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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管道工程可能产生的膨胀土地质灾害问题, 探讨了膨胀土的工程特性与地质灾害的
关系, 膨胀土性质与边坡灾害的关系, 以及膨胀土的干燥活化效应与管沟开挖的关系, 分析了膨胀
土斜坡与边坡地质灾害和膨胀土管沟开挖施工中地质灾害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
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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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地质灾害和膨胀土边坡、斜坡地质灾害。长期

1 我国管道工程中的膨胀土问题

以来, 国内外在有关膨胀土地基及其工程问题方面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无需再对膨胀土地区建筑

我国在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工程建设中曾发
生过膨胀土( 岩) 地质灾害问题, 如 1989 年投产运营

物地基地质灾害多加赘述, 这里重点关注管道线路
工程中边坡问题和开挖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的内蒙阿尔 善 赛汗塔 拉输油 管道 工程, 1990 年
4 号和 6 号加热站建筑物地坪和墙体发生不同程度

2 膨胀土工程特性与地质灾害的关系

的开裂破坏。在西宁和民和盆地、兰州达川盆地分
布有上第三系和白垩系褐红色、
紫红色膨胀岩土, 涩
北 西宁 兰州天然气管道工程经过这些地区, 存

2. 1 膨胀土定义与分类
自 1938 年美国垦务局在奥勒冈州一座钢制虹

在边坡破坏和河岸坍岸等问题。兰州

重庆

吸管基础工程中首次认识了膨胀土 的工程问题以

输油管道工程在苏木沟附近也有白垩系紫红色膨胀

来, 膨胀土和膨胀岩的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

岩的塌岸灾害。在忠县 武汉天然气管道工程建设
中, 在宜昌 荆门 枝江段遇到了膨胀土管沟开挖

关注。1959 年在科罗拉多州召开了美国首届膨胀
土会议; 1965 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召开了首届国际

施工和中间站( 枝江站) 膨胀土地基变形和管沟稳定

膨胀土会 议, 以后每 四年召 开一 届国 际膨 胀土研

的问题。举世瞩目的西气东输工程不仅从安徽怀远
至江苏六合间广大地区分布有大面积膨胀土, 在河

讨会。
关于膨胀土的定义早在 1969 年第二届国际膨

南鄲县、淮北太和、利辛、
潘集等地区也发现有膨胀

胀土会议中经过热烈的讨论已经得到统一, 即膨胀

土, 并存在膨胀土地基变形和深管沟开挖施工中坍

土是一种对于环境变化特别是温热变化非常敏感的

塌破坏危及人员安全的问题。
由于膨胀土成分、
结构、性质的不稳定性及其广

土, 其反应是发生膨胀或收缩, 并产生膨胀压力, 影
响土的膨胀性的主要矿物是蒙脱石。当时的膨胀土

泛分布, 在膨胀土地区的工程建设, 特别是线路工程

概念主要是从膨胀土地基胀缩变形工程问题引发而

建设中经常会诱发地质灾害, 这些地质灾害往往成
为常见病、
多发病, 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

来的。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膨胀土的研究和工程
问题不仅扩展到铁路、
公路、
渠道工程的膨胀土边坡

常常使工程遭受严重破坏而中断建设和生产运营。

问题, 还扩展到由膨胀土材料填筑的膨胀土路堤、
土

总体而言, 包括石油、
天然气管道工程在内的线路工

坝等工程问题。80 年代以来, 基于对膨胀土粘土矿

程地质灾害可划分为两大类型: 膨胀土地区建筑物

物 的广泛研究, 特别是由于测试技术和水平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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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发现有些膨胀土的主要粘土矿物并不一定是

