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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EM–CFD耦合方法的煤系土边坡失稳机理宏细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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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边坡的宏观力学特性是由组成土体颗粒的细观参数及其运动决定的，基于连续介质模型的有限元方法虽
然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基本等效地得到边坡土体的应力变形特性，但难以反映边坡体在微细观尺度上的变形失稳
机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将离散元方法（discrete element method，DEM）与计算流体动力学方法（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CFD）进行耦合，建立了煤系土边坡3维DEM–CFD流固耦合细观作用计算模型，对降雨作用下煤系
土边坡失稳破坏的细观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采用DEM–CFD流固耦合方法模拟的煤系土边坡破坏形式主要
是雨水冲刷，边坡滑动面预测为近似的直线段，这与室外模型试验边坡雨水冲刷的范围非常接近，验证了该数值
方法的适应性。边坡土体颗粒的力链、配位数以及孔隙率等细观参数，在降雨过程中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如坡顶
颗粒的孔隙率由初始状态的0.35变化至失稳状态的0.80，这些细观参数的变化与边坡土体的宏观力学表现直接
关联。文中通过对颗粒细观参数变化分析，从细观角度解释了雨水作用下煤系土边坡的破坏演变规律。研究成果
为该区域煤系土边坡的防护设计与施工提供理论依据，并从微细观角度更好地分析离散介质岩土工程的宏观力
学规律提供了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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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 and Micro Analysis on Instability Mechanism of Coal Measure
Soil Slope Based on DEM–CFD Coupl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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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cro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lope are determined by the meso parameters of soil particles and their motion. Although the stress
and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lope at the macro level can basically be obtained by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based on continuum model, it is
difficult to reveal the deformation and instability mechanism of slope in the micro scale, and there are obvious limitations. The three-dimensional
DEM–CFD model of fluid solid interaction of coal measure soil slope was established by coupling DEM and CFD. The meso mechanism of coal
measures soil slope failure under rainfall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ilure mode of coal measure soil slope simulated by DEM–CFD
is mainly of rain erosion, and the slope sliding surface is predicted to be of approximate straight-line section, which is very close to the range of
rain erosion of slope in outdoor model test. This shows that the numerical method is suitable to analyze the stability of coal measure soil slope.
Micro parameters such as force chain, coordination number and porosity of soil particles in slope will change during the rainfall. For example, the
porosity of particles on the top of slope changed from 0.35 in initial state to 0.8 in unstable state. The change of these micro parameter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macro 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the slope soil. In this paper, the law of the failure evolution of the coal measure soil slope under
the rainfall was explain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icro parameters change of the particl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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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oal measure soil slope in this area,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way of analyzing the
macro mechanical laws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Key words: coal measure soil slope; instability mechanism; DEM–CFD fluid solid coupling method; model test; macro and micro analysis

煤系地层边坡开挖后，风化作用加强，当雨水渗

CFD，建立了弱可压缩流体DEM–CFD流固耦合模型，

入使得煤系土快速崩解软化，力学强度急速降低，边

并通过模拟计算单个颗粒水下自由沉降和单面固结

坡极易发生坍塌滑坡现象。目前，对煤系土的研究较

排水试验来验证所建耦合模型的可行性。Khalili等[23]

少，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将离散化的DEM–CFD控制方程嵌入PFC2D软件中，

煤系土不良地质边坡的加固处理方法
性分析

[4–6]

[1–3]

、边坡稳定

、以及煤系土强度特性等宏观层面上

[7–9]

，

对双轴不排水压缩试验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王胤
等 [24]利用开源程序CFDEM建立了DEM–CFD流固耦

从细观角度对煤系土边坡失稳的细观机理进行分析

合数值计算模型，并将颗粒滚动阻力机制引入到

与解释的文献未有报道。煤系土边坡的失稳破坏运

CFD–DEM耦合模型中，计算分析了滚动阻力模型的

动是一个存在岩土体滑动、平移、转动的复杂过程，

有效性以及所建立耦合模型的可行性。从以上文献

具有宏观上的不连续性和单个块体运动的随机性，

可以发现，DEM–CFD耦合方法是一种非常有发展前

用传统的宏观连续介质理论已经不能合理地分析散

景的数值模拟方法，特别是在土体与流体相互耦合

体过程，上述煤系土边坡风化之后的散、动特征都与

作用的微细观分析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传统的均匀、连续等假定冲突，将导致理论与实际的

