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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格室防治坡面型泥石流启动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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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降雨条件下进行有/无格室加筋的坡面型泥石流启动室内水槽试验，对比分析了细粒含量、

启动现象、启动时间、位移场云图和含水率等参数的变化，总结了土工格室对不同级配砂土坡体的防
护效果，揭示格室防治坡面型泥石流的启动机理。结果表明：格室防护能够有效改变坡面泥石流启动
形态，延长启动时间。随细粒含量增加，坡面启动比线性减小，启动时间延长比呈抛物线变化；细粒含
量适中（15%）时的延长作用减弱，细粒含量较大（15%～25%）时破坏方量会增大。格室具有蓄水、加
筋及调配雨水入渗的作用，粗粒较多时减缓渗流；细粒较多时能够排水并减缓冲刷。格室对防治坡面
型泥石流启动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结合其他防治手段，可实现坡面泥石流的有效防治。
关键词：加筋土；土工格室；泥石流；降雨滑坡；细粒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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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arting mechanism of slope debris flow with geocell prevention
WANG Zihan，ZHANG Biao，JING Xiaokun，XIAO Chengzhi，HUANG Da

（School of Civil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1，China）

Abstract：The indoor flume tests of slope debris flow with and without geocell protection are conducted in rainfall
condition. The parameter variations including fine grain content ，starting phenomenon ，time consumption ，
displacement cloud，and water content are comparatively analyzed.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geocell on slopes
consisting of different grading sand are concluded. The starting mechanism of slope debris flow with geocell prevention
is revealed. The results show that，with geocell protection，starting patterns of slope debris flow can be changed
effectively，and starting time consumptions can be extended. With increasing fine grain contents，the slide area
proportions of slope have a linear reduction，and the extensions of stating time present a parabolic relation. When
the fine grain content is moderate（15%），the effect of extension of stating time decreases. When fine grain content
is larger（15%～25%），the destruction degree increases. The effects of geocell are ponding water，reinforcing soil，
adjusting rain water seepage，retarding seepage flow in more coarse grains condition，and draining water and reducing
flush in more fine grains condition. The geocell has a very positive effect on preventing slope debris flow. Combining
other preventive measures，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on slope debris flow is realizable.
Key words：reinforced soil；geocell；debris flow；rainfall landslide；fine grain content

引言
泥石流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灾害形式，会造成众多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因此对于泥石流的启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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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防治措施的研究具有重要工程意义。土工格室作为一种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型土工合成材料，

主要由高强塑料片材、HDPE 带等通过焊接或扣接形成蜂窝状立体网格结构，被广泛应用于地基处理、道路
修筑、边坡防护与挡土墙修筑等工程中。土工格室作为一种坡表浅层防护手段，在边坡浅层防护方面取得
了较为广泛的应用，而坡面型泥石流的启动与浅层滑坡极为相似，土工格室用于防治坡面型泥石流灾害方
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坡面型泥石流的启动机理开展了众多物理模型试验研究［1－3］，高冰等［4］、周健等［5］
通过对降雨诱发的坡面型泥石流进行模型试验研究，监测不同降雨强度下砂土颗粒的运动规律及孔隙水压
力，对泥石流启动时的临界降雨强度进行了初步探索，发现水流在土体内部的渗流运动规律会随着降雨强
度的变化而变化。陈宇龙等［6］进行了大尺寸降雨触发滑坡泥石流的室内试验，对模型体破坏过程中倾斜角、
水的体积分数、声发射现象等进行了监测分析，结合试验现象发现，模型体的失稳与坡面径流的形成和模型
土体内部细颗粒迁移密切相关。Cui 等［7］通过试验手段对降雨作用下土体内部的细颗粒迁移规律进行了深
入研究，发现细颗粒会随水流在重力作用下向坡趾迁移，并堵塞孔隙，增加土体局部孔隙水压力，同时，细颗
粒表面形成的水膜降低了颗粒间的咬合力。左自波等［8］、周健等［9］分别通过室内模型试验和离心机模型试
验，对不同颗粒组分的土体模型进行了降雨条件下的坡面型泥石流试验，结果显示模型土体级配的变化会
对模型体的破坏模式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坡面型泥石流防治方面，土工格室作为一种新型土工合成材料，其对松散堆积土体的浅层加固效果
［10－11］

