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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高边坡挖掘施工风险评估
姜 慧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 要: 针对传统施工风险评估模型存在的风险指数敏感度低的问题，设计一种新的水利工程高边坡挖掘施工风险评

估模型。引入层次分析法确定高边坡挖掘施工风险层级结构，对不同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从而确定各层风险指标，

完成对指标体系的构建；对体系中指标进行分级，确定风险评估等级，实现对水利工程高边坡挖掘施工风险的评估。

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模型相比，所提模型的风险指数敏感度更高，有效提高了风险评估结果的质量，更适用于水

利工程高边坡挖掘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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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ssessment on High Slope Excavation Construct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JIANG Hui
Jilin Polytechnic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Changchun 130000,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low sensitivity of risk index in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risk assessment model, a new construction
risk assessment model for high slope excavation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designe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is
introduced to determine the risk hierarchy structure of high slope excavation construction, identify different risk factors,
determine risk indicators of each layer, and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cator system. The indexes in the system are
classified, the risk assessment level is determined, and the risk assessment of high slope excava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realiz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odel, the risk index of the
proposed model is more sensitive,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risk assessment results and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excavation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high slope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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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中高边坡挖掘施工是一项危险度较高的施工项目，利用挖掘施工风险评估模型预判高

边坡施工存在的风险隐患，能够有效保证施工的科学性和安全性[1]。传统的风险评估模型多利用 ANP
结构模型或软集合理论。其中，基于 ANP结构模型的风险评估模型需判断风险元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关系，根据风险指数敏感值确定风险元素的权重[2]。基于软集合理论的风险评估模型利用双射软集

合对挖掘施工综合风险的指数敏感值进行对比，挖掘出关键风险因素[3]。然而，上述两种模型均存

在风险指数敏感度低的问题，降低了评估的准确性。为此，本研究引入层次分析法，通过构建风险

评估体系、确定风险等级，实现对新的水利工程高边坡挖掘施工风险评估模型的设计。

1 模型设计

1.1 识别施工风险因素

水利工程高边坡挖掘施工过程中的风险因素较多，各个风险因素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根据风

险因素识别结果，利用层次分析法将其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元素，再根据风险属性的不同将这些元素

分为相互独立的层次，由上一层次的元素支配下一层次的元素，构成层次结构[4]。该层次结构中，

将高边坡挖掘工程总风险作为目标层，将判断目标结果的标准作为准则层，根据风险因素的细分结

果构成指标层，具体表示参与评估的各种风险因素。

以不同层的元素为目标，根据元素的重要性对同一层次的元素进行两两对比，获得下层元素对

上层元素的相对重要性，构成一个判断矩阵，所得判断矩阵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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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判断矩阵表
Table 1 Judgment matrix table

b1 b2 … bn
a1 λ11 λ12 … λ1n
a2 λ21 λ22 … λ2n
… … … … …
ai λi1 λi2 … λin

表 1中，ai表示与下层元素 bn存在联系的上层元素。在进行比较时，结合上下层元素之间相对

重要性，利用算数平方根计算相邻元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通过同一层次不同元素对上一层元素的

权重来表示[5]。首先计算判断矩阵中的每一行元素的乘积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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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λyx表示上下层元素之间相对重要性。根据乘积结果计算算数平方根： nH H (2)

对 H 进行归一化处理，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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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 h即为判断矩阵的特征量，也是单一层析的排序权重值。计算 h的最大特征值，并采用一

致性检验的方式衡量其不一致程度，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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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表示一致性指标，hmax表示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在判断矩阵符合一致性要求时，当已知

上层元素的总排序 Sp时，下层因素相对于最高因素的总排序 vq为：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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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q表示下层元素 bn中第 q个因素。通过上述过程完成对单层次元素的排序，在此基础上

识别出影响水利工程高边坡挖掘施工的风险因素，根据实际工况找出应重点控制的风险因素，进而

建立相应的风险评估模型。

1.2 构建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在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时需遵守系统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科学性原则以及动态性原则，

以降低施工风险、减少事故发生几率、指导安全施工为最终目标[6]。采用总结实际项目和现场调研

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影响高边坡挖掘施工安全的主次因素，完成水利工程高边坡挖掘施工风险评估指

标的构建，具体指标内容如图 1所示。

图 1 水利工程高边坡挖掘施工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Fig.1 Risk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of high slope excavation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图 1中的评估指标体系与上述风险层次分析结构相对应。第一个层次为目标层，即水利工程高

边坡挖掘施工风险评估目标；第二层为准则层，第三层为二级指标层。根据所构建的水利工程高边

坡挖掘施工风险评估体系确定评估指标的分级及风险评估等级，实现对水利工程高边坡挖掘施工风

险评估模型的设计。

1.3 确定施工风险评估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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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指标体系下对施工风险评估指标进行分级，确定相应的评估等级及分值，具体内容如下：

1.3.1 挖掘规模 ①高边坡高度（m）的风险评估指标共分 4级，分别为(0，25)、[25，40）、[40，55）、
[55，+），分别对应的分值范围为 0~34、35~59、60~84、85~100分。