作者以江西省万载至宜春高速公路项目的煤系

偏离。因此，要想揭示煤系土边坡的失稳机理，有必

土边坡为研究背景，将离散元方法（DEM）与计算流

。

体动力学方法（CFD）进行耦合，建立了煤系土边坡3

降雨入渗是边坡发生失稳破坏的主要诱发因素

维DEM–CFD流固耦合细观作用计算模型，分析降雨

之一，目前考虑流固耦合的计算方法主要有3类，第1

作用下煤系土边坡失稳破坏的细观机理，计算结果

类是Euler–Euler方法，该方法是将流体和固体都视

与模型试验结果比较吻合，研究成果可以为该区域

要从微细观角度进行研究

[10]

为连续介质；第2类是Lagrange–Lagrange方法，该方

煤系土边坡的防护设计与施工提供理论依据。

法是把流体和固体都假设为离散介质；第3类是

1 DEM–CFD流固耦合计算基本原理

Euler–Lagrange计算方法，该方法将流体视为连续介
质，采用流体动力学方法（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
CFD）进行模拟计算，固体视为离散介质，采用离散
单元方法（discrete element method，DEM）进行模拟计
算。这种DEM–CFD流固耦合方法早期主要应用于工
业领域，Tsuji等 [11]首次将CFD方法和DEM方法进行
耦合，对固体颗粒中的气体流动行为进行模拟，仿真
计算结果很好地展现了DEM–CFD耦合方法模拟流
体–固体相互运动问题的能力。Xu等

[12]

提出了动力

碰撞模型，将CFD和DEM的时间与空间尺度设置为
一致，采用牛顿第三定律来描述流体与颗粒的相互
作用。在此基础上，Xu[13]、Yu[14]等进一步将他们的方
法进行了改进，对介于固体和流体之间的运动进行
了模拟。
Shamy等 [15–16]首次将DEM–CFD耦合方法引入
到岩土工程问题分析中，将Navier–Stokes方程进行
了简化处理，采用3维DEM–CFD耦合方法计算分析
了边坡渗流问题，对土体边坡渗流的细观机理进行
了分析。国内一些研究人员在土体渗流和土体液化
研究中也采用了DEM–CFD流固耦合的计算方法，取
得了较理想的研究效果 [17–21]。蒋明镜等 [22]在2维离散
单元软件（PFC2D）的基础上，将Tait状态方程引入到

1.1 流体–颗粒相互作用
采用流–固耦合理论（DEM–CFD）分析流体对岩
土颗粒的作用，是将流体视为连续体，将岩土体视为
不连续的颗粒（Euler–Lagrange法） [25]。在CFD中流体
的速度 v是宏观的速度，即单位横截面积上的体积流
量，假定流体在整个横截面上产生，而实际流体流速
只发生在颗粒孔隙空间中。作者将流体与颗粒之间
的相互作用力进行了简化，仅考虑流体对颗粒的拖曳
力和流体压力梯度力，流体与颗粒间作用方程如下[26]：
∂u fmech + ffluid
=
+g
∂t
m

（1）

∂ω M
=
∂t
I

（2）

式（1）～（2）中， u为颗粒的速度， fmech 为作用于颗粒
的外力之和， ffluid 为流体对颗粒的作用力（包括流体
对颗粒的拖曳力和流体压力梯度力）， m为颗粒的质
量， g为重力加速度，ω 为颗粒旋转角速度， M 为作用
于颗粒上的力矩， I 为惯性矩。
假设流体施加于颗粒的力总是作用于形心，不
考虑弯矩，则拖曳力 fdrag 为：
fdrag = f0 ε−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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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0为单个颗粒所受的拖曳力；ε为流体所在单元

