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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庫區黃土坡非飽和滑帶土之水-力相互作用之研究
王菁莪[1] 葉信富[2]*
摘

劉清秉[1]

要 黃土坡滑坡是中國三峽庫區範圍最大且社會危害性最嚴重的地質災害之一。隨著三峽水庫水位週期

性漲落，黃土坡滑坡部分區域，特別是滑坡體內最軟弱的滑帶區域，將長期處於乾濕迴圈狀態。本研究採用
暫態排水和吸水試驗方法 (TWRI) 測試滑帶土乾濕路徑的土壤水分特徵曲線 (SWCC) 和水力傳導函數
(HCF)，並結合吸應力理論和飽和-非飽和剪切試驗定量化研究滑帶土不同含水狀態下的土-水相互作用性質與
強度變化規律。試驗和分析結果顯示，滑帶土的基質吸力、滲透係數以及吸應力與含水量變化有緊密之關係。
土壤水分特徵曲線、水力傳導函數和吸應力特徵曲線 (SSCC) 均存在明顯的遲滯效應。利用基於吸應力理論
的擴展莫爾-庫倫破壞準則評估滑帶土非飽和狀態抗剪強度，可以較方便且準確地在滑坡穩定性分析中充分考
慮滑動土體非飽和狀態時的強度性質。

關鍵詞：黃土坡滑坡、非飽和土壤、土壤水分特徵曲線、吸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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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angtupo landslide wa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harmful geo-hazards in the Three
Gorges Area, China. With the periodical water level fluctua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partial regions,
especially the sliding zones that are the weakest parts in sliding mass, are under circulating drying and wetting
condition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transient water release and imbibition method (TRIM) to test the soil water
characteristic curve (SWCC) and hydraulic conductivity function (HFC) of sliding zone soils during drying and
wetting paths. Combining suction stress theory and saturated-unsaturated direct shear tests, the soil-water interaction
and strength variation properties of sliding zone soils with variable saturation are studied quantitatively. The tests and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uction, permeability and suction stress of sliding zone soils are related closely to the
water content. The soil water characteristic curv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function and suction stress characteristic
curve (SSCC) exhibit significant hysteresis. By calculating the strength of unsaturated sliding zone soils by
generalized the Mohr-Coulomb failure criterion based on suction stress theory, researchers can conveniently and
accurately assess the unsaturated strength properties of sliding soils in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Key Words : Huangtupo landslide, unsaturated soil, soil water characteristic curve, suction stress.

一、前

言

(Kilburn and Petley, 2003)。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 (簡稱三峽
工程)，位於中國重慶市至湖北省宜昌市之間的長江幹流之

水庫的水位上升與週期性水位變化會改變庫區原有地質

上，是迄今為止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中國有史以

環境平衡狀態，帶來各種地質災害和隱患，滑坡即是一種庫區

來建設的最大型工程項目。三峽水庫是一個狹長的河道型水

易發的典型地質災害。1961 年 3 月發生在中國柘溪水庫的塘

庫，全長約 600 餘公里，庫區地質條件複雜，暴雨及洪水頻繁

3

岩光滑坡體積約 165×104 m ，該滑坡激起的巨大湧浪造成 40

是地質災害的多發區和重災區。位於湖北省巴東縣境內的黃土

餘人死亡，並沖毀了下游正在施工的基坑和已經建成的構築物

坡滑坡是三峽庫區體積最大，社會危害性最嚴重的滑坡之一，

(杜伯輝，1988)。1963 年 10 月發生在義大利瓦依昂水庫的大

受到政府部門和相關工程研究人員的廣泛研究及監測。目前很

3

型滑坡體積約 2.7×108 m ，造成約 2000 餘人死亡的慘劇

多研究單位及科技部門對黃土坡滑坡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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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滑坡形成演化過程 (Deng et al., 2000;

