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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型历史堵江滑坡研究不仅是认识区域构造背景和河流演变规律的重要工作，而且对山区河流工程安

全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金沙江上游巴曲河口至麦曲河口段发育于金沙江缝合带，高山峡谷地貌，构造活动强烈，
是历史堵江滑坡的集中发育区，其中，王大龙古滑坡具有坝高最高、堰塞湖规模最大且堰塞历史悠久等特点。以
王大龙古滑坡为研究对象，基于详细的野外调查与资料分析，对其成因与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王大龙滑坡位于金沙江缝合带，源区基岩主要为三叠系中心绒群下段板岩 （T1–2 zh1），其次为二叠系嘎金雪山
群下段石英砂岩（Pgj1），滑坡总体上为王大龙断裂与中心绒群板理面切割形成的楔形体，前缘受雄松—苏洼龙活
动断裂切割，方量约4.0×108 m3；2）诱发滑坡的内动力为地震，外动力为河流凹岸侵蚀，滑坡时间应为晚更新世大
理冰期；3）堰塞坝长约1 700 m，宽约3 000 m，高度超过450 m，形态右高左低，右岸高程约2 770 m，左岸垭口高程
约2 735 m；4）堰塞湖规模约26.6×109 m3，干流库尾到达叶巴滩水电站坝址的降曲河口，长度约176 km；5）堰塞坝
发生过3次溃决，溃口底面高程分别为2 460、2 400和2 358 m（现河面高程）；6）第1次溃决极有可能由雄松—苏洼
龙断裂错动导致，时间早于1 900 a BP，估算溃口流量为21.0×104～39.8×104 m3/s，远远大于长江历史洪水记录。
关键词：金沙江上游；滑坡坝；古堰塞湖；地质测年；溃决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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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igantic Paleo-dammed Lak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Jinsha River and Its Relevant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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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vestigations of historical landslide dam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oth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regional tectonics and river evolution, and the safety of mountain river engineering. A section of the upper Jinsha River runs among the Jinsha River suture belt from the estuary
of Baqu stream to the estuary of Maiqu stream. Due to the alpine and gorge geomorphy and active tectonics in the section, historical landslide
dams are highly developed, among which Wangdalong paleo-landslid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highest dam height, the largest volume of dammed
lake and the longer silt history. Based on detailed field survey and data analysis of Wangdalong paleo-landslid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Jinsha
River, it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are analyzed and the major conclusion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Wangdalong landslide is located in the
suture area of Jinsha River and its main rocks comprise slate in the lower Zhongxinrong Formation (T1–2zh1) and quartz sandstone in the lower
Gajin formation (Pgj1). Its source zone is a rock wedge confined by two discontinuities, i.e., the slate foliation of T1–2zh1 and fracture surface of
the Wang-dalong Fault, which form an intersection line plunging towards the west. Xiongsong—Suwalong active fault cuts through the to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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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ge and the wedge volume is estimated to be about 4.0×108 m3. 2) The landslide was probably triggered endogenically by an earthquake and
exenogenically by lateral erosion due to its location on the concave-bank of the river, and the slide should occur in the Dali glaciations of the Late
Pleistocene. 3) The dimensions of the landslide dam are approximately 1 700 m in length, 3 000 m in width and 450 m in height. The left side of
the dam is lower than the right side, the elevation of the left side is about 2 735 m, while the right side can reach as high as about 2 770 m. 4) The
dammed lake has a volume of about 26.6×109 m3, which extends upstream for about 176 km and to the estuary of Jiangqu creek, i.e. the damsite
of Yebatan hydropower station. 5) The dam experienced three breaching even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elevation of sluice bed are approximately
2 460 m, 2 400 m and 2 358 m (the present river level), respectively. 6) The first dam-break should most likely be induced by the dislocation of
Xiongsong—Suwalong fault, earlier than 1 900 a BP, and its empirically estimated flood is 21.0×104 to 39.8×104 m3/s, much larger than any historical records available in th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Key words: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Jinsha River; landslide dam; paleo-dammed lake; geological dating; dam-breaching flood

