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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进一步提高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的科学性， 完善试验体系， 采用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总结了近年

来中国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开展的现状， 从水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以及人工降雨与泥石流起动试验两个

方面论述了中国泥石流起动试验取得的主要进展和理论成果。 在国内外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对照基础上， 提

出中国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研究的建议： 提高水流浓度、 降雨雨型与土体特征的相似率； 加强降雨或水流作

用下土体物理力学特征变化与泥石流起动响应研究； 推动降雨与汇流共同作用下泥石流起动综合性物理模拟试验

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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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近年统计资料表明， 中国泥石流活动区域面积达４３０ 万 ｋｍ２， 泥石流已经成为中国山区发展中不可忽

视的一大灾害［１］。 由于中国绝大部分泥石流由降雨诱发， 降雨及其汇流冲刷触发的泥石流起动机理研究备

受关注。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 中国许多专家学者先后通过单沟或区域泥石流调查评价、 原型泥石流观测

基地建设等工作致力于泥石流起动机理的研究。 然而泥石流往往发生在偏远山区， 其形成过程和流体结构复

杂， 暴发突然， 成灾迅速， 难以观测， 即使是从事泥石流灾害防治研究的专家或学者也少有目睹自然泥石流

起动和运动过程的机会。 因此， 起动试验的开展成为了当前泥石流起动机理研究的重要手段和核心内容之

一。 目前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在明确了泥石流的孕灾条件后， 通过物理模拟试验来揭示泥石流形成、 发生、
运动和堆积等一系列过程， 并取得了大量关于泥石流形成条件、 起动机理、 运动过程和成灾形式等方面的认

识，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泥石流的研究进展。 同自然泥石流起动的复杂性相比， 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

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包括试验目的、 对象、 内容、 条件、 手段、 过程、 观测和分析等诸多内容。 本文

通过资料收集， 分析概述了中国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研究的进展、 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 并通过国

内外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的对照， 提出了中国泥石流起动试验开展需进一步考虑的因素和建议， 以期为

今后中国泥石流起动试验的开展和泥石流起动机理的研究提供参考。

１　 现状与进展

中国泥石流起动试验的开展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１］， 包括室内试验和野外试验。 纵观半个多世纪泥石流

起动试验的开展， 试验装备和设施不断完善。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铁道部西南研究所建立大型室内模型实验室，
并结合成昆铁路泥石流防治研究进行了羲农河、 黑沙河、 三滩沟等泥石流模拟试验， 不仅为生产实践提供了

科学依据， 也为今后室内试验奠定了基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亚洲最大的泥石流动力模拟系统在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建成［２］， 为深入认识泥石流运动机制提供了条件。 近年来， 国内多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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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教育机构（如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根据研究需要相继组建了泥石

流模拟试验场地， 配置了先进试验设施， 为中国泥石流起动室内试验开展提供了良好平台。
另外， 除上述大型模拟试验厅外， 不少专家学者根据各自的试验目的， 通过相似比原则， 设计、 制作了

相应的试验装置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 通过试验， 对沟道松散物质补给型和滑坡转

化型等自然泥石流以及弃渣型人为泥石流起动进行了物理模拟。 根据中国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开展现

状， 按照起动试验开展过程中水源的提供方式， 可分为两种类型： ① 水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 ② 人工

降雨与泥石流起动试验。
１ １　 水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

试验开展主要基于沟床堆积物遭受降雨所产生的沟道径流侵蚀、 席卷、 揭底、 搬运而起动形成泥石流的

机理， 试验对象主要为水力类泥石流。 目前常用试验方法一般是在试验槽中铺上一定厚度的砂石土， 然后逐

渐放水， 砂石土饱和后在一定的自重作用下发生剪切， 随之膨胀， 并与一定厚度的表层水结合形成泥石流。
现将中国学者近年来开展的代表性水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及其模拟对象、 试验场地、 试验材料和试验内

容汇总于表 １。

表 １　 水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代表性试验汇总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模拟对象 试验场地及规模 试验土体 试验内容 文献

