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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震动力作用下堆积体边坡的变形破坏受多种因素影响，为研究基-覆界面及坡面倾角对松散堆积体边坡的动力响

应影响，通过室内物理模型试验，模拟了水平向振动荷载作用下包含不同倾角的基-覆界面和坡面的堆积体边坡的变形破坏
过程。试验结果表明，堆积体边坡的破坏模式由基-覆界面及坡面倾角共同控制，当基-覆界面倾角在一定范围内（<15°）
时边坡只发生浅表部局部滑塌破坏，不会发生沿基-覆界面的整体下滑；随着基-覆界面倾角的增大，边坡破坏形式由局部滑
塌逐渐转变为以整体下滑为主；坡面坡度控制着边坡局部滑塌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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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slope surface
and rock-soil boundary in deposit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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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action of earthquake, the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mode of the deposit slope depends on many factor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inclination of slope surface and rock-soil boundary on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the deposit slope, a model test
using a horizontal shaking table was conducted to simulate the failure process and dynamic response of the deposit slope under
different inclination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ilure mode of the deposit slope was controlled by both slope surface and
rock-soil boundary. When the dip angle of the rock-soil boundary was in a certain extent (less than 20°), only local collapse in the
slope occurred. As the dip angle of the rock-soil boundary increased, the failure mode of the deposit slope gradually turned from local
collapse to entire sliding. Moreover, the inclination of slope surface controlled the extent of collapse.
Keywords: deposit slope; earthquake; dynamic response;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mode

1 引 言

堵江形成堰塞湖的大型高速滑坡基本均属岩质滑
坡，而位于地震核心区内原有大型古滑坡体未见一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因其具有地震震级

例发生整体下滑，只是在局部陡、缓交界部位局部

高、持续时间长、震区地形地质环境复杂的特点，

复活产生震动裂缝或局部塌滑，与常规认识存在很

引发了大量的崩滑地质灾害 [12]。对强震区诱发的

大差异[3]，因此，系统地揭示此类大型古滑坡堆积

大型高速滑坡堵江现象调查显示，这次强震触发并

体在强震作用下的动力响应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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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荷载作用下边坡动力响应的研究方法主

本次试验振动台所提供水平向简谐波，其最大水平

要有解析法、物理模拟方法和数值模拟方法，其中

加速度为 0.3g，振动固有频率为 2～3 Hz，处于天

物理模拟中的振动台试验具有模型尺寸大、重复性

然地震波的卓越频率范围之内。简谐波在早期的振

及可控性强等优势，是研究的重要手段[4]。振动台

动试验中广为应用，虽不完全符合天然地震波的特

试验由于可以模拟地震波作用于斜坡的整个过程，

点，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改用随机波，因

可对模型边坡的破坏过程进行直观的观测，并且可

其易于合成、分析简便且经济实用仍然在振动试验

通过监测仪器测量边坡内部的运动参数，故振动台

中广泛采用[12]，且可较好地反映边坡在受到动力时

试验在研究地震边坡中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很

的变形破坏现象。本次模型试验不研究边坡在严格

多学者借助大型振动台进行了地震边坡的模拟，徐

天然地震波作用下的动力响应，拟通过多次反复水

兴光等[5]设计并完成了 1 : 10 比例尺的边坡大型振

平向试验，
揭示包含不同倾角基-覆界面和不同坡度

动台模型试验，结果显示，边坡土体对输入地震波

边坡在动力作用下的变形破坏现象、特征和过程。

具有明显的放大作用。许强等[6]利用振动台分别模

单向振动台主要由激振弹簧、模型箱及液压千

拟了土质和岩质斜坡在不同地震力作用方向、不同

斤顶组成[9]。模型箱大小（长×宽×高）为 1.0 m×

坡体结构以及不同坡体形态下的变形破坏规律。以

0.8 m×0.8 m，弹簧弹性系数 k = 10.63 kN/m。试验

往试验多以理想形态的均质岩土质边坡为主[420]，对

时，由液压千斤顶对模型箱施加初始位移，通过突

含古滑面的古滑坡等大型堆积体边坡的动力响应室

然撤去液压千斤顶瞬间释放能量，利用高强度弹簧

内模拟试验很少。

连接带动模型箱进行往复单向振动，通过液压千斤

本文中的大型堆积体是指各种成因的第四系

顶施加不同的初始位移控制模型箱的加速度大小。

松散堆积物诸如滑坡、崩塌堆积、冰水堆积等各种
类型，其特点是下伏存在基-覆界面，而堆积体本身
是一种相对均匀的较厚层（一般大于 15 m）散粒体。
堆积体的变形破坏受多种因素的控制，
如坡体结构，
岩土体组成及降雨条件等，而在地震条件下堆积体
边坡的响应机制还有待研究。2008 年 5 月 12 日汶
川特大地震对大型堆积体边坡的动力响应显示，堆
积体地形坡度和下伏基-覆界面（古滑面）对其变形
破坏影响最为显著。针对此类现象，本文对含不同
地质要素（不同基-覆界面倾角、不同地形坡度）的
堆积体边坡进行了振动试验，重点研究堆积体基覆界面及坡面陡、缓对边坡的动力响应差异及对边
坡破坏模式的控制作用，以揭示堆积体边坡的动力
变形破坏机制。

