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０８７９０６８）；国家自然基金委创新团体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８２１００１）。
作者简介：李骞 （１９８４），女，吉林长春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岩石力学与工程等。Ｅｍａｉｌ：１０１１００２４＠ｓｔｕｘａｕｔ．ｅｄｕ．

ｃｎ。李宁（１９５９），男，陕西西安人，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岩石力学与工程等。Ｅｍａｉｌ：ｎｉｎｇｌｉ＠ｘａｕｔ．ｅｄｕ．ｃｎ。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７１０（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３２０６

基于参数敏感性反演分析的岩质高边坡稳定性研究

李骞，李宁
（西安理工大学 岩土工程研究所，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摘要：以岩质高边坡为研究对象，建立能够反应边坡内部块体、结构面之间关系的大型、精细有限

元模型。主要从安全系数角度出发，量化分析边坡岩性和结构面力学参数的准确性，根据参数敏感

性分析结果进行刚体极限平衡法仿真反演分析，从而得到边坡稳定性有限元分析的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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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量岩土工程实践和各种地质灾害过程中，
由于高边坡失稳而导致的各种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事件屡有发生，因此对边坡整体稳定状态进行全面

的分析评价有利于工程施工安全和保护人们生命财

产安全［１］。准确的评价结果首先取决于科学的分

析方法。目前，边坡稳定性分析常用的方法主要有

刚体极限平衡法、数值分析方法等［２］。刚体极限平

衡法是目前边坡稳定性分析中应用较多的一种方

法［３７］。随着近年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有限单

元法（ＦＥＭ）、边界单元法（ＢＥＭ）、离散单元法
（ＤＥＭ）等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得到了广泛认
可［８］。有限单元法能够比较详细地研究并模拟岩

土的非线性本构关系，避免将坡体视作刚体，能够对

边坡内部的应力应变分布规律、局部破坏扩展至整
体破坏的渐进破坏过程进行较为准确的量化表

征［９１０］。而准确可靠的岩体力学参数和地质资料则

是确保评价结果正确性的前提。边坡工程前期通过

地表地质调查和平硐勘探揭示，结合地形地貌特征

得到的岩体地质参数一般是笼统的、粗糙的，这些岩

体地质参数主要适用于前期可行性研究工作。而对

于自然边坡安全储备的评估、工程施工期的最优开

挖方式、支护措施的确定与设计以及施工后运行期

的稳定性评价来说，则必须建立在较可靠的力学参

数与地质条件基础上。

本文运用有限元方法对高边坡稳定性进行数值

分析。为了确保边坡稳定性分析的合理性，就岩体

地质参数对边坡稳定的作用敏感性进行分析，并据

此进行反演分析，以确定较为合理的岩体地质参数

以及较为真实的边坡稳定性状态。

１　边坡结构模型

本文进行数值分析时，利用从奥地利引进的大

型岩土工程数值仿真分析软件 ＦＩＮＡＬ的特有功能
特点，用几种基本块体的组合来模拟多组结构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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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而成的边坡岩石块体，根据各典型断面的节理、裂

隙等地质构造的几何特征（走向、倾角、密度等）划

分适宜的离散化岩块。岩块选用一对６结点的三角
形等参元单元，岩块的周围用摩擦接触张开内界
面单元包裹，岩块按弹塑性本构模型，采用 Ｍｏｈｒ
Ｃｏｕｌｏｍｂ屈服准则判断岩块塑性屈服状态。

为了反映岩块、拟定的潜在滑动面以及对坡体

产生较大影响的断层等材料之间的性态，考察接触

摩擦问题，本文用普通的有限元离散方法将其离散

化，对接触面上的单元布置双节点，采用摩擦接触型

界面单元模拟。考虑到传统的裂隙分析模型，即

Ｇｏｏｄｍａｎ节理单元虽然常被用来模拟岩体中的断
层、剪切破碎带和不连续区域，但由于引入了不易准

确确定的裂隙虚拟法向和切向刚度，使得裂隙单元

的实际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 Ｋａｔｏｎａ于１９８５
年提出的一种不用刚度系数的摩擦接触型界面单元

