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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作用下裂缝对杆塔基础滑坡影响的物理模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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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国联网工程的实施，杆塔不可避免地建设在陡坡、山脊、滑坡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在降雨的影响
下，滑坡的变形，甚至是失稳会直接影响杆塔的安全，从而对电力系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本文
以燕子滑坡及杆塔基础为研究对象，基于物理模型试验，研究了极端降雨作用下不同相对位置杆塔基础滑坡有
裂缝时的失稳过程。首先，设计了杆塔基础滑坡的物理模型试验方案；其次，分析了降雨过程中杆塔基础滑坡的
宏观现象及滑坡体和杆塔基础的变形和力学特征的变化过程；最后，总结了降雨作用下杆塔基础滑坡成灾模式
的分析流程。结果表明：降雨作用下，预制裂缝为雨水提供了优势渗流通道，使得预制裂缝深度、宽度逐渐扩大，
并向滑坡右端逐渐延伸并贯通，导致右端坡脚局部发生失稳而形成多级局部牵引滑动破坏；滑坡上的杆塔基础
和滑坡外的上部杆塔都随着滑坡一起向下滑移并向后倾倒，后者发生的时间晚于前者，但滑坡外的底部杆塔基
础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破坏；降雨作用下，燕子杆塔基础滑坡有裂缝时应以局部滑坡的变形和稳定性来分析
杆塔基础的成灾模式。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杆塔基础滑坡实际工程提供一个直观上的认识和技术上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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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Model Test on the Influence of Crack on Tower Foundation Landslide Under Rain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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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networking projects, power transmission towers will inevitably be built in areas prone to geological disasters such as steep slopes, ridges, and landslid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ainfall, the deformation and even instability of the landslide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safety of the towers, which has a mass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system and social economy. The Yanzi landslide and the tower foundation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physical model test, the instability process of the tower foundation
landslide with cracks in different relative positions under rainfall was studied firstly, and a physical model test plan for the tower foundation landslide was designed. Then, the macroscopic phenomenon of the tower foundation landslide and the change process of the deformation and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dslide and the tower foundation during the rainfall process were analyzed. Finally, the analysis process of the disaster
model of the tower foundation landslide under rainfall was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fabricated cracks provided advantageous
seepage paths for rainwater, and rainfall gradually expanded the depth and width of the prefabricated cracks, and gradually extended and penetrated to the right end of the landslide, causing local instability of the toe at the right end of the landslide, and resulting in multi-level local 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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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liding failure. The tower foundation on the landslide and the upper tower foundation outside the landslide both slide down along with the
landslide and fall backwards, and the latter occurred later than the former. But the bottom tower foundation outside the landslide did not damage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Further, when there were cracks in the Yanzi landslide, the deformation and stability of the local landslide should be
used to analyze the disaster mode of the tower foundation under rainfall. The research findings can provide an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actual project of the tower foundation landslide.
Key words: rainfall; tower foundation; landslide; cracks; physical model; instability process; disaster mode

近年来，为实现跨大区域、跨流域的水火电互济，
“西电东送”和全国联网工程项目相继实施。作为输
电线路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压输电塔是重要的电力工

震后降雨型碎石土斜坡为研究对象，通过振动台模
型试验，分析了震后降雨型碎石土斜坡的稳定性。
上述研究成果为认识降雨型滑坡的失稳过程和

程设施，由于地形环境的限制，不可避免地要架设在

机制提供了参考。然而，其研究对象主要为滑坡体[13–19]，

滑坡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其安全稳定运行关系到国

对杆塔基础滑坡的研究不多见 [20–21]。

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一旦发生故障或破坏都将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引发各种次生灾害 [1]。

针对杆塔基础滑坡，黄晨忱等 [22] 考虑了极端降
雨和局部道路开挖工况，分析燕子杆塔基础滑坡的

2007年，降雨造成重庆南岸区最重要的供电线
[2]