密度的天然岩土相比, 膨胀性显著增大、强度强烈衰

蒙脱石, 但与有效蒙脱石含量密切相关, 膨胀土的有
效蒙脱石含量的最低临界值为 10% ~ 12% [ 1] 。

减的作用。在忠县- 武汉输气管道工程勘察中, 取
部分膨胀土样品进行在不同干燥失水率条件下, 膨

非饱和土理论的提出揭示了土的饱和程度对土

胀土饱和含水量变化试验( 图 2) , 结果表明, 随着膨

的工程性质的巨大影响, 膨胀土工程问题的发生是

胀土失水程度增加, 其土的吸水率不断增加, 当失水

在饱和态向非饱和态或饱和度交替变化的情况下发
生的, 而一直处于饱和状态的膨胀土材料则不会发

率大于 30% 时, 膨胀土产生强烈膨胀崩解破坏, 但
当失水率小于 15% 时, 在水的作用下膨胀土性状相

生膨胀土的工程问题。因此膨胀土概念如下定义可

对稳定。

能更为恰当: 由于环境的干湿交替作用, 其体积明
显膨胀、收缩或强度强烈衰减, 常常导致工程变形破

发生这种干燥活化作用的原因在于: 干燥失水
作用引起岩石吸力势的增加, 膨胀性粘土矿物晶层

坏, 含有较多膨胀性粘土矿物的非饱和粘土 。由美

的收缩, 粒间联结的破坏, 使粘土活性被激活。干燥

国学者 H olt z 和 Gibbs 在 1956 年提出的粉末材料

活化机理研究和大量测试结果表明, 相同的膨胀岩

的自由膨胀率法在中国 建设部系统获得了 广泛应
用, 并以国家标准( GB112- 87) 的形式, 在全国各部

土材料在不同的失水状况下, 膨胀性设计指标( 即膨
胀力和不同荷载下的膨胀率) 可以发 生数倍差异。

门推广, 波兰、埃及等少数国家也在应用。它将膨胀

天然土与风干稳定后土的膨胀力和不同荷载下的膨

土的膨胀势 Fs 划分为 三级: 40

F s < 65 为 弱膨

胀率相差可达 10 倍, 后者的膨胀力达到 1. 5~ 2. 0

胀, 65 Fs< 90 为 中等膨胀, F s 90 为强膨胀。这
种方法虽然简单, 但总体上能反映膨胀势的大小, 不

M Pa。国内外绝大部分岩土工程实践中, 膨胀性设
计指标都是采用天然湿度样品测定的, 不仅数值很

过精度有限。自由膨胀率法 在国外并没有 广泛使

小( 膨胀力很少大于 250 kP a) , 而且不能反映施工

用, 80 年代以来国外广泛使用的是由南非土木工程
研究 所 Van Der M erw e DH 于 1964 年 提 出 经

和运营条件下岩土含水量和膨胀性可能变化的实际
情况, 不能表征其工程意义。

Willams AAB Donaldoson 于 1980 年修正的, 按塑
性指数、小于 2

m 的粘粒含量与 活性的膨胀势判

别图法( 图 1) , 由于理论上合理, 指标容易获得, 已
为多数研究者所公认, 在我国也应推广使用, 以便与
国际接轨。

图 2 五个膨胀土试样在不 同干燥失水条件下
的吸水率变化曲线

机械活化在岩土工程实践或日常生活中也很常
见, 如雨中或雨后被人和车辆扰动与未扰动的膨胀
性粘土路面性状有很大差异。在膨胀岩巷道中仅在
水中饱和的膨胀性泥岩与遭受矿车往返扰动的膨胀
性泥岩, 其性状有很大差异, 后者呈粘泥状。在工业
民用和道路建设中, 用膨胀土材料填筑的路基或路
堤, 采用改性( 石灰改性、
水泥改性) 材料填筑或重塑

图 1 Williams 修正的粘土膨胀势判别图

2. 2 干燥活化作用与机械活化作用
所谓膨胀岩土的干燥活化作用系指天然环境下
的膨胀岩土由于工程开挖导致干燥失水而引起的岩
土工程性质强烈恶化的作用。机械活化作用则指天

膨胀土, 与天然土地基、
路堤相比, 更容易发生膨胀

然膨胀性岩土由于人的机械扰动如钻进、
碾压或填
筑材料的夯实重塑( 岩土结构的破坏) , 与同湿度同

胀土地基一定要进行工程处理。压实膨胀土地基密

变形作用。相同湿度密度条件下, 重塑膨胀土与天
然土相比, 膨胀 性指标增高 30% ~ 50% , 对重塑膨
[ 2]

度越大、
含水量越小, 潜在危险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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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裂隙性与膨胀土滑坡

土中虽然原岩的成分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原岩

在相当一部分膨胀土中发育有大量裂隙。随着
膨胀土边坡稳定性及其加固研究的深入, 膨胀土的

中的构造节理仍然残存在土体中或发生了再变形作
用, 这些残余的构造节理, 特别是顺坡分布的残余构

裂隙性问题得到了高度重视。根据裂隙的形态、分

造节理仍然是边坡开挖和运营初期变形破坏的控制

布和力学性质, 膨胀土裂隙可分为干燥收缩裂隙、
卸

因素, 这种作用在南昆铁路百色和田阳盆地段膨胀

荷和膨胀裂隙、
构造节理及残余构造节理。
2. 3. 1 干燥收缩裂隙

土路堑边坡破坏中起了重要作用 。可见, 膨胀土
的裂隙性虽然对膨胀土地基来说并不关键, 但对膨

[ 3]