式中， p为流体压力。

的孔隙度； ε 项为考虑局部孔隙度的经验系数，它可

1.3 颗粒运动控制方程

−χ

颗粒的运动方程是在牛顿第二定律的基础上推

以使拖拽力同时适用于高孔隙度和低孔隙度的情况。

导出来的，为了考虑流体对颗粒的作用，在控制方程

式（3）中单个颗粒所受的拖曳力为：
1
f0 = Cd ρf πr2 |u − v| (u − v)
2

（4）

中引入颗粒与流体间的相互作用力 ffluid ，得到：
i
dui ∑
=
fi j + ffluid(i) + fg(i)
dt
j=1

n

mi

式中， ρf 为流体密度，r为颗粒半径，u为颗粒的速度，v
为流体速度， ρf 为流体的动力黏滞系数，Cd 为拖拽力
系数，其表示为：

（5）

式（3）中的经验系数 χ为：
(
)
(1.5 − lg Rep )2
χ = 3.7 − 0.65 exp −
2

（12）

i
dωi ∑
=
Mi j
dt
j=1

n

Ii

2



4.8
Cd =0.63+ √ 
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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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式（12）～（13）中， ui 为第 i 个颗粒的速度， fi j 为作用
于颗粒 i 的接触力， fg(i) 为第i 个颗粒的重力， Ii 为颗粒
的转动惯量， Mi j 为第 i 个颗粒受到第 j 个颗粒的转动

（6）

力矩。
1.4 CFD–DEM耦合流程与程序实现

式中，Rep为颗粒的雷诺数，定义为：

本文以离散单元法商业软件PFC3D为基础，采

2ρf r |u − v|
Rep =
µf

（7）

用Fish语言编写相关程序，使PFC3D与其内嵌的CFD
求解器进行数据交换，从而实现流–固耦合计算。具

施加在流体单位体积上的体力为：
∑
j
fdrag
4
j
fb =
= πr3 (∇p − ρf g)
（8）
V
3
式中， V 为流体单元体积， ∇p 为流体梯度，分子上求
和对象为流体单元叠加的颗粒。
因此，流体对颗粒的相互作用力为：
1
ffluid = fdrag + fb = ε−χCd ρf πr2 |u − v| (u − v)+
2
4 3
πr (∇p − ρf g)
（9）
3

体计算过程为：首先，根据边界条件，利用有限体积
法将CFD模块中的流体控制方程式（10）、（11）进行
离散，并采用PISO应力速度耦合算法进行求解 [28]，与
此同时，将网格数据发送至DEM模块，通过DEM模
块计算孔隙度和拖曳力并将数据发回CFD模块；然
后，再将每一时间步控制单元内的流体与颗粒之间
作用力发送至DEM计算模块，再运用离散元方法将
流体作用力施加在土颗粒上，同时进行颗粒之间的
力学计算；最后，将流体作用力及孔隙度传回CFD模
型，以此循环计算直至结束。DEM–CFD耦合计算流
程如图1所示，当两者计算时间相等时触发数据交互，

1.2 流体–流体相互作用

完成流体与颗粒相互作用的计算过程。

1）连续方程
平均的Navier–Stokes方程可以定量地描述孔隙

开始

流体特性，可用于流体的细观分析。流体的连续方程

tp=tf

是根据质量守恒定律进行推导得出，如式（10）所示，

tp=tp+Δtp

其表达的物理意义为：单位时间内流入体积元的质

DEM 运动方程

量与流出体积元的质量差值等于体积元内质量的增
（10）

式中，∇为拉普拉斯算子，ε为流体所在单元的孔隙度。
2）动量方程

否

推导得到动量方程。Anderson等

将外力在体积元

内取平均，推导出流体的动量方程为：
∂(ερf v)
+ ∇ · (ερf vv) − ε∇ · (µf ∇v) =
∂t
− ∇p − fdrag + ερf g