近年来，随着梯级水电开发的逐步推进，金沙江
[1–13]

巴塘县属亚热带气候，具有冬暖、春干、夏凉、秋

。特

淋的气候特征。河谷地带为干热河谷，年平均气温为

发生后，该问题的关注与

13.0 ℃；气温最高为7月，平均为19 ℃；最低为1月，平

重视程度得到进一步加强。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金

均气温为3.7 ℃。河谷年降水量小于400 mm，主要集

沙江上游河段历史堵江事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滑

中在6—9月。因此，河谷岸坡总体植被稀疏，物理风

坡与堰塞坝溃决洪水的规模均很大。深入研究这些

化强烈，崩坡积物丰富。

上游的历史滑坡堵江问题得到关注与重视
别是2018年白格滑坡

[14–18]

历史堵江滑坡不论是对认识区域构造背景和河流演

研究区位于金沙江缝合带，沿江出露的岩性主

变规律，还是对山区河流工程安全均有十分重要的

要为二叠系片岩、基性火山岩和结晶灰岩、三叠系板

意义。

岩、中基性火山岩，以及海西期侵入的中粗粒闪长岩、

金沙江上游巴塘县自巴曲河口至麦曲河口段堵

印支期侵入的黑云母花岗岩。巴塘断裂和雄松—苏

江滑坡最为发育，有明确堵江证据的滑坡有特米滑

洼龙断裂是研究区的主要活动断裂。巴塘断裂北东

坡

[6–8]

#

#

、索多西滑坡、苏洼龙滑坡

[11–12]

、基里滑坡、下归哇1 滑坡、下归哇3 滑坡、雪
[9–11]

起于莫西附近，向南西经松多、雅洼、黄草坪、巴塘、

、绒岔

水磨沟过金沙江后继续向南西延伸经莽岭乡至澜沧

、萨里西滑坡、王大龙滑坡等10座。干流

江边消失，全长约200 km；断裂走向NE30°，总体倾向

上不能确定是否堵江的滑坡或支流上的滑坡数量更

NW，倾角较陡，显示右旋走滑运动特征，斜切金沙江

多。虽然前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是限于

断裂带主体，系特提斯造山系后期陆内变形作用的

有限的信息，这些滑坡孕育的时间与空间规律尚未

产物；其成生时间应稍晚于金沙江断裂带，晚新生代

得到清晰的认识。

以来右旋总位移量在10 km左右。巴塘断裂具有明显

隆囊滑坡
绒滑坡

[11–13]