干燥收缩裂隙仅分布在开挖 面或侵蚀面的表

胀土边坡地质灾害或工程问题却至关重要。

层, 为不规则的张性收缩裂隙, 最宽达 5~ 10 cm, 通
常为 0. 5~ 1. 5 cm, 随着深度增加, 裂隙宽度逐渐减

2. 4 超固结性与膨胀性硬粘土边坡稳定
由于膨胀土的成因不同、
时代不同, 并非所有的

少, 收缩裂隙的发育深度通常不超过 1. 5 m。裂隙

膨胀土都有超固结性, 但由于中国上第三纪和更新

的发育程度与膨胀土的湿度、
密度状态密切相关, 裂

世沉积型膨胀性硬粘土分布广泛, 因此超固结性研

隙随初始含水量的增大和密度的减小而增大, 残积
膨胀土往往裂隙十分发育。裂隙发育程度也与气候

究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对于硬粘土地基来说, 较
高的前期固结压力, 使得这种粘土具有很高的地基

环境相关, 越干旱的气候, 或越干旱的季节, 收缩裂

承载力、
很小的地基沉降量。大量超固结粘土的水

隙越发育。密集的收缩裂隙不仅是雨季大气降水坡

平应力和垂直应力( 自重) 测试结果和理论研究表

面水流渗入膨胀土中的通道, 而且密集收缩裂隙的
分布导致雨水形成坡面水流作用, 造成土体表面的

明, 超 固 结 硬 粘 土 的 水 平 应 力 比 自 重 应 力 大
1~ 2 倍, 因此硬粘土的高水平应力导致边坡开挖时

冲刷破坏、
水土流失并形成密集的冲沟, 在干旱无雨

在高水平应力作用下发生强烈的卸荷松弛效应, 造

的季节, 土体表面的干燥收缩作用常常导致坡面的
风化剥落作用。

成微裂隙间的位移和拉张, 土体松胀而导致大变形
作用的发生, 即形成所谓的 应变软化效应 。在坡

2. 3. 2 卸荷和膨胀裂隙

脚处形成较大范围的剪应力集中区, 从而降低边坡

边坡开挖斜坡带土体卸荷, 在卸荷张应力作用

的稳定性。

下往往产生卸荷张裂隙, 对于弹塑性的膨胀土来说,
卸荷裂隙往往迁就张性裂隙和土体中构造裂隙或非

2. 5 强度衰减特性与浅层滑坡的频繁发生
由于膨胀性硬粘土的应变软化效应, 以及边坡

构造成因的剪切裂隙发育而成复合裂隙。在雨水或

开挖过程中因土体暴露而发生的强烈干燥失水作用

渗流水的作用下, 卸荷带膨胀土因强烈的吸水膨胀
作用, 卸荷裂隙也可以转化为膨胀剪切裂隙, 其发育

所引起的吸力势增高, 雨季在坡面水流作用下不仅
造成裂隙充水, 而且发生土块的强烈吸水膨胀作用,

深度通常为数米。

在体积膨胀的同时造成抗剪强度的强烈衰减, 衰减

2. 3. 3 构造节理

率可达 20% ~ 50% 甚 至更高。由于抗剪强度的衰

膨胀土中的一些构造节理, 特别是低角度硬粘
土层间剪切性质密集分布的节理, 成为膨胀土边坡

减作用主要发生在卸荷带或大气影响带内( 通常在
地面至地下 4~ 5 m 间) , 因此在膨胀土地区雨季频

强度和稳定性的控制因素, 如长度数米、
十多米的节

繁发生的滑坡通常都是坡体厚度不超 过 5 m 的浅

理, 尤其顺坡向分布的节理常常成为边坡开挖时浅
层滑坡或坍塌的控制因素, 在降雨条件下更是如此。

层滑坡。在大气影响带内含水量的变化幅度随深度
增加而减少, 含水量的强烈变化带主要发生在表层

而那些长数十厘米、间距数厘米或数十厘米的剪切

1. 0~ 1. 5 m 范围内, 因此表层滑坍破坏与此有关。

节理或劈理虽不构成边坡滑动的控制性结构面, 但

膨胀土滑坡不仅具有浅表层性, 而且具有反复滑动

却可以控制土体的强度。这些节理在卸荷带以下往
往呈隐蔽状况, 而在卸荷风化带因松弛和土体收缩

的特点, 即已经发生的滑坡, 当滑坡体清除后, 常有
