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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滑坡时间预测预报及险情预警级别划分的基础上，以三峡库区白水河滑坡险情预警为例，讨论

了把滑坡宏观前兆信息与关键部位监测点的变形速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有机结合和集成的滑坡险情预警综

合预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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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外根据滑坡的不同状况，把防治措

施主要分为工程治理、搬迁避让及监测预警等３

种类型。近２０ａ来，国内外不少学者为探索滑坡

时间预测预报方法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先后提

出了４０余种滑坡预测预报方法与判据，如类比分

析预报法、因果分析预报法、统计分析预报法、稳

定性安全系数及可靠概率判据、变形速率判据、变

形曲线切线角和矢量判据及宏观前兆判据等［１３］。

由于滑坡的变形破坏机制和发展演化过程非常复

杂，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目前尚未形成经得起

大量实践验证的预报理论与方法，尤其是对滑坡

发生时间的准确预报，仍然是正在探索研究而尚

未完全解决的科技难题。

１　滑坡险情预警方法分析

１．１　滑坡变形演化三阶段特征

大量滑坡监测数据表明，在重力作用下（不受

外界因素干扰），滑坡的变形演化曲线具有与岩土

体蠕变曲线相类似的三阶段演化特征：初始变形

阶段、匀速变形阶段、加速变形阶段，即是滑坡在

重力作用下变形演化遵循的一个普遍规律。尤其

是后者，当坡体变形持续到一定时间后，变形通常

会逐渐增加，并随时间的延续，变形速率增幅不断

扩大，直至坡体失稳破坏之前，变形曲线近于陡

立，切线角接近直角，这一阶段的演化变形曲线对

于滑坡时间预测预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

此，根据变形曲线的特点，又可细分为加速初始阶

段、加速中期阶段、加加速突增阶段３个阶段。滑

坡体一旦进入加加速突增阶段，预示着滑坡即将

发生，应及时报警。

１．２　滑坡时间预测预报

滑坡预测预报主要包括滑坡发生的地点、时

间与成灾范围及影响程度。滑坡空间预测预报，

主要是通过现场调查与地质分析，预测预报滑坡

发生的地点、规模、运动方向、变形破坏方式及成

灾范围等。滑坡时间预测预报，往往是通过变形

监测、宏观变形破坏迹象分析判断，或者借助于各

种数学或物理模型和方法预测预报滑坡整体失稳

的具体时间。笔者依据滑坡变形所处的发展演化

阶段及滑坡发生时间的长短，将滑坡时间分为中

长期预测、短期预测及临滑预测预报３个阶段
［３］。

１）中长期预测。在滑坡未进入加速变形以

前，对未来的稳定性演化趋势作出预测，预测期限

一般在一年以上。

２）短期预测。滑坡进入加速变形以后，依据

滑坡影响因素对滑坡作用的强度和随时间的变化

规律，在掌握滑坡动态变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

析推断滑坡变形的近期演化趋势，预测滑坡可能

发生的季度或月份。

３）临滑预测预报。滑坡由加速变形阶段后

期加加速突增变形阶段进入破坏阶段，对临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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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作出准确预测预报，其期限一般在数天

