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 程 科 学 与 技 术

第 52 卷 第 5 期
2020 年 9 月

Vol. 52 No. 5

ADVANCED ENGINEERING SCIENCES

Sept. 2020

•青藏高原重大滑坡动力灾变与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DOI:10.15961/j.jsuese.202000246

白格滑坡裂缝区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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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格“10·10”滑坡后，其源区边界外残留有方量较大的裂缝区，“11·3”滑坡就是裂缝区部分失稳的结果。

“11·3”滑坡后裂缝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存在进一步失稳并进而滑坡堵江的可能性。为此，作者于2019年对滑坡区
补充了地质调查，并开展了裂缝区深部变形与渗压监测等工作。结果表明：1）滑坡区岩性属于金沙江缝合带的构
造混杂岩，以片麻岩为主，夹碳质板岩、大理岩以及超基性和酸性侵入岩。虽然构造活动扰动强烈，边坡整体为逆
向坡。蚀变和风化作用对滑坡的孕育演化作用显著。2）自“11·3”滑坡发生至2019年6月，滑坡裂缝区范围一直在
扩展。C1区扩展约500 m，到达白格村；C2区越过山脊，至滑坡边界直线距离约130 m；C3区范围相对稳定。从宏观
变形来看，“11·3”滑坡诱发的裂缝变形最大，此后发展趋缓。3）C1-1、C2和C3-1区均已形成剪切带，变形深度C1-1
区最小（18 m），C2区最大（67 m），C3-1区居中（22.5 m）。平均变形速率C1-1区最大，推测大于20 mm/d；C3-1区其
次，达到3.33 mm/d；C2区最小，为0.29 mm/d。4）裂缝区不存在稳定的地下水位，变形与降雨未呈现关联性。
5）裂缝区目前变形均未收敛，均处于蠕变变形状态。后期需要关注C1-1和C2-1区，特别是变形特征与局部基岩解
体破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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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the Cracking Zones at the Site of the Baige Landslides and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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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ige “10·10” slide generated large volume of cracking zones outside the boundary of its source area, of which part slipped and
caused the “11·3” slide. The extent of the cracking zones further developed after the “11·3” slide and there still exists great possibility of another landslide to occur and block the Jinsha River. Therefore, in 2019 landslide geology was further investigated and field instrumentation, such as
borehole inclinometer and pore water pressure, was implemented in the cracking zon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bedrock in the landslide
area is mainly tectonic mélange of gneiss in the Jinsha Suture Belt, intermingled with carbonaceous slate, marble, and intruded ultrabasic and acid
rocks. The bedrock alteration and weathering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lides. 2) The scope of the cracking zones has been
developing from the occurrence of the “11·3” slide to June 2019. Zone C1 has extended about 500 m reaching the Baige Village, Zone C2 over
the hill ridge for～130 m, while C3 remains basically unchanged. As for the magnitude of deformation, the “11·3” slide-triggered one is the
largest, it then slows down. 3) In the cracking zones C1-1, C2 and C3-1, the shear bands at depth are well developed and their depth reached 18 m,
67 m and 22.5 m and their averaged deformation velocity is 20, 0.29 and 3.33 mm per day respectively. 4) No stable water table is observ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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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king zones and the deformation is not well correlated with rainfall. 5) The deformation in the cracking zones is still developing without any
sign of stop. Clos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zones C1-1 and C2-1 in the future, especial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acks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rock lump at their toes.
Key words: Baige landslides; cracking zone; evolution; field instrumentation; future development

2018年10月10日和2018年11月3日，西藏自治区
江达县波罗乡白格村先后发生两次滑坡 [1– 2] ，简称
“10·10”滑坡和“11·3”滑坡。两次滑坡均堰塞了金沙
江上游，其中“10·10”滑坡坝最低高程约2 931 m，上
游最高水位2 932.69 m，相应的蓄水量为2.9×108 m3，
10月12日下午17时30分开始自然溢流，溃决洪水流
量峰值1.0×104 m3/s；“11·3”滑坡坝最低高程2 966 m，
高出“10·10”滑坡坝35 m，采用开挖人工导槽降低堰
塞湖库容量，导槽底板高程2 952.52 m，坝前水位最
高达到2 956.40 m，蓄水量5.78×108 m3，溃决洪水流
量峰值3.1×104 m3/s[3]。“10·10”堰塞湖淹没了波罗乡
政府及其与滑坡坝之间的部分村庄，“11·3”堰塞湖
进一步淹没至上游的白玉县金沙乡及其沿岸部分村
庄，导致大量民居倒塌。虽然两次滑坡未造成人员伤
亡，但是“11·3”堰塞湖溃决洪水流量达到万年一遇，
下游至梨园水电站的桥梁、沿岸公路、农田和在建水
电工程等水毁严重。
“10·10”滑坡后，在其源区边界外侧尚残留有3