再滑动的特点或逐步向坡上 牵引 扩展形成新滑坡

而张开, 在降雨作用下因强度的软化而造成浅层滑

的特点。上述现象的发生除了受强度衰减作用控制

坡的频繁发生。

外, 还受应力松弛作用下 逐次破坏 作用的控制。

2. 3. 4 残余构造节理
在老第三系、
白垩系、
侏罗系及其更老的残积粘

2. 6 崩解特性与坡面冲刷和管沟开挖
膨胀土由于渗透性低或不渗透、
结构粘聚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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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含水量较高, 似乎不应发生强烈的冲刷和侵蚀

3. 1. 3 水库、
河岸的坍岸灾害

破坏。但事实并非如此, 往往在垂直坡面的方向上
密集分布着大型深切冲沟, 这种作用的发生与膨胀

在河流的中下游河段, 或在新构造强烈上升区
相对稳定的地块, 河流的侧向侵蚀作用与河谷塌岸

土边坡浅表层膨胀土在干旱季节的干燥收缩风化剥

变形十分强烈。如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乐都、民和、

落和在雨季吸水膨胀崩解成泥, 在坡面水作用下发
生冲刷流失有关。 晴天一把刀, 雨后一泡糟 就是

兰州达川一带的湟水谷地, 不仅河谷宽阔, 河流的蛇

膨胀土干燥硬化和雨季吸水膨胀崩解现象的写照。
忠武管道工程膨胀土工程特性研究表明, 崩解物的
吸水率随失水率的增大而逐渐增大, 块度大小随失
水率的增大而逐渐减小, 当失水率超过 30% , 其性
状强烈恶化, 而在失水率小于 15% 条件下, 其性状
相对较稳定。

曲和侧向侵蚀作用极为强烈, 而恰在湟水河谷盆地
中多处分布有上新世( N 2 ) 褐红色三趾马红土和紫
褐色白垩系膨胀性泥岩, 湟水的侧向侵蚀作用在民
和县四新乡河西村南岸引起了上百万方三趾马红土
大型滑坡的发生, 在民和县东河嘴乡下庄北湟水北
岸造成了白垩系紫红色泥岩构成的河岸发生严重塌
岸作用, 形成了很发育的凹岸带, 并使得新投入运营
的 109 国道路面开裂陷落, 甚至危及到整个道路路
面的安全。在民和东北水车湾湟水南岸侧向侵蚀造

3 膨胀土斜坡与边坡地质灾害

成乡间公路路面破坏, 为了保证公路通行, 公路不得
所谓 斜坡 特指工程 所通过的丘陵、岗地、沟

不向内侧扩挖, 又导致膨胀岩边坡强烈滑塌破坏, 使

谷、河岸的自然坡, 所谓 边坡 本研究特指由人工开
挖的工程边坡, 如管道在丘陵山区敷设时, 由工程填

膨胀岩斜坡带处于恶性循环破坏状态, 这种塌岸作
用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河中下游河段上第三系麦扩普

挖形成的边坡。

膨胀性粘土和哈瓦雷粘土构成的河岸滑坡、塌岸也

3. 1 自然斜坡地质灾害
3. 1. 1 膨胀土自然斜坡的特点

极为严重。
在旱季膨胀岩土的干燥收缩作用卸荷风化, 雨

由于天然膨胀岩土通常含有较多的膨胀性粘土

季地表水和洪水作用使土体崩解冲刷, 导致大体积

矿物而具有显著的胀缩特性, 斜坡带表层的膨胀土
因干燥收缩而开裂、
碎裂, 因坡面水流的作用而膨胀

塌岸作用的发生, 这种恶性循环的破坏速度十分惊

崩解为泥浆, 并为水冲刷侵蚀, 因此各种膨胀性岩土
在地形上都呈坡度极缓的岗丘状、
长垣状, 其稳定坡
度通常都小于 14 , 在自然环境下已处于相 对稳定
状态, 仅在遭受集中地表水流作用时, 才会形成大小
不等的冲沟。

