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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西南地区多为高山峡谷地貌，易发生滑坡堵江事件，形成堰塞湖。堰塞湖水位壅高过程中，堰塞体为

常剪应力路径，即剪应力保持不变，孔隙水压力不断增大。但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固结排水剪和固结不排水剪，
与堰塞湖水位壅高过程中的实际应力路径有别，因此开展常剪应力路径下堰塞体材料的变形特性研究，是深入
分析湖水位壅高过程中堰塞体动态响应的有效途径。鉴于此，本文以2018年10月11日白格堰塞湖为例，以堰塞体
的实际高度、漫顶前的最高堰塞湖水位及湖水位壅高过程中的实际应力路径为基础，基于细观尺度的离散元
（DEM）–孔隙有限体积法（PFV）流固耦合方法，从敏感性分析的角度出发，开展了不同围压、不同初始应力条件
下堰塞体土料的常剪应力剪数值模拟试验，并从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宏观）及内部接触力（微观）的分布规律等
角度出发，揭示了湖水位壅高过程中堰塞体不同位置的变形响应及其微观力学机理。研究表明，湖水位壅高条件
下堰塞体土料变形特性受到土料位置、强度和湖水位壅高程度的联合影响。处于堰塞体不同位置的土料，围压与
初始应力比条件不同，并且在堰塞体漫顶之前所遭遇的最大孔隙水压力也不同，从而导致在堰塞湖水位壅高过
程中，不同位置的堰塞体土料呈现出不同的变形特性，一般呈现由里及外变形逐渐增大的规律。在相同围压条件
下，靠近堰塞体上游外缘的土料，初始应力比相对较高，且遭遇的最大孔隙水压力也相对较高，从而在堰塞湖水
位壅高过程中其应力路径会穿越失稳线，导致颗粒之间的接触力减弱，从而产生较大的变形，且大变形区的厚度
与范围受到初始应力比及最高湖水位的限制。堰塞体内部初始应力比相对外缘较少，在湖水位壅高过程中应力
状态穿过失稳线的可能性降低，从而变形也相对较小。
关键词:堰塞体；湖水位壅高；离散单元法；数值模拟；变形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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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EM–PFV to Modeling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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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landforms in southwest China are high mountains and valleys, which are prone to be dammed by the landslides and form
dammed lakes. During the rising of water level, the encountered stress path is constant shear stress, namely, the shear stresses was constant, but
the pore water pressures increased gradually. Currently, most of the conducted tests of landslide dam were focused on the consolidated drained or
undrained test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actual stress path in the process of rising of water level. Therefore, the study on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dslide dam under the constant shear stress path is an effective way to deeply analyze the dynamic deformation of the landslide dam
during the rising of water level. Hence, taking the Baige dammed lake on October 11, 2018 as an example, considered the height of landslide dam,
the highest water level before overtopping and the actual stress path during rising of water level, the parametric studies were carried out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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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cro-scale DEM–PFV coupled simul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lide dam materials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 different initial stress ratio, and constant shear stress path. The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lide dam during the rising of water
level and corresponding micromechanics were revealed according to the macro stress-strain relationship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act forces
between particles. It suggests that the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lide dam materials during the rising of water level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combined roles of location, strength, and extent of water level. At different locations, the confining pressure and stress ratio is different, and
the maximal pore water pressure is different too. This induced different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rising of water level, and usually
the deformation increased from the core of the landslide dam to the surface at upstream. At the same confining pressure, the materials closed to
the side of landslide dam, the initial stress ratio is high, and the encountered pore water pressure is high, so it will be more easily deformed, and
the extent of large deformation is restricted by the initial stress ratio and the final water level. Thi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weakening of contact
forces between particles. At the internal part of landslide dam, the initial stress ratio is lower than that at the external part, hence the probability of
passing the instability line is lower, and the deformation of the internal part is smaller.
Key words: landslide dam; lake water level rising;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numerical simulation;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堰塞湖是在一定的地质与地貌条件下，由于地
震、滑坡、泥石流等因素引发的自然堆积体横向阻塞
[1]

应力路径有别。因此开展常剪应力路径下堰塞体材
料的变形特性研究，是深入分析湖水位壅高过程中

河谷后，造成上游段壅水而形成的湖泊 。在中国青
藏高原的高山峡谷区，不仅易形成滑坡堰塞湖，还有
可能形成破坏力巨大的溃坝洪水[2]，如易贡堰塞湖[3]、
白格堰塞湖[4]等。堰塞体的溃决模式主要有漫顶溢流、
渗透破坏和坝坡失稳3种 [5]，堰塞体自身结构特征与
组成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质是影响溃决模式的主要因

