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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倾倒边坡是一种已发生变形的特殊边坡，最终可能会发展成滑坡、崩塌等严重地质灾害。倾倒边坡工程

地质特性研究是进行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价和处理方案设计的基础，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工作尚不深入、不系统，难
以满足新时代工程建设和地质灾害防治需要。扎拉水电站拟建于青藏高原西藏境内怒江一级支流玉曲河，工程
区边坡倾倒现象普遍发育，对工程选址和安全运行存在较大影响，区内软岩、硬岩种类多样，倾倒模式齐全，对其
开展相关研究具有典型代表性。从初步调查、详细勘察到专题研究历时数年，详细论证了倾倒边坡岩体的工程地
质特性。通过探索并运用多项创新技术，解决了倾倒边坡空间范围界定、工程地质分区、抗剪断强度参数取值等
工程地质特性研究的难题。采用测绘、洞探、钻探、物探、测试和试验等技术，准确界定了倾倒边坡范围，提出针对
性的适宜的综合勘察方法。以岩体结构、变形破坏类型为依据，首次将边坡倾倒岩体分为层状弯曲、碎裂拉张、散
体坠覆等3个区，并进一步分析了各区在岩层产状、风化特征、声波波速、透水性等方面的差异。根据倾倒边坡的
独特性状，提出倾倒岩体抗剪断强度可在试验值小值平均值～试验值大值平均值范围内进行取值的原则方法，
对现行标准规定的取值上限进行了适当拓展。同时，补充研究了顺向坡倾倒过程，进一步完善了边坡倾倒变形破
坏的力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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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pling Slope of Zara Hydropower Station i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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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ppling slope is a kind of special slope which has deformed, and may eventually develop into serious geological disasters such as
landslide and collapse. Th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oppling slope is the basis of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scheme design, At present, the relevant research work in China is not in-depth and systematic, which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new era. Zara hydropower station is planned to be built on Yuqu River,
the first tributary of Nu River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slope toppling in the project area is generally developed, 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ite selection and safe operation of the project. There are various types of soft rock and hard rock in the area, and the toppling mode
is complete, which provides a representative engineering case for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It took several years from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detailed investigation to special research to demonstrate in detail th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lope rock mass.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h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patial scope of the toppling slope, the division of th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areas and the valuing of the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were solved. By mean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hole exploration, drilling,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testing and testing, the scop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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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pe was accurately defined, and the appropriate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methods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rock mass structure and the
type of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the dumped rock mass of the slope was divided into three areas, i.e., the layered bending area, fragmentation and
tension area, and the area of falling and covering of loose bodies.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ces of occurrence, weathering characteristics, acoustic
wave velocity and water permeability of rock strata at different areas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ump slope, a
principle determining method of the shear strength of dump rock mass was proposed. The upper limit of value specified in the current standard
was also properly extended. The mechanical mechanism of slope collapse is further improved by studying the process of slope collapse.
Key words: toppling slope; space scope; toppling mechanism; engineering geological division; geological model; mechanical parameters

