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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
“西部大开发”、
“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在黄土高原陆续实施，这些新型人类营力与水

和黄土相互作用，导致黄土灾害链生效应明显，形成了复杂的黄土地质灾害链。作为当前黄土地质灾
害领域研究的热点新命题，黄土地质灾害链带来的灾害效应具有隐蔽性更深、影响范围更广、破坏性
更强的特点。本文综合考量黄土地质灾害链本身的属性，查清了灾害链的基本类型。根据各个灾种
之间演化关系，总结了灾害链的启动模式与演化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黄土界面与黄土地质灾害
链的互馈过程，探讨了灾害链中土体状态变化过程，进一步阐明灾害链的链生演化过程。研究成果有
助于加深认识黄土地质灾害链转化模式与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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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jor strategy“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in China”and“The

Belt and Road”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In the combinion between these external factors

and water，the loess disasters always occurred one by one，then forming the complex loess geohazards chain.The

loess geohazards chain is a hot and new topic in the field of loess disaster research.The disaster effects brought by

the loess geohazards chain always charactered by deeper concealment，wider impact，and stronger destructiveness.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the attributes of the loess geohazards chain itself，we summarized the basic types of

loess geohazards chai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distinctions and initiating connections among these loess di

sasters，we summarized the mode and chain structure of the loess geohazards chain.On this basis，the mutual feed
back process between the loess interface and loess geohazards chain was analyzed.And the change process of soil

state and the gradual chain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loess geohazards chain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would help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mode and evolution law of the loess geohazards chain.
Key words：loess geohazards chain；basic type；evolution mode；evolution process；soi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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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质灾害的发生不是独立的，许多灾害发生过程中常会伴有其他灾害形成，从而形成灾害链［1］。灾害链
是基于物理学提出来的，广义上可分为偶排链、因果链、互斥链、同源链，具有准周期性、连锁性、叠加性等特
征［1－3］。灾害链中的灾害都在相互传递能量，周围的环境和链生过程决定了破坏效应。灾害链的链生过程
不同，其链生形式也表现不同［4－6］。崩-滑-灾、崩-滑-湖-灾、崩-滑-流-灾为灾害链的主要形式，强降雨在
其中起到了重要控制作用，激发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的形成和演化［7－8］。汶川地震诱发了大量的次生灾害
链，带来的灾害链效应是近十年来地质灾害链研究的主要对象［9－12］。然而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黄土地质灾
害链也普遍存在，某种灾害发生后，进而会引发其他类型灾害相继或滞后发生，黄土湿陷、洞穴、崩塌、滑坡
等地质灾害在黄土地区互相转化，协同发生，在空间和时间上形成复杂的黄土地质灾害链。黄土地质灾害
链属于近年来新提出的一个科学命题，是极具挑战性的前沿课题，相关研究甚少［13－14］。

图1

Fig. 1

黄土高原重大工程分布
The distribution of major

projects on the Loess Plateau

图2

Fig. 2

黄土高原主要地质灾害分布
The distribution of main geological

disasters on the Loess Plateau

黄土高原是“西部大开发”、
“ 一带一路”等
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区。随着水电工程、高速
铁路、高速公路、油气管线等线性工程在黄土
高原纵横，兰州治沟造地、延安平山造城、庆阳

固沟保塬等重大工程建设持续进行（图 1），为

黄土高原区域提供了众多的发展机遇，同时也

带来了众多前所未有的灾变威胁（图 2）［14－15］。
在这些重大工程建设背景下，黄土地质灾害以
单体灾害的存在形式越来越少，常呈链式形态
演化，表现出多样性、随机性、差异性。例如，
1983 年发生的洒勒山滑坡造成 237 人死亡，滑

坡发生区域相对高差超 300 m，滑体越过那勒
寺河，拥堵河流，推向对面漫滩前缘，形成了滑

坡-泥流-堰塞湖灾害链［16－17］；由于管道渗漏，

2006 年陕西省华县大明楼镇发生了坡体崩滑，
瞬间转化为泥流，引发了滑坡-泥流灾害链，造
成 94 间房屋倒塌 12 人死亡［18－19］；受持续的强

降雨影响，2013 年 7 月 21 日晚天水市大沟村南
部沟道内发生滑坡，滑体在行径过程中席卷的
沟谷两侧崩塌体，规模不断放大，加上雨水作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20）4634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3