显著

。土工格室对坡体稳定性具有加强作用，而降雨诱发坡面型泥石流启动过程中，土性随雨水侵入

时刻发生变化，其机理更加复杂，格室的作用机制，尤其是对雨水运动规律方面的影响仍不清晰。同时土体
颗粒级配对坡面型泥石流的启动影响显著，但是将格室与颗粒级配相结合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较少。
文中基于降雨条件下坡面型泥石流启动的室内水槽试验，将土工格室与不同级配坡体结合，对土工格
室应用于坡面型泥石流防治的特征现象，及其对不同级配坡体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土工格室应用
于坡面泥石流防治的效果，给出土工格室应用于不同级配土体的建议。考虑到泥石流一旦发生将很难进行
防治，同时土工格室更多是在失稳前发挥作用，因此文中没有对泥石流体及后续流动状态进行研究，而是着
眼于不同细粒含量下，土工格室用于防治坡面型泥石流的启动机理。

1

降雨诱发坡面型泥石流水槽试验

1.1

试验发生装置
本试验设备如图 1 所示，包括泥石流发生装置，降

雨调控装置，测量及记录装置。泥石流发生装置为底

部及四周侧壁厚度均为 1 cm 的玻璃槽，槽底粘木板，
在木板上用玻璃凝胶粘当量砂土，模拟坡体基岩部
分。玻璃水槽尺寸为 150 cm×30 cm×40 cm，出料玻璃
面下部分开口，开口尺寸为 30 cm×20 cm。泥石流发

生装置承台采用自制液压变坡装置，可调角度范围
20°～45°。

砂土坡体试样形状为直角梯形，坡体上边长度

50 cm，下边长度 80 cm，宽度 30 cm，坡体厚度 15 cm，

Fig. 1

图1

试验设备图

The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in tests

将坡体中与承台平行的部分称为斜坡，与承台成角度的部分称为角坡。
1.2

降雨调控装置及测量设备
降雨设备由可调节强度的雾化喷头以及若干内径为 8 mm 塑料软管组成，将 4 个雾化喷头按合适间距通

过塑料软管以串联的方式连接。入水口处通过设置玻璃转子流量计（LZB－6WB），调节降雨强度，量程范围

为 100～1 000 ml/min。

泥石流常发生在强降雨地区，而降雨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均匀，历时越短，短期降雨量应当更大。考虑到

对照气象监测常用雨强单位（mm/h），
坡体试样尺寸和实际降雨效果，
试验时拟定降雨强度为 600 ml/min［12－13］，
按均匀降雨转换关系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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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气象监测数据/（mm·h-1）

200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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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强度关系转化表

Transformation table of rainfall intensity
400

115.5

600

173.2

800

230.9

1 000

288.7

为了监测泥石流发生形态和泥石流发生时的含水率，试验中采用尼康 D3500 数码相机记录试验现象，并

用于后续的位移场分析；同时利用高周波水分仪，监测试验时含水率的变化，测量范围为 0～100%，具有

0.01% 的分辨率，扫描深度为 50 mm，探针直径 6 mm，对泥石流坡体试样整体影响较小。

1.3

试验材料及方案

文中采用的室内水槽试验，属于小型试验，没有针对具体某一工程或某一类土体进行相似模型设计，而
是采用不同细粒含量的常规砂土进行普通的物理试验，研究土工格室的加固机理。为突出颗粒粒径的影

响，通过筛分进行不同级配土体的设计，继而进行对比试验，控制 0.075 mm 以下细颗粒占比分别为 5%、

10%、15%、20% 和 25%。试验共分为 10 组，无格室试验组分别记为 G1～G5，有格室试验组为 G1－1～G5－1，

对应试验组级配相同，其颗粒级配曲线如图 2 所示。实际工程中格室尺寸较大（例如：高度 200 mm，焊点距

离 400 mm），试验时按比例缩尺，采用 HDPE 板自制高 20 mm，焊点距离 40 mm 的格室模型，焊点采用错位插
入替代，用细铁丝固定，如图 3 所示。

图2

Fig. 2

土体级配曲线
Grading curves of soil

图3

Fig. 3

土工格室模型
Geocell model

各组试验土体的初始含水率保持在 5%，用降雨设备进行模拟降雨，通过数码相机记录泥石流发生过

程，含水率测量仪器埋置深度为距离模拟基岩 5 cm 处，记录试验坡体含水率的变化过程。通过前期研究发

现［14］，适当增大雨强，能够保证泥石流启动时间的稳定性，有效避免偶然因素的干扰。当试验采用承台角度

为 30°，降雨强度 600 ml/min 时，在该坡度及降雨条件下，泥石流的启动现象有足够的广域，结果更具代表性。
各组试验中泥石流启动的时间较早，都在 12 min 以内，短时强降雨的累计降雨量并不大。通过对比普通的