2 室内模型试验设计与实施
2.1 试验装置
以往研究表明[6]，边坡及建筑物的变形破坏主

图 1 试验装置简图
Fig.1 Schematic of testing equipment

根据液压千斤顶施加的初始位移不同，可以模
拟不同初始加速度，即对应不同地震烈度情况下的
边坡变形破坏现象。试验采用逐级增加初始位移的
方式进行，分别加载 10、20、30 cm 初始位移，经
计算其产生的最大加速度分别为 0.03g、0.06g、
0.28g，当于地震烈度分别为Ⅴ、Ⅵ和Ⅷ度时的水平
向峰值加速度。
此次振动台试验提供的为振幅逐渐衰减的简
谐波，图 2 为模型箱实测加速度时程。

要受水平地震力的影响，受竖向地震力影响相对较
小，由于大型振动台耗费资金大、试验周期长及操
作程序复杂等因素，若反复进行多次试验，将耗费
大量人力物力，试验成本高。本次试验装置采用自
制的水平单向振动试验台，只提供水平向简谐波，
操作简便、经济实用和可重复操作，主要模拟边坡
在水平向动力作用下的动力响应，不考虑竖向振动
的作用，尽管与实际地震波输入有差异，但对揭示
以水平向为主的地震动力作用机制方面非常有效。

Fig.2

图 2 模型箱实测加速度时程
Acceleration measured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model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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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边坡模型设计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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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见图 3(a)。

按量纲分析法和 π 定理，以模型长度、密度及

模型制作时首先在模型箱一侧的透明玻璃板上

弹性模量为基本量，导出了各物理量之间的相似关

按设定的坡面形状描绘出边坡的剖面，并以 10 cm

系见表 1。由于地质体本身及其赋存环境的复杂性

作为一层砌筑高度标准进行夯实，每层砌筑完成后

以及试验材料、试验设备及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只

使用环刀法进行密度测试，并调整其密实度直至符

能着重满足主要参数的相似

合标准，最后用铲子修正使其与剖面形状相吻合。

。

[1819]

为研究堆积体边坡不同部位的动力响应特征，
表 1 模型主要相似系数
Main similarity coefficients of the model

Table 1

在边坡内部及表面不同部位布置了加速度传感器，
传感器采用 DH610 型加速度传感器。为减少模型两

物理量

相似关系

相似系数

长度 L

Cl

100

侧边界的影响[9]，传感器全部布置在边坡中间的纵

密度

C

1

剖面的坡脚、坡面中部、坡肩及基-覆界面处，其中

弹性模量 E

CE

100

基-覆界面处传感器位于坡面中部传感器正下方，
见

加速度 a

Ca  C1CECl1

1

速度 v

Cv  C0.5CE0.5

10

位移 u

Cu  Cl

100

时间 t

Ct  C0.5Cl CE0.5

10

黏聚力 c

Cc  CE

100

内摩擦角

C  1

1

图 3(b)～图 3(f)。

以古滑坡为代表的大型堆积体边坡通常由下
伏基岩与上覆第四系堆积层构成，具有特殊的二元
结构特征[10]。由于古滑坡体内含有古滑面（一般为

(a) 水平单向振动试验台

基-覆界面）
，试验采用了两种材料分别模拟堆积层
和基-覆界面，将上覆堆积体视为均质体，采用黏土
与砂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粒径小于 5 mm 的砾石
含量为 20%，级配良好的砂含量为 30%，黏土含量
为 50%，同时采用石膏砌筑成薄层并固定在模型箱

(b) 倾角为 10°

(c) 倾角为 15°

内模拟古滑面。本次试验模型为理想的概念模型，
按工程地质手册[21]中的取值，控制上覆堆积体重度

 = 22 kN/m3，参数见表 2。在模型箱内壁加衬一层
5 cm 厚泡沫以消除边界影响。

Table 2

(d) 倾角为 20°

(e) 倾角为 25°

表 2 试验土体物理力学参数
Physico-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tested soil

岩土类型

天然重度
/ (kN/m3)