Fig. 3

典型黄土灾害链点

Typical loess disaster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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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转化为泥流，形成滑坡-泥流灾害链，掩埋道路并摧毁村庄内 10 余户房屋［20－22］（图 3）。可见大多数黄土
灾害的发生，都会对其周围环境产生影响，进而为其他灾害的发生提供一定条件，导致灾害滞后或相继发
生，形成复杂的黄土地质灾害链。所以加深对黄土地质灾害链的孕灾模式、类型及形成特征的理解认识显
得十分迫切。
虽然多年来，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曾开展过相关的黄土灾害研究工作，但是主要关注单类型灾
害的启动和运动过程，相对比较单一、零散，缺乏系统性和关联性，难以满足黄土高原地区全面防灾减灾的
需要［13-14］。因此，开展黄土地质灾害链系统性研究已经刻不容缓。文中拟凝练和梳理黄土地质灾害链的基
本特性，阐明黄土地质灾害链的演化模式，归纳黄土地质灾害链的发育规律和链生模式，初步建立黄土地质
灾害链的科学体系。希望为完善黄土地质灾害链的成生演化理论提供科学参考。

1

黄土地质灾害链分类及演化模式

1.1

黄土地质灾害链分类
目前黄土地区黄土地质灾害主要有 7 种：黄土湿陷、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崩塌、滑坡、泥流。这些灾

害互相协同发展导致黄土地质灾害链内部结构复杂、演化过程变化多样，难以准确的掌握黄土地质灾害链
的启动和演化规律。探寻这种不可逆的动态演化过程的前提是要厘清灾害链的基本类型。综合考量灾害

链本身具有的属性，结合黄土地质灾害链的启动演化模式、空间分布关系、灾种转化因果，分别从成因、因果
关系以及灾变机制 3 个方面对黄土地质灾害链进行分类（表 1）。

从成因上黄土地质灾害链可以分为外动力黄土地质灾害链、内动力黄土地质灾害链、人为黄土地质灾

害链、复杂动力黄土地质灾害链。
外动力黄土地质灾害链：由天然外动力地质作用所诱发的一系列黄土灾害构成的灾害链，称为外动力
黄土地质灾害链，这些外动力包括灌溉、降雨、冻融等［17－18］。
内动力黄土地质灾害链：由内动力地质作用诱发的一系列黄土灾害构成的地质灾害链，称为内动力黄
土地质灾害链。例如，鄂尔多斯板块与华北板块、华南板块的长期拉张，导致汾渭地堑持续沉陷，地面沉降、
地裂缝、滑坡等灾害频繁发生，形成了汾渭地堑断裂灾害链带［23］。内动力黄土地质灾害链一般是强震引起
的，或者分布在活动断裂带上，影响范围广、危害大。
人为黄土地质灾害链：
由人类活动营力诱发的一系列黄土灾害构成的灾害链，
称为人为黄土地质灾害链。
复合型黄土地质灾害链：由内、外动力地质作用以及人类活动营力耦合作用诱发的一系列灾害链称为
复合型黄土地质灾害链。
从因果关系上复合型黄土地质灾害链可以分为派生黄土地质灾害链、伴生黄土地质灾害链。
表1

序号

Table 1

分类依据

基本类型
Basic types

灾害链类型

外动力黄土地质灾害链
1

成因

内动力黄土地质灾害链
人为黄土地质灾害链
复合型黄土地质灾害链

2

因果关系

伴生黄土地质灾害链
派生黄土地质灾害链
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

3

灾变机制

力-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
震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

图4

Fig. 4

甘肃黑方台茂石沟灾害链演化过程［25］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geohazards chain in
Maoshigou，Heifangtai Platform，Gansu

派生黄土地质灾害链：指一种黄土灾害发生后，引起另一种或者多种黄土灾害的发生，前后灾种有因果
关系，有明显的主灾和次灾之分，所以派生黄土地质灾害链也可以称为因果黄土地质灾害链。例如，甘肃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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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台茂石沟灾害链，前期的滑坡影响了坡体的渗流场和应力场，导致后几次小规模滑坡发生，滑坡堆积体阻
（图 4）。这种灾害链特点是：前一灾种是后面灾
塞河流形成堰塞坝，这些坝体最长有保持了 8 个月之久［24－26］