计算 n, fdrag 和 ffluid

计算结束?
是
结束

牛顿第二定律流体流动模型所获得的控制方程
[27]

tp：DEM 时间
tf：CFD 时间

tp=tf
tf=tf+Δtf
PISO 算法流程

是 CFD−DEM 是
tp=tf?
tp=tf?
交互模块 传递 n, ffluid
传递 ffluid
力−位移法则
更新密度、孔隙率和拖曳力

加或减少。
∂(ερf )
+ ∇ · (ερf v) = 0
∂t

开始

图1
Fig. 1

计算结束?
是
结束

否

DEM–CFD耦合计算流程

DEM–CFD coupling calculation flow

2 煤系土边坡失稳DEM–CFD耦合数值模拟
2.1 煤系土边坡室外模型试验
（11）

为了研究降雨入渗条件下煤系土边坡失稳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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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项目组进行了人工降雨室外边坡模型试验。试

自编程序建立三轴试验数值计算模型，试验模型墙

验边坡模型箱尺寸为4.5 m×3.0 m×2.4 m（长×宽×高），

体尺寸为高4.0 m，直径2.0 m的三轴墙体模型。为了

试验土样取自江西省万载至宜春高速公路项目A5标

节约计算时间和提高分析效率，将实际的土颗粒尺

段K30+120处煤系土边坡开挖出露的原状土，边坡模

寸进行放大和集中处理。颗粒粒径在50～90 mm间等

型每40 cm填筑一层土体，坡率为1.0∶1.5。本次人工

概率随机分布，生成的计算模型如图3所示。

降雨模拟的降雨强度为江西宜春地区7月和8月份最
大降雨强度为（9.84×10

–7

根据煤系土的性质，标定与边坡数值建模均选

m/s）。试验从2018年11月19

用接触黏结模型，该黏结作用于颗粒间很小的接触

日上午8点开始，一直持续至晚上18点结束，现场观

点，可承受法向和切向应力，但不能传递弯矩 [30]，这

察边坡的失稳破坏模式主要是水土流失和雨水冲蚀，

与煤系土体性质比较接近。模型内生成颗粒之后，通

形成了不同深度的冲蚀沟，如图2（a）所示。

过改变颗粒的细观参数反复试算，使得数值模拟的

本次试验在边坡土体埋设了4行29个侧面示踪

偏应力–轴应变曲线逼近室内试验结果，如图4所示。

点，通过模型箱有机玻璃侧面可以清楚地观察示踪

从图4中可以看出，模拟曲线的变化趋势及大小与室

点的运动情况，如图2（b）所示。通过分析量测结果可

内试验结果相比都较为接近，说明该模型参数取值

知，在持续降雨过程中，边坡土体的主要破坏形式为

可以较好地用于模拟煤系土细观分析。颗粒参数细

雨水冲刷，在坡面形成深浅不一的冲蚀沟，最大冲蚀

观标定结果如表1所示，其结果将直接用于边坡的数

沟达0.36 m，发生在靠近坡中偏上的位置。详细的边

值模拟试验。

坡模型试验结果分析参见文献[29]。
加载墙

边墙

加载墙

(a) 边界墙

(a) 试验现场

图3

降雨前示踪点
降雨后示踪点

降雨后冲刷面

4−1 ...

... 4−7

3−1 ...
淤积土

... 3−9

2−1 ...

... 2−6
... 1−7

1−1 ...
4.5

1.8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

(σ1−σ3)/MPa

模型箱体

0.4 0.4 0.4 0.4 0.4

Fig. 3

单位：m

(b) 土体示踪点运动变化

图2
Fig. 2

边坡失稳破坏试验现场

(b) 颗粒集

三轴试验数值模拟计算模型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of triaxial test
σ3=0.1 MPa (三轴试验)
σ3=0.3 MPa (三轴试验)
σ3=0.5 MPa (三轴试验)