压缩模量
Es / MPa

堆积体

22

1

黏聚力 c 内摩擦角 
泊松比
/ kPa
/ ()
0.2

31

0.25

为探讨基-覆界面倾角及坡面坡度对堆积体边

(f) 倾角为 30°

图 3 水平单向振动台和边坡模型
Fig.3 Shaking table and slope models

坡地震条件下变形破坏规律，
试验设置基-覆界面倾
角分别为 10°、15°、20°、25°、30°共 5 组，边坡

试验采用由弱到强逐级增加初始位移的方式，

坡面坡度拟设置为 20°、30°、40°、50°，模型边

分别以 10、20、30 cm 的初始位移加载。试验开始

坡长 1 m，宽 0.8 m，后缘高 0.6 m。为保证模型坡

后首先开启液压千斤顶对模型箱施加初始位移，然

脚处临空条件相同，所设置的边坡模型坡面坡度均

后突然释放千斤顶，从而在激振弹簧的作用下对模

大于基-覆界面倾角，共 16 组边坡模型，各边坡均

型箱施加水平向的动力作用。模型上方的高像素摄

采用相同材料，
使各边坡间的变量仅为基-覆界面倾

像装置及坡体内的加速度传感器可完整地记录模型

角及坡面坡度，其他影响因素尽可能一致，模型设

变形破坏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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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加速度分别为 6 m/s2 和 6.74 m/s2，远大于坡脚
处。

模型均未出现明显变形破坏，只是表面土体出现零星

综上可见，基-覆界面倾角为 10°的 4 组堆积体

滑落，当施加 30 cm 初始位移（最大加速度相当于地

边坡模型试验结果显示出相似的变形破坏规律：即

震烈度为Ⅷ度）后模型发生明显破坏，故文中只讨论

振动开始后模型边坡均出现明显的横向拉裂缝，拉

对模型施加 30 cm 初始位移后的模型破坏情况。

裂缝出现的位置随坡面坡度的增加而由坡脚上移至

3 边坡变形破坏过程与动力响应

坡顶平台处，相应的滑塌范围也随之增大，滑塌深
度随坡度变化一般在 4～11 cm，但未到达基-覆界
面处边坡未沿基-覆界面发生整体滑动。

3.1 基-覆界面倾角为 10°模型

从堆积体模型的加速度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上

（1）20°坡面边坡
当坡面坡度为 20°时，模型边坡首先在右侧坡

覆堆积体表层动力响应强于基-覆界面处；
坡面较缓

脚处产生一条横向裂缝，随即坡脚土体沿此裂隙滑

时（坡面倾角为 20°），边坡各部位加速度差异不大，

塌。随着振动的持续，滑塌不断向上扩大，经 3 次

加速度曲线较平缓；随着坡面坡度增大，各处加速

往复振动后滑塌停止，
破坏范围在平面上呈三角形，

度差异开始变得明显，
加速度随高程的增大而增大。

滑塌后缘最终到达坡面中部，滑塌后壁高 4～6 cm。

3.2 基-覆界面倾角 15°模型

其余部位未见变形破坏现象，
边坡未沿基-覆界面发

基-覆界面倾角为 15°时各组堆积体边坡模型

生滑动（见表 3）
。初始加速度大小分布为基-覆界

的变形破坏现象和加速度分布情况（图 5）与基-覆

面＜坡脚＜坡面中部＜坡肩（见图 4）
。可见在边坡

界面倾角为 10°的各相应模型基本类似，边坡均只

表面，随高度增加加速度增大，上覆堆积体较基-

发生浅表层滑塌，滑塌范围有所扩大，但并未沿基-

覆界面处的动力响应要稍强烈一些，但在坡脚处覆

覆界面发生整体下滑，边坡破坏情况见表 3。

盖层较薄，坡脚处的加速度与基-覆界面相差不大，
2.0

部加速度差异不大，但略大于坡脚处。

1.8

加速度/ (m/s2)

由于边坡地形相对较缓，在边坡表面坡肩与坡面中

20°
30°
40°
50°

1.6
1.4
1.2
1.0
坡肩

坡面中部

坡脚

基覆界面

测点位置

基-覆界面

图 4 10°基-覆界面边坡加速度分布规律
Fig.4 Acceleration distribution rule of the slope
with rock-soil boundary inclination of 10°

Fig.5

图 5 15°基-覆界面边坡加速度分布规律
Acceleration distributions of the slope with rock-soil
boundary inclination of 15°

