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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远程滑坡动力侵蚀犁切计算模型研究
殷跃平，王文沛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北京 100081)

摘要：高位远程滑坡通常具有典型的动力侵蚀特征，导致滑坡体积明显放大和运动距离明显增加，从而因成灾范
围的误判引发严重的地质灾害。本文提出一种适用于滑坡动力侵蚀过程计算的犁切模型，该模型建立在滑块–弹
簧模型和犁耕阻力模型的基础上，认为：在滑坡失稳剪出后的运动过程中，滑块底部阻力会对堆积物产生铲刮力，
形成铲刮层。铲刮层推挤前部堆积物，并受到阻力，类似犁推挤土垡变形，即犁切阻力。根据犁切阻力、犁切被
动区与运动轨迹之间关系，提出犁切模型挤压式与剪出式两种形式，建立相应的力学表达式和编制相应的二维计
算程序。运用该程序分析新疆新源阿热勒托别滑坡远程运动特征，揭示不同比阻条件下计算所得犁切体积和深度
的趋势。此外，进一步与已有的雪橇模型、等效流体模型、液化模型计算结果对比分析，表明：犁切模型总体趋
势上与等效流体模型和雪橇模型较为接近，并较液化模型稳定，但速度峰值均小于上述其他模型，其主要原因是
空间犁切造成的耗能作用。作为一种可定量计算动力侵蚀过程中滑坡体积增量的力学模型，该模型概念清晰，计
算简便，是滑坡动力学分析的一种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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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ynamic erosion plowing model of long run-out landslides
initialized at high locations
YIN Yueping，WANG Wenpei
(China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The high-location and long run-out landslides usually have typical dynamic erosion characteristics，
resulting in obvious increments of both the landslide volume and the moving distance，and consequently，inducing
serious geological disasters due to misjudgment of the disaster area. In this paper，a new dynamic erosion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plowing behaviors of a long run-out landslide through the substrates surface material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sliding block-spring model and the plowing resistance model. The developed model
describes that，during the movement of sliding blocks，the resistance at the base produces a scraping force on the
substrates surface material and a scraping layer forms，and that the scraping layer pushes against the front
accumulation，similar to plowing a field，and will be subjected to reaction named as plowing resistance.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plowing resistance，the plowing passive zone and the motion path，two de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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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s of plowing models including pushing and shearing types were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mechanical
expressions of the base resistance were established and a two-dimensional program was compiled. Areletuobie
flowslide in Xinyuan county，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was illustrated to analyze the motion features of long
run-out landslides, and variations of the plowing volume and depth with the specific resistance were revealed.
Comparisons among the developed model，sled model，equivalent fluid model and liquefaction model show that
the developed model has a similar trend with the equivalent fluid model and the sled model，and is more stable
than the liquefaction model. It is also shown that the peak value of the movement velocity calculated by the
developed model is smaller than that by the other three models，which is mainly due to the energy dissipation of
spatial plowing effect. As a mechanical model which can quantitatively calculate the volume increment of
landslides in the process of dynamic erosion，the developed model has clear concept and simple calculation，and
provides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the kinematic model of landslides.
Key words：slope engineering；plowing model；high-location and long run-out landslide；dynamic erosion；sliding
blocks
而形成铲刮效应[17-18]。非连续介质模拟方法主要是

1

引

言

颗粒或块体代替岩屑或堆积块石，通过颗粒间的碰
撞接触模拟铲刮的过程[14]，该方法主要还是根据经

本文将高位远程滑坡定义为启动于斜坡上部

验或调查结果在斜坡表面预先布设一定量的颗粒

或中部，并通过势能转化为冲击动能形成流状滑动

或块体作为堆积物，利用上部滑坡运动碰撞堆积物

或碎屑流的滑坡。高位远程滑坡高差可达数十米至

产生的颗粒、块体的分离或转动来确定铲刮深度，

数千米，运动距离达数百米至数千米，往往形成高

乃至铲刮体积[19-20]。

隐蔽性和超强破坏力的突发地质灾害，成为近年来
防灾减灾研究的重点方向

[1-3]

