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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相关的地质、地貌、岩土性质、土地利用类型等数据，在对水库库区景观进行可视化分析的基础

上，将宏观上的滑坡危险区域识别与微观上的危险区域内边坡稳定数值模拟相结合，研究了库岸边坡稳定性

问题，并对库区复杂条件下的岩质边坡稳定性评价进行了尝试性探索。

关键词：ＧＩＳ；ＲＳ；边坡；稳定性；ＦＬＡＣ３Ｄ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Ｐ２３７．９；Ｐ２５８

　　研究滑坡灾害时，一般是将滑坡灾害风险按

统计方法进行分区，用于进行区域用地规划和减

灾规划；而水电或地质等工程部门则需要对具体

的边坡进行稳定性定量计算。本文将滑坡灾害风

险分区与边坡稳定性计算结合起来，并对其内部

的联系进行了探索。

１　犚犛和犌犐犛与边坡稳定数值模拟

结合的技术路线

　　目前的库区滑坡灾害研究中，一方面是将ＲＳ

和ＧＩＳ较广泛地应用于区域地质稳定性调查；另

一方面是针对库区滑坡进行大量的数值计算。但

地质调查的结果是大范围的，对重点局域的稳定

性考虑不够，而数值计算的选点具有随机性，因

此，将两者结合既可以考虑到大范围内的总体状

况，又能通过数值计算得到重点局域的稳定状况。

其实现的技术流程如图１所示。

基于目视判读滑坡信息的解译，其解译结果

一般绘制在地形底图上，然后再数字化进入空间

数据库。该过程不但繁琐、费时，且数据质量也将

受到影响。利用专业的遥感影像处理软件，在对

影像进行空间坐标配准和地形纠正后，通过计算

机分类和目视解译相结合，将获取的发生滑坡的

图１　技术路线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Ｃｏｕｒｓｅ

基础数据（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区域地质构造、岩

性数据和ＤＥＭ等）一起放入ＧＩＳ数据库中，通过

对区域岩土性质、地形、地质构造、环境因素、土地

利用、历史滑坡等数据的分析，对整个研究区域按

照发生滑坡的可能性的不同进行滑坡危险性分

区。在此基础上，选取各个危险区域内的典型区

域进行稳定性计算，得到该区域滑坡的安全系数。

２　实例分析

本文将ＧＩＳ和ＲＳ技术应用到我国某水库库

岸边坡的稳定分析中，采用的遥感影像是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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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ＴＭ 影像。该水库流域面积为３９５０ｋｍ２，库