能模拟两接触面间的滑动摩擦、张开和闭合过程，但

这种单元采用的是常接触力的二结点简单单元，因

而很难适应接触面复杂的问题。本文基于 Ｋａｔｏｎａ
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裂隙单元，即ＣＯＪＯ单元进行
模拟，这种单元直接选取接触面上法向和切向接触

应力作为附加未知量，同时采用六结点的三角形等

参元模拟接触面复杂的几何形状，克服了传统裂隙

单元的不足，如图１所示。

（ａ）传统单元　　　　　　　（ｂ）ＣＯＪＯ单元
图１　二维传统节理单元和本文的约束节理单元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ｌａｎａ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其中接触摩擦型界面单元的接触条件可分
为三类，即固定、滑动和张开。固定是指岩块接

触面闭合，无相对位移；滑动指该岩块接触面上

总剪应力超过其抗剪强度，界面之间有相对剪位

移；张开指界面上拉应力超过其抗拉强度。同时

该单元在分析计算中收敛迅速，能很好模拟具有

初始裂缝和无初始裂缝两物体间的摩擦滑动、张

开和闭合。

２　初步分析

２１　边坡潜在滑动面的确定
本文进行分析时选取某水电站坝肩边坡为例，

该水电站坝肩边坡存在不利的结构组合，自然边坡

易形成楔形体滑移破坏块体。为深入分析并全面论

证边坡的安全性，有必要对边坡进行大型、精细有限

元分析，跟踪施工过程，分析研究高边坡在天然、开

挖施工期荷载作用下以及运行期遭遇地震和降雨等

工况下的稳定性态，确定施工设计方案下边坡安全

稳定性。

该水电站天然坝肩边坡剖面潜在滑动面的确定

原则：依据工程地质剖面图、现场地质调查资料和勘

探资料找出“确定性”结构面或特征面。其中，“确

定性”结构面指断层或软弱夹层等贯通性结构面，

相对于边坡临空面的位置、形状、尺寸大小等都已确

定的潜在剪切破坏面；特征面指岩体中断层、节理、

层面等未相互连通，但有可能追踪次一级或不同产

状的结构面，使其连通，或由岩桥延伸连通而构成的

潜在可能破坏面。

得出结论：岩体较为破碎，边坡中存在明显的结

构面，后缘面由拉裂缝节理Ｊ３（Ｎ２０°Ｗ／ＮＥ∠７５°）构
成，底滑面由节理 Ｊ５（Ｎ２０°Ｗ／ＮＥ∠４０°）构成，开挖
底板高程为１８７４ｍ，具体如图２所示。

图２　坝肩天然边坡剖面潜在滑动面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ｌｉｄｉｎｇｆａｃｅｆｏｒｎａｔｕｒｅｓｌｏｐｅ

ｏｎｔｈｅｄａｍａｂｕ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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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初始参数确定
根据现场地表地质调查和平硐勘探揭示，结合

地形地貌特征选取参数，同时考虑结构面连通情况，

选取具体参数如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坝肩边坡结构面力学参数表

Ｔａｂ．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ｏｒｓｌｏｐｅ
ｏｎｔｈｅｄａｍａｂｕｔｍｅｎｔ

结构面类别 连通率／％ ｆ′ Ｃ′／ＭＰａ

节理Ｊ５（综合参数） １００ ０５９５ ０１１

节理Ｊ５ ４０ ０６５８ ０２８４

节理Ｊ５ ６０ ０６３７ ０２２６

节理Ｊ３ １００ ０ ０

说明：结构面代表参数选取抗剪断参数ｆ′和Ｃ′；结构面不同

连通率参数的确定按联通部分取指定结构面的指标，未连

通部分取Ⅳ类岩体抗剪断强度参数［１１］。

表２　边坡岩体参数表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ｌｏｐｅ

岩体

类别

变形模

量／ＧＰａ
泊松比

μ
ｆ′ Ｃ′／ＭＰａ

容重／
（ｋＮ／ｍ３）

强卸荷

（Ⅳ类）
２５ ０３５ ０６０ ０３０ ２７．０

弱卸荷

（Ⅲ２类）
８．０ ０３０ ０８０ ０７０ ２７．５

Ⅲ１类 ９．０ ０２５ ０８５ ０９０ ２８．０

采用表１和表２所示参数进行稳定性计算，利
用有限元方法和二维极限平衡法得出自然边坡的结

果如表３、４所示。

表３　边坡有限元分析结果汇总表
Ｔａｂ．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ｆｏｒｓｌｏｐｅ