由于高位远程滑坡动力侵蚀实际过程较为复

。高位远程滑坡具有典

杂，而目前力学模型对于滑坡与底部材料之间力学

型的动力侵蚀，即铲刮特征，尤其是当滑坡沿程高

传递机制理解有限，两者之间摩擦阻力通常简化为

速撞击解体并转化为碎屑流后，铲刮下伏和侧缘岩

剪切面力，缺少反映滑坡前缘动力侵蚀特征的力学

[8-9]

模型。因此，本文将在可变形滑块–弹簧模型和犁

研究了新疆伊犁新源滑坡的动力侵蚀特征，滑坡源

耕阻力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种高位远程滑坡滑动

土体，导致滑坡体积明显放大

[4-7]

。W. P. Wang 等

3

启程体积仅 2.5 万 m ，远程流滑 1.8 km，滑坡堆积
3

体积达到 60 余万 m ，体积增大 24 倍。殷跃平等

[4]

与犁切耦合模型，并运用到新疆伊犁阿热勒托别高
位远程滑坡的动力侵蚀分析中。

研究了四川茂县新磨高位远程滑坡–碎屑流动力
侵蚀特征，滑坡源启程体积 390.6×104 m3，但由于

2

动力侵蚀犁切阻力计算模型

滑坡前后缘高差达 1 200 m，滑动距离超过 2.8 km，
运动过程中对滑块底部剧烈铲刮作用使得最终碎
4

3

2.1 理论基础和基本假定

屑流堆积体积增至 1 637.6×10 m ，体积增大超过 4

(1) 可变形滑块–弹簧理论模型及假定

倍。许多学者对滑坡动力侵蚀的研究也取得了有意

可变形滑块–弹簧模型是将高位远程滑坡失稳

义的进展，例如，滑块底部超孔隙水压力侵蚀模型

后运动的流滑体或碎屑流视作 n 块连续可变的块体

[5]

[3，10]

(即液化模型) 、等效流体裹挟侵蚀模型

、冲击加

载侵蚀理论[11-12]以及非连续介质模拟方法[13-14]等。超

滑动形式，滑块之间用无质量的水平弹簧连接[21-22]
(见图 1)。

孔隙水压力侵蚀模型和等效流体侵蚀模型主要借

对滑块的受力分析作以下基本假定：

鉴了流体动力学观点，分别考虑了因加载产生的超

① 滑块本身被视为在宽度和高度上具有伸缩

孔隙水压力和流变关系

[15-16]

。上述前 2 类模型铲刮

厚度计算类似，通常据现场调查或经验取定值。冲

可变特征的块体，各运动滑块间不存在宏观的块体
分离现象。滑块的侧向边界始终保持竖直。

击加载侵蚀理论主要是将滑坡视作刚体或弹性体，

② 滑块间的条间力的竖直分量产生的剪切变

滑坡下滑后撞击下部坚硬山体或基底，巨大的碰撞

形可忽略(类似于边坡稳定分析中简化 Bishop 法的

造成了山体或基底发生了弹塑性或弹脆性破坏，进

假定)，仅考虑水平分力产生的压缩或拉伸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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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垂直于滑块底部。
(2) 犁切阻力基本理论及假定
式(1)中滑坡运动时底部阻力 Ti 通常只考虑了
剪切面力[23]。实际上，滑坡底部会对堆积物产生进
一步的铲刮作用，形成类似犁沟、犁槽等形态，并
会牵引周边坡体形成裂缝，甚至诱发多处小型牵引
式滑坡(见图 2)。
(a) 可变形滑块弹簧运动模型
z