蒋家沟泥石流 玻璃槽（８ ７ ｍ×０ ２ ｍ×０ １ ｍ） 卵石和配置泥浆的粘土 水流浓度、流量对泥石流起动影响 ［３］

蒋家沟泥石流 不同覆盖土质坡（１５ ｍ×５ ｍ） 四种类型荒坡地 坡地侵蚀与泥石流起动情况对比 ［４］

矿渣型泥石流 斜坡径流小区（１５ ｍ×５ ｍ） 煤渣、石渣两种土体 水流强度、土体类型与泥石流起动的关系 ［４］

树正沟泥石流 玻璃槽（２ ｍ×０ ２ ｍ×０ ２ ｍ） 粒径＜３ ｃｍ 的松散固体物质 坡度、 水分和细颗粒对泥石流起动的影响 ［５］

清水沟泥石流 直槽（１ ７ ｍ×０ １５ ｍ×０ １６ ｍ） 粒径＜２ ｃｍ 的松散固体物质 土体重量、 坡度、 细粒含量对泥石流起动影响 ［６］

魏家沟泥石流 矩形槽（５ ｍ×０ ４５ ｍ×０ ５ ｍ） 粒径＜１０ ｃｍ 准泥石流体 不同坡度条件下泥石流起动试验 ［７］

矿渣型泥石流 直斜槽（２ ４５ ｍ×０ ４５ ｍ×０ ５ ｍ） 粒径＜５ ｃｍ 矿渣物料 颗粒级配、 坡度和水量条件与泥石流起动响应 ［８］

从当前普遍采用的试验手段和材料来看， 除少数专家学者采用野外原型试验模拟泥石流起动外， 多数水

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遵循相似性原理， 采用室内物理模拟试验的方式开展， 并且沿用了直斜式小型泥石

流槽模拟沟床、 用供水箱放水模拟水源的设计思路。 模拟槽一般设计为矩形有机玻璃槽， 长度从数米至十余

米不等， 宽度和深度一般不超过 ５０ ｃｍ， 槽底通过各种手段增加了糙率。 采用供水箱放水冲刷模拟降雨条件

下沟道洪流， 通过流量计控制放水流量。 试验土体涵盖了自然泥石流砾石土和人为泥石流矿渣等类型。 但由

于试验槽尺寸的限制， 试验中大颗粒块石均被剔除， 最大块度一般不超过 １０ ｃｍ。
从模拟对象和试验内容来看， 以往开展的水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涉及到了东川蒋家沟、 武都清水

沟、 九寨树正沟、 北川魏家沟等典型自然泥石流以及神府—东胜矿区、 小秦岭金矿区典型矿渣型人为泥石

流。 试验通过孔隙水压力和含水量传感器、 流量计、 流速仪、 数码采集系统等设备， 重点研究了不同工况下

水流冲刷泥石流起动条件和规律。 通过上述试验的开展， 中国学者在水流冲刷类泥石流形成条件和起动机理

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１） 通过试验研究了物源条件（物质组成、 颗粒级配和含水状况）、 水源条件（水流或泥浆的流量、 浓

度）、 下垫面条件（底床坡度、 糙率等）及这些条件的组合对泥石流起动的影响和控制作用， 揭示了不同组合

条件下水流冲刷试验中泥石流的起动条件和内部规律。 Ｃｕｉ［５］ 认为底床坡度、 颗粒级配和水分状况是水流冲

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中考虑的 ３ 个基本因素， 并以底床坡度、 水分饱和度和细粒含量为主轴建立了三维空间

曲面， 用于表征泥石流的起动条件； 解明曙等［６］ 发现细粒含量对准泥石流体起动影响大， 徐友宁等［７］ 开展

的试验则表明当细颗粒含量达到 ２８％时最有利于泥石流的起动； 王兆印和张新玉［３］ 开展的试验反映出泥浆

浓度对泥石流起动具有重要影响； 另外， 不同试验验证了底床纵坡度和泥石流起动条件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无论在自然砾石土泥石流起动还是人为矿渣泥石流起动都得到体现［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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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通过试验探索了水流冲刷泥石流起动的临界判据， 为泥石流预警预报提供了参考。 王兆印和张新

玉［３］在试验过程中发现当水流冲刷沟床物质时， 形成泥石流的条件取决于液相提供的能量临界值； 另外，
在水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开展过程中， 为数较多的学者采用起动需水量作为泥石流起动的临界判据， 并

研究了起动需水量与试验条件的关系［６⁃７］。
（３） 水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揭示了泥石流的物源补给方式、 形成过程。 依据王兆印和张新玉［３］ 的

研究， 沟床质起动与泥石流的形成可划分为 ６ 个基本过程： 泥沙起动、 推移质运动、 推移质与悬移质运动、
中性悬移质运动、 流体紊动减弱以及层流流态， 研究结果表明了沟床揭底补给形成泥石流的过程； Ｚｈｕａｎｇ
等［８］开展的水流冲刷试验则表明不同工况下泥石流起动和形成模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除了侵蚀揭底补给

形成泥石流外， 侧蚀崩塌、 堵塞、 溃决等也参与了泥石流起动过程。
１ ２　 人工降雨与泥石流起动试验

降雨对泥石流的发生具有触发作用， 观测和统计资料表明， 泥石流的发生往往存在一个临界雨量阈值。
Ｎｅｌ Ｃａｉｎｅ 于 １９８０ 年首次提出了浅层滑坡和泥石流的降雨强度———历时阈值（ＩＤ） ［９］， 并不断得到发展［１０⁃１１］。
近年来， 中国众多地质灾害学者研究了降雨对泥石流发生的贡献以及泥石流发生降雨条件， 并基于雨量、 雨