由於大型滑坡滑帶深埋於滑坡體內，受到勘察條件限制，

Tang et al., 2014)，滑坡平面範圍與深部地質結構 (Chai et al.,

通常不易取得充足的滑帶土樣品，目前對滑帶土的研究往往受

2013)，以及滑坡穩定性與變形趨勢分析 (Cojean and Caï, 2011;

到一定的限制。中國教育部長江三峽庫區地質災害研究中心巴

Hu et al., 2012; Liu et al., 2013; Tomás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14)。由於黃土坡滑坡的範圍巨大，岩土性質和地質結構複

東野外綜合試驗場位於湖北省巴東縣長江南岸的黃土坡滑坡

雜且與該滑坡穩定性相關的研究仍持續進行。黃土坡滑坡體積

地下洞室群完全修建在黃土坡滑坡臨江 1 號滑坡體內，洞室群

如此巨大，它的穩定性直接關係到上萬居民的生命該財產安

全面顯露了該滑坡滑帶的原狀特徵，並且也利於滑帶土的採樣

全，以及長江主航道的通航安全，關於黃土坡滑坡的研究仍然

與分析 (圖 3)。黃土坡滑坡野外綜合試驗場地下洞室群由一個

在繼續。

主洞、五個支洞和二個試驗「平硐」組成。其中主洞全長 908

上，是一個針對大型滑坡災害開展科學研究的野外試驗場，其

同三峽庫區大多數滑坡一樣，黃土坡滑坡屬於涉水滑坡，

m，截面為高 3.5m，寬 5m 的拱形。主洞被設置在主滑帶以下

該滑坡前緣位於水庫水位以下。三峽水庫開始蓄水後，滑坡前

的穩定基岩內，走向在平面上呈凹向滑動方向的弧形，其主要

沿水位首先從 55-100m 抬升至的 175m，隨後在 145m 至 175m

作用是揭露滑體以下基岩特徵並連接各個支洞。五條支洞分別

之間週期性漲落，變化幅度 30m，週期一年。隨著三峽水庫水

以主洞為起點向滑體滑動方向開挖，穿過滑帶後終止，其主要

位週期性漲落，黃土坡滑坡部分區域將長期處於從乾到濕和從

作用是用於研究滑體、滑帶和基岩之間的接觸關係。試驗平硐

濕到乾兩種不同路徑的乾濕迴圈狀態。根據非飽和土壤的有效

設置在 3 號和 5 號支洞末端，並完全修建在滑帶內部。

應力原理 (Lu and Likos, 2006)，土體吸應力將隨著飽和度的增

根據已有的勘查資料，黃土坡滑坡主要由臨江 1 號滑坡

加而減小，吸應力降低所導致的土體抗剪強度降低是誘發水庫

體、臨江 2 號滑坡體、變電站滑坡、園藝場滑坡等四部分組成，

滑坡的主要原因之一，長江三峽庫區即存在眾多由於庫水位變

總面積約 135×104 m2，總體積約 6934×104 m3，如圖 4 所示。

化而誘發的滑坡問題 (Wu et al., 2001; He et al., 2008)。由於滑

滑體組成物質主要為鬆散或密實的土石堆積體，堆積厚度最大

帶是滑坡體內強度最低且最有可能首先發生剪切破壞的部

達 90 m。由於臨江滑坡體直接與江水接觸，其穩定性受水庫

位，其力學性質對於大型滑坡體的破壞和滑動具有控制作用。

水位漲落的影響最為顯著，本研究以臨江 1 號滑坡體的滑帶土

因此，對於黃土坡滑坡滑帶土之水-力作用性質的研究，有助

作為研究標的。臨江 1#滑坡體以下基岩為三疊系中統巴東組

於瞭解滑帶力學性質在庫水位波動狀態下的變化規律，對滑坡

以及下統的嘉陵江組，地層傾向北方，傾角為 10°-50°。其中，

穩定性的研究和分析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疊系下統嘉陵江組為灰色薄至中厚層石灰岩、白雲質石灰

