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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路堑边坡在设计、施工和运营过程中边坡灾害、承灾对象及其成灾模式有较大的不同，将面对不同的风险事件及可
能性，需要开展差异化的风险评估和全寿命周期的风险调控。提出一个基于霍尔三维结构的路堑边坡系统分析模型和路堑边
坡全寿命周期风险评估及管理的技术框架，在边坡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和运营服务这 3 个典型的工程寿命周期内，阐明风险
分析中范围界定、数据采集和信息编目的工作要点，危险性分析中破坏概率的不同定义与分析方法，危害后果分析中承灾体
识别、灾害到达承灾体的概率、承灾体的时空概率和易损性等关键指标的定义与确定思路，以及各阶段风险定性与定量估算
的适用方法；分别论述在上述 3 阶段开展边坡风险评价与效益分析、风险调控方案比选及控制规划、风险调控对策实施及监
测、校核与修正的技术流程与实施要点；并讨论了风险容许标准的确定原则和提高风险评估精度及可靠性的思路。研究成果
初步规范了路堑边坡全寿命周期风险评估及管理的工作流程和技术方案，希望能抛砖引玉，并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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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life cycle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highway cut sl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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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verse risk events and risk possibilities are involved in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highway cut slopes
because slope risk and elements at risk are varying during these period.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conduct differentiated risk
assessment and life cycle risk control. In this paper, a technical framework is proposed for life-cycle risk analysis,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highway cut slopes based on a modified Hall three-dimensional morphology of systems engineering. Critical points of
risk zonation, data collection and information cataloging during risk analysis in a typical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life
cycle are clarified. Distinct definitions and analysis methods of failure prob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hazard analysis are subsequently
elucidated. Meanwhile, the definitions and measures to recognize hazard-affected targets and to evaluate their damage and space-time
probability as well as vulnerability and other essential indices are determined in the process of hazard consequence analysis. The
applicable methods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isk estima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of slope engineering are also revealed. Technical
procedures and key implementation points in each aspect such as slope risk assessment and benefits evaluation, comparison-andselection and planning of solu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risk regulation, monitoring, verification and modification are further
discussed, respectively. Principles of determination of risk tolerance standard, ideas to enhanc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risk
assessment are finally proposed. Research findings of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standardized the procedures and technical program for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highway cut slopes during their life cycl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will bring forth new ideas
and gradually develop and perfect the framework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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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专家提出了一系列风险评估体系或风险评价指数

引 言

1

力

来指导建设及运营边坡的风险管理，但大多停留在

2000 年以来，我国在山区复杂地形地质条件下

定性或定性半定量阶段，与国际上普遍向定量风险

规划建设了大量公路或铁路，切坡筑路形成的路堑

评估发展的水平有一定差距[1921]。由于路堑边坡在

边坡数量惊人，引发的边坡灾害、人身伤害和财产

全寿命周期的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及运营服务等不

损失为业界瞩目。由于在线路的规划设计阶段很少

同阶段，
边坡及其威胁的对象和灾害程度复杂多变，

开展边坡风险预测分析并制定风险管理预案，在施

国际通用的滑坡风险管理框架很难直接套用，有必

工建造阶段就经常表现出风险管理水平低效，在遭

要进行因地制宜地研究、改进和细化，制定一套有

遇边坡灾害时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或

针对性且易于实施的技术框架，才能较好地实现分

治理费用增加；在转入运营服务阶段后，由于缺乏

析数据和评估成果在各阶段的共享和传递，实现全

系统的边坡风险监控及管理，边坡突发性破坏导致

寿命周期持续性的边坡风险管理。

的基础设施、通行车辆的财产损失或乘客、行人伤

本文依据 JTC-1 推荐的滑坡风险管理理论框架

亡等运营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如何对路堑边坡在

及应用指南，从工程全寿命周期视角，厘清路堑边

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及运营服务等全寿命周期内开

坡在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及运营服务等阶段风险的

展系统的风险评估及管理，满足生命线工程防灾减

基本特征、控制目标、评估方法及操作流程，并阐

灾的现实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述在上述 3 个阶段依次开展风险评估及管理的技术
细节，尝试建立适用于我国的一套路堑边坡全寿命

路堑边坡的风险管理在国际上归类于崩塌、滑
坡和泥石流等广义的滑坡风险管理范畴，其研究起
源于 1980 年代初期。1990 年代起，在联合国“国
际减灾十年计划（IDNDR）”的推动下，欧美各国
和中国香港地区逐步开展了较系统的滑坡风险管理
研究，在滑坡定性到定量风险评估研究方面取得不

周期风险评估及管理的技术框架，供工程应用参考。

2

路堑边坡全寿命周期风险管理思路

2.1 基于霍尔三维结构的路堑边坡系统分析模型
系统就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若干组成部

。2000 年以来，

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22]。边坡工程在

文献[8]提出的滑坡风险分析、评估及管理的术语及

其设计、施工和运营的全过程中，与其内禀的地形

[17]

少进展，但仍存在相当的困难

；2005 年加拿大温

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应力场、温度场、渗

哥华国际滑坡风险管理会议基本确立了滑坡风险评

流场等基本属性，以及降雨、地震和人类工程活动

估及管理的理论框架，高度概括了滑坡风险管理的

等外部的影响因素关系密切，且相互关联，形成典

[910]

流程被广泛接受并逐步规范

；2008 年国际滑坡与工程边坡联合技

型的包含各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巨系统[22]。

术委员会（JTC-1）进一步完善该框架，制定了土
地规划中的滑坡敏感性分析、灾害及风险区划指

各种内外因素的动态演化，均不同程度影响系统的

[11]