强等降雨指标建立了一系列预测预报模型［１２⁃１３］。 这期间， 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采用人工降雨方法开展泥

石流起动试验（表 ２）， 模拟、 研究了人工降雨条件下水土耦合作用过程和泥石流起动过程。

表 ２　 人工降雨与泥石流起动试验汇总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模拟对象 试验场地 试验土体 试验内容 文献

蒋家沟泥石流 角砾土斜坡 角砾土 坡面流和坍塌所需总降雨水量（雨强 ６ ｍｍ ／ ｍｉｎ） ［１４］

蒋家沟泥石流 老滑坡堆积坡地 砾石土 坡度、降雨变化下滑坡转化形成泥石流过程 ［１５］

蒋家沟泥石流 弯房子和大凹子斜坡 砾石土 人工降雨条件下土体特征参数和坡体变化情况 ［１６］

蒋家沟泥石流 大凹子沟中游斜坡 老滑坡堆积土 坡面泥石流形成过程（雨强 １ ｍｍ ／ ｍｉｎ） ［１７］

蒋家沟泥石流 试验槽（０ ６ ｍ×０ ６ ｍ×２ ４ ｍ） 大凹子沟堆积物 粘粒含量对土体破坏和泥石流起动的影响 ［１８］

蒋家沟泥石流 土槽（０ ９ ｍ×０ ４５ ｍ×０ ３５ ｍ） 源区坡积土 雨强与松散土体斜坡破坏模式响应 ［１９］

蒋家沟泥石流 试验箱（１ ５ ｍ×０ ２５ ｍ×０ ４ ｍ） 砂土 雨强对砂土泥石流启动过程的影响 ［２０］

蒋家沟泥石流 模型槽（１ ５ ｍ×０ ２５ ｍ×０ ４ ｍ） 砂土 含水量不同砂土体向泥石流转化的宏观破坏状态 ［２１］

魏家沟泥石流 梯形槽（底宽 ０ ３５ ｍ、 ０ ５２ ｍ） 源区松散土 不同坡度下泥石流产生的时间及降雨量 ［２２］

后窗子泥石流 松散土体斜坡 泥岩残坡积土 坡面泥石流形成过程（雨强 ２ ５ ｍｍ ／ ｍｉｎ） ［２３］

大量泥石流发生降雨条件的统计以及人工降雨与泥石流起动试验成果的结合，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

泥石流灾害预测预报问题的解决和防灾减灾实践的突破。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近年来人工降雨与泥石流起动试

验成为了中国泥石流机理与预测研究的热点， 尤其是最近 １０ 多年来， 中国众多专家学者开展了大量人工降

雨诱发泥石流起动试验， 包括了室内泥石流起动模拟试验和室外泥石流起动原型试验。 相比室外泥石流起动

原型试验相比， 室内泥石流起动模拟试验具有灵活、 可控的特点， 近年来中国人工降雨与泥石流起动试验的

开展以室内物理模拟试验为主。 从试验装置来看， 现行人工降雨诱发泥石流起动试验的人工降雨装置， 一般

包含发电机、 潜水泵、 喷水管、 喷头、 支架和管线等， 部分人工降雨采用消防车等设施， 在不同强度降雨下

雨滴大小、 冲击能量和降雨分布密度基本满足试验的误差要求［２４］。 对于室内物理模拟试验， 试验槽的制作

同水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槽相似， 但槽宽明显变大， 均在 ４０ ｃｍ 以上。 而对于室外泥石流起动原型试

验， 试验场面积差别较大， 从数平方米到数十平方米。 试验土体以宽级配砾石土为主， 但部分试验研究了粘

土、 砂土起动形成泥石流的过程。 在试验的过程中， 土体水势、 含水量、 孔隙水压力和温度等特征参数的变

化都进行了实时监测［２４］。 应变控制式三轴仪（如 ＴＳＺ３０⁃２ ０） ［１７］、 精密的基质吸力测量仪器（如 ＰＦ⁃Ｍｅｔｅｒ 测
量仪） ［２０］、 Ｂｒｏｍｈｅａｄ 环剪仪［２５］也被用于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的研究。

从模拟对象来看， 中国泥石流灾害专家和学者开展的人工降雨与泥石流起动试验模拟对象主要针对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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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泥石流［１４⁃２１］， 同时也包括汶川震区魏家沟泥石流［２２］和昆明—嵩高高速公路后窗子坡面泥石流［２３］。 试验区

涉及到了汶川震区等泥石流灾害易发区以及公路等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区。 试验目的和试验内容可概括为两个

方面： ① 人工降雨条件下坡面松散物质起动或滑坡转化为泥石流的机理和过程； ② 人工降雨条件下雨强、
雨型等降雨过程以及坡度等地形因素和初始含水量、 粘粒含量等物源因素对泥石流起动的影响。 在试验的过