稳定性和地表变形特征，探究滑坡地表变形对坡体

电力铁塔塔基滑坡，供应地区40万人受停电影响 。

上超高压输电线路杆塔基础变形的影响，提出滑坡

因此，研究降雨作用下杆塔基础滑坡的稳定性具有

灾害下杆塔倾斜度的定量计算方法。然而，对在降雨

重要意义。研究表明，降雨是滑坡失稳的一个关键诱

作用下不同相对位置的杆塔基础滑坡有裂缝时的失

发因素

[3–4]

。目前，相关学者采用物理模型、数值模拟

稳过程的分析比较少。因此，本文以湖北省巴东县燕

等方法对降雨型滑坡的失稳过程和力学机制开展大

子杆塔基础滑坡为研究对象，基于物理模型试验，研

量研究，如：为更好地对降雨诱发浅层滑坡进行研究，

究降雨作用下不同相对位置杆塔基础滑坡有裂缝时

李宁等[5]采用非饱和土VG模型与改进的Green–Ampt

的失稳过程和成灾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总结降雨作

入渗模型对Mein–Larson降雨入渗模型进行改进，结

用下杆塔基础滑坡成灾模式的分析流程。

合无限边坡提出降雨诱发浅层滑坡的简化计算模型。
田东方等 [6]以Richards方程和有限元法为基础，将滑

1 燕子滑坡概况

坡渗流计算域缩小为滑体，依据基岩边坡水平长度

燕子滑坡地处长江巫峡与西陵峡之间的过渡地

和滑体降雨入渗边界饱和情况，修正了降雨入渗边

带，属构造侵蚀中低山峡谷地貌单元。总体地势为南

界，实现了考虑径流补给的滑坡降雨入渗简化数值

高北低、西高东低。岸坡上发育数条近东西向和近南

[7]

模拟。张永双等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降雨条件下

北向的冲沟，冲沟切深3～15 m，使得区内沟壑纵横，

裂缝的深度、位置和数量对古滑坡复活的影响，结果

地形完整性差。燕子滑坡所处斜坡人类工程活动剧

表明：随裂缝深度的增加，渗流影响范围越来越大，

烈，主要为修建公路和住宅区，斜坡形态变化很大，

雨水到达滑带的时间也越来越短；随着裂缝数量增

变化频率很高，如图1所示。

加，滑体内渗流场影响范围扩大，饱和时间明显缩短。
基于物理模型试验，李龙起和巨能攀 [8]实现了光栅测
试技术在顺层边坡降雨模型试验中的应用。王俊等 [9]

变形区
范围

基于无限边坡算法构建了较为简单的实验室降雨型
滑坡技术性预警系统，通过模型试验考察该预警系
统在估算不同降雨强度及不同初始含水状态下滑坡
失稳时间的表现，结果表明，基于无限边坡算法预警
系统的预警能力具有较好的准确性。为研究库岸古

(a) 燕子滑坡
500 kV 杆塔

滑坡的变形特征与失稳机制，肖捷夫等 [10]以藕塘滑
坡为对象，模拟库水涨落和降雨工况及两者联合作
用的工况，揭示了库岸古滑坡在库水涨落和降雨条
件下的变形特征及失稳机制。基于室内大型滑坡模
(b) 杆塔基础之间的裂缝

型试验，王如宾等 [11]研究了不同降雨强度下滑坡堆
积体的响应规律与变形破坏模式，揭示了降雨诱发
滑坡变形的破坏机理。苏立君等 [12]以汶川地震灾区

图1
Fig. 1

燕子滑坡全貌

Overall view of Yanzi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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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滑坡纵长约400 m，横宽约150 m，面积约为
4

2

砂质泥岩组成，属软弱岩类，力学强度较低，易风化，
软蚀。燕子滑坡上高压铁塔塔基为国家盘龙一回500 kV

6.0×10 m ；滑体平均厚度约为10 m，体积约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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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0.0×10 m ，滑坡体平面上呈长舌形，后缘呈圈椅状

