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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灌溉对黄土边坡稳定性的影响
陈 岩

长春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 要: 依据内蒙古乌海市新星煤矿边坡覆绿生态恢复工程的具体情况，建立了农业灌溉作用下黄土边坡稳定性的

FLAC3D数值计算模型，分析了灌溉作用下边坡位移、塑性区的重点影响区域，研究了边坡位移和塑性区随灌溉时间

的变化规律，讨论了边坡的整体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1）边坡位移随着灌溉时间的增大而增大，最大位移位于

坡顶以及坡面；（2）塑性区面积随着灌溉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大，且向边坡内部发展；（3）边坡潜在的滑动面位置

与农业灌溉作用无关，但农业灌溉作用会增大边坡失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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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anAgricultural Irrigation on the Stability of Loess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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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slope gree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ngineering of Xinxing coal mine, Wuhai city, Inner Mongolia.
FLAC3D numerical calculation model of the loess slope stability is established under the action of irrigation. The key areas of
slope displacement and plastic zone are analyzed under the action of irrigation. The slope displacement and plastic zone
changing rule with the irrigation time are studied. The whole slope stability evaluation is comple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lope displacement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irrigation time, and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is located at the top of
the slope and the slope surface. (2) The plastic zone area gradually increases with the extension of irrigation time, and
develops to the interior of the slope. (3) The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position of the slop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rrigation effect, but the irrigation effect will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slope in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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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60年代开始，灌溉成为我国黄土高原农业的重要水力基础建设[1]。而宁夏、陕西及其北

部接壤的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煤炭产地[2]，其中内蒙古乌海市是以煤炭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城市，分

布着众多的露天煤矿[3]。露天煤矿不可避免的对地表生态坏境产生破坏[4]，因此，在露天采煤后进行

边坡覆绿生态恢复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乌海市年降水量不足 160 mm，年蒸发量达到 3500 mm[5]。边坡覆绿生态恢复水源主要为人工灌

溉[6]。然而，在人工灌溉过程中水渗入黄土地层表层，土体密度增大，抗剪强度明显降低，易造成

边坡失稳而引发滑坡、泥石流等灾害[7-8]。因此，本文针对内蒙古乌海市新星煤矿边坡的具体地质条

件，建立黄土边坡稳定性的数值计算模型，分析农业灌溉作用对黄土边坡土体的位移、塑性区和稳

定性的影响规律，找出灌溉作用下黄土边坡的薄弱区域。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黄土边坡农业灌溉提

供理论基础。

1 工程概况与数值模拟模型

1.1 工程概况

内蒙古乌海市新星煤矿第4排排土场边坡位于我国“两屏三带”内，目前已被纳入边坡覆绿生态恢

复工程中。该边坡坡高20 m，边坡角度为39.5°，主要土层为均质黄土，地下水位位于坡脚以下，如

图1所示。对该区域内的黄土进行取样，通过室内实验测得其弹性模量为17.6 MPa，泊松比为0.3，干

密度为13.1 kg/m3，干燥状态下内聚力和内摩擦角为15.3 kPa和30.5°，饱和状态下内聚力和内摩擦角

则为8.3 kPa和21.1°，渗透系数则为5×10-4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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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星煤矿第 4排排土场边坡示意图

Fig.1 Dump slop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ourth row of refuse dump in Xinxing coal mine

1.2 数值模拟模型建立

采用岩土工程通用数值模拟软件FLAC3D建立新星煤矿第4排排土场边坡模型并进行农业灌溉前

的初始应力状态计算，得到初始灌溉前边坡土体的饱和度分布如图2所示。模型静力边界条件设置为

底面固定，四周法向约束，坡面以及坡顶自由；模型水力边界条件则设置为在两侧水位线以下施加

随深度不断增大的静水压力。当进行人工灌溉模拟时，对边坡顶面施加0.75 m/d的补给水源边界条件，

并在灌溉过程中，对边坡土体单元饱和度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值对边坡土体的内聚力、内摩擦角

和渗透系数进行自动修正，修正公式如式(1)所示。

图 2 初始状态下排土场边坡的饱和度分布图

Fig.2 Saturation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dump slope in the initial state
� = �−�min

�−�min
� ��th − ��th � ��th (1)

式中，�为当前饱和度状态下土体的力学与渗透参数，包括内聚力、内摩擦角和渗透系数；�为
当前饱和度；�min为土体的最低饱和度，取0.08；��th为饱和状态下土体的力学参数与渗透参数；��th
为干燥状态下土体的力学参数与渗透参数。