滑动模式 安全系数（自重）

底滑面连通率１００％ ０８０

底滑面连通率４０％ １１２

底滑面连通率６０％ １０２

表４　边坡二维极限平衡分析结果汇总表
Ｔａｂ．４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ｎａｒｌｉｍｉｔ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ｌｏｐｅ

滑动模式 安全系数（自重）

底滑面连通率１００％ ０６９

底滑面连通率４０％ ０９６

底滑面连通率６０％ ０８７

由于该自然边坡存在已久，经过漫长的地质

作用及自然风化作用，岩体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

但在它的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可能出现过滑坡或者

存在古滑坡体，而且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一系

列的复杂变化，例如在遇到地震的偶然荷载作用

下，由于地震的水平作用，会对裂隙结构面产生一

定的冲击，在遇到降雨时，由于地下水量的增加，

增加了岩体的单位容重，随着地下水的增加，边坡

地下水位升高，会增加地下水的动水势能和静水

压力，增大边坡岩体的下滑力，降低岩体的强度及

其与周围岩体结构面的结合度，同时还对破碎裂

隙结构面产生冲击，这样可能导致该自然边坡稳

定性很低。但是，根据计算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

有限元法计算得到的结果在连通率１００％情况下
安全系数小于１０，在连通率 ４０％和 ６０％情况下
安全系数大于１０，但是安全储备不高；二维极限
平衡法计算得到的三种连通率情况下安全系数均

小于１０。而实际上边坡目前处于稳定状态，故认
为前面计算的参数过于保守，需对边坡岩体结构

面力学参数进行反演。

３　结构面参数影响因素分析

３．１　研究方案
安全系数的涵义主要表现在边坡的安全储备

方面。

边坡发生破坏前要经历一个渐进累积的过

程，对于岩质边坡而言，破坏主要从各种断层、裂

隙、强弱风化带等结构面开始，因此，结构面参数

情况对边坡稳定与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边坡发生滑动的过程中抗剪断强度所起的

作用、发挥的次序和发挥的程度不同，则衰减速度

和衰减程度亦不尽相同，即各自的安全储备也

不同［１２１３］。

因此，在进行边坡反演时，考虑到不同参数对

于边坡稳定性的影响不同、变化规律不同，有必要

对参数敏感性进行分析，才能够在边坡安全系数

反演时合理考虑参数变化。

考虑到后缘面是一处拉裂缝而且由于强卸荷

张开较宽，故认为其参数合理，只需对底滑面参数

进行反演。

为了研究结构面参数对安全系数的影响程

度，在节理 Ｊ５连通率４０％和６０％的基础上，进行
了结构面参数的敏感性分析，具体方案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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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边坡结构面力学参数敏感性分析表
Ｔａｂ．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ａｂｌ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ｎａｔｕｒｅｓｌｏｐｅ

