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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病险水库数量庞大，目前国内正有计划分步开展水库除险加固工作，除险加固的理论方法研究已成为

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总结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的研究分为理论分析方法和加固技术

措施两方面，进而从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结构分析方法以及除险加固效果量化研究三方面阐述了当前研究进展

与不足。同时指出，考虑中国病险坝特点和机理的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结构正反分析方法及除险加固效果的量

化评价研究是未来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理论分析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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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建成水库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水库病险问题日益凸显的国家。病险水库，国内是指现状抗洪标

准低于现行标准或者因较严重质量问题而不能正常运行的水库，也即 《大坝安全鉴定办法》规定的三类坝。

而国际上，通过综合考虑不确定因素及后果危害的风险方法衡量大坝安全性。据统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年 ３月，

中国共修建中小型水库 ９７２４６座，这些水库中仍然有 ４７万余座病险水库，其中包括 １０９６座中型水库和
４６万余座小型水库（其中小（一）型水库 ５４００座，小（二）型水库 ４１１１８座）。这些病险水库绝大多数是建
于 ２０世纪 ５０～７０年代的中小型土石坝。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再加上多年来的管理不善和工程
自身老化，这些水库运行至今出现了防洪标准低、工程质量差、病险隐患多等诸多不利情况

［２］
。同时，随

着近年来水电开发代价的日益增加和节约型社会的政策倡导，对现有水库的充分利用就倍受关注。为了防洪

保安全，提高水库效益，必须深入开展水库除险加固的研究工作。病险水库的研究可分为理论分析研究和加

固技术措施研究两方面。目前国内外对水库加固技术措施的研究较成熟，对混凝土防渗墙和灌浆技术的应用

研究尤为突出
［３］
，而对病险水库理论分析的研究还需要加强。本文主要从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结构分析

方法以及除险加固效果量化三方面，系统阐述了国内外病险水库理论分析研究进展，归纳并提出了几个亟需

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１　水库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研究

在对病险水库进行除险加固时，首先需要对大坝的病险因素以及破坏模式进行有效辨识，确定大坝的风

险程度，以便指导是否急需进行除险加固
［４］
。基于风险分析的除险加固优化技术，不但可以对多座水库进

行风险排序以优先加固重险水库，而且可以确定大坝病险因素，从而为优化大坝除险加固方案、合理分配除

险加固资金提供依据。风险是指对生命、健康、财产和环境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的度量，是溃坝可能

性和产生后果的乘积。这种建立在大坝失事概率分析和大坝失事所造成的下游生命损失和经济损失估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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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风险概念，既考虑有针对性的工程加固措施，也与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相联系。

水库安全评价是对水库可靠性的衡量，基于风险分析的安全评价是利用风险分析结果预测水库发生事故的可

能性及严重程度，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风险分析技术最早起源于美国，１９７６年该方法首次用于美国
Ｔｅｔｏｎ坝的失事分析。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已经运用大坝风险分析方法，加强大坝安全的风险
管理

［５８］
。中国病险水库数量大、分布广，病因、病害程度、溃坝后果均不同。大坝风险分析研究在中国开

展得相对较晚，始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 ９０年代初。对水利水电工程风险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防洪安全、水
资源利用、水利工程施工以及地下水应用 ４个方面，但是采用的风险分析方法不一，安全评价标准缺乏，至
今仍然在理论研究阶段。目前对大坝的安全鉴定，范围大多仅考虑结构安全，方法大多还沿用传统的基于确

定性准则的方法，即通过大坝安全定期检查，诊断出大坝存在的缺陷，定性鉴定大坝的安全等级
［９］
。这种

评价方法内容明确，可操作性强，但无法体现病险的严重程度，评价体系较难处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也较难考虑大坝安全程度与对下游的影响，对不确定性因素量化及专项分析间的逻辑关系处理不明晰。而作