人, 必须配合河道流势流态的整治, 采取严格的防冲
措施加以防治, 否则沿河岸分布的道路工程、
涩宁兰
天然气管道工程、
通讯光缆将会遭到严重破坏。
3. 2 膨胀土边坡地质灾害
沿着山前带和沿河谷盆地周边垅岗状残丘、
岗
地分布区穿行的线路工程, 通常都要有工程开挖和

3. 1. 2 大型深切冲沟的斜坡灾害

填筑处理, 其开挖深度可达数米至数十米不等, 从而

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 尤其是陇西、
陇南梁峁状
黄土丘陵沟壑区, 有不少深切的冲沟, 切穿上覆黄土

形成高达数米、
数十米的人工边坡( 深切岭工程) 或
高达 20~ 30 m 的膨胀土 路堑, 这种人类工程活动

层后, 导致下伏的三趾马红色粘土和白垩系红褐色

所引起的膨胀土体赋存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及工程与

泥岩在沟谷底部两侧出露, 在地下水作用下, 常发生
塌陷破坏, 加之由于顺坡向分布的黄土与三趾马红

土体的相互作用是导致膨胀土人工边坡地质灾害频
繁发生的基本原因。

土间古风化带的临空, 易形成该黄土区数十万方至

膨胀土边坡地质 灾害包括滑坡、滑塌、风化剥

数百万方大中型滑坡的发生, 例如陕西凤翔至千阳
间近 65 104 m 3 的石沟新老滑坡常常造成凤翔至

落、
流泥、
冲刷等多种类型, 其中规模大、危害严重的

千阳、
陇县间公路的中断。这种机理产生的滑坡在
陇西、
关中黄土区非常普遍, 因此, 在黄土高原沿斜

主要是膨 胀土滑 坡, 它是膨 胀土 边坡 灾害 研究的
重点。
膨胀土滑坡形成和分布具有如下特点[ 4] :

坡埋设的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必须从宏观上查明是

( 1) 易滑性与成群成带分布。凡是人工开挖高

否存在这种滑坡分布或 是否具备产生这类 滑坡的
条件。

度在 2 m 以上的膨胀土边坡普遍分布有膨胀土滑
坡, 且常有成群成带密集分布的特点, 易滑性不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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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膨胀土边坡 随挖随滑( 塌) 变形不 断的现

顺倾向剪切面或高塑性泥夹层时, 往往形成成群分

象, 而且许多膨胀土边坡在边坡比为 1 4 极缓的坡
度下仍然不断发生。膨胀土边坡的滑动面坡度一般

布的滑坡。
( 7) 坡体顶部水体的控制作用。由膨胀性超固

在 3~ 15 之间, 多数为 5~ 12 。

结硬粘土遭受侵蚀剥落形成的长垣状缓丘( 岗地、
岭

( 2) 浅层性与横贯式滑体。膨胀土路堑滑坡现
场 调 查 结 果 表 明, 膨 胀 土 滑 坡 体 厚 度 通 常 为
1~ 3 m 。膨胀土滑坡的浅层 性与膨胀土斜 坡卸荷
松弛带 的厚 度和 风 化带 ( 大 气 影响 带) 的 厚度 相
一致。浅层滑坡在形态上为横展式( 宽展式) , 即滑
坡体宽度远大于长度, 宽度可达数十米至上百米, 长

丘) 地貌, 其坡面往往是平坦耕地, 由于农田灌溉和
生活的需要, 常有水池、
水渠、
水塘的分布, 因此边坡
开挖土体松弛, 水塘、渠道、
水池的渗水, 促进滑坡的
发生, 同时岗地上村庄生活用水下渗也易发生溜滑
或滑坡。

度则大多在十余米至数十米。地形坡度较大、开挖

3. 3 膨胀土边坡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 1) 根据边坡的高度和膨胀土的工程特性进行

深度也大的膨胀土边坡不断滑动, 可形成横向宽度

坡形和坡比设计。高度小于 10 m 的边坡通常采用

不足百米, 纵向长度可达数百米的纵长式滑坡。
( 3) 逐次破坏性。逐 次破坏性以往 称为 牵引

同一坡比的直线坡, 高度大于 10 m 的边坡出于对
边坡维护的考虑大多采用台阶式边坡, 台阶边坡的

性 , 它是指工程开挖后的膨胀性硬粘土边坡, 一旦

坡比不得大于 1

发生滑动便具有持续多次向上不断滑动的特点, 由

和的平均值进行边坡设计, 台阶宽度通常大于 3 m。
( 2) 坡面防护加固与综合排水措施相结合。拱

硬粘土逐次破坏规律控制。
( 4) 边坡灾害类型的季节性。膨胀土边坡灾害
调查结果表明, 干湿交替季节分明的膨胀土地区, 在
漫长的旱季, 边坡主要表现为坡面干燥收缩, 形成密
集的不规则收缩张裂隙, 膨胀土块体为网状收缩裂