之内。若选择的监测手段合理（如全天候遥控监

测、测量机器人监测及三维地面激光扫描监测

等），采集的数据多、连续可靠，临滑时间的预测预

报精度甚至可以具体到某天。

１．３　滑坡险情预警级别划分

以滑坡变形所处的发展演化阶段、变形速率、

宏观变形迹象、发生概率大小和可能发生的时间

排列为依据，把滑坡险情预警级别划分为４级：注

意级、警示级、警戒级、警报级，并分别以蓝色、黄

色、橙色、红色予以标志。

１）蓝色预警（注意级）。滑坡处于匀速变形

阶段，有变形迹象，一年内可能发生崩塌、滑坡灾

害的可能性不大，划为蓝色预警（长期预报）。

２）黄色预警（警示级）。滑坡处于匀速变形

阶段或加速变形阶段初期，有明显的变形特征，在

数月内或一年内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崩塌、滑坡

灾害的概率较大，划为黄色预警（中期预报）。

３）橙色预警（警戒级）。滑坡进入加速变形

或加加速变形阶段，有明显的短期临滑前兆特征，

在３～５个月内就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崩塌、滑坡

灾害，划为橙色预警（短期预报）。

４）红色预警（警报级）。滑坡变形进入加加

速变形阶段，各种短期临滑前兆特征显著，在数天

内就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崩塌、滑坡灾害，划为红

色预警（临滑预报）。

１．４　滑坡险情预警综合预报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在总结１９８５年６月发生

的长江三峡新滩滑坡监测预报成功经验的基础

上，综合分析了三峡库区同类型滑坡的形成机理

及发展演化破坏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变形特征，认

为滑坡变形破坏之前往往具有明显的宏观前兆信

息，如地表变形、地物变形、地下水异常、地声、地

气及动物异常等现象。把滑坡的临滑前宏观前兆

信息与关键部位监测点的变形速率及其相关影响

因素（水库蓄水、库水位陡涨陡落、久雨、强降雨、

人类工程活动（加载、减载）及震动荷载（地震）等）

有机结合和集成的滑坡险情预警综合预报方法，

适用性强，便于现场操作，是目前滑坡预测预报可

信度较高的重要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对不同级

别险情的滑坡预警，首先应表示险情级别；其次依

据每个滑坡的变形特征判定预警级别，其中对橙

色预警，尤其是红色预警要特别慎重；还要注意针

对每个滑坡的形成机制、变形特征具体分析。

２　三峡库区白水河滑坡险情分析

２．１　白水河滑坡概况

白水河滑坡处于三峡库区长江宽河谷地段秭

归县境内，南高北低，呈阶梯状向长江展布。滑坡

体为一特大型老滑坡松散堆积体，发育于秭归向

斜西翼，出露地层为侏罗系下统香溪群中厚层状

砂岩夹薄层状泥岩，岩层产状１５°、倾角３６°，为单

斜顺向坡地层（图１）。滑坡体后缘高程４１０ｍ，以

岩土分界处为界；前缘高程约７０ｍ，已没入库水

位以下；东西两侧以基岩山脊为界，总体坡度约

３０°，滑坡南北向长约６００ｍ，东西向宽约７００ｍ，

滑体平均厚度约３０ｍ，体积约１２６０万ｍ３。

图１　白水河滑坡监测点及裂缝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ＣｒａｃｋｓｏｆＢａｉｓｈｕｉｈｅ；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ｉｎ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ｒｅａ

根据该滑坡的地形地貌、地质条件与监测环

境，布设了９个 ＧＰＳ变形监测点，３个钻孔测斜

孔及２个地下水位监测孔，形成了３条与主滑方

向大致平行的监测剖面线，以监测滑坡体的地表、

深部位移及地下水位的变化。２００３年６月上旬

投入监测，每月观测一次，发现异常变化后，加密

观测次数与分析。监测结果初步表明，受三峡水

库蓄水及库水位涨落、雨水等作用影响，白水河滑

坡整体稳定性变差，地表变形迹象较为明显，位移

变化量较大，呈现牵引式滑坡变形特征。因此，

２００４年７月划定了滑坡预警区，约５５０万ｍ３。

９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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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黄色预警（警示级）

如图２所示，２００７０４１８～０５２０，位于滑坡预

警区内关键部位的６个ＧＰＳ变形监测点变形速

率１．１～２．９ｍｍ／ｄ，宏观地表变形迹象比较明显

（表１）。此前，即２００３０６～２００７０３，ＧＰＳ变形监

测点累计位移时间曲线总体趋势为一倾斜曲线，

每年到５～９月，受汛期降雨的影响，变形曲线就

出现一个明显的增长阶坎，显示滑坡的变形与长

江汛期降雨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汛期结束后，变

形又逐渐恢复平稳，整个变形曲线表现为阶梯状

演化特征。由此分析，确定白水河滑坡险情预警

级别进入黄色预警（警示级）。

图２　白水河滑坡ＧＰＳ变形监测点累计位移时间曲线及险情预警级别划分图

Ｆｉｇ．２　Ｃｕｒｖｅ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Ｐ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ｖｓ．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Ｗａｒｎ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表１　白水河滑坡险情预警级别划分简表

Ｔａｂ．１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Ｗａｒｎ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Ｂａｉｓｈｕｉｈｅ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ｉｎ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ｒｅａ