为风险分析方法之一的综合评价分析法能够考虑大坝安全的各主要影响因素和权重，对各种不确定因素量化

的处理也比较明晰，逐渐用于水库除险加固工作。综合评价分析法主要有综合评分法、层次分析法、风险评

估分析法和模糊综合分析法，近年来均取得了一些成果。蔡守华等
［１０］
根据层次分析（ＡＨＰ）法和理想点

（ＴＯＰＳＩＳ）法［１１］
，建立了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优化排序数学模型。胡德秀等

［１２］
针对病险水库运行风险的量化问

题，进行了灰色随机风险计算的复合不确定性分析方法研究。叶亚三和陈国兴［１３］
采用改良后的模糊 ＤＥＡ／

ＡＲ模型建立水库大坝的抗震性能综合评价系统，其计算结果可以为水库除险加固排序提供参考。
目前，各国对大坝风险评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大坝溃口特征和溃坝机理进行研究，利用综合评估方法

对大坝系统建模以进行安全评估分析研究，对大坝系统进行风险分析及溃坝后果分析研究以及对大坝群进行

除险加固排序方法研究 ４个方面。基于已有的溃坝参数资料，编制用于溃口参数选择的技术导则，开展溃坝
机理的物理、数学模型研究以及开发较好的溃坝预报模型这些方面都有待于深入研究。由于各国的风险标准

不一致，因此必须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坝风险标准。病险水库一般缺少历史数据资料，基于模糊数学

的风险分析及安全评价理论具有一定优势，但该方法在隶属函数的确定、反应实际情况等方面还不够完善。

各种除险加固排序方法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排序结果的可靠度以及如何根据具体工程修正排序决策指标及权

重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随着水库的修建运行，近坝流域水文地质发生了变化，雨洪系列资料延长，适

当考虑极端洪水条件以及水库泄洪等其他不确定因素，适时更新原设计洪水位非常有必要。新的设计水位不

仅可以作为加固大坝的重要依据，而且可以通过汛期分段和分级降雨预报信息等方式优选
［１４］
、动态控制

［１５］

汛限水位，实现在防洪安全前提下最大兴利的目的。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基于风险评估方法开展并且刚刚

起步，有待深入研究以指导大坝安全管理和相应的应急措施
［１６１７］

。

２　结构分析方法研究

２１　数值计算方法应用
随着计算力学的完善和严密可靠通用的大型商业软件的开发，数值计算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传统

水工结构分析方法相比，数值计算方法有许多优势：① 理论完善，弥补了传统方法假定条件多的不足，计
算结果精确；② 能够给出土体的应力应变大小，分布规律，变化趋势，进而可以分析结构的变形失稳机理
和渐进破坏过程；③ 能够考虑流固耦合作用；④ 能够考虑不同材料间的变形协调；⑤ 扩大了诸如非饱和土
理论、强度折减法等理论研究的范围；⑥ 使裂缝开展等困难的问题得以进行研究。

目前数值计算方法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为有限元法，另一类为新型数值计算方法，包括边界元法、有限

差分法、离散元法等。有限元法的优点是适应性强，自由边界条件自动满足，但是不适合计算大尺度，对于

透射边界需单独处理，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到实际中。缺点是单元太多的模型，计算速度慢。边界元法的优点

是域内二维问题化成了边界一维问题来处理，自动满足透射边界，但是构造 Ｇ函数比较困难。有限差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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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大尺度（如地震波），方法简单，计算速度快，但是边界处理更困难。离散元法是专门用来解决不连续

介质问题的数值模拟方法，但发展不够成熟。其中，有限单元法是把计算域离散剖分为有限个互不重叠且相

互连接的单元进行计算求解，是从微小的单元层面分析结构状态，对研究人员发现、总结病险水库的病因、

破坏机理等有非常大的帮助。

Ｎｅｕｍａｎ于 １９７３年最早提出非饱和渗流的有限元法，由此引发的人们对非饱和渗流的研究热潮至今仍在
继续

［１８］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和 Ｍａｒｉｎｈｏ［１９］对塑性体自然状态下的土水特征曲线进行了一定研究。Ｆｒｅｄｌｕｎｄ［２０］研究发