20世纪70、80年代，Goodman和Bray[1–2]提出边坡
倾倒变形及其破坏特征，倾倒边坡问题在世界范围
被逐渐重视起来，相关研究方法相继提出。目前，国
内对倾倒边坡的研究较粗浅且不系统，对其工程地
质特性的认识还不统一，在工程实践中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倾倒岩体堆叠于原斜坡上，一般已与周围山
体融为一体，未形成如滑坡后缘陡壁、两侧冲沟、前
缘剪出口等较明显的微地貌 [3]，后期还有各种成因类
型的堆积物覆盖，更增加了倾倒边坡平面范围界定
的难度。另外，倾倒边坡因未发生整体滑动，不存在
如滑坡底部滑带（面）等；现今钻探技术和数量有限
的平洞勘探还不能准确观察倾倒岩体与正常岩体之
间的接触面，倾倒边坡剖间范围界定亦有相当难度。
2）在倾倒变形破坏机制方面，王思敬[4]、黄润秋[5]、
许强 [6] 、程东幸 [7] 、左保成 [8] 等对反向坡开展了大量
工作，研究成果认为反向坡倾倒变形破坏是重力和坡
脚软化压缩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与现场调查的
倾倒现象并不完全相符，究其原因为上述倾倒变形破
坏机制忽视了应力调整卸荷回弹对边坡在初期阶段
发生倾倒的主导作用，并且不分阶段地过于强调重
力作用。同时，对顺向坡研究较少，如简单套用反向
坡倾倒变形机制，并不能合理解释顺向坡倾倒现象。
3）倾倒边坡是一种相对滑坡而言更为复杂的岩
质边坡，其复杂性还体现在边坡各部位的工程地质
特征具有明显差异，需要进行工程地质分区。根据前
人相关研究成果 [9–13] ，现有倾倒边坡工程地质分区
主要以倾倒变形程度或变形破坏类型为依据，如将
倾倒岩体分为极强、强、弱倾倒变形区，或分为滑移
破坏、倾倒座落、蠕动变形、牵引变形区等。上述分区
依据缺少理论支持，对应的分区结果比较混乱，分区
目的性不明确。
4）抗剪断强度是进行边坡稳定性计算最重要的
参数，针对倾倒边坡的参数取值研究较晚，目前还没
有公认的有效方法。在当前工程实践中，仍是采用根
据少量试验结果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取值的常规方法。
倾倒岩体结构面大量存在，通过钻孔难以取得合适
的岩样进行室内试验，只能在现场制样进行原位试
验。现行相关水利水电标准规定 [14–15]，对岩体和结构

面的抗剪断强度在试验值小值平均值～试验值平均
值范围内取值。
本文以西藏玉曲河扎拉水电站为例，通过工程
地质勘察探索与实践，采用创新方法解决倾倒边坡
平面及空间范围界定、顺向坡倾倒变形破坏机制、工
程地质分区、抗剪断强度参数取值等难题，为边坡稳
定性分析评价和处理方案设计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1 工程概述
扎拉水电站位于西藏境内怒江左岸一级支流玉
曲河上，采用混合式开发，主要任务是发电。枢纽主
要建筑物由大坝、引水隧洞、电站厂房组成。混凝土
重 力 坝 最 大 坝 高 约 67 m， 引 水 发 电 隧 洞 线 路 长 约
5 km，地面厂房主电站利用最大水头690.55 m，装机
容量1 000 MW，工程规模为二等大（2）型 [16]，是西藏
境内史首个具有开工条件的百万装机容量的水电工程。
工程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高山峡谷，山峰连
绵耸立，河谷深切陡峻，地势总体北高南低。基岩种
类多样，主要有板岩、砂岩、大理岩等层状岩石；岩性
软弱相间，钙质板岩属软质岩，砂质板岩属中硬岩，
大理岩、砂岩属坚硬岩。板理面、岩层面一般呈大于
70°的陡倾角，走向与河谷基本一致。层状岩石分布
区内山体和河谷边坡岩体普遍发育倾倒现象，这种
特殊边坡为倾倒边坡。与水电站枢纽主体工程有关、
分布较连续、厚度较大且具一定规模的倾倒边坡共
有 6处 （ 图 1） ， 其 中 ， 水 库 区 3处 （ 编 号 QD2、 QD3、
QD4），坝址区2处（编号QD1、QD5），厂址区1处（编
号QD6）。

2 工程勘察方法
2.1 倾倒边坡勘察的特殊性
倾倒边坡工程地质模型具有3维空间、物理力学、
环境因子三大属性，描述边坡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
质条件、环境及边界条件，反映边坡各种工程地质特
征，是进行倾倒边坡变形破坏机制分析和稳定性评
价最重要、最关键的基础环节[17]。除环境因子属性外，
3维空间和物理力学属性都是工程地质勘察的工作
内容，其中，3维空间属性包括（平面、剖间）范围、底
弯（断）面、工程地质分区及其岩体连续性概化、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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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声波测试在钻孔和平洞中进行，层析成像CT
在平洞与地表或平洞与平洞之间进行。对含地下水
且倾倒岩体厚度大于50 m的倾倒边坡，如厂址区的
QD6，电测深法效果相对于地震法较好；对不含地下
水的倾倒边坡如水库区QD2、坝址区QD5，地震法、
层析成像CT效果较好。
4）试验
试验主要目的是了解边坡岩体的物理力学性质，