区的岩性主要是沉积岩，无大型断裂带、褶皱带通

过，基本为单斜岩层，产状基本一致，均倾向南方，

倾角在４０°～６０°之间。

２．１　库区可视化及因子库的建立

对库区景观的可视化有助于对水库库岸稳定

性环境进行定性分析，本文利用ＥＲＤＡＳ进行三

维虚拟环境的构建、编辑、漫游、动画、注释等。把

ＤＥＭ和数字正射影像图进行叠加，产生三维地形

的可视化。通过可视化，可以更好地解译地质结

构体，辅助选择稳定性计算的代表性点位。

在获取遥感影像获取的信息以及各种勘测资

料的基础上，利用ＧＩＳ技术建立对滑坡产生影响

的因子资料库［１］，包括地表状况库（土地利用状况

子库、植被覆盖子库）、地貌与构造特征库（ＤＥＭ

子库、坡度子库、坡向子库、岩层产状子库、断层分

布子库、线性构造分布子库）、岩性因子库、历史滑

坡库。

２．２　滑坡危险性分析与风险评价

研究表明，在众多影响因子中，历史滑坡的发

生与岩性条件、植被覆盖状况、距水体的距离、坡度

和坡向与滑坡的发生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这几个因

子成为分析库区滑坡的最佳预测因子集。下面进

一步分析这几种最佳预测因子集与滑坡的相关性。

库区按岩性可以分为４类，分别是石英砂岩、

灰岩夹泥灰岩、石英砂岩夹粉砂岩、灰岩夹页岩。

统计结果表明，大量的历史滑坡主要发生在灰岩

夹泥灰岩区域。

采用ＥＲＤＡＳ对研究区域的影像进行监督分

类和植被覆盖分区。地表覆盖状况是滑坡发生过

程中的阻力因子，地表植被覆盖状况好的情况下，

滑坡发生的概率能够大大减少。通过植被覆盖状

况与历史滑坡发生次数的分析可知，植被覆盖状况

好的区域，没有发生过历史滑坡，随着植被覆盖状

况的下降，滑坡发生的频率迅速上升，如图２所示。

图２　历史滑坡与植被覆盖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Ｚｏｎｅ

　　通过对历史滑坡的分析知，滑坡发生的可能性

随距水库的距离呈一定空间相关关系，其关系主要

表现为：在较近范围内，水库的影响力比较大；随着

距离的增大，危险性逐渐减小；最后超过一定距离

后，发生次数逐渐与距库体的距离无明显关系，说

明库体对坡体的影响有一定的范围区间。通过对

水库周边不同距离内发生历史滑坡的次数分析，发

现有９５％以上的滑坡范围均在距水库３００ｍ的范

围内，如图３所示，因此，将处于库区３００ｍ缓冲区

内作为危险区划分的一个判定因子。

图３　历史滑坡与距水库距离关系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由于滑坡发生的最直接动力来源是滑坡体的

重力，因此，在不同的坡度状态，发生滑坡的概率

是不同的，坡度在滑坡的危险性分析中具有相当

大的作用。通过对历史滑坡的分析发现，该区域

滑坡发生的主要坡度区间位于６０°～７０°之间，如

图４所示，与理论分析的结果相吻合，所以将坡度

为６０°～７０°的区域也作为危险区划分的一个判定

因子。

图４　历史滑坡与坡度关系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ａｎｄ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历史滑坡的发生与坡向有一定的相关规律，

并且坡向实际中与岩石产状的结合对于滑坡的发

生也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因此，通过分析坡向的统

计规律，将坡向因素作为危险区判定的一个判定

因子。图５显示，坡向在［２７０°，３６０°］之间，滑坡

发生的次数最多，这个方向与岩层的倾向基本一

致。结合图４发现，岩层倾角小于坡角，统计结果

与地质结构上的解释也是基本一致的［２］。

　　基于以上统计规律，利用ＥＲＤＡＳ的专家分

类器可以找出最易发生滑坡的区域。该模块允许

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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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历史滑坡与坡向关系图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ｌｏｐｅｓ

用户利用最广泛的数据源，在多重判据的专家水

平上进行分类。专家分类器中的知识工程师为具

有第一手经验的专家提供一个将经验应用到指定

变量、规则及相关的输出类别，创建分层判断树的

界面［３］。

利用专家分类器和知识工程师，对５个判定

因子建立知识库，按照定量分析规则，经过测试后

得出分区图，如图６所示。

２．３　边坡稳定的定量计算

通过对滑坡风险的评估，结合三维显示，选择

具有代表性的点位进行数值计算，能够对重点局

域内的边坡稳定性进行更高精度的评估。目前，

图６　库区滑坡风险图

Ｆｉｇ．６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ＨａｚａｒｄｓＧｒａｐｈ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Ｚｏｎｅ

基于 ＧＩＳ对斜坡已有的研究均采用无限斜坡稳

定性分析模型，这对浅层坡残积土滑坡无疑是合

适的［４］。Ｕｔａｈ大学的Ｔａｒｂｏｔｏｎ教授还针对该种

情况在ＧＩＳ平台上开发出了ＳＩＮＭＡＰ程序，但

对于复杂的地质条件，则必须采用与实际情况相

适应的复杂分析模型。

本文选取了两个区域进行数值计算，如图６

所示，区域犃 位于石灰岩夹泥灰岩地区，区域犅

位于石英砂岩地区，其相应的力学参数如表１所

示。计 算 工 具 采 用 美 国 ＩＴＡＳＣＡ 公 司 的

ＦＬＡＣ３Ｄ软件，它是一个用于分析和解决岩土工

程问题的三维显式差分法程序。程序将计算区域

表１　岩体力学参数表

Ｔａｂ．１　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区域 密度／ｋｇ·ｍ－３ 体积模量／ＧＰａ 剪切模量／ＧＰａ 摩擦角／（°） 凝聚力／ＭＰａ 抗拉强度／ＭＰａ