铲刮槽

i
u ci

c

ki+1

i+1

z ci

Wi
Ti
Ni

z(x ci )

i

ki

P bi+1

hi

i
i

弹簧边界

h bi+1

P

b
i

i+1

o

x bi

x ci

x bi+1

x

(b) 单元受力

图1
Fig.1

可变形滑块弹簧运动模型和单元受力

Movement model and force conditions of deformable

(a) 犁切沟槽

block-spring

③ 滑块发生的侧向应变和弹簧变形一致，即
用滑块宽度的变化表示弹簧的变形。

铲刮导致的拉裂缝

④ 滑块运动中发生变形能储存和释放的过程，
也就是说运动过程中滑块间条间力是产生变形能的原
因，而变形能的改变又会反过来引起条间力的变化。
⑤ 滑块间的弹簧系数不随时间发生变化。
根据以上假定，建立反映运动过程的直角坐标
系如图 1 所示，其中，ox 为滑坡运动方向，oz 为滑
坡高度方向。初始滑动时坡面及滑面函数可分别用
f (x)，g (x)拟合表示。此外， xic ， xib ， xib1 为第 i 个
c
i

b
i

b
i 1

滑块中心的位置和左右两侧边界位置；h ，h ，h

为第 i 个滑块中心的平均高度和左右两侧边界高
度，其中 h1b ， hnb1 值均为 0； Pi b ， Pi b1 为第 i 个滑块
左右两侧边界侧向压力； i 为第 i－1 滑块底部(和滑
动面重合)与水平面的夹角(以水平线为起始线，逆
时针 i ＞0，顺时针 i ＜0)； bi ，  i ，Vi ， mi ，Wi 分
别为第 i 个滑块的宽度、密度、体积、质量和重量。

(b) 擦痕

图2
Fig.2

流滑形成的犁切沟槽和擦痕

Plowing trench and striation of the flowslide

本节将引入犁切阻力基本模型，作为滑块底部
阻力模型的补充和动力侵蚀理论模型新的力学表
述[24-25]。
首先，滑块在运动过程中滑块底部阻力会对堆
积物产生铲刮力，形成铲刮层。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铲刮力和堆积物的抗剪力平衡(见图 3)。

将滑块视为质点，由牛顿第二定律则可获得，
(1)

Ni  Wi cosi 1  Pi b sin(i  i 1 )

(2)

di

mi ai  Pi b cos(i  i 1 )  Pi b1  Wi sin i 1  Ti

h bi+1

平行和垂直于滑块运动方向分别有
运动滑块

i

堆积物
运动路径
ds

式中： ai 为第 i 个滑块下滑惯性加速度； Ti 为滑坡
运动时滑块底部阻力；Ni 为滑块底部对滑坡的支持

铲刮层

n

(a) 犁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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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增加，详见图 3。
根据犁切运动轨迹不同可将其分为挤压型、剪
出型犁切模型的 2 种具体形式，具体详见下文。
对犁切被动区作以下基本假定：
(1) 犁切被动区密度在运动过程中保持恒定。
(2) 犁切被动区横断面形态为矩形。

Ni

2.2 犁切模型的 2 种具体形式
(1) 由图 3 逆时针旋转堆积物的倾角  可得

Ti

图 5，6。挤压式犁切模型一般发生于中部及尾部滑
块(见图 5)，其犁切被动区与铲刮层形状一致，犁切

Pf i

Tsi

面与滑动面一致，犁切体积 Vi 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b) 单元受力

图 3 流滑/碎屑流动力侵蚀作用犁切模型和单元受力
Fig.3 Plowing model and force conditions of dynamic erosion
due to flow-slide/debris

Vi  LAi  Ld i cos 

(4)

式中： di 为铲刮层实际厚度，L 为滑动距离。

其中，堆积物中铲刮层的抗剪力不仅包含铲刮
层底部抗剪阻力，还包括铲刮层推挤前部堆积物受
到的阻力(见图 4)，类似犁推挤土垡变形

犁切运动方向
Ti

i

[24-25]

。
Ni

T 犁切运动方向

铲刮层

犁切被动区

Pf i

dscos

N

di

Tsi

图5

犁切被动区

挤压犁切形式

Fig.5 Pushing type of the plowing model
图4

犁切原理示意图

Fig.4 Plowing principle diagram
犁切运动方向
Ti

n

堆积物抗剪力公式为
Ti  Tsi  Pfi  Tsi  kAi  Tsi  kd i cos 

(3)

