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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甘肃舟曲泄流坡滑坡的野外详细调查和变形监测资料为基础ꎬ 探讨泄流

坡滑坡蠕滑变形特征和形成机理ꎮ 研究表明ꎬ 舟曲泄流坡滑坡发育于坪定—化马断
裂内ꎬ 属典型的巨型断裂带滑坡ꎮ 该滑坡由多个次级滑坡组成ꎬ 表现为蠕滑变形特
点ꎬ 且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ꎮ 该滑坡是在内外动力耦合作用下形成的ꎬ 断裂破碎带
是泄流坡滑坡发生的充分条件ꎬ 断裂活动导致坡体发生塑性流动变形ꎻ 而降雨是滑
坡发生大规模下滑的主要诱发因素ꎻ 地震、 坡脚开挖等对滑坡的发展、 演化起到促
进作用ꎮ 因此ꎬ 进一步研究断裂带滑坡的形成机理和成灾模式ꎬ 对此类滑坡的防治
预警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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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形成机理研究一直是滑坡灾害研究的核心难题和热点问题之一 [１ ~ ９] ꎬ 导致滑坡发生
的各项控制因素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ꎮ 人们普遍赞同断裂是滑坡形成过程中非常重
要的地质作用 [１０ ~ １２] ꎬ 且认为降雨、 地震等是滑坡发生的重要诱发因素ꎮ 大多数学者根据降
雨量监测数据研究降雨与滑坡的关系ꎬ 并据此建立相关模型分析降雨诱发滑坡的阈值 [１３ ~ １６] ꎮ
甘肃舟曲泄流坡滑坡自形成以来ꎬ 曾发生过多次下滑堵江事件ꎬ 因而受到当地政府和相关专
家的重视ꎬ 甘肃省环境监测院、 舟曲县国土局将泄流坡滑坡作为灾害监测预警点ꎬ 进行实时
监测ꎮ 近年来ꎬ 一些学者相继对该滑坡进行了初步研究ꎮ 吴玮江等 [１７] 对泄流坡滑坡的特征
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ꎻ 张茂省等 [１８] 、 丁宏伟等 [１９] 和 Ｓｃ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Ａ Ｅ 等 [２０] 对甘肃南部重大
滑坡灾害分布规律进行了论述ꎻ 畅益锋等 [２１] 对泄流坡滑坡的成因进行了初步分析ꎻ 张妮 [２２]
等对泄流坡滑坡滑带土的地球化学特征和微观结构进行了论述ꎮ 然而对泄流坡滑坡的变形特
征、 形成机理以及活动断裂带对滑坡形成的影响程度研究尚不多见ꎮ 本文基于舟曲泄流坡滑
坡的野外详细调查和变形监测资料ꎬ 探讨泄流坡滑坡蠕滑变形特征和形成机理ꎬ 以期为滑坡
的监测预警防治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滑坡环境地质条件
甘肃省舟曲县位于西秦岭构造带南侧ꎬ 境内山高谷深ꎬ 沟壑纵横ꎬ 坡陡流急ꎬ 地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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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ꎬ 新构造运动强烈ꎬ 属地震多发区ꎮ 区内岩体破碎ꎬ 结构松散ꎬ 坡降较大ꎬ 地质环境脆
弱ꎬ 水土流失严重ꎬ 是我国滑坡、 崩塌、 泥石流高发区之一ꎮ
舟曲泄流坡滑坡所处区域主要发育有白龙江复背斜、 光盖山—迭山南麓断裂、 迭部—白
龙江断裂等构造ꎮ 坪定—化马断裂是光盖山—迭山南麓断裂的分支之一ꎬ 该断裂走向为北西
西—近东西ꎬ 与区域主断裂走向基本一致ꎮ 据现有成果ꎬ 坪定—化马断裂为走滑逆冲活动断
裂 [２３] ꎮ 此外区内尚发育北东、 北北东及近东西向的次级断裂构造ꎬ 切断北西方向的走向断
裂ꎬ 使地层岩体更为破碎ꎮ 区内地层主要为中泥盆统古道岭组第二岩性段 ( Ｄ２ ｇ２ ) 的炭质
板岩、 千枚岩、 砂岩夹薄层硅质灰岩ꎬ 中—上石炭统 ( Ｃ２ ＋ ３ ) 灰—灰白色中厚层块状致密
纯灰岩、 灰—深灰色中厚层夹薄层灰岩和少量钙质砂岩、 板岩ꎮ 滑坡前缘剪出口及白龙江对
岸为中—上石炭统 ( Ｃ２ ＋ ３ ) ꎮ

