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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南部大型岩质高速远程崩滑启动地质力学模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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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速远程崩滑破坏性居各类崩滑之首。青藏高原东南部是中国大型高速远程崩滑最发育的地区。源区斜
坡破坏是大型高速远程崩滑发生的前提，弄清源区斜坡破坏模式及其发生条件既是研究此类崩滑高速远程机理
的基础，也是预防此类崩滑灾害的前提。基于青藏高原东南部15处具有不同流动特征和流通路径的大型高速远
程崩滑现场调查数据、影像数据和前人资料，分析了15处崩滑源区斜坡地形地质条件、斜坡破坏模式和诱发因素。
研究发现：1）源区斜坡高陡和剪出口高位是高速远程崩滑的必要条件，坡高大于150 m、坡度大于30°、剪出口高
出坡底大于100 m可能是区内高速远程崩滑发生的基本地形条件；2）区内高速远程崩滑多发于花岗岩、玄武岩两
类坚硬块状岩斜坡和片麻岩、变质砂岩+板岩、灰岩这3类坚硬–较坚硬层状岩斜向坡、逆向坡和陡倾顺向坡；3）斜
坡破坏模式受结构面控制，具有复合楔形体滑动、不规则块体复合平面滑动、不规则块体倾倒–崩落、弯曲折断–
滑移和顺层滑移–溃曲等5类破坏模式；4）崩滑受地震诱发最为普遍，冰川融水其次，自重作用下的累进性破坏也
时有发生。以斜坡地质结构、破坏模式和失稳动力类型为切入点，青藏高原东南部大型高速远程崩滑源区斜坡破
坏启动的地质力学分类模式可归为8类：坚硬块状岩复合楔形体高位剪出滑移模式、空隙水压浮托的坚硬块状岩
复合楔形体高位剪出滑移模式、坚硬块状岩高位剪出复合平面滑移模式、较坚硬–坚硬层状岩高位剪出复合滑移
模式、坚硬层状岩块体高位倾倒–崩落模式、坚硬–较坚硬层状岩高位剪出复合滑移模式、坚硬–较坚硬层状岩弯
折–高位剪出滑移模式、坚硬–较坚硬层状岩平面滑移–溃曲–弹冲模式，地震抛射作用与上述模式叠加也是该区
高速远程崩滑的主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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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Analysis on Initial Failure Modes of Large Rock Avalanches’
Source Slopes in the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WEN Baoping1，ZENG Qiqiang1，YAN Tianxi1，WANG Fan1，GUAN Lichun1，ZHANG Yi2，ZHU Lei2
(1.School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China Univ. of Geosciences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2.Inst.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CAS，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 Large rock avalanche is the most devastating landslide type in the world. The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one of the most
susceptible areas to large rock avalanche in the world. The slope failure in source area is the premise of large-scale high-speed and long-distance
landslides. It is not only the basis of studying the long-distance mechanism of such landslides, but also the premise of preventing such landslides.
To explore initial failure conditions of rock avalanches in the area, source slopes’ characteristics of 15 cases were analyzed with focusing on topographical and geological conditions, failure modes and trigger factors based on site investigation, satellite image analysis and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survey. It was found that: 1) runouts of the rock avalanches depended strongly on heights of source slopes and their drop heights with minimum slope height of 150 m, drop height of 100 m and slope angle of 30° ; 2) rock mass prone to rock avalanches were massive granite, basalt,
and bedded limestone, sandy slate, slate and gneiss, all of which were either very competent or competent rocks with brittle failure natures, and of
which occurrence of bedded rocks were either steeply dip slope, obliquely dip slope or reversely dip slope; 3) all of the source slopes’ failur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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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d strongly by discontinuities, including dip-slope, reverse dip-slope and obliquely joints as well as bedding planes. Field observation and
joint survey revealed that five kinds of initial failure modes commonly occurred in those rock avalanches’ source slopes, specifically compound
wedge slide, compound planar slide, flexural slide, toppling fall and buckling slide; 4) although it was common that some rock avalanches occurred with no specific trigger, earthquake was primary trigger of most rock avalanches, followed by glacier melting, both of which agitated those
rock avalanches’ extremely rapid motion and exceptional long runout. Combining failure modes, rock mass type, slope structure, controlling discontinuities and driving forces, initial failure of rock avalanches’ source slopes in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in terms of geomechanics, including compound wedge slide or planar slide of massive rock slopes driven by gravity or plus earthquake, or pore water pressure, compound wedge slide or planar slide of obliquely dip bedded rock slope driven by gravity or plus earthquake, toppling fall or flexural slide of reversely dip bedded rock driven by gravity or plus earthquake, and buckling slide of steeply dip slope bedding rock
driven by gravity or plus earthquake. The superposition of seismic ejection and the above-mentioned model was also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speed and long-distance landslides in this area.
Key words: large rock avalanche; rock type; slope structure; controlling discontinuity; initial failure mode

。因而，该地区是青藏

高原内外动力作用最强烈的地带。青藏高原最强烈
的构造活动、地壳抬升、河流下切和高速远程大型
崩滑都集中于这一地区。中国历史上造成死亡人数
最多的烂泥沟滑坡（1965年11月22日），在国际上造
成巨大影响的易贡滑坡（2000年4月9日）都发生在这
个地区。同时，中国多数已建、在建和拟建大型水电
工程集中于这个地区；西部主要交通干线— 川藏
公路、滇藏公路和即将施工的川藏铁路也在这个地
区。除了活动构造、高地应力、地震等内动力地质因
素外，崩滑流一直是威胁这个地区民众生命安全和
工程设施安全的最主要的外动力地质因素。显然，