Nn

铲刮层 犁切被动区
45°
－ /2

式中：Tsi 为铲刮层底部剪切阻力；Pfi 为铲刮层推挤

Pf i
dscos

前部堆积物受到的阻力，即犁切阻力；k 为堆积物
抵抗变形的能力，即土壤比阻，取值可参考表 1； Ai

图6

为犁切断面面积，这里一般为矩形；  为堆积物的

剪出犁切形式

Fig.6 Shearing type of the plowing model

倾角； di 为铲刮层实际厚度，滑块自身重力变化对铲
刮厚度有直接影响。

(2) 剪出式犁切模型指前部滑块的犁切被动区

表 1 比阻参考值[25]
Table 1 Values of specific resistance[25]
材料

Tsi

被剪出滑块底部，详见图 6。犁切体积 Vi 计算公式
kN/m2

可表示为

Vi  0.5di2 cos  2 tan(π / 4   / 2)

比阻

砂土

20

砂壤土

20～30

壤土

30～50

黏土

50～80

重黏土

＞80

(5)

式中：  为堆积物内摩擦角。
值得注意的是，若堆积物厚度 d s＜d i ，则铲刮
层厚度则为 d i  d s 。

3

计算步骤

其次，在滑块运动过程中，铲刮层推挤前部堆
积物(即犁切被动区)，产生隆起或翻抛，使得滑块

高位远程滑坡动力侵蚀计算模型中，因运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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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运用的是可变形滑块–弹簧模型公式，亦需要速

之间的弹簧系数，与滑块弹性模量相关，详见下式；

度、加速度、力相关公式之间的循环迭代计算，具
体步骤如下：
(1) 根据初始滑坡体积、形态分布等情况，将
滑坡等距划分为 n 个竖直条块，建立滑块–弹簧模
型。当滑块划分较密时，滑块宽度较小，计算时间
也会增长，建议滑块数量不少于 20。计算各滑块的
体积、质量。
(2) 运用不平衡推力法计算滑块失稳瞬间条间
力 Pi，初始加速度 ai 等[23]：

mi ai  Pi b1  Pi b i  Di  Ti

(6)

K i  E0 hi0 / bi0

(12)

式中： E0 为第 i 个滑块的弹性模量；hi0 ，bi0 分别为
第 i 个滑块初始的高度和宽度[21-23]。
进而获得失稳后滑块运动新惯性加速度，详见
式(1)，(2)。将结果直接代入下一步骤(3)～(5)，依
次迭代计算，直至各滑块的速度为 0，停止计算。
需注意的是，滑块材料不能无限制地进行拉压，
在计算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设定阈值。

4

计算实例

式中： Di 为第 i 滑块沿滑面的自重分力， i 为失稳
为了验证高位远程滑坡犁切计算模型的合理

瞬间第 i 滑块的剩余下滑力传递至第 i+1 滑块的传

性，本文运用 Matlab®计算软件将以上算式编写为

递系数。
(3) 通过动量守恒方程，获得微小时间增量 t
t t
i

后，即 t  t 时刻滑块的运动速度 u
宽度 bi

t t

、位置 xi

t t

二维应用程序，用于模拟新疆伊犁河谷阿热勒托别

、

、高度 hi
分别如下：
t t
ui  uit  ai t

xi

t t

 xi  0.5(ui  ui
t

t

bi
hi

t t

t t

t t
i 1

x

t t

 xi

)t cos i

 (Vi  Vi ) / bi
t

(7)

t t
t t

4.1 滑坡概况

(8)

阿热勒托别滑坡发生于新疆自治区新源县阿热

(9)

勒托别镇，西侧为铁矿露天剥采区，山顶高程约

(10)