现非饱和土的饱和度在 ０～１００％之间变化，不同的饱和度有不同的流态，流态的变化对水和气的渗透系数影
响很大。朱岳明和龚道勇

［２１］
通过深入研究三维饱和非饱和渗流场的有限元法，得出了精细处理饱和非饱和

渗流逸出面边界条件的方法。非饱和渗流对中小型病险土石坝的影响非常大，而且随坝高的减小而越加明

显，而目前对病险土石坝的复核计算仍基本处于仅考虑饱和区的土石坝渗流分析阶段，因此需要将非饱和渗

流的有限元法逐渐应用到除险加固工程中。

有限元强度折减系数，是在外荷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边坡内土体所能提供的最大抗剪强度与外荷载在

边坡内产生的实际剪应力之比。由此可见，当假定边坡内所有土体抗剪强度的发挥程度相同时，其与极限平

衡法中所定义的安全系数在本质上一致，实际上都具有强度储备的意义。Ｚ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于 １９７５年提出了有限
元强度折减法，Ｕｇａｉ和 Ｇｒｉｆｆｔｈｓ等推动了该方法的发展及应用［２２］

。Ｕｇａｉ［２３］研究了降雨入渗对边坡的影响，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和 Ｍｕｔｈｙ［２４］，Ｈｕａｎｇ和 Ｊｉａ［２５］用有限元强度折减法研究了非饱和渗流的边坡稳定，Ｓｈｅｎｇ等［２６］

研究

了有限元强度折减法的失稳判定标准。极限平衡法由于自身假定条件多的特点，使其用于分析病险水库受到

很大的限制，而有限元强度折减法对综合分析现状土料强度以及探究土料强度老化机理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病险土石坝的裂缝更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问题，采用有限元法对土石坝应力和应变进行分析，从而实现

对裂缝位置、开展情况、发展速度的分析，对分析裂缝成因，总结裂缝规律，采取防护和加固改善措施等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土石坝裂缝的隐蔽性、复杂性以及监测数据的缺乏，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不够深

入。虽然目前国内外都重视基于数值模拟计算的研究工作，内容包括渗流规律、强度准则判别、土料本构模

型、裂缝成因、机理等各方面，但是对于水库除险加固工作，这些研究都相对滞后，亟需引起重视。

２２　土料参数反演分析
随着筑坝时间的推移和筑坝数量的增加，水库的病险问题越来越明显。以往设计，通常用稳定和强度控

制，而对耐久性往往不够重视
［２７］
，因此对材料老化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由现场检查和土石坝原型观测资

料分析表明，许多土石坝存在管涌、流土，流变性破坏，因后期变形对强度、稳定和裂缝的影响也非常明

显。对于运行多年的大坝，受后期变形、土料老化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坝体物理、力学等参数与原设计

相比已经改变。

传统的数值计算方法（正分析）中土料参数主要通过室内试验和现场试验确定，但是室内试验由于试样

的扰动及 “尺寸效应”的影响，测出的参数与真实情况有所差异，而少量的现场试验结果无法得到代表整

个坝体材料性质的计算参数，大量实验又会增加成本。参数反演分析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参数反演（反分析），即根据宏观变形状况假定水工结构的稳定性系数，再反算结构的物理、力学参数。大

坝原型监测资料蕴含了大坝结构性态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可以挖掘其内在规律，探讨坝体老化、变形的现状

以及发展规律，并将反分析理论推求的坝体土料的相关参数用于正分析计算中对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精确度

都非常有利。病险水库大多已经运行了四五十年，大坝的渗流、变形基本稳定，材料老化问题突出，各种病

险隐患模糊不清，反演分析在这个领域的应用具有很大的潜力。

大坝是一种复杂的天然人工扰动地质体，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如量测误差、仪器精度、荷载等）的
存在，对大坝原型观测值含有一些误差，只有采用不确定性分析才能得到较符合实际的结果，因此，近年来