物理试验结果，对格室防治泥石流启动的效果和机制进行分析，并对其适用性进行评价。

2

试验现象及位移场分析

2.1

无格室试验组土体破坏过程分析
无格室防护试验组共进行 5 组试验，试验编号为 G1～G5，分别代表 0.075 mm 以下细颗粒含量占比逐渐

增多，其目的为针对不同级配坡体进行降雨试验研究。试验中以坡体发生连续滑动为泥石流启动的标准，
启动时较为突然，并伴随前侧土体大部分滑落，中部土体坡表出现贯通裂缝，含水率探头露出等现象。
由于降雨初期试验现象不明显，选取试验中、后期破坏现象明显时刻进行分析。同时，利用数字图像分

析软件 Geodog 对试验过程中泥石流坡体侧表面的位移场进行计算分析。G1、G3 和 G5 组的试验正视图和侧

面位移场云图分别如图 4～图 6 所示；G2、G4 试验组现象规律分别与 G1、G5 试验组较为一致，限于篇幅，此处
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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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G1 试验现象及位移场云图

图5

G3 试验现象及位移场云图

图6

G5 试验现象及位移场云图

Fig. 4

Phenomenon and displacement field of test G1

Fig. 5

Phenomenon and displacement field of test G3

Fig. 6

Phenomenon and displacement field of test 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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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为细颗粒占比 5% 的 G1 组试验现象及位移场云图。随着降雨进行，坡面雨水汇集较少，大部分沿坡

体下渗，浸润部分土体的强度逐渐减小，坡面裂缝发展形成明显主裂缝，其位移场表现为坡体中部数值较

大，位移带呈弧形，且有向土体内部发展趋势，位移中值 13.7 mm。降雨后期，土体抗滑力较低，坡体后侧裂

缝发展，坡体中部土体沿滑动面滑动，275 s 时形成大规模滑坡的坡面型泥石流；位移场沿土体薄弱层呈弧形

向坡脚处发展，位移中值 62.1 mm。G2 试验组历时 360 s 时泥石流启动，现象与 G1 组类似。

G3 组土体细颗粒占比为 15%，如图 5 所示。随着降雨进行，坡脚单侧形成缺口且缺口逐渐扩大，坡体表

面在雨水冲刷力作用下，沿浅层滑动面滑动，呈现流动特征，位移中值 17.7 mm。降雨后期，坡体后部出现明
显张拉裂缝，形成具有侵蚀型和滑坡型特征的过渡型坡面泥石流，位移集中发生在坡体中上部，位移中值
21.7 mm。415 s 时坡体单侧形态相对完整，土体表层有滑落趋势，泥石流即将启动。

G5 试验组土体细颗粒较多（图 6），随着降雨进行，坡体表面雨水汇集，雨水冲刷表层细小颗粒，坡面形

成泥石流浆体并发生明显的表层侵蚀现象，最大位移发生在坡面拐点附近，约为 45.3 mm。降雨后期，坡面

侵蚀程度加深，水土混合浆体汇聚量增大，位移带由坡表向内部扩散，位移中值为 38.7 mm，约 515 s 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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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型坡面泥石流。G4 试验组现象与 G5 组基本相同，约 493 s 时泥石流启动，不再赘述。

由以上试验现象可知，坡面型泥石流的启动时间、形态会随着土体中细颗粒含量的不同呈现规律性变

化，当细颗粒含量从 5% 增加至 25% 时，泥石流启动用时逐渐增长，启动形态由显著的滑坡型逐渐转变为侵

蚀型，其中滑坡型坡面泥石流启动时的最大位移整体上比侵蚀型大，过渡型启动时的最大位移值最小。将
各试验组泥石流启动形态、启动时间和位移模式进行总结，如表 2 所示。
表2