1 975 m，东侧冲沟下游为河谷平原地形，高程最低

式中： Vi 为第 i 滑块犁切铲刮体积增量。
(4) 运用犁切模型来分析步骤 1 划分的滑块，
其中第 n 个滑块运用剪出式犁切模型，第 1～n－1
个滑块运用挤压式犁切模型，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滑块底部铲刮力和堆积物的抗剪力平衡，确定铲刮
层深度，获得犁切体积，详见式(3)～(6)。
(5)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得出的滑块运动方程，
获得滑块在 t  t 时刻的条间力：
Pi b cos  i  Pi b，t  0 cos i t  0  K i si

高位远程滑坡的动力侵蚀过程，分析了不同比阻时
计算的结果[8]。

t t [23]

980 m，冲沟方向 220°～270°。滑坡滑源区为弃渣
堆积形成的边坡，在弃渣边坡堆填之前是一个自然
山脊西侧缓坡。边坡场地地形上为坡面沟谷汇水
区。出露基岩主要为板岩、页岩等透水性差的岩层，
产状主要为 26°∠50°。沟谷山体表层覆盖厚度几米
到几十米的黄土层。
根据运动过程，可将阿热勒托别滑坡分为滑源
区(A-B 段)、撞击–铲刮区(B-C 段)和堆积区(C-D
段)，图 7 中已用 A，B，C，D 四个控制点进行分段

(11)

标记。其中，滑源区启动体积约 2.5 万 m3，最终堆

式中： si 为第 i 个滑块宽度改变量，即弹簧的改变

积总体积约 60 万 m3，滑程长达 1 800 m，滑坡平均

量(以压缩为正)； K i 为第 i－1 个滑块与第 i 个滑块

宽度约 90 m，造成 28 人死亡。

N
滑源区 A
B

1 710 m
露天剥采区

撞击-铲刮区
D

1 440 m

损毁工棚

硐采区
C

堆积区

0

图7

新疆伊犁阿热勒托别远程滑坡全貌图(2012.8)

Fig.7 Overview of the Areletuobie flowslide，Yili，Xijiang(2012.8)

50 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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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计算参数
犁切模型中可将滑源区滑坡划分为 30 个条块，
具体动力学参数详见表 2，参数的选取依据是现场

高程/m

1 700
1 500
1 300

调查取样和类比法。由现场调查取样发现，滑坡最

Tdura = 40.0 s
Umax = 11.9 m/s
4
3
Vplow = 45.0×10 m

0

200

400

600

终堆积土样的塑性指数 Ip = 9.3～9.8，属于低塑性的

距离/m

(d)

2

黏质粉土，故选取比阻 k = 50 kN/m 。此外，土样
限 26.5%之间，说明土体处于可塑状态，通过三轴
固结不排水剪切试验，试样的静态内摩擦角φcu =

Tdura = 118.6 s
Umax = 6.5 m/s
Vplow = 54.1×104 m3

1 700
高程/m

天然含水率为 18.3%～19.2%，介于塑限 16.7%与液

1 500
1 300

24.3°～25.5°。考虑到实际滑坡运动时等效摩擦角

0

200

400

图8

[8]

Fig.8

好对比说明 。

－3

密度/(kg·m )
滑块

阿热勒托别滑坡运动过程形态分布

Scenario of 2D profile of Areletuobie flowslide

根据滑坡模拟运动全过程(见图 8)，可见体积
约 2.5 万 m3 的滑坡启动后，向前滑动 10 s，即到达
距离约 400 m 处，此时最大速度为 20.8 m/s，铲刮体

两者之间

积达 18.8 万 m3(见图 8(b))；滑动 20 s 时，到达距离

堆积物其他参数

堆积物 等效内摩擦角/(°) 内摩擦角/(°) 比阻/(kN·m 2)
－

2 2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1 800

(e)

效流体模型参数取值方法详见节 4.1)，以便下文更

flowslide

600

距离/m

常小于静态内摩擦角，故取值参考等效流体模型(等

表 2 阿热勒托别滑坡犁切计算模型参数
Table 2 Parameters of the plowing model for the Areletuobie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1 800