对土石坝物理、力学参数反演的研究逐渐由确定性分析发展为不确定性分析。Ｘｕ等［２８］
研究了复杂岩体初始

应力场随机反分析的遗传优化算法。黄耀英等
［２９］
提出了区间参数单调性优化反分析法。苏怀智等

［３０］
利用区

间分析方法，依据大坝原型观测数据和有限元数值计算成果，构建了大坝变形区间监控模型。江思珉等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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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粒子群算法与 ＨｏｏｋｅＪｅｅｖｅｓ方法有机结合，提出了反演水文地质参数的混合算法。
目前，不确定分析方法主要有随机分析方法、模糊分析方法和区间分析方法。随机分析方法、模糊分析

方法是已经广泛使用的工程结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近年来区间分析方法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并成为一种新的

工程结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在统计信息不足以描述不确定参数的概率分布或隶属度函数，工程单位仅提供

不确定参数的区间范围而想获得结构响应的区间范围时，前两种方法计算结果可能出现较大的偏差，区间分

析方法只需要较少的数据信息（上、下界）就可以描述参数或量测信息的不确定性，因而有其独特的优势。

由于大坝安全监测技术发展较晚，多数病险土石坝缺乏系统的监测数据，统计信息不足并且不确定因素多，

因此区间分析方法应该更适合病险土石坝的反演分析。目前研究适合病险土石坝的区间分析模型的文献较

少，区间分析法存在的区间扩张问题以及如何将人工智能算法应用于区间反分析计算中还需进一步研究。

３　除险加固效果量化研究

随着对病险水库治理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们注意到不仅病险水库本身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除险加固

施工过程也会对大坝造成一定程度的扰动，甚至有一些加固工程存在因赶工期、抢进度造成的加固效果不佳

的现象。为了确保现状水库加固质量合格以及指导后期水库加固工作，必须深入研究水库加固效果评价方

法。除险加固效果评价是对实施除险加固工作的水库进行综合评价，并将其与除险加固前安全评价结果进行

对比分析，属于工程后评价。通过加固效果分析，一方面可以综合评价除险加固工程对水库病险程度改善的

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反馈勘测、设计以及施工工艺的合理性，为今后除险加固工程提供参考
［３２］
。此外，还

可以结合安全监测数据，发现加固缺陷，预测除险加固工程的安全运行期。

目前，国内外的水库除险加固效果量化评价方法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大多仅针对除险加固中具体某

一项或者某几项指标，主要方法为利用地勘或者安全监测数据进行常规分析或者数值模拟，对比除险加固前

后该指标的变化情况来说明本次加固效果。对大坝加固效果进行系统、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非常少。吴焕

新
［３３］
建立了基于加速遗传的层次分析法定量评价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治理效果的综合评价体系。张计

［３４］
在传

统大坝安全评价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了土石坝安全评价量化评价体系以及土石坝除险加固效果量化评价体

系。Ｓｃｈｅｗｅｉｇｅｒ和 Ｋｉｔｍｍｅｒｅｒ［３５］对劈裂灌浆技术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孙锋等［３６］
以山东某水库堤坝劈裂灌浆工

程为研究对象，利用二维有限差分数值方法分析了坝体底部劈裂灌浆引起坝体的应力和变形特征。Ｗｕ等［３７］

基于流固耦合理论对土坝劈裂灌浆中泥浆与土料接触处的应力和应变进行数值分析。Ｓｅｏｋｈｏｏｎ［３８］通过研究
薄泥灌浆加固前后土坝材料电阻率的变化规律，提出一种大坝加固效果评价方法。

根据地勘和安全监测数据的分析法可操作性强，结论明确，但存在 ３个问题：① 地勘和安全监测数据
均采用断面法选取典型数据，数据缺乏连续性；② 依赖性强，仪器故障或者测值不准将导致分析模拟结果
偏差，甚至出错；③ 许多处理措施具有隐蔽性，短期的监测数据无法显示施工等的薄弱环节，可能导致不
符合实际的结论。综合评价体系分析法是一种新思路，但其指标体系的选取不够完善，评价方法各有特色，