2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2.1 农业灌溉作用下边坡土体位移的变化规律

当边坡顶部灌溉强度为 0.75 m/d、灌溉时间为 10 h时，整个边坡土体的位移云图如图 3所示。

由于一方面，农业土体在灌溉后，其饱和度增加，质量变大，导致坡顶以下土体产生压缩变形；另

一方面土体在灌溉后其内聚力和内摩擦角减小，使得其本身的承载能力变小，导致边坡土体易向坡

底产生滑动变形。因此当灌溉时间为 10 h时，整个坡顶均产生了 30 mm 左右的沉降，而最大沉降位

置则出现在距坡顶边缘约 12 m左右的位置，其值为 30.6 mm；坡脚处土体因受上方边坡的滑动挤压

影响而产生了一定的隆起，隆起值为 13.7 mm。从整体上，整个边坡土体均在灌溉作用下产生了沉

降，而沉降值则从坡顶往下逐渐减小，至水位面位置时，边坡土体仍保持有 5~10 mm 的沉降。由图

3(b)可知，由于受坡顶灌溉作用的影响，整个边坡土体在距坡面约 30 m的范围内均向坡外产生了一

定的水平位移，而且该位移是越靠近坡脚越大，至坡脚位置时，其值达到了 25.1 mm。这说明，灌

溉作用对坡顶以及坡面位置土体位移的影响最大，为保证边坡土体在灌溉作用下的安全稳定，必要

时应对坡脚进行压载或加固处理。

(a) 竖向位移 Vertical displacement (b) 水平位移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图 3 灌溉 10 h后边坡土体的位移分布云图

Fig.3 Displacement distribution cloud map of slope soil after 10 h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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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给出了不同灌溉时间下边坡土体的位移分布曲线。可以看出，当灌溉时间为 2 h时，边坡

顶部土体开始发生沉降，沉降值在距坡顶边缘最远处最大，约为 5 mm；随着灌溉时间的延长，坡顶

水流逐步下渗，导致边坡顶部各处沉降值均逐渐增大且增大速度约为 3 mm/h；当灌溉时间为 10 h
时，边坡顶部平均沉降达到 30 mm，但此时距坡顶边缘约 12 m的地表却由于边坡体的滑动开始出现

迅速增长的征兆。而坡面土体位移则在灌溉 2 h 内，由于土体浅层饱和度的增加，致使边坡内部出

现内力不均匀分布并逐渐向坡脚处传递，导致坡面土体发生较大的水平位移，尤其是坡脚位置处；

随着灌溉时间的增长，坡面土体水平位移也逐渐增长，但增大的速率是越靠近坡脚越大，这说明，

灌溉时间越长，边坡越不稳定，且最先从坡脚处开始失稳破坏。

(a) 坡顶地表 The earth’s surface (b) 坡面 Slope
图 4 不同灌溉时间下边坡土体的位移分布曲线

Fig.4 The displacement distribution curve of slope soil under different irrigation time

2.2 灌溉作用下边坡土体塑性区的变化规律

不同灌溉时间下边坡土体的塑性区变化云图如图 5所示，图中深色表示已发生塑性屈服，浅色

则表示未屈服。当灌溉时间为 2 h 时，由于坡顶处土体饱和度变化，导致土体内不均匀应力向坡脚

处转移，因此，灌溉作用下坡脚处土体和坡顶处中部土体首先出现塑性区。随着灌溉时间的延长，

坡顶处水流逐渐下渗，坡内土体不均匀应力也逐渐增大，导致边坡内部在坡脚与坡顶中部连线的位

置开始出现塑性区并逐渐向坡脚处扩展汇聚。当灌溉时间为 10 h时，边坡内部土体在坡顶中部与坡

脚之间产生的塑性区基本上已经贯通成型，这为边坡土体的滑动直接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边坡处

于一个极易发生失稳的状态。

(a) 2 h (b) 4 h

(c) 6 h (d) 8 h

(e) 10 h

图 5 不同灌溉时间下边坡土体的塑性区变化云图

Fig.5 The plastic zone cloud map of slope soil after variable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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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灌溉作用对边坡整体稳定性的影响分析

图 6是灌溉前后边坡土体潜在滑动面的分布图。由图可以看出，灌溉后与灌溉前边坡土体潜在

滑动面的位置基本一致，都是从坡顶距坡顶边缘约 12 m左右的位置开始以一个“勺子状”的椭圆面向

坡脚处发生滑动。这也说明，边坡潜在的滑动面位置只与边坡角度以及土体本身的力学性质有关，

而与灌溉作用无关；灌溉作用只是增加了边坡土体沿着该滑动面发生失稳破坏的几率。由图 7不同

灌溉时间下边坡整体稳定性系数的变化曲线可知，当灌溉时间由 0 h增长至 10 h时，边坡土体的整

体稳定系数由初始状态下的 1.17降至了 1.07，这意味着，如灌溉时间继续增长，则边坡土体必然会

在某个时间点上发生失稳破坏。

(a) 灌溉前 Before irrigation （b）灌溉 10 h后 Irrigation after 10 h
图 6 灌溉前后边坡土体潜在滑动面的位置

Fig.6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location of slope soil before and after irrigation

图 7 不同灌溉时间下边坡整体稳定性系数的变化曲线

Fig.7 The slope stability coefficient curve under variable irrigation time

3 结 论

（1）在农业灌溉作用下，边坡位移随着灌溉时间的增大而增大；最大位移位于坡顶以及坡面位

置，为保证边坡土体在灌溉作用下的安全稳定，应对坡脚进行压载或加固处理；

（2）农业灌溉作用下坡脚处土体和坡顶处中部土体首先出现塑性区，随着灌溉时间的延长，塑

性区面积逐渐增大，且逐渐向边坡内部发展；

（3）边坡潜在的滑动面位置只与边坡角度以及土体本身的力学性质有关，而与灌溉作用无关；

农业灌溉作用只是增加了边坡土体沿着该滑动面发生失稳破坏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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