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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土心墙坝漫顶溃坝过程离心模型试验与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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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作者研制成功的溃坝离心模型试验系统，对粘土心墙坝漫顶溃决过程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发现粘土心
墙坝与均质坝溃决机理与溃口发展规律明显不同，随着漫坝水流对下游坝壳冲蚀程度的增加，粘土心墙发生剪断
破坏，溃口洪水流量迅速增大。基于上述试验结果，提出了一个描述粘土心墙坝漫顶溃坝过程的数学模型，并建议
了相应的数值计算方法。该模型基于不同土体陡水槽冲蚀试验结果，提出了一个模拟漫坝水流对下游坝壳料冲蚀
的经验公式，并给出了下游坝壳的冲蚀程度与心墙发生剪断破坏间的数学关系，利用宽顶堰公式计算溃坝流量过
程。数值模拟与试验结果的对比，验证了建议数学模型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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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大坝在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存在着溃决的风险。中国拥有水库大坝８ ７万多座，其中
９３％以上为土石坝。１９５４ ～ ２００６年间，中国已有３４９８座水库大坝发生溃决［１］，其中大部分为土石坝，造成
了国家和人民生命与财产的重大损失。如１９７５年河南板桥水库坝高２４ ５ ｍ粘土心墙坝因超标准洪水发生漫
顶溃决，造成２２ ５６４人死亡和大量财产损失及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研究表明［２５］，溃坝洪水流量过程对土石
坝溃决致灾后果有着重要影响，而溃坝洪水流量过程主要取决于其溃口发展规律，因此深入研究土石坝溃决
机理和溃口发展规律，对提高土石坝溃决致灾后果的预报精度，科学合理制定溃坝应急预案显得十分必要。
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土石坝的溃决机理和溃口发展规律的大量研究工作主要针对均质土石坝进行［６１５］，很
少涉及土石坝另一重要坝型粘土心墙坝。为此，利用笔者设计的溃坝离心模型试验系统，对一座原型坝高
１６ ０ ｍ的粘土心墙坝溃决机理和溃口发展规律开展了试验研究，进而提出了一个描述粘土心墙坝漫顶溃坝
过程的数学模型及相应的数值计算方法，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证明了该模型的合理性。

１　 粘土心墙坝溃决机理与溃坝过程离心模型试验
目前国内外土石坝溃坝试验主要包括室内小比尺模型坝溃坝试验与实体坝现场溃坝试验，室内小比尺模

型坝溃坝试验由于模型与原型比尺差别大，能否合理反映原型坝实际溃决过程值得进一步研究。实体坝现场
溃坝试验无疑是最好的办法，但一般很难寻找到合适的试验场地，而且试验费用高、耗时较长，随着坝高的
增加，试验的风险控制也将变得十分困难。而土石坝溃坝离心模型试验可通过调整离心机加速度，使得模型
与原型的应力一致，模型与原型的水流流速、时间等因素相似比例清楚，不失为一种开展土石坝溃坝试验的
好方法。为此，笔者采用旋转接水环的思路，设计开发了一套大流量模型水流控制系统。该系统能在１００倍
重力加速度条件下提供０ ０１ ～ ０ ０５ ｍ３ ／ ｓ（原型为１００ ～ ５００ ｍ３ ／ ｓ）流量的试验水流，持续时间可达２０ ｍｉｎ（原
型为３３ ３ ｈ）；系统设置有先进的数据和图像采集系统，测量土石坝溃决时位移发展变化、溃口流量过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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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角度捕捉和摄录土石坝的溃决全过程，能够在高离心加速度条件下以及高速泥石流的作用下正常工作。
粘土心墙坝模型坝高３２ ０ ｃｍ，心墙坡比１∶ ０ ２，坝体上游坝坡坡比１∶ ２，坝顶中部预留缺口宽６ ０ ｃｍ，深

１ ０ ｃｍ，心墙土密度１ ９８ ｇ ／ ｃｍ３，粘聚力４５ ｋＰａ，内摩擦角２５ ９°，坝壳料密度２ ２４ ｇ ／ ｃｍ３，无粘聚力，内
摩擦角４８ １°（如图１）。试验离心加速度采用５０倍重力加速度，模拟坝高１６ ０ ｍ，心墙顶部宽度为２ ０ ｍ。