但是，对这类崩滑的高速远程机理及其成生规律尚
无共性认识。不同学者基于某个和某些现象，提出不
同假说解释其内在机理，如：滑面峰残强度差效应 [8]、
滑面摩擦生热效应 [9]、运动过程机械碎裂与颗粒流效
应 [7，10]、运动路径下垫面受载不排水液化效应 [11]、声
波振动效应 [12] 等。对这类崩滑“高速远程”的界定，
国内外尚无统一标准。依据崩滑的速度、落差、滑程
等特征指标及其关系（图1），不同学者提出不同的下
限标准，如：速度5 m/s、滑程1 km[4]，速度20 m/s、滑程
1 km[13]，速度100 km/h、滑程大于5倍落差[14]等。目前，
多数学者接受落差与滑程比（H/L）上限0.6的界定及
Hunger等 [4]提出的速度5 m/s、滑程1 km的下限指标。
本文高速远程崩滑的确定也采纳该界定指标。
源区

弄清这个地区崩滑流发育及其活动特征不仅是认识
用关系这一科学问题所必需的，也是保障该区民众
生命安全和重大工程安全所亟需的。大量基础地质
研究揭示，青藏高原及其东南部的活动构造、高地

落差 H

青藏高原外动力地质作用规律及其与内动力地质作

应力场和地震活动具有一定的成带规律，在弄清成

图1

的地带。无数工程实践证明，各类中小型及部分大
高速远程崩滑（体积大于106 m3）具有突发性和极破
坏灭性，其变形信息常规监测难以扑捉，其活动性
工程措施无法控制，预防这类崩滑最可行的途径只

堆积区

滑程 L

带规律基础上，重大工程可以避绕对工程安全不利
型崩滑流可以通过工程措施有效控制。然而，大型

流通区 (运动区)

剪出口
高 Hd

是地质环境最脆弱的地区

[1–2]

源区
坡高 Hs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地壳演化最活跃的地区，也

Fig. 1

高速远程崩滑特征指标定义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characteristics index of rock
avalanche

中国学者对青藏高原及其东南部大型高速远程
崩塌研究一直以间断、零星案例研究为主。最早研究

能是识别并避绕可能区段 。因此，研究该地区大型

始于施雅风等 [15]于1965年11月22日滑坡发生后对云

高速远程崩滑形成条件和发生规律对预防重大灾害

南禄劝县上普福村烂泥沟滑坡的调查性研究。其在

尤为必要。
国外学者将岩质高速远程崩滑统称为“rock avalanche” [4] ，中国学者习惯根据启动时斜坡破坏方式
将其归为滑坡、崩塌两类（本文采用此归类方法）。自
1932年 Heim [ 5 ] 发 表 对 瑞 士 灾 难 性 大 型 高 速 远 程
滑坡— Elm滑坡的研究成果以来，大型高速远程
崩滑一直是各国学者的研究热点，并对这类崩滑的
运动、堆积及其地貌特征等，形成了一定共识 [3–4，6–7]。

灾后现场调查基础上，对滑坡特征及斜坡失稳原因

[3]

和高速运动过程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地形、岩性、
结构面控制源区斜坡稳定性的基本认识。2000年4月
9日，西藏波密易贡滑坡发生后，许多学者围绕易贡
滑坡的运动、堆积特征和高速远程机理、滑坡—碎屑
流—堰塞坝灾害链等，进行了较深入研究，明确了源
区楔形体滑坡对沟道路径上饱水松散冰碛物加载后
的不排水液化是导致其高速远程的根本原因 [1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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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来，为服务于即将启动的川藏铁路工程，部分
学者对该地区该特征非常典型的乱石包滑坡、尼续
滑坡的形成年代、堆积地貌和可能运动特征等进行

是对于是否为高速远程崩滑，只能结合源区、流通区、
堆积区关系和物质堆积形态及其内部结构进行确定。
本文所列的15处大型高速远程崩滑均是在影像分析

了较深入的研究，大致厘清了滑坡形成时代、滑坡活
动与区域构造关系等基本问题 [19–23]。但是，区域上大
型高速远程崩滑形成条件的规律如何、斜坡破坏模
式怎样，尚不清楚。显然，聚焦源区探寻这类崩滑形
成规律和斜坡破坏模式，不仅能完善对区内外动力
作用规律的认识，研究结果在理论上也可为这类崩

基础上，通过现场调查确定。其中，尼续滑坡、乱石包
滑坡、烂泥沟滑坡、鲁车渡滑坡等13处崩滑为作者现
场调查确定，通钦崩塌和易贡滑坡为前人现场调查
确定 [16–18，23] 。尽管崩滑数量有限，但这些崩滑自西
向东散布于喜马拉雅高山区、藏南高原谷地区、藏东
南高山峡谷区、川西高原区和滇西北纵向岭谷区等

滑形成机理研究的概念模型的建立奠定基础，实践
中可为这类崩滑隐患早期识别提供依据，为重大工
程选址提供科学依据。
依照前述的H/L≤0.6和滑程L≥1 km两个指标，在
对青藏高原东南部15处特征典型的高速远程崩滑源
区地质条件分析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这类崩滑启

不同地形地貌单元和喜马拉雅构造区、三江—羌塘
构造区及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班公湖—怒
江缝合带、甘孜—理塘缝合带、金沙江缝合带等不同
地质构造单元和强烈活动构造区，且其岩石类型分
别为区内广泛分布的中新生代变质岩、中生代花岗
岩、灰岩和古近纪火山岩（图2）。因此，这些崩滑点在

动的地质力学模式。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本文的15处
崩滑，青藏高原东南部的主干河流及其主要支流沿
岸还发育有大量曾经堵江的大型崩滑，但其中大多
数只满足高速远程崩滑界定指标中的一项，故未纳
入本文。