试验组

G1

启动形态

滑坡型

启动时间/s
最大位移/mm
最大位移位置

2.2

Table 2

G1 ~ G5 组试验结果

G2

Test results of G1～G5

滑坡型

275

360

124.2

171.1

斜坡中部附近

斜坡中下部

G3

G4

G5

过渡型

侵蚀型

侵蚀型

415

43.3

斜坡中下部

493

91.4

斜坡中下部

515

77.4

斜坡与角坡交汇处

格室防护试验组土体破坏过程分析
为研究土工格室对坡面型泥石流启动的影响，进行 5 组对比试验，编号分

别为 G1－1～G5－1，各组试验的土体级配和试验条件分别与无格室试验组

相同。考虑到格室应在坡体的潜在薄弱面处进行加固，实际工程中也难以做
到坡体表面全覆盖铺设；另外，坡面型泥石流启动试验中斜坡和角坡均有可
能开裂滑动，因此格室采用分离式铺设，分前、后两部分进行加固［10－11］。格室
防护试验组以角坡区域的格室及坡体大部分滑落，或者斜坡处格室及坡体发
生连续滑动为泥石流启动标准。格室的铺设（制样中）如图 7 所示。

经格室加固后，各试验组的启动模式比较接近，限于篇幅，仅将 G1－1 和

G1－5 的试验现象及位移场云图示于图 8～图 9，其他组试验结果列于表 3 中。

图8

G1 - 1 试验现象及位移场云图

图9

G5 - 1 试验现象及位移场云图

Fig. 8

Phenomenon and displacement field of test G1－1

Fig. 9

Phenomenon and displacement field of test G5－1

图7

Fig. 7

格室铺设效果图
Geocell laying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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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为细粒占比为 5% 的 G1－1 组试验结果，随着降雨进行，角坡土体逐步呈现滑落趋势，但由于格室的

加筋作用其整体性保持良好。降雨后期，随着表层细颗粒被冲走，格室层逐渐显露，土体与格室连接处形成
积水；位移集中在坡体中部，向斜下方形成推力，造成坡角格室滑落，约 360 s 时坡面泥石流启动。

G5－1 组试验结果如图 9 所示，由于细粒含量较多，随着降雨进行，土体与格室连接处积水增多，促使雨

水入渗，并造成格室层土体重度增加；角坡土体滑落，斜坡土体也出现滑动趋势。降雨后期，随格室层的显

露，坡体表层径流不断冲刷坡表和格室，部分格室中土体被掏空。约 690 s 时，角坡处格室携带大量土体滑

落，坡面泥石流正式启动；最终位移扩散范围近似于土工格室的厚度，位移带边界轮廓较清晰。
G2－1、G3－1、G4－1 试验组泥石流启动时间分别为 410、420、515 s，如表 3 所示。
表3

试验组

G1－1

启动形态

格室裹挟土体滑落
360

启动时间/s
最大位移/mm
最大位移位置

36.8

斜坡中部深层

Table 3

G1 - 1 ~ G5 - 1 组试验结果

Test results of G1－1～G5－1

G2－1

G3－1

G4－1

G5－1

格室裹挟土体滑落

格室裹挟土体滑落

格室裹挟土体滑落

格室裹挟土体滑落

410

420

斜坡中部表层

斜坡中部表层

92.8

515

90

118.1

斜坡下部表层

690

92.8

斜坡中下部表层

各组试验破坏现象大致相同，降雨初期角坡遭冲蚀直至大量土体滑落。随着降雨进行，角坡处格室最
终滑落，斜坡格室带动部分土体向斜下方运动。随着各试验组细颗粒含量的增多，泥石流启动时土体位移
由深层扩散逐渐转变为表层运动模式。限于篇幅，不再逐一列出。
综上所述，相较于无格室试验组，有格室防护试验组坡体表面侵蚀现象不明显，雨水以入渗为主，土体
整体性较好，各试验组坡体破坏形态并无显著区别。由于格式的加筋作用，各试验组泥石流启动形态均为
土体大量滑落的整体性破坏，与无格室防护试验组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且加大了破坏方量。对比位移云
图，有格室防护试验组位移带轮廓清晰规则，沿格室厚度发展，加固作用十分明显。
2.3

土体含水率变化规律分析
以坡体内部不同位置的含水率作为参量，进一步研究格室加固作用对坡面泥石流启动过程的影响。如

图 1 所示，为减小埋置含水率探头对试验的影响，每组试验选取距离坡底 5 cm 处的 A、B 两个位置进行土体

含水率监测，其中点 A 位于斜坡中下部靠近与角坡的交点处；点 B 位于斜坡的中上部。选择 G1、G3、G5 和

G1－1、G3－1、G5－1 共 3 对 6 组试验在 A、B 两个位置，有、无格室防护时的含水率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如图 10～图 12 所示。