结构与流程

[12]

稳态，也是工程风险演化的驱动力。

，成为目前国际通用的滑坡风险管理框架。国

系统工程是钱学森最早在国内倡导并推动研究

内大体在 1990 年代末，
通过引入香港地区的成功经
验逐步开展滑坡的风险管理研究[1314]，近年来，在

的科学领域，其实质是方法论，是在更高层次上指

南

[1518]

地质灾害风险管理领域逐步与国际接轨

。

导人们正确应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各种准则去
处理系统对象的具体问题。系统工程发展过程中，

在欧美发达国家，公路和铁路建设已经十分完
善，路堑边坡被纳入较为成熟的滑坡风险管理的框

逐渐形成一些处理问题的基本框架结构，其中霍尔

架体系。例如，美国交通研究委员会（Transportation

维结构系统工程方法论，又称硬系统方法论，是由

Research Board，TRB）提出的崩塌和滑坡风险管理
流程，也沿用了 JTC-1 提出的国际通用框架[10]。而

时间维、知识维和逻辑维组成的三维立体结构[23]。

在我国，近年来公路和铁路建设飞速发展，在道路

遵循控制工程风险的管理活动及终极目标，将三维

工程建设中进行很大范围的开挖，并遭遇非常严峻
的边坡风险挑战。大量的路堑边坡沿山区线状道路

结构各自赋予特定的内涵，建立基于霍尔三维结构

1969 年提出的三维结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霍尔三

对于路堑边坡工程系统而言，
可以针对其系统特征，

工程展布，工点众多、分布零散、规模巨大、特征

的路堑边坡系统分析模型，如图 1 所示。
该系统分析模型仍由时间维、知识维和逻辑维

各异，
如何实现有效的风险管理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近年来，路堑边坡的风险评估也逐步得到重视，我

组成，但需要结合路堑边坡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
解读上述 3 个维度的内涵。
时间维划分为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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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建造、
运营服务等 3 个典型而相对独立的阶段。

失误。由于在全寿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实现了信息

知识维是指完成各阶段边坡风险管理活动的信息、

的不断更新及信息流的共享传递，可以有效解决风

知识与技能的总和，包括工程信息、专业知识、分

险评估中数据采集问题，使各阶段的风险管理成果

析技能、决策方法和管理经验等。逻辑维分为风险

能够相互衔接且互为支撑，有助于提高风险评估精

分析、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等 3 个逻辑过程；为区

度。在此过程中，逐步校核阶段成果的可靠性，适

分三者的含义，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定义术语如下：

时调整风险容许标准，不断修正评估模型、改进评

风险分析，利用可用的信息去估计因灾害对个人、

估方法、监控风险动态、指导风险调控，可以实现

群体、财产或环境造成的风险的过程；风险评估，

全寿命周期内持续、系统和专业的边坡风险管理。

风险估计结果的价值判断或与容许风险准则的比较
风险分析

风险评估

风险管理

规划设计

A11

A12

A13

施工建造

A21

A22

A23

运营服务

A31

A32

A33

和决策过程；风险管理，系统利用管理政策、程序
和实际行动去识别、分析、评估、减轻和监控风险
的过程[24]。
工程信息
专业知识
分析技能
知识维
决策方法
管理经验
…

图 2 路堑边坡全寿命周期风险管理逻辑矩阵
Fig.2 Life cycle risk management matrix for cut sl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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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霍尔三维结构的路堑边坡系统分析模型
Fig.1 Systematic analysis model for cut slope based on
Hall three-dimensional morphology of systems engineering

2.2 路堑边坡全寿命周期风险管理逻辑
工程全寿命周期以规划、设计、建造、运营、
老化、废除等阶段来定义工程对象从萌芽到拆除或
再利用及复原等整个过程。近年来，这一理念在建
筑、桥梁、水利等工程结构领域逐步得到重视[2526]，
对路堑边坡同样具有典型的适用性。基于霍尔三维

2.3 路堑边坡全寿命周期风险管理框架
Fell 等[11]提出的国际滑坡风险管理理论框架，
被广泛用于指导单体边坡、边坡群（例如公路沿线
的挖方或填方边坡）、
城市发展的土地利用区划或区
域性的滑坡灾害管理，目前该框架已被成功应用于
工程边坡和自然斜坡的滑坡风险评估及管理，并可
以被调整以适应各种类似问题。
由于路堑边坡属于该滑坡风险管理框架的主要
适用对象之一，在单个寿命周期内的风险管理完全
符合通用框架的基本思路。Fell 等[11]指出：为确保
风险分析能有效解决相关问题，满足利益相关者的
需求，避免误解，恰当地定义风险分析的范围是十
分重要的。因此，基于全寿命周期视角和路堑边坡
的 动 态 演 化 特 征 ， 对 定 义 分 析 范 围 （ Scope

结构的路堑边坡系统分析模型将路堑边坡全寿命周

Definition）加以阐释，即提出从寿命周期界定、分

期内各有侧重的风险评估及管理过程和所涉及的信
息、理论和方法等相关知识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

范围。

其目标就是要在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和运营服务等

析对象识别和技术方案细化等 3 个层次来定义分析
其次，结合路堑边坡的特征规律，需要梳理一

延续阶段，结合其不确定内外因素的演变特征及作
用规律，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定性或定量风险评估方

些基本概念。例如：通用框架的“Landslide”概念，

法，开展持续性的风险分析、评估及管理工作，将

动[12]；对于路堑边坡而言，是指路堑开挖诱发崩塌、

工程风险导致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控制到可接受
的标准之内，其风险管理逻辑矩阵如图 2 所示。