土體在含水量變化過程中的水-力作用性質可由土壤水分

岩，三疊系中統巴東組為碎屑岩岩組與碳酸鹽岩岩組相間分

特徵曲線 (Soil Water Characteristic Curve, SWCC)(van Genuc-

佈，第一、三、五段以灰色、淺灰色石灰岩、泥灰岩為主，岩

hten, 1980; Fredlund and Xing, 1994)、水力傳導函數 (Hydraulic

性較堅硬，第二、四段為紫紅色泥岩夾粉細砂岩，岩性較軟。

Conductivity Function, HCF)(Mualem, 1976) 和吸應力特徵曲

組成臨江 1 號滑坡體的物質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為位於滑體上

線 (Suction Stress Characteristic Curve, SSCC)(Lu and Likos,
2006) 三個本構關係控制，它們描述了非飽和土壤基質吸力、
含水量、滲透係數與吸應力之間的相互關係。為研究黃土坡滑
坡滑帶土從乾到濕和從濕到乾兩種不同路徑的水-力作用性
質，本研究採用暫態排水和吸水試驗方法 (Transient Water
Release and Imbibition method, TWRI)(Wayllace and Lu, 2012)
測試滑帶土的土壤水分特徵曲線和水力傳導函數，並結合吸應
力理論 (suction stress theory) 和非飽和剪切試驗探討滑帶土
在不同含水狀態下的土-水相互作用性質與強度變化規律。

二、研究區概況

圖 1 黃土坡滑坡位置圖
Fig.1 Location of the Huangtupo slope

黃土坡滑坡位於三峽庫區湖北省巴東縣境內，三峽大壩上
游約 69 公里的長江南岸 (圖 1)。原始的巴東縣城位於 175m
水位線以下。為配合三峽水庫蓄水，1982 年巴東新縣城確定
在黃土坡區域重新建設，1991 年新縣城基本建成，約 1.8 萬居
民已經搬遷至黃土坡新城居住。但是發生了多起斜坡變形所引
起的新建房屋破壞現象，為保證黃土坡新城數萬移民的生命財
產安全，巴東新縣城於 1992 年再次搬遷至黃土坡以西 10 公里
的西壤坡區域，如圖 2 所示。由此，黃土坡區域被認為是一個

圖 2 巴東縣城搬遷示意圖

大型的古滑坡，1995 年在黃土坡區域發生的兩次局部滑動更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Badong county

加證實了這個結論 (Deng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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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源自母岩之散裂岩，另一類為位於滑體下部的源自母岩之
塊裂岩。根據鑽孔勘察資料，滑坡體內部兩類土石堆積體之間

三、滑帶土樣本基本性質

以及滑體與底層基岩之間各發育有一層滑動帶，其中滑體底部

在試驗場洞室群施工過程中，距離主洞東側洞口 215

的滑帶為主滑帶，滑體中部的滑帶為次級滑帶。滑帶土物質為

m-290 m 處發現了局部主滑帶出露 (圖 6)。本研究試驗的滑帶

淺灰綠色、灰黃色粉質粘土夾碎石，土石比為 6 : 4～8 : 2，厚

土樣品即取自於該主滑帶出露處，取樣時主洞已開挖至距離東

度為 0.1 m-2 m 左右 (見圖 5)。這一系列的滑帶對黃土坡滑坡

側出口 265 m 處，隧道面顯露了滑體、滑帶和基岩的分界線。

的穩定性具有控制作用，滑帶土的強度和變形性質直接影響著

該處基岩傾向為 358°，傾角 41°，滑帶厚度為 0.5 m-1 m，如

滑坡的發育、發生及滑移。

圖 7 所示。
滑帶土主要成份為含角礫或碎石的粉質粘土，隨取樣位置
的不同，滑帶土的顆粒組成存在差異。滑帶土中碎石母岩的岩
性主要以泥質石灰岩和泥質粉砂岩為主，碎屑粒徑一般為 0.5