输电网200#塔基，属于双回直线塔（图1）。
自2002年以来，由于受到降雨作用的影响，燕子

地形，剖面上呈阶梯状，前缘稍陡，坡度为25°～40°，
主滑方向约为310°。滑坡区地形前陡后缓，坡度为

滑坡发生过多次蠕滑变形，坡体中后缘出现多处地

15°～25°，居民多将缓坡地带改造为耕地。滑体物质

表拉张裂缝；2016年，受G209国道巴东长江大桥南岸

成分主要包括粉质黏土夹碎石、碎石土、粉砂岩碎块

绕城线公路切坡施工影响，滑坡变形区域位于滑坡

石、泥岩角砾等，土体呈可塑～硬塑状；滑带为基岩

中后部，前缘位于铁塔下第4级切坡，后缘位于铁塔

与上覆堆积体的接触面，主要为红色粉质黏土夹碎

后缘约30 m处，两侧以老滑坡边界冲沟为界，如图2

2

所示。

石，稍具磨圆度，多呈强风化；滑床由T 2 b 紫红色粉

高程/m

过江铁塔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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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300
290
280

Z21 抗滑桩（B 型）
拟建 G209 接线

目前的局部滑移面

民房

拟建 G209 接线

村道

推测老滑坡滑带

拟建 G209 接线
坑槽回填反压 Z9 抗滑桩 （A 型）
设计公路路面

潜在局部滑移面
295°∠16°

Qd61
潜在局部滑移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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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距离/m

图2
Fig. 2

燕子滑坡工程地质剖面图

Engineering geological section of Yanzi landslide

2 降雨作用下杆塔基础滑坡物理模拟试验
方案

表1
Tab. 1

模型基本参数的相似比

Similarity ratios of the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物理参数

相似比

物理参数

相似比

几何比

500∶1

黏聚力

极限降雨模型，监测滑坡含水率、土压力、土体深部

密度

1∶1

降雨量

位移、杆塔基础位移等指标，分析降雨作用下杆塔基

含水率

1∶1

历时

500∶1
√
10 5∶1
√
10 5∶1

础变形、滑坡变形特征，以及变形随降雨持时的演化

内摩擦角

1∶1

荷载

500∶1

以燕子滑坡为原型，基于相似比构建缩尺物理
模型。根据所在地湖北省巴东县降雨特征分析，设计

规律，揭示杆塔基础滑坡失稳过程。

2.2 杆塔基础滑坡模型材料

2.1 杆塔基础滑坡模型和荷载相似比设计
根据燕子山滑坡现场的地质条件、相似材料模
拟理论，以及相似条件，确定相似模拟试验滑坡模型
的几何比，假设为500∶1，杆塔基础滑坡模型剖面示
意图如图3所示，模型材料和荷载相似比为见表1。

燕子滑坡模型土层主要有3层，包括滑体土、滑
带和滑床，力学性质见表2。
表2
Tab. 2
土层

岩土体的力学参数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rock and soil

黏聚力/kPa 内摩擦角/(°)

杆塔基础

滑带 滑体土
0.10
基岩
0.15

0.20
0.30

图3
Fig. 3

0.80

0.30

0.60

0.90

单位：m

0.30

杆塔基础滑坡模型剖面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ross section of the tower
foundation landslide model

天然重度/
弹性模
泊松比
(kN·m–3)
量/MPa

滑体

40.0

7.8

20.0

0.40

140

基岩

260.0

30.0

25.5

0.20

400

滑带土

9.4

18.8

22.0

0.38

80

滑床基岩稳定，采用砖石砌体构筑，以一定厚度
的黏土填筑抹面，构筑坚固、透水性较弱的表面。滑
体配比材料主要由江砂（过2 mm 筛）、滑体土（过2 mm
筛）、自来水、膨润土构成。江砂主要用来增加内摩擦
角和渗透系数，对水起到很好的吸附作用，易使滑体
成型；滑体土用来增加黏聚力，减小渗透系数；膨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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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起到减小内摩擦角和变形模量的作用。根据相似