QD6
厂址

闽
中
沟

也是为校验倾倒边坡空间范围分布和工程地质分区
的准确性提供依据。注（压）水试验在钻孔中连续进
行，原位直剪试验、原位变形试验在平洞中进行（边
坡浅层的散体坠覆区岩体因结构松散无法制样而未
能进行试验），对正常岩体取样送回实验室进行常规

图1
Fig. 1

水利枢纽工程布置及倾倒边坡分布简图

Layout of hydroproject and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toppling slope

破坏现状等，物理力学属性包括底弯（断）面物理力
学性质、工程地质分区岩体物理力学性质、正常岩体
物理力学性质等。
倾倒边坡与滑坡存在类似之处，可归类于潜在
滑坡，因此滑坡工程地质勘察通常采用的方法和手
段也可应用于倾倒边坡勘察。但是，倾倒边坡在很多
方面的特殊表现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滑坡或潜在
不稳定边坡，需要对关键勘察技术进行创新。
2.2 主要勘察方法
在工程区倾倒边坡勘察过程中，采用了地质测
绘和精细地质编录、勘探、物探、测试、试验等综合勘
察方法 [18]。实践证明，对于具有高度特殊性、复杂性
的倾倒边坡，必须采用多种勘察方法相互配合、相互
校验，才能有效查明其工程地质特征。
1）地质测绘和精细地质编录
地质测绘主要目的是确定倾倒边坡的平面范围，
对界线不明显的地段配合开挖坑槽以形成足够数量
的人工露头。对平洞和钻孔进行精细的地质编录，平
洞编录重点是结构面状况、风化分带、地层分布、地
下水、变形破坏现象等，钻孔岩芯编录重点应关注结
构面倾角的变化。
2）勘探
勘探主要目的是确定倾倒边坡的剖面范围和底
弯（断）面位置，也是进行工程地质分区的依据。控制
性勘探线沿边坡倾倒方向布置，平洞分层布置在倾
倒边坡下部、中部、上部，平洞和钻孔进入正常岩体
的深度为15～30 m，勘探点间距为50～100 m。
3）物探
物探主要目的是辅助确定倾倒边坡的空间范围，
探测各工程地质分区地球物理特性（如波速、视电阻
率等）。电法、地震法在地表进行，地震波测试在平洞

岩石物理力学性质试验。

3 倾倒变形破坏模式及其组合
3.1 倾倒空间形态特征
工程区玉曲河为纵向河，顺向坡或反向坡均发
育倾倒边坡，由于地层岩性、岩石强度、岩性组合、岩
层厚度等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倾倒空间形态。
1）中硬岩为主夹坚硬岩倾倒边坡
边坡为砂质板岩或砂质板岩夹砂岩，中厚层状。
当砂质板岩板理转动角（倾倒板理倾角与正常板理
倾角差值）大于10°～15°、砂岩层面转动角（倾倒层
面倾角与正常层面倾角差值）大于5°～8°时，在倾倒
岩体根部形成较明显的折断面或弯折面，倾倒岩体
与其下正常岩层界面明显，板（层）理之间互相错动
并伴有拉裂，形成倾倒折断岩体或倾倒弯折岩体。这
类岩体在玉曲河河谷两岸顺向坡、反向坡均有分布，
其中顺向坡倾倒岩体与正常岩体因板理倾向相反而
更为明显，如坝址区QD1、水库区QD2。
2）软质岩为主夹坚硬岩倾倒边坡
边坡为钙质板岩或钙质板岩夹砂岩，钙质板岩
呈薄层状。陡倾的软弱钙质板岩向临空方向发生弯
曲，平洞揭示出倾倒岩体与正常岩体呈明显的弧形
弯曲过渡，尽管板理转动角已达39°，但由于软质岩
具有较强的延塑性，倾倒岩体根部为弯而未断的弯
曲面，倾倒弯曲岩体板（层）理之间互相错动并伴有
拉裂，裂隙充填泥及碎屑。这类倾倒弯曲岩体分布于
水库和坝址右岸反向坡，如QD5，因岸坡结构不同，
其分布厚度存在较大差异，当其中所夹砂岩厚度较
大时，由于砂岩的支挡作用，砂岩上部边坡一般仅在
坡表发生浅层的卸荷变形岩体，厚度较小；其下部边
坡倾倒强烈，厚度大。
3）下部软质岩上部坚硬岩倾倒边坡
边坡下部为钙质板岩、上部为大理岩，即“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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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硬”的复合结构。边坡下部的薄层、软质钙质板岩