程中， 不同降雨条件与土体特征参数、 土体的破坏方式和泥石流起动过程之间的响应为主要观测和研究内

容。 取得的泥石流形成条件和起动机理方面的认识， 主要包括以下两大方面：
（１） 试验揭示了坡面松散物质起动或滑坡转化形成泥石流的优势条件。 土体方面， 试验土体主要为宽

级配砾石土， 人工降雨条件下泥石流起动试验重点研究了粘粒含量对降雨型泥石流起动的影响。 Ｃｈｅｎ 等［１８］

通过试验发现， 当粘粒含量从 １ ０％增加到 ７ ５％时， 孔隙水压力逐渐增大， 粘粒含量为 ７ ５％时， 孔隙水压

力上升最大， 但当粘粒含量从 ７ ５％到 １８ ０％时， 孔隙水压力逐渐减小， 表明粘粒含量为 ７ ５％的土体易于

发生泥石流； 高冰等［２０］则通过试验从细颗粒在雨水作用下的运动和流失方面提出了细颗粒是导致堆积土体

内部力学变化以及从短暂的流土状态转化为泥石流的主要因素； 水源方面， 人工降雨条件下泥石流起动试验

重点研究了雨强、 历时以及土体含水量与泥石流起动的关系。 王裕宜等［１４］ 通过试验发现土体含水量超过

１１ ５％时， 容易形成坡面流， 陈晓清等［１６］开展的试验表明土体遭受破坏时并不一定全部处于饱和状态， 在

非饱和状态下土体也可能破坏。 水源条件的认识对泥石流预警预报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 近年来借

助人工降雨与泥石流起动试验的开展， 关于地形、 降雨、 物源补给等组合条件的规律也进一步显现。 李驰

等［２２］在模拟北川魏家沟泥石流起动时发现相同雨强条件下， 坡度越大， 泥石流起动时间越短； 相同坡度条

件下， 随雨强增加， 泥石流起动所需总雨量减小， 而当雨强逐渐减小时， 泥石流起动时间越慢。
（２） 试验印证了人工降雨条件下坡面松散物质起动或滑坡转化为泥石流的机理和过程。 陈晓清等［１６］ 通

过人工降雨试验发现蒋家沟砾石土滑坡转化为泥石流属于震动软化或液化机制， 滑坡起动与泥石流形成是一

个连续过程， 土体破坏过程中表现出了泥石流的特征； Ｃｈｅｎ 等［１８］根据试验将土体失稳产生泥石流的过程分

为 ５ 个过程： 产生径流、 土体开裂、 土体开溜、 土体溜滑和产生泥石流； 胡明鉴和汪稔［１５］ 通过试验发现泥

石流形成主要包括表层松散体流失—溜滑、 崩塌—崩塌、 溜滑体前缘堆载—细沟侵蚀—崩塌牵引滑坡—自身

重力和含沙水流混合形成泥石流等环节； 何晓英等［２３］ 根据后窗子坡面泥石流起动试验将泥石流形成、 运动

和堆积过程划分为 ５ 个阶段： 吸水强度降低、 蠕滑、 局部滑动、 快速流动和堆积。 周健等［２１］ 透过试验现象

将泥石流起动概括为 ４ 个过程： 浸润区形成、 滑动面出现、 土体拉裂和泥石流起动。 中国台湾学者 Ｈｕａｎｇ 和

Ｙｕｉｎ［２６］通过室内人工降雨与浅层斜坡失稳物理模拟试验， 研究了斜坡失稳与土体含水量和孔隙水压力变化

响应以及斜坡渐进性破坏与碎屑流转化的过程。 综合近年来开展的人工降雨条件下坡面松散物质起动与泥石

流形成试验， 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土力类泥石流形成多表现为降雨入渗与土体含水量增加、 超渗产流、 土体

强度衰减破坏、 崩滑土体失稳、 泥石流形成的过程。 但不同试验表明这些过程会随着不同雨强而表现出差

异。 高冰等［２０］通过试验发现不同雨强下斜坡产生了不同的水土力学作用现象， 当雨强较小时， 堆积土体形

成了以块体滑移为主的块体滑动性泥石流； 在强降雨条件下， 堆积土体形成以表面冲蚀为主的流滑性泥石

流； 尹洪江等［１９］开展的试验则呈现出低雨强作用下， 土体破坏以坡面侵蚀为主， 中高雨强作用下， 先后呈

现出坡面、 沟道侵蚀和大规模溜滑的规律。

２　 展望与建议

为了进一步对照国内外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开展情况， 本文收集、 分析了近年来国外学者针对泥石