本文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进一步讨论王大龙

的晚第四纪以来的活动性，在莽岭附近可见明显的

滑坡的成因、滑坡方量、滑坡坝高与堰塞湖库容，分

坡中槽地貌，水系与洪积扇体被断裂同步右旋错断；

析堰塞坝溃决机制与溃决洪水规模。

在巴塘县城附近、雅洼及黄草坪等地也能见到断裂

1 区域地质环境条件
研究区位于横断山脉北段金沙江河谷地带，左
岸为沙鲁里山脉，右岸为芒康山脉。金沙江发育整体

新活动所形成的坡中槽或洪积扇侧缘被断错的现象。
该断裂曾发生过1870年巴塘7.25级地震，地表破裂在
一些地段上现今仍依稀可辨，显示出明显的近代活
动性。

上受断裂构造控制（图1）。巴曲河口至打鲁格曲河口

雄松—苏洼龙断裂是金沙江断裂带分支之一，

段，河谷沿巴塘断裂发育，走向NNE至SSW，河谷为

北起错拉，向南经雄松、竹巴笼，总长度约300 km。雄

宽谷，宽度150～300 m，阶地、沟口冲积扇和河漫滩

松—苏洼龙断裂带在竹巴笼南，断裂发育在以二叠

较发育，岸坡岩体破碎，坡度较缓（一般为20°～30°）；

系变质岩为核心的竹巴笼背斜构造东翼。断层断面

打鲁格曲河口至麦曲河口段，河谷受雄松—苏洼龙断

倾向W，倾角45º～50° [8] ；在水磨沟附近被巴塘断裂

裂控制，流向为近SSE，以峡谷为主，宽度100～200 m，

右行错开，在竹巴笼附近约向西呈弧形。破碎带最宽

阶地保存不全，局部发育河漫滩，岸坡岩体相对完整，

大于50 m，具挤压逆冲性质。

坡度较陡（一般为30º～40º），多见悬崖峭壁。山顶高

研究区基本地震烈度为Ⅷ度。自1722年以来，先

程多为4 500～5 000 m，相对高差多在2 000～2 600 m

后发生6级以上地震12次；1923年巴搪6.5级地震的震

之间，属高原高山峡谷地貌单元。

中即位于王大龙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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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系夹大理岩和石英片岩
的绢状片岩

F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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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咱

图1
Fig. 1

F1：巴塘断裂
金沙江断裂带
F2−1：曾子顶断裂
F2−2：字嘎寺—德钦断裂
F2−3：本协—大盖顶断裂
F2−4：雄松—苏洼龙断裂
0

15 km

研究区地质构造背景

Geological and tectonic background of the study area

2 王大龙滑坡与堰塞坝
王大龙滑坡位于巴塘县苏洼龙乡王大龙村下游

的峡谷河段（图2），岸坡上缓下陡，下部坡度可达40°。
后缘为左岸山脊，地理坐标为99°6′54.44″E东，
29°18′46.26″N，高程约4 150 m。前缘河谷水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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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58 m， 滑 坡 剪 出 口 在 现 河 水 位 以 下 。 滑 坡 长 约

走向，滑坡宽度可达3 000 m，面积约为8 km2，估算滑

4 600 m，后缘宽约1 300 m，前缘宽约2 000 m。沿河流

坡堆积体方量约为4.0×108 m3。
99°6′0″E

99°4′0″E
N

图例

雄松—苏洼龙
断裂

Pgj1

δo51−b

石英砂岩

T1−2zh1

板岩夹变质砂岩

T1−2zh2

中基性火山岩、板岩

δo51−b

细粒石英闪长岩

Yβ51−c

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
滑坡堆积体
崩坡积物

δo51−b

Yβ51−c

滑坡源区

断层

滑坡边界

片理
29°20′0″N

萨里西滑坡

T1−2zh1

王大龙滑坡

B

A

Pgj1

王大龙
断层

T1−2zh2

29°18′0″N

0

图2
Fig. 2

1

2
km

王大龙滑坡地形地质图

Topographical and geological map of the Wangdalong rockslide

滑坡区基岩为二叠系嘎金雪山群（Pgj）和中下三
叠统中心绒群（T1–2 zh）。嘎金雪山群可划分为两段，
2

上段（Pgj ）为一套碎屑岩与灰岩、变中基性火山岩不
1

等厚互层的组合沉积，下段（Pgj ）为一套以石英砂岩
2

为主的碎屑岩。中心绒群也分为两段，上段（T1–2 zh ）
1

为变中基性火山岩、绿片岩，下段（T1–2 zh ）以板岩为
主，夹灰岩、变质砂岩。

和4）。雄松—苏洼龙断裂从滑坡区的前缘河谷经过，
控制了金沙江河谷的走向（图4）。
滑坡坝长约1 700 m，宽约3 000 m，溃决后在右
岸残留的方量有限，但是溃决后残留的滑坡堆积物
痕迹明显，最大高程约为2 770 m。
该滑坡曾堰塞金沙江，目前残留堆积体主要分
布在左岸，包括3个平台（图5）：平台PF1高程3 500～