综合滑坡和杆塔基础相对位置关系（图4）、降雨

比理论，几乎很难配比出内摩擦角较小、黏聚力极低

量及滑坡裂缝的分析，设计降雨作用下杆塔基础滑

的材料；然而，基于前人研究成果，配比材料的内摩

坡试验方案，试验暂不考虑杆塔荷载影响。通过监测

擦角的影响要比黏聚力大，因此，在保证配比材料内

滑坡含水率、土压力、孔隙水压力、土体变形和杆塔

摩擦角满足条件的情况下，经过多组配比试验，确定

基础位移，分析降雨作用下滑坡的失稳机制及杆塔

砂、滑体土和膨润土的重量比值为8∶16∶1。根据相似

基础成灾模式。具体监测方案如图5所示。

比理论，滑带相似材料的黏聚力几乎为0，而其内摩

L
0.10

擦角与滑带土内摩擦角几乎一致。因此，经研究，采

单位：m

用双层彩色塑料布，并辅助约1 cm的砂模拟滑带。该

0.40

材料既能模拟出滑带的透水性质，又能模拟滑带较
弱的抗剪强度，符合滑带的基本物理力学性质。

1.40

0.40

试验滑坡模型中，杆塔基础为灌注桩，岩石嵌固
基础的混凝土标号为C20级，假设原型桩桩长10 m，

0.35

埋深段为9 m，出露段为1 m，截面直径为1 m。根据相
似比例，试验桩桩长20 cm；埋深段长为18 cm；出露

0.15

段长为2 cm；截面直径为0.2 cm，考虑到截面直径太

0.50
1.00

小，设定截面直径为5 cm。由于材料弹性模量相似比为

(a) 坡面正视图

1，试验桩桩身采用钢管[23–24]，钢管内填埋C20混凝土。

土压力传感器
位移计
孔隙水压力传感器
含水率传感器
单位：m

以简化模拟工程的地形地貌，以进一步通过物理模

0.15
0.10
0.20

0.40

型试验模拟极端降雨条件下杆塔基础滑坡的失稳过

0.15
0.30

0.80
(b) 横剖面

0.30

程和相应的成灾模式，为实际工程提供直观上的认

0.20

识和技术上的支撑。

摄像机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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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物理模型试验装置（模型箱）大小有限 （其
长、宽、高分别为1.5、1.0和1.0 m），较难通过模型箱

土压力传感器
孔隙水压力传感器
含水率传感器

杆塔基础
单位：m

置关系主要有3种，即：杆塔位于滑坡上、杆塔位于滑
坡外的下方及杆塔位于滑坡外的上部，如图4所示。
当杆塔位于滑坡内时，杆塔的稳定性与滑坡的变形

0.90
0.60

根据滑坡对杆塔的影响，滑坡与杆塔的相对位
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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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塔基础

0.80
(c) 光纤的布置图

0.30

关。当杆塔位于滑坡上方时，杆塔基础的失稳情况需
要对滑坡失稳后的岩土体稳定性进行重新判断。

光纤

基岩

和破坏直接相关。当杆塔位于滑坡外的下方时，杆塔
基础是否会遭到破坏，与滑坡失稳后的破坏形态有

滑体土

图5
Fig. 5

0.15

0.30

2.3 试验方案设计

0.30

监测方案传感器布置图

Sensor layout of the monitoring plan

整个模型布置土压力传感器、孔隙水压力传感
滑坡

滑坡

杆塔基础

(a) 杆塔位于滑坡体内

图4
Fig. 4

滑坡

杆塔基础
(b) 杆塔位于
滑坡的下方

(c) 杆塔位于
滑坡的上方

杆塔基础与滑坡的相对位置

Relative position of the tower foundation and the
landslide

此外，降雨量是影响滑坡稳定性的重要参数，因
此，试验主要通过控制降雨量，实时监测杆塔基础位
移及滑坡中的土体压力和变形情况，从而分析杆塔
基础滑坡的失稳过程。

器和含水率传感器各4个，传感器的埋深与杆塔基础
埋深一致；在每个杆塔基础上部布设位移计1个，共
计3个；传感器和位移计的布设位置如图5（b）所示。
对于土体内部的变形，试验采用分布式光纤，布设位
置如图5（c）红色细线所示。
2.4 杆塔基础滑坡物理模型制作
杆塔基础滑坡物理模型具体制作步骤如图6所
示，阐述如下：
1）勾画轮廓。利用马克笔在模型箱边壁上画分
层线和模型削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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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填筑基岩