图 10 为细颗粒含量为 5% 试验组的含水率变化曲线，可见进行格室加固后，含水率开始增长的时间延

后，同时泥石流启动时的含水率更高。与土体相比，格室可以看作是不透水的，雨水不能直接向下渗流，而

是必须先绕过格室再继续渗流，相当于延长了雨水的渗流路径，阻碍了水分在土体中的流动，造成含水率增
加的时间延后。格室的加固作用造成泥石流启动时间延长，进而使得格室防护组的含水率更高。可见，此
时的土工格室主要起到加筋固土、蓄水以及增加雨水渗流路径的作用。

Fig. 10

图 10

G1 和 G1 - 1 试验组含水率变化曲线

Change curves of moisture content of test G1 and G1－1

Fig. 11

图 11

G3 和 G3 - 1 试验组含水率变化曲线

Change curves of moisture content of test G3 and G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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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为细粒含量 15% 试验组的含水率变化曲线，两组坡面泥
石流试验的启动时间比较接近。与图 10 相比，每组试验在点 A 处
含水率开始增长的时间明显早于 B 点，说明细颗粒含量的增加造
成土体渗透性降低，在重力和降雨冲刷的作用下，位于同一深度，
位置更低的 A 点会率先浸润。另外，土工格室与土体的界面处会
形成排水通道，
促使雨水向坡体深处渗流，
造成格室组泥石流启动
时 A、B 点处的含水率接近。无格室组在 B 点处的含水率增长太
晚，
尚未达到稳定泥石流就已经启动，
与 A 点处含水率差别较大。
图 12 为细颗粒含量 25% 试验组的含水率变化曲线，格室防
护组含水率开始增长的时间明显早于无格式组，说明细颗粒含量
较多，雨水在土体中入渗缓慢，格室与土体界面处的排水通道成
图 12 G5 和 G5 - 1 试验组含水率变化曲线
Fig. 12 Change curves of moisture content
为关键作用，促使雨水向深处流动。另外，雨水入渗较慢，还会促
of test G5 and G5－1
使径流增加，细颗粒被冲刷后，在格室网格内会形成凹陷，形成雨
水积聚，进一步加快了沿排水通道向土体深处渗流的速度。无格室组在泥石流启动时，B 点的含水率才开始
增加，说明 B 点以下的坡体并没有完全润湿，坡体即发生了破坏。
由以上分析可见，格室防护试验组泥石流启动时的含水率普遍高于无格室试验组，启动时间也普遍晚
于无格室组，体现出土工格室在泥石流防护中的蓄水和加固作用。同时，当粗颗粒含量较多时，土体渗透性
较强，格室还起到增加渗流路径，减缓渗流的作用；当细颗粒含量较多时，土体渗透性变差，格室与土体界面
的排水通道，促使雨水向土体内部渗流，格室起到排水并减缓冲刷的作用。

3

土工格室防护效果分析

土工格室的加固能够延缓泥石流启动，提高土坡蓄水能力，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雨水的入渗速度。
各组试验过程中发现坡体形成泥石流破坏时的方量也有所不同，而启动时间和滑坡方量常用来评价泥石流
灾害［15－16］。因此，文中根据有、无格室防护坡体时泥石流启动时间的对比，以及泥石流的坡面启动比等因素
对土工格室防护效果做出评价。
3.1 启动时间的延长程度
图 13 为细颗粒占比从 5% 增加到 25% 时，泥石流启动时间的对比。通过格室的加固作用，启动时间延长
值依次为：85、50、5、22、175 s。尽管观测数据有限，但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格室的加固作用，以土工格室在
不同级配土体中发挥作用的程度作为衡量标准，以细颗粒占比为横坐标，相对于无格室防护时启动时间的
延长程度（百分比）为纵坐标，绘制散点图并拟合相应的趋势线如图 14 所示。

图 13

Fig. 13

泥石流启动时间对比
The comparison on starting

time of debris flow

图 14

Fig. 14

启动时间延长比与细颗粒占比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elongation ratio of startup
time and proportion of fine particles