2, 或采用峰值强度与残余强度之

形或菱形浆砌块石刚性骨架和骨架间种植连续的紫
穗槐草皮相结合是膨胀土边坡加固、有效防止浅层
滑坡和坡面冲刷的工程措施。当然, 即时支护和良
好的施工质量极为重要。排水措施包括坡脚路边的

散堆积物。而在雨季坡面水流作用下, 干燥碎裂表

侧沟排水, 截断坡顶来水的天沟排水, 排除坡面水流
顺坡向的侧沟, 排除平台积水的平台排水沟, 各排水

层物质强烈吸水膨胀、
崩解而呈泥流状流至低洼地
带, 在线状水流作用下边坡常被侵蚀冲刷成密集分

沟系紧密相连且汇水齐归涵洞排走; 排水沟必须采
用高质量的水泥衬砌严格防止渗漏。

布深浅不同的冲沟, 并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

( 3) 抗滑桩与抗滑挡墙的抢险加固。对于有明

环境破坏。除了这种慢性灾害作用, 遭受长期干燥
失水作用的膨胀土边坡, 在连续降雨的作用下, 由于

显滑动迹象( 如坡顶拉裂、
边坡起鼓、坡脚隆起变形
等) 的膨胀土边坡必须立即进行抢险加固, 加固的有

土体含水量增高, 体积膨胀、强度强烈衰减而滑坡不

效性取决于钢筋混凝土抗滑桩或抗滑挡墙的加固深

断, 通常干旱时间越长, 旱后降雨量越大, 时间越长,

度, 钢筋混凝土抗滑桩的加固深度应超过 5 m, 穿过
坡脚屈服区; 钢筋混凝土抗滑挡墙的加固深度应达

隙所分割, 在重力作用下风化剥落, 并在坡脚形成松

滑坡越严重。
( 5) 长期不稳定性。膨胀土边坡经过逐次破坏

到 1. 5~ 2. 0 m, 超过大气强烈影响带。

和多次滑动直至 10 年、20 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可稳
定。但另一方面, 国内外也有一些膨胀性硬粘土边
坡在工程运营多年后才发生滑坡, 例如伦敦粘土挖

4 膨胀土管沟开挖施工中的地质灾害

方边坡和成昆铁路成都 狮子山滑坡都是在 施工后

4. 1 膨胀土的开挖效应

16 年才产生滑坡。

虽然任何岩土体的工程开挖都将引起岩土体受
力状况的变化, 从而引起岩土体浅表层卸荷变形作

( 6) 膨胀土性质和结构的控制作用。由于膨胀
土的成因或工程性质及膨胀土结构的巨大差异, 膨
胀土边坡的稳定性和地质灾害的严重性常常有巨大

用的发生和岩土体物理化学环境的变化, 但不同的
岩土体由于工程性质和结构的不同, 开挖后的岩土

差异, 凡是膨胀势低, 土体中裂隙构造特别是剪切裂

体稳定性和耐久性常有天壤之别, 例如完整的胶结

隙构造不发育的弱膨胀土, 滑坡灾害通常很轻微, 反
之往往很严重, 特别是当土体中分布着连续分布的

砾岩、石英岩 、
石灰岩可以形成上千米 80 多度的陡
壁, 厚层黄土 高 20~ 30 m, 成 80 的路堑可以很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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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在黄土中开挖的窑洞不需要支护可以长期使用。

集中土体的应变软化作用会导致土体发生滑动, 开

而对于膨 胀土来说即便是 开挖深度 2 ~ 3 m 的边
坡, 不仅浅表层的塌坍和风化剥落普遍存在, 甚至可

挖深度越大, 坡体滑动的危险性越高。
在膨胀土铁路、
公路路堑一侧深管沟的开挖( 即

能发生整个 斜坡带的大规模 滑动。受以下 原因影

坡脚卸荷) , 可使已经加固处理的稳定膨胀土边坡变

响, 膨胀土的工程开挖效应极其敏感。

成不稳定状态, 导致滑坡的形成和管道的变形破坏,
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雨季, 后果将更加严重, 为此在