堰塞体动态响应的有效途径。

素之一。堰塞体形成之后，及时分析其组成材料的物
理力学性质，对于堰塞体安全评估、溃决模式分析等
均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目前，确定堰塞体物理力学性质的研究手段主要有
原位试验、室内试验与数值模拟3种 [6]。如Chang等 [7]
通过原位试验测试了堰塞体的侵蚀性，Okeke [8] 、刘

破坏，堰塞湖水开始自然下泄。

汉东 [9]、柴贺军 [10]和Ma[11]等分别通过三轴压缩等室
内试验研究了舟曲、扣山等堰塞体的临界水力比降、
强度等力学参数。原位试验和室内试验对于观察堰
塞体的力学性质起到重要作用，但受到试样尺寸、试
验设备等试验条件的限制，较难反映堰塞体的实际
力学性质。数值模拟试验凭借其可重复性、便利性、
尺寸限制少等特点，可作为原位试验和室内试验的
一种重要补充研究手段 [6] 。杨江涛等 [12] 采用离散元
法，模拟了堰塞体材料的直剪试验，从宏观和微观的
角度对堰塞体的力学特性进行了研究，指出基于离
散元的数值模拟试验可以较好的克服室内试验的问
题，直接获取试验内部接触力的分布与传递情况，从
而优化堰塞体力学特性的研究。
堰塞体的物理力学特性研究需考虑相应的应力
状态和应力路径 [6]。在堰塞湖水位壅高过程中，堰塞
体应力路径为常剪应力，即剪应力保持不变，孔隙水
压力不断增加，平均有效应力不断降低。国内外主要
研究了砂土材料在常剪应力路径下的力学特性[13–15]，
对于堰塞体往往开展的是三轴固结排水剪或固结不
排水剪试验 [9,11]，这与堰塞湖水位壅高过程中的实际

2018年10月11日，西藏自治区江达县波罗乡白
格村与四川省白玉县绒盖乡则巴村交界处金沙江右
岸发生高位山体滑坡，堵塞金沙江，形成堰塞湖。堰
塞体最高处高出江面60 m，平均高出江面40 m，堰塞
湖水位最高为36.4 m[16]。10月12日，堰塞体发生漫顶
本文以白格堰塞体为例，建立了土料离散元
（DEM）模型，利用孔隙有限体积法（PFV）建立了孔
隙尺度的流体网格，通过DEM–PFV耦合数值模拟开
展了堰塞体材料常剪应力路径三轴试验，从数值模
拟敏感性分析的角度研究了湖水位壅高过程中的土
料变形特性，为分析堰塞体在湖水位壅高条件下的
动态响应提供有益帮助。

1 DEM–PFV–流固耦合模拟
1.1 离散元（DEM）原理
离散元法将颗粒材料视为具有一定大小、密度
和刚度的球形颗粒，且颗粒运动规律遵循牛顿第二
定律 [17]：
Fi = mi ai

（1）

其中，mi为颗粒i的质量，ai为颗粒加速度，Fi为颗粒牵
引力。
相邻颗粒间法向力根据颗粒重叠的距离来确定[18]：
Fn,i j = kn, i j ∆Di j · nn,i j

（2）

其中，F n,ij 为颗粒间法向力，k n,ij 为法向刚度，ΔD ij 为
颗粒间重叠距离，n n,ij 为颗粒间相互作用力的单位
矢量。
颗粒间剪切应力根据切向位移确定 [18]：
∆Fs,i j = ks, i j ∆us, i j · ns,i 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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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s,i j = Ft−∆t
s,i j + ∆Fs,i j

（4）

其中， Fts,i j 为颗粒间剪切力，Δt为时间步长，Δus,ij为切
向位移，ks,ij为切向刚度。
最终，颗粒的牵引力为 [18]：
n
∑
Fi =
(Fn,i j + Fs,i j )