方案 结构面 连通率 ｆ′ Ｃ′／ＭＰａ

Ａ 节理Ｊ５ ４０％ ０６５８ ０２８４
备　注

Ａ① 节理Ｊ５

Ａ② 节理Ｊ５

Ａ③ 节理Ｊ５

Ａ④ 节理Ｊ５

Ａ⑤ 节理Ｊ５

Ａ⑥ 节理Ｊ５

４０％

０７２４ ０２８４ Ａ基础上ｆ′提高１０％

０７９０ ０２８４ Ａ基础上ｆ′提高２０％

０８５５ ０２８４ Ａ基础上ｆ′提高３０％

０６５８ ０３１２ Ａ基础上Ｃ″提高１０％

０６５８ ０３４１ Ａ基础上Ｃ″提高２０％

０６５８ ０３６９ Ａ基础上Ｃ″提高３０％

Ｂ 节理Ｊ５ ６０％ ０６３７ ０２２６

Ｂ① 节理Ｊ５

Ｂ② 节理Ｊ５

Ｂ③ 节理Ｊ５

Ｂ④ 节理Ｊ５

Ｂ⑤ 节理Ｊ５

Ｂ⑥ 节理Ｊ５

６０％

０７０１ ０２２６ Ｂ基础上ｆ′提高１０％

０７６４ ０２２６ Ｂ基础上ｆ′提高２０％

０８２８ ０２２６ Ｂ基础上ｆ′提高３０％

０６３７ ０２４９ Ｂ基础上Ｃ″提高１０％

０６３７ ０２７１ Ｂ基础上Ｃ″提高２０％

０６３７ ０２９４ Ｂ基础上Ｃ″提高３０％

　　注：节理Ｊ３参数合理，各方案均取连通率１００％情况下抗剪断强度参数均为０。

３．２　研究结果
利用二维极限平衡法进行计算，节理Ｊ５连通率

４０％的情况下得出安全系数如图３、４所示。
由图３、４可看出，节理 Ｊ５连通率４０％时，各个

工况下边坡安全系数随 ｆ′与 Ｃ′的增加而增加。当
ｆ′由０６５８提高到０７２４（提高１０％），三种工况安
全系数分别提高了７．３％、７．２％和６．３％；当 ｆ′提高
到０７９（提高２０％），三种工况安全系数分别提高
了１４．６％、１４．４％和１３．９％；当 ｆ′提高到０８５５（提
高３０％），三种工况安全系数分别提高了 ２１９％、

２１６％和２０３％。当 Ｃ′由０２８４提高到０３１２（提
高１０％），三种工况安全系数分别提高了３．１％、
４．１％和３．８％；当 Ｃ′提高到０３４１（提高２０％），三
种工况安全系数分别提高了７．３％、８．２％和８．９％；
当Ｃ′提高到０３６９（提高３０％），三种工况安全系数
分别提高了１０４％、１１３％和１２７％。由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ｆ′对安全系数影响比 Ｃ′大，安全系数对
ｆ′较为敏感。

运用二维极限平衡分析方法计算，节理Ｊ５连通
率６０％情况下得出安全系数如图５、６所示。

图３　ｆ′与安全系数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ｆａｃｔｏｒ

　　　
图４　Ｃ′与安全系数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ｆａ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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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ｆ′与安全系数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ｆａｃｔｏｒ

　　　
图６　Ｃ′与安全系数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ｆａｃｔｏｒ

　　由图５、６可看出，节理Ｊ５连通率６０％时，各个工
况下边坡安全系数随 ｆ′与Ｃ′的增加而增加。当 ｆ′由
０６３７提高到０７０１（提高１０％），三种工况安全系数
分别提高了６．９％、６．８％和７．０％；当 ｆ′提高到０７６４
（提高２０％），三种工况安全系数分别提高了１４．９％、
１４．８％和１４．１％；当 ｆ′提高到０８２８（提高３０％），三
种工况安全系数分别提高了 ２１８％、２１６％和
２１１％。当Ｃ′由０２２６提高到０２４９（提高１０％），三
种工况安全系数分别提高了３．４％、３．４％和４．２％；
当Ｃ′提高到０２７１（提高２０％），三种工况安全系数分
别提高了５．７％、６．８％和７．０％；当 Ｃ′提高到０２９４
（提高３０％），三种工况安全系数分别提高了９２％、
１０２％和１１３％。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ｆ′对安全系
数影响比Ｃ′大，安全系数对 ｆ′较为敏感。

综合以上对于节理Ｊ５连通率４０％和６０％时的
分析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ｆ′对安全系数的影
响比Ｃ′大，安全系数对 ｆ′较为敏感。

４　反演分析

４．１　结构面力学参数仿真反演分析
参考上述参数敏感性分析结果，同时考虑到刚体

极限平衡法较有限元方法偏于保守，故对滑动面节理

参数利用二维极限平衡分析方法进行反演。考虑到

后缘面是一处拉裂缝而且由于强卸荷张开较宽，故认

为其参数合理，只对底滑面参数进行反演。反演原

则：①天然边坡安全系数为１０５；②天然边坡地震工
况下安全系数为１０。所得计算参数如表６所示。

表６　天然边坡各工况下滑动面反演参数
Ｔａｂ．６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ｂ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反演原则 Ｃ′／ＭＰａ ｆ′