( 1) 膨胀土粘粒含量高( > 30% ) , 摩擦强度低,
且土体中存在剪切构造, 因而强度极低。
( 2) 更新世及其以前沉积型膨胀土的超固结性
和高水平应力, 导致坡体变形显著。
( 3) 裂隙粘土的应变软化效应, 在坡体卸荷松弛

管沟开挖前, 应在路堑坡脚处采用抗滑桩等预加固
方案, 以保证管道施工的安全。
4. 3 膨胀土的干燥活化效应与管沟施工

变形的同时, 土体强度因应变而软化, 在坡脚处形成

天然膨胀土与风干膨胀土的膨胀性指标测试结
果表明, 膨胀土的风干作用导致其膨胀性指标增大

很大的剪切区, 并引起道面隆起。

10 倍左右。然而对于石油天然气钢质管道, 由于其

( 4) 膨胀土的开挖暴露土体含水量的降低( 即干
燥收缩作用) 和在雨季风化卸荷带吸水膨胀强度衰

韧性较好, 通常膨胀土地基的胀缩变形, 虽会造成管
道位置的升降变化, 但不会造成断裂破坏, 因此不会

减, 引起浅表层滑坡。

对管道的运营造成明显的不良影响, 模拟试验也证

大型管道工程必须进行深 2 m 或更深管沟的
开挖施工, 形成深度 2 m 的垂直沟槽, 虽然从开挖
到回填的周期不会太长, 但对于 具有裂隙性、胀缩
性、强度衰减特性的膨胀土深管沟施工, 并非安全可
靠, 根据膨胀土与工程的相互作用及其在旱季、
雨季
的基本变化规律, 深管沟开挖施工中可能会发生多

明了这一点。但在膨胀土地区管沟开挖施工中, 干
燥收缩和遇水膨胀变形破坏作用则可能造成未及时
回填的管沟坍塌破坏。
膨胀土的膨胀变形和坍塌破坏与土体水分损失
大小密切相关, 对枝江、
荆门天然膨胀土样品在不同
干燥失水率条件下, 膨胀土饱和含水量的变化试验