残留堆积体的主要物源为王大龙断裂上盘的中

3 550 m，为一村庄，应该是主滑坡发生后后缘受牵引

心绒群下段板岩，仅在剪出口存在少量嘎金雪山群

滑塌堆积形成；平台PF2高程2 730～2 760 m，为一果

下段石英砂岩。王大龙断层为一规模较小的断层，产

园；平台PF3高程2 505～2 515 m，以耕地为主。PF2

状336°～345°∠44°～69°，平均340°∠61°，其上盘为

内外侧均较高，中部靠外侧为一沟道，垭口高程约为

中心绒群下段，下盘为中心绒群上段，构成了滑坡的

2 735 m，底部为粉质黏土（图5（a）），结合其上游侧残

左侧边界。滑坡的右侧边界由中心绒群下段板岩的

留的湖相沉积物分析（图5（b）），该沟道曾经是堰塞

板理面组成，产状198°～220°∠36°～52°，平均213°∠44°。

坝的溢流口。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简

因此，王大龙滑坡整体上是由小断层和板理面切割

称贵阳院）在沟道中部完成一个勘探孔ZK–W2，从

形成的楔形体，滑动方向270°，交线倾角约27°（图3

现场遗留的岩心来看，滑坡堆积物深度为206.7 m。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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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坝的主要成分为板岩碎屑，但是在下游侧的格拉

岩在下，板岩在上，中间没有风化特征，推测该滑坡

轰曲河口附近为嘎金雪山群石英砂岩碎屑。两者界

与王大龙滑坡同期形成，但是失稳较早。两滑坡连成

线分明，极度破碎，但是结构密实（图5（c））。

一片，构成堵江滑坡群。事实上王大龙滑坡的右侧

紧邻滑坡上游侧为源于右岸的萨里西滑坡，岩

（图5平台PF3平台所在部分）也可以独立划分为一个

性为嘎金雪山群下段石英砂岩。王大龙村即为该滑

小滑坡，因方量较小与其他部分一起作为一个整体

坡在左岸的残留堆积。从岩性叠置情况来看，石英砂

考虑。
N

层

龙断

王大龙断层

基岩片理面

王大
W

交线（270°∠27°）

E

基岩

片理

面
S

图3
Fig. 3
4 400

王大龙滑坡楔形源区示意图

Wedge-shaped source area of the Wangdalong rockslide
王大龙断层面
与片理面交线
（27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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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profile of the Wangdalong rockslide

从地质上讲，王大龙滑坡的成因是王大龙断层

楔形块体的稳定性；从诱发因素上讲，滑坡极有可能

和中心绒群下段板理面切割形成了楔形块体；从地

是地震诱发的。首先，自巴曲河口至麦曲河口段，滑坡

貌上讲，滑坡位于河流凹岸，坡脚冲刷严重，降低了

沿雄松—苏洼龙断裂线性密集发育，王大龙滑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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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楔形体前缘相对坚硬的嘎金雪山群下段石
PF1

英砂岩快速剪断滑出的结果。

河流一侧

3 堰塞湖及其溃决洪水

(a)
PF2
P2 P1

按当时的水位2 735 m计算，王大龙堰塞湖的淹
没范围如图6所示，水库库容高程曲线如图7所示。

(b)
板岩

PF3

以30 m DEM为基础，按2 735 m水位估算的王大龙堰

砂岩

塞湖的库容达26.6×109 m3，比白鹤滩水库库容19.1×

(c)

109 m3还要大。堰塞湖在金沙江干流可至降曲河口的

(a) 溢流口，照片位置 P1，镜向南；(b) 溢流口北侧残留湖相沉积
物，高程 2 715 m，最大厚度约 15 m，镜向北；(c) 滑坡坝结构
注：虚线为滑坡范围边界，PF1~PF3 为滑坡平台。

图5
Fig. 5

叶巴滩坝址，长度约176 km，巴塘县城、拉哇水电站、
巴塘水电站、苏洼龙水电站和昌波水电站等完全淹
没在堰塞湖底，前述的特米滑坡至萨里西滑坡等9个

王大龙滑坡全景

堵江滑坡也全部被淹没在堰塞湖底。

Panorama of the Wangdalong Rockslide

这些密集分布的滑坡之一，其前缘河谷即为雄松—
苏洼龙断裂通过部位。其次，从残留堰塞坝堆积特征
来看，堰塞坝极为破碎（一般块度不大于10 cm），但
是堆积极为密实。左岸公路旁的勘探平硐在没有任