将细颗粒占比作为自变量，用符号 u 表示；启动时间延长比作为因变量，用符号 T 表示，可得：
T=0.311 43 u2－9.406 8 u+72.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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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拟合度达到 0.946 54，拟合结果较为理想。
由此可见，各组试验土工格室对泥石流启动时间的延长作用并不相同，与细颗粒占比之间呈二次抛物
线的关系。这表明：随着土体颗粒级配的变化，在细颗粒含量由 5% 增长到 25% 的范围内，土工格室对泥石
流启动时间的延长程度先降低再升高。对于 G1 组（滑坡型）和 G5 组（侵蚀型），格室的加固使泥石流启动时
的破坏模式改变，延缓了泥石流的启动时间，格室加固作用明显。对于细粒含量为 15% 的 G3 试验组（过渡
型），格室加固作用并不显著。
通过试验结果对比发现，G3 试验组破坏形态在前期以表层土体冲刷侵蚀为主，后期又转变为浅层土体
滑落，与 G3－1 组结果（格室裹挟土体滑落）接近。G3 试验组的位移场与 G3－1 组也近似，滑移土层厚度基
本都是围绕格室厚度发展，并在斜坡中部附近产生最大位移。另外，含水率分析表明，两组试验在坡体前部
（A 点）含水率非常接近，在其发生滑坡的浅层区域含水率基本一致。可见，当土体细粒含量在某一中等范围
（15%）变化时，土工格室不能对坡体的破坏模式造成明显改变，使得加固作用减弱。
3.2 坡面启动比的影响
坡面启动比为失稳坡体体积占总体积的比值，但由于缺少相关仪器以及经验，未能在试验中扫描土体
立体变化来分析。考虑到水槽宽度（30 cm）并不大，试样和降雨在宽度方向上相对均匀，采用崩滑坡体的侧
面积比，来代表整个坡体的体积变化，虽具有一定的误差，但也能反映坡面启动比的变化规律。考虑到无格
室组泥石流的启动形态差异较大，而格室防护试验组的启动形态较为一致；将格室防护组泥石流启动时的
坡体侧表面崩滑区域与整体面积的比值作为参考依据，对土工格室的防护效果进行分析。
坡面启动比的计算及图像处理方法如下：
（1）以 G3－1 试验组坡面泥石流启动时的侧表面图像为例，在其上进行描点并连线，得到崩滑区域与稳
定区域的分界线，该分界线与原坡体的边界线形成空差区域，即为崩滑区，如图 15 所示。崩滑区内也会出现
从坡体后方滑落进来的砂土，后方滑落土体也应计入到崩滑区的面积。
（2）以像素坐标为标准，使用 CAD 绘图软件再现相应的图形形状，测量崩滑区面积和原坡体的侧表面
积，进而得到破坏崩滑区域占总体区域的比值（图 15），称为坡面启动比，用符号 P 表示。
按上述方法依次计算格室防护试验组的坡面启动比，结果如表 4 所示。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不同细粒含
量时，坡面启动比的变化规律，以细粒占比为横坐标，坡面启动比为纵坐标，拟合趋势线如图 16 所示。
坡面启动比 P 与细颗粒占比 u 的拟合关系为：
P=－1.29u+65.53
（2）
其拟合度为 0.974 19，线性拟合关系较为合理。

Fig. 15

图 15

图 16

崩滑区域示意图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landslide zone

Table 4

试验组
细颗粒占比 u/%
坡面启动比 P/%

G1－1
5

59.6

Fig. 16

表4

坡面启动比与细颗粒占比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slope starting ratio
and proportion of fine particles

坡面启动比

The slide area proportion of slope
G2－1

G3－1

G4－1

G5－1

53.0

43.6

41.7

33.0

10

15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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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知，随着土体细颗粒含量的增加，坡面型泥石流启动时产生的崩滑区与整体模型的比值
随之变小。细颗粒占比增加，格室与土体界面处形成主要排水通道，使得格室区域含水率增加，重力增加的
同时而强度减弱，与下部土体间的摩擦力减小，最终，格室裹挟土体滑落时对周围土体的牵连作用变小，坡
面启动比也随之减小。

4

不同细粒含量下格室加固机理分析
文中采用对比试验讨论不同细粒含量下土工格室的加固机制，通过对启动现象、启动时间、位移场、含

水率等参数变化规律的分析，以及利用时间延长比和坡面启动比对格室防护效果的评价，总结出当细粒含
量变化时，土工格室对坡面型泥石流启动的防治机理：
（1）土工格室对坡体表层加固作用显著，能够改变坡面型泥石流启动时的破坏形态。当细颗粒含量从