区域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研究所用高分辨率影像为Google Earth影像。崩
滑源区及其他区段地形数据是在影像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现场GPS测量确定。其中，5处滑坡（尼续滑坡、
乱石包滑坡、然乃滑坡、七色海子滑坡、烂泥沟滑坡）
地形数据采用无人机测量手段获取，崩滑源区和堆

1 数据来源与高速远程崩滑类型
1.1 数据来源
尽管从高分辨率影像上可以圈定崩滑区域，但

积物体积基于影像分析和现场调查估算确定，崩滑
源区岩性、斜坡结构等地质数据为现场调查取得。15
处崩滑的基本信息列于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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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青藏高原东南部地质简图与崩滑点分布图 [2]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the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distribution of large rock avalanche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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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距 滑程
H·L–1
堆积体积 H/m L/m

体积/(106 m3)

通钦
崩塌

位置（后壁）

青藏高原东南部大型高速远程崩滑基本信息

玄武岩

灰岩

灰岩

灰岩

灰岩

变质砂岩+
板岩

花岗岩

灰岩

变质砂岩+
板岩

变质砂岩+
板岩

花岗岩

花岗岩

花岗岩

花岗岩

片麻岩

岩石
类型

65

57

30

32

30

67

66

31

75

35

37

37

38

52

35

940

700

150

500

260

220

500

570

250

200

600

300

260

490

290

900

600

150

200

100

120

300

700

100

520

2 700

200

140

310

269

6.0～7.0

<0.2

1.0～1.5

怒江断裂

雅鲁藏布江
断裂

<5.0

<10.0

雅隆藏布江
10.0～12.0
断裂

亚东—谷露
断裂

亚东—谷露
断裂

亚东断裂

距滑坡
后缘
距离/km

—

逆向坡

斜向坡

斜向坡

斜向坡

顺向坡

—

小江断裂

小江断裂

澄海断裂

澄海断裂

澄海断裂

乡城—德格
断裂

理塘—德巫
断裂

斜向坡 金沙江断裂

25.0～30.0

40.0～50.0

40.0～45.0

0

10.0～12.0

1.0～2.0

<0.3

<1.0

逆向坡 高黎贡断裂 11.0～12.0

斜向坡

—

—

—

—

斜向坡

平均 源区 剪出
斜坡结构 附近活动
坡度/ 坡高 口高
类型
断裂类型
(°) Hs/m Hd/m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large rock avalanches in southern east area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1

滑坡
序号
名称

Tab. 1

表1

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

文献[16]

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

文献[23]

数据
来源

2020–03

2019–12

2019–11

2020–05

2018–11

2015–10

2012–02

2015–03

2008–10

2017–10

2015–02

2013–12

2012–01

2012–01

2016–12

Google
影像
时间

2.5

2.5

2.5

2.5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影像
分辨率/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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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处崩滑中，易贡滑坡、烂泥沟滑坡和鲁车渡滑
坡都为近代滑坡。依据崩滑堆积物与周边第四纪地
层的关系定性判断，其余12处崩滑为全新世老滑坡
或者更早时期古滑坡。前人 10 Be测年数据显示，乱
石包滑坡发生时间为公元前（3 510±346）年 [22]，通钦
崩滑发生时间为公元前（12.5±1.2）～（15.5±1.5）千年
之间 [23]。
1.2 高速远程崩滑类型
前人研究证实，高速远程崩滑启动后的流动特
征、维持高速能力与流通区地形、下垫面物质抗切蚀
能力、饱水程度等密切相关 [3，7，10–11]。本文所列的15
处崩滑源区、流通区、堆积区地貌形态基本清晰，堆
积物结构基本完整。依据堆积物结构特征、流通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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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和下垫层物质特性等，将15处崩滑从流动方式和
流通路径上分别归类。
显著流动性是高速远程崩滑的最大特征之一。
基于崩滑启动和运动过程中是否有水的大量参与，
高速远程崩滑的流动特征有碎屑流型和液化型两类，
又称干碎屑流和湿碎屑流 [11–12]。从流动特征上，区内
碎屑流型、液化型崩滑均有发育。15处崩滑中，液化
型高速远程滑坡共4处：易贡、尼续、乱石包和然乃滑
坡，尤以前3处滑坡液化特征最为典型（图3（a）、（b））；
其余11处为碎屑流型，如表1所示，尤以通钦崩塌、王
大龙、鲁车渡和烂泥沟滑坡的碎屑流特征最为典型
（图3（c）、（d））。因崩滑数量有限，尚不能确定两类
崩滑的相对多发程度。

1

1
2

2
3

3
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a) 易贡滑坡

(b) 乱石包滑坡

1
1

3

2

2
3
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c) 烂泥沟滑坡

(d) 通钦崩塌

1.源区；2.流通区；3.堆积区；红色箭头指示滑动方向。

图3
Fig. 3

典型液化型和碎屑流型Google Earth影像

Google Earth images of representative rock avalanches in terms of flow type

流通路径上，沟道型、低缓谷坡型和对岸斜坡型
均有发育。15处崩滑中，沟道型共4处：易贡、王大龙、
烂泥沟和鲁车渡滑坡（表1），以易贡、烂泥沟和鲁车
渡滑坡最为典型（图3（a）、（c））；对岸斜坡型共3处：

续迈、七色海子和马鞍山滑坡，以续迈和七色海子滑
坡的逆冲特征最为典型（图4）；其余8处崩滑运动路
径多为河谷阶地，部分为缓坡和冰川U型谷，以通钦
崩塌、尼续、乱石包和然乃滑坡最为典型（图3（b）、（d））。