种的诱发条件或者是其本身形成的物源转化为另一灾害，链中的灾害环环相扣，而且这些灾害可能滞后发
生也可能相继发生。

伴生黄土地质灾害链：由同一因素诱发的一系列地质灾害相继发生，这些单体灾害本身上没有必然联

系，呈现时空平行分布这些灾害本身之间没有相关的因果联系，但是诱发因素是一致的。比如：1920 年海原

大地震，诱发了大量滑坡、堰塞湖等灾害。仅烈度Ⅸ～Ⅺ度以上区就发生黄土滑坡 1 000 余处，堰塞湖 40

处［27］，这些灾害平行展布构成了海原断裂上的伴生黄土地质灾害链。一般情况下这种灾害链破坏性强、
影响范围广。
从灾变机制上黄土地质灾害链可以分为震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力-水源型黄
土地质灾害链。
震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由地震作用驱动下所形成的黄土地质灾害链。
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由水作用驱动下所形成的黄土地质灾害链。
力-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由力和水作用驱动下所形成的黄土地质灾害链。
1.2

黄土地质灾害链的演化模式
从灾变过程来分析黄土地质灾害链，其链生演化过程可以概化为孕灾、激发、成灾以及衰退四个阶段

（图 5）。经过上百万年的堆积沉积，强烈的内、外动力作用导致黄土高原梁、塬、岇上及沟谷两侧大量的不稳

定边坡出现，形成了大范围的陡峭地形［23－24］。这为黄土灾害的发生创造了很好的孕灾环境，这一阶段属于
灾害链的孕灾阶段。从大量的工程实例来看，人类活动、水动力（本文将灌溉归入水动力）、地震是当前黄土
灾害链最主要的驱动力。在这些动力单一或耦合作用下，周围环境的动态平衡被打破，坡体结构发生变化，
界面变得松动，坡体的应力状态发生调整，土体的力学行为特性发生变化，这一阶段属于灾害链的激发阶

段。随着动力作用的加强，黄土湿陷、滑坡、泥流等灾害相继或滞后发生，常见的 7 种地质灾害呈现着相互渗

透链生关系，形成了复杂的黄土地质灾害链，这些灾害链可以是单灾种的也可能是多灾种的，这一阶段属于
灾害链的成灾阶段。灾变后，由于灾害链给周围生态和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需要开展相关的工程措施以
达到周围地质环境的平衡状态，这一阶段属于灾害链的衰退阶段。

Fig. 5

1.3

图5

灾害链的演化模式

The evolution mode of the geohazards chain

常见的黄土地质灾害链的演化模式
从灾变机制上黄土地质灾害链可以分为水源型、震源型、力-水源型 3 种类型，本节根据这种分类方式总

结这 3 类灾害链最常见的演化模式。

（1）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的演化模式
水动力是此类灾害链的驱动条件。天然黄土结构性很强，具有好的直立性，然而由于黄土水敏性很强，

黄土在增湿过程中强度骤降严重，所以 90％以上的黄土灾害与水有关［25－26］。降雨和灌溉是黄土高原最常见

的水动力。这种黄土灾害链的演化模式如图 6 所示。由于黄土特有的结构特性，灌溉或降雨条件下，水流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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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潜蚀土体内部，引起内部湿陷的加剧，导致地表局部出现明显的地面沉降，进而地表会出现地裂缝；裂
缝在地表以及土体内部进一步扩张，最终诱发黄土崩塌或滑坡。如果在水源充足的条件下，崩塌滑坡体会
作为黄土泥流物源形成泥流。

Fig. 6

图6

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典型演化模式

Typical evolution mode of loess geohazards chain induced by water

（2）力-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的演化模式
力与水动力的耦合作用是此类灾害链的驱动条件。常见的力源为人类活动（不包括灌溉），水动力主要
是降雨或灌溉，人类活动和水动力耦合的黄土灾害链结构可以表示为：在人类活动的作用下，坡体上的界面
扩张，引发坡顶开裂，坡体稳定性降低，再加上水动力的作用，坡体最终变形失稳形成崩塌或滑坡。如果在