5% 增加至 25% 时，无格室加固的坡面型泥石流启动形态由滑坡型→过渡型→侵蚀型转变；而采用格室加固

时，启动形态基本一致，都是格室裹挟土体滑落，区别在于滑坡方量逐渐减小。

（2）采用土工格室加固坡体表层，能够延长坡面型泥石流的启动时间。当土体细颗粒含量增加时，泥石
流启动的时间总体上会延长；但相较于无格式防治的情况，格室加固对泥石流启动时间的延长比随细粒含
量的增加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当土体细粒含量在某一中等范围变化时，有/无格室加固的坡体均表现
为浅层滑动破坏，格室未能引起破坏模式的明显改变，对启动时间的延长作用并不显著。
（3）格室加固延缓了坡面型泥石流的启动，但也容易造成启动时破坏方量的增大。无格室加固情况下，
滑坡型破坏时方量最大，过渡型破坏时最小；有格室加固时，随细粒含量的增加，坡面启动比逐步减小。细
粒含量较多时，由于格室增强了表层土体的整体性，裹挟土体滑落时引起坡表的破坏方量反而增大。
（4）土工格室在坡面泥石流防治中起到蓄水和加固作用，并能够对雨水入渗进行调配。格室防护时的
含水率普遍更高，启动时间也普遍晚于无格室加固的情况，蓄水及加固作用明显。当粗颗粒含量较多时，土
体渗透性较强，格室还起到增加渗流路径，减缓渗流的作用；当细颗粒含量较多时，土体渗透性变差，格室与
土体界面的排水通道，促使雨水向土体内部渗流，格室起到排水并减缓冲刷的作用。
可见，土工格室对于防治坡面型泥石流启动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能够使坡体表层连成整体，并适当调
配雨水入渗，延缓泥石流启动时间；但当细粒含量适中时，效果并不显著。另外，尽管在格室防护下坡面整
体性较好，启动时间延长，但当细粒含量较大时，一旦发生泥石流的破坏方量会更大。鉴于土工格室对不同
细粒含量坡体的加固特性，需结合其他防治手段，实现对坡面泥石流的启动进行更有效防治。

5

结论
针对不同级配坡体在有/无格室防护时的人工降雨室内试验，通过对启动现象、启动时间、位移场、含水

率等参数的分析，总结了格室对坡面型泥石流启动规律的影响；并以时间延长比和坡面启动比为标准，对土
工格室的防护效果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无格室防护时，泥石流的启动时间、形态会随土体中细颗粒含量的不同呈现规律性变化，当细颗粒

含量从 5% 增加至 25% 时，泥石流启动用时逐渐增长，启动形态由滑坡型转变为侵蚀型；其中滑坡型的坡面

泥石流启动时最大位移整体上比侵蚀型大，而过渡型的泥石流启动时最大位移值最小。

（2）有格室防护时，坡体表面侵蚀现象不明显，土体整体性较好，坡面泥石流启动形态均为格室牵连下
土体大量滑落的整体性破坏，但破坏方量有所增加。随着细颗粒含量的增多，泥石流启动时土体位移由深
层扩散逐渐转变为表层运动模式；随着降雨的进行，位移带沿格室厚度发展，加筋作用显著。
（3）格室防护组泥石流启动时的含水率普遍更高，启动时间也更晚，体现出土工格室的蓄水和加固作
用。粗颗粒含量较多时，格室还起到增加渗流路径，减缓渗流速度的作用；当细颗粒含量较多时，格室与土
体界面形成排水通道，促使雨水向土体内部渗流，格室起到排水并减缓冲刷的作用。
（4）随细颗粒含量的增加，土工格室对泥石流启动时间的延长比呈现先降低再升高的二次抛物线关系；
当细粒含量在中等范围变化时，格室对启动时间的延长作用并不显著。坡面启动比随细粒含量增加呈现逐
渐减小的线性关系；细粒含量较高时，与无格室情况相比，格室的牵连作用会造成破坏方量增大。

第5期

王子寒，等：土工格室防治坡面型泥石流启动机理研究

149

参考文献：
［1］ 甘建军，罗昌泰 . 中低山冲沟型泥石流运动参数及过程模拟［J］. 自然灾害学报，2020，29（2）：97－110.

GAN Jianjun，LUO Changtai. Runout and process simulation of gully debris flow in middle and low mountains［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

2020，29（2）：97－110.（in Chinese）

［2］ 陈中学，汪稔，胡明鉴，等 . 黏土颗粒含量对蒋家沟泥石流启动影响分析［J］. 岩土力学，2010，31（7）：2197－2201.