① 石灰岩；② 泥質石灰岩；③ 密實的碎裂岩體；
④ 鬆散的土石堆積體；⑤ 滑動帶
圖 5 臨江 1#滑坡體之 A-A’ 剖面圖
Fig.5 Cross section along A-A’ through the No.1 slide

圖 3 巴東野外綜合試驗場照片
Fig.3 Photograph of the field

testing and

in

situ

monitoring

圖 6 滑帶土取樣位置示意圖
Fig.6 Sampling location of the sliding zone soil

圖 4 黃土坡滑坡影像圖

圖 7 隧道面滑帶土取樣照片

Fig.4 Aerial photograph of the Huangtupo Slope

Fig.7 Photograph of Sampling location in tunneling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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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5cm，多呈橢圓及棱角狀，接近基岩面的碎石多具弱至中

定為 0 kPa。重塑滑帶土 TWRI 試驗流出與吸入水量與時間的

風化特徵，少數強風化，土體呈可塑-硬塑狀態，結構稍密或

關係曲線，如圖 8 所示。另外，透過數值反推計算，以 van

密實。為了定量化分析黃土坡滑坡滑帶土的礦物成分，對土樣

Genuchten (1980) 之土壤水分特徵曲線模式，可以評估土樣的

進行了 X 射線繞射測試，滑帶土樣品中所含的礦物種類與含

水-力相互作用性質參數，如表 2 所示。根據水-力相互作用性

量，如表 1 所示。

質參數，繪製土樣在排水和吸水路徑下的土壤水分特徵曲線和
水力傳導函數，如圖 9 所示：

四、滑帶土排水和吸水路徑的土壤水分
特徵曲線和水力傳導函數

從圖 9 中之曲線變化可以看出，重塑滑帶土樣的基質吸力
和滲透係數與飽和度變化有密切之相對關係，排水路徑初始飽
和狀態時的基質吸力為 0，滲透係數等於飽和滲透係數，隨著

土體的含水狀態和含水量變化可由土壤水分特徵曲線
(SWCC) 和水力傳導函數 (HCF) 控制。非飽和土壤的土壤水
分特徵曲線和水力傳導函數具有乾濕路徑遲滯效應 (Kool and
Parker, 1987; Khalili and Zargarbashi, 2010; Lu et al., 2012)。若
要達到相同的含水量，排水路徑所達到的平衡狀態比吸水路徑
具有更大的基質吸力，而在同一基質吸力條件下，排水路徑往
往比吸水路徑具有更高的滲透係數。由於黃土坡滑坡的滑帶土
在水庫水位變化過程中會經歷排水和吸水路徑，有必要對其土
壤水分特徵曲線和水力傳導函數在不同乾濕路徑中的遲滯效
應進行研究，與一般穩態測量方法不同的，本研究採用之
TWRI 是一種暫態排水和吸水試驗方法，其測試過程包括物理

土體飽和度的降低，基質吸力單調增大，滲透係數單調減小。
相反地，在從乾到濕的吸水路徑中，隨著土體飽和度的增大，
基質吸力則單調減小，滲透係數單調增大。近年來，隨著測試
技術的進步，測量非飽和土水-力相互作用性質的試驗方法快
速發展。其中測量土壤水分特徵曲線的方法包括基於軸平移技
術的壓力板儀法和 tempcell 法，張力計法、濾紙法及電/熱傳
導感測器法等。但是，這些方法不僅費時費力，而且往往只能
測量土體從完全飽和狀態開始的排水路徑的土壤水分特徵曲
線和水力傳導函數。
在實際情況中，土體不僅存在從濕到乾的排水過程，而且
同時存在大量從乾到濕的吸水過程，諸如降雨入滲引起土體含