① ０２４ ０８０
② ０３１ ０９０

４．２　基于反演原则①的计算结果
运用二维极限平衡分析方法选取在反演原则①

情况下得到的参数进行计算，得出安全系数结果如

表７所示。
表７　天然边坡各工况下边坡整体安全系数（二维极限平衡法）
Ｔａｂ．７　Ｗｈｏｌｅｓａｆｅ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ｓｌｏｐ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ｍｅｔｈｏｄ）

工况 安全系数

自重 １０５
自重＋地震 ０８４

自重＋开挖＋地震 ０８５

按照天然边坡二维极限平衡法反演得到的参数，

同样在该方法下进行计算，可以发现，不管是开挖前

还是开挖后，地震工况下的安全系数均小于１０。
运用有限元分析方法选取在反演原则①情况下得

到的参数进行计算，得出安全系数结果如表８所示。
表８　天然边坡各工况下边坡整体安全系数（ＦＥＭ）
Ｔａｂ．８　Ｗｈｏｌｅｓａｆｅ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ｓｌｏｐｅ（ＦＥＭ）

工况 安全系数

自重 １２２
自重＋地震 １０８
自重＋降雨 １１０

自重＋水位下降 １１７
自重＋开挖 １２１

自重＋开挖＋地震 １０６
自重＋开挖＋降雨 １１２

可以看出：根据二维极限平衡法反演得到的参

数，进行有限元计算，在各种工况下边坡均处于安全

状态，安全系数均大于１０５，开挖后地震工况下边
坡安全系数最小，为１０６。
４．３　基于反演原则②的计算结果

运用二维极限平衡分析方法选取在反演原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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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得到的参数进行计算，得出安全系数结果如

表９所示。
表９　天然边坡各工况下边坡整体安全系数（二维极限平衡法）
Ｔａｂ．９　Ｗｈｏｌｅｓａｆｅ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ｓｌｏｐ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ｍｅｔｈｏｄ）

工况 安全系数

自重 １２５
自重＋地震 １００

自重＋开挖＋地震 １０２

可以看出，二维极限平衡法计算得到的天然边

坡的安全系数为１２５，开挖后地震工况下的安全系
数为１０２，开挖后安全系数有所提高。

运用有限元分析方法在反演原则②情况下得到
的参数进行计算，得出安全系数结果如表１０所示。
表１０　天然边坡各工况下边坡整体安全系数（ＦＥＭ）
Ｔａｂ．１０　Ｗｈｏｌｅｓａｆｅ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ｓｌｏｐｅ（ＦＥＭ）

工况 安全系数

自重 １４３
自重＋地震 １２７
自重＋降雨 １２９

自重＋水位下降 １３６
自重＋开挖 １４２

自重＋开挖＋地震 １２５
自重＋开挖＋降雨 １３２

可以看出：根据二维极限平衡法反演得到的参

数，进行有限元计算，在各种工况下边坡均处于安全

状态，得出的安全系数均大于１０５，开挖后边坡地震
工况下安全系数最小，为１２５。利用地震工况反演得
到的参数进行有限元分析，边坡的安全储备较高。

５　结　论

在原设计参数基础上，天然边坡在自然状态下，

有限元分析得到的安全系数０８０＜１０，二维极限
分析得到的安全系数０６９＜１０，边坡处于失稳状
态，与现场实际情况不相吻合。

利用二维极限平衡法进行结构面抗剪断强度参

数敏感性分析得到结论：ｆ′对安全系数影响比Ｃ′大，
安全系数对ｆ′较为敏感。

按照天然边坡安全系数为１０５和天然边坡地
震工况下安全系数为１０两种原则，利用二维极限
平衡法进行反演，然后运用得到的参数进行分析，发

现有限元法结果在各种工况下边坡均处于安全状

态，安全系数均大于１０５，开挖后边坡地震工况下
安全系数最小，且利用地震工况安全系数为１０反

演得到的参数进行有限元分析，边坡的安全储备较

高。有限元分析和极限平衡分析结果有一些差别，

认为主要是因为极限平衡法没有考虑坡体本身内部

的应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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