1
2

1

3
2

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a) 续迈滑坡

(b) 七色海子滑坡

1.源区；2.流通区；3.堆积区；红色箭头指示滑动方向。

图4
Fig. 4

典型对岸斜坡路径滑坡Google Earth 影像

Google Earth images of representative rock avalanches in terms of flow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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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数据显示，崩滑运动距离（滑程L）与其源区
体积和落差H显著正相关，反映其具有较显著的体积
效应和地形效应（图5），与世界其他地区此类崩滑特
征一致。但是，表观摩擦系数H/L与体积和落差相关

管15处崩滑流动类型和流通路径的地形不同，但是
源区地形并无明显差异。依现有数据推测，源区坡高
150 m、坡度30°、剪出口高出坡底100 m可能是区内
高速远程崩滑发生的基本地形条件。
100 000

性不明显（图5）。尽管表观摩擦系数H/L与体积和落

H·L−1

L/m

些高速远程崩滑数据并非遵循这一关系，Iverson[26]

1.0

lg L=66.153 lg Hd0.661 4,
R2=0.891 4。

差正相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高速远程崩滑的特性之
一 [5–7]，但是Skemmer[24]、Corominas[25]等研究显示一

43

10 000

也对这一关系在高速远程崩滑中的普遍性提出质疑。
目前，研究区15处大型崩滑表观摩擦系数与体积和

L
1 000

落差的不明相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已有认识的

1

1 000
Hd/m

存疑之处。推测相关性不明显的原因除了高势能之
复杂机理有关，但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10 000

0.969 5

1.0

1.0
,

L/m

H·L−1

L/m

H·L−1

lg L=9.412 5 lg Hs
R2=0.616 4。

lg L=937.62 lg V0.398 7,
R2=0.772 6。

0.1
10 000

(a) 与 Hd 的关系

外，也与导致崩滑高速运动的其他动力（如地震）和
10 000

H·L−1

L H·L−1
L
1 000
1

10

1 000
100

H·L−1
0.1
1 000

100

V/(106 m3)
(b) 与 V 的关系

V/(106 m3)
(a) 与体积的关系

图6

10 000

Fig. 6

1.0

L/m

H·L−1

lg L=7.934 2 lg V0.898 3,
R2=0.919 1。

L
1 000
100

1 000
H/m

H·L−1
0.1
10 000

(b) 与落差的关系

图5
Fig. 5

0.1
1 000

崩滑运动参数与体积、落差关系曲线

Relationship between runouts，H/L ratios and
volumes, fall heights of the rock avalanches

2 崩滑源区斜坡地形地质条件
2.1 地形特征
所有崩滑源区均呈凹槽负地形，部分滑坡凹槽
底部有少量崩滑残留。依据源区紧邻的斜坡地形现
场估测，15处崩滑源区失稳前斜坡平均坡度大于30°，
坡高150～940 m，剪出口高出坡底100～2 700 m；滑
程大于3 km的滑坡源区坡高均大于200 m，剪除口高
大于300 m（表1）。依据目前数据，崩滑运动距离与源
区坡高、剪出口高显著正相关（图6），显示源区斜坡
高陡、高位剪出是高速远程崩滑形成的必要条件。尽

崩滑运动参数与源区坡高、剪出口高关系曲线
Relationship between runouts, H/L ratios and source
slopes’ heights, the drop heights of the rock avalanches

2.2 岩石类型与斜坡结构类型
岩石类型
15处崩滑中，5处发育于花岗岩斜坡，5处发育于
灰岩斜坡，3处发育于砂板岩/板岩斜坡，其余两处分
别发育于片麻岩和玄武岩斜坡。因案例数量有限，尚
不能明确哪类岩质斜坡多发高速远程崩滑。但目前
数据显示，花岗岩、灰岩、变质砂岩+板岩、片麻岩和
玄武岩等中等–坚硬强度岩类是这个地区高速远程
崩滑的易发岩层。这与Glastonbury和Fell[27]发现的这
类崩滑多发于中等–坚硬岩质斜坡中的规律大致一致。
2.2.1

岩体类型与斜坡结构类型
依照谷德振 [28] 提出的岩体结构分类，15处崩滑
中，除6处滑坡源区斜坡为花岗岩、玄武岩构成的块
状岩斜坡外，其余9处崩滑源区斜坡为层状岩斜坡，
包括薄层变质砂岩+板岩斜坡和中厚层灰岩斜坡。依
据岩层产状与斜坡坡向关系，两处源区斜坡为逆向
坡（然乃滑坡、鲁车渡滑坡），一处为顺向坡（七色海
子滑坡），其余6处为斜向坡。
同样地，根据目前数据可知，不同流动类型和流
通路径的崩滑碎屑流在源区岩体结构类型和斜坡结
构类型上没有差异。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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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均受结构面控制，斜坡破坏表现为多种形式
的块体破坏模式，见图7～13。现场调查和结构面测
量结果显示，源区斜坡破坏模式与控制性结构面和
斜坡结构类型密切相关。

3 斜坡破坏模式和启动条件
3.1 斜坡破坏模式与发生条件
所有崩滑源区斜坡岩体中节理、裂隙发育，斜坡

(b) 烂泥沟滑坡

(a) 易贡滑坡
图7
Fig. 7

典型滑坡源区斜坡控滑结构面

Controlling discontinuities on source slopes of representative rock avalanches
N4 5