3.3 基-覆界面倾角 20°模型
基-覆界面倾角为 20°时，各组边坡已表出现沿
基-覆界面的小规模下错。

（2）30°、40°、50°坡面边坡

（1）30°坡面边坡

边坡坡度变陡（30°、40°、50°时）破坏过程

30°坡面边坡首先在坡脚处发生滑塌，同时后

与 20°坡面边坡相同，但滑塌范围较 20°坡面边坡

缘坡顶平台中部产生一横向拉裂缝，随着振动的往

有所扩大，至坡面 50°时边坡整体已全部发生滑塌。

复进行，裂缝不断拉开、闭合，逐渐加宽加深，坡

坡面 30°和 40°时在滑塌后壁之上还出现了明显横

体整体性及强度被破坏，经过 2 次往复运动，裂缝

向拉裂缝，在往复振动过程中此拉裂缝不断张开/

前部土体开始沿基-覆界面发生滑动，
滑动过程中挤

闭合，但并未贯穿，坡体未沿此裂缝发生滑塌。

压下部坡体使局部坡面鼓胀破坏，当坡脚附近堆积

加速度分布规律也与之前相同，如图 4 所示，

较多土体后滑动减慢并停止。由于滑体向下滑动，

随坡度的增加，加速度曲线变陡，且坡肩处加速度

导致滑体后部土体下沉，在坡顶形成了类似地堑的形

放大效应逐渐趋于强烈，坡度 40°和 50°时边坡坡

态，而滑体中、上部则保留了较完整的原始形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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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最终滑体沿基-覆界面滑动的水平距离为

肩附近发生浅层滑塌。最终滑体水平滑动距离为

14 cm。初始加速度大小分布为：基-覆界面＜坡脚＜

12 cm。

坡面中部＜坡肩，由于坡体发生整体滑动，边坡表

（3）50°坡面边坡

面各处加速度差异不大，但明显大于基-覆界面处。
（2）40°坡面边坡

50°坡面边坡在振动开始时首先在坡顶后缘附
近出现一横向拉裂缝，在向前运动中整个坡体脱离

40°坡面边坡首先在后缘平台距坡肩 10 cm 及

模型箱后壁沿基-覆界面发生整体下滑并向前挤压

25 cm 处产生 2 条与振动方向垂直的拉裂缝，第 2

前部土体使坡面发生鼓胀破坏。第 2 次往复振动开

次往复振动开始靠后缘的裂缝逐渐向下贯穿到达

始后，滑体内部后缘平台上产生一贯穿的横向裂缝

基-覆界面，随后裂缝前部坡体开始沿基-覆界面发

并迅速拉开，随即裂缝前部土体全部发生滑塌，同时

生轻微滑动，由于滑体体积较大，滑动很短距离后

裂缝后半部分坡体向下坠落，坡体形态被完全破坏。

即停止。第 3 次振动开始后滑体内部土体开始沿坡

最终模型整体水平滑动距离为 9 cm。

Table 3
基-覆界面倾角
/ (°)

图类

边坡破坏照片

10

边坡破坏俯视图

边坡破坏侧视图

边坡破坏照片

15

边坡破坏俯视图

边坡破坏侧视图

表 3 边坡振动变形破坏结果（单位：cm）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results of slope under vibration (unit: cm)
20°坡面

30°坡面

40°坡面

50°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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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边坡振动变形破坏结果（单位：cm）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results of slope under vibration (unit: cm)
30°坡面

40°坡面

50°坡面

边坡破坏照片

边坡破坏俯视图
20

边坡破坏侧视图

边坡破坏照片

边坡破坏俯视图
25

边坡破坏侧视图

边坡破坏照片

边坡破坏俯视图
30

边坡破坏侧视图

注：边坡破坏俯视图中阴影部分代表滑塌范围白色部分代表未变形部分；侧视图中阴影部分代表堆积体，红色斜线代表基-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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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表明，基-覆界面倾角为 20°的各组堆
积体边坡模型显示出与基-覆界面倾角 10°、15°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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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基-覆界面 30°模型
（1）40°坡面边坡