区域多年平均降水量 ４３５ ８ ｍｍꎬ 汛期为 ６—９ 月ꎬ 日均最大降水量 ６３ ３ ｍｍꎬ 小时最大

降水量 ４７ ０ ｍｍꎬ 年均蒸发量 ２０００ ｍｍꎬ 年均气温 １２ ９ ℃ ꎮ 泄流坡滑坡后壁及后缘两侧有
地下水出露ꎬ 据调查共有泉眼 ６ 处ꎬ 泉水流量 １ ０ ~ ２ ０ Ｌ / ｓꎬ 系滑床基岩裂隙水ꎬ 受大气降
水补给ꎬ 经滑坡体渗流最终排泄到白龙江ꎮ

２

滑坡基本特征
舟曲泄流坡滑坡位于舟曲县城东侧 ６ ｋｍ 的白龙江左岸ꎬ 沿坪定—化马断裂带发育ꎮ 滑

坡平面形态呈不规则的长舌状 ( 见图 １ ) ꎬ 上部宽度较大ꎬ 中下部窄ꎬ 剖面形态为复合型
( 见图 ２) ꎮ 主滑方向 ２８５°ꎬ 滑坡体长约 ２７００ ｍꎬ 宽度 ６００ ~ ７００ ｍꎬ 厚度 ４０ ~ ５５ ｍꎬ 总体积

超过 ６０００ × １０ ４ ｍ３ ꎮ 滑坡无明显后壁ꎬ 高程 ２０４０ ~ ２２００ ｍꎬ 前缘剪出口高程 １３１０ ~ １３２０ ｍꎬ
相对高差 ７５０ ~ ９００ ｍꎮ 南北两侧山坡发育多处滑坡、 崩塌ꎬ 纵向冲沟发育ꎬ 除滑坡前缘西
侧冲沟较深外ꎬ 其余地带冲沟较浅ꎮ

舟曲泄流坡滑坡发育在断裂破碎带上ꎬ 破碎带原岩主要为中泥盆统古道岭组第二岩性段

( Ｄ２ ｇ２ ) 的炭质板岩、 千枚岩、 砂岩夹薄层硅质灰岩ꎬ 受断裂构造作用ꎬ 岩体破碎裂隙发
育ꎬ 稳定性较差ꎮ 从滑坡体岩性上看ꎬ 泄流坡滑坡可归为松散堆积层滑坡ꎮ 滑坡体分上下两
段ꎮ 上段岩土体上部为马兰黄土ꎬ 下部主要由炭质千枚岩、 板岩、 碎块石等构成ꎬ 结构杂
乱ꎬ 劈理、 揉皱等变形现象非常发育ꎬ 而且风化严重ꎻ 下段的滑体大多由上段滑落下来的黄

土、 黄土状土、 灰黑色片状岩屑、 岩块等组成ꎬ 与上段相比次生黄土含量较多ꎬ 约占 ６０％ ꎮ
整个滑体内部结构紊乱ꎬ 岩性混杂ꎬ 表面形态复杂ꎬ 起伏不平ꎬ 发育多个滑坡平台ꎬ 鼓丘随
处可见ꎬ 前缘剪张裂缝、 滑坡的后缘和下段的后缘弧形拉张裂缝十分发育 ( 见图 ３) ꎮ

泄流坡滑坡由多个次级滑坡组成ꎬ 发育多个次级滑动面ꎬ 但滑坡勘测时未见完整统一的

主滑面ꎮ 滑坡体上段主要由白家山滑坡 (１ 号) 和黑山咀滑坡 (２ 号) 组成ꎬ 下段分布几个
小滑坡 (３、 ４、 ５、 ６ 号等) ꎬ 尤其是南侧活动性较强 ( 见图 １) ꎮ

上段坡度较陡ꎬ 在 ２０°左右ꎻ 滑体中部形成高近 １００ ｍ 的陡坎ꎬ 坡度很大ꎻ 下段坡度较

缓ꎬ 坡度 １５°左右ꎬ 形成向白龙江倾斜的平台ꎻ 滑坡前缘受白龙江冲刷ꎬ 坡度在 ４５°以上ꎮ

３

滑坡蠕滑变形特征
现场调查和监测结果表明ꎬ 泄流坡滑坡一直处于蠕滑变形状态ꎬ 变形特征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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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泄流坡滑坡平面图