（5）

j=1

作者利用开源程序YADE[19]开展离散元模拟。
1.2 孔隙有限体积法（PFV）
在孔隙有限体积法（pore finite volume,PFV）中，

格构成的网络。Ωi为四面体网格i定义的域，其中包含
了流体域Θi，相邻两个三角剖分产生的Voronoi单元
交点Pi和Pj，以及固体颗粒所围成的域Θij，为两个孔
隙网格交换流量的孔喉。
流体对固体颗粒的作用力F k 包括绝对压力p和
黏性应力τ：
w
（10）
Fk = (p∗ n+τn)dS
∂Γk

其 中 ， 测 压 管 压 力 p = p∗ − ρ f Φ (x) , ρ f Φ (x)为 静 水 压
力。因此Fk为3项Fb,k、Fp,k、Fv,k的总和：

离散元颗粒被Delaunay三角剖分为四面体网格，四面
体网格的顶点为离散元颗粒，一个四面体网格代表
一个孔隙。全部的四面体网格构成孔隙网络，用于建
立斯托克斯流[20–22]。连续方程为：
w
V̇p,i = (u − v) · ndS

（6）

∂Θi

其中， V̇p,i 为孔隙体积的变化，∂Θi 为孔隙轮廓，u为流
体速度，v为孔隙的速度。积分可以表示为流量的总
和，由每个孔隙与4个相邻孔隙交换流量：
4 w
4
∑
∑
(u − v) · ndS =
V̇p,i =
qi j
j=1 S f
ij

（7）

局部压力梯度：
pi − p j
li j

（8）

其中，pi和pj为相邻孔隙的压力，lij为连接相邻孔隙的
通道长度，导水率gij=kij/lij。在t时刻：
4
∑

(
)
[t]
gi j pi[t+∆t] − p[t+∆t]
= V̇p,i
+ Q[t]
j
i

（9）

j=1

其中，Qi为孔隙i的源项。
1.3 DEM–PFV耦合模拟方法
DEM–PFV耦合方法 [20–22]是处理流体与固体相
互作用的一种耦合模型，如图1所示 [22]，在空间中，将
离散元球体进行Delaunay三角剖分，形成由四面体网

Pi

Pj

图1
Fig. 1

Fk = Fb,k + Fp,k + Fv,k

（11）

b,k

其中，F 为静水压力产生的浮力。流体流动产生的
法向力Fp,k由下式计算：
k
Fp,k
i j = Ai j (pi − p j )ni j

（12）

其中， Aki j 为作用面，pi和pj为孔喉两端的压力，nij为Pi
指向Pj的单位向量。
黏性应力产生的切向力由下式计算：
w
Fv,k
τndS
ij =

（13）

∂ s Θi j

j=1

qi j = k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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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剖分
Voronoi 图
Ωi
Ωj
Ωij
Θij

DEM–PFV流固耦合示意图 [22]

DEM–PFV fluid-structure coupling diagram [22]

一般的DEM–CFD耦合方法要求流体的网格要
大于颗粒的粒径 [23]，而DEM–PFV耦合方法则不受其
限制，实现了颗粒孔隙尺度的流体网格划分，并通过
连续性方程和Navier–Stokes方程来较好地模拟颗粒
与流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目前DEM–PFV耦合方法已
经广泛用于土体内部侵蚀的研究 [24–25]、饱和土沉降
模拟研究 [26]等，直观地揭示了土颗粒与孔隙水在微
观尺度的相互作用。

2 模拟条件
2.1 初始条件
本模拟中，初始条件的建立共分为数值建模、等
压固结和偏压固结3个阶段。
1）数值建模
以白格堰塞体为例建立模型开展模拟。在实际
建模过程中，为避免尺寸效应，模型的边长应不小于
最大粒径的5倍。白格堰塞湖的实际颗粒级配较宽，
且最大粒径超出最小粒径的1 000倍，如果完全按照
该级配来建模，会导致所建模型颗粒数量巨大，计
算量超出计算机的性能，导致计算不能进行，所以离
散元建模时通常对级配进行调整 [27]。鉴于此，在白格
堰塞体材料的离散元建模过程中，参照实际级配曲
线，根据《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2019）
中的《粗颗粒土的试验制备》，采取剔除法进行
了调整，模拟级配只选用了5 mm以下的粒径，如图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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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该粒径颗粒质量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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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设为0.62。泊松比参考既有地质资料和模拟试验结

模拟级配
原级配

果 [28]定为0.28。立方体模型受到3对无摩擦刚性墙的
限制，若墙体刚度较低，与墙相邻的颗粒容易逸
出 [29]， 墙 体 的 刚 度 通 常 比 颗 粒 的 刚 度 大 几 个 数 量
级 [30–32]。因此，确定墙体法向刚度为颗粒法向刚度的
100倍。