1

5

3
W

0

2、3

E
4

2

S
1. 118°∠45°；2. 59°∠45°；
3. 150°∠65°；4. 95°∠35°；
5. 102°∠66°。
(a) 尼续滑坡
N
3
W

0

E

2

21
3
S
1. 210°∠66°；2. 213°∠35°；
3. 225°∠75°。
(b) 乱石包滑坡
N
6
3
W

0

2

21
4
5
E

S
1. 115°∠65°；2. 112°∠37°；
3. 200°∠27°；4. 179°∠41°；
5. 179°∠65°；6. 220°∠65°。
(c) 烂泥沟滑坡
注：1/2、3/4、5/6分别对应3个块体坡面和控滑结构面；左侧赤平投影图中齿状黑色线为坡面，红线为结构面；右侧模式图中数字为
与赤平投影对应数字的结构面。

图8
Fig. 8

典型块状岩斜坡上控滑结构面赤平投影与破坏模式示意图

Diagram showing stereograms and failure modes of representative rock avalanches’ source slopes in massive
r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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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块状岩斜坡
发育在块状岩斜坡的6处滑坡中，控滑结构面由
一组或多组结构面构成。受控滑结构面产状及其交
切关系和结构面发育特征控制，斜坡破坏呈现复合
楔形体滑动和复合平面滑动两种模式。如：易贡滑坡
源区控滑结构面由倾向相向的两组结构面组成，两

完全连通，尚不清楚。不完全连通控滑结构面的抗剪
强结构面锁固段破坏应具有强烈的脆性剪断特性。
推测锁固段脆性剪断破坏时，释放的弹性应变能可
能在这些坚硬块状岩斜坡启动破坏中产生重要作
用。至于斜坡破坏及其启动速度与结构面贯通程度
和锁固段脆性破坏应变能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才

组结构面阶梯式交切，故斜坡破坏模式为阶梯状复
合楔形体滑动模式（图7（a））；尼续滑坡控滑结构面
由中部两组倾向相向、前部缓倾坡外和后部陡倾坡
外的结构面组成，底滑面上擦痕可见，因而斜坡破坏
模式为复合楔形体滑动模式（图8（a））；乱石包滑坡
控滑结构面由倾向坡外陡、缓结两组构面组成，底滑
面上可见擦痕，斜坡破坏模式为双滑面复合平面滑
动模式（图8（b））；烂泥沟滑坡源区为相互独立的3个
块体分别滑动，控滑结构面均为发育在玄武岩中的
倾向坡外单组结构面组成（图7（b）、8（c）），裸露滑面

能厘清。
3.1.2 层状岩斜向坡
发生在层状岩斜向坡的6处崩滑中，控制性结构
面由层面和陡、缓切层结构面组成。除通钦崩塌外，
其他5处为发育在变质砂岩+板岩或灰岩中的滑坡，
尽管岩性不同，但均为较坚硬层状岩，且控滑结构面
均由层面和切层结构面组成，故而均呈现复合楔形
体滑动模式。如：瓦来滑坡发育在变质砂岩+板岩斜
向坡中，控滑结构面由砂板岩层面、与层面倾向相向
的切层结构面和缓倾坡外结构面组成，斜坡被分割

上擦痕清晰，故斜坡破坏模式为单滑面平面滑动模
式（图7（b）、8（c））。
无论滑动模式如何，力学机理上各类滑动模式
均为顺沿结构面的剪切破坏，破坏发生的基本条件
为外力作用下控滑结构面上剪应力大于结构面抗剪
强度。尽管所有控滑结构面为既有结构面，但其是否

成不规则梯形体，斜坡破坏呈现复合平面滑动模式
（图9，图中数字符号意义同图8）。发育在片麻岩斜向
坡中的通钦崩塌，源区为孤立的高陡山嘴，控制结构
面由后部近直立结构面和斜向缓倾片理组成，斜坡
被切割成具有约300 m临空高度的不规则四面体，斜
坡破坏模式为倾倒–崩落模式（图10）。

N

3
0

W

E
2

4

1

S
1. 500°∠55°； 2. 180°∠43°；
3. 337°∠55°； 4. 500°∠34°。
(a) 赤平投影

图9
Fig. 9

4

(b) 破坏模式

典型层状岩斜向坡控滑结构面赤平投影与破坏模式示意图（瓦来滑坡）

Diagram of stereograms and failure modes of representative rock avalanches’ source slopes in obliquely
dip-slope bedding rocks

层状岩斜向坡的破坏条件取决于斜坡破坏模式。

崩塌后缘

其中，滑动模式的斜坡破坏条件与前述块状岩斜坡
相似，即：控滑结构面上剪应力大于其抗剪强度，后
冰斗

崩塌后壁

者也受结构面贯通程度和结构面与锁固段的抗剪强
度控制。同样地，锁固段剪断破坏时释放的弹性应变
能也可能在斜坡启动破坏中产生重要作用。倾倒–崩
落模式发生的基本破坏条件是外力作用下块体绕转
动点的力矩大于抵抗力矩。对于通钦崩塌而言，坚硬

图 10
Fig. 10

通钦崩滑源区斜坡与结构面 [22]

Source slope and discontinuities of the Tongqin rock
avalanche[22]

片麻岩中近直立结构面的贯通性对崩塌启动破坏产
生重要作用。结构面不完全贯通时，锁固段拉断破坏
也具有显著脆性，因此推测结构面抗拉强度和拉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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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释放的弹性应变能在斜坡的启动破坏中产生作