3）底弯面+底断面：由于边坡不同部位发生倾倒

向临空方向倾倒弯曲，由于软质岩具有较强的延塑

变形破坏的程度及深度不同，在坡体不同部位，弯曲

性，倾倒后的钙质板岩与正常岩体之间呈弯而不断

折断的程度也有差异，弯曲底界呈部分弯曲、部分折

的形态；边坡上部大理岩这类坚硬岩一般不会轻易

断。如：水库区QD2，在边坡下部平洞PD02内，倾倒岩

发生倾倒，但由于下部钙质板岩已倾倒而使上部坚

体 底 边 界 位 于 水 平 深 度 61.5 m处 ， 表 现 为 折 断 面

硬岩进一步临空，大理岩因适应其倾倒亦发生变形。

（图3（a））；在边坡中部平洞PD08内，倾倒岩体底边

这类倾倒岩体发育的水平深度大，倾倒岩体与正常

界位于水平深度93.0 m处，表现为底弯面（图3（b））。

岩体之间岩层层面、板理倾角逐渐变化，缓慢过渡，
呈舒缓的弧形弯曲，使坚硬岩也不会折断，形成倾倒
弯曲岩体。勘察表明平洞内不能明显揭露弯曲带，只
能根据声波测试成果和岩石风化程度判断倾倒岩体
和正常岩体之间的分界，如厂址区QD6水平深度：边
坡下部78.0 m（平洞PD14）、119.5 m（平洞PD25）；中部
大于117.0 m（平洞PD15）；上部186.0 m（平洞PD24）。
3.2 倾倒岩体与正常岩体分界面形态特征
根据倾倒边坡的规模、发展阶段，倾倒岩体与正
(a) 平洞PD02洞深61.5 m底断面

常岩体之间的底弯面（带）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可分
为底弯面、底断面、底弯面+底断面3种形态类型。
1）底弯面：边坡岩体发生倾倒变形破坏，在倾倒
岩体和正常岩体之间，岩体发生弯曲，弯曲面上有裂
纹，但还未完全折断，如坝址区QD5、厂址区QD6。
2）底断面：倾倒岩体发育规模较小，但近坡表倾
倒程度较大，发生弯曲变形破坏后岩体从根部折断
（图2），如坝址区QD1和水库区QD3、QD4。
弯折部位

(b) 平洞PD08洞深93.0 m底弯面
下游边界处弯折
带下覆岩层产状：
N10°W∠NE77°
(a)现场图

图3
Fig. 3

QD2倾倒边坡底断面、底弯面

Bottom section and bottom curved surface of QD2
toppling slope

3.3 倾倒变形破坏的地质模式

折断岩体

根据倾倒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过程和倾倒岩体
折断岩(带)

与正常岩体分界面形态特征，分以下3种地质模式。
1）倾倒弯曲
倾倒岩体与正常岩体界面弯曲，为底弯面，底弯
面 上 有 裂 纹 ， 未 完 全 折 断 ， 如 坝 址 区 QD5、 厂 址 区
QD6。
2）倾倒弯折
倾倒岩体与正常岩体界面部分弯曲、部分折断，

(b)示意图

图2
Fig. 2

QD1倾倒边坡底断面

Bottom section of QD1 toppling slope

为底弯面+底断面，如水库区QD2。
3）倾倒折断
倾倒岩体与正常岩体界面折断，为底断面，如坝
址区QD1和水库区QD3、Q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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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边坡发生倾倒的控制性因素、敏感因素，岩石强度

4 边坡倾倒变形破坏机制

和岩体结构、水的作用是边坡发生倾倒的次要因素、

工程区边坡具有不同的坡体结构，玉曲河左岸为

非敏感因素。
通过对水库区QD2顺向坡倾倒边坡（地质剖面
图见图4）的研究，认为其初始启动条件是在河谷岸
坡的成坡过程中，河谷快速下切，边坡产生卸荷回弹
变形，然后在自身重力条件下，薄层板梁一方面向临
空面弯曲变形，同时板理面、板理（或岩层面、层理）
也产生剪切滑移变形，主要经历卸荷变形、倾倒变形、
倾倒发展、倾倒加剧4个阶段。