在模型生成时，首先生成一个由六面相互正交的无

2）等压固结
10月11日白格堰塞体平均高出江面40 m，重度为
2 000 kg/m3[33]，因此设定400 kPa和800 kPa 两个围压
值，其中400 kPa表征堰塞体中部或中下部靠近堰塞
体外缘的土料，800 kPa表征堰塞体底部土料的最大
围压。

摩擦刚性墙体围成的立方体。然后按照设定级配生

在等压固结过程中，六面墙体以不超过0.2 mm/s

成随机分布的颗粒，最终生成的颗粒数量为46 600

的速度移动，当试样的应力值与预定围压400 kPa之

个。图3为模型图及边界条件，其中 σ1 为轴向应力， σ3
为围压，u为孔隙水压力。建模阶段的参数依据直剪

差小于0.1%时，认为土样内部已经达到预定的应力。

0.1

1

10

100

颗粒粒径/mm

图2
Fig. 2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28]

确定，如表1所示。

800 kPa的等压固结。
3）偏压固结

u
σ1
u

鉴于白格堰塞体内部的应力比难以确定，分别
设定了0.50、0.75和1.00这3个应力比来表征不同的初

σ3
u

σ3
Y

σ3

σ3

u
X
Z

σ1

图3

模型图及边界条件

Model and boundary condition
表1

Tab. 1

始应力状态。
在偏压固结过程中，保持围压不变，缓慢增加轴
向压力，直至达到既定初始应力状态为止。

u

u

Fig. 3

然后在400 kPa模型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

模拟参数

Parameters in simulation

参数名称

数值

颗粒密度/(kg·m–3)

2 300

颗粒摩擦系数

0.62

墙体摩擦系数

0

颗粒间法向刚度/(N·m–1)

1×108

泊松比

0.28

墙体法向刚度/(N·m–1)

1×1010

墙体切向刚度/(N·m–1)

1×1010

围压/kPa

400, 800

应力比

0.50, 0.75, 1.00

2.2 水位条件
白格堰塞湖溃前水位最高上升36.4 m，最大孔隙
水压力为364 kPa。模拟过程中，流体边界条件设为压
力边界，且立方体各面的流体压力量值同步增加
（图3）。初始流体压力边界条件设为0 kPa，然后每200
时间步更新一次，经过20万步后，增加至最大孔隙水
压力364 kPa。模拟应力路径如图4所示。其中失稳线
（IL）依据材料的峰值强度确定。

q/kPa

试验和文献

模拟颗粒级配

1 800
1 600
1 400
1 200
1 000
800
600
400
200
0

IL

Δp'
p'min

0

最大孔隙水压力/kPa
–3

流体密度/(kg·m )

1 000
0.001

相同级配条件下的直剪试验测得内摩擦角为
31.7°。无黏性土的颗粒摩擦系数与材料摩擦系数接
近，因此在模拟中依据直剪试验结果将颗粒摩擦系

800

1 200

1 600

p'/kPa

图4

364

流体粘滞系数/(Pa·s)

400

p'

Fig. 4

模拟应力路径

Stress path of simulation

3 模拟结果
3.1 应力比变化规律
图5为400 kPa和800 kPa两种围压条件下，应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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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随平均有效应力p'的变化曲线，其中图5（a）及以

到一定值后，平均有效应力与轴向应变呈现非线性

下各图中的黑色实心填充点均为初始围压400 kPa条

关系，且随着平均有效应力的降低，轴向应变增幅

件下孔压达到200 kPa时的数据。

加大。

3

35

初始应力比=0.50
初始应力比=0.75
初始应力比=1.00

初始应力比=0.50
初始应力比=0.75
初始应力比=1.00

30
25

2
q·p′−1

ε1/%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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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0
−5

0
0

100

200

300
p'/kPa

400

500

0

600

100

200

300

500

600

(a) σ3=400 kPa

(a) σ3=400 kPa
35

3
初始应力比=0.50
初始应力比=0.75
初始应力比=1.00

q·p′−1

初始应力比=0.50
初始应力比=0.75
初始应力比=1.00

30
25
20
ε1/%

2

400

p'/kPa

15
10

1

5
0

0
600

700

800

−5
600

900 1 000 1 100 1 200
p'/kPa

700

图5

图6

q/p'随p'变化曲线

1）同一围压条件下，不同初始应力比之间q/p'与

1 000

1 100

1 200

(b) σ3=800 kPa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q/p' and p'