评价标准尚在探索阶段。水库除险加固效果评价是复杂的综合评价项目，项目内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而且除了工程技术安全外，还有施工、经济、社会影响、环境评价等多方面内容，涉及范围广、难度

大。探索一个行之有效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效果综合评价体系已经成为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４　结论与展望

（１）重视除险加固理论分析的研究。与新建水库不同，病险水库大多存在勘察、设计、施工等原始缺
陷，经过多年的变形和周围环境的侵蚀破坏，坝体结构和各种物理、力学参数以及标准规范等都有所变化，

只有通过准确的理论分析，查明大坝病因、破坏规律、影响范围和程度，比选出最优除险加固方案，才能指

导加固措施研究以及资金优化等工作，促进新理论、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进而反馈设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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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为今后除险加固工程提供参考。

（２）重视除险加固理论分析与计算机的结合。计算机可以实现高效精确的计算，同时获得直观形象的
分析结果。借助计算机开展大坝风险分析，深入研究渗流、应力、温度、裂缝、老化等规律特征，扩展分析

理论的内容和范围。

（３）重视除险加固理论分析与安全监测的结合。随着大坝原型观测精度的不断提高，监测范围扩大，
充分利用安全监测资料，探索水库病险成因、类型及机理已成发展趋势。适合国情的病险水库反演分析方

法，反演参数范围以及可靠性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４）重视除险加固工程后评价。对除险加固工程后评价的量化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大
多仅针对除险加固中具体某一项或者某几项指标，范围过窄并且工程应用很不成熟。建议深入研究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效果综合评价体系的理论、方法和工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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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ｕｎｄ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ｌｏｏｄｌｉｍｉｔ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１５（３）：３７６３８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郭生练，陈炯宏，刘攀，等．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研究进展与展望［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０，２１（４）：４９６５０３．（ＧＵＯＳｈｅｎｇｌｉ

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ｏ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ＵＰａｎ，ｅ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ｊｏｉ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１（４）：４９６５０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刘宁，黄金池，张启义．卡马水库应急除险工作的启示［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０，２１（６）：７４２７４７．（ＬＩＵＮ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Ｊｉｎ

ｃｈｉ，ＺＨＮＡＧＱｉｙｉ．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ｉｓｋ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ｎｔｈｅＫａｍａ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１（６）：７４２７４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ＦＲＥＤＬＵＮＤＤＧ，ＲＡＨＡＲＤＪＯＨ．非饱和土土力学［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８．（ＦＲＥＤＬＵＮＤＤＧ，ＲＡ

ＨＡＲＤＪＯ．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ｆｏｒ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ＡＭ，ＭＡＲＩＮＨＯ．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ｏｉ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ｅｎｖｉｒ

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１３１（３）：６５４６５８．

［２０］ＦＲＥＤＬＵＮＤＤＧ．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２００６，１３２（３）：２８６３２１．

［２１］朱岳明，龚道勇．三维饱和非饱和渗流场求解及其逸出面边界条件处理［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０３，１４（１）：６７７１．（ＺＨＵ

Ｙｕｅｍｉｎｇ，ＧＯＮＧＤａｏｙｏ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３Ｄｕｎｓｔｅａｄｙ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ｅｅｐａｇ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ａｎｄ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ｅｘｉ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ｓｅｅｐａｇｅ［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３，１４（１）：６７７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李荣建，郑文，邵生俊，等．非饱和土边坡稳定分析中强度折减法与条分法的比较［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１０，３８（９）：２０７２１４．（ＬＩ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ＳＨＡＯＳｈｅ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ｌｏｐｅｓｂ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ＥＭａｎｄｓｌｉ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０，

３８（９）：２０７２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ＵＧＡＩＫ．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ｓｌｏｐ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４，４（２）：６９７８．

