了滑坡变形的发展，随后拉裂缝向滑坡体内部

湿润锋

图 10
Fig. 10

不断扩展，相继出现其他2级剪切裂缝，滑动面基本
形成；待受拉裂缝持续加深，剪切带全部贯通后，坡

z

滑坡体降雨入渗过程典型分区

Typical zones of rainfall infiltration process of
landslide

为揭示降雨入渗诱发滑坡失稳的致灾机理，必
须深入了解降雨入渗过程中水分的运移规律与内在
演化机理。从滑坡堆积体降雨入渗机理上来讲，当降
雨入渗到滑坡堆积体内部中时的强度主要取决于降
雨强度和滑坡体岩土介质的入渗性能，且恒定降雨
强度和变化降雨强度下的滑坡体降雨入渗过程不
同。本文在前述滑坡堆积体降雨入渗过程物理模拟
试验中，采用3种不同恒定降雨强度。根据张金存 [16]
的研究，认为在恒定降雨强度下，滑坡堆积体降雨入
渗土体水分剖面一般会经历4个连续的状态演化过

体后缘与前缘的滑动体分开，同时后缘以一定的推
力推动滑动体持续运动，产生逐级向上的滑动破坏，
出现拉裂缝整体滑动破坏的区域，整个堆积体滑坡
过程呈现出多级后退式滑坡变形破坏的特征。
3）工况3雨强为0.57 mm/min时，堆积体滑坡呈前
缘区域整体剪切破坏特征，如图12所示。降雨强度
大，滑坡堆积体刚开始为自由入渗；随着降雨的进
行，土体孔隙水压力迅速增大，基质吸力逐渐降低，
含水率逐渐增大，导致入渗性能减弱，最终降雨强度
大于入渗性能，滑坡体表面土体迅速饱和，坡脚开始
出现积水；堆积体表面孔隙水压力迅速升高，土体的
抗剪强度不断降低，同时滑坡体土体迅速饱和，土体
含水量快速增加，导致土体的自重增加；土体自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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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增加结合抗剪强度的不断降低导致最危险破坏

缝，同时前缘土体受到挤压作用发生隆胀；拉裂缝的

面的出现，坡体最危险破坏面处极限抗拉强度不足

产生又加剧了降雨入渗的效果，最终整个破坏区域

以抵抗受到的拉应力时，危险面后缘就会产生拉裂

沿剪切面迅速滑动破坏，此时停止降雨，试验结束。

前缘上部出现
单级拉裂缝

前缘由上至下出
现3级拉裂缝

图 11
Fig. 11

工况2条件下堆积体滑坡变形破坏特征

滑坡体前缘上部出
现拉裂缝

图 12

4 讨

滑坡体前缘
失稳破坏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cumulative landslide under G2

滑坡降雨强度大于入渗
能力，坡面形成坡面径
流，坡脚出现积水

Fig. 12

滑坡体前缘多级
后退式拉裂缝

滑坡体前缘上部出
现拉裂缝持续加大

滑坡体前缘发生整
体式剪切破坏

工况3条件下堆积体滑坡变形破坏特征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cumulative landslide under G3

饱和渗透特性及水–力耦合变形机制，故深入开展降

论

雨诱发滑坡的内在非线性响应机理势在必行。

目前，降雨诱发滑坡灾害致灾机理问题是当今

1）根据室内降雨入渗物理模拟试验结果可知，

国际滑坡灾害和工程地质环境与地质研究领域的前

不同降雨强度下的堆积体滑坡变形失稳过程与降雨

沿性课题，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

[17–21]

虽然从不同角

入渗过程及其产生的孔隙水压力变化规律性具有明

度对滑坡诱发因素、成灾机理、水岩耦合机制、滑坡

显的相关性，降雨入渗是堆积体滑坡失稳破坏的关

体水–岩动力学过程、滑坡预警与防灾等进行系统研

键致灾因子，对揭示降雨型滑坡致灾机理及破坏演

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总体呈滑坡现象研

化过程至关重要。

究多、滑坡机理研究少，滑坡静态演化过程的研究多、

2）从室内滑坡试验变形失稳破坏特征可以看出，

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少，滑坡宏观层面定性分析多、滑

当降雨强度大于滑坡体入渗能力时，滑坡体表面形

坡细观层面定量研究少，滑坡被动治理研究多、滑坡

成了坡面径流，对坡面土体冲刷非常明显，滑坡体坡

主动防护和预警研究少等特点。尤其是从细观层面

脚部出现积水。由此可以看出，当降雨强度较大时，

上，考虑降雨入渗非线性响应过程的滑坡水–力耦合

必须将滑坡体降雨入渗和坡面径流失稳系统进行考

变形破坏机制与滑坡地质–水文–力学耦合模型的研

虑，揭示强降雨条件下的滑坡体降雨入渗与坡面径

究成果非常少见，尚无法从内在机制上揭示不同降

流耦合效应，并考虑坡面径流冲刷造成水土流失对

雨强度、不同降雨历时及不同饱和度条件下滑坡岩

滑坡体稳定性的影响，这也是影响滑坡堆积体失稳

土体降雨入渗演化非线性响应过程、非线性力学、非

的主要致灾因子，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张培文 [8]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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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果 [4]等对降雨条件下坡面径流和入渗耦合的算法

力不断增加，进而基质吸力不断减小，滑坡体的抗剪

和数值模拟进行了研究，但基于室内试验的滑坡体

强度不断降低，破坏区上侧会产生拉裂缝，下侧由于

降雨入渗与坡面径流耦合效应、坡面径流冲刷对滑

挤压作用出现土体隆胀、坡脚处会出现局部流土等

坡体稳定性影响机理等方面研究还比较少。

现象。因此，对于实际的堆积体滑坡工程而言，密切

3）结合水动力型滑坡实际工程实践可知，不同
降雨强度下的滑坡堆积体降雨入渗过程和变形破坏

关注其后缘拉裂缝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保障其长期
稳定与监测预警至关重要。

机制研究主要是细观层面上降雨诱发堆积体滑坡失

6）降雨入渗只是影响堆积体滑坡变形失稳的主

稳的致灾机理，而对于水库型滑坡而言，影响滑坡稳

要致灾因子之一。对于水动力型滑坡而言，其致灾因

定的致灾因素还包括库水位升降及其引起的地下水

子还包括库水位升降、坡体地下水位变化、坡面径流

位变化。因此，为更加全面地掌握水动力型滑坡灾害

冲刷等多方面的因素，故深入开展水动力型滑坡灾

致灾机理与风险防控关键技术，亟需开展变化环境

害致灾机理与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究工作十分重

下水动力型滑坡破坏机制与滑坡运动时空演化规律、

要，可为重大滑坡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提供重

水动力型滑坡灾害链空间预测与灾害风险分析、水

要理论支撑，显著提高中国防灾减灾能力水平。

动力型滑坡灾害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水动力型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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