流起动开展的典型物理模拟试验。 从模拟对象来看， 国外学者主要针对坡面泥石流［２７⁃２８］、 滑坡转化形成泥

石流［９⁃１１，３０⁃３１］以及沟床沉积物起动形成泥石流［３２⁃３６］开展模拟试验。 坡面泥石流起动试验通过岩土梁离心机模

拟试验、 环剪试验等手段分别研究了斜坡土体失稳与泥石流起动过程中渗流、 表流的贡献作用［２７］， 土壤团

聚体孔隙率和胀缩特性关系［２８］以及土体细颗粒含量与孔隙水压力变化［２９］； 多数滑坡转化形成泥石流试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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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基于土体临界状态理论， 部分试验表明滑坡向泥石流转化主要受松散土体孔隙压力的影响， 然而稠密土

体滑坡也被证实强降雨条件下存在向泥石流转化的可能［３０⁃３１］。 沟床沉积物起动形成泥石流试验的开展主要

通过水槽实现， 分别研究了沟床堆积物粒度与侵蚀速率的关系［３２］、 表层覆盖（如燃烧灰）对流体密度、 径流

流量、 携带能力的影响以及泥石流演化的关系［３５］。 综上可以看出， 国外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的开展正

朝着精细化、 微观化、 多因素关联化方向发展［３７］。 针对国内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的开展， 建议如下：
２ １　 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的相似性

相似性是试验科学与成功的重要前提。 根据中国降雨型泥石流起动试验研究现状， 目前泥石流模型试验

研究还没有成熟的相似律［２４］， 今后中国降雨型泥石流起动试验开展应进一步考虑物理模拟试验中的相似性

问题， 包括与泥石流起动相对应的初始条件相似、 边界条件相似、 几何相似、 材料相似、 物理相似、 运动相

似等。 目前中国降雨型泥石流起动试验开展考虑较多的是几何相似性， 普遍采用缩尺结构从试验槽尺寸、 试

验土样配置等方面予以保障。 然而， 其他相似性有待于进一步考虑， 如水流浓度的相似性、 人工降雨类型与

降雨过程的相似性、 泥石流物源补给方式的相似性等。
２ ２　 水流浓度与泥石流起动过程的试验

以往水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主要观测研究水流流量与泥石流起动的响应， 水流一般为清水。 然而， 山

区沟谷发生的水力类泥石流一般是在洪水或高含沙水流冲刷、 铲刮沟床堆积物而形成泥石流。 王兆印和张新

玉［３］开展的水流冲刷沉积物生成泥石流及运动规律试验证明了这一点， 沟床物质起动取决于单位时间内液相流

相对流动提供的能量， 这个能量与水流浓度有关； 唐川和章书成［３８］在分析床面堆积碎屑在水流作用下参加运动

从而形成泥石流的条件时， 研究了水流作用剪力与碎屑堆积层抗剪力的关系， 水流作用剪力同样与液相容重相

关。 因此， 水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应进一步加强不同水流浓度与泥石流起动响应的研究。
２ ３　 降雨类型、 降雨过程与泥石流起动过程的试验

以往人工降雨与泥石流起动试验的开展， 人工降雨绝大多数根据给定的降雨强度采用持续性、 均匀性降

雨的方式研究降雨对泥石流起动的影响。 然而， 山区泥石流的发生是一个天地耦合的过程， 与降雨过程关系

密切。 崔鹏等［３９］以蒋家沟泥石流形成为例， 分析了泥石流形成的降雨组成和前期降雨对泥石流形成的贡献。
部分学者虽然通过不同土壤含水率代表前期降雨过程对泥石流的影响［１４］， 但降雨过程本身极为复杂多变，
其对下垫面泥石流土体的影响和触发作用更为复杂。 为了进一步反映降雨对山区泥石流发生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人工降雨与泥石流起动试验的开展应全面采用雨型、 雨量、 雨强来表征对应的降雨过程， 增强降雨型泥

石流起动模拟试验的相似性， 使得泥石流起动机理研究在水土耦合机制、 土体结构参数动态化等方面向精细

化方向或微观方向发展。
２ ４　 物源补给方式与泥石流起动过程的试验

以往开展的泥石流起动模拟试验， 物源补给以单一方式为主。 水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中主要考虑揭

底方式形成泥石流， 人工降雨与泥石流起动试验中尤以滑坡转化形成泥石流研究较多。 然而， 山区松散物源

补给泥石流的方式往往相互交叉。 泥石流起动试验开展应进一步考虑降雨汇流或沟道洪流对沟道的侵蚀作用

及其对岸坡、 滑坡等稳定性的影响。 因此， 今后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应朝着人工降雨—流域汇流—物源