顺向坡，右岸为反向坡，均普遍发生了倾倒。左岸顺向
坡倾倒形成坝址区QD1和水库区QD2、QD3，右岸反
向坡倾倒形成水库区QD4、坝址区QD5、厂址区QD6。
倾倒边坡是在复杂地质环境下，随地壳不断抬
升、河谷下切的过程中经过漫长的地质时代孕育演
化而成。倾倒边坡的发生和发展是受各种影响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初始地应力、岩层产状、边坡形态
3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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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geological profile of QD2 toppling slope

1）卸荷变形（图5（a）、6（a））

裂隙中的静水压力、冰作用力的促进作用下，向临空

由于河流逐渐下切、河谷不断加深时伴随边坡

面发生初始的倾倒变形。

成坡过程中大面积、强烈的卸荷作用，河谷边坡岩体

2）倾倒变形（图5（b）、6（b））

应力状态发生明显的分异，坡缘附近为拉应力分布

卸荷变形逐渐变大，板理面或岩层面倾角逐渐

区，坡体主应力迹线愈接近于临空面，最大主应力愈

变陡至直立，倾向相应由顺向逐渐过渡为反向。岩体

接近平行于临空面。在这种应力作用下，力学强度小

在自重弯矩和侧向卸荷的共同作用下，继续向临空

的板理面或岩层面自坡顶向下被拉开形成卸荷裂隙，

方向发生悬臂梁式倾倒变形，变形由坡体浅表部逐

板理面间发生微量剪切错动。水渗入裂隙中存在静

渐向深部发展。此阶段仍属边坡倾倒的初期，由板理

水压力，结冰后还有冰的作用力，对岩层倾倒起到促

面、岩层面间的剪切错动派生的岩板、岩层拉张效应

进作用，坡顶地带呈板状的陡倾顺层岩体将向临空

较弱，不具备层间拉张变形的基本应力条件，故通常

面发生初始的倾倒变形。

不会发生宏观拉张破裂，力学性质应属塑性连续变形。

河谷两侧的多级阶地说明玉曲河一直处于间歇

3）倾倒发展（图5（c）、6（c））

性抬升中，同时伴随河谷边坡的形成，坡体因卸荷回

随着变形的发展，坡脚附近岩体向临空面倾倒

弹沿板理面或岩层面松弛、拉裂。边坡顶部和中上部

变形加大，中后部岩体在初始扰动后，在重力产生的

在平行于坡倾向的最大主应力作用下和在后缘卸荷

弯矩作用下，层状岩体沿板理面、岩层面发生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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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倾倒加剧（图5（d）、6（d））
因坡体前部不仅临空条件好，而且薄层状板岩
在水的作用下易软化，边坡下部局部崩塌和压缩变
形，进一步加剧了岩体向临空方向的倾倒。在重力作
用下，弯曲变形继续发展，随着滑移—倾倒变形的进
一步加剧，岩层弯曲到一定程度，板内的纵向拉张裂
(a) 卸荷变形

(b) 倾倒变形

隙数量明显增多，其张开度也随之增加。当弯曲到一
定程度后，因其弯曲变形角度很大，作用于岩板、岩
层的倾倒弯矩继续增大，层间剪切作用十分强烈。当
剪切力达到或超过倾倒岩体根部的抗弯折强度时，
岩体在弯曲变形最强烈处破裂、折断，底弯面贯通，
形成具有潜在滑动面的滑坡。
沿结构面（板理面、板理、岩层面、层理等）剪切
作用加剧，除发生沿结构面的强烈剪切滑移外，也沿

(c) 倾倒发展

图5
Fig. 5

(d) 倾倒加剧

顺向坡倾倒变形机制

Mechanism of toppling deformation of consequent
slope

已有裂隙发生张性剪切破裂，表现出显著的切层发
展特征，力学属于不连续脆性破裂。
反向坡倾倒变形机制与顺向坡基本一致但略有
差别，顺向坡倾倒的启动作用力主要是卸荷回弹作
用，而反向坡倾倒的启动力是卸荷回弹和重力的共
同作用，而后均在重力作用下加剧了其倾倒变形程
度和岩体结构变化。反向坡形成机制可分为卸荷倾
倒变形、倾倒发展和倾倒加剧3个阶段，其中卸荷倾
倒变形阶段对应于顺向坡的卸荷变形和倾倒变形阶