从图5中可以看出：

900
p'/kPa

(b) σ3=800 kPa

Fig. 5

800

ε1随p'变化曲线

Relationship between ε1 and p'

在400 kPa的围压下，当孔压达到200 kPa时，平
均有效应力与轴向应变基本呈线性关系，且初始应

p'的关系相近，应力比增加速率基本相同。
2）在初始阶段，随着孔压的增大，平均有效应力
不断降低，应力比逐渐增大，且基本呈线性增大；当
孔压增长到一定值后，平均有效应力与应力比呈现
非线性关系，且随着平均有效应力的降低，应力比增
幅加大（图5（a））。

力比越高，轴向应变越大，但轴向应变整体量值偏小，

3.2 宏观变形规律
湖水位壅高条件下的宏观变形规律主要是通过
图2所示的不同应力路径条件下的轴应变及体应变
的变化规律，分析堰塞体各位置因初始应力条件和
孔压变化范围的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变形特征。

364 kPa时，水位的抬升会略微增加轴向应变，但整体

1）轴应变特征

不超过3%。当孔压超过200 kPa后，平均有效应力与
轴向应变之间开始呈现非线性关系，并且初始应力
比越高，越早呈现非线性关系，且最大轴向应变接近
35%。
在800 kPa的围压下，在漫顶之前，即孔压达到
量值较小，不超过3%，且平均有效应力与轴向应变
基本成线性关系。在800 kPa的围压下，平均有效应力
与轴向应变线性变化阶段的规律与400 kPa围压下的
相同，均是初始应力比越大，该线性曲线的坡比越陡。
在堰塞体内部的应力状态分布中，同一高程条

图6为400 kPa和800 kPa两种围压条件下，初始应

件下，靠近边缘位置的围压变小，应力比增大。据此

力比分别为0.50、0.75和1.00时，轴应变 ε1 随平均有效

对比分析400 kPa和800 kPa围压下的平均有效应力与

应力变化的曲线。在400 kPa的围压下，不同初始应力

轴向应变关系图，可以推测，在堰塞体中部，漫顶之

比条件下平均有效应力与轴向应变的关系基本类似，

前水位的抬升会带来轴向应变的增加，但应变量较

均是初始阶段随着孔压的增大，平均有效应力不断

小；在接近堰塞体边缘，在相同的平均有效应力下，

降低，且与轴向应变基本呈线性关系；当孔压增长

抬升的水位较高，从而会导致较大的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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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应变特征

图7为400 kPa和800 kPa两种围压条件下，初始应
力比分别为0.50、0.75和1.00时，体应变εv随平均有效
应力变化的曲线。在线性变化阶段，400 kPa和800 kPa
围压条件下的规律基本相同，均是初始应力比越大，
坡比越缓，且最终的体应变越小。
1

初始应力比=0.50
初始应力比=0.75
初始应力比=1.00

0

εv/%

−1

应变与体应变之间呈现出强烈的非线性（图8（a））。
初始是体应变微量增加，而轴应变大幅增加；当轴应
变接近10%时，体应变和轴应变均大幅增加。这表明
在堰塞湖水位抬升过程中，堰塞体边缘土料会因抗
剪强度不足产生破坏，破坏初始阶段主要以大变形
为主，但颗粒之间的相对位置变化较小，当破坏发育
到一定阶段后，颗粒之间的相对位置会发生调整，导
致体应变开始显著变化。
0

−2

初始应力比=0.50
初始应力比=0.75
初始应力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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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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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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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εv随p' 变化曲线

Relationship between εv and p'

在400 kPa的围压下，随着孔隙水压力的增加，体
应变会由线性变化阶段转化到非线性变化阶段，并
且初始应力比越高，体应变越大。在400 kPa的围压下，
应力比越大，体应变εv随平均有效应力变化的曲线达
到拐点时的孔隙水压力越小。这表明在相同的孔隙
水压力条件下，应力比越大，土样越容易发生破坏。
在孔压增加过程中，随着平均有效应力的降低，
体应变均呈现出增大的特征，但具体量值较小，这表
明随着水位的壅高堰塞体体积可能会因平均有效应
力降低而略微增加。
3）轴应变与体应变关系
图8为400 kPa和800 kPa两种围压条件下，体应变
εv 随轴应变 ε1 的变化曲线。根据该变化曲线的演化规
律可以分为线性阶段和非线性阶段。初始阶段，轴应
变与体应变之间为线性关系，而后随着轴应变的增
加，两者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且初始应力比越大，
出现非线性关系时的体应变越小，而对应的轴应变
越大。当孔压不断增加，应力路径通过失稳线后，轴