(b) 预制滑带

(c) 分层填筑

(d) 削坡

(e) 边壁填充
采集系统
预制裂缝

控制系统

(f) 埋设传感器和杆塔基础

(g) 预制裂缝

图6
Fig. 6

(h) 调试采集系统

物理模型的制作过程

Making process of physical model

2）填筑基岩。采用砖石砌体进行构筑；在此基础
上，利用黏土填平表面；之后，铺上两层不透水的彩
色塑料布，如图6（a）所示。

5）调整坡形。借助在模型箱边壁上所画的削坡
线，将坡体削成设计的形状，如图6（d）所示。
6）填充边壁材料。为避免雨水从模型箱内壁流

3） 预 制 滑 带 。 在 彩 色 塑 料 布 上 铺 设 约 1 cm厚

下冲刷边界土体，造成不正常坡体破坏，采用双飞粉

的砂，在较陡的地方采用较薄细孔的铁丝网辅助，如

与水拌合后，填充在土体与模型箱内壁接触处，如

图6（b）所示。

图6（e）所示。

4）分层填筑。按照计算的每层所需拌合相似材

7）埋设传感器。为避免传感器在夯实土层的过

料的质量进行逐层填筑、夯实，直至设定的密度；采

程中被破坏，选择在模型填筑完成后将传感器埋设

用环刀在每层不同位置取样校核，每层厚度10 cm，

值预定位置；分布式光纤按设计的布设方法边填筑

共9层，如图6（c）所示。

边埋设，如图6（f）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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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埋设杆塔基础和位移计。同样地，在预定位置

于最佳观测点。

埋设杆塔基础，通过可伸缩的支撑杆和变角度的固
定架把位移计固定在杆塔基础上部出露位置，如图6（f）
所示。
9）设置裂缝。在杆塔基础下方一定位置，预制一
条长约30.0 cm，宽约0.4 cm，深约6.0 cm的裂缝，如