图１　 粘土心墙土石坝模型
Ｆｉｇ １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ａ ｃｌａｙ ｃｏｒｅ ｄａｍ

试验过程录像显示，漫坝水流首先对下游坝壳进行冲蚀，随着下游坝壳冲蚀程度的增加，心墙下游侧面
逐渐暴露临空，如图２所示。在上游水压力和土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心墙发生剪断破坏，如图３所示，溃口
洪水流量突然增大到最大值。随着库水位下降，溃口流量很快降低为零，最终形成如图４所示的溃口和残留
坝体。溃坝试验过程中上游入库流量为１４３ ７ ｍ３ ／ ｓ，溃坝历时约１ ３０ ｈ，溃口峰值流量为２８６ ０ ｍ３ ／ ｓ，峰值
流量出现时间为溃坝发生后约１ １４ ｈ。

图２　 下游坝壳冲蚀后露出心墙
Ｆｉｇ ２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ｒｅ ｉｎ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ｓｈｅｌｌ ａｆｔｅｒ ｅｒｏｓｉｏｎ

图３　 心墙发生剪切破坏时刻
Ｆｉｇ ３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ｈｅａ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ｃｌａｙ ｃｏｒｅ

图４　 最终溃口与溃坝洪水流量过程
Ｆｉｇ ４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ｌ ｂｒ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ｂｒｅａｋ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２　 粘土心墙坝溃坝数学模型
从上述试验结果可以清楚看出，粘土心墙坝与均质土石坝的溃口发展规律明显不同，对于粘土心墙坝而

言，心墙剪断的时刻对溃坝洪水流量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建立粘土心墙坝溃坝模型，首先必需确定
下游坝壳的冲蚀程度与心墙发生剪断破坏间的数学关系。假定当下游坝壳垂向下切深度达到临界深度ｙ ｃ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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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墙发生剪断破坏，此时作用在上部心墙上的力（如图５所示）需满足以下条件为
Ｆ ａ ＋ Ｆｗ ＞ Ｆ ｓｂ ＋ Ｆ ｓｓ ＋ Ｆ ｃｂ ＋ Ｆ ｃｓ （１）

图５　 粘土心墙剪切破坏示意图
Ｆｉｇ ５ Ｓｈｅａ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ａ ｃｌａｙ ｃｏｒｅ ｄａｍ

式中　 Ｆａ 为心墙上游侧坝体材料的主动土压力，Ｆａ ＝ ０ ５珔Ｂｙｃ γ１ ｙｃ ｔａｎ２ ４５° － φ１( )２ － ２ｃ１ ｔａｎ ４５° －
φ１( )[ ]２

；Ｆｗ 为水压
力，Ｆｗ ＝ ０ ５γｗ珔Ｂ（ｙｃ ＋ ｈｄ）２，ｈｄ 为漫坎水位与坝顶高程之差；Ｆ ｓｂ为沿破坏面底部作用的摩擦力，Ｆ ｓｂ ＝Ｗｔａｎφ２；Ｆ ｓｓ
为沿破坏面两侧作用的摩擦力，Ｆ ｓｓ ＝ γ２ ｙ２ｃＫＬ２ ｔａｎφ２；Ｆｃｂ为沿破坏面底部的粘结力，Ｆｃｂ ＝ ｃ２珔ＢＬ２，珔Ｂ为破坏面溃口
宽度，珔Ｂ ＝ Ｂ － ２ｙｃ ｃｏｔφ１；Ｆｃｓ为沿破坏面两侧的凝聚力，Ｆｃｓ ＝ ｃ２ ｙｃ（Ｌ１ ＋ Ｌ２）；Ｋ为静止土压力系数，Ｋ ＝

１ － ｓｉｎφ２
１ ＋ ｓｉｎφ２

；Ｂ
为坝顶溃口宽度；Ｌ１ 为心墙顶部宽度；Ｌ２ 为心墙破坏面宽度，Ｌ２ ＝ Ｌ１ ＋ ２ｙｃ ｃｏｔβ；Ｗ为破坏底面以上心墙的重量，
Ｗ ＝ ０ ５γ２（Ｌ１ ＋ Ｌ２）珔Ｂｙｃ；γｗ 为水的重度；γ１ 为坝壳料的干溶重；γ２ 为粘土心墙的干溶重；ｃ１ 为坝壳料的粘聚
力；ｃ２ 为粘土心墙的粘聚力；α为心墙坝的坡脚；β为心墙的坡面倾角；φ１ 为坝壳料的内摩擦角；φ２ 为粘土心
墙的内摩擦角。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离心模型试验发现，下游坝壳料在水流冲蚀作用下，溃口坡度近似等于坝壳料的内摩
擦角，因此在计算过程中采用坝壳料内摩擦角φ１ 模拟溃口边坡坡角。