20
ε1/%

30

40

(b) σ3=800 kPa

图8
Fig. 8

εv随 ε1变化曲线

Relationship between εv and ε1

3.3 微观力学机理
堰塞体主要为颗粒物质构成，颗粒之间的接触
力链构成颗粒物质的骨架，是确定颗粒物质力学性
质的主要因素 [34]。分析颗粒接触力概率分布，有助于
从统计角度认识颗粒的接触力链分布规律及颗粒物
质力学性质的变化。
图9分别为围压400 kPa和800 kPa条件下归一化
法向力fn/<fn>的概率密度函数P（fn），其中，fn为颗粒
间法向接触力，<fn>为颗粒间平均法向接触力。
图10为400 kPa围压下、初始应力比为0.75的接触
力云图。因为相同围压条件下，不同初始应力比的概
率密度函数基本相同，这里仅列出初始应力比q/p'=
0.75条件下的概率密度函数进行对比分析。
不同围压条件下，在施加孔隙水压力之前，接触
力概率密度函数基本相同，均是在fn/<fn>=0.1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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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孔隙水压力=200 kPa

(b) σ3=800 kPa，q/p′= 0.75

颗粒接触力分布规律

Normalized normal contact force distribution

3

概率密度最大，这表明该模拟中的概率密度函数受

2

围压和初始应力比的影响较小。接触力分布云图中

1

（图10（a）），强接触力的方向与最大主应力的方向基

1.6e−09

本一致，而弱接触力的分布方向受最大主应力影响
相对较小，在各个方向都有分布。

(c) 孔隙水压力=364 kPa

施加孔隙水压力过程中，在达到失稳线之前，随
着孔压的增长，接触力概率密度函数略有变化，均只

图 10

是f n /<f n >=0.1位置的概率略有增加，但增加量较小。

Fig. 10

这表明该模拟中的概率密度函数在孔压增加的初始

fn/N

图9
Fig. 9

4 结

σ3=400 kPa，q/p'= 0.75条件下接触力分布

Force chains with σ3=400 kPa，q/p'= 0.75

论

阶段受孔压的影响较小。在接触力分布云图中（图10（b）），
强接触的位置与方向变化相对而小，而弱接触力的

以白格堰塞体为实例，通过基于DEM–PFV的流

分布却产生了明显变化，水平向的接触力明显变稀，

固耦合模拟方法，开展了湖水位壅高条件下的堰塞

减少。

体土料常剪应力剪切试验敏感性数值模拟，分析了

随着孔隙水压力的增大，在应力路径越过失稳

湖水位壅高过程中的堰塞体土料的变形特性。

线后，概率密度函数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弱接触力链

研究表明湖水位壅高条件下堰塞体土料变形特

（fn/<fn><1）的概率大幅增加，其中fn/<fn>=0.1位置的

性与土料在堰塞体中的位置紧密相关。相同围压条

概率急剧增加约2.4倍，强接触力链（fn/<fn>>1）概率

件下，接近堰塞体上游外缘的土料初始应力比高、抬

显著降低。这表明在经过失稳线后，材料的微观结构

升水位高，更易在湖水位壅高过程中穿过失稳线，导

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而导致较大变形。在接触力分

致颗粒之间的接触力分布结构产生较大的变化，并

布云图中（图10（c）），强弱接触的位置与方向均产生

引发较大的变形，甚至破坏。并且大变形区的厚度与

了较大的变化，垂向的弱接触力减少，水平向的弱接

范围受到初始应力状态及最高湖水位条件的限制。

触力更是大幅减少，显著抽稀，整体的接触力分布明
显以竖向为主。

敏感性模拟中，不同应力路径下所采用的颗粒
摩擦系数均相同，以此分析堰塞体土料的变形时，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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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均匀性的假设。实际上堰塞体具有较强的非均
匀性，这会导致模拟结果与实际存在一定误差，但这
不影响本研究中的规律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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