②高边坡角度（°）的风险评估指标共分 4级，分别为(0，5)、[5，10）、[10，15）、[55，75），

分别对应的分值范围为 0~34、35~59、60~84、85~100分。

1.3.2 高边坡地质条件 ①高边坡地层岩性的风险评估指标共分 4级，分别为弱风化层、强风化层、

全风化层、易滑、软弱地层，分别对应的分值范围为 0~34、35~59、60~84、85~100分。

②高边坡坡体结构的风险评估指标共分 3级，分别为非顺坡向结构、顺坡向不贯通软弱与硬性

组合结构、顺坡向贯通软弱结构，分别对应的分值范围为 0~44、45~74、75~100分。

③挖掘施工环境中周边环境的风险评估指标共分 3级，分别为开挖线外 1.0H处、1.5H、2.0H处

有建筑设施，分别对应的分值范围为 0~44、45~74、75~100分。

④风险诱发因素中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估指标共分 3级，分别为极少发生、偶尔发生、频繁发生，

分别对应的分值范围为 0~44、45~74、75~100分。

1.3.3 施工资料完整度 ①项目文件的风险评估指标共分 4级，分别为 3个以上勘探点、3个勘探点、

2个勘探点、1个勘探点，分别对应的分值范围为 0~34、35~59、60~84、85~100分。

②地质资料的风险评估指标共分 2 级，分别为一坡一图一说明不完整、一坡一图一说明完整，

分别对应的分值范围为 0~50、51~100分。

根据上述分级内容获得对应的分值，分值在 75 以上为极高风险，等级为 IV；分值在 50 到 75
之间为高度风险，等级为 III；分值在 25到 50之间为中度风险，等级为 II；分值小于 25为低度风险，

等级为 I。

2 仿真实验及分析

为验证所提模型的有效性，设计如下实验。为保证实验的稳定性，设置具体地质参数如下：上

游边坡走向为 NE85°，倾向 NW方向，倾角为 68.3°；坡顶面走向为 NW245°，倾向 NE方向，倾角

为 43.1°；坝肩边坡走向为 NW245°，倾向 NE方向，倾角为 33.6°。在此基础上，选择 8个监测点作

为数据的来源，高边坡中各监测点位置如图 2所示，各个监测点的相关数据如表 2所示。

图 2 监测点位置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ocation of monitoring points

表 2 高边坡监测数据分值
Table 2 High slope monitoring data score

监测点
Monitoring place

挖掘规模风险
Excavation scale risk

地质环境风险
Geological environmental risk

施工环境风险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risk

自然灾害风险
Natural disaster risk

监测点 1 86.54 18.61 78 24
监测点 2 62.71 19.32 78 24
监测点 3 95.41 15.59 78 29
监测点 4 88.22 19.74 78 29
监测点 5 79.59 17.63 78 49
监测点 6 91.27 18.74 78 25
监测点 7 87.51 15.67 78 25
监测点 8 78.12 11.25 7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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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上述数据后，计算各风险元素的权重值，对表中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得到标准化加权值。通

过加权值计算各项风险指数的敏感值。为保证实验对比结果的有效性，引入传统的基于 ANP结构模

型的风险评估模型和基于软集合理论的风险评估模型作为对比。为便于观察和对比，利用 SPSS 统

计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

2.3 结果与分析

随机选择三个监测点（3、4、6）进行实验测试。不同的水利工程高边坡挖掘施工风险评估模型

的风险指数敏感度测试结果如图 3所示。

（a）基于软集合理论的风险评估模型实验结果（b）基于 ANP结构模型的风险评估模型实验结果（c）所提模型实验结果

图 3 不同的风险评估模型实验结果
Fig.3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different risk assessment models

图 3（a）中，监测点 3的风险指数敏感度系数始终处于较高的状态，仅在接近施工尾声时出现

下滑趋势，而监测点 4和监测点 6的风险指数敏感度系数变化幅度大，整体数值较低；图 3（b）中，

监测点 3的风险指数敏感度系数呈现一种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监测点 4 和监测点 6的风险指数敏

感度系数则呈现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状态极不稳定；图 3（c）中，三个监测点的风险指数

敏感度系数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且状态平稳。

综上，在施工风险评估过程中，两种传统模型的风险指数敏感度稳定性均较差，多次出现忽高

忽低的情况，并且整体呈较低的状态。而所提模型的风险指数敏感度较平稳，且始终处于较高的水

平，保证了风险评估结果的质量。

3 结 语

高边坡挖掘是水利工程施工中重要内容，其风险程度也相对较大。本研究设计一种水利工程高

边坡挖掘施工风险评估模型，对相关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和评估，通过引入层次分析法构建风险评估

体系，对不同的风险因素等级进行评估，并通过实验证明了所提模型的优越性。但是该模型的设计

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在分析风险因素时存在人为主观因素，对评估结果有一定影响，在未来

的研究阶段，将在此方面对所提模型进行优化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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