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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响边坡失稳的因素众多而且繁杂，超载作用是诱发土质边坡失稳的主要因素之一。基于

强度折减有限元法对土质边坡进行了不同坡面超载作用下的稳定性计算，并分析了在坡面加载变

化时边坡稳定性的变化规律及其潜在滑动面的失稳破坏形式。研究表明：坡面超载作用下土质边

坡可能会触发边坡失稳破坏，坡面加载方式不同，边坡失稳破坏模式不同，破坏模式可能会由整体

失稳转化为局部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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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边坡稳定性分析时，极限平衡法［１２］、极

限分析法［３］、滑移线法［４］等传统方法被广泛使用。

面对复杂多变的边坡情况，这些传统方法并没有全

面考虑土体的应力应变关系及变形协调条件。

Ｚ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
［５］于１９７５年首次提出强度折减概

念并将其应用于边坡的稳定性分析，之后 Ｕｇａｉ、

Ｇｒｉｆｆｔｈｓ和Ｌａｎｅ等［６７］推动该方法的发展和应用。

由于强度折减有限元法克服了传统方法中的缺点，

可以有效地分析滑动面的移动趋势、边坡的破坏形

式及破坏机理，因此越来越多地得到学者们的广泛

研究与应用。近年来，李荣建等［８１０］将强度折减法

引入到非饱和土的范畴进而分析非饱和土边坡的稳

定性，同时在边坡局部失稳的计算分析中对传递系

数法和强度折减法进行了计算比较。

影响边坡失稳的因素众多且繁杂，超载作用是

诱发土质边坡失稳的主要因素之一。关于边坡在超

载作用下的稳定性分析已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年廷

凯等［１１］对超载作用下的边坡 抗滑桩体系的稳定性

及土拱效应进行了研究；蒋青青等［１２］分析了坡顶超

载情况下的边坡剪胀效应。但是这些成果并没有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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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坡面坡顶超载作用下的边坡失稳及破坏模式转化

问题的研究。

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采用强度折

减有限元法对坡面、坡顶超载作用下土质边坡的稳

定性进行分析，探讨土质边坡在不同加载条件下的

稳定性变化及失稳模式的变化规律。

１　强度折减有限元

强度折减有限元的思路就是不断地降低边坡岩

土体的初始黏聚力和摩擦角，计算直到出现“边坡的

塑性区贯通、有限元数值计算结果不收敛或者特征

点的位移发生突变”三种情况中的一种或几种，则此

时的折减系数就是边坡安全系数［１３］。

在强度折减有限元法计算中，折减后的强度参

数犮′犉 和φ′犉 分别定义如下：

犮′犉 ＝犮′／犉 （１）

φ′犉 ＝ｔａｎ
－１（ｔａｎφ′／犉） （２）

式中：犮′犉 和φ′犉 分别代替了莫尔 库仑准则中的强度

参数犮′和φ′，其中犉为强度折减系数。

首先选择初始折减系数，边坡中每一个单元的

强度按这一折减系数折减并且进行有限元计算，将

程序计算不收敛作为判断边坡失稳的标准，此时上

一步的折减系数即为边坡的安全系数［１４１５］，相应的

程序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强度折减有限元程序计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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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坡面超载作用下边坡稳定性分析

２１　工程概况

本文选用某均质黄土土坡，黄土边坡高８０ｍ，

土坡坡角是４５°，黄土边坡如图２所示，土体物理力

学参数如表１所示。

本文采用强度折减有限元法进行二维数值模

拟，通过分析边坡在不同加载条件下的位移破坏趋

势图，从而确定边坡的滑动面，并分析边坡失稳模式

的转化规律。建立的有限元网格如图３所示，单元

数１６４４，结点数１７５５，底部水平和竖直方向都施加

约束，两侧采用水平方向约束。

图２　黄土边坡轮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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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黄土边坡力学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ｌｏｅｓｓｓｌｏｐｅ

重度／

ｋＮ·ｍ－３
黏聚力／

ｋＰａ

内摩

擦角／（°）
弹性

模量／ＭＰａ
泊松比

１４ ３５ ３０ ３０ ０．３

图３　有限元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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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土质边坡在不同坡面、坡顶超载作用

下的稳定性变化规律和失稳模式，本文采用４种工

况进行模拟分析，各工况及计算的安全系数如表２

所示，工况施加坡面、坡顶荷载示意图如图４所示

（狇１ 表示边坡坡顶施加均布荷载，狇２ 表示边坡坡面

施加法向均布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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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坡面、坡顶加荷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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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工况安全系数汇总表