實驗和數值類比兩個部分。TWRI 測試方法的基本概念是透過
物理試驗測量土樣基質吸力從一個值突變到另一個值後，土體
孔隙水排出或吸入量隨時間的關係曲線，並以此曲線作為目標
函數對物理試驗過程進行數值類比，從而逆推土樣的水-力相
互作用參數 (Wayllace and Lu, 2012)。由於僅需要施加兩級基
質吸力變化過程中的暫態排水和吸水過程試驗，而不需要等待
施加多級基質吸力穩定，該方法可以在一周時間之內測得大多
數種類土樣在排水和吸水路徑下的土壤水分特徵曲線和水力
傳導函數。
本研究分別對重塑和原狀滑帶土樣品進行 TWRI 試驗。
其中，重塑樣品為底面直徑 5.05 cm，高 3.00 cm 的圓柱體，
乾密度為 1.9 g/cm3。排水路徑的第一次施加的基質吸力為 30
kPa，第二次施加的基質吸力為 290 kPa，吸水階段基質吸力設

圖 8 重塑滑帶土樣的 TWRI 試驗資料
Fig.8 Testing data of remolded soil samples from TWRI
method

表 1 滑帶土礦物種類和相對含量
Table 1

Main component minerals of the sliding zone
soil (%)

石英

長石

方解石

蒙脫石

綠泥石

伊利石

20%

35%

5%

10%

6%

24%

表 2 重塑滑帶土樣的水-力作用參數
Table 2

Hydr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remolded soil
samples

水-力相互作用性質參數

排水路徑

吸水路徑

模型參數α (kPa-1)

0.022

0.156

模型參數n

1.36

1.31

殘餘含水量θr

0.106

0.106

飽和含水量θs

0.350

0.302

飽和滲透係數Ks (cm/s)

4.59×10-6

3.10×10-7

圖 9 重塑滑帶土樣的土壤水分特徵曲線和水力傳導函數
Fig.9 SWCC and HCF of remolded soil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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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增高，水庫週期性的水位上漲以及河川湖泊季節性的水位
上漲等。由於土體在乾濕路徑的水-力相互作用性質存在遲滯

如將 van Genuchten (1980) 非飽和土壤的土壤水分特徵
曲線模型表示成如下有效飽和度和基質吸力的關係形式：

效應，對土體吸水路徑的水-力相互作用參數的測量同樣十分
重要。從 TWRI 測試結果可以瞭解，重塑滑帶土的土壤水分
特徵曲線和水力傳導函數在排水和吸水路徑下均存在明顯的



1
Se  
n 
1   u a  u w  

m

(2)

遲滯效應。其中，土樣在乾濕路徑中的進氣值分別為 45.45 kPa
和 6.41 kPa，參數 n 分別為 1.36 和 1.31，飽和體積含水量分別
-6

為 0.350 和 0.302，飽和滲透係數分別為 4.59×10

吸應力曲線模式可表示為：

cm/s 和




n 
1   u a  u w  

 s  u a  u w 

-7

3.10×10 cm/s。
本研究另外以原狀滑帶土樣進行試驗，其為底面直徑

1

m

(3)

6.35mm，高 3.30cm 的圓柱形，TWRI 試驗流出與吸入水量與
時間的關係曲線，如圖 10 所示。其中，排水路徑的小壓力增
量階段所施加的基質吸力為 30kPa，大壓力增量階段所施加的
基質吸力為 250kPa，吸水階段將基質吸力設置為 0kPa。通過
數值反推計算，得出土樣的水-力相互作用參數，如表 3 所示。
根據水-力相互作用參數繪製原狀土樣在排水和吸水不同路徑

表 3 原狀滑帶土的水-力相互作用性質參數
Table 3

Hydr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undisturbed
soil samples

水-力相互作用性質參數

排水路徑

吸水路徑

模型參數α(kPa-1)

0.029

0.153

模型參數n

1.24

1.21
0.103

條件下的土壤水分特徵曲線和水力傳導函數，如圖 11 所示。
原狀滑帶土的 TWRI 試驗結果顯示，土樣的土壤水分特

殘餘含水量θr

0.103

徵曲線和水力傳導函數同樣具有顯著的遲滯效應。其中排水路

飽和含水量θs

0.315

0.276

徑和吸水路徑的進氣值分別為 35.0 kPa 和 6.5 kPa，參數 n 在

飽和滲透係數Ks (cm/s)