从湖相沉积物调查情况来看，基里滑坡以下的
湖相沉积物顶面高程基本一致，为2 460 m。一方面，
说明大型堰塞湖都是统一的沉积模式；另一方面，也
说明相对于王大龙滑坡坝，基里和特米滑坡堰塞坝
的形成时间早或溃决时间晚，因为基里滑坡和特米

何支护措施条件下，洞口长度近100 m的洞段历经近

滑坡的堰塞湖沉积物顶面高程高于2 460 m。扣除2

10 a未出现任何垮塌。这些堆积特征与地震滑坡高速

460 m以 下 的 淤 积 库 容 ， 堰 塞 湖 库 容 仍 然 有 25.9×

运动、挤压的特征一致。因此，滑坡的发生是在地震

109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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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湖面高程 2 735 m

图6
Fig. 6

E

W

(b) 湖面高程 2 460 m

王大龙古堰塞湖淹没范围

Inundation area of the Wangdalong paleo-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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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图8

王大龙古堰塞湖库容曲线

Curve of volume−elevation for the Wangdalong paleolake

从堰塞坝溃决后在右岸残留的痕迹来看（图8），
滑坡坝溃决大约按3期完成，溃决高程分别为2 460、
2 400和2 358 m（现河水位）。除现河床外，前面两期
溃决都在右岸遗留有一个平台，平台上堆积一层溃
坝残留砂层，然后进一步被后期崩坡积物覆盖。左岸
遗留的平台不完整，大部分被平台PF2的后期坍塌破
坏。堰塞湖的库容在第1期溃坝事件中基本泄流完毕，
按Cenderelli[20]给出的回归公式（式（1）～（3）），估算
出峰值泄流量分别为39.8×104 、21.0×104 和26.3×104 m3/s，
即峰值流量为21.0×104～39.8×104 m3/s，远大于宜昌
1870年最大历史洪水记录10.5×104 m3/s[21–22]。
Qp = 24d1.73

（1）

Qp = 3.4V 0.46

（2）

Qp = 1.9(Vd)0.4

（3）

Fig. 8

右岸溃坝痕迹

Dam breaching relics on the right bank

式（1）～（3）中，Qp为峰值流量，V为堰塞湖一次排泄
的库容，d为水位消落高程。
堰塞坝第1期溃决在其下游至羊拉登大桥河段
两岸，留下了超过10 km、近于连续分布的溃坝沉积
物（图9）。在格拉轰曲河口（图9中照片P1），下层为滑
坡堆积物，上层为溃坝洪积物，分界面拔河高程约为
44 m，溃坝洪积物拔河高程可达140 m。格拉轰曲河
口较高的洪积物堆积高程是溃坝洪水直冲，并沿坡
爬升的结果。自格拉轰曲河口至羊拉登大桥，溃坝洪
积物顶面的拔河高程逐渐减小（图9中照片P2）为96
m。麦曲河口（图9中照片P5）为70 m，至羊拉登大桥
降为46 m，同址白格“11·3”滑坡的洪水位高程仅9 m
（图9中照片P6）。虽然不能确定王大龙堰塞坝溃坝时
其下游的河床高程，但是定性比较白格“11·3”滑坡
在苏洼龙水电站的洪峰流量19 800 m3/s，上述流量估
算值并不高。

溃坝洪积物

WDL3−9
WDL3−10
WDL2−4WDL2−7
WDL2−5

王大龙滑坡

WDL1−5

滑坡堆积物

萨里西
滑坡 P1

P1

P2

P3

P4

P2
P3

P4

麦曲
P5

王大龙洪水线
P6
3.91 km

白格 “11·3” 洪水线
P5

图9
Fig. 9

下游溃坝洪积物分布

Distribution of flood deposits in the downstream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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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塞坝的第2期和第3期溃决实际上是河水下切
侵蚀河床的湖相沉积物过程，由此在堰塞坝上游河
流两岸形成的侵蚀残留平台与传统的阶地无关。下
游如图9所示的溃决洪积物平台也是如此。尽管两类
平台均有卵石，但是平台反映的不是区域构造演变
过程。因此，对于西南山区河流而言，阶地的鉴定需
要十分慎重。