93

12）人工降雨。打开模拟降雨设备按设计雨强对
坡面实施降雨，直至试验完成。

3 降雨作用下杆塔基础滑坡的物理模型试验
3.1 杆塔基础滑坡破坏过程分析

图6（g）所示。

试验共降雨一次，降雨强度为60 mm/h，降雨持

10）调试数据采集系统。将传感器连接数据采集

时为从降雨开始至杆塔基础滑坡失稳为止。

仪，并与电脑连接；之后，检测连接线路是否正确，传
感器和数据采集仪是否可以正常运行，如图6（h）所示。
11）摄像系统调试。调整摄像机位置，将其放置

试验过程中，杆塔基础滑坡在降雨作用下发生
明显的冲刷、滑移，直至失稳破坏，如图7所示，主要
现象依次为：

(a) 砂土的冲刷

(b) 坡脚的冲刷

(c) 裂缝的发展

(d) 坡脚局部失稳

预制裂缝

局部滑坡范围
逐渐扩大

(e) 局部滑坡多级失稳
滑坡外的底部
杆塔基础
滑坡外的顶部
杆塔基础

滑坡中的
杆塔基础

(f) 杆塔基础失稳

图7
Fig. 7

杆塔基础滑坡宏观破坏现象

Macroscopic failure of the tower foundation landslide

1）砂土的冲刷

于降雨强度大于土体的入渗速度，因此，随着降雨的

在前期的降雨初始过程中，坡面被雨滴溅击，由

增加，滑坡体的表层开始逐渐饱和，表面形成径流并

工程科学与技术

94

第 54 卷

往坡体下部汇聚。此时，坡面的黏土和沙子都会被雨

下，预制裂缝为雨水提供了良好的优势渗流通道，使

水冲刷，坡面会形成宽度较小的沟道（图7（a））。

得雨水在预制裂缝快速聚集，导致预制裂缝深度、宽

2）坡脚的冲刷

度逐渐扩大，并向滑坡右端逐渐延伸并贯通，为雨水

随着降雨的进行，由于坡脚土体相对较薄，因此，

提供了暂时的存储空间，存储的雨水使岩土体的下

该处会很快到达饱和状态；加之坡体上的雨水向下

滑力明显增大，使得右端坡脚局部发生失稳而形成

汇聚，坡脚（尤其是靠近边壁两侧的坡脚）的土体开

多级局部牵引滑动破坏，杆塔基础随滑坡一起失稳

始发生冲刷侵蚀，降雨时间越长，坡脚的冲刷越明显

并发生倾倒破坏，滑坡后缘外的杆塔基础同样如此。

（图7（b）），此后滑坡表面也形成了稳定的径流，坡体

3.2 土压力的变化

的地下水位也逐渐形成。
3）预制裂缝的发展
随着降雨的持续入渗，预制裂缝为雨水提供了
良好的优势渗流通道，使得雨水在预制裂缝快速聚
集，导致预制裂缝逐渐向滑坡右侧延伸，直至形成贯
通裂缝（图7（c））。由于预制裂缝的存在，滑坡后缘没
有形成明显的张拉裂缝，滑坡局部的变形起始于预
制裂缝。
4）坡脚局部失稳
随着降雨的持续，岩土体的黏聚力逐渐减弱，导
致预制裂缝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逐渐增加，此时，雨
水的暂时累积存储使此处岩土体的下滑力明显增加。
随着累积的雨水明显增多，裂缝两端开始有大量雨
水夹带土体向下流淌，同时此处的岩土体也开始向
下坡脚推移，最终形成右端坡脚局部失稳（图7（d））。

试验共埋设了A1～A4共4个土压力传感器（图5（b）），
A1位于滑坡外的底部杆塔基础附近，A2位于滑坡体
靠近坡脚，A3位于滑坡体杆塔基础附近，A4位于滑
坡外顶部杆塔基础附近，所有土压力传感器埋设深
度为10～20 cm。
整个降雨过程测得的土压力变化数据如图8所
示。从图8可以看出：除A2外，其他位置的土压力变化
基本呈先增大后趋于平稳的分布趋势。这是由于降
雨入渗使覆盖于土压传感器上的土体吸水固结压密，
加上水的重度，使上部覆盖土体的重量增大，引起土
压力增大。A2位置处土体埋深较浅，随着降雨的持续
进行，雨水开始汇聚产生径流冲刷坡面，传感器上覆
土体减少，导致土压力有一定的减小，之后坡面形成
稳定的渗流又使土压力有个上升的过程。从破坏时

5）坡体多级失稳和杆塔基础失稳

间上来看，同样地，A2位置处的土压力变化明显早于

右端坡脚的失稳使右端滑坡失去了支撑作用而

其他位置，这是由于A2位置上部土体有发生滑移的

形成前端临空面，造成上部岩土体开始产生裂缝并

迹象，这也说明了滑坡始于坡脚失稳。A3位置处的土

逐渐贯通，从而形成新的局部滑坡。同样地，右端滑

压力也早于A4位置发生变化，说明了滑坡的失稳为

坡后缘又开始形成拉裂缝，相应地也产生了多级滑

滑坡外顶部土体制造了可能失稳的临空面。
3.0

坡失稳（图7（e））。

2.5

然受到了水流的冲刷，也受到了滑坡最后向下的冲

2.0

击作用，但由于下滑的速度不大，同时土体给了杆塔
基础一个很好的约束作用，最终也没有发生破坏。对
于滑坡内的杆塔基础，由于周围土体对杆塔基础有
良好的约束作用，虽然降雨入渗使得土体的力学性
质降低，导致土体发生变形，也使得对杆塔基础的约