滑坡和泥石流等广义的滑坡概念。因此，
“Landslide

全寿命周期风险评估及管理的优势是可以对风

“Frequency Analysis”可以理解为各种边坡灾害类

险评估成果开展周期性的监测、校核与修正。路堑
边坡基础信息是逐步揭露的，经常需要补充前期不

型的破坏概率分析；“Analysis of Probability and

明确、遗漏的信息，甚至需要纠正错误信息或判断

性分析，可以理解为分析灾害到达承灾体概率、承

被定义为一大块岩石、碎屑或土壤从斜坡下落的运

Characterisation ” 应 理 解 为 边 坡 灾 害 特 征 描 述 。

Severity of Consequence”，直译为后果的概率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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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分析对象识别

分层次综合判断灾害后果的严重性。风险调控相对

路堑边坡在不同的寿命周期内，灾害体及承灾

于“Risk Mitigation”更能体现工程边坡风险防控的

体等风险分析对象存在较大的差异，需要加以识别

主动介入概念。

或明确：

总体采用 Fell 等[11]提出的通用框架的思路，结

（1）灾害体的识别：需明确评价灾害体是单个

合路堑边坡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提出

边坡还是道路沿线的边坡群，是否需要区分落石、

图 3 所示的路堑边坡风险管理框架。

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亚类。同时，需要明确
评估的空间范围，即除了边坡本体之外，是否需要

定
义
分
析
范
围

涵盖潜在的工程边坡影响区，或者考虑较远区域的

全寿命周期界定
规划设计、施工建造、运营服务

危
险
性
分
析

斜坡地质灾害可能影响工程边坡的情况。

分析对象识别

（2）承灾体的识别：需明确承灾对象是限于固

技术方案细化
边坡灾害特征描述
边坡破坏概率分析

危
害
危害后果特征描述
后
果
分 后果的概率及严重性分析
析
风险估算

定、临时或流动的财产损失，还是需要包含相关联
的人身伤害，以及是否要扩大到灾害衍生的环境、

风
险
分
风
析
险
评
估

经济损失或间接的人身健康损害等。
3.1.3 技术方案细化
在路堑边坡全寿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还需要对
风
险
管
理

（1）资料获取程度：地质调查、勘察、设计、
施工和监测等工作可供评估利用的资料情况。
（2）技术方法选择：边坡信息采集、破坏概率、

价值判断及
风险容许标准

灾害到达承灾体的概率等分析方法的选择，以及财
风险评价及效益分析

风险调控方案比选?
风险调控规划
风险调控对策实施
监测、复核与反馈

图 3 路堑边坡风险管理框架[11]
Fig.3 Framework for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highway cut slopes

3

风险评估及管理的技术方案进行细化，例如：

路堑边坡风险分析

3.1 定义分析范围
3.1.1 全寿命周期界定
路堑边坡处于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和运营服务
等不同的工程寿命周期，风险分析的环境、对象、
目的、方法、评价精度和风险容许标准等均具有明
显差异，风险评估的技术方案和风险管理的实施效
果也有较大的不同。因此，定义分析范围首先应明
确限定其所处的工程寿命周期，
即对处于规划设计、
施工建造或运营服务的哪个阶段进行评价；这样才
能因时因地地明确基于哪些资料，对哪些对象，采
用什么方法，开展何种深度的分析，形成什么形式
的评估成果，实现怎样的风险控制目标。

产损失评估或人身伤害评估的具体要求等。
（3）技术深度要求：要明确需达到定性分析、
定性半定量分析，
还是定量分析等不同的技术深度。
（4）风险容许标准：确定标准的主体，标准确
定的依据与分析过程。
（5）风险分析的经费限制，各方的协同机制与
责任义务等。
（6）风险评估成果的提交形式，以及风险管理
的应用方式。
3.2 危险性分析
3.2.1 边坡灾害特征描述及信息编目
在确定分析范围之后，需要开展规范的边坡灾
害特征描述及信息编目工作，一般包含以下内容：
① 工程基础信息，即工程位置、建设方案、边坡类
型、风险控制目标等；② 风险因子信息，如地形地
貌、地质构造、岩土性质等内禀特性和工程活动、
降雨、地震等外部因素；③ 工程治理信息，即边坡
支挡、加固、排水和防护等措施，以及设计、施工
和维护的信息；④ 承灾对象信息，包含可能遭遇破
坏的构筑物、设备等财产和相关的人身伤害；⑤ 风
险评估信息，即各个寿命周期开展边坡风险分析与
评价的统计数据及阶段成果；⑥ 风险调控信息，如
各阶段开展风险调控时方案比选、控制规划、实施
和监控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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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在各个阶段都有较强的
适用性[1921]。

各有侧重。在规划设计阶段，边坡信息以工程勘察

（3）历史记录法：通过长期的边坡监测与统计

信息、规划设计方案和风险调控预案为主，信息并

分析，获取不同破坏类型的发生概率；也可根据边

不详尽；在施工建造阶段，基本信息得以补充和校

坡灾害的 M-F（Magnitude-Frequency）关系来推测

核，并结合施工反馈信息和监控量测信息，重点开

可能发生的灾害概率。由于历史数据可能缺失，故

展设计方案调整和风险的动态评估与管理；在运营

该方法主要适用于运营服务阶段的长期监控。

服务阶段，在全面掌握边坡设计建造信息后，侧重

（4）触发事件关联分析法：降雨和地震是常见

于运营风险的监控、养护及风险管理相关信息的更

的边坡灾害敏感触发因素，若能获取临界的降雨量

新。
在全寿命周期内进行边坡信息数据库持续更新，

或地震能级等触发事件的发生概率，则可假设边坡

实现各阶段信息共享和信息流的传递，将显著提高

破坏概率与触发事件概率一致。

边坡风险管理的水平。

3.3 危害后果分析

3.2.2 路堑边坡破坏概率 PL

危害后果主要取决于承灾体的类型、灾害到达

破坏概率描述单体边坡失稳可能性或某类边坡
破坏数量的概率统计。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
给出边坡和滑坡定量风险评估中对破坏概率的 3 种
典型定义[27]，对路堑边坡均具有适用性：