［２４］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ＧＬ，ＭＵＴＨＹＤＳＮ．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ｌｏｐｅ［Ｊ］．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１３１：１４２３１４３３．

［２５］ＨＵＡＮＧＭ，ＪＩＡＣＱ．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ＥＭ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ｉｌｓｌｏｐｅ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ｅｅｐａｇｅ［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２００９，３６（１／２）：９３１０１．

［２６］ＳＨＥＮＧＤ，ＺＨＯＵＡＮ，ＦＲＥＤＬＵＮＤＤＧ．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Ｊ］．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２０１１，２９（２）：１４５１５９．

［２７］吴中如老坝病变和机理探讨［Ｊ］中国水利，２０００（９）：５５５７．（ＷＵＺｈｏｎｇｒｕ．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ｏｌｄｄａｍｓ［Ｊ］．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０（９）：５５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ＸＵＷｅｉｙａ，ＬＩＵＳｈｉｊｕｎ，ＧＡＯＤｅｊｕｎｅｔａｌ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ｂ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ｏｐｔｉ

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ｕｒｏｃｋ２００２．Ｍａｄｅｉｒａ：Ｂａｌｋｅ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２．

［２９］黄耀英，吴中如，王德信，等．区间参数优化反分析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Ｊ］．水利水运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３）：１５．（ＨＵＡＮＧ

Ｙａｏｙｉｎｇ，ＷＵＺｈｏｎｇｒｕ，ＷＡＮＧＤｅｘｉｎ，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ｂ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Ｈｙｄｒ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３）：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苏怀智，雷鹏，顾冲时，等．混凝土坝材料参数区间反演分析方法［Ｊ］．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６（５）：６５４６５８．

（ＳＵＨｕａｉｚｈｉ，ＬＥＩＰｅｎｇ，ＧＵＣｈｏｎｇｓｈｉ，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ｂ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ａ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ｄａ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８，３６（５）：６５４６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江思珉，朱国荣，施小清，等．水文地质参数反演的 ＨｏｏｋｅＪｅｅｖｅｓ粒子群混合算法［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０，２１（５）：６０６

６１２．（ＪＩＡＮＧＳｉｍｉｎ，ＺＨＵＧｕｏｒｏｎｇ，ＳＨＩ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ｒ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ｕｓｉｎｇｈｙｂｒｉｄＨｏｏｋｅＪｅｅｖｅｓ

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１（５）：６０６６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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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窦海波．云南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绩效评价体系初探［Ｊ］．水利建设与管理，２０１１（７）：７０７１．（ＤＯＵＨａｉｂｏ．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ｆ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７）：７０７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３］吴焕新．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治理效果综合评价体系研究［Ｄ］．济南：山东大学，２００９．（ＷＵＨｕａｎｘ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Ｄ］Ｊｉ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张计．土石坝安全与除险加固效果量化评价体系研究［Ｄ］．武汉：长江科学院，２０１１．（ＺＨＡＮＧＪｉ．Ｓｔｕｄｙ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ｄａｍｓａｆｔｅｙａｎ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ｄａｍ［Ｄ］．Ｗｕｈ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５］ＳＣＨＥＷＥＩＧＥＲＨＦ，ＫＩＴＭＭＥＲＥＲＣ．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Ｊ］．Ｓｏｉｌｓ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４，４４（１）：７１８６．

［３６］孙锋，张顶立，姚海波．土坝坝体底部劈裂灌浆加固效果研究［Ｊ］．岩土力学，２０１０，３１（４）：１１８７１１９２．（ＳＵＮＦ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Ｄｉｎｇｌｉ，ＹＡＯＨａｉｂｏ．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ｐｌｉｔｇｒｏｕｔｉｎｇｆｏ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Ｊ］．Ｒｏｃｋａｎ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０，３１（４）：１１８７１１９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ＷＵＫ，ＭＡＭＹ，ＨＡＯＤＸ，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ｌｕｒｒｙａｎｄｓｏｉｌｉｎｅａｒｔｈｄａｍｂｙ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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