Ｐｌａｎａｒ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Ｘｉｅｌｉｕｐｏ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１—黄土ꎻ ２—碎石土ꎻ ３—页岩ꎻ ４—千枚岩、 板岩ꎻ ５—泥岩ꎻ ６—灰岩ꎻ ７—滑面ꎻ ８—不整合接触面ꎻ
９—裂缝ꎻ １０—岩块、 碎屑ꎻ １１—构造角砾岩、 碎裂岩带ꎻ １２—河流阶地ꎻ １３—断层泥

图２

Ｆｉｇ ２

３ １

泄流坡滑坡剖面图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Ｘｉｅｌｉｕｐｏ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滑坡稳定性

据资料记载ꎬ ２０ 世纪以来ꎬ 舟曲泄流坡滑坡在 １９０４ꎬ １９０７ꎬ １９２２ꎬ １９３１ꎬ １９４９ꎬ １９６１ꎬ

１９６３ꎬ １９８１ 年先后共发生过 ８ 次大规模快速滑动ꎬ 平均每 １０ ａ 滑动一次ꎮ 自 １９８１ 年发生大
滑动后ꎬ 近 ３０ ａ 未发生整体滑动ꎬ 目前总体处于蠕滑状态ꎬ 但是有时变形比较强烈ꎮ ２００８

年汶川 “５１２” ８ 级大地震后ꎬ 该滑坡中下部局部滑动 ５ ~ １０ ｍꎬ 滑坡体直接掩埋 Ｓ３１３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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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３

图３

１８１

泄流坡滑坡体变形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ｅｌｉｕｐｏ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路冲入白龙江ꎬ 形成堰塞湖ꎻ ２０１２ 年雨季ꎬ 泄流坡滑坡前缘发生局部滑动形成 ４ 号滑坡ꎬ
堵塞 Ｓ３１３ 公路 ( 见图 ４) ꎮ 滑坡体上各部位滑动速度的差异大ꎬ 从而形成多处小型台坎和鼓
丘ꎮ 据负责监测的舟曲县水保局工作人员介绍ꎬ 滑坡体上各种裂缝形态变化较快ꎬ 一些小型
裂缝从形成到消失仅 １ ~ ２ ａ 时间ꎬ 活动之强烈由此可见ꎮ

Ｆｉｇ ４

３ ２

图４

泄流坡滑坡前缘南侧新发生小滑坡

( 镜向东)

Ａ ｎｅｗｌｙ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ｓｍａｌｌ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ｅ ｏｆ Ｘｉｅｌｉｕｐｏ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滑坡体位移量

滑坡体下段的上部、 中部、 下部分别布置 ２ ＃、 ５ ＃、 ８ ＃监测桩ꎬ 由滑坡累计位移曲线

( 以 ２００６ 年为例ꎬ 见图 ５) 可以看出ꎬ 三处监测桩累计位移量与时间呈明显的线性相关关
系ꎬ 位移量随时间增长而增加ꎬ 且上部滑体滑动较快、 下部滑动较慢ꎮ ２００６ 年全年监测桩
位移量上部最大达 ３３００ ｍｍꎬ 下部最小达 ９００ ｍｍꎮ 多年的累计位移曲线图 ( 见图 ６) 显示
不同年份的位移量相差较大ꎬ ２００９ 年的滑动量最大ꎬ 可达 ５８００ ｍｍꎻ 但是同一年中滑坡的
各部位位移量变形特点是相似的ꎮ 总体而言ꎬ 泄流坡滑坡下段滑体的上部滑动较快ꎬ 下部滑
动较慢ꎻ 由于滑坡体的蠕滑变形ꎬ 滑坡体下部岩土体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发生大规模滑动ꎮ
３ ３

滑坡体滑动速率

舟曲泄流坡滑坡 １９９１ 年始建监测站ꎬ 监测资料表明ꎬ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 年期间ꎬ 滑坡体滑动

速率为 １０ ６ ~ ３３ ６ ｍｍ / ｄꎻ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为 ６ ~ １５ ｍｍ / ｄꎮ 总体上ꎬ 滑坡体的滑动速率有变
小的趋势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滑坡的稳定性变好ꎬ 若遇地震、 强降雨等因素诱发ꎬ 滑坡体还将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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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年监测桩累计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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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年监测桩