Site of slope failure test

0

2

4

6

2.2 煤系土边坡数值计算模型建立
模型参数标定

2.2.1

图4

作者采用数值模拟室内三轴试验的方法进行颗

Fig. 4

粒细观参数的标定。利用PFC 3D 软件作为计算平台，
表1
Tab. 1
摩擦系数
0.5

粒径/m
0.05～0.09

4.5×10

12

14

16

18

三轴试验细观参数标定

Meso parameters calibrated by simulated triaxial
test

煤系土细观参数

Microscopic parameters of coal bearing soil

法向黏结强度/(N·m–1)
4

8 10
ε/%

σ3=0.1 MPa (DEM)
σ3=0.3 MPa (DEM)
σ3=0.5 MPa (DEM)

切向黏结强度/(N·m–1)
4.5×10

4

孔隙率
0.35

阻尼
0.7

密度/(kg·m–3)
2 400

变形模量/Pa
6

3×10

刚度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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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坡计算模型建立

2.2.2

表2

以室外人工降雨边坡模型试验为研究对象，通过
fish语言编程，建立了3维边坡流固耦合（DEM–CFD）
相互作用细观计算模型，如图5所示。图5（a）为雨水
作用下边坡3维流固耦合计算模型，通过颗粒分组可

Tab. 2

67

流体参数设置

Setting of fluid parameters in saturated soil

密度/
(kg·m–3)

黏滞系数/
(Pa·s)

X轴流速/
(m·s–1)

Z 轴流速/
(m·s–1)

Y轴流速/
(m·s–1)

网格数

1 000

0.001

0.33

–0.22

0

232

以看出，整个模型颗粒分成两组，上部蓝色颗粒为雨

2.3 计算结果分析

水作用的饱和区域，生成2 646个颗粒；下部浅绿色颗

2.3.1

煤系土边坡颗粒运动的宏观分析

粒为边坡土体的非饱和区域，生成4 572个颗粒。

1）边坡土颗粒运动轨迹计算结果分析

本次模拟的状态为模型边坡在人工降雨作用8 h后的

图6为模拟试验结束后从计算模型侧面观察到

工况，根据现场试验结果，雨水在模型边坡土体内形

的土颗粒移动情况。从图6（a）可以看出，颗粒的移动

成了暂态饱和区，其渗透深度约为0.5 m，为方便建模

主要发生在饱和区，非饱和区局部有颗粒移动，边坡

及计算，饱和与非饱和土体的界限以直线代替曲线，

整体会出现一个滑动带，这一现象可以由颗粒的移

土体渗流区设置见图5（b）。考虑到雨水作用于坡体

动清晰地看出。通过获取计算边坡模型的中截面，运

之后，径流带动颗粒会在地面流动，所以将流体网格

用CAD将边坡的滑动带进行绘制，如图6（b）所示。从

沿坡体前方进行了拓展，以符合实际情况，如图5（b）

图6可以发现，上部土体发生的位移约为0.9 m，下部

所示。在非饱和区域，其颗粒的细观参数按照第2.2.1

土体发生的位移约为1.7 m，同时形成一条近似直线

节三轴试验标定的参数进行设置，由于饱和区的土

状的滑动面。坡顶颗粒被冲刷，冲刷比较严重区域位

体强度较非饱和土体强度低，故对饱和土体的黏结

于斜坡上部，冲刷深度在0.3～0.4 m之间，这与室外

强度进行了折减，其余参数保持一致。

边坡模型试验结果比较一致。

饱和土区域
0.5
z
1.5

(a) 边坡整体颗粒位移图

y
0.9

x
单位：m

非饱和区
饱和区

3.6

滑动面
非饱和土区域

0.9

(a) 饱和区颗粒分层模型
1.7

单位：m

(b) 边坡滑动面示意图

图6
Fig. 6

边坡侧面颗粒运动轨迹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overall particle movement of the slope

2）边坡土体应力变化计算结果分析
为了解边坡土体在降雨入渗条件下内部受力变
化，以便更好地分析土体内部的破坏机理，模拟计算
(b) 渗流网格设置

图5

降雨入渗下边坡DEM–CFD耦合计算模型

时在土体内部设置了17个测量圆。对边坡施加流体
作用后，通过模拟计算得到边坡土体X、Y、 Z 3个方向

Fluid-solid coupling（DEM–CFD）calculation model of slope under rainfall infiltration