2 110

17

14

50

约 620 m 处，向下持续铲刮斜坡表层，最大速度为
18.9 m/s，铲刮体积达 29.1 万 m3(见图 8(c))；滑动 40 s
时，到达距离约 900 m 处，继续向下剧烈铲刮斜坡
表层，最大速度为 11.9 m/s，铲刮体积达 45.0 万 m3

4.3 计算结果分析
当堆积物比阻 k = 50 kN/m2 时，犁切模型模拟

(见图 8(d))；滑动 118.6 s 时，到达距离约 1 800 m

得到不同时刻下的滑体运动形态(见图 8)，可见：滑

处，向下缓慢铲刮斜坡表层，并出现逐渐减速堆积

坡失稳后，逐渐加速，运动约 100 s 至距离 1 800 m

的趋势，最大速度为 6.5 m/s，铲刮体积达 54.1 万 m3

处逐渐减速堆积。在图 8 中，Tdura 为持时(s)；Umax

(见图 8(e))。
滑坡启动后，最大运动速度可达 20.8 m/s，此

为滑块最大速度(m/s)，一般为前缘第一个滑块的速
3

度；Vplow 为运动滑块铲刮总体积(m )。
Tdura = 0.0 s
Umax = 0.0 m/s
Vplow = 0.0 m3

1 500
1 300

200

400

6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1 800

Tdura = 10.0 s
Umax = 20.8 m/s
4
3
Vplow = 18.8×10 m

1 700
高程/m

图 9 为不同比阻条件下滑坡动力侵蚀模型计算

1 500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1 800
距离/m

(b)
Tdura = 20.0 s
Umax = 18.9 m/s
4
3
Vplow = 29.1×10 m

1 700
1 500

刮深度随之减小，铲刮体积也随之减小。当比阻 k =
50 kN/m2 时，平均铲刮深度、铲刮总体积与现场调

(a)

高程/m

在形态上出现延展，铲刮体积迅速减少。
结果，可知：犁切模型中，随着比阻 k 值增加，铲

0

距离/m

1 300

900 m 附近时，由于速度继续降低到 11.9 m/s，滑块

查结果 57.5 万 m3 最为接近。
80
总体积或平均深度

高程/m

1 700

时，运动滑块铲刮沿途底部堆积物。在运动距离至

铲刮总体积(104 m3)

铲刮平均深度(m)

60
40
20
0

20

50

80

k/(kN·m－2)
1 300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1 800
距离/m

(c)

图9
Fig.9

不同比阻条件下滑坡动力侵蚀计算结果对比

Comparisons of calculation results of dynamic erosion
with different specific resi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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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  ( tan     ss )(1  Bss )

5

力学模型对比研究

(15)

式中：  ss 为稳态抗剪强度，   为有效残余摩擦角，
Bss 为超孔压比例系数。

为进一步对比说明犁切模型的合理性，本文特
将之与等效流体、雪橇模型、液化模型的计算结果
进行了对比。
5.1 计算模型及参数
(1) 等效流体模型模拟使用的是基于连续介质
模型，将复杂的滑体简化为“等效流体”的仿真软
[3，10]

件 DAN-W

。根据地层岩性的不同和滑动路径

上述参数一般可依据现场调查、环剪试验或工
程类比法获得，具体取值详见表 4。
表 4 阿热勒托别滑坡液化模型参数
Table 4 Liquefaction model parameters for the Areletuobie
flowslide
分区

超孔压比例
系数

稳态抗剪
强度/kPa

有效残余
摩擦角/(°)

的划分，建立了摩擦准则与 Voellmy 准则的双流变

滑源区

0.88

20

16

撞击–铲刮区

0.75

20

16

模型，滑坡的启动和最终堆积的流变关系采用摩擦

堆积区

0.30

20

17

准则。摩擦准则是一个单变量的流变准则，其抗剪
强度表达式为

   (1  ru ) tan 1

(13)

式中：  为滑体底部的剪应力；  为垂直于滑动路
径方向的总应力；ru 为孔隙水压力与总正应力之比，
通常假定其为常数； 1 为等效摩擦角。
Voellmy 准则用来表示滑坡的启动和最终堆积
的流变关系[12]，其抗剪强度表达式为