演变过程，再次介绍内观监测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分
析裂缝区的稳定现状。

1 白格滑坡地质条件新认识
金沙江缝合带的形成始于海西运动，并受到印
支、燕山和喜山运动的进一步改造。
滑坡区位于金沙江缝合带内，主要岩性为元古
界熊松群片麻岩（Ptxna）。受多期构造活动改造，地层
整体呈现出构造混杂岩特征，一方面，片麻岩中夹杂
有碳质板岩、大理岩；另一方面，岩体呈团块状，团块
之间为断层接触。可见，构造运动对地层的改造作用
显著，但是滑坡区片麻岩的整体规律性留存，片理面
总体产状S43°W/47°。岸坡走向与片理面走向小角度
斜交，岸坡整体表现为逆向坡（图1和2）。碳质板岩主
要出露于剖面1–1′右侧的Z2区，其它部位零星分布。
大理岩则分布在“10·10”滑坡右侧边界外，高程3 500 m
以下，滑坡区偶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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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2]。“11·3”滑坡后，裂缝区进一步向外扩展。因此，
裂缝区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是否会再次发生类似

片理面
极点
E

W

98°43′0″E
图例
片麻岩
岩性界线
10·10滑坡区域
蛇纹石化片麻岩
片麻岩夹炭质板岩、 片理
大理岩和花岗斑岩

的堵江事件？这是防灾减灾必须面对的难题。
要解决这一难题，3个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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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滑坡机制与诱发因素，二是监测预警，三是减灾措
施。2019年的主要减灾措施包括滑坡源区后缘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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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载56×104 m3，堰塞坝清淤245×104 m3等 [4]，本文主

31°5′0″N

裂
协断

-木

波罗

要讨论前两个方面。
关于白格滑坡的成因与诱发因素，目前已有不
少文献报道 [2, 5–13]，总体上强调了深切河谷构造地貌
演变的作用，诱发因素主要为重力。但是滑坡区的地
层岩性与地质结构描述相差较大。根本原因在于，首
先是滑坡位于金沙江缝合带，地质背景过于复杂；其
次是滑坡区为高海拔区，滑坡后小规模崩塌现象时
有发生，现场调查难度较大。绝大部分论文的地质描
述以区域地调报告为基础，补充个人现场考察成果
形成。仅文献[8]的论述摆脱了区域地调报告的框架。
由于调查深入程度、个人知识背景与思考角度差异，
对地层岩性与地质构造的描述差异很大。这反映了
构造混杂岩的复杂性，即使是同一现象不同学者的
解释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基于过去一年多的现场调
查与监测，作者拟首先在文献[2]基础上，进一步补充
对滑坡区地质条件的认识，其次回顾滑坡裂缝区的

PF：平台
GL：冲沟
Z：岩性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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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白格滑坡地形地质图（滑坡前地形，高程精度12.5 m）

Fig. 1

Topography and geology of the Baige landslide (presliding DEM has a resolution of 12.5 m)

构造运动也伴随着超基性、酸性岩浆岩侵入，包
括沿波罗木协断裂及其临近片麻岩侵入的金沙江超
镁铁质岩带、蛇纹岩，以及沿片理面侵入的花岗斑岩
等。超基性岩为海西期侵入，主要出露于滑坡后缘一
带。而酸性岩为燕山期侵入，出露于剖面1–1′左侧
（北侧），滑坡后壁碎裂基岩中有薄夹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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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白格“10·10”滑坡剖面图1–1′