补给（岸坡体崩滑、 沟床质揭底）—泥石流起动—泥石流沟演化的综合性试验发展。
２ ５　 土体物理力学特征变化与泥石流起动过程的试验

土体失稳补给过程是泥石流形成与致灾的关键环节。 在水土作用过程中， 土体的物理力学特性发生着明

显的变化， 而在失稳过程中， 这些物理力学特性往往相互关联并存在临界状态条件。 土体的结构、 粒度分

布、 孔隙度、 含水率、 孔隙水压力状态以及所处斜坡、 沟床的坡度、 雨水的入渗、 土体内部渗流、 地表和沟

道径流的侵蚀都是影响土体物理力学特征变化和泥石流起动的重要因素。 部分学者逐步开展了降雨条件下土

体类型、 斜坡坡度、 土体侵蚀阻力与斜坡稳定性关系试验、 土体偏应力试验、 粘粒含量对泥石流起动影响试

验、 土壤湿度与压力和浅层滑坡失稳转化泥石流试验等， 但进一步基于不同土体物理力学特征条件及其组合

条件， 开展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有利于对泥石流起动条件的深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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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１） 物理模拟试验成为了深入认识泥石流形成条件和起动机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近年来中国主要开展

的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可归结为两类， 即水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以及人工降雨与泥石流起动试验。
水流冲刷与泥石流起动试验主要研究了物源条件（物质组成、 颗粒级配和含水状况）、 水源条件（水流或泥浆

的流量、 浓度）、 下垫面条件（模拟槽的底床坡度、 糙率等）及这些条件的组合对泥石流起动的影响和控制作

用， 揭示了不同组合条件下泥石流起动的临界条件、 运动过程和内部规律； 人工降雨与泥石流起动试验主要

研究了人工降雨条件下雨强、 雨型等降雨过程以及坡度等地形因素和初始含水量、 粘粒含量等物源因素对泥

石流起动的影响， 揭示了人工降雨条件下坡面松散物质起动或滑坡转化为泥石流的机理和过程。 泥石流起动

物理模拟试验的开展对泥石流起动机理研究和防灾减灾实践起到了积极的参考作用。
（２） 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课题， 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和泥石流起动过程本身的

复杂性， 每一次试验过程所揭示的试验现象仅与特定的试验条件相对应， 因此， 泥石流起动试验的开展既具

有特定性和不可重复性， 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在国内外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对照基础上， 建议中国泥

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的开展应进一步考虑水流浓度、 降雨雨型、 土体特征与物源补给方式等方面的相似率

问题， 加强降雨和汇流共同作用下土体物理力学特征变化、 物源补给以及泥石流起动响应研究， 使得泥石流

起动物理模拟试验在水土耦合作用机制、 土体结构参数动态化等方面向精细化和综合性方向发展。

致谢： 国土资源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徐伟工程师为本文撰写收集、 提供资料， 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１］ 康志成， 李焯芬， 马蔼乃， 等． 中国泥石流研究［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５⁃１５． （ＫＡＮＧ Ｚｈｉｃｈｅｎｇ， ＬＩ Ｚｈｕｏｆｅｎ， ＭＡ Ａｉｎ⁃
ａｉ， ｅｔ ａｌ．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５⁃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崔鹏． 我国泥石流防治进展［Ｊ］．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 ２００９， ７（５）： ７⁃１３． （ＣＵＩ Ｐｅ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
ｎａ［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７（５）： ７⁃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王兆印， 张新玉． 水流冲刷沉积物生成泥石流的条件及运动规律的试验研究［Ｊ］． 地理学报，１９８９， ４４（３）： ２９１⁃３０１． （ＷＡＮＧ
Ｚｈａｏｙ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ｙ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ｗｓ ｏｆ 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Ｊ］．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８９， ４４
（３）： ２９１⁃３０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张丽萍， 唐克丽， 张平仓， 等． 泥石流源地松散体起动人工降雨模拟及放水冲刷实验［Ｊ］． 山地学报， １９９９， １７（１）： ４５⁃４９．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Ｋｅｌｉ， ＺＨＡＮＧ Ｐｉｎｇｃ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ｎｇ ａｃｃｕ⁃
ｍｕｌ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ｏｒｉｇｉｎ ｐｌａ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９， １７（１）： ４５⁃４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ＣＵＩ Ｐｅ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９９２， ３７（９）：
７５９⁃７６３．

［６］ 解明曙， 王玉杰， 张洪江． 沟道松散堆积物形成泥石流的水动力条件分析及其数学模型［Ｊ］．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１９９３， １５
（４）： １⁃１１． （ＸＩＥ Ｍｉｎｇｓｈｕ， ＷＡＮＧ Ｙｕｊｉｅ，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ｏｒｍ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ｖａｌｌｅ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９３， １５（４）： １⁃１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徐友宁， 曹琰波， 张江华． 基于人工模拟试验的小秦岭金矿区矿渣型泥石流起动研究［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０９， ２８
（７）： １３８８⁃１３９５． （ＸＵ Ｙｏｕｎｉｎｇ， ＣＡＯ Ｙａｎｂｏ，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ｈｕ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ｎ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Ｘｉａｏｑｉｎｌｉｎｇ ｇｏｌｄ ａｒｅａ［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９， ２８（７）： １３８８⁃１３９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ＺＨＵＡＮＧ Ｊ， ＣＵＩ Ｐ， ＰＥ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ｌｏｐ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
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ｐｏｓ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ｉｎ ｏｌｄ Ｂｅｉｃｈ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ｈｉｎａ［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６８（５）： １３９１⁃１４０３．