承灾体的概率 PT:L、承灾体的时空概率 PS:T 及其易
损性 Vprop:S 或 VD:T，因此，需要对这些概念进行恰
当的定义和分析，将之纳入整体的逻辑体系，并在
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确定这些概率值的方法。

（1）研究区内特定类型的滑坡（可拓展至落石、
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广义的边坡灾害类型）年发
生数量。该定义适用于统计研究区各类边坡破坏类
型的分布特征，进而在规划设计阶段确定边坡风险
调控的总体思路和处治对策。
（2）给定时期内特定边坡的破坏概率。该定义
适用于对风险分级遴选出的复杂边坡，开展单体边
坡的破坏概率研究分析，为风险定量估算、风险调

3.3.1 承灾体的识别
承灾体广义上包含灾害影响区内的人口、建筑
物、基础设施、工程结构、车辆，环境和经济活动
等。路堑边坡全寿命周期内的承灾体可按其特征和
潜在损失类型加以识别和区分，如表 1 所示。
表 1 路堑边坡风险分析承灾体类型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elements at risk of cut slopes
承灾体

控方案的比选和实施提供依据。
（3）由触发因素超越临界状态的年发生概率表
达的边坡下滑力超越抗滑力的概率。该定义的触发
因素可不局限于临界孔隙水压力指标，进一步推衍
至地震、工程缺陷等其他触发因素，并进行敏感因
素的监控，实现持续的边坡风险动态评估与管理。

类型
固定型

临时型

流动型

边坡破坏概率分析方法不尽相同，Corominas
等[28]系统讨论过各种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就路堑边
坡而言，由于破坏类型、规模大小、信息完备程度
等差异，较为可行的方法大体有以下几种：
（1）边坡可靠度分析法：可靠度分析考虑岩土
物理力学参数为随机变量，引入蒙特卡洛模拟或一
次二阶矩等概率方法计算边坡破坏概率。由于岩土
参数的概率分布可以从勘察资料中获取，地层变异
特征已经可以在边坡概率分析中加以考虑，以及基
于极限平衡或随机有限元分析的计算方法不断成
[2930]

熟，使之在规划设计阶段逐步显现出适用性
。
（2）工程类比法：基于相似区域已有边坡灾害
数据资料，结合边坡分级系统和专家经验，进行工
程类比分析，得到相应类型和规模的边坡灾害发生

衍生型

灾害损失类型
财产损失

人身伤害

现有或拟建基础设施、建

现有或拟建基础设施、建筑物

筑物和工程结构等

内的工作或居住人员

短期临时投入的建筑、

短期临时参与或遭遇的的工作

设施、设备、车辆等

人员和居住人员

偶然或规律性遭遇的设施、 偶然或规律性遭遇的工作人员、
设备、车辆等

乘客、行人等

灾害衍生的环境、经济等

抢险救灾或重建过程中潜在的

损失和修复费用

人身伤害或健康损害

在规划设计阶段，承灾体的识别是基于现状调
查以及建设过程和建成之后边坡影响区的虚拟分
析，即来源于潜在危害区内现有和施工过程中投入
的人、
设备和设施的估计和运营过程中构筑物分布、
交通量及其相关环境经济影响的预测。
在施工建造阶段，承灾体的识别需根据施工过
程中人员、
设备组织情况和周边环境变化进行调整。
此时承灾体中人的元素主要以施工人员为主，物的
元素包含建筑、设施设备、施工车辆、临时工程等，
还包含施工的环境影响和潜在经济损失。
在运营服务阶段，承灾体的识别更为复杂化，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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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人的元素主要包含行人、车辆、乘客和建筑物

的确定还需考虑人员位于开放空间还是在建筑或车

内的居民等；物的元素包含边坡支护结构本身，潜

辆内以及建筑和车辆对人员的保护程度或是否可能

在影响区内的建筑物、基础设施和移动的车辆；以

加剧人员的易损性。

及风险发生后的维修费用、
管理费用和经济损失等。
3.3.2 灾害到达承灾体的概率 PT:L

易损性的研究可以通过统计分析、综合评判和
模型试验等方法得到，但各种方法在应用中均有限

灾害到达承灾体的概率通常与边坡灾害类型、

制和不足，是制约滑坡风险评估的瓶颈问题[32]。路

边坡规模、地形地质条件，以及灾害体的运动路径

堑边坡风险评估可视承灾体类型选择恰当方法综合

和运移距离有关，还取决于边坡与承灾体的相对位

确定，固定型承灾体一般由于合理的规避或恰当的

置。这是取值区间在 0～1 之间的条件概率。对于边

保护，易损性较低；临时型承灾体往往处于边坡施

坡体内的建筑物和工程结构等承灾体而言，PT:L=1；

工欠稳定条件下，且未充分论证、规划和保护，易

对于边坡灾害运动路径中的人或物来说，需要综合

损性较高；
流动型承灾体一般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

考虑灾害体的运动路径及其与承灾体的相对位置；

经验和措施，易损性很高；衍生型承灾体的易损性

对于行人、车辆及乘客等移动的承灾体，还需考虑

与灾害发生的规模大小、损失或伤害程度和持续时

其出现在边坡灾害现场的时空概率 PS:T。

间有关，目前仅能概略评估。

由于边坡灾害运动的复杂性，准确预测 PT:L 具
有相当难度。目前，延伸角的概念被广泛用来评估
滑动体的堆积形态，利用一系列理论或经验公式可
[24]