(a) 卸荷变形

(b) 倾倒变形

段，这里不再赘述。

5 工程地质分区
5.1 工程地质分区原则
按岩体结构和变形破坏类型的差异，将倾倒边
坡自外向内分为3个工程地质区：散体坠覆区（C区）、
(c) 倾倒发展

图6
Fig. 6

(d) 倾倒加剧

边坡倾倒变形力学分析

Deformation mechanics analysis of slope toppling

还有的沿板理、层理发生滑移。随着滑移的发展，岩
层继续倾倒、弯曲，岩块变薄，结构逐渐变差，自坡面

碎裂拉张区（B区）和层状弯曲区（A区）。
1）散体坠覆区（C区）
散体结构，部分呈碎裂结构，一般不具连续板理
（层理），岩块间普遍具架空现象，强烈松弛，或充填
碎石、砾石、岩屑，多在重力作用下已发生错动、坠覆。
2）碎裂拉张区（B区）

向内逐渐形成散体坠覆、碎裂拉张、层状弯曲3个工

碎裂结构，表现为层内及层间拉张，板理（层理）

程地质分区。同时，由于倾倒岩体和正常岩体之间的

基本连续，发育倾坡外的纵向（与岩层走向或边坡走

转动角增大到一定值时，在边坡内逐渐形成比较连

向近平行）拉张裂隙，其中多充填碎石、岩屑或黏性

续、稳定的底弯面。

土，横向（与岩层走向或边坡走向近正交）裂隙也较

由于沿结构面（板理面、板理、岩层面、层理等）

发育。

剪切作用增强，层内拉张效应渐趋明显，岩板、岩层

3）层状弯曲区（A区）

承受越来越大的拉张应力。当拉张应力达到或超过

基本保持原始岩体的层状结构，板理（层理）连

岩体的抗拉强度，岩板、岩层会产生与边坡走向近平

续，倾坡外的拉张裂隙相对不发育，拉张变形不明显

行的纵向拉张裂隙。同时，由于坡面浅层岩体的压缩、

或裂缝出现微量变形，岩层以弯曲变形为主。

坠覆作用，岩板、岩层会产生与边坡走向近正交的横
向裂隙。

根据平洞揭示情况（表1），各倾倒边坡倾倒岩体
水平深度不同，分区也有不同，这些差异与倾倒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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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规模、发展过程直接相关。规模大的倾倒边坡如