6.59×10-6

5.10×10-7

乾濕路徑中差異較小，分別為 1.24 和 1.21。飽和含水量的遲
滯效應比較明顯，排水路徑飽和含水量等於孔隙率 0.315，經
過排水和吸水路徑，當吸水路徑結束基質吸力降低為 0 時，土
樣的含水量為 0.276。土樣的水力傳導函數同樣存在遲滯效
應，從以上試驗結果中可以看出，土樣在乾濕路徑的飽和滲透
係數存在較大差異，分別為 6.59×10-6 cm/s 和 5.10×10-7 cm/s。
由於滲透係數是影響土體中含水狀態的變化速度的決定性因
素，排水和吸水過程中水力傳導函數的巨大差異會對庫水位漲
落過程中滑帶土含水狀態變化帶來顯著的影響，這也是本研究
對滑帶土乾濕過程遲滯效應進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圖 10 原狀滑帶土的 TWRI 試驗資料
Fig.10

五、滑帶土的吸應力特徵曲線

Testing data of undisturbed soil samples from
TWRI method

與抗剪強度
飽和土顆粒之間的物理化學力包含膠結力、凡得瓦力
(van der Waals force) 和雙電層力等，這些物理化學力對粘性
土強度變形性質的影響顯著。而在非飽和土中，除了上述物理
化學力外，基質吸力是另一種控制土體滲流特性和強度變形性
質的因素。Lu and Likos (2006) 將非飽和土顆粒接觸點周圍存
在的局部主動力定義為吸應力 (suction stress)，並記作 σs。非
飽和土壤的吸應力是基質吸力或含水量的函數，吸應力與含水
量之間的關係曲線稱之為吸應力特徵曲線 (Suction Stress
Characteristic Curve, SSCC)。根據試驗結果和熱動力學的基本
理論進行推導，吸應力約等於基質吸力與土體有效飽和度的乘
積：

 s  u a  u w S e

(1)
圖 11 原狀滑帶土的土壤水分特徵曲線和水力傳導函數

式中：  s 為吸應力; u a 為孔隙氣壓力； S e 為有效飽和度

Fig.11

SWCC and HCF of undisturbed soil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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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 TWRI 試驗所得水-力參數代入土壤水分特徵曲

像內摩擦角一樣是一個定值，而是隨著基質吸力變化 (Gan et

線模式 (式 2) 和吸應力特徵曲線模式 (式 3)，可繪製如圖 12

al., 1988; Vanapalli et al., 1996)。對於某一特定土體，當其基質

和圖 13 所示之重塑和原狀土樣的土壤水分特徵曲線和吸應力

的吸力從完全飽和狀態時的 0 值逐漸隨含水量的減小而增大

特徵曲線。從土樣的吸應力特徵曲線可以看出，土樣的吸應力

時，參數 φb 往往會逐漸減小至 0 甚至是負值。

隨含水量的減小或基質吸力的增大而單調增大。不管是在排水
路徑還是吸水路徑，土樣在同一含水量狀態時的吸應力均要小
於基質吸力。其中，在含水量接近飽和時，吸應力和基質吸力
的差距較小，而隨著含水量的降低，吸應力和基質吸力的差值
逐漸增大。吸應力特徵曲線也具有明顯的遲滯效應，在同一含
水量狀態時，土樣在排水路徑的吸應力比吸水路徑中吸應力更
大。
為了獲得滑帶土樣不同基質吸力狀態下的抗剪強度性
質，本研究採用非飽和土壤直剪儀進行滑帶土樣的飽和-非飽
和直剪試驗。由於不同位置原狀滑帶土的組成物質有所差異，
很難取得性質一致的多個樣品，本次僅對重塑土樣進行試驗。
試驗設計 0k Pa、100 kPa、200 kPa 和 300 kPa 四種不同的基質
吸力狀態，每種基質吸力狀態下的剪切試驗分別在 100 kPa、
200 kPa 和 300 kPa 三種不同的垂直壓力狀態下進行。土樣尺
寸為底面半徑 6.35 cm，高 2.54 cm 的圓柱體。不同飽和度狀