斜坡，坡内发育倾向坡外中角度结构面，斜坡破坏模

用，其作用程度如何也需进一步探讨。

式由板岩层理和倾向坡外结构面控制，形成板岩弯
折倾倒–顺沿结构面滑移的复合模式（图11（a）、（b））。

层状岩逆向坡

3.1.3

发生在逆向坡的两处滑坡中，控制性结构面受

鲁车渡滑坡发生于缓倾坡内灰岩逆向坡内。初步调

层面和切层结构面共同控制，或仅受切层结构面控

查发现，控滑结构面由倾向坡外的陡、缓两组结构面

制。然乃滑坡滑源区为陡倾坡内脆性变质砂岩+板岩

构成，斜坡破坏模式为复合平面滑动模式（图12）。

N

W

3

0

E
2
3

1
2
S
1. 60°∠80°；2. 208°∠50°；3. 34°∠40°。
(a) 赤平投影

2
(b) 破坏模式

注：赤平投影图中齿状黑色线为坡面，红线为结构面。

图 11
Fig. 11

典型层状岩逆向坡控滑结构面赤平投影与破坏模式示意图

Diagram of stereograms and failure modes of representative rock avalanche’s source slopes in reverse-bedding rock

式发生的基本条件是外力产生的朝向坡外弯矩大于
岩层横向抗弯刚度和顺沿结构面的剪应力大于抗剪
强度，前者受制于岩层弹性模量、抗拉强度与厚度，
后者受控制于结构面连通性和结构面抗剪强度与锁
固段抗剪断强度。
陡倾顺向坡

3.1.4
图 12

崩滑源区典型层状岩逆向坡控滑结构面的破坏模
式示意图
Fig. 12 Diagram of failure mode of representative rock
avalanche’s source slope in reversely dip-slope
bedded rock

这类斜坡中，滑动模式的斜坡破坏条件与块状
岩、层状岩斜向坡相似，不再赘述。弯折倾倒–滑移模

15处崩滑中，仅有七色海子滑坡发育在陡倾顺
向坡中。斜坡由脆性变质砂岩+板岩构成，岩层陡倾
坡外，倾角（66°）大于坡角（37°），斜坡破坏模式受层
面控制。滑坡后壁层面上可见明显擦痕，坡脚有岩层
折断迹象，故斜坡破坏模式为典型的顺层滑移–溃曲
模式（图13（a）、（b））。

N

2
0

W

2

E

1
S2
1.65°∠67°；2.83°∠66°。
(a) 赤平投影

图 13
Fig. 13

(b) 破坏模式

典型层状岩顺向坡控滑结构面赤平投影与破坏模式示意图

Diagram showing stereograms and failure modes of representative rock avalanche’s source slopes in steeply
dip-slope bedded rock

斜坡破坏发生条件受层面抗剪强度和岩层纵向

纵向弯曲产生的弯矩大于其抗弯刚度，后者与岩层

抗弯刚度控制，基本条件是外力作用下层面剪应力

弹性模量、抗拉强度和厚度密切相关。砂板岩、板岩

大于层面抗剪强度、层面上剩余下滑力作用下岩层

具有坚硬–较坚硬性质，故岩层溃曲破坏具有强烈–

第5期

文宝萍，等：青藏高原东南部大型岩质高速远程崩滑启动地质力学模式初探

47

较强烈的弹冲脆性特征。

坡无直接诱发因素，易贡滑坡虽无触发因素，但与气

3.2 斜坡破坏诱发因素

温上升后冰川融水入渗坡内产生的裂隙水压力迅速

诱发因素为斜坡破坏提供重力之外的动力来源。

升高有关 [16–17]。充水裂隙中水压力的浮托作用可能

15处崩滑所处地质环境、气候条件反映，地震、冰雪

对易贡滑坡产生诱发作用。无诱发因素的斜坡失稳

融水、暴雨应该是最可能的诱发因素。据区域地质

应是斜坡在重力作用下累进性变形发展的结果 [3,6]。

资料和野外调查，15处崩滑均位于区域性断层附近

除3处近代滑坡外，对其余12处崩滑初步调查后，
尽管未发现暴雨诱发的直接证据，但是暴雨是否对其
发生产生诱发作用，需要结合古气候研究，方能确认。

（图2）。崩滑后壁与附近最近断裂的垂直距离最近不
足200 m，最远约45 km（表1）。区域性断裂均为具有
强震历史的活动断裂。除近代发生的鲁车渡滑坡、烂
泥沟滑坡、易贡滑坡外，前人研究明确乱石包滑坡、
尼续滑坡、通钦崩塌由地震诱发 [19,22–23]。龙潭滑坡位
于1516年6月17日发生的永胜8级地震震中区，澄海
断裂从滑坡后壁经过；马鞍山滑坡由历史地震诱发。
依据其余7处古、老滑坡与活动断层的关系推测，滑
坡活动可能也与地震活动有关，但需进一步研究确
认。汶川地震后，大量研究显示，地震动对高位剪出
滑坡具有显著的抛射作用 [29]。所以，研究区地震诱发
的各类崩滑中，地震动抛射作用可能与结构面控制
的各类破坏模式叠加，不仅形成更加复杂的破坏模
式，并赋予崩滑极大的初动速度。
近代发生的3处滑坡中，鲁车渡滑坡、烂泥沟滑
表2
Tab. 2

块状岩斜坡

崩塌、滑坡是具有一定结构的斜坡地质体基于
自身强度抵抗外动力作用失效的直接表现。将高速
远程崩滑源区斜坡地质条件、斜坡破坏模式和动力
类型相结合，构建崩滑启动的地质力学模式，可直接
刻画不同类型斜坡破坏的概念模型，为深入研究斜
坡破坏和运动机理奠定基础，为圈定此类崩滑隐患
区提供依据。因此，基于对研究区不同类型源区斜坡
地质条件、破坏模式和诱发因素的初步分析，若以斜
坡结构、岩组、动力类型和斜坡破坏模式为基本指标，
青藏高原东南部大型高速远程岩质崩滑中，源区斜
坡的启动破坏至少存在表2所列的8类地质力学模式。

青藏高原东南部大型高速远程岩质崩滑启动地质力学模式

Initial failure modes of rock avalanches’ source slopes in southern east Qinghai–Tibet Plateau