用以模拟的软件是日本京都大学开发的 LSRAPID 程 序 [5] ， 该 软 件 成 功 地 模 拟 了 Southern
Leyte、深圳等地区流状滑坡远程运动特征[28]。其中
铲刮层厚度(即铲刮深度)也需预先设定。
(3) 雪橇模型作为一种较为简便实用的计算方
法，可用来建立阿热勒托别滑坡的滑动距离、高差
与等效摩擦角之间的几何关系，从而估算滑坡的运

(14)

动速度和动力过程，雪橇模型的计算公式[4]为
  2 g ( H  f LH )
(16)

式中：f 为摩擦因数，  为滑体物质的密度，g 为重

式中：  为滑动速度；g 为重力加速度；H 为滑坡

力加速度， 为滑体的平均速度， 为湍流系数(其
值为谢才系数的平方)。该准则中 f 和  为 2 个待定

后缘顶点至滑程估算点的高差；LH 为滑坡后缘顶点
至滑程上估算点的水平距离；f  为滑坡后缘顶点至

的参数。

滑坡运动最远点的连线之斜率，即等效摩擦因数。

2
   f  g


上述等效摩擦角 1 、摩擦因数 f 及湍流系数 
可依据现场调查和试错法获得[26]，详见表 3。具体

此外，雪橇模型未考虑铲刮体积的计算。
5.2 计算结果对比分析

方法是通过试算相关参数获得参数与滑动距离、滑

由图 10 各模型计算结果对比可见：犁切模型

坡堆积形态及体积之间关系。当计算结果符合实地

速度曲线变化趋势与雪橇模型、等效流体模型、甚

调查结果，则认为所取参数可行。其中铲刮层厚度

至液化模型基本一致，都是快速增大到一定极值后

(即铲刮深度)也需预先设定，通过多次试算确认。

缓慢降速。但液化模型滑坡初始滑动后增速明显落

Table 3

表 3 阿热勒托别滑坡流变模型参数
Rheology models and parameters for the Areletuobie
流变模型

峰，而不像其他 3 种模型均形成一定范围的速度峰
值平台。其中，等效流体模型与雪橇模型几乎都在

flow slide
分区

后于其他 3 种模型，并且形成了较高的速度峰值波

等效摩擦角/(°) 摩擦因数 湍流系数

滑坡剪出口(点 B)处迅速到达峰值平台，犁切模型

滑源区

摩擦准则

14

–

–

紧随其后，液化模型最慢，但其峰值却刺破雪橇模

撞击–铲刮区

Voellmy 准则

–

0.11

400

堆积区

Voellmy 准则

–

0.11

400

型、犁切模型峰值平台。随后，液化模型反而是最
先开始降速，约在碰撞铲刮区(B-C 段)中前部，即

(2) 液化模型(超孔隙水压力模型)亦将滑体看

滑动距离 400～600 m 处。等效流体模型、犁切模

作流体，该模型认为：滑坡快速运动过程中底部土

型则大约在碰撞铲刮区(B-C 段)中部，即滑动距离

层处于完全不排水或不完全排水状态，孔隙水压力

600～800 m 处开始降速。雪橇模型则在即滑动距离

释放受到抑制，甚至出现底部土层表面液化现象，

800 m 之后开始降速。滑坡最终在堆积区前缘(点

从而使摩擦阻力减小，滑坡运动阶段抗剪强度表达

D)处停积，其中雪橇模型速度计算值还未降为 0，

式

[27]

为

约为 8 m/s。犁切模型约 6.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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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流体模型
雪橇模型

30

堆积区

切模型中比阻 k = 50 kN/m2 计算的铲刮总体积最为

D

合理，但形态上犁切模型的流动延展性不如等效流

液化模型
犁切模型(k = 50 kN/m2)