全不同的变形破坏现象，即在该地质条件（基-覆

与基-覆界面 25°时的边坡破坏模式相同，2 组

界面倾角 20°）下，试验边坡在发生局部滑塌的同

边坡均首先发生了整个上覆堆积层沿基-覆界面的

时，整体开始沿基-覆界面产生小规模的下滑，导

整体下滑，且滑动距离与速度明显加快，而滑体内

致滑体后部平台下错形成洼地；同时振动过程中土

的局部滑塌则是在整体下滑停止后才发生。此时边

体发生浅层滑塌时的动力特征明显减弱。

坡虽发生了整体下滑，但却保持了较好的整体性，

加速度分布情况依然与之前边坡模型相同，如

40°坡面边坡只在坡肩左、右两侧以下部位发生了

图 6 所示，坡体表面加速度依然大于基-覆界面处，

局部滑塌，而 50°坡面边坡则是在坡肩后约 10 cm

且边坡坡度越大，加速度曲线越陡。

处发生局部滑塌，滑塌范围较之前几组不同基-覆

3.4 基-覆界面倾角 25°模型

界面倾角下的相应边坡大为减小。可见在基-覆界

基-覆界面倾角为 25°的 3 组边坡模型的动力
破坏过程及最终结果见表 3。

面倾角 30°条件下 2 组边坡模型沿基-覆界面整体
下滑显著，而局部滑塌范围较之前不同基-覆界面

从表中可以看出，振动作用下上覆堆积体均沿

倾角下的各边坡模型减小，且一般整体下滑结束后

基-覆界面发生了明显的整体下滑，在模型后部可

才开始发生局部滑塌，说明此时沿基-覆界面的整

见基-覆界面出露，滑动距离 18～29 cm 不等。坡

体下滑在边坡的破坏过程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此

面为 40°和 50°边坡的破坏还伴随有滑体内部的局

时 2 组边坡的加速度达到最大值，如图 8 所示。

部滑塌，但滑塌范围比之前相应模型则有所减小，
而坡面为 30°的边坡模型则无局部滑塌发生，只在
滑体下部坡面挤压鼓胀破坏。在边坡模型破坏过程
中，堆积层的整体下滑要先于局部滑塌的发生，相
比之前模型的破坏以局部滑塌为主逐渐变为此时
整体下滑与局部滑塌共同作用。此时各组边坡的加
速度曲线的斜率相差不大，坡面坡度越陡，整体加
基-覆界面

速度越大，如图 7 所示。

Fig.8

图 8 30°基-覆界面边坡加速度分布规律
Acceleration distribution rule of the slope with
rock-soil boundary inclination of 30°

综上所述，坡面及基-覆界面的陡缓程度共同
影响着松散堆积体边坡的变形破坏模式。当基-覆
基-覆界面

图 6 20°基-覆界面边坡加速度分布规律
Fig.6 Acceleration distribution rule of the slope
with rock-soil boundary inclination of 20°

界面倾角一定时，斜坡坡度越大，横向拉裂缝出现
的位置就越高，局部滑塌范围相应就越大（见表 4）。
当基-覆界面倾角较小（  15°）时，随斜坡坡度增
加，拉裂缝初次出现的位置由坡脚逐渐上移到坡顶
平台，其中 20°坡面边坡最高只在坡脚及 1/2 坡高
附近出现裂缝，30°坡面边坡在坡面中部及坡顶平
台出现裂缝，而 40°与 50°坡面边坡裂缝只出现在
坡顶平台上，同时变形滑塌范围也随之相应增大，
甚至整个边坡均发生滑塌（坡面为 50°时）
，但此时
边坡均未发生沿基-覆界面的整体下滑，变形破坏
形式以浅表层局部滑塌为主。当基-覆界面倾角增

基-覆界面

图 7 25°基-覆界面边坡加速度分布规律
Fig.7 Acceleration distribution rule of the slope with
rock-soil boundary inclination of 25°

大时（20°、25°和 30°）
，边坡开始出现沿基-覆界
面的整体下滑，变形破坏形式同时包括局部滑塌与
整体滑动。基-覆界面倾角为 20°和 25°时，边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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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滑塌和整体下滑几乎同时发生，且坡面越陡，

基-覆界面的整体滑动成为边坡变形破坏的主要形

滑体整体滑动距离越小，说明坡面倾角一定程度上

式，而局部滑塌范围比之前相应减小，坡面坡度在

影响着边坡整体下滑的程度，此时边坡的变形破坏

边坡破坏模式中所起的作用相对减小。加速度分布

由坡面及基-覆界面的倾角共同控制；当基-覆界面

规律显示，加速度在坡体表面随高程的增加而增

倾角增加到 30°时，边坡整体下滑明显早于局部滑

大，坡肩陡缓交界处的加速度最大，上覆堆积体与

塌，且整体滑动距离较之前显著增加，且坡面越陡，

基-覆界面存在动力响应差异，坡体表面加速明显

下滑力越大，导致滑体整体滑动距离越大，说明沿

大于基-覆界面处。

Table 4
基-覆界
面倾角
/ (°)

表 4 不同基-覆界面陡缓程度下模型边坡破坏特征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slopes with different sliding surface inclinations