Ｆｉｇ ６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累计位移曲线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ｉｌ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６ꎬ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２００９

加速下滑ꎬ 有可能发生整体滑动ꎮ

４

滑坡形成机理
泄流坡滑坡的形成与坪定—化马断裂带、 岩土体、 断裂活动有密切关系ꎬ 其启动下滑主

要是降雨、 地震、 河水冲蚀等因素诱发所致ꎮ

４ １

断裂带及其活动是泄流坡滑坡发生的充分条件
泄流坡滑坡是在内外动力耦合作用下形成ꎬ 坪定—化马断裂带对泄流坡滑坡具有明显的

控制作用ꎮ 第四纪以来ꎬ 甘南地区强烈的地壳抬升活动形成了地貌陡变带ꎬ 沟谷深切ꎬ 地形
高差大ꎬ 容易积累势能ꎻ 活动断裂带附近斜坡岩体结构复杂ꎬ 结构面类型多样、 密集发育ꎬ
使斜坡岩体完整性大大降低ꎻ 断裂带通常是易风化的部位ꎬ 断裂带附近斜坡松散层厚度较
大ꎬ 为滑坡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ꎻ 断裂错动产生较强的竖向地震动ꎬ 即近断裂的竖向效
应ꎬ 为大型滑坡快速启动提供了动力条件ꎮ
坪定—化马断裂延伸长、 规模大ꎬ 断裂带控制了滑坡的分布和发育ꎮ 滑坡体由强风化的
断裂带物质组成ꎬ 岩体破碎ꎬ 结构松散ꎬ 断裂带为碎块石、 次生黄土ꎬ 堆积无序ꎻ 滑床由弱
风化的断裂带物质组成ꎮ 破碎带内次级小断层、 裂隙发育ꎬ 导致断裂带岩土体风化强烈ꎮ 坪
定—化马断裂的左滑运动现今仍在继续ꎬ 直接导致滑坡体发生塑性流变ꎬ 从而加剧滑坡体的
失稳变形ꎮ

４ ２

４ ２ １

降雨是泄流坡滑坡复活的主要诱发因素
年降雨量与全年日均位移量的关系

舟曲泄流坡滑坡坡度缓ꎬ 一直处于蠕滑变形状态ꎬ 降雨对泄流坡滑坡的复活变形起主要

诱发作用ꎮ 图 ７ 为 １９９１—２００９ 年泄流坡滑坡年降雨量与滑坡全年日均位移量的关系曲线ꎬ
可以看出二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ꎬ 即年降雨量大的年份ꎬ 滑坡的全年日均位移量大ꎻ 年降雨
量小时ꎬ 滑坡的全年日均位移量则相应较小ꎮ

４ ２ ２

月降雨量与滑坡水平位移量的关系

图 ８ 显示月降雨量与滑坡水平位移量具有较好的相关性ꎮ 月降雨量大ꎬ 滑坡水平位移量

相应的较大ꎻ 反之ꎬ 月降雨量小ꎬ 则水平位移量小ꎮ ２００６ 年 ６—９ 月雨季时ꎬ 各监测桩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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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１８３

年降雨量与全年日均位移量相关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ａｉｌｙ ｍｅａｎ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图８

２００６ 年月降雨量与监测桩的水平位移量相关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ｉｌ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６

移量出现年度最大值ꎬ 枯水期时位移量较雨季时明显减小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监测桩的水平位
移量相对于降雨量有一定的滞后性ꎬ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份降雨量明显多于 ６ 月份ꎬ 到 ８ 月份监测
桩滑速才开始明显加快ꎬ 滞后时间约 １ ~ ２ 个月ꎮ

由图 ７、 图 ８ 可以看出ꎬ 舟曲泄流坡滑坡的滑动速率与降雨量大小有较强的相关性ꎮ 降

雨诱发滑坡下滑的机理为: 首先ꎬ 历经多次下滑的滑坡岩土体ꎬ 结构异常疏松、 破碎ꎬ 雨水
入渗使立足未稳的滑体抗剪强度大大降低ꎻ 其次ꎬ 由于泄流坡滑坡滑床由破碎的炭质千枚
岩、 千枚岩、 炭质板岩等不透水岩层组成ꎬ 当水渗入到不透水层时ꎬ 滑体和滑动带饱和ꎬ 减
小了滑体的摩擦力和粘聚力ꎬ 降低了滑坡的稳定性ꎻ 再者ꎬ 降雨引起滑坡体含水量增加ꎬ 地
下水位增高ꎬ 地下水的动水压力和静水压力增大ꎬ 岩土重量增大ꎬ 滑体下滑力增大ꎬ 促使滑
坡失稳下滑ꎮ