体模型及液化模型。

6

15
0
0

400

800

1 200

1 600

2 000

阿热勒托别滑坡运动速度计算结果对比

论

本文针对高位远程滑坡通常具有典型的动力

距离/m

图 10

结

侵蚀特征，在可变形滑块–弹簧模型和农业机械学

Fig.10 Comparisons of movement velocity of the Areletuobie

犁耕阻力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高位远程滑坡

flowslide with different path distances from various

运动与犁切耦合模型。充分考虑到铲刮层推挤前部

dynamic models

堆积物受到的犁切阻力、犁切被动区与运动轨迹之

在数值上来看，犁切模型计算的滑坡峰值速度
最小，仅为 20.8 m/s，小于雪橇模型、等效流体模

间关系，提出挤压式与剪出式 2 种犁切类型，建立
了相应的滑块底部阻力力学表达式，并编制了相应
的二维应用程序。

型、液化模型的计算峰值。而等效流体模型计算滑
坡峰值速度最大，超过 30 m/s。液化模型计算峰值
虽然仅次于等效流体计算峰值，但速度随着运动距
离很快又降到低于其他 3 种模型的最低值，变化幅
度最大，波动最为剧烈。犁切模型计算值变化较为
稳定，其计算值较低是由于在运动过程中进一步考
虑到空间犁切作用，动能在克服阻力的过程中进一
步损耗，相比等效流体模型仅考虑平面剪切作用更
为合理。雪橇模型则未考虑剪切、犁切等实际力学

(1) 该计算模型提出了一种因动力侵蚀作用导
致的体积增量计算方法，从滑块底部铲刮层推挤犁
切角度完善了体积放大效应的力学表达。其中，比
阻 k 值与铲刮深度、铲刮体积呈负相关关系。通过
比选，发现：比阻 k = 50 kN/m2 时，犁切铲刮层平
均厚度、铲刮体积等与现场调查结果、等效流体模
型计算结果较为一致。当然，犁切模型的流动延展
性总体不如等效流体模型及液化模型，值得今后更
深入的对比、改进研究。

过程。
总体上，犁切模型速度曲线变化趋势接近雪橇
模型与等效流体模型，数值上较上述 2 种模型偏小，
更为合理。
图 11 为通过不同计算模型获得的堆积形态的
对比，以进一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可知：犁切模
型计算得到的滑坡最终堆积范围基本在 1 300～
1 800 m 范围，其中，随着比阻 k 值的增加，滑坡最
终堆积体积将进一步减少，分布的范围也会进一步

(2) 该计算模型完整的体现了运动过程中速度
变化特征，计算值总体趋势上与等效流体模型和雪
橇模型较为接近，也较液化模型稳定，但峰值普遍
小于上述其他模型，可能是由于在运动过程中进一
步考虑到空间犁切作用，动能在克服阻力的过程中
进一步损耗，相比应更为合理。在缺乏现场实测速
度数据情况下，不啻为一种计算模型的补充。并且
该计算模型概念清晰，计算简便，在今后的进一步
验证核算及修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平铺延展。而液化模型计算滑坡堆积分布范围最广，
几乎全程都有分布。等效流体模型紧随其次，在
600～1 800 m 范围之间有分布。也就是说，虽然犁
犁切模型(k = 20 kN/m2)
犁切模型(k = 50 kN/m2)
犁切模型(k = 80 kN/m2)

高程/m

1 700

等效流体模型
液化模型

1 500

1 300

刮)深度，克服了等效流体、液化模型等方法经常需
要根据经验控制各区段侵蚀深度的短板。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建立的犁切模型仅初步用
于下伏堆积物为土质材料的动力侵蚀过程中，下一
步将拓展到下伏堆积物为土石混合体材料犁切参数
和动力侵蚀过程的模拟研究。同时，本文提出犁切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1 800
距离/m

图 11
Fig.11

(3) 该计算模型不需要预先设置动力侵蚀(即铲

滑坡最终堆积形态计算结果对比

模型是滑块底部剪切力学模型的发展，并非假设前
缘滑块直接推铲堆积物形成的“犁效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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