石灰岩夹泥灰岩 ２６００ ９ ７ ３０ １ ０．１

石英砂岩 ２７００ １２ ８ ４５ ２ ０．２

内的介质划分为若干个三维单元，单元之间用节

点相互连接。

程序内包含了强度折减法（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求解边坡的安全系数（犉）模块。结

合有限差分法的强度折减系数法，较传统的方法

具有如下优点：能够对具有复杂地貌、地质的边坡

进行计算；考虑了岩土体的本构关系以及变形对

应力的影响；能够模拟滑移面形状（通常由剪应变

增量或者位移增量确定滑移面的形状和位置）；求

解安全系数时，可以不需要假定滑移面的形状。

抗剪强度折减方法将岩土体的抗剪强度指标

犆和Ф用一个折减系数犉狊按式（１）和式（２）进行折

减，然后用折减后的虚拟抗剪强度指标犆犉和Ф犉取

代原来的抗剪强度指标犆和Ф，如式（３）所示：

犆犉 ＝犆／犉狊 （１）

Φ犉 ＝ｔａｎ
－１（（ｔａｎΦ）／犉狊） （２）

τ犳犉 ＝犆犉＋σｔａｎΦ犉 （３）

式中，犆犉是折减后岩土体虚拟的粘聚力；Ф犉是折

减后岩土体虚拟的内摩擦角；τ犳犉是折减后的抗剪

强度。

折减系数犉狊的初始值取得足够小，以保证开

始时是一个近乎弹性的问题；然后不断增加犉狊的

值，折减后的抗剪强度指标逐步减小，直到某一个

折减抗剪强度下整个边坡发生失稳，那么在发生

整体失稳之前的那个折减系数值，即岩土体的实

际抗剪强度指标与发生虚拟破坏时的折减强度指

标的比值，就是这个边坡的稳定安全系数［５］。

通过遥感影像获取计算区域内的ＤＥＭ 建立

计算模型。考虑到遥感影像的精度，不模拟岩体

中的构造情况。在ＦＬＡＣ３Ｄ计算中，采用 Ｍｏｈｒ

Ｃｏｌｕｍｂ屈服准则，并且考虑了地下水，通过计算

得到区域犃的安全系数为０．８５２，图７为水平位

移分布图，区域犅的安全系数为１．６７３，因此，数

值计算与基于ＲＳ、ＧＩＳ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可

以预测，随着遥感影像精度的增高，可以建立更加

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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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ＦＬＡＣ３Ｄ计算出的水平位移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Ｇｒａｐｈ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ｂｙＦＬＡＣ３Ｄ

符合实际的计算模型，如可以通过遥感影像获得

岩体中的详细的构造信息，利用ＩＴＡＳＣＡ的离散

元程序３ＤＥＣ进行稳定计算。

通过数值计算，进一步证实了利用 ＧＩＳ和

ＲＳ进行库岸边坡稳定性分区的可靠性。同时证

明了边坡外在的表现形式与其内部的岩土体性质

有着密切的联系。

３　结　语

本文通过遥感影像的三维可视化技术和解译

出的地质构造，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重点局域范围，

结合各种力学数值计算方法，针对性地对重点区

域复杂地质条件下的边坡进行了稳定性评价。研

究结果表明，将ＧＩＳ／ＲＳ技术和数值计算相结合，

可以在充分了解区域环境的基础上，对库区边坡

进行宏观上的区域分析评价与局域范围内的定量

计算，从而更好地监测和预报库区可能发生的滑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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