4 讨

论

4.1 滑坡坝高度
按常规方法计算，王大龙滑坡坝的高度为377 m，
已经属于超高坝。但是从贵阳院在王大龙村河边完
成的勘探孔ZK−S4资料来看，2 281 m高程以上均为
残留的滑坡堆积物，即现代河床底部尚有近80 m厚
的滑坡坝尚未被河水侵蚀搬运。这点也可从河流的
水力梯度得到佐证。自特米滑坡至王大龙滑坡，距离
近81 km，平均水力坡度为0.19%；自王大龙滑坡至羊
拉登大桥，距离近10 km，平均水力坡度为0.39%。下
游的水力坡度为上游的2倍有余，即滑坡坝残留对其
上游河道有坦化作用。基里滑坡至王大龙河段残留
的大量湖相沉积物可能得益于这种坦化作用产生的
河流侵蚀能力降低。由此确定的滑坡坝高度为454 m，
该高度是三江并流区干流上目前已经确定的114座
完全堵江的堰塞坝中最高的。
4.2 滑坡坝溃决原因
由图4可知，因滑坡速度较高，滑坡坝刚形成时是
左低右高，左岸的垭口至今留存于平台PF2（图5（a）），
但是滑坡坝的溃口却位于右岸一侧，导致这一异常
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滑坡坝或坝基的河床覆盖层存在管涌渗透破
坏，导致右岸一侧滑坡坝下沉。从现场调查情况来看，
滑坡与右岸高速碰撞后，板岩、石英砂岩极为破碎密
实（图5（c）），即使历经多期溃坝和溃坝后的河水长
期冲刷侵蚀，下游左右两岸2 400 m高程以下的残留
堆积体保留良好，岸坡陡峻，近直立（图9中照片P1）。
即使不考虑萨里西滑坡坝，仅王大龙滑坡坝的沿河
宽度就接近3 km，沿堆积体渗透破坏的概率极小。若
出现渗透破坏，坝基的河床覆盖层是最可能部位。钻
孔ZK−S4揭露的近9 m河床覆盖层性质（未见底）为
卵砾石夹块碎石；卵砾石、块石成分有花岗岩、片岩，
表1
Ta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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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次圆状；粒径1～6 cm约40%，6～30 cm约55%；细
颗粒极少，存在渗漏，且有侵蚀滑坡坝底部的可能性。
但是，考虑滑坡坝保存历史悠久，在堰塞湖底沉积了
近180 m厚、渗透性较差的湖相沉积物，相当于在湖
底形成了一层厚厚的防渗铺盖。堰塞坝若存在管涌
破坏，溃坝的时间应该发生在滑坡坝形成后不久，而
不会在“铺盖”形成后再发生。
2）断层错动破坏。雄松—苏洼龙断裂从河床靠
右侧通过，若发生地震，断层错动在滑坡坝右侧产生
错缝进而溃坝的可能性极大。由于溃坝冲蚀，目前很
难找到现场证据，但是这一推论一定程度上印证了
雄松—苏洼龙断裂属于全新世活动断裂 [19]。金沙江
上游干流上还有几座堰塞坝的溃决形式与王大龙堰
塞坝类似。因此，对于历史堰塞坝而言，除了常见的
漫顶、渗透破坏和坝坡失稳等3种溃决形式外，构造
活跃区也需要考虑断层错动可能引起的溃决问题。
4.3 滑坡与溃坝时间
苏洼龙水电站坝址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为938 m3/s，
大致可以代表金沙江上游河段目前的流量水平。王
大龙滑坡坝虽然结构密实，但是材料主要为板岩碎
屑，泥质含量很高，抗冲刷能力偏低。在这种大流量、
弱抗冲刷能力条件下，王大龙堰塞湖长期存续，且沉
积近180 m厚的湖相沉积物的可能性很小。在金沙江
下游乌东德水库的堰塞坝研究中，作者基于不同高
程湖相沉积物测年，得出湖相沉积物的沉积速度大
致为5.5～6.0 mm/a。按此沉积速度，沉积180 m厚的
湖相沉积物需要超过3万年，即王大龙滑坡坝极有可
能是在晚更新世最后一期冰期，即大理冰期（距今约
70 000～10 000 a） [23]形成的；也只有在冰期的小流量
条件下，这类堰塞坝才有长期存续的可能。
表1给出了王大龙滑坡坝附近目前已有的取样
测年成果 [6–7]。WDL2−4和WDL2−5的位置临近，高程
小于湖相沉积物顶面高程，考虑滑坡坝多期溃决特
性，该测年成果应该代表的是第2期溃决的时间。因
为溃坝冲刷原滑坡坝都有坍塌和次级滑移特点，根
据取样部位WDL2−7可能代表了第1期溃坝坍塌引起
的二次掩埋，而WDL1−5代表了最后第3期溃坝后，平
台PF3的次级滑移掩埋，即4个测年结果均代表的是
溃坝时间，王大龙滑坡坝的第1次溃决极有可能出现
在（1.9±0.06） ka BP之前。