应力变化监测数据，然后经surfer软件后处理生成云

根据模型边坡人工降雨的流体特征及降雨强度，

通过比较各时刻边坡应力演变过程发现：当模

Fig. 5

图，计算结果如图7～9所示。

对作用于边坡饱和区域的流体参数按照表2所示的

型计算到20 000时步后，如图7所示，此时斜坡和坡顶

参数进行设置。

上的应力较坡体内部应力小，应力集中主要发生在

为使流体流动方向与实际一致， Z 轴的流速与X

非饱和区，说明饱和区颗粒受流体作用，整体应力变

轴的流速之比设为1.0∶1.5，流体流动的方向与室外

小，稳定性变差；当模型计算到60 000时步后，坡顶和

降雨试验坡体的径流一致。

斜坡上部的应力下降较多，坡脚部分应力增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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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00
−2 000
应力/Pa
(a) X 方向应力变化

−13 000

−7 000
−1 000
应力/Pa
(a) X 方向应力变化

−11 000
应力/Pa

−19 000

−11 000
−3 000
应力/Pa
(b) Z 方向应力变化

−3 000

(b) Z 方向应力变化

−23 000

图7
Fig. 7

−15 000
−7 000
应力/Pa
(c) Y 方向应力变化

计算至20 000时步边坡各方向应力变化（中截面）
Cloud chart of stress change in each direction of slope
soil when the model is calculated to 20 000

−19 000

图8
Fig. 8

−11 000
−3 000
应力/Pa
(c) Y 方向应力变化

计算至60 000时步边坡各方向应力变化（中截面）
Cloud chart of stress change in each direction of slope
soil when the model is calculated to 60 000

在这段时间坡体内部相对比较稳定，而饱和区土体

非饱和区土体颗粒的力链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如图10（d）

遭到持续破坏，见图8；当模型计算到100 000时步后，

所示。但处于饱和区的坡面上颗粒进一步减少，变得

此时边坡各方向应力变化主要发生在坡顶和坡脚，

稀疏，说明坡面上的颗粒继续向下移动，造成坡脚处

在坡脚处土体应力增加，坡顶部分土体应力减少幅

颗粒堆积增多，致使坡脚处和地面上的力链变粗以

度较大（图9），说明在雨水作用下，坡顶土体被大量冲刷

及变得密集。

至坡脚堆积，导致坡脚处颗粒大规模堆积。
煤系土边坡失稳破坏的细观机理分析

2.3.2

2）颗粒配位数变化分析
降雨过程中边坡土体颗粒的配位数变化云图如

1）颗粒力链分析

图11所示。从图11中可以看出，随着降雨的持续作用，

边坡模型在降雨过程中力链的演变过程如图10

边坡土体颗粒的配位数逐渐变小，其中位于饱和区

所示。从图10可以看出，随着降雨的持续进行，边坡

域坡顶和坡面上土体颗粒的配位数降幅较大，而坡

饱和土体区域的力链分布变得比较稀疏，这说明此

体内部非饱和区域土体颗粒的配位数降幅较小，说

部分土体颗粒间的接触力较小，表现出极不稳定的

明在雨水作用的区域，颗粒间接触不良，结构稳定性

状态。在上部流体和颗粒的作用下，力链在非饱和土

变差，在非饱和区的土体内部，颗粒间接触良好，该

体下部区域表现得比较密集和粗大，说明边坡内部

区域较为稳定。当模型计算到60 000时步后（图11（c）、

颗粒间的接触力较大，此区域土体表现得比较稳定。

（d）），饱和区的配位数均变得较小，尤其是斜坡顶部，

以此同时，力链沿坡体向前发生较大的延伸，斜坡变

而坡体内部和斜坡下部配位数较大，说明上部颗粒

缓，坡顶及斜坡上力链减少，变得稀疏，说明饱和区

的接触间较差，在流体作用下，颗粒逐渐向下移动至

颗粒发生了较大移动。当模型计算至100 000时步后，

坡脚处堆积，坡脚处变得密实，稳定性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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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至100 000时步边坡各方向应力变化（中截面）
Cloud chart of stress change in each direction of slope
soil when the model is calculated to 100 000