［９］ ＣＡＩＮＥ Ｎ．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 ｅｎｓｉｔ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Ｊ］． 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ｓｋａ Ａｎｎａｌｅｒ， １９８０， ６２： ２３⁃２７．
［１０］ ＦＡＵＳＴＯ Ｇ， ＳＩＬＶＩＡ Ｐ， ＭＡＵＲＯ Ｒ，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Ｊ］．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 ２００８， ５： ３⁃１７．



６１２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５ 卷　

［１１］ ＴＳＡＩ Ｔ 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５３： １５６３⁃１５６９．
［１２］ 周伟， 唐川， 周春花． 汶川震区暴雨泥石流激发雨量特征［ 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２， ２３（５）： ６５０⁃６５５． （ＺＨＯＵ Ｗｅｉ， Ｔ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 ＺＨＯＵ Ｃｈｕｎｈｕ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２３（５）： ６５０⁃６５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周伟， 唐川． 汶川震区暴雨泥石流发生的降雨阈值［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３， ２４（６）： １⁃９．（ＺＨＯＵ Ｗｅｉ， Ｔ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ｆｏｒ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ｒｅａ［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２４（６）： 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王裕宜， 邹仁元， 李昌志． 泥石流土体侵蚀与始发雨量的相关性研究［Ｊ］． 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学报， １９９９， ５（６）： ３４⁃３８．
（ＷＡＮＧ Ｙｕｙｉ， ＺＯＵ Ｒｅｎｙｕａｎ， ＬＩ Ｃｈａｎｇｚｈ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９， ５（６）： ３４⁃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胡明鉴， 汪稔． 蒋家沟流域暴雨滑坡泥石流共生关系试验研究［ 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０３， ２２（５）： ８２４⁃８２８． （ＨＵ
Ｍｉｎｇｊｉａｎ， ＷＡＮＧ Ｒｅ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ｊｉａ ｖａｌｌｅｙ［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３， ２２（５）： ８２４⁃８２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陈晓清， 崔鹏， 冯自立， 等． 滑坡转化泥石流起动的人工降雨试验研究［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０６， ２５（１）： １０６⁃１１６．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 ＣＵＩ Ｐｅｎｇ， ＦＥＮＧ Ｚｉｌｉ， ｅｔ 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６， ２５（１）： １０６⁃１１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吕立群， 陈宁生， 卢阳， 等． 基于人工降雨实验的坡面泥石流启动力学计算［ Ｊ］． 自然灾害学报， ２０１３， ２２（１）： ５２⁃５９．
（ＬＹＵ Ｌｉｑｕｎ， ＣＨＥＮ Ｎ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ＬＵ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２０１３， ２２（１）： ５２⁃５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ＣＨＥＮ Ｎ Ｓ， ＺＨＯＵ Ｗ， ＹＡＮＧ Ｇ Ｌ，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ｖｅｌ ｓｏｉ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ａ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Ｊ］．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１２１（３ ／ ４）： ２２２⁃２３０．

［１９］ 尹洪江， 王志兵， 胡明鉴． 降雨强度对松散堆积土斜坡破坏的模型试验研究［ Ｊ］． 土工基础， ２０１１， ２５（３）： ７４⁃７６． （ＹＩＮ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ｂｉｎｇ， ＨＵ Ｍｉｎｇｊｉ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ｌｏｏ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ｓｌｏｐｅ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ｂｙ ｍｏｄｅｌ ｔｅｓｔｓ［Ｊ］． Ｓｏｉｌ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２５（３）： ７４⁃７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高冰， 周健， 张姣． 泥石流启动过程中水土作用机制的宏细观分析［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１１， ３０（１２）： ２５６７⁃２５７３．
（ＧＡＯ Ｂ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ｏ． Ｍａｃｒｏ⁃ｍｅｓ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ｏｉ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３０（１２）： ２５６７⁃２５７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周健， 高冰， 张姣， 等． 初始含水量对砂土泥石流起动影响作用分析［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１（５）： １０４２⁃１０４８．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 ＧＡＯ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ｓａｎｄｙ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３１（５）： １０４２⁃１０４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李驰， 朱文会， 鲁晓兵， 等． 降雨作用下滑坡转化泥石流分析研究［Ｊ］． 土木工程学报， ２０１０， ４３（增刊 １）： ４９９⁃５０５． （ＬＩ
Ｃｈｉ， ＺＨＵ Ｗｅｎｈｕｉ， ＬＵ Ｘｉａｏｂ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ｕｎｄｅｒ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Ｊ］． Ｃｈｉｎａ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０， ４３（ｓｕｐｐｌ １）： ４９９⁃５０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何晓英， 陈洪凯， 刘虎队． 昆明—嵩明高速公路后窗子坡面泥石流形成机制试验研究［Ｊ］． 公路， ２０１１， ５６（７）： ８⁃１２． （ＨＥ
Ｘｉａｏｙ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ｋａｉ， ＬＩＵ Ｈｕｄｕｉ．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Ｈｏｕｃｈｕａｎｇｚｉ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ｌｏｎｇ Ｋｕｎ⁃
ｍｉｎｇ⁃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Ｊ］． Ｈｉｇｈｗａｙ， ２０１１， ５６（７）： ８⁃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王协康， 方铎． 泥石流模型试验相似律分析［Ｊ］．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２０００， ３２（３）： ９⁃１２． （ＷＡＮＧ Ｘｉｅｋａｎｇ， ＦＡＮＧ
Ｄｕｏ．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ａｗｓ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ｍｏｄｅｌ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 ３２（３）：
９⁃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ＤＡＩ Ｆ Ｃ， ＬＥＥ Ｃ Ｆ， ＷＡＮＧ Ｓ Ｊ．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ｌｉｄｅ⁃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ｏｆ Ｌａｎｔａｕ Ｉｓｌ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Ｊ］．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９， ５１： ２７９⁃２９０．