以粗略地估计滑移距离

3.4 风险估算方法
边坡风险管理在不同行业与领域，其目标、流
程和侧重点各不相同，
风险分析方法也有较大差异。

；离散元等不连续运动数

目前在公路边坡领域，不少学者提出一些风险评估

值模拟近年来被尝试用来模拟边坡破坏解体过程及

体系、风险评价指数和风险分级方法[1921,3334]，大

估算滑动运移距离，使复杂边坡运动酿灾的概率分

多是基于工程地质分析和工程经验判断、融合层次

[31]

析有了新的技术可能性

。

分析法、智能分析法等系统工程思维提出的定性或

3.3.3 承灾体的时空概率 PS:T

定性半定量方法。由于详细地评估基础数据采集较

承灾体的时空概率是指边坡灾害发生时，承灾

为困难，风险定性估算仍有重要价值。虽然这些方

体在灾害影响区的概率，是时间概率和空间概率的

法也有较好的工程应用价值，但是随着公路边坡建

复合，是取值介于 0～1 之间的条件概率。对于静止
的承灾体，如各类基础设施，其必然出现在影响范

设和运营过程项目决策对定量化评估的迫切需求，

围内，时空概率为 1；对于运动的承灾体，如人和
车辆等，其时空概率可以通过统计分析其出现在灾

逐步成为主流。
3.4.1 风险定性估算

害影响区内的时间与每年总时间的比例加以确定。
在规划设计阶段，主要是确定边坡影响区内现
有设施及拟建设施等静止承灾体的时空概率，以及
预测的车辆和人等运动承灾体的时空概率。在施工
建造阶段，还需结合实际条件增加施工临时设施和
施工人员的时空概率分析。在运营服务阶段，工程
结构和基础设施等静止承灾体基本明确，重点是加
强车辆及人等运动承灾体时空概率的动态修正以及

基于概率分析的定性半定量或定量风险分析方法将

澳大利亚岩土学会（AGS）制定的一套基于概
率论和描述符的滑坡风险评估组合矩阵如表 2 所
示[11]，是国际上应用较广泛的定性评估方法之一。
表 2 滑坡风险定性评价矩阵
Table 2 Qualitative risk assessment matrix for landslide
危险性

危害后果
灾难性的

重大的

中度的

较轻的

几乎确定

VH

VH

H

H

轻微的
M

很可能

VH

H

H

M

L～M

综合分析风险发生后衍生损失的时空概率。
3.3.4 承灾体的易损性 Vprop:S 或 VD:T
承灾体的易损性表示在边坡灾害影响下承灾体

可能

H

H

M

L～M

VL～L

不太可能

M～H

M

L～M

VL～L

VL

可能性很小

M～L

L～M

VL～L

VL

VL

的受损程度，
同样是一个取值在 0～1 之间的条件概

不可能

VL

VL

VL

VL

VL

率，
取值为 0 表示财产没有损失或人员未受到伤害，
取值为 1 意味着财产完全损失或人的死亡。对财产

注：VH 为极高风险；H 为高风险；M 为中等风险；L 为低风险；VL 为
极低风险。

损失而言，确定其易损性指标 Vprop:S 一般需要考虑

该风险评价矩阵的整体思路遵循了通用框架中

边坡体积、运动距离、运动速率及承灾体相对于边
坡的空间位置；就人身伤害而言，其易损性指标 VD:T

危险性分析、危害后果分析及风险估计的流程，通
过滑坡危险性描述（几乎确定、很可能、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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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可能、可能性很小、不可能共 6 个级别）和危害

选及区分设计工作的深度十分有用。若要实现危重

后果描述（灾难性的、重大的、中度的、较轻的和

工点规划设计方案的决策论证，则需要进一步对人

轻微的共 5 个级别）两方面的定性评价，实现滑坡

员伤害和财产损失进行更具体的评估或测算，此时

的风险等级由低到高 5 个级别的渐进划分。

风险定性评价矩阵可提供大略评估，而风险定量估

定性评估在定量评估较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行时

算方法则更科学合理，但工作量较大，难度较高。

仍然可以实施，对于风险调控和工程决策具有重要

在边坡施工建造阶段，降雨、爆破等扰动因素

意义。由于采用描述符定义边坡灾害的危险性或危

活动频繁，而边坡防护经常滞后，边坡稳态最为不

害后果，总能根据现有工程信息，采用工程地质分
析和经验判断确定一个相对的风险等级，因此，在

利。遵循前期风险评估成果，结合施工现场条件、
监控量测和动态反馈，
不断补充风险评估基础数据，

公路和铁路这类线状工程大批量边坡工点的风险管

可以提高风险定性估算的准确度。2015 年 2 月 4 日，

理中，可以有效实现风险程度的估测和排序，确定

交通运输部发布《交安监发〔2014〕266 号》文，
将高速公路路堑高边坡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列为强制

风险调控的轻重缓急，为进一步开展重要工点的定

风险定量估算是基于详细的基础数据采集及分

程序，就是倡导进一步开展深入的风险定量评估，
防控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事故和灾害损失[35]。
在公路或铁路的运营服务阶段，边坡及其防护