坡面 20°

坡面 30°

坡面 50°

局部滑塌范围

10

1/2 坡高

无

3/4 坡高

无

坡肩以下

无

整个边坡

无

15

右侧坡面中部至左侧坡脚

无

坡肩以下

无

坡顶平台中部以下

无

整个边坡

无

20

坡面中部以下

17

坡肩以下

12

整个边坡

9

25

无滑塌但坡面局部鼓胀破裂

29

坡肩以下

20

整个边坡

18

左、右两侧坡肩以下

23

坡肩以下

30

局部滑塌范围

30

4

坡面 40°

整体滑
动距离

整体滑动
局部滑塌范围
距离/cm

整体滑动
距离/cm

局部滑
塌范围

整体滑动
距离/cm

不同基-覆界面倾角堆积体边坡动
力破坏机制分析

平缓，滑塌向上扩展到 1/2 坡高附近即停止。

堆积体边坡在动力作用下的变形破坏除了与

施加水平振动力后坡肩受到瞬时增大的拉应力并产

当边坡较陡时，坡肩附近形成显著张应力集
中，由于陡、缓交界的地形对振动的放大作用，当

坡体本身的物理力学性质有关外，
还受基-覆界面及
坡面倾角两种地质要素控制。根据边坡变形破坏深
度及破坏形式，可将堆积体边坡的破坏类型分为 3
种：①坡面局部滑塌型，基-覆界面倾角小于 15°
时边坡的变形破坏以坡面局部滑塌为主，堆积体不

① 坡脚附近产生裂缝

② 坡脚发生滑塌

③ 滑塌向上扩展

④ 最终破坏形态

会沿基-覆界面发生整体滑动，只是斜坡坡度不同，
变 形破 坏部 位及破 坏深度 各有 差异 ，中等 倾角
（20°、30°）[20]坡度边坡滑塌主要发生在坡脚或坡
面附近，拉裂缝深度浅。而陡倾角（40°、50°）边
坡的滑塌则发生在坡肩附近，拉裂缝深度稍大。

(a) 缓倾角边坡（以坡度 20°为例）

②坡面局部滑塌兼整体蠕滑型，基-覆界面倾角为
15°～25°时边坡的变形破坏仍以局部滑塌为主，但
已出现沿基-覆界面的整体微小下错。③整体下滑
型，基-覆界面倾角大于 25°时变形破坏以沿基-覆
界面整体的下滑为主并辅以下滑体内部的局部滑

① 坡肩产生拉裂缝

② 裂缝扩展

塌。
第①种破坏形式为浅层滑塌，由于基-覆界面
较为平缓，
坡面倾角对边坡的变形破坏起控制作用，
其过程可按图 9(a)的 4 个阶段解释，即当边坡较缓
时，在边坡原始应力状态中，坡脚处为一剪应力集
中带，当施加水平振动力后瞬间使坡脚剪应力显著
增大，
首先致使坡脚附近土体发生剪坏并产生裂缝，
随后坡脚土体沿裂缝发生垮塌并形成新的临空条
件，导致上部土体连续失稳滑塌，但由于斜坡本身

③ 形成潜在变形体

④ 最终失稳破坏

(b) 中陡倾角边坡（40°、50°）

图 9 基-覆界面倾角小于 15°下浅层滑塌变形破坏模式
Fig.9 Failure modes of shallow collapse of sliding surface
inclination below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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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振动方向垂直的横向拉裂缝，在持续的往复振

拉开，裂缝后缘坡顶平台发生下错。当坡面较陡时

动中裂缝不断加宽、加深，最终尖灭于基-覆界面上

（倾角 40°和 50°）
，边坡的破坏主要经历图 10(b)