层状弯曲区（A区）倾倒岩体呈薄层状结构，层厚

QD6，最大水平深度约200 m，边坡内部同时具有A、

2～8 cm，主要发育第1组板理（层理）裂隙，裂隙宽

B、C 3个工程地质区。规模中等的倾倒边坡如QD2、

0.1～0.2 cm，局部充填岩屑，迹长5～10 cm，裂隙间

QD5，水平深度60～100 m，边坡内部可同时具有上

距10～30 cm。

述3个工程地质区，也可缺少1个区。规模小的倾倒边

2）岩层产状

坡如QD1、QD3、QD4，水平深度小于30 m，边坡内部

平洞揭示各倾倒边坡工程地质分区岩层产状，
各分区岩体随倾倒程度变弱，岩层（板理）倾角逐渐

一般缺少1～2个工程地质区。
表1

编号

QD2
水库

洞深/
m

C区

B区

A区

PD08

130.0

16.0

25.0

93.0

产状变化明显，倾倒岩体岩层层序保持较好，板理面

PD02

106.0

7.0

40.0

61.5

倾向60°～90°（倾坡内），与正常岩体（倾向250°左右，

—

6.0～25.0

倾坡外）倾向相反；倾倒岩体板理面倾角40°～60°，

QD3

—

—

QD4

—

—

0～5.0

5.0～15.0

—

QD1

PD13

50.5

19.0

—

—

PD11

104.0

25.6

—

84.7

PD10

63.6

11.0

—

62.0

PD24

199.7

—

—

186.0

PD15

117.0

—

PD14

107.4

10.0

37.2

78.0

PD25

138.5

—

22.0～69.3

119.5

QD5

厂址

QD6

以水库区倾倒边坡QD2为例，倾倒岩体各区及

平洞
编号

0～6.0

坝址

（板理）倾向与正常岩体相反，而反向坡倾倒岩体层
面（板理）倾向与正常岩体基本相同。

分区水平深度/m

平洞
位置

变大；各分区内倾向变化小，顺向坡倾倒岩体层面

各倾倒边坡分区水平深度

Horizontal depth of each toppling slope zone

正常岩体板理倾向、倾角变化见图7、8。岩体板理面

与正常岩体（倾角70°～80°）相差20°～40°。
300
250
200
150
100
C
50
区
0
0

倾向/(°)

Tab. 1

20.0～70.8 >117.0

图7
Fig. 7

40

正常岩体

60

80

100

120

理（层理）面走向近垂直。倾倒边坡自内向外裂隙发
育程度逐渐变强、性状逐渐变差，各工程地质分区地

100
80
60
40
20
0
−20
−40
C
−60
区
−80
0

图8
Fig. 8

QD2各区板理倾向变化

Change of foliation tren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QD2

倾角/(°)

组裂隙：第1组为板理（层理）裂隙，顺板理（层理）裂
开；第2组为纵向裂隙，裂隙面与板理（层理）面走向
近平行、倾向近垂直；第3组为横向裂隙，裂隙面与板

为5～30 cm、长度为10～50 cm。以第1组裂隙最为发
育，其次为第2组纵向裂隙、第3组横向裂隙，裂隙宽
一般1.5～3.0 cm，裂隙面呈锯齿状，多充填岩屑、泥

20

A区

平洞深度/m

5.2 各工程地质分区地质特征
1）结构面发育
根据平洞精细地质素描资料，倾倒岩体中发育3

质结构具有明显差异。
散体坠覆区（C区）倾倒岩体呈散体～碎裂结构，
结构面主要为板理及裂隙，受结构面切割，岩块厚度

B区

B区
20

A区
40

正常岩体

60
80
平洞深度/m

100

120

QD2各区板理倾角变化

Change of Inclination angle of bedding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QD2

3）风化
倾倒边坡岩体普遍遭受风化，各风化带具有不
同的特征。强风化带岩石组织结构完全被破坏，裂隙

质，迹长50～130 cm。
碎裂拉张区（B区）倾倒岩体呈碎裂结构，结构

极度发育，强度极低，手捏即碎；平洞用镐钎可挖，易

面主要为板理及裂隙，受结构面切割，岩块厚度
一般10～30 cm，长度一般30～50 cm。以第1组板理
（层理）裂隙最为发育；其次为第2组纵向裂隙，裂隙

化带岩石组织结构基本未改变，矿物多在层面、裂隙

宽0.2～0.5 cm，起伏、粗糙，多充填岩屑，迹长50～
100 cm。

碎块状，平均岩芯获得率10%～50%。微新岩石组织

塌顶；钻进速度快，岩芯多呈碎石土状、碎块状。弱风
面被风化，岩块断口新鲜，锤击声较脆；平洞掘进较
困难，洞形稳定条件较差，须支护；钻孔中岩芯多呈
结构未变，仅沿裂隙面可见部分易风化的矿物；平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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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进困难，洞形稳定条件较好；钻孔岩芯呈柱状–长