析，评估边坡危险性和危害后果的发生概率，进而

措施的信息相对较为完备，开展周期性的风险定性

对灾害导致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实现定量计算。

分析可以跟踪调查边坡稳定程度及支挡结构缺损状

人身伤害是风险管理中考虑的首要目标，通常
以年度人身伤亡数量表示，尚缺乏统一标准，可类

态，发现潜在工程风险；在此基础上，较高精度的
风险定量评估是有效投放养护资金、调控运营边坡

比其他灾害类型的年度伤亡数量，综合本区域或部

风险状态、确保道路运营畅通与安全的重要手段。

门的可接受意愿确定，采用文献[11]的定量估算公

4

量风险评估提供依据。
3.4.2 风险定量估算

式进行计算：
PLOL  PL  PT:L  PS:T  VD:T

（1）

式中：PLOL 为边坡灾害导致的年度人身伤亡概率；
PL 为边坡破坏概率；PT:L 为灾害到达承灾体概率；
PS:T 为承灾体时空概率；VD:T 为人员易损性[11]。
财产损失是指被损坏的建筑物、基础设施、工
程结构、车辆，以及环境和经济价值损失的总和。
将治理前、
后的财产损失和治理花费估值对比分析，
可以评估治理效益，采用文献[11]的定量估算公式
进行计算：
Rprop  PL  PT:L  PS:T  Vprop:S  E

（2）

式中：Rprop 为边坡灾害导致的年度财产损失价值；
Vpros:S 为承灾体的易损性；E 为承灾体的财产价值或
间接损失费用。
3.4.3 全寿命周期风险估算的适用方法
在路堑边坡规划设计阶段，风险管理可以划分
边坡风险等级，指导勘察设计工作重点和技术深度，

规划设计阶段的风险评估及管理

4.1 风险评价与效益分析
在规划设计阶段，路堑边坡的设计具有较大的
可变性，承灾体以固定型为主，其受边坡风险损毁
的价值判断及不同设计方案造价估算相对容易，但
要设定具体的风险容许标准存在一定困难，因此，
风险评价和效益分析主要是多方案比选，侧重建设
经费及潜在财产损失的比较，以遴选出最优方案。
在此阶段，
风险评价与效益分析的主要内容有：
① 掌握拟建公路边坡的总体风险程度，指导山区公
路选线中走廊带的方案比选，恰当确定桥隧段和挖
方段的位置和比例，规避潜在的重大边坡灾害；②
针对区域边坡风险及灾害类型，设计具有针对性的
工程措施，制定总体风险调控方案；③ 对设计的边
坡工点进行风险程度的估测、排序和分级，建立边
坡风险管理档案，确定风险调控方案实施的重点目
标；④ 通过危重工点治理方案论证决策，以及对人
员伤害和财产损失进行更具体的评估或测算，制定

风险定性估算方法虽然计算精度较为粗略，但可实

有针对性的风险调控对策与控制规划。
4.2 风险调控方案比选及风险调控规划

现公路沿线众多边坡风险程度的估测及排序，评估
成果对掉块落石、风化剥落、坡表冲刷等小规模边

在规划设计阶段，风险调控的可选方案如图 4
所示，主要有：① 规避风险，即公路选线或总体设

坡病害，以及顺层滑动、倾倒错落等区域性边坡破

计绕开地质灾害多发区段，避开群发性或大中型边

坏类型确定针对性的工程对策，并对危重工点的遴

坡灾害；② 降低危险性，即采用合理的边坡开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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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治方案，降低边坡破坏概率；③ 降低危害后果，