水源充足的条件下，崩塌滑坡体会作为黄土泥流物源形成泥流（图 7）。

Fig. 7

图7

力-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演化模式

Typical evolution mode of loess geohazards chain induced by water and force

（3）震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演化模式
地震作用是此类灾害链的驱动力。地震是一
种小概率极端事件，对此种灾害链人类尚无较好
的对策，但是这种灾害链是影响力最大、最具有破
坏性的。因为地震所释放的能量不是其他力量可
以比拟的，地质灾害的发生往往是瞬间的，地震触
发后，山崩地裂，导致大量崩塌滑坡发生，如果水
源比较充足，就会进一步形成黄土泥流，泥流冲刷
沟道，构成完整的灾害链结构（图 8）。

2

黄土地质灾害链的主要特征

2.1

复杂多变性

图8

Fig. 8

震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典型演化模式

Typical evolution mode of loess geohazards chain
induced by earthquake

黄土地质灾害链形成原因及演化过程的多变性，导致其灾变效应具有具有更强的破坏性和更广的影响

范围。其复杂多变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首先，黄土地质灾害链的复杂多变性体现在激发因素多样化。既有内、外动力的驱动，也有人类营力的

叠加，形成一因一灾、一因多灾、多因一灾、甚至多因多灾，即使灾害链演化模式中的环数相同，导致的灾变
效应也不同的现象。比如同是三环灾害链，由于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系统的不同，其灾变效应存在着巨大
的差异性。在成灾阶段，单一因素或多种因素引发灾害链的持续发展，或是前后灾害互为因果链生演化过
程与这些因素无关，或是前置灾害和人类活动、水动力等叠加影响后续灾害。这些激发因素的互融派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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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灾害链的内在的复杂性。
其次，灾害链的复杂性还体现在灾种之间的转化临界状态模糊，主要体现在灾种之间本身定义的不确
定性，比如黄土滑坡与泥流的区别，当堆积体土水比重达到多少？还是堆积体的容重达到多少？还是阻塞
系数达到多少？称为黄土泥流而非黄土滑坡。多数情况下灾害链中黄土滑坡与泥流是并行的，一部分转化
为黄土泥流，一部分滑坡堆积体再启动为滑坡，这种临界状态该如何划定，都是灾害链中模糊点。
另外，灾害链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前后灾种的转化临界条件难以确定，比如在水源性黄土地质灾害链的
转化过程中，水动力是主因，然而众多次要因子也会参与其中，使得临界条件难以确定。原因可以归为以下
3 个方面：
（1）土体特性（粒径分布、力学特征、含水量等）在水的入渗过程中是连续变化的，目前还没有先进

的技术实现土体这些特性的连续监测，获取其动态演化过程；
（2）区域环境、地形地貌、灾变因素多样，导致
灾害链中灾种之间转化的随机性大增；
（3）对于发生于山区沟谷中黄土地质灾害链，由于沟道形态变化大，
汇流过程中随机性太强，黄土滑坡向泥流转化的模式千差万别，松散物质的补给位置和时间各不相同，最终
影响到整个汇流过程，进而影响灾害链的规模和致灾范围。
2.2

水作用明显
水既是黄土本身的三相之一，也是黄土地质灾害链的最重要驱动力，在黄土地质灾害链中发挥的作用

不言而遇。天然状态下的黄土一般呈坚硬或硬塑状态，具有较强的结构强度，当遇水增湿后，黄土的微结
构、强度以及渗透性等特性会发生一系列变化，矿物成分之间发生化学反应，内部细颗粒不断运移，致使土
体强度衰减，形成细观裂隙甚至裂缝，从而演化为地面沉降、崩滑等地质灾害。在崩滑发生后，水动力又是
快速促成黄土泥流的驱动力，所以水是黄土灾害链过程中土体状态从固态到准流态最关键的动力。地质环
境条件影响着灾害链的孕灾条件，黄土本身固有的性质影响着灾害的启动机制，但是水-土相互作用过程影
响着灾害链的链生演化机制和规模。
2.3