土压力/kPa

在整个降雨过程中，滑坡外的底部杆塔基础虽

A1
A2
A3
A4

1.5
1.0
0.5
0
−0.5
0

束作用降低，但是土体微小的变形还不能使杆塔基

100

150

200

250

时间/min

础发生较大变形，因此，该位置处的杆塔基础在滑坡
图8

失稳前基本也处于稳定状态。但滑坡变形过程中，杆
塔基础没有发生剪切破坏，而是在滑坡失稳过程随

Fig. 8

着滑坡一起向下滑移并向后倾倒，最终整个杆塔基

3.3 含水率的变化

础外露在失稳的滑坡体上。滑坡外的上部杆塔基础

50

土压力的变化过程

Variation process of earth pressure

试验共埋设了B1～B4共4个含水率传感器（图5（b）），

破坏过程基本与滑坡体上的杆塔基础一样，只是发

B1位于滑坡外的底部杆塔基础附近，B2位于滑坡体

生的时间晚于后者（图7（f））。

靠近坡脚，B3位于滑坡体杆塔基础附近，B4位于滑

由观测到的模型试验坡体变形可知，降雨作用
下杆塔基础滑坡有裂缝时的破坏模式为：降雨作用

坡外顶部杆塔基础附近；所有含水率传感器埋设深
度均为10～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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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降雨过程测得的含水率变化数据如图9所

变；随着降雨的持续，滑面其他位置的变形仍然变化

示。同样地，含水率突变点有较明显的先后顺序，由

不大，但是预制裂缝位置的应变一直增加，直到第

于径流对坡脚积水及地下水位的影响，导致滑坡外

211 min时，从预制裂缝位置到坡脚位置，光纤突然受

底部处有积水，因而滑坡外底部表层土体含水率快

到很大的拉应变，此时，滑坡坡脚发生局部失稳，范

速增加至稳定状态；随着雨水的入渗，其他位置深处

围从预制裂缝到坡脚，这与实际情况吻合很好。采用

土体含水率也在缓慢增加，但增加的速度明显小于

光纤监测可以很好地反映了滑坡内部的变形情况。

B1。滑坡破坏前后，土体含水率的变化与土压力的变

3.5 杆塔基础位移的变化

化基本一致，B2位置的含水率变化明显早于其他位

试验共埋设了D1～D3共3个位移计（图5（b）），

置，其次是 B1和B3位置，最后是B4位置。因为滑坡破

D1位于滑坡外的底部杆塔基础上，D2位于滑坡体杆

坏是起始于预制裂缝造成坡脚局部失稳，导致多级

塔基础上，D3位于滑坡外顶部杆塔基础上，所有位移

滑坡连锁反应。

传感器都被支撑杆和固定架固定。
整个降雨过程测得的杆塔基础位移变化数据如
图11所示。降雨过程中，杆塔基础的变化过程基本是
先快速增大后趋于稳定。这是由于随着降雨的进行，
水分开始入渗到杆塔基础周围的土体，导致土体强
度开始减弱，从而降低了对杆塔基础的约束能力，导
致杆塔基础开始朝滑坡向下的方向开始倾斜。同样
地，从图11可以明显看出，滑坡体中的杆塔基础开始
变形的时间早于滑坡外的杆塔基础，但滑坡外底部
杆塔基础的变形速度大于其他位置。整体上看，由于
预制裂缝的原因，雨水的快速入渗导致滑坡体上的
杆塔基础变形要明显大于滑坡外的杆塔基础，且变
形增加的过程比较持久。在滑坡的失稳过程中，滑坡
体中的杆塔基础随滑坡一起突然失稳，故D2的位移
瞬 间 增 大 ； D3的 突 变 时 间 比 D2要 延 后 ， 这 也 说 明
了滑坡的失稳为滑坡外顶部土体提供了失稳的临空面；
D1位置的位移受下滑土影响，有小幅增大，但影响
不大。

25

含水率/%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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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B2
B3
B4

5
0
0

50

100

150

200

250

时间/min

图9
Fig. 9

土体含水率的变化过程

Variation process of soil moisture content

3.4 坡体内部变形
基于布里渊光时域分析技术（BOTDA），通过埋
设在模型内部的光纤在降雨过程中感测到的轴向应
变数据，将试验前采集的初始数据与试验进程中采
集的数据做差，得到不同降雨时期分布式光纤的轴
向应变数据，再将光纤的长度尺寸与在模型边坡内

60

埋设的位置进行坐标计算，进而得到光纤埋设位置
处土体的变形情况，如图10所示。图10中，X轴代表光

应变/10–6

表受拉和受压。
1 400
1 200
1 000
800
600
400
200
0
−200
−400

预制裂缝附近
20 min
90 min
180 min
210 min
211 min
213 min

坡脚附近

20
0
−20
0

50

100

150

200

250

时间/min

图 11
4.0 4.2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6.0
长度/m

图 10
Fig. 10

40
位移/mm

纤的长度，Y轴代表光纤的轴向应变值，正负分别代

D1
D2
D3

光纤监测坡体内部的变形

Fig. 11

杆塔基础位移的变化过程

Variation process of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tower
foundation