Cross section 1–1′ of the Baige “10·10” slide

总之，岩性分布Z1区主要为蛇纹石化片麻岩和
蛇纹岩，滑坡后壁局部存在薄层花岗斑岩，滑坡左侧
边界有厚层花岗斑岩分布。Z2区岩性主要为片麻岩，
夹碳质板岩。碳质板岩主要位于右侧，左侧碳质板岩
零星分布，近边界处常见花岗斑岩。Z3区主要为片麻
岩，偶见碳质板岩。
金沙江河谷下切过程中的卸荷作用与风化作用
进一步改造了边坡岩体性状。卸荷作用主要表现为
倾倒变形，片理面倾角自下而上逐渐减小，卸荷作用
逐渐增强（图2）。边坡上部的Z1区出露最早，卸荷最
强，加之超基性侵入岩及其蚀变带抗风化能力差，因
此其岩层性状最差，基本上为全风化地层，仅在滑坡
后壁局部残留强风化蚀变片麻岩团块。中部Z2区出
露较晚，抗风化能力较强，基本上以强风化为主。下
部的Z3区基本上为弱风化岩体，表面局部残留薄层
坡积层。总之，边坡岩体整体呈现出上软下硬特征。
调查期间，统计了27组结构面，除了片理面外，
滑坡区域未发育其它优势结构面（图1（b））。主滑区
的两组控制性结构面 [2]是边坡变形演变过程中节理
相互连接贯通的结果。
边坡的上述岩性与结构特点导致边坡的变形呈
现出自上而下逐步推进的特点，这一过程也可理解
为主滑区控制性结构面渐进贯通的过程。这一历史
过程十分漫长，许强等 [5–6]发现早在1966年就呈现出
明显的宏观变形特征。现场访问贡则寺萨加活佛与
次色俄陈堪布，边坡的变形历史不会低于100年，滑
坡后缘的唐夏寺搬迁极有可能是边坡变形的结果。
总之，“10·10”滑坡是重力作用下边坡长期变形
演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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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18

2′
1′

C3-2区
3′
0 100 200

400
m

图3

白格滑坡裂缝区发展过程（底图为四川测绘地理信
息局2018–10–16航片）

Fig. 3

Development of the cracking zones (revised after
UAV image by Sichuan Bureau of Surveying，Mapping and Geoinformation in October 16，2018)

2019年6月基本结束。扩展最为严重的是C1-1区，直
线距离超过500 m，其边界向南扩展至白格村，将五
栋住宅纳入裂缝区范围（图4）。后期扩展的区域按变
形程度进一步命名为C1-2区和C1-3区；其次是C2区，
直线距离超过130 m，裂缝范围已经越过滑坡区背后
的山脊（图5）；C3区的范围变化不大。2）裂缝本身变
形加剧。对“10·10”滑坡产生的裂缝而言，“11·3”滑
坡导致裂缝变形快速发展，此后裂缝的宏观变形速
度趋缓。C1-1区和C2区的典型裂缝发展过程参看图6
和7，C3区则进一步解体为C3-1区和C3-2区。

P2

2019−06− 05

P1
(a) 耕地裂缝

图4
Fig. 4

P2
(b) 房屋裂缝

白格村裂缝（照片P1和P2位置参看图3，镜向西）
Cracks at Baige Village (see Fig.3 for the location of
photos P1 and P2，view is to the West)

唐夏寺遗址
P5
2018−10−18

2 裂缝区演变过程
“10·10”滑坡在滑坡边界外产生3个裂缝区，即
C1-1，C2和C3。“11·3”滑坡就是裂缝区C2和C3部分
失稳的结果[2]（图3）。
“11·3”滑坡后，裂缝区有进一步发展。包括两个
方面：1）裂缝区范围向外围扩展（图3）。该过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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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5

2018−11−08
P3

图5

滑坡后缘裂缝发展过程（照片P3位置参看图3，镜向北）

Fig. 5

Development of cracks behind the main scarp (see
Fig.3 for the location of photos P3，view is to the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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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变形台坎 变形台坎 唐夏寺遗址
变形裂缝 变形裂缝

2018−10−18

2018−11−08
变形小陡崖

变形裂缝

(b)