Ｔａｂ．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ｈｅｅｔ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

工况 工况说明
安全系数

犉ｓ

工
况０ 工况０ 狇１＝０ｋＰａ，狇２＝０ｋＰａ １．２９５

工
况１

工况１１ 狇１＝１００ｋＰａ，狇２＝０ｋＰａ １．１８５

工况１２ 狇１＝２００ｋＰａ，狇２＝０ｋＰａ １．０８０

工况１３ 狇１＝３００ｋＰａ，狇２＝０ｋＰａ １．０１０

工况１４ 狇１＝４００ｋＰａ，狇２＝０ｋＰａ ０．９５５

工
况２

工况２１ 狇１＝０ｋＰａ，狇２＝１００ｋＰａ ２．２８５

工况２２ 狇１＝０ｋＰａ，狇２＝２００ｋＰａ ２．６７０

工况２３ 狇１＝０ｋＰａ，狇２＝３００ｋＰａ ２．３１０

工况２４ 狇１＝０ｋＰａ，狇２＝４００ｋＰａ １．７８５

工况２５ 狇１＝０ｋＰａ，狇２＝６００ｋＰａ １．３６０

工况２６ 狇１＝０ｋＰａ，狇２＝１０００ｋＰａ １．０２０

工况２７ 狇１＝０ｋＰａ，狇２＝１１００ｋＰａ ０．９６０

工
况３

工况３１ 狇１＝１００ｋＰａ，狇２＝１００ｋＰａ １．９９０

工况３２ 狇１＝２００ｋＰａ，狇２＝２００ｋＰａ ２．２５０

工况３３ 狇１＝４００ｋＰａ，狇２＝４００ｋＰａ ２．３６０

工况３４ 狇１＝６００ｋＰａ，狇２＝６００ｋＰａ ２．３１０

工况３５ 狇１＝１８００ｋＰａ，狇２＝１８００ｋＰａ １．７９０

２２　未施加坡面荷载条件下边坡稳定性分析

图５为自然边坡在未施加坡面荷载仅考虑自重

作用下的位移破坏趋势图，该工况下安全系数为

１．２９５，边坡是安全的。

图５　工况０中边坡位移破坏趋势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ｃａｓｅ０
　

２３　坡顶施加均布荷载条件下边坡稳定性分析

图６（ａ）～（ｄ）为边坡坡顶施加均布荷载１００～

４００ｋＰａ的位移破坏趋势图，通过计算得到的边坡安

全系数依次为１．１８５、１．０８０、１．０１０、０．９５５，边坡的稳

定性逐渐降低，边坡潜在滑动面逐步上移。

图６　工况１中边坡位移破坏趋势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ｆｉｇｕｒｅｓ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ｃａｓｅ１
　

当坡顶均布荷载较小时，边坡的安全系数较大，

边坡稳定且潜在滑动面位置较深；当坡顶均布荷载

达到４００ｋＰａ时，边坡的安全系数为０．９５５，边坡处

于临界滑动状态，且相应的滑动面位置较浅。对比

分析表明，当坡顶荷载逐步增加时，边坡的稳定性逐

渐降低，边坡潜在滑动面有向上移动的趋势，最终边

９４３　张媛，等：超载作用下土质边坡失稳与破坏模式分析　



坡失稳表现出局部失稳的破坏模式。同时，土质边

坡在自然状态下安全系数为１．２９５，而在坡顶超载

作用下边坡的安全系数逐步降到０．９５５，因此，坡顶

图７　工况２中边坡位移破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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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载作用会使边坡的稳定性降低。