4 降雨作用下杆塔基础滑坡的成灾模式研究

Deformation inside the slope monitoried by optical fiber

模型试验结果表明，在降雨作用下，燕子杆塔基

由图10可知：降雨初期，整个滑面的变形较小，

础滑坡有裂缝时容易发生局部滑坡，因此，基于整体

在预制裂缝位置的应变最大，该位置主要承受压应

滑坡，难以判定杆塔基础的成灾模式，可以以局部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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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发生的位置说明3种不同情况，如图12所示。a.杆塔
基础处于局部滑坡中，降雨的入渗会使局部滑坡处
于变形发展阶段，在此阶段，杆塔基础的破坏与自身
承载力有关，包括受力及变形等；如果外在环境超出
其自身承载力，杆塔基础会发生相应的破坏，当局部
滑坡处于失稳阶段时，杆塔会随局部滑坡一起失稳
而遭到整体破坏。b.杆塔基础处于局部滑坡的下方，
一旦局部滑坡失稳，滑体在滑动一定距离之后与杆
塔发生碰撞，而杆塔是否会发生破坏，与滑坡的破坏
形态及杆塔本身抗冲击能力等因素有关系。c.杆塔基
础处于局部滑坡上部，一旦局部滑坡失稳，杆塔基础
所在坡体地层会产生新的临空面，坡体的变形趋势
将会变成在牵引作用下朝着新形成的临空面发生变
形破坏，此时，杆塔基础的破坏形式与情况a一致。综
上分析可知，滑坡对杆塔的影响是通过两种方式实
现的，一种是作用于基础，另一种是直接作用于杆塔
杆件。因此，基于物理模型试验结果和前人研究成果，
总结了降雨作用下杆塔基础滑坡的成灾模式分析流
程，如图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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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以燕子杆塔基础滑坡为对象，基于物理模型试
验，研究了降雨作用下杆塔基础滑坡有裂缝时的失
稳过程，得出了以下结论：
1）在整个降雨过程中，杆塔基础滑坡破坏过程
依次为砂土的冲刷、坡脚的冲刷、预制裂缝的发展、
坡脚局部失稳、坡体多级失稳和杆塔基础的失稳。
2）在降雨过程中，不同位置的杆塔基础的失稳
过程不一样。滑坡外的底部杆塔基础在整个过程中
没有发生破坏。滑坡上的杆塔基础和滑坡外的上部
杆塔基础在滑坡失稳前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在滑坡
失稳过程中，杆塔基础都随着滑坡一起向下滑移并
向后倾倒，但后者发生的时间晚于前者。
3）降雨作用下，杆塔基础滑坡有裂缝时的破坏
模式为降雨使预制裂缝深度、宽度逐渐扩大，并向滑
坡右端逐渐延伸并贯通，为雨水提供了暂时的存储
空间，存储的雨水使岩土体的下滑力明显增大，使得
右端坡脚局部发生失稳而形成多级局部牵引滑动破
坏，杆塔基础随滑坡一起失稳并发生倾倒破坏。

b

4）滑坡体中的土压力、含水率和滑带位移及杆

杆搭基础

塔基础位移随降雨持时的变化过程能较好地吻合和
印证杆塔基础滑坡的宏观现象，对分析降雨作用下

a
c

杆塔基础滑坡失稳过程的力学机理发挥了很好的辅

局部滑坡

助作用。
图 12
Fig. 12

杆塔基础滑坡下3种情况的简单示意图

Simpl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hree situations
of the tower foundation landslide

5）模型试验结果表明，在降雨作用下，燕子杆塔
基础滑坡有裂缝时以局部滑坡分析杆塔基础的成灾
模式比整体滑坡要好，并以此总结了不同相对位置
杆塔基础滑坡在降雨作用下的成灾模式分析流程。

降雨作用下杆塔基础
滑坡的成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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