周期性和时效性
灾害链演化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其链生演化过程具有周期性和时效性。孕灾阶段需要能量的

积累，当能量积累到临界值后，首环灾害率先启动，这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在成灾阶段，灾害链的转
化过程也会分渐变和突变两种情况。随着工程治理，局部环境达到平衡，进入衰退阶段，标志着灾害链的一
个循环过程结束，而且这种灾害链循环过程往往具有周期性。比如：崩-滑-流在夏秋两季发生的频次接近
全年发生频次的 90%，这与我国的降水期非常吻合［27］
（图 9（a））。另外，灾害链具有时效性的特点，不同的地
质环境系统可能会带来单灾种的之间的转化或多灾种转化，这种转化有突变的也有渐变的，存在着明显的

时效性。比如：青海玛多地震瞬间形成了大量地裂缝-地面塌陷等链生灾害，而泾阳南塬的裂缝-地面塌陷
都具有时间的先后顺序［14，29］
（图 9（b））。黄土地质灾害链的周期性和时效性是大自然自我平衡的调整体现

（图 9）。

（a）周期性

Fig. 9

图9

（b）时效性

黄土灾害链时效性和周期性示意图

The periodicity and timeliness of the loess geohazards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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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效应与衰减效应
在灾害链的链生演化过程中，运移速度和规模上存在着放大效应或衰减效应。放大效应是指灾变发展

过程中，物源的势能释放转化为动能，灾害的运动速度逐渐增大，同时在其运动过程中会有沟谷两侧或灾害

基底的物源不断的加入，其规模也必然逐渐增大（图 10（a））。这里以洒勒山滑坡灾害链为例介绍这种效应，

1983 年 3 月 7 日约 5 000 km3 的土体从从高差 300 m 的洒勒山山顶滑下并越过那勒寺河，与河床发生强烈的
碰撞，导致河床物质发生液化，滑体迅速转化为泥流，滑动距离达 1 700 余米，在形成泥流后，峰值速度达到

约 15 m/s，堆积面积达 1.5 km2［18，30］，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上都存在着明显的放大效应。

衰减效应则指在灾害链的链生演化过程中，灾害的运动速度和规模逐渐减小（图 10（a））。例如，2015 年

陕西泾阳南塬庙店村附近发生一起高速远程黄土滑坡，3 个月内同一位置前后滑动 4 次，第一次的滑动的发

生导致坡体的剪应力增加，坡体的渗流场向坡面方向移动，土体状态更靠近临界状态，而后导致后期的几次

滑动发生，最终形成了黄土滑坡-滑坡单体灾种因果黄土地质灾害链。4 次滑动体积分别为 3.8×105 m3、10×

104 m3 、25×103 m3 、9.8×103 m3 。整体上，4 次滑动的体积在逐渐减小，规模上存在着明显的衰减效应［23］（图
10（b））。

（a）放大效应和衰减效应示意图

Fig. 10

图 10

（b）泾阳南塬庙店滑坡四次滑动堆积体体积

放大效应和衰减效应

Amplification effect and attenuation effect

在黄土地质灾害链的链生演化过程中，放大效应和衰减效应与其演化模式有着密切关系。不同的演化
模式下的土体状态不同，而土体的状态变化是土体微观结构重排与破坏的一种外在表现。因此放大效应多
发生于黄土滑坡→黄土泥流灾害链中，衰减效应则多发生于演化模式为黄土滑坡→黄土滑坡单体灾种的灾
害链中。

3

黄土界面与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的互馈过程
黄土界面是灾害链启动和演化过程的主要控制因素。黄土界面的类型有多种，按照规模大小可以将黄

土界面分为：微观界面、细观界面、宏观界面、巨观界面。微观黄土界面指肉眼不可见、分割土颗粒的不连续
面；细观界面是指肉眼可见，发育杂乱无章、规模短小、分割土体的不连续面；宏观界面是指宏观上分割块体
的不连续面，比如断层、节理、层面等。巨观界面是指分割黄土高原地貌的不连续面，比如地层带、构造带、
断裂带等（图 11）。黄土界面隔开了其两侧的物质，影响着黄土的力学行为和坡体形态。从宏观表现形式来