4. 2 管沟开挖施工中的地质灾害问题

结果表明: 随着膨胀土失水程度的提高, 土的含水量
不断增加, 当失水率大于 30% 时, 膨胀土产生强烈

4. 2. 1 开挖施工中管沟两壁坍塌
由于管沟两侧膨胀土卸荷松动, 特别是在顺沟

膨胀, 崩解破坏; 当失水率小于 15% 时, 在水的作用
下膨胀土性状相对稳定。因此, 开挖膨胀土地区的

向一组或两组节理的控制作用下, 发生0. 5~ 3. 0 m 3

管沟后, 必须在水分损失低于 15% 的条件下, 快速

楔形土体的塌落是不足为怪的, 这种坍塌作用可以
在挖掘后瞬间发生, 也可以间隔一段时间后在雨季

安装管道, 回填并夯实管沟, 以保持管沟在施工期间
的稳定性。

种地质灾害问题。

发生, 如果在管沟内管道焊接施工的过程中发生, 将

5 结束语

会导致人员伤亡。
4. 2. 2 管沟两壁的风化剥落和雨季的坍塌破坏
在深管沟成型后和管道填埋前, 膨胀土因开挖

( 1) 由于管道涉及的地域广、穿越不同的地质、

暴露而发生干燥失水作用, 不仅在开挖表面形成大

地貌和气候环境, 因此膨胀土的地质灾害类型、
危害

量不规则收缩裂隙, 随着干燥失水作用不断增强, 开
挖面形成大大小小分离 的碎块而发生风化 剥落现

程度, 将因膨胀土的成因、年代、
性质和所处地形、
气
候条件的不同而各不相同, 如通过山间盆地、
河谷盆

象, 且 在表 层 0. 5 ~ 1. 0 m 范 围 内形 成 风 化 层。

地的管道工程更多的是涉及河岸和斜坡带的地质灾

一旦发生降雨作用, 在雨水和地表水流作用下, 风化

害( 坍岸、
滑坡、
冲刷等) , 通过平原区的管道更多的
是输气站、加热站、
中转站等建筑物的变形开裂和深

层膨胀土因吸水膨胀强度衰减而发生管沟两壁的坍
塌破坏, 导致管沟报废, 不仅增加施工费用, 还会延
长施工周期, 因此管沟开挖施工一要周期短, 二要避

管沟开挖施工中的坍塌和安全问题。
( 2) 长期以来, 国内外关于膨胀土的研究主要集

开雨季, 在沟内进行焊接作业时, 应加强管沟支撑。

中在膨胀土地基及其工程问题上, 目前, 对在膨胀土

4. 2. 3 防止斜坡带管沟开挖施工中发生滑坡
在斜坡带深管沟开挖施工中, 斜坡带坡脚应力

中 开挖的线性工程边坡频繁发生的滑坡问题, 逐渐
( 下转第 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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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表2

不同管径的限制流速

( 4) 防止金属等杂物掉入容器中, 因其带电与液

管径
/ cm

流速
/ ( m s- 1 )

管径
/ cm

流速
/ ( m s- 1 )

1. 0

8. 0

20

1. 8

2. 5

4. 9

40

1. 3

5. 0

3. 5

60

1. 0

10

面形成充放电起火。
( 5) 采用绝缘管道输 送液体时, 为降低管道带
电, 防止管口与液体放电, 管内应衬有金属螺旋网并
接地, 管道外部应绕金属丝作屏蔽接地。
( 6) 针对带电液体的静电消散需要一段时间, 装
卸后要将液体静置一段时间( 表 3) 后再进行采样、

2. 5

测量操作, 避免作业物体与液面放电起火。
表 3 液体静置时 间推荐值

有的国家还根据液体电阻率( ) 的大小来限制
流速, 即当电阻率不超过 105

m 时, 允许流速不
5

9

超过 10 m / s; 当电阻率在 10 ~ 10
流速不超过 5 m/ s; 当电阻率超过 109

m 时, 允许
m 时, 允

许流速取决于液体性质、管道直径及管道内壁的光
滑程度, 不能 一概 而 论, 但 1. 2 m/ s 的 流速 是 允
许的。
实际应用中, 当容器或管道存在可燃气体时,

液体
电阻率
/(
m)
108 ~ 1012

不同容器容积下液体静置时间推荐值
/ min
< 10 m 3 10~ 50 m 3 50~ 5 000 m 3

5 000 m 3

1~ 2

1~ 3

1~ 10

2~ 30

10 ~ 10

2~ 4

3~ 5

10~ 60

30~ 120

1014

4~ 10

5~ 10

60~ 120

120~ 240

12

14

初始流速应控制在 1 m/ s 内, 这样当管道被液体充
满时, 才能使流速逐渐达到推荐值, 不得已时可采用
多管道输送方式。
( 2) 实践证明, 采用顶部注入方式时, 液体在空
气中喷射、
飞溅, 增加摩擦、
冲击带电的同时, 还会将
含有大量气泡、杂 质的水化物注 入液体中, 发生搅
拌、沉浮和流动带电, 增加液体的静电量。因此, 应
采用底部注入方式, 增加用泵循环、
机械搅拌等调合
措施。
( 3) 制造、检修压力容器时, 必须保持内壁光滑,
避免粗糙面, 防止 感应形 成金 属尖 端强 电场放 电

( 7) 采用添加抗静电剂、增加空气湿度、控制温
度、
减少含氧量, 强制通风、静电屏蔽等方法避免静
电危害。
综上所述, 易于产生静电的易燃、
可燃液体在储
存、
输送、
运输、
加工等作业环节中, 仅靠接地是不能
完全避免静电危害的, 其他防静电辅助措施也非常
必要, 应该引起易燃易爆现场作业人员的高度重视,
切实采取必要措施, 最大限度地消除静电危害, 确保
安全。

起火。

( 收稿日期 2009-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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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有条件的部门, 应进行有效蒙脱石含量和比表

成为土力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近期对 超固结硬粘

面积指标的测试, 做到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把研究水

土的边坡稳定性 和 裂隙粘土的边坡稳定性 进行

平提高一步。在膨胀势判别的同时应进行膨胀土成
因、
年代的研究和地质灾害预测研究。

了研究, 逐次破坏理论 和 应变软化理论 的提出
虽对膨胀土边坡地质灾害研究有重要价值, 但对工
程、环境影响下, 特别是干湿交替作用下, 在土体含
水量变化和体积变化的同时所发生的土体强度变化
及其变形破坏机理, 尚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因此, 膨
胀土的边坡问题比膨胀土的地基问题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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