倾倒
变形岩体

基岩
倾倒
变形边界

(a) 小台坎与裂缝
2019−03−07

2019−06−05

图9

图6

C1-1区后缘公路裂缝发展过程（照片P4位置参看图3，
镜向北）
Fig. 6 Development of road cracks at the rear of zone C11 (see Fig.3 for the location of photo P4，view is to
the North)

2018−10−18

Fig. 9

2018−11−08

2019−03−05

Fig. 10

2019−06−05

图7

C2区公路裂缝发展过程（照片P5位置参看图3和5,除
2018–11–08镜向北之外，其它照片镜向南）

Fig. 7

Development of road cracks at zone C2 (see Figs.3
and 5 for the location of photo P5，view is to the
North except the one on November 8，2018)

裂缝区范围与斜坡的历史倾倒变形区密切相关。
斜坡Z1区以上存在较多的小台坎等微地貌特征，与
裂缝的出现部位高度契合，应该是片麻岩差异倾倒
变形的结果（图8和9）。裂缝或小台坎两侧岩体的风
化程度也往往差异很大（图10），越靠近滑坡边界风
化程度越高，一方面说明倾倒变形岩体的抗风化能
力减弱，另一方面也说明滑坡区岩体的倾倒变形历
史悠久，这也间接证实了唐夏寺的搬迁原因。
N

N

EW

Fi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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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a) 片理面

(b) 变形小台坎

(c) 变形裂缝

图8

小台坎与裂缝形成机理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ormation of small scarps
and cracks

图 10

W

(b) 形成机理

片理面、小台坎与裂缝走向玫瑰花图

裂缝两侧岩体风化对比（照片位置见图3的P6）
Comparison of rock weathering at the two sides of
the crack (see Fig.3 for the location of photo P6)

“10·10”滑坡后，“3个裂缝区均未见明显的块体崩落
现象”[2]，“11·3”滑坡却发生了。相反，“11·3”滑坡后，
滑坡边界附近的块体崩落却十分显著。需要进一步
探讨的问题，裂缝区发生类似“11·3”滑坡的可能性、
具体危险区域和滑坡规模。为此开展了监测工作。

3 内观监测与成果分析
3.1 监测仪器与布置
内观监测包括测斜和渗压监测，为了对比分析
补充了环境量，即降雨量监测。监测仪器分别为美国
SINCO公司生产的测斜仪和振弦式渗压计（量程70 kPa，
约7 m水头），深圳北斗云雨量计（精度0.2 mm）。
C1、C2和C3区各布置一个监测断面，监测布置
与实施情况参看表1和图3。
表1
Tab. 1

监测实施情况一览表

Parameters for field instrumentation

钻孔编号

孔深/m

用途

初始读数时间

ZK1

95.5

测斜、渗压

2019–08–06

ZK7

44.5

测斜、渗压

2019–06–28

ZK8

79.5

测斜、渗压

2019–07–31
2019–07–21

Rose diagram of strikes of schistosity，small scarps
and cracks

ZK10

90.5

测斜、渗压

2019年6月后裂缝区的宏观变形迹象虽然趋于

ZK15

48.5

测斜

2019–08–11

平稳，但是如何评判裂缝区未来的变形趋势仍然是

ZK17

76.0

测斜

2019–10–04

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11·3”滑坡就是一个教训。

ZK18

40.0

测斜

201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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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埋设时普遍渗压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孔隙