圖 12 重塑土樣的土壤水分特徵曲線和吸應力特徵曲線

態下的直剪試驗結果，如圖 14 所示。

Fig.12

SWCC and SSCC of remolded soil samples

從以上重塑滑帶土樣在不同基質吸力狀態下的抗剪強度
包絡線可以看出，在同一級垂直壓力條件下，土樣的抗剪強度
隨基質吸力的增大而增大，但土樣的內摩擦角基本沒有變化，
僅是凝聚力變化提高，整個抗剪強度包絡線隨著基質吸力的增
大成平行上升的規律。土樣抗剪強度變化並不是隨著基質吸力
的提高而成線性變化。各級基質吸力條件下，土樣的抗剪強度
參數如表 4 所示。
由於需要控制基質吸力，非飽和土壤的剪切試驗往往需要
耗費較多的時間和資源。一般來說，如需測得某種土樣在不同
飽和度狀態下的抗剪強度特性，至少需要對多個土樣在不同基
質吸力和不同圍壓或垂向壓力狀態下進行測試。相關研究一直
在致力於尋找一種類似於飽和土的抗剪強度理論來描述非飽
和土的抗剪強度特性。在飽和土壤的莫爾-庫倫破壞準則中，
僅需要獲得凝聚力和內摩擦角兩個抗剪強度參數即可定義出
土體的抗剪強度特徵。對於非飽和土，除了凝聚力和內摩擦
角，Bishop (1959) 引入了有效應力參數 χ 來表示基質吸力對
非飽和土抗剪強度的貢獻。由於有效應力參數 χ 物理概念模糊

圖 13 原狀滑帶土的土壤水分特徵曲線和吸應力特徵曲線
Fig.13

SWCC and SSCC of undisturbed soil samples

且缺乏有效的確定方法，基於有效應力參數 χ 的非飽和土抗剪
強度理論在實際操作性較差。Fredlund and Rahardjo (1978) 引
入了第三個抗剪強度參數 φb 來共同定義非飽和土的抗剪強
度，同內摩擦角類似，φb 表示非飽和土抗剪強度隨基質吸力
增大而提高的速率。然而，相關試驗成果顯示，參數 φb 並不

表 4 重塑非飽和滑帶土抗剪強度參數表
Table 4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s
remolded soil samples

Measured

for

基質吸力
抗剪強度參數
c’ (kPa)

0 kPa

100 kPa

200 kPa

300 kPa

10.23

19.41

38.64

56.90

φ' (°)

22.85

26.60

25.49

24.83

圖 14 重塑滑帶土樣在不同基質吸力狀態下的抗剪強度
Fig.14

Direct shear testing results for remolded soil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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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and Likos (2006) 透過對飽和-非飽和土壤內部顆粒間
的應力狀態分析，認為飽和度的變化並沒有引起土體凝聚力和