施的选择与实施提供依据。在边坡风险评估的价值

即在规划设计中控制潜在灾害影响区内承灾体的类

判断中，需考虑设计方案动态调整以及为了控制边

型、数量和位置，使之受灾可能性降低；对无法回

坡施工安全风险投入的管理措施、辅助措施、拦挡

避的承灾体，通过特殊设计降低其易损性。

设施、监控预警等费用。
在此阶段，
风险评价与效益分析的主要内容有：

规划设计阶段边坡风险调控对策

① 开展周期性的边坡风险调查和评估，掌握施工建
造阶段的边坡风险状态；② 实时更新边坡风险管理

规避边坡风险

降低边坡危险性

降低边坡灾害后果

档案，及时调整风险调控方案，实现边坡风险动态
管理；③ 评估边坡安全生产培训的必要性，指导风

平面
线位
绕避
方案

桥隧
工程
替代
方案

场地
开挖
改造
方案

坡形
坡率
优化

支挡
加固
结构

截排
水工
程

植被
恢复
与防
护

设置
拦挡
结构

迁移
人口
设施

加强
构筑
物设
计

险调控对策的实施过程，评价其实施效果；④ 监控
重要边坡的风险动态，评价主动介入式风险防控措
施的实施必要性和经济性，防范重大边坡灾害。

图 4 规划设计阶段边坡风险调控对策
Fig.4 Slope risk control measures during design

5.2 风险调控方案比选及风险调控规划

在规避风险方面，
可实施的对策主要有线路平、

边坡危险性、降低边坡灾害后果和转移边坡风险等

在施工建造阶段，边坡风险调控方案可从降低

纵面调整绕避风险源、桥隧工程替代挖方回避边坡

3 个角度综合比选确定，形成一套系统的风险调控

风险源或开挖取土消灭风险源。
在降低危险性方面，

规划方案，如图 5 所示。

通常采用工程措施提高边坡整体稳定性，降低其变
形破坏概率。在降低灾害后果方面，通常可以通过

施工建造阶段边坡风险调控对策

设置拦石网、拦石墙、导流沟等拦挡疏排结构，使
灾害达到承灾体的空间概率降低；也可通过迁移临

降低边坡危险性

降低边坡灾害后果

转移边坡风险

近区域的人口和设施，降低承灾体暴露在灾害影响
区的时空概率；还可通过优化临近构筑物选址和结
构设计，降低其易损性。

设计
方案
动态
调整

优化
开挖
施工
时序

设置
辅助
工程
措施

设置
临时
拦挡
设施

强化
施工
安全
管理

边坡
施工
监测
预警

施工
安全
教育
培训

人身
伤害
保险

固定
财产
保险

临时
财产
保险

4.3 风险调控对策实施、监测、复核与反馈
风险调控对策需要在规划设计的各个细分阶段
贯彻实施。在工程可行性研究或初步设计阶段，公
路线路设计在平、纵断面都有很大的调整空间，宜
开展重大边坡建造可行性研究以及线形优化、征迁
方案或构筑物布局的比选研究。在公路选线定测阶
段，宜加强边坡支挡、拦阻和排水等设计方案比选
论证工作。在公路施工图阶段，应在优化设计方案
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详细的边坡监测及风险调控
预案。在公路规划设计阶段，应重视在各阶段方案
审查过程中，广泛吸纳行业专家的工程经验，对边
坡风险调控方案进行有效的复核与修改反馈，加强
风险调控对策的前瞻性，从源头控制风险。

5

施工建造阶段的风险评估及管理

5.1 风险评价与效益分析

图 5 施工建造阶段边坡风险调控对策
Fig.5 Slope risk control measures during construction

在降低边坡危险性方面，主要是通过施工期间
的地质校核和监控量测进行设计方案的动态调整；
优化开挖施工时序，控制工程实施进度，规避雨季
施工，避免大爆破、锚固滞后等不合理施工现象；
以及在边坡受降雨等外界扰动的敏感期或抗滑桩墙
开挖等关键的施工步骤，
设置必要的辅助工程措施，
提高施工期的边坡稳定性，保证施工安全。在降低
边坡灾害后果方面，主要在坡脚通道等施工现场的
敏感区域，设置临时拦挡设施或建立缓冲带，降低
灾害到达承灾体的概率；强化施工安全管理和安全
教育培训，提高施工人员的防灾意识和避险能力，
降低承灾体在敏感区域或危险时期的出现概率或易

在施工建造阶段，除非发生重大设计变更，路

损性；以及加强施工期的常规巡查和专业监测，建

堑边坡的设计方案已经基本定型，承灾体以固定型
和临时型为主。由于施工过程中边坡往往处于最不

立预警与反馈机制，使灾害发生时，人员和设备能

利工况条件，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可能性较

和相关财产进行投保，以保险的方式转移、分散和

高，需要引入风险容许标准的概念，为风险调控措

消化风险，也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方式。

快速撤离或得到有效保护。另外，通过对施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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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降低边坡危险性方面，需要在周期性风险监

在施工建造的完整阶段，风险调控对策需要根

测评估的基础上，
开展边坡设施的常态化养护管理，

据风险显现的不同特征与阶段统筹规划实施，并根

实施锚固与支挡结构等重要结构的定期检测与检

据监测、复核与反馈进行周期性的调整和优化才能

修，对欠稳定边坡新增支挡结构进行补强加固。在

发挥其强大的效果。路堑边坡的勘察工作量通常相

降低边坡灾害后果方面，需要构建运营边坡的长期

当有限，施工期间的地质核查与监控量测，可以有

监测体系或自动预警系统，进而确立危险路段交通

效地预测和监控边坡施工安全风险，并结合施工现

管制和边坡应急抢险的响应机制，降低衍生型的风

场的反馈分析进行动态调整，体现风险调控的主动

险损失；并对公众开展多渠道的防灾避险宣教，提

性。由于施工过程风险源及其致灾方式复杂多变，

高公众的参与意识，降低流动型承灾体的易损性。

需要岩土专家、业主、设计、施工和监理等各方人

另外，通过保险可以对构筑物、基础设施、交通车

员协同工作，特别是对岩土变形、结构受力、地下

辆等潜在财产损失以及人身伤害进行合理补偿。

水位等多种参量联合监测和相互印证，才能全面监

6.3 风险调控对策实施、监测、复核与反馈

控边坡风险状态，有效推动风险调控对策实施。

运营服务阶段的风险评估及管理

6

在运营服务阶段，风险调控是长期工作，需要
确定一套良好的管理和行动机制。笔者倡导建立一
套融合经常性监控量测与检修养护、专业化定期诊

6.1 风险评价与效益分析
在路堑边坡的长期运营服务阶段，其自身及周
边环境相对稳定，承灾体主要以固定型、流动型和
衍生型为主。在此阶段，通常采用基于概率分析的
风险评估方法确定其风险可能性，对风险损失进行
价值判断，并评估养护管理和补强加固资金投入的
必要性和效益。因此，确定一个恰当的风险容许标
准，并指导风险评价与效益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在此阶段，
风险评价与效益分析的主要内容有：
① 开展周期性的边坡风险调查评估，完善边坡风险
管理档案，划分研究区域内各边坡的风险等级；②
制定边坡养护管理及检测检修的频次、强度、方式，
评价人员与资金投入的效益；③ 评估对高风险边坡
实施监测预警和补强加固等工作的必要性及实施效
益；④ 评估应急抢险或交通管制等风险管理对策的
实施必要性以及风险衍生的环境、经济损失。
6.2 风险调控方案比选及风险调控规划
在运营服务阶段，边坡风险调控规划仍然从降
低危险性、降低灾害后果和转移风险 3 个角度综合
确定，如图 6 所示。