２４　坡面施加均布荷载条件下边坡稳定性分析

图７（ａ）～（ｇ）为边坡坡面施加均布荷载１００～

１１００ｋＰａ的位移破坏趋势图，通过计算得到的边坡

安 全 系 数 依 次 为 ２．２８５、２．６７０、２．３１０、１．７８５、

１．３６０、１．０２０、０．９６０，边坡的安全系数是先增大后减

小，边坡潜在滑动面先略有下移然后逐步上移。

对比分析表明，随着坡面法向荷载的逐步增加，

边坡的的稳定性先略有提高，随后逐渐降低。当坡

面均布荷载从１００ｋＰａ增加至２００ｋＰａ时，边坡的

安全系数由２．２８５增大至２．６７０，此时边坡潜在滑

动面的位置略有下移，边坡趋于更加稳定，这是由于

坡面施加向内的法向均布荷载起到了对边坡变形进

行约束的作用。但当继续增加坡面荷载时，边坡的

稳定性逐渐降低，边坡潜在滑动面的位置由深层逐

渐上移；当坡面荷载增加到１１００ｋＰａ时，安全系数

为０．９６０，安全系数小于１，边坡失稳表现出典型的

０５３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５）第３１卷第３期　



局部失稳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坡面超载作用下，在一定范围

内的坡面荷载会对边坡起一定的约束作用，会使

边坡的稳定性略有提高；但在较大的坡面超载作

用下，边坡的安全系数最终会逐渐减小直至边坡

发生局部失稳。

２５　坡面、坡顶同步施加荷载时边坡稳定性分析

图８（ａ）～（ｅ）为边坡坡面、坡顶同步施加均布

荷载１００～１８００ｋＰａ的位移破坏趋势图，通过计算

得到的边坡安全系数依次为１．９９０、２．２５０、２．３６０、

２．３１０、１．７９０，边坡安全系数先逐步增大后逐步减

小，边坡坡底地基变形较大且较为集中。

图８　工况３中边坡位移破坏趋势图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ｆｉｇｕｒｅｓ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ｃａｓｅ３
　

　　当坡面、坡顶同步施加较小的均布荷载时，边坡

的安全系数较大，边坡稳定且潜在滑动面位置较深；

当坡面、坡顶同步施加的均布荷载增大至１８００ｋＰａ

时，边坡的安全系数为１．７９０，边坡稳定且潜在滑动

面位置较深，位于坡脚底部。

对比分析表明，随着坡面、坡顶均布荷载的同步

增加，边坡的安全系数并不是呈现单一上升或下降

的趋势，而是在局部范围内有明显上升，由于边坡同

时受到坡面坡顶的约束变形作用，此时边坡更加趋

于稳定；但是当坡面坡顶荷载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安

全系数又逐渐下降，边坡失稳表现为坡底地基变形

较大且较为集中，仍可能发生坡底局部失稳破坏。

３　结　论

通过土质边坡分析了坡面、坡顶加载变化对边

坡失稳破坏模式的影响规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坡面、坡顶超载作用可能会导致土质边坡发

生失稳破坏，但不同超载作用下，土质边坡的破坏模

式有所不同。

２）坡顶超载对于边坡的稳定性影响较大，在坡

顶超载作用下，边坡的安全系数随着坡顶荷载的增

加而降低，潜在滑动面上移，边坡失稳逐渐发展为局

部失稳破坏模式。

３）在坡面超载作用下，当坡面荷载较小时，边

坡的安全系数较大，边坡稳定且潜在滑动面位置较

深；当荷载较大时，安全系数降低，潜在滑动面上移，

坡顶可能会发生局部失稳破坏。

４）坡面、坡顶同步施加均布荷载，在一定范围

内使得边坡更加趋于稳定，但是当荷载达到一定程

度时，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坡底地基土体变形较大且

较为集中，可能发生坡底局部失稳破坏。

参考文献：

［１］李骞，李宁．基于参数敏感性反演分析的岩质高边坡稳

定性研究 ［Ｊ］．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２８（２）：１３２

１３７．

ＬｉＱｉａｎ，ＬｉＮｉｎｇ．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ｏｃｋ

ｓｌｏｐ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

２８（２）：１３２１３７．

［２］刘钊，柴军瑞，陈兴周，等．库水位骤降时坝体渗流场

及坝坡稳定性分析 ［Ｊ］．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２７

（４）：４６６４７０．

ＬｉｕＺｈａｏ，ＣｈａｉＪｕｎｒｕｉ，Ｃｈｅｎ Ｘｉｎｇ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ｅｐａｇｅ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ｄａｍ

ｓｌｏｐｅｄｕｒｉｎｇｒａｐｉｄｄｒａｗｄｏｗｎ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ｗａｔｅｒｔａｂｌ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

１５３　张媛，等：超载作用下土质边坡失稳与破坏模式分析　



２７（４）：４６６４７０．

［３］姜玉平，陈征宙，毕港，等．基于极限分析法的边坡临

界高度及稳定性研究 ［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２０１２，

３９（２）：４３４６．

ＪｉａｎｇＹｕ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Ｂ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ｌｏｐ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ｕｐｐｅｒｂｏｕｎｄｌｉｍｉ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Ｊ］．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９（２）：４３４６．