数倾倒边坡呈干燥状态，10个平洞中仅PD08、PD14、

柱状，部分呈碎块状，平均岩芯获得率40%～80%。

PD25局部洞段揭露地下水。地下水一般沿倾倒岩体

根据平洞揭示，倾倒边坡内部岩体呈强风化–弱

中发育的断层破碎带出露，流量多小于1 L/min，平洞

风化状，未见微风化和新鲜岩石，其中，散体坠覆区

PD14洞深58 m处（断层破碎带宽约1 m）初见流量较

（C区）主要呈强风化，碎裂拉张区（B区）呈强–弱风

大，为200 L/min，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为不足

化，层状弯曲区（A区）主要呈弱风化。也就是说，边

80 L/min。
统计钻孔压水试验资料，散体坠覆区（C区）呈极
强透水性，碎裂拉张区（B区）呈极强–强透水性，层
状弯曲区（A区）一般呈中等透水性。

坡发生倾倒后，其内部岩体会遭受不同程度的风化
作用，一般不存在微新岩体，这也是区分倾倒岩体和
正常岩体的一个重要标志。
4）波速

6 岩体抗剪断强度

以QD2为例，平洞PD02中，散体坠覆区（C区）地
震波速1 000～1 199 m/s，碎裂拉张区（B区）地震波速
1 830～2 250 m/s，层状弯曲区（A区）地震波速2 000～
2 497 m/s，正常岩体地震波速2 973～3 399 m/s（图9）。
倾倒岩体与正常岩体比较，波速明显降低，完整性差，
而倾倒岩体内部，自坡外向坡内，由C区→B区→A区，

纵波波速/(m·s−1)

波速值呈逐渐变大的趋势。
3 500
3 000
2 500
2 000
1 500
1 000 C
500 区

B区
20

0

40

图9
Fig. 9

正常岩体

A区

60
80
平洞深度/m

100

120

QD2波速变化

Wave speed change of QD2

5）透水性
根据平洞揭露倾倒边坡中地下水的情况，大多
表2
Tab. 2

岩体抗剪断强度是倾倒边坡一项重要的工程地
质特性，也是边坡稳定性分析计算所需要的最主要
参数。在现场进行原位直剪试验，多在平洞内制样实
施，仅1组在地表取样、平洞中实施。共完成倾倒边坡
岩体直剪试验14组，边坡内部倾倒岩体、底弯（断）面
各7组，其中：A区直剪试验3组，B区4组；底弯面直剪
试 验 3组 ， 底 断 面 4组 ， 剪 切 面 尺 寸 30 cm×30 cm～
50 cm×50 cm。试验前对平洞侧壁人工扩挖形成凹槽，
在凹槽内布置试验点，倾倒边坡内部岩体的试验剪
切面与纵向裂隙基本一致，底弯（断）面的试验剪切
面为倾倒岩体与正常岩体的接触面。
以原位试验成果和反演计算 [19] 为基础，考虑其
他与边坡工程地质特征相关的因素并结合工程经验，
提出扎拉水电站各倾倒边坡岩体抗剪断强度参数建
议值（表2），其中底弯（断）面力学参数的取值，既要
考虑其粗糙度、起伏度、嵌连程度对现场力学试验的
加大效应，也要根据边坡重要性及危害性留有相应
的安全裕度。

倾倒边坡岩体抗剪断强度参数建议值

Recommended values of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for rock mass of toppling slope
底弯（断）面

边坡
编号

岩石
名称

倾倒边坡工程地质分区

天然

饱水

摩擦 凝聚力
系数f ′ C′/MPa

摩擦 凝聚力
系数f ′ C′/MPa

A区
摩擦
系数f ′

B区
凝聚力
C′/MPa

摩擦
系数f ′

C区
凝聚力
C′/MPa

天然

饱水

摩擦
系数f ′

凝聚力
C′/MPa

摩擦 凝聚力
系数f ′ C′/MPa

0.50

0.065～0.085

0.45

0.055

QD1～
QD3

砂质
板岩

0.65

0.20

0.55

0.15

QD4

砂质
板岩

0.55

0.15

0.50

0.05

—

—

0.70

0.30

0.45

0.052

0.40

0.030

QD5

钙质
板岩

0.60

0.30

0.55

0.20

0.70

0.55

—

—

0.35～0.45

0.085

—

—

QD6

钙质
板岩
大理岩

0.55

0.35

—

—

0.70

0.55

0.60

0.45

0.35～0.45

0.080

—

—

0.85

0.60

—

—

1.00

0.80

0.90

0.65

—

—

—

—

7 结

0.75～0.80 0.45～0.50 0.65～0.70 0.25～0.35

论

扎拉水电站工程区边坡普遍发生倾倒，倾倒边

坡对枢纽选址和建筑物布置方案影响很大。通过对
倾倒边坡进行长期勘察研究，在倾倒边坡空间范围
界定、倾倒岩体工程地质分区及其抗剪断强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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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等方面探索出多项创新方法，补充研究了顺向

取值，从而对现行标准规定的取值上限进行了适当

坡倾倒变形破坏机制，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枢纽工程

拓展。

区倾倒边坡的工程地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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