４ ３

地震是诱发滑坡复活的重要因素之一
地震时由于水平地震力的作用ꎬ 使滑坡体法向压力削减ꎬ 下滑力增强ꎬ 促使滑坡易于滑

动ꎮ 此外ꎬ 地震的震动促进坡体中的裂隙扩展ꎬ 使岩土体结构破坏ꎬ 容易沿原有的软弱面或
新产生的软弱面滑动ꎮ 舟曲属地震强烈活动区ꎬ 地震烈度为Ⅷ度ꎬ 有史以来引起房倒屋塌、
山崩、 滑坡的地震多达 ８ 次ꎮ 目前该区处于地震活跃期ꎬ 据不完全统计ꎬ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 年发

１８４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２０１３

生 ４ 级以下地震 ２００ 余次ꎬ 平均每年发生 １０ 余次之多ꎬ 其中 ２ ~ ４ 级地震 ６０ 余次ꎬ １９６０ 年
发生的 Ｍ ｓ ６ ０ 级地震导致泄流坡滑坡在 １９６１ 年发生较大的水平方向滑动ꎮ ２００８ 年汶川

“５１２”８ 级大地震后ꎬ ３ 号滑坡体下滑ꎬ 体积约 ３００００ ｍ３ ꎻ 坡体监测桩位移量显著增大ꎬ
由震前的 ３５０ ｍｍ / 月增加到震后的 ８００ ｍｍ / 月ꎻ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份ꎬ 坡体变形量仍较大ꎬ 达

８８０ ｍｍ / 月 ( 见图 ９) ꎮ

图９

Ｆｉｇ 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年 ２＃监测桩位移量观测曲线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ｉｌｅ ｉｎ ２００８ ａｎｄ ２００９

此外ꎬ 河水冲蚀、 坡脚开挖对泄流坡滑坡的复活下滑也起到了促进作用ꎮ 受白龙江江水

长期冲刷坡脚、 坡脚处修建 Ｓ３１３ 公路及其他因素影响ꎬ 滑坡体坡脚失去支撑ꎬ 尤其剪出口
临空ꎬ 改变了原有坡体的应力平衡状态ꎬ 导致坡体失稳ꎬ 滑坡前缘小型次级滑坡发育ꎬ 公路
变形严重ꎬ 每年都要进行 ２ ~ ３ 次维护ꎮ

５

结论
舟曲泄流坡滑坡沿坪定—化马断裂带发育ꎬ 滑坡体主要由次生黄土和破碎带岩块、 岩屑

组成ꎬ 属松散堆积层滑坡ꎬ 发育有多个次级滑动面ꎬ 由多个次级滑坡组成ꎮ 泄流坡滑坡处于
长期蠕滑变形状态ꎬ 具有多次复活滑动的特点ꎻ 滑坡体各部位变形滑移量差异较大ꎬ 且上部
位移量大于下部ꎮ
各次级滑坡块体变形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ꎬ 泄流坡滑坡滑动方式具有牵引式与推移式
复合型滑动的特点ꎮ 目前下部滑坡体的物质处于不断加积状态ꎬ 呈推移式滑动变形ꎬ 显示滑
坡体处于累进变形的蠕滑阶段ꎮ
坪定—化马断裂控制了泄流坡滑坡的形成和发展ꎬ 断裂带的左滑运动导致滑坡体塑性流
动而失稳ꎮ 降雨是泄流坡滑坡复活的主要诱发因素ꎬ 降雨量与滑坡位移量具有较好的相关
性ꎮ 此外ꎬ 地震和人类活动对滑坡的失稳下滑也起到促进作用ꎮ
泄流坡滑坡是在内外动力地质作用下形成的ꎬ 因此ꎬ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滑坡在内外动力
耦合作用下的成灾模式ꎬ 为滑坡的防治预警提供理论依据ꎮ
致谢

文中所用泄流坡滑坡变形监测资料取自舟曲县国土局ꎬ 在此表示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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