［４］张国祥，刘宝琛．潜在滑移线法分析边坡滑动面及稳定

性 ［Ｊ］．土木工程学报，２００２，３５（６）：７９８１．

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ｘｉａｎｇ，ＬｉｕＢａｏｃｈ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ｌｏｐｅｓｌｉｐ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ｙ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ｌｉｐ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ｏｒｙ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２，３５（６）：７９８１．

［５］Ｚ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ＯＣ，ＨｕｍｐｈｅｓｏｎＣ，ＬｅｗｉｓＲＷ．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ａｎｄｎ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ｖｉｓｃ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ｉｎ

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Ｊ］．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１９７５，２５（４）：６９１

６８９．

［６］ＵｇａｉＫ．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ｓｌｏｐｅｓｂｙｅｌａｓｔ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ＥＭ ［Ｊ］．Ｓ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９，２９（２）：１９０１９５．

［７］ＧｒｉｆｆｔｈｓＤＶ，ＬａｎｅＰＡ：ｓｌｏｐ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ｙｆｉ

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Ｊ］．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１９９９，４９（３）：３８７

４０３．

［８］李荣建，刘军定．在边坡局部失稳中传递系数法与强度

折减法的计算比较 ［Ｊ］．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２９

（３）：２６０２６５．

Ｌｉ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ＬｉｕＪｕ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ｉ

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ｓｌｏｐｅｌｏｃａｌ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２９（３）：

２６０２６５．

［９］李荣建，于玉贞，李广信．强度折减有限元法在非饱和

土边坡稳定分析中的应用 ［Ｊ］．水利水电技术，２００６，

３７（３）：４２４５．

Ｌｉ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ＹｕＹｕｚｈｅｎ，ＬｉＧｕａｎｇｘ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ＥＭｔ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ｕｎ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ｌｏｐｅ［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

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３７（３）：４２４５．

［１０］李荣建，郑文，邵生俊，等．非饱和土边坡稳定分析

中强度折减法与条分法的比较 ［Ｊ］．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０，８（９）：２０７２１４．

Ｌｉ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ＳｈａｏＳｈｅ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ｌｏｐｅｓ

ｂ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ＥＭ ａｎｄｓｌｉ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８（９）：２０７２１４．

［１１］年廷凯，徐海洋，李东晨，等．超载作用下边坡 抗滑

桩体系稳定性及土拱效应研究 ［Ｊ］．水利与建筑工程

学报，２０１４，１２（２）：１７７１８２．

ＮｉａｎＴｉｎｇｋａｉ，ＸｕＨａｉｙａｎｇ，Ｌｉ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ｉｌａｒｃｈ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ｌｏｐｅｐｉ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ｕｎｉｆｏｒｍｓｕｒｃｈａｒ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１２

（２）：１７７１８２．

［１２］蒋青青，陈占锋，赖伟明，等．考虑坡顶超载情况下

的边坡剪胀效应分析 ［Ｊ］．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０９，４０（２）：４９８５０３．

Ｊ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ａｎｆｅｎｇ，ＬａｉＷｅｉｍｉｎｇ，ｅｔａｌ．

Ｄｉ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ｌｏｐｅｕｎｄｅｒ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ｉｎｇｏｎｔｏｐｏｆｉｔ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４０（２）：４９８５０３．

［１３］陈力华，靳晓光．有限元强度折减法中边坡三种失效

判据的适用性研究 ［Ｊ］．土木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４５（９）：

１３６１４６．

ＣｈｅｎＬｉｈｕａ，Ｊｉｎ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ｓｌｏｐｅ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ｓｉｎｇ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Ｊ］．Ｃｈｉｎａ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４５（９）：１３６１４６．

［１４］李荣建，于玉贞，邓丽军，等．非饱和土边坡稳定分

析方法探讨 ［Ｊ］．岩土力学，２００７，２８（１０）：２０６０

２０６４．

Ｌｉ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ＹｕＹｕｚｈｅｎ，ＤｅｎｇＬ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ｌｏｐｅｓ

［Ｊ］．Ｒｏｃｋａｎ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７，２８（１０）：２０６０

２０６４．

［１５］李荣建，郑文，王莉平，等．非饱和土边坡稳定性分

析方法研究进展 ［Ｊ］．西北地震学报，２０１１，３３（Ｓ２）：

３２２３２６．

Ｌｉ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ＷａｎｇＬｉ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ｕｎ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ｌｏｐｅ［Ｊ］．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３３（Ｓ２）：３２２３２６．

（责任编辑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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