六、結論與建議

有效內摩擦角的變化，非飽和土壤的抗剪強度仍可以由凝聚力

隨著水庫水位的上升與週期性變化，水庫涉水滑坡體內部

和內摩擦角來完全定義。在土體飽和度的變化過程中，引起土

分區域處於飽和與非飽乾濕迴圈狀態，針對滑坡體，特別是滑

體抗剪強度變化的直接原因是土體內部有效應力的變化，並提

帶土水-力相互作用性質的研究是水庫型滑坡的關鍵問題點之

出了非飽和土壤吸應力的概念。其與飽和土壤孔隙水壓力的作

一。透過重塑和原狀滑帶土暫態排水和吸水試驗 (TWRI)，以

用方式類似，吸應力會對非飽和土壤有效應力產生顯著的影

及滑帶土不同飽和度狀態的剪切試驗結果，可瞭解滑帶土樣的

響，不同的是飽和土壤的孔隙水壓力會降低有效應力，而吸應

基質吸力、滲透係數，以及吸應力與含水量的關係緊密。土壤

力則會提高非飽和土壤的有效應力。非飽和土壤吸應力的大小

水分特徵曲線、水力傳導函數和吸應力特徵曲線均存在明顯的

與飽和度或基質吸力直接相關，隨土體種類的不同，吸應力的

遲滯效應。其中，進氣值、飽和體積含水量，飽和滲透係數和

大小可能是隨基質吸力增大的單調遞增函數，也可能是隨基質

吸應力的遲滯效應相對明顯，而與孔隙分佈特徵有關的參數 n

吸力增大成先增大而後減小的函數。融入吸應力的概念後，非

在排水路徑和吸水路徑中的差異性相對較小。由於滲透係數和

飽和土壤的抗剪強度可以表示成如下的方式 (Lu et al., 2010)：

吸應力是影響土體含水狀態和抗剪強度的決定性因素，排水和





 f  c '   u a  f   s tan  '

吸水過程水力傳導函數和吸應力特徵曲線的差異會對水位漲
(4)

式中： f 為抗剪強度； c ' 為飽和有效凝聚力；   u a  f 為剪切
面上法向壓應力；  ' 為飽和有效內摩擦角。

落過程中滑帶土水-力相互作用性質帶來顯著的影響。
本研究藉於試驗場地下隧洞群的便利，得以獲得原狀的滑
帶土樣品。雖然原狀土和重塑土的礦物成分與密度基本一致，
但通過兩種土壤 TWRI 試驗結果對比，可見兩者的水-力相互

從以上基於吸應力理論的擴展莫爾-庫倫破壞準則可以看
出，非飽和土的抗剪強度可通過土體在飽和狀態時的有效凝聚
力、有效內摩擦角以及土壤水分特徵曲線來定義。因此，如果
需要得到土體在非飽和狀態時的抗剪強度，僅需要對土體進行
常規的飽和狀態剪切試驗和土壤水分特徵曲線測試即可，結合
以上重塑滑帶土樣點 TWRI 試驗和直剪試驗成果，以該土樣
飽和狀態抗剪強度參數為基礎，可透過基於吸應力理論的擴展
非飽和土莫爾-庫倫破壞準則來計算土樣在不同基質吸力狀態
下的抗剪強度。圖 15 為計算結果和實際試驗結果的對比圖。
從該圖中計算值和試驗值的對比可以看出，採用基於吸應力理
論的擴展莫爾-庫倫破壞準則預測滑帶土非飽和狀態的抗剪強
度具有較好的準確程度。

作用性質參數存在顯著的差異，造成在這些差異的原因與土體
的顆粒結構和孔隙結構有關。由此，可以說明重塑滑帶土的水
-力相互作用性質的試驗結果無法準確代表原位土體的性質。
然而，由於滑帶土通常深埋於地下，通過鑽探等常規勘察方法
很難獲得原狀的滑帶土樣品，而通過重塑土樣所測試的物理力
學參數往往很難準確表現實際情況。最後，受試驗條件限制，
傳統的土壤力學理論假設土體處於完全飽和的狀態，在滑坡穩
定性評估中，若以飽和強度性質來分析滑坡體的穩定性會得到
相對保守的結果。對於水庫型滑坡而言，滑坡體內的部分區域
長期處於週期性的乾濕迴圈狀態，採用傳統的飽和土壤強度理
論分析該類問題往往不能得到比較貼合實際情況的結果，採用
基於吸應力理論的擴展莫爾-庫倫破壞準則預測土體非飽和狀
態抗剪強度，可以較方便且準確地在滑坡穩定性分析中充分考
慮滑坡土體非飽和狀態時的抗剪強度性質，有利於非飽和土壤
力學理論在實際邊坡防災工程中的應用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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