方，裂缝外侧由于往复振动形成潜在变形体并向临

的 4 个阶段。首先水平振动力使坡肩附近拉应力集

空方向变形；
最终在水平振动力作用下裂缝被拉开，

中区的应力值瞬时增大，并超过其抗拉强度产生拉

其外侧变形体发生滑塌破坏堆积于坡脚（见 9(b)）
。

裂缝，在往复振动下拉裂缝不断扩展、张开，并向

第②种破坏形式为局部浅层滑塌兼坡体沿基-

下贯通至基-覆界面，
裂缝外侧形成松动的潜在变形

覆界面发生小规模整体下滑。由于基-覆界面变陡，

体；此后变形体不断向临空方向变形，并以坡肩拉

对边坡的破坏模式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坡面倾角依

裂缝为后缘边界沿基-覆界面下滑，坡顶平台向下坐

然起主要作用，并控制着滑塌范围及深度。此时边

落，同时在滑体内部坡肩转折端部位土体发生次级

坡的破坏过程如图 10(a)所示，当坡面较缓时（倾角

浅层滑塌。

为 30°）
，坡脚剪应力集中带依然是最先发生变形破

当基-覆界面更陡时，边坡则表现出第③种破

坏的部位。在水平振动下边坡首先在坡脚附近产生

坏模式，即主要发生沿基-覆界面的整体下滑，如图

裂缝，
随即坡脚土体发生滑塌。
由于基-覆界面变陡，

11 所示。此时基-覆界面对边坡的破坏模式起主要

下滑力增大，堆积体产生整体下滑的趋势，同时水

控制作用。由于基-覆界面较陡，坡体整体下滑力增

平的往复振动力使堆积体产生松动，并在坡顶拉应

大，而朝向坡外的水平振动力又增大了坡体的下滑

力区产生横向拉裂缝，随后在往复振动下拉裂缝前

力，同时降低了抗滑力，使堆积体首先发生沿基-

部土体开始沿基-覆界面发生滑动，
导致坡体后部被

覆界面的整体下滑，此时水平振动力主要增加坡体
的下滑力，对坡体内部的应力状态影响相对较小，
故堆积体在下滑过程中保持了较好的整体性。随着
振动的持续，整体滑动基本停止，此时水平振动力
开始改变坡体内部的应力状态，致使滑体的坡肩张
力带土体发生拉裂破坏，产生横向拉裂缝，拉裂缝

① 坡脚附近产生裂缝

② 坡脚滑塌、坡肩附近拉裂

不断向下扩展，导致其外侧土体发生变形，最终在
滑体内部发生局部次级滑塌。

③ 裂缝扩展、局部坡体下滑

④ 最终破坏形态

(a) 中等倾角边坡（以坡度 30°为例）
(a) 整体下滑

① 裂缝出现

②裂缝扩展、坡体变形

(c) 形成潜在变形体

Fig.11

(b) 裂缝出现

(d) 局部滑塌破坏

图 11 整体下滑−局部滑塌破坏模式
Failure mode of “entire slide-shallow collapse”

从边坡 3 种变形破坏模式可以看出，当坡面较
缓时，边坡的振动破坏始于坡脚剪应力集中区，陡
③ 局部坡体下滑

④ 最终破坏形态

(b) 陡倾角边坡（40°、50°）

图 10 基-覆界面倾角 20°下浅层滑塌-局部下滑破坏模式
Fig.10 Failure modes of “shallow collapse—local slide”
of slope with a sliding surface inclination of 20°

倾角边坡则首先在坡肩张力带附近出现拉裂缝。随
着基-覆界面倾角逐渐增大，边坡变形破坏范围及深
度均增大，破坏形式由浅层局部滑塌为主逐渐过渡
为以整体下滑为主，变形破坏控制因素由坡面倾角
逐渐变为基-覆界面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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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3  R   x (sin   cos )

在斜坡应力重分布作用下岩土体应力特征表
现为越靠近临空面，最大主应力  1 越接近平行临空
面，而最小主应力  3 则与之正交，如图 12 所示。
而试验施加的为方向周期性变化的水平振动，造成
边坡内部土体应力值  x 正负交替出现。

2017 年

（4）

当坡角  > 45°时， R  R，摩尔应力圆如图
14 中  33 与  13 组成的半圆；当  < 45°时， R  R，
摩尔应力圆如图 14 中  34 与  14 组成的半圆。

如图 12 所示，边坡坡角为  ，将水平方向的
振动力  x 分解到 xoy  方向上后， 1 与  3 可表示为
（1）当  x 为正时

 1   1   x cos  

（1）



 3   3   x sin  

由于  1 与  3 均增大，则摩尔应力圆向正方向

图 14 负向水平荷载下摩尔强度包络线图
Fig.14 Mohr strength envelope diagram under the
negative horizontal load

移动，此时摩尔应力圆半径为
R  1   3  R   x (cos  sin  )

（2）

此时（负向水平荷载下）岩土体内的剪应力大
于抗剪强度而发生破坏，且坡角  越大，岩土体内
的剪应力越大，边坡越易遭到破坏。
由以上分析可知，坡体内的应力状态不断发生
着变化，而坡角的大小则影响着坡体内部最大及最
小主应力的大小，在往返振动下最终导致坡体发生
破坏。
在动力作用下基-覆界面及坡面倾角共同控制

(a) 边坡应力状态

Fig.12

着堆积体边坡的破坏形式，坡面倾角主要控制边坡

(b)单元体受力分析

图 12 单元在水平振动下的应力状态
Stress state of element under horizontal shaking

的滑塌范围，边坡较陡时坡肩陡缓转折端加速度放
大效应显著，试验中可观测到坡肩土体的破坏具有
水平抛出的特点，
基-覆界面的倾角则控制着堆积体

当坡角  > 45°时， R  R，摩尔应力圆如图
13 中  32 与  12 组成的半圆，当  < 45°时， R  R，

的整体滑移。对于堆积体边坡，试验中将上覆堆积

摩尔应力圆如图 13 中  与  组成的半圆。

土体间的强度或土体与基-覆界面间强度。
在边坡坡

1'
3

1'
1

层视为均质材料，其变形破坏实质上是外力超过了
脚和坡肩部位分别为剪应力和张应力集中区并且对



水平应力非常敏感，水平振动力可以显著增大坡脚
和坡肩处的应力值，使坡脚发生剪切破坏，坡肩发
生张拉破坏。当基-覆界面变陡，下滑力增大，使得
土体与基-覆界面间的强度低于土体内部的强度，
此