3）颗粒孔隙率变化分析
降雨过程中边坡模型孔隙率变化计算结果见图12。
从图12可以看出，随着降雨持续进行，整个边坡土体
的孔隙率都逐渐变大，其中，边坡饱和区部分（主要

(d) 100 000 时步

是坡顶位置）的孔隙率增加较大，非饱和区部分的孔
隙率增加幅度较小。从局部上看，坡脚处土体的孔隙
率在降雨过程中增加的幅度较小，当计算时步为60 000
步以后，其孔隙率基本不再增加（最后增加至0.44），
如图12（c）所示，说明在雨水作用下，坡顶处颗粒滑
动，致使颗粒在跛脚处堆积，导致坡脚处土体孔隙率
变化不大。而斜坡顶上部土体的孔隙率增加尤为明
显，当计算时步为100 000步时，其孔隙率增加至0.8，

图 10
Fig. 10

降雨作用下边坡土体颗粒力链演变过程

Evolution process of soil particle force chain in
slope under rainfall

进行比较发现，两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煤系土边坡的
破坏模式都是雨水引起的冲刷破坏，边坡滑动面是
近似的直线段，而且模型边坡雨水冲刷的范围和采
用DEM–CFD耦合方法计算预测的滑动面位置非常

如图12（d）所示，这说明在雨水的作用下坡顶土体颗

接近，这说明本文采用的DEM–CFD流固耦合方法模

粒发生移动，导致该区域土体颗粒变得疏松。

拟煤系土边坡的降雨失稳破坏是合理的，这也验证

2.4 讨论

了采用DEM–CFD流固耦合方法模拟分析岩土工程

煤系土边坡由于其易风化，遇水容易软化和崩

中的离散介质运动规律是可行的 [31]。

解，在计算模拟时将其视为非连续介质，采用离散元

力链是反映颗粒运动宏观力学性能的重要指标，

理论方法进行计算分析是比较合理的。本文通过采

力链的粗细、位置变化、密集程度是颗粒受力及运动

用离散元方法模拟的计算结果与室外降雨试验结果

变化直观的显现。在降雨过程中，力链沿坡体向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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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Fi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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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降雨作用下边坡土体颗粒配位数变化过程

Change process of soil particle coordination number in slope under rainfall

生较大的延伸，斜坡变缓，坡顶及斜坡上力链减少，
且变得稀疏，说明饱和区颗粒极不稳定，整体发生了

0.38

0.50

0.38

图 12
Fig. 12

3 结

0.50

0.62

0.74 0.86 0.98
孔隙率
(c) 60 000 时步

0.62 0.74 0.86 0.98
孔隙率
(d) 100 000 时步

降雨作用下边坡土体孔隙率变化过程

Change process of porosity of slope soil under
rainfall

论

较大移动。而在上部流体和颗粒的作用下，力链在下

1）室外降雨试验中，煤系土边坡坡率为1.0∶1.5

部区域表现得比较密集和粗大，说明边坡内部接触

时，其破坏的主要模式是雨水冲刷，在坡面形成深浅

力较大，此区域表现得比较稳定。在此次模拟边坡降

不一的冲蚀沟，最大冲蚀沟达0.36 m，发生在靠近坡

雨试验中，通过力链变化的分析能够很好地解释雨

中偏上的位置。本文采用DEM–CFD流固耦合方法模

水作用下边坡的破坏演变过程，对煤系土边坡的破

拟的煤系土边坡破坏形式与室外降雨试验结果比较

坏机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一致，边坡滑动面预测结果为近似的直线段，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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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边坡雨水冲刷的范围非常接近，这说明采用
DEM–CFD流固耦合方法对煤系土边坡的稳定性进
行分析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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