地形地质条件
斜坡结构

4 崩滑启动的地质力学模式

岩组

花岗岩玄武岩

动力类型

重力、地震、
冰川融水

斜坡破坏模式

崩滑启动地质力学模式

1）坚硬块状岩复合楔形体高位剪出滑移模
式或叠加地震抛射模式
复合楔形体滑移 2）空隙水压浮托的坚硬块状岩复合楔形体
复合平面滑移 高位剪出滑移模式或叠加地震抛射模式
3）坚硬块状岩高位剪出复合平面滑移模式
或叠加地震抛射模式

典型案例
尼续滑坡
易贡滑坡
乱石包滑坡
烂泥沟滑坡
续迈滑坡
堆村滑坡
通钦崩塌
瓦来滑坡
王大龙滑坡
龙潭滑坡
马鞍山滑坡
羊窝子滑坡

层状岩斜向坡

较坚硬中厚层灰岩、
坚硬–较坚硬薄层变
质砂岩与板岩

重力、地震、
冰川融水

复合平面滑移
块体倾倒–崩落

4）较坚硬–坚硬层状岩高位剪出复合滑移模
式或叠加地震抛射模式
5） 坚硬层状岩块体高位倾倒–崩落模式或叠
加地震抛射模式

层状岩逆向坡

较坚硬中厚层灰岩、
坚硬–较坚硬薄层变
质砂岩与板岩

重力、地震、
冰川融水

复合平面滑移
弯折倾倒–滑移

6）坚硬–较坚硬层状岩高位剪出复合滑移模
式或叠加地震抛射模式
7）坚硬–较坚硬层状岩弯折–高位剪出滑移
模式或叠加地震抛射模式

鲁车渡滑坡
然乃滑坡

层状岩顺向坡

较坚硬中厚层灰岩、
坚硬–较坚硬薄层变
质砂岩与板岩

重力、地震、
冰川融水

滑移–溃曲

8）坚硬–较坚硬层状岩层面滑移–溃曲–弹冲
模式或叠加地震抛射模式

七色海子滑坡

5 结

论

基于对青藏高原东南部15处大型高速远程崩滑

高出坡底大于100 m可能是区内高速远程崩滑产生
的基本地形条件。
2）区内高速远程多发于花岗岩、玄武岩、片麻岩、

源区斜坡地形地质条件、斜坡破坏模式和诱发因素

板岩+变质砂岩、灰岩构成的坚硬块状岩斜坡和坚

的初步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硬–较坚硬层状岩斜向坡、逆向坡和陡倾顺向坡。

1）源区斜坡高陡、剪出口高位是高速远程崩滑

3）斜坡破坏模式受结构面控制，形成复合楔形

的必要条件。坡高大于150 m、坡度大于30°、剪出口

体滑动、不规则块体复合平面滑动、不规则块体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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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崩落、弯曲折断–滑移和顺层滑移–溃曲等5类滑

strophic landslides[J].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1987(1):

动模式。

17–28.[胡广韬.灾害性滑坡启程剧动与行程高速的机理

4）斜坡破坏受地震诱发最为普遍，冰川融水其
次，自重作用下的累进性破坏也时有发生。
5）区内大型高速远程崩滑源区斜坡启动破坏至
少存在8类地质力学模式：坚硬块状岩复合楔形体高
位剪出滑移模式、空隙水压浮托的坚硬块状岩复合
楔形体高位剪出滑移模式、坚硬块状岩高位剪出复
合平面滑移模式、较坚硬–坚硬层状岩高位剪出复合
滑移模式、坚硬层状岩块体高位倾倒–崩落模式、坚
硬–较坚硬层状岩高位剪出复合滑移模式、坚硬–较

[J].灾害学,1987(1):17–28.]
[9] Erismann T H.Mechanism of large landslide[J].Rock

Mechanics,1979,12:15–46.
[10] Davies T R H.Spreading of rock avalanche debris by mech-

anical fluidization[J].Rock Mechanics,1982,15:9–24.
[11] Sassa K.Special lecture:Geotechnical model for the motion

of landslides[C]//Proceedings of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dslides.Lausanne,1988:37–55.
[12] Melosh H J.The mechanics of large rock avalanches[J].Re-

view of Engineering Geology,1987,7:741–749.

坚硬层状岩弯折–高位剪出滑移模式、坚硬–较坚硬

[13] Voight B,Pariseau W G.Rockslides and avalanches:An in-

层状岩层面滑移–溃曲–弹冲模式。地震抛射作

troduction[J].Developments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1987,

用与上述模式叠加是该区高速远程崩滑的主要特征

14(Part A):1–67.

之一。
[致谢]感谢北京工业大学戴福初教授在影像分
析、野外调查中给予的帮助和建设性讨论。感谢四川
大学邓建辉教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建
设性讨论。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简继皓参加了部分滑坡的无人机测量工作。
参考文献：

[14] Hewitt K,Clague J J,Orwin J F.Legacies of catastrophic

rock slope failures in mountain landscapes[J].Earth-Science
Reviews,2008,87:1–38.
[15] Shi Yafeng,Tang Bangxing,Xu Bing,et al.Survey of the

Lannigou rock avalanche of the Pufu river,Luquan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C]//Proceedings of First Symposium on
Landslides and Debris Flows.Kunming: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Press of Yunnan,1993:188–194.[施雅风,唐邦兴,徐

[1] Xu Zhiqin,Yang Jingsui,Hou Zengqian,et al.The progress

兵,等.云南省禄劝县普福河烂泥沟特大崩塌型滑坡调查

in the study of continental dynamics of the Tibetan Plateau[J].