时水平振动力首先使堆积体发生整体下滑。

图 13 正向水平荷载下摩尔强度包络线图
Fig.13 Mohr strength envelope diagram
under the positive horizontal load

“5·12”汶川地震诱发了数以万计的滑坡、崩塌
等地质灾害，而地震区原有大型古滑坡堆积体则基
本未见发生整体下滑的案例，如唐家山堰塞湖库区

图 13 中正向水平荷载下岩土体处于稳定状态。

马铃岩古滑坡为一切层老滑坡，地形总体坡度为

（2）当  x 为负时

20°。震后未见马铃岩古滑坡存在明显整体滑动现

 1   1   x cos  



 3   3   x sin  

象，只是仅靠通口河上游侧部位发生局部滑塌，滑
（3）

由于  1 与  3 均减小，
则摩尔应力圆向负方向移
动，此时摩尔应力圆半径为

塌部位坡度为 35°～40°[3]。位于紫坪铺水利枢纽坝
前左岸的灯盏坪古滑坡堆积体地形总体坡度在 20°
左右，基-覆界面平均倾角在 13°左右，震后未见整
体复活，仅堆积体前缘发生局部滑塌，局部滑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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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坡度在 30°～40°以上。
本次试验中各组不同角度
边坡破坏现象与汶川地震中大型古滑坡堆积体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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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 2585－2592.
[3]

胡卸文, 黄润秋, 朱海勇, 等. 唐家山堰塞湖库区马铃

现象完全吻合，表明地震作用下古滑坡堆积体的地

岩滑坡地震复活效应及其稳定性研究[J]. 岩石力学与

形坡度及基-覆界面陡、缓程度控制着其变形及失稳

工程学报, 2009, 28(6): 1270－1278.

模式。

HU Xie-wen, HUANG Run-qiu, ZHU Hai-yong, et al.

5 结 论

Earthquake reactivation effects and stability study of
Malingyan landslide in Tangjiashan dammed lake[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1）“5·12”汶川地震诱发了众多具有超强动

2009, 28(6): 1270－1278.

力特征的高速远程滑坡，大多发生于岩质边坡，而
堆积体边坡在强震作用下则表现出与岩质边坡截然

[4]

周飞, 许强, 刘汉香, 等. 地震作用下含水平软弱夹层

不同的变形规律，即由于地形坡度、下伏基-覆界面

斜坡动力响应特性研究[J]. 岩土力学, 2016, 37(1): 133

陡、缓等因素的影响，堆积体边坡并未发生沿基-

－139.

覆界面的大规模滑动，变形破坏只发生在局部地形

ZHOU Fei, XU Qiang, LIU Han-xiang, et al. An

坡度较陡及边坡处。

experimental study of dynam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slope with horizontal weak interlayer under earthquake[J].

（2）基-覆界面倾角较小（小于 15°）时堆积体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2016, 37(1): 133－139.

边坡的变形破坏以坡面局部浅层滑塌为主，堆积体
不会沿基-覆界面滑动，随基-覆界面倾角增大

[5]

徐光兴, 姚令侃, 高召宁, 等. 边坡动力特性与动力响

（15°～25°）时边坡的变形破坏形式为浅层滑塌+

应的大型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

坡体沿基-覆界面的整体蠕滑，基-覆界面倾角大于

报, 2008, 27(3): 624－632.

25°时边坡的破坏为沿基-覆界面整体的下滑为主

XU Guang-xing, YAO Ling-kan, GAO Zhao-ning, et al.

并辅以下滑体内部的局部滑塌。

Large-scale shaking table model test study on dynamic

（3）坡度影响的应力集中区是控制边坡的滑塌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response of slope[J].

的重要因素，滑塌范围随坡面坡度的增加而增大。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坡面较缓时边坡的振动破坏始于坡脚剪应力集中

2008, 27(3): 624－632.

区，陡倾角边坡则首先在坡肩张力带附近发生变形

[6]

许强, 陈建君, 冯文凯, 等. 斜坡地震响应的物理模拟

破坏。室内物理模型试验结果与“5·12”汶川地震

试验研究[J].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2009, 41(3):

中堆积体所表现出的变形破坏现象吻合，较好地揭

266－272.

示了大型堆积体边坡在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响应，尤

XU Qiang, CHEN Jian-jun, FENG Wen-kai, et al. Study

其是边坡变形破坏机制。

of the seismic response of slopes by physical modeling[J].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Engineering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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