［２６］ ＨＵＡＮＧ Ｃ Ｃ， ＹＵＩＮ Ｓ Ｃ．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ｓｌｏｐ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Ｊ］．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１２０：
３２６⁃３３８．

［２７］ ＭＩＬＮＥ Ｆ Ｄ， ＢＲＯＷＮ Ｍ Ｊ， ＫＮＡＰＰＥＴＴ Ｊ Ａ， ｅｔ ａｌ．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ｌｌｓｌｏｐ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Ｊ］． Ｃａｔｅｎａ， ２０１２， ９２：
１６２⁃１７１．

［２８］ ＩＶＥＲＳＯＮ Ｎ Ｒ， ＭＡＮＮ Ｊ Ｅ， ＩＶＥＲＳＯＮ Ｒ 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ｏｎ 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ｒｉｎｇ⁃ｓｈｅａｒ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Ｊ］．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１１４： ８４⁃９２．

［２９］ ＧＲＥＧＯＲＥＴＴＩ Ｃ．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ｌｏｎｇ 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ｓｌｏｐｅ［ Ｊ］． Ｐｈｙｓ Ｃｈｅｍ Ｅａｒｔｈ （Ｂ），



　 第 ４ 期 倪化勇， 等： 中国泥石流起动物理模拟试验研究进展 ６１３　　

２０００， ２５（４）： ３８７⁃３９０．
［３０］ ＭＯＮＴＲＡＳＩＯ Ｌ，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Ｏ 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Ｊ］．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 ２００７， ４： ２９１⁃２９６．
［３１］ ＧＡＢＥＴ Ｅ Ｊ， ＭＵＤＤ Ｓ Ｍ．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Ｊ］．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７４： ２０７⁃２１８．
［３２］ ＥＧＡＳＨＩＲＡ Ｓ， ＨＯＮＤＡ Ｎ， ＩＴＯＨ 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ｔｏ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Ｊ］． Ｐｈｙｓ Ｃｈｅｍ Ｅａｒｔｈ

（Ｃ）， ２００１， ２６（９）： ６４５⁃６５０．
［３３］ ＢＥＲＴＩ Ｍ， ＧＥＮＥＶＯＩＳ Ｒ， ＳＩＭＯＮＩ Ａ．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Ｊ］．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 ２００５， ２： １７１⁃１８２．
［３４］ ＢＲＡＹＳＨＡＷ Ｄ， ＨＡＳＳＡＮ Ｍ Ａ．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ｇｕｌｌｉｅｓ［Ｊ］．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１０９： １２２⁃１３１．
［３５］ ＧＡＢＥＴ Ｅ Ｊ， ＳＥＴＭＢＥＲＧ Ｐ．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ｈ ｏｎ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ｂｕｌｋｅｄ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Ｊ］．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１０１： ６６６⁃６７３．
［３６］ ＧＩＡＮＮＥＣＣＨＩＮＩ Ｒ， ＮＡＬＤＩＮＩ Ｄ， ＡＶＡＮＺＩ Ｇ，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ｏｓｏ ｂａ⁃

ｓｉｎ（Ａｐｕａｎ Ａｌｐｓ， Ｉｔａｌｙ） ［Ｊ］．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７， １７１ ／ １７２： １０８⁃１１７．
［３７］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Ｌ， ＳＡＲＯＣＣＨＩ Ｄ， ＢＯＲＳＥＬＬＩ Ｌ，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ｓｉｄ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ｓｔ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ｌｃａ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２３１ ／ ２３２： １２⁃２３．