王大龙古滑坡测年成果 [6−7]

Geological dating data of Wangdalong paleo-landslide[6−7]

样品编号

取样地点

材料

部位

取样点高程/m

年代/(ka BP)

WDL2−4

王大龙古滑坡剖面

沙

湖相沉积物顶部

2 411.0

1.2±0.1

WDL2−5

王大龙古滑坡剖面

沙

湖相沉积物顶部

2 410.7

1.3±0.2

WDL2−7

王大龙古滑坡剖面

碳化木

滑坡坝

2 454.0

1.9±0.06

WDL1−5

王大龙古滑坡下游

碳化木

溃坝沉积物底部

2 513.0

0.4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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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工作，但是测年结果的解释需要以详细的

sources,2020,41(4):72–78.[童康益,王萍.金沙江虎跳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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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苏洼龙断裂切割，方量约4.0×10 m 。
2）诱发滑坡的内动力条件为地震，外动力条件
为河流凹岸侵蚀，滑坡时间为晚更新世大理冰期。
3）堰塞坝长约1 700 m，宽约3 000 m，高度超过
450 m，形态右高左低，右岸高程约2 770 m，左岸垭口
高程约2 735 m。
4）堰塞湖规模约为26.6×10 9 m 3 ，干流库尾到达
叶巴滩水电站坝址的降曲河口，长度约176 km。
5）堰塞坝发生过3次溃决，溃口底面高程分别为
2 460、2 400和2 358 m（现河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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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特征及堵江机制研究[J].长江科学院院报,2019,36(2):
46–51.]

6）堰塞坝第1次溃决极有可能是由雄松—苏洼

[9] Chen Jian,Cui Zhijiu.Discovery of outburst deposits in-

龙断裂错动导致的，时间早于1 900 a BP，估算溃口流

duced by the Xuelongnang paleolandslide-dammed lake in

量21.0×10 ～39.8×10 m /s，远远大于长江历史洪水

the upper Jinsha River,China and its environmental and haz-

记录。

ard significance[J].Acta Sedimentologica Sinica,2015,33(2):

4

4

3

从王大龙滑坡堰塞坝的调查结果来看，西南地
区河流阶地的确认需要考虑历史滑坡堵江及其溃决
洪水的影响，测年成果的解释也需要结合现场调查

275–284.[陈剑,崔之久.金沙江上游雪隆囊古滑坡堰塞湖
溃坝堆积体的发现及其环境与灾害意义[J].沉积学报,
2015,33(2):275–284.]
[10] Liu Chao,Chen Jian,Cui Zhijiu,et al.SEM surface micro-

成果谨慎进行。

structure of quartz grains collected from dam break s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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