看，黄土地质灾害就是黄土临灾体脱离边坡母体而引发的破坏现象，所以，黄土界面的变化过程与灾害链的

链生演化过程密切相关。在灾害链演化过程中黄土界面的发展过程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图 12）。

首先是区域界面对黄土地貌的控制作用。强烈的地质作用导致黄土区域界面不断的分离，分隔黄土地

貌，形成大量的梁、塬、岇及沟谷等黄土地貌单元。这为灾害链的发生创造了孕灾环境。其次是黄土微观界
面对土颗粒的控制作用。黄土是典型的三相体，土颗粒形成的架空结构，水和气两相填充于孔隙之间形成
镶嵌结构和胶结结构。这些微观界面导致黄土结构特殊，天然状态下拥有极强的结构应力；同时也是黄土
各向异性的根本原因［31－32］。黄土颗粒中富含伊利石、蒙脱石、高岭石等高水敏化学矿物，在水作用下，颗粒

8

自

然

灾

害

学

第 31 卷

报

开始收缩、重新排列。随着水土作用加强，微观界面开始扩张、解体，土体微观结构完全破坏。

（a）微观界面（SEM 图像
图像，
，
精度 1 000
000X
X）

（b）细观界面（泾阳南塬 （c）宏观界面（天水刘家堡
某滑坡后壁）
某滑坡后壁
）

村附近某滑坡后壁断裂

（d）巨观界面（秦岭北麓断裂带和渭
河断裂带）
河断裂带
）

带，控制该滑坡边界
控制该滑坡边界）
）

图 11

Fig. 11

黄土界面类型

The types of loess interface

而后是细观界面对土体控制作用。微观界面松动
引起土体微结构重组的过程实质是水-土作用的微观
表现。随着微观界面解体，部分区域土体抗剪强度丧
失，此时细观界面开始松动、扩张，局部土体发生软化
甚至液化。而后细观界面解体，土体内部结构重新调
整，出现局部塌陷。
最后是宏观界面对边坡的控制作用。宏观界面在
黄土入渗过程中充当着优势通道的作用，随着地表径
流的持续补给，地表土体在浸水后，宏观表现为地面沉
降。同时由于水-土相互作用加剧，土体的抗剪强度开
始降低，在临近坡边的宏观界面（裂缝）开始松动扩张，
进而发生破坏，在坡体前缘形成浅层滑塌。然后，伴随
着水的持续入渗，宏观界面被不断冲刷，开始松动、扩
张。而宏观界面的扩张又加剧水的入渗量。水与宏观
界面如此互馈响应，直到宏观界面彻底分解诱发黄土

图 12

塌陷、滑坡等一系列黄土灾害，形成灾害链。

Fig. 12

总之，巨观界面控制地貌演化的过程发生在灾害
链的孕灾阶段。而微观界面控制颗粒分布、细观界面

黄土界面与灾害链的互馈过程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loess in

terface and geohazards chain

控制土体状态、宏观界面控制坡体结构这 3 个过程发生在灾害链的激发和成灾阶段（图 12）。

图 13

Fig. 13

黄土界面发展过程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oess interface

图 14

浸泡试验后马兰黄土微观结构变化

Fig. 14

The microstructure changes

of Malan loess after immers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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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界面控制着土体与外面物质的能量交换。从质量和能
量守恒上来看，在老界面的扩张、分离、解体过程中，随着老界面
的消亡，必然有新界面的产生，然后新界面进入新一轮的扩张、分

离、解体循环中（图 13）。在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的演化过程
中，这些循环过程在微观界面、细观界面、宏观界面的发展演化过

程中都有体现。微观、细观、宏观界面的这种分解而后再生然后
再分解的循环一直参与了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整个激发和成

灾阶段（图 14，图 15）。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最后灾种是黄土泥流
的灾害链，土体已近流水状态，所以在最后环节中，黄土界面的这

种解体再生的循环过程一般是不存在的，随着灾体含水量增高，
界面一直处于逐渐解体、进而消亡的状态，最后靠着母质粘滞性
高速流动。

4

图 15

Fig. 15

某滑坡后壁黄土界面演化过程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loess in

terface at the scarp of a landslide

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中土体状态变化过程
黄土属于三相体，是不连续介质。但在通常的宏观研究中我们都是把自然地貌的黄土层当做连续介质