研究[C]//首届全国泥石流滑坡防治学术会议论文集.昆

Geology in China,2016,43(1):1–42.[许志琴,杨经绥,侯增

明: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88–194.]

谦,等.青藏高原大陆动力学研究若干进展[J].中国地质,
2016,43(1):1–42.]

[16] Yin Yueping.Rapid huge landslide and hazard reduction of

Yigong River in the Bomi,Tibet[J].Hydrogeology & Engin-

[2] Hou Zengqian,Mo Xuanxue,Yang Zhiming,et al.Metallo-

eering Geology,2000,27(4):8–11.[殷跃平.西藏波密易贡高

geneses in the collisional oroge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

速巨型滑坡特征及减灾研究[J].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eau:Tectollic setting,tempo-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ore de-

2000,27(4):8–11.]

posit types[J].Geology in China,2006,33(2):340–351.[侯增

[17] Hu Mingjian,Cheng Qiangong,Wang Fawu.Experimental

谦,莫宣学,杨志明,等.青藏高原碰撞造山带成矿作用:构

study on formation of Yigong long distance high-speed

造背景、时空分布和主要类型[J].中国地质,2006,33(2):

landslide[J].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

340–351.]

eering,2009,28(1):138–143.[胡明鉴,程谦恭,汪发武.易贡

[3] Evans S G,Mugnozza G S,Storm A L,et al.Landslides from

massive rock slope failure and associated phenomena[J].
Landslides,2002,49:1–53.

远程高速滑坡形成原因试验探索[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
报,2009,28(1):138–143.]
[18] Dai Xingjian,Yin Yueping,Xing Aiguo.Simulation and dy-

[4] Hungr O,Leroueil S,Picarelli L.The Varnes classification of

namic analysis of Yigong rockslide-debris avalanche-dam

landslide types,an update[J].Landslides,2014,11:167–194.

breaking disaster chain[J].The Chinese Journal of Geologic-

[5] Heim A.Bergsturz und Menschenleben (landslides and hu-

al Hazard and Control,2019,30(5):1–8.[戴兴建,殷跃平,邢

man lives)[M].Vancouver:Bi Tech Publishers,1989.
[6] Sheidegger A E.On the prediction of the reach and velocity

of catastrophic landslides[J].Rock Mechanics,1973,5:231–
236.

爱国.易贡滑坡–碎屑流–堰塞坝溃坝链生灾害全过程模
拟与动态特征分析[J].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2019,30
(5):1–8.]
[19] Guo Changbao,Du Yuben,Tong Yuanqing,et al.Huge long-

[7] Locat P,Couture R,Leroueil S,et al.Fragmentation energy in

runout landslid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A

rock avalanches[J].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2006,43:

case study of the Luanshibao landslide,Litang county,Tibetan

830–851.

Plateau[J].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2016,35(8):1332–

[8] Hu Guangtao.Initial failure and motion mechanism of cata-

1345.[郭长宝,杜宇本,佟元清,等.青藏高原东缘理塘乱石

第5期

文宝萍，等：青藏高原东南部大型岩质高速远程崩滑启动地质力学模式初探

包高速远程滑坡发育特征与形成机理[J].地质通报,2016,
35(8):1332–1345.]

49

[25] Corominas J.The angle of reach as a mobility index for

small and large landslides[J].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

[20] Wang Yufeng,Cheng Qiangong,Shi Anwen,et al.Sediment-

al,1996,33:260–271.

ary deformation structures in the Nyixoi Chongco rock ava-

[26] Iverson R M.Comment on “The reduction of friction in

lanche:Implications on rock avalanche transport mechan-

long-runout landslides as an emergent phenomenon” by

isms[J].Landslides,2018,16:523–532.

Brandon C.Johnson et al[J].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

[21] Wang Yufeng,Cheng Qiangong,Lin Qiwen,et al.Insights in-

search Earth Surface,2016,121:2238–2242.

to the kinematics and dynamics of the Luanshibao rock ava-

[27] Glastonbury J,Fell R.Geo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lanche (Tibetan Plateau, China) based on its complex sur-

rapid rockslides[J].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2010,47

face landforms[J].Geomorphology,2018,317:170–183.

(1):116–132.
10

[22] Zeng Qingli,Yuan Guangxiang,Davies Timothy,et al. Be

dating and seismic origin of Luanshibao rock avalanche in
SE Tibetan Plateau and implications on Litang active
fault[J].Landslides,2019,17:1091–1104.

[28] 谷德振.岩体工程地质力学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79.
[29] Wang Yunsheng,Xu Hongbiao,Luo Yonghong,et al.Study

of formation conditions and toss motion program of high

[23] Peng Xu,Chen Yixin,Liu Beibei,et al.Timing and features

landslides induced by earthquake[J].Chinese Journal of

of a late MIS 2 rock avalanche in the Eastern Himalayas,con-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09,28(11):2360–2369.

strained by 10Be exposure dating[J].Geomorphology,2018,

[王运生,徐鸿彪,罗永红,等.地震高位滑坡形成条件及抛

318:58–68.

射运动程式研究[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9,28(11):2360–

[24] Skermer N A.Discussion of paper “Nature and mechanics

2369.]

of the Mount St Helens rockslide-avalanche of 18 May
1980”[J].Geotechnique,1985,35:357–362.

（编辑

李轶楠）

引用格式:Wen Baoping,Zeng Qiqiang,Yan Tianxi,et al.Preliminary analysis on initial failure modes of large rock avalanches’
source slopes in the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J].Advanced Engineering Sciences,2020,52(5):38–49.[文宝萍,曾启
强,闫天玺,等.青藏高原东南部大型岩质高速远程崩滑启动的地质力学模式初探[J].工程科学与技术,2020,52(5):
3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