断与专项维护和专家级预警预报与抢险加固为一体
的运营路堑边坡三级风险监测管理体系。
经常性监控量测与检修养护的实施主体为公路
养护部门，主要通过日常巡查和简易监测粗略监控
运营边坡风险状态，通过常规养护维持边坡设施的
使用功能，并进行危险边坡的排查。
专业级定期诊断与专项维护的实施主体通常为
专业岩土公司，采用科学的边坡监测与检测方法，
评估支挡锚固结构的工作性能，校核边坡局部或整
体稳定状态，编制边坡补强加固方案以及交通管制
和应急抢险的预案。
专家级预警预报与抢险加固应由公路主管部门
邀请经验丰富的边坡工程专家共同评定边坡风险状
态，确定运营边坡抢险加固的设计与施工方案，以
及详细的交通管制和应急对策等实施方案。
上述 3 级风险管控体系中各部门的人员需建立
良好的沟通机制和协作平台，使设计、施工、监测
和养护的所有信息得以传递共享和交互反馈，使边
坡风险及时发现、合理化解或使损失尽可能降低。

7

问题讨论

运营服务阶段边坡风险调控对策

7.1 风险的容许标准
降低边坡危险性

边坡
设施
养护
管理

既有
结构
检测
检修

新增
结构
补强
加固

降低边坡灾害后果

边坡
长期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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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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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运营服务阶段边坡风险调控对策
Fig.6 Slope risk control measures during maintenance

边坡风险评估需要将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估
算结果与风险容许标准相比较，从而确定该风险是
可接受的、可容忍的，还是不可接受的。可接受的
风险通常指各方都能接受，没有必要采取措施去降
低该风险；可容忍的风险是风险存在且不可忽略，
但综合考虑成本和效益等因素，各方仍能接受，但
必须做好风险监测或降低风险的措施，
使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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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接受的风险是指边坡灾害风险完全不能接受，

中专门提到遴选合适的地质学家和岩土工程团队来

必须采取措施防范风险或规避风险。

主导评估过程是十分必要的[12]。

确定风险容许标准需要从社会、经济、政治、
生态、文化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目前国际上没有通

8

结论与展望

用标准，ALARP（As-Low-As-Reasonably-Practicable，

8.1 结论

最低合理可行）原则是当前国内外普遍应用的风险
。风险容许标准的确定相当困难，

（1）本文在 JTC-1 推荐的滑坡风险评估及管理
框架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霍尔三维结构的路堑边

要在路堑边坡的各个寿命阶段设定统一的标准，既

坡系统分析模型，将路堑边坡在规划设计、施工建

[36]

标准评判准则

的区域特征和阶段特征，建议由资深专家和经验丰

造及运营服务等全寿命周期内的风险管理活动有效
串联起来，形成一个路堑边坡全寿命周期风险评估

富的岩土工程师领衔，按照 ALARP 原则设立一个

及管理的技术框架。

建议值，经过业主、设计、施工和养护等部门的专

（2）沿用本文提出的技术框架，可以在单个寿
命周期内相对独立的完成风险分析、评估及管理的

[37]

不现实也不科学

。路堑边坡的风险评估具有明显

家充分讨论确定，
体现利益相关方的风险容忍意愿。
在规划设计阶段，由于路堑边坡风险评估的基

流程，实现该寿命周期内风险调控的阶段目标；又

础资料较为缺乏，边坡设计也具有很大的可变性，
风险容许标准的设定也应该较为宽泛，对于显而易

可以实现不同阶段风险评估信息的联动和风险管理
活动的有效衔接；从而达到在规划设计阶段预测和

见的不可接受风险应果断回避，对可接受风险应大

规避风险，施工建造阶段防范和降低风险，运营维

胆忽略，对可容忍风险则需重点研究，尽量通过设

护阶段监测和管控风险的整体目标。
8.2 展望

计方案比选和优化降低其风险可能性。在施工建造

本文的研究成果初步规范了路堑边坡全寿命周

阶段，路堑边坡临时稳定性较差，破坏可能性较高，
比重确定财产损失的风险容许标准；由于施工人员

期风险评估及管理的工作流程和技术方案，概要阐
述了各阶段的若干技术细节，希望能抛砖引玉，特

的人身伤害可能性较高，需要谨慎控制人身伤害的

别是在以下方面，与业界同仁进一步讨论和完善：

风险容许标准。在运营服务阶段，路堑边坡作为公
路的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可以参考目

（1）在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和运营服务的各个
阶段，
如何因时制宜确定评估工作的技术深度要求、

前国际上主流的滑坡风险评估对人身伤害和财产损

选择风险评估方法和制定风险容许标准。

失的风险接受标准，或根据区域内自然灾害、交通
事故等其他风险损失的容许标准类比得到。

（2）基于不同的边坡破坏概率定义，如何选择
合理的边坡破坏概率分析方法，提高危险性评估的

7.2 风险评估的精度

精度，满足不同阶段风险评估及管理的要求。

边坡风险评估是一项综合分析与决策过程，基
础数据、分析模型、评估过程和实施人员等各环节

（3）如何区分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和运营服务
等阶段承灾体的主要类型，以及如何确定承灾体的

都将影响评估成果精度。对评估精度或可靠性的质

时空概率、
易损性及灾害到达概率等关键概率指标。

疑可能影响人们对评估工作的信心，而忽视了风险
管理在减少财产损毁或人身伤害方面的积极作用。

（4）如何建立一个基础的信息平台，有效归集
和共享全寿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分析数据、评估成果

可通过计算因边坡变更设计增加的费用占总预算的

在路堑边坡风险评估的各个阶段，采取积极措
施不断提高评估精度和评估质量，以满足实际应用
的需要是完全可行的。例如，要解决数据采集的困

和监控方案，使其在路堑边坡风险管理中不断反馈、
校正和发挥风险调控的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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