来处理。根据上文对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的演化模式分析，其最后灾种通常是黄土泥流。所以从灾种外
在宏观表现来看，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就是天然黄土边坡连续发展到黄土泥流的过程。在这个链生过程
中，中间环节可能涉及到黄土湿陷、地面沉降、塌陷、崩塌及滑坡等灾害，土体也从近似固态的稳定状态发展
到了近似液体的流动状态。所以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实质就是黄土湿陷、地面沉降、塌陷、崩塌及滑坡等
灾害逐步转化，同时土体状态从连续介质近似固态状发展到固液两向近似液态状的同源灾害链。结合其演
化模式的特点，从土体状态的变化状态出发，其演化过程可以概括为连续固体、变形体、破裂体、散体、流体
五种宏观土体状态的变化过程。其中，连续固体指自然地貌下的土体原始形态，此状态下黄土界面也发育，
但处于紧闭未松动状态；变形体指水沿黄土界面下渗，松动了界面，到黄土塌陷发生前的土体架空状态；破
裂体指黄土界面开裂后，坡体发生整体变形但黄土结构体还未分离斜坡母体的土体分离状态；散体指黄土
结构体彻底脱离斜坡母体到形成黄土崩滑的土体溃散状态；流体指崩滑或松散堆积物转化成泥流时的土体

流动状态（图 16）。

Fig. 16

图 16

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的五种土体状态

Five kinds of soil state in the loess geohazards chain induced by water

根据这个划分方式，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的链生演化机制研究实质是连续固体→变形体转化演变机
理、变形体→破裂体转化演变机理、破裂体→散体转化演变机理、散体→流体转化演变机理。在这四个转化
过程中，涉及到的黄土灾种有黄土湿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塌陷、崩塌、滑坡、泥流。在连续固体→变形体转
化过程中涉及到的灾种主要是黄土湿陷、地面沉降，所以此过程主要讨论的是土体的变形机理。在变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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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体转化过程中涉及到的灾种主要是黄土地裂缝、塌陷，所以主要讨论的是坡体的破碎机理。在破裂

体→散体转化过程中涉及到的灾种黄土崩塌、滑坡，所以此过程主要讨论的是黄土坡体的滑移及结构体的
溃散机理。散体→流体转化过程中涉及到的灾种主要是黄土泥流，所以此过程主要讨论的是黄土体的流动
机理。

5

结论
黄土灾害呈链式发展，表现出随机性，差异性，多样性。文中系统性的定义了黄土地质灾害链，总结了

各灾种之间的因果互馈关系以及演化特征，并且分析了黄土界面与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的互馈过程以及
土体状态变化过程，可以为细化黄土地质灾害链的断链措施以及防灾减灾工作提供相关技术支撑。主要得
出以下结论：
（1）分别从成因、因果关系、灾变机制上对黄土地质灾害链进行了分类：从成因上可以分为内动力黄土
地质灾害链、外动力黄土地质灾害链、人为黄土地质灾害链、复杂动力黄土地质灾害链；从因果关系上可以
分为伴生黄土地质灾害链，派生黄土地质灾害链；从灾变机制上可以分为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力-水源
型黄土地质灾害链、震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

（2）基于黄土地质灾害链的演化特征，总结了黄土地质灾害链有 4 大主要特征：1）复杂变化性；2）水作用

明显；3）时效性和周期性；4）放大效应和衰减效应。

（3）黄土界面是灾害链启动和演化过程的主要控制因素，黄土界面不断分解而后再生然后再分解的循

环一直参与了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整个演化过程。巨观界面控制地貌演化的过程发生在灾害链的孕灾
阶段。微观界面控制颗粒分布、细观界面控制土体状态、宏观界面控制坡体结构这 3 个过程发生在灾害链的

激发和成灾阶段。

（4）水源型黄土地质灾害链就是天然黄土边坡连续发展到黄土泥流的过程，土体也从近似固态的稳定
状态发展到了近似液体的流动状态。从土体状态的变化状态出发，其演化过程可以概括为连续固体、变形

体、破裂体、散体、流体 5 种宏观土体状态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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