3.2 降雨与渗压监测分析
2019年雨季白格的月降雨量统计见表2，4只渗

水压力消散很快。ZK8和ZK10的渗压为负值，处于完

压计的监测成果与降雨量对比见图11。2019年雨季

全无水状态；ZK1的渗压5.5 kPa（0.56 m水头），只有

白格滑坡的降雨量不大，最大降雨量36.6 mm/d。

位于裂缝区之外的ZK7渗压略高，28.1 kPa（2.80 m水

Tab. 2

头），即对白格滑坡而言，基本上不存在固定的地下

2019年雨季白格滑坡月降雨量

Monthly rainfalls at the Baige landslides during
raining season in year 2019

水位，降雨或地下水不是滑坡的直接诱发因素。因此，
下面的分析中不再考虑降雨和渗压等环境因素。

mm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50.2

106.4

113.2

141.8

63.8

ZK7

水头/m

ZK1

ZK8

ZK10

ZK8、ZK17和ZK18。其中，ZK17只完成初值测量，2 d

48

降雨量

30

32

10

16

−10
2019−06−01

7个测斜孔中，4个监测到深部剪切变形，即ZK1、
后 再 次 测 量 时 探 头 只 能 下 放 至 孔 深 15.5 m处 ， 即

降雨量/mm

50

3.3 深部变形分析

ZK17的滑带深度在15.5 m以下。ZK1、ZK8和ZK18的
A向（顺坡向）累计位移孔深曲线见图12。ZK1的剪切
带深度为49.0～67.0 m；ZK8侧孔分别在5.5～7.5 m和
61.0～62.0 m存在2个剪切带，第1个剪切带基本对应

0
2019−07−31

2019−09−29

表层强风化层，第2个为元古代熊松群片麻岩的岩性

日期

图 11
Fig. 11

分异界面；ZK18的剪切带深度在21.5～22.5 m，同样
是岩性分异界面。ZK17的岩性分异界面深度为18.0 m，

降雨与水头关系曲线

参照ZK1与ZK18可以推测其剪切带深度大致在

Rainfall and water head vs time

从图11来看，渗压计的渗压值或换算水头与降

15.5～18.0 m。这类分异界面既体现了岩性差异，同

雨过程无关。由于钻孔过程使用植物胶护壁，渗压计
2019−08−11
2019−09−15
2019−10−21
0

2019−08−21
2019−10−10
2019−11−02

0
10

40
60

深度/m

20
深度/m

深度/m

20

30
40
50
60

80
−50

时在构造作用下岩体相对破碎，风化也相对强烈。
2019−08−16
2019−10−16
2019−11−02

2019−08−06
2019−09−15
2019−10−27

0
50
位移/m

100

70
−50

(a) ZK1

50

(b) ZK8

图 12
Fig. 12

0
位移/m

2019−10−12 2019−10−14
2019−10−16 2019−10−18
2019−10−20 2019−10−22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0
20
40
−20
位移/m
(c) ZK18

测斜孔A向累计位移孔深曲线

Accumulative displacement in A direction vs depth

鉴于测斜孔的累积误差比较大，统计各钻孔剪

40

示于表3，图表中方位角为剪切带变形方向。C2区的2
个监测孔ZK1和ZK8的监测时间最早，但是平均变形
速率最小，为0.29 mm/d（ZK1）；C3区的平均变形速率
为3.33 mm/d；变形速率最大的是C1-1区，参照ZK18

位移/mm

切带的位移制作的位移时间曲线见图13至16，参数

A 向位移

20

方位角

60

0
2019−08−06

ZK8的两个剪切带中，深部剪切带变形小，且已
ZK17在剪断前变形也未出现收敛现象，即白格滑坡

合位移

120

剪断时的变形量，推测速率应在20 mm/d左右。
经稳定，但是浅部剪切带变形尚处于稳定发展之中。

B 向位移

图 13
Fig. 13

2019−09−05 2019−10−05
观测日期

方位角/(°)

表2

0
2019−11−04

ZK1孔49～67 m剪切带位移时间曲线

Displacement vs time for the shear band of 49～67 m
in borehole ZK1

工程科学与技术
B 向位移

合位移

A 向位移

方位角

B 向位移

合位移

方位角

110

45

130

10

90

30

100

5

70

15

70

位移/mm

15

方位角/(°)

位移/mm

A 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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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19−10−11