显然，下游坝壳垂向下切深度达到临界深度ｙｃ 决定着心墙剪断破坏是否发生和发生的时刻，而ｙｃ 可用相
关的坝体冲蚀经验公式计算得出。目前在土石坝溃坝计算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是ＭｅｙｅｒＰｅｔｅｒ＆Ｍｕｌｌｅｒ［１６］和Ｓｍａｒｔ
泥沙输移公式［１７］，上述两个公式采用临界剪切应力和水流剪切应力来描述土体的抗冲蚀能力与冲蚀能力，但该
两个参量在实验中很难测定，而水流速度不仅物理意义明确，且很容易测定，因此笔者在分析不同土体陡水槽
冲蚀试验结果［１６１８］的基础上，建议了一个计算土体单宽冲蚀率（ｑ ｓ）的表达式：

ｑ ｓ ＝ ０ ２５
ｄ９０
ｄ( )
３０

０ ２

ｓｅｃθ
ｖ（ｖ２ － ｖ２ｃ）
ｇ γ ｓ
γｗ
－( )１

，ｖ ＝ Ｑｂ
Ｂ（Ｈ － Ｈｃ），ｖ ＝ ｇ（Ｈ － Ｈｃ）ｔａｎ槡 θ （２）

式中　 ｄ９０和ｄ３０分别为粒径小于它的的颗粒含量占总重量的９０％和３０％的颗粒粒径；Ｂ为溃口宽度；ｖｃ 为下游
坝壳料起动流速；γ ｓ为坝壳料饱和容重；ｖ为摩阻流速；ｖ为水流流速；Ｑｂ 为溃口流量；θ为土石坝下游坝坡坡
角；Ｈ为库水位；Ｈｃ 为溃口底部高程。

则溃口的冲蚀率（Ｑｓ）可表示为

Ｑｓ ＝ ０ ２５
ｄ９０
ｄ( )
３０

０ ２

ｓｅｃθＢ
ｖ（ｖ２ － ｖ２ｃ）
ｇ γ ｓ
γｗ
－( )１

（３）

当漫顶溃坝发生后，水流沿着初始溃口冲蚀下游坝坡，溃口流量可采用下面的宽顶堰公式计算：
Ｑｂ ＝ ｍＢ ２槡ｇ（Ｈ － Ｈｃ）

３
２ ＋ ２ｍ ２槡ｇｔａｎ π２ －( )θ （Ｈ － Ｈｃ）５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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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ｍ为流量系数。
显然，下游坝壳垂向下切深度达到临界深度ｙｃ 和相应宽度决定着心墙剪断破坏是否发生和发生的时刻，

时间段增量Δｔｉ内溃口纵向冲蚀深度增量Δｙｃｉ为
Δｙｃｉ ＝

ΔｔｉＱｓ
ＰＬ（１ － ｎ２） （５）

Δｙｃ ＝ 
ｎ

ｉ ＝ １
Δｙｃｉ （６）

式中　 Δｙｃ 为溃口纵向冲蚀深度；Ｌ为下游坝坡溃口长度；ｎ２ 为坝壳料孔隙率。
假定下游坝壳垂向下切速率和横向扩展速率相同，则溃口宽度增量ΔＢ可表达为（如图４）

ΔＢ ＝ 
ｎ

ｉ ＝ １
（ΔＢｉ ＋ ΔＢｉ）＝ 

ｎ

ｉ ＝ １
２ΔＢｉ ＝ ２Δｙｃ （７）

用式（３）、式（５）～式（７）计算下游坝壳的冲蚀过程，当ｙｃ 不满足不等式（１）时，ｙｃ 继续按照冲蚀深度增量
Δｙｃｉ增加，直至满足式（１）时心墙才会发生沿破坏面的剪断破坏。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坝体较高，且有上游洪水
持续补给水库，心墙还会沿新的破坏面发生再次剪断破坏，此时可重复上述计算过程。至于溃口发展过程中由
于溃口边坡失稳和坍塌所引起的溃口横向扩展，可用文献［１１］给出的方法求解。