CHEN Zhongxue，WANG Ren，HU Mingjian，et al. Study of content of clay particles for debris flow occurrence in Jiangjia Ravine［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2010，31（7）：2197－2201.（in Chinese）

［3］ 吕立群，陈宁生，卢阳，等 . 基于人工降雨实验的坡面泥石流启动力学计算［J］. 自然灾害学报，2013，22（1）：52－59.

LV Liqun，CHEN Ningsheng，LU Yang，et al. Mechanical model of slope debris flow initiation based on artificial rainfall experiment［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13，22（1）：52－59.（in Chinese）

［4］ 高冰，周健，张姣 . 泥石流启动过程中水土作用机制的宏细观分析［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1，30（12）：2567－2573.

GAO Bing，ZHOU Jian，ZHANG Jiao. Macromeso analysis of watersoil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debris flow starting process［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11，30（12）：2567－2573.（in Chinese）

［5］ 周健，杜强，李翠娜 . 降雨强度对泥石流起动影响的模型试验研究［J］. 自然灾害学报，2016，25（3）：104－113.

ZHOU Jian，DU Qiang，LI Cuina. Model test of rainfall intensity influence on debris flow starting［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16，25

（3）：104－113.（in Chinese）

［6］ 陈宇龙，黄栋 . 降雨型堆积体滑坡大尺寸模型试验［J］. 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8（4）：576－580.

CHEN Yulong，HUANG Dong. Largescale model test on rainfall induced colluvium slope failure［J］.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2017，38（4）：576－580.（in Chinese）

［7］ CUI P，GUO C X，ZHOU J W，et al. The mechanisms behind shallow failures in slopes comprised of landslide deposits［J］. Engineering Geology，
2014，180：34－44.

［8］ 左自波，张璐璐，王建华 . 降雨触发不同级配堆积体滑坡模型试验研究［J］. 岩土工程学报，2015，37（7）：1319－1327.

ZUO Zibo，ZHANG Lulu，WANG Jianhua. Model tests on rainfallinduced colluvium landslides：effects of particlesize distribu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2015，37（7）：1319－1327.（in Chinese）

［9］ 周健，杨浪，王连欣，等 . 不同颗粒组分下泥石流离心机模型试验研究［J］. 岩土工程学报，2015，37（12）：2167－2174.

ZHOU Jian，YANG Lang，WANG Lianxin，et al. Centrifugal model tests on debris flow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compositions［J］.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2015，37（12）：2167－2174.（in Chinese）

［10］ 晏长根，杨晓华，石玉玲，等 . 土工格室在黄土边坡公路中的试验研究及应用［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6，25（S1）：3235－3238.

YAN Changgen，YANG Xiaohua，SHI Yuling，et al. Testing and application of geocell in loess slopes of highway［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2006，25（S1）：3235－3238.（in Chinese）

［11］ FAHLIANI H K，ARVIN M R，HATAF N，et al. Experimental model studies on strip footings resting on geocellreinforced sand slop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synthetics and Ground Engineering，2021，7（2）：24.

［12］ 王一鸣，殷坤龙 . 台风暴雨型泥石流启动机制［J］. 地球科学，2018，43（S2）：263－270.

WANG Yiming，YIN Kunlong. Initiating mechanism of typhoontriggered debris flow［J］. Earth Science，2018，43（S2）：263－270.（in Chinese）

［13］ OKURA Y，KITAHARA H，OCHIAI H，et al. Landslide fluidization process by flume experiments［J］. Engineering Geology，2002，66（1）：
65－78.

［14］ 张登，王子寒，景晓昆，等 . 基于坡度和降雨强度的砂土泥石流预警模型分析［J］. 公路，2020，65（7）：38－44.

ZHANG Deng，WANG Zihan，JING Xiaokun，et al. Forewarning model analyses of sandy debris flow based on slope and rainfall intensity［J］.

Highway，2020，65（7）：38－44.（in Chinese）

［15］ HUANG C C，JU Y J，HWU L K，et al. Internal soil moisture and piezometric responses to rainfallinduced shallow slope failures［J］. Journal of
Hydrology，2009，370（1－4）：39－51.

［16］ HUANG C C，LO C L，JANG J，et al. Internal soil moisture response to rainfallinduced slope failures and debris discharge［J］. Engineering
Geology，2008，101：134－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