预警级

别及时间

变形速率／（ｍｍ／ｄ） 相关影响因素

ＺＧ９３ ＺＧ１１８ ＸＤ０１ ＸＤ０２ ＸＤ０３ ＸＤ０４ 长江水位／ｍ 累计降雨量／ｍ
宏观变形迹象

黄色预警

（０４１８～

０５２０）

１．４ １．４ ２．６ １．３ ２．９ １．１ １５６ １４６．１

预警区东侧发育长２５６

ｍ拉张裂缝，西侧见有

羽状及阶梯状小裂缝，

东侧后缘发育长３０ｍ

裂缝，前缘东部出现长

１１８ｍ拉张裂缝

橙色预警

（０５２０～

０７３１）

８．１ ８．０ １２．３ ７．４ １４．０ ６．３ １４０～１４５ ５７６．２

０７２４～２６ ３２．９ ２８．４ ５０．９ ３０．２ ４３．４ ２６．２ １４０～１４５ ５８．６

预警区东侧裂缝扩展，

边界已基本形成，后缘

见到一系列拉张裂缝和

下错台坎；西侧边界不

明显，裂缝整体上还未

圈闭。６月３０日，滑坡

中部发生约１０万 ｍ３

土体坍滑

黄色预警

（０８１日～

０８２４）

０．３ １．１ １．０ ０．１ １．４ ０．１ １４５～１５６ ７５．１

预警区后缘、东侧边界

裂缝未出现新的扩展，

其他部位地表变形迹象

不明显

２．３　橙色预警（警戒级）

从表１和图２可以看出，２００７０５２０～０７３１，

监测点变形速率为６．３～１４．０ｍｍ／ｄ；尤其是０７

２４～２６连续降雨５８．６ｍｍ之后，变形速率突然

增至２６．２～５０．９ｍｍ／ｄ，变形曲线出现了一个明

显的增长阶坎，近于陡立，似乎进入加加速突增变

形阶段，甚至处于临滑状态，地表宏观变形迹象明

显。究其原因是受长江汛期降雨（累计降雨量

５７６．２ｍｍ）和长江水位变动（由１５６ｍ 下调至

１４０ｍ、１４５ｍ）双重作用的影响所致。那时正值

０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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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汛期多雨、水库调洪期间，若在库水位变动陡

涨、陡落和久雨、强暴雨等外动力的综合作用下，

白水河滑坡存在较大规模滑动的危险征兆。为了

保护长江航运畅通及滑坡区内居民生命财产安

全，尽量避免或减轻滑坡灾害造成的损失，采用前

述的滑坡险情预警综合预报法分析和专家会商，

确定白水河滑坡险情预警级别由黄色预警（警示

级），上升为橙色预警（警戒级）。

与此同时，为了以防不测，迅即采取了滑坡预

警应急监测和安全防范措施：专业监测、地质人员

２４ｈ严密监测滑坡险情发展变化，及时进行应急

地质调查与综合分析；当地政府组织滑坡险区居

民紧急转移至安全地段；长江三峡通航海事管理

部门警示长江航行客货轮至此注意避险。

２．４　黄色预警（警示级）阶段

２００７０８０１～２４，监测点变形速率降至０．１～

１．４ｍｍ／ｄ；变形又逐渐恢复平稳，整个累计位移

时间曲线也逐渐趋于平缓，几乎呈一条直线，又恢

复到匀速变形阶段；宏观地质巡查结果，地表也未

出现新的变形迹象。加之，长江汛期雨季即将过

去，雨量减小，水诱发该滑坡大规模滑动的可能性

也相应减小；综合分析滑坡险情、雨情及长江水情

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确定白水河滑坡险情预警级

别由橙色预警（警戒级），降为黄色预警（警示级）。

此次采纳滑坡险情预警综合预报方法进行的

白水河滑坡险情预警防灾工作，是一次大胆实践

和有益探索，不仅保护了长江航运畅通和白水河

滑坡险区内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为滑坡的

预测预报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

３　结　语

对于滑坡预测预报判据量化指标的确定，难

度颇大，仍然是制约滑坡时间预测预报的瓶颈。

把滑坡的宏观前兆信息与关键部位监测点的变形

速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有机结合和集成的滑坡险

情预警综合预报方法，在滑坡时间预测预报中具

有实际应用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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