３　 粘土心墙坝溃坝数学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上述模型的合理性，采用分时段迭代的计算方法对离心模型试验选取的粘土心墙坝漫顶溃决的溃

口发展过程和溃口流量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具体求解过程见计算框图６，图中Ｈｂｍ为溃口最终底高程，Ｂｕ 为溃
口最终顶宽，Ｂｍ 为溃口最终底宽。模型坝的物理力学参数如表１。计算时间步长Δｔ ＝ ０ ０２ ｈ，根据试验情况设
定计算时间为１ ５ ｈ。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情况如图７所示。

图６　 粘土心墙坝溃坝数值模拟流程图
　 Ｆｉｇ ６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ａ ｃｌａｙ ｃｏｒｅ ｄａｍ

图７　 粘土心墙坝溃口流量过程线对比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

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ｂｒｅａｋ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ａ ｃｌａｙ ｃｏｒｅ ｄａｍ

表１　 粘土心墙坝漫顶溃决数值计算各相关物理力学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ａ ｃｌａｙ ｃｏｒｅ ｄａｍ ｄｕｅ ｔｏ ｏｖｅｒｔｏｐｐｉｎｇ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Ｈ Ｌ１ ｔａｎθ Ｂ０ ＨＣ０ Ｓ０ Ｑ０ ｄ９０ ／ ｄ３０ ｎ２ ｒ１ ｒ２ φ１ φ２ ｃ１ ｃ２ ｍ
１６ ０ ２ ０ ０ ５ ３ ０ １５ ７ ６４０ ０ １４３ ７ ５ ０ ２ ０ １ １６ ５ ２ ２４ ４８ １ ２５ ９ ４５ ０ ５

注：Ｃ为心墙土粘聚力，ｋＰａ；ｍ为流量系数。

由图７可以发现，建议的数学模型和数值计算方法
可较好地模拟粘土心墙坝的溃坝过程。心墙坝在心墙剪
断破坏发生之前，由于心墙的挡水作用，溃口流量的增
加较为平缓，随着心墙发生剪断破坏，溃口洪水流量迅
速增大到最大值，随后库水位下降，溃口流量很快降低
为零。只是计算得出的溃口流峰值流量为３１５ ２ ｍ３ ／ ｓ较
溃坝离心模型试验得到的溃口峰值流量２８６ ０ ｍ３ ／ ｓ偏大，
溃口峰值流量出现的时间１ ０６ ｈ也较试验值１ １４ ｈ有所
提前，计算结果偏于保守，这从制定溃坝洪水应急预案
角度来看是可以接受的，从而验证了建议数学模型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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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计算方法的合理性。

４　 结　 　 论
利用溃坝离心模型试验系统对粘土心墙坝的溃决机理与溃口发展规律进行了试验研究，并建议了一个能合

理模拟粘土心墙坝溃坝过程的数学模型和相应的数值计算方法，得出了以下结论：
（１）粘土心墙坝与均质土石坝的漫顶溃决机理具有明显差别，粘土心墙的破坏模式为剪断破坏，其破坏模

式和破坏时刻对溃口发展规律和溃坝洪水流量过程影响显著。
（２）建议的粘土心墙坝溃坝数学模型能反映粘土心墙与坝壳间的相互作用，并能给出粘土心墙的破坏时

刻。粘土心墙坝溃坝过程的数值模拟与试验结果的对比分析验证了建议数学模型的合理性。
（３）基于均质坝试验结果所建议的数值模型用于粘土心墙坝溃坝过程的数值模拟将得出与实际不符的结

果，从而影响溃坝洪水流量过程和溃坝致灾预测结果的可靠性。
（４）由于离心模型试验模拟的心墙坝坝高１６ ０ ｍ，在试验过程中心墙仅发生一次剪断破坏，对于高粘土心

墙坝，心墙可能发生不止一次的剪断破坏，因此，下一步将通过提高离心加速度来研究高粘土心墙坝的溃决规
律，以进一步验证建议数学值模型和数值计算方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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