50
0
2019−07−31 2019−08−30 2019−09−29 2019−10−29
观测日期

图 14

Displacement vs time for the shear band of 5.5～
7.5 m in borehole ZK8

10

A 向位移

B 向位移

合位移

方位角

140
110

位移/mm

Fig. 16

80

5

50

20
0
2019−07−31 2019−08−30 2019−09−29 2019−10−29
观测日期

图 15
Fig. 15

ZK8孔61～62 m剪切带位移时间曲线

Displacement vs time for the shear band of 61～62 m
in borehole ZK8
表3
Tab. 3

钻孔
编号

观测
次数

观测
日期

ZK1

15

ZK8

16

ZK17
ZK18

1
7

2019–11–02
2019–11–02
2019–11–02
—
2019–10–22

ZK18孔21.5～22.5 m剪切带位移时间曲线

Displacement vs time for the shear band of 21.5～
22.5 m in borehole ZK18

的3个拉裂区变形尚未企稳，进一步滑坡失稳的风险
仍然很大。

2020年4月初的裂缝区发展趋势见图17，从滑坡
堵江的风险角度分析潜在危险最大为C1-1和C2-1区。
C1-1子区后缘位于原S201公路处（图6），累计沉
降超过5 m，且削方后变形速度未减（图18中的照片
P1），在所有裂缝区中变形速率是最大的。从现场调
查情况来看，其前缘碎裂的蚀变片麻岩开始渗水，按
该区域的变形机理推测，碎裂基岩已经趋于贯通，即
该子区已经具备整体下滑的条件。

剪切带位移观测成果一览表

Statistics of displacement at shear bands

A(顺坡向) B(垂直顺坡向)
向位移/mm
向位移/mm
20.82
12.86
5.57
—
30.04

40
2019−10−23

4 裂缝区发展趋势
方位角/(°)

Fig. 14

图 16
ZK8孔5.5～7.5 m剪切带位移时间曲线

2019−10−15 2019−10−19
观测日期

方位角/(°)

76

14.47
2.25
2.25
—
20.95

合位移/mm

方位角/(°)

平均速率/
(mm·s–1)

剪切带深度/m

剖面

备注

25.35
13.05
6.00
—
36.62

120
95
116
—
129

0.29
0.14
0.06
—
3.33

49.0～67.0
5.5～7.5
61.0～62.0
15.5～18.0
21.5～22.5

2–2′
2–2′
2–2′
1–1′
3–3′

—
—
—
破坏
破坏

N

C2-1子区的范围见图17和19，即位于“11·3”滑
坡的左后侧。列为风险大的原因在于：1）该子区圈椅

C1-3

状裂缝已经基本形成；2）前缘陡峻（图19）；3）岩性为

C2-2
C2-1

全、强风化蛇绿岩。
该子区可能会出现类似“11·3”滑坡的失稳模式，

C1-2
C1-1
C3-1

变形不大，预报困难。
C1-1和C2-1子区的估算方量均在80×104 m3左右，
进一步考虑滑槽残存的近百万方清方和塌滑碎屑，

C3-2

单一子区失稳即可形成“10·10”滑坡堰塞坝高度。由
于滑坡碎屑的铲刮和震动效应，两个子区连续下滑
的可能性极大。这仅仅是问题严重的一个方面。按照
白格滑坡的特点，这两个子区下滑后，C1-2和C2-2两

0 125 250

图 17
Fig. 17

500
m

裂缝区风险分区（2019年10月4日航片）

Risk zoning of the cracking zones (UAV image in
October 4，2019)

个子区受牵引解体的概率极大。
从ZK18剪切带来看，C3-1的主要变形方向S51°E，
与PF1平台下的小山脊走向接近一致。C3-2区的变形
方向与C3-1区类似，两者均为覆盖层滑坡。基于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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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侵入岩。边坡整体为逆向坡。岩体蚀变和风化作
用对滑坡的孕育演化作用显著。
2）“11·3”滑坡后，滑坡后缘裂缝区范围在进一

P1

步扩展，至2019年6月才停止。C1区向南扩展到白格

C1-1

村，距滑坡边界直线距离约500 m；C2区向西越过山
脊，直线距离约130 m；C3区范围相对稳定。从宏观变
形来看，“11·3”滑坡诱发的裂缝变形最大，此后发展

渗水

趋缓。
3）C1-1、C2和C3-1区均已形成剪切带，变形深
P1

度C1-1区最小（18 m），C2区最大（67 m），C3-1区居中
（ 22.5 m） 。 平 均 变 形 速 率 C1-1区 最 大 ， 推 测 大 于
20 mm/d；C3-1区其次，达到3.33 mm/d；C2区最小，为
0.29 mm/d。
4）裂缝区不存在稳定的地下水位，变形也未表
现出与降雨的关联性。
5）裂缝区目前变形均未收敛，均处于蠕变变形
状态。后期需要密切关注C1-1和C2-1区，特别是裂缝
变形特征与局部基岩解体破坏情况。

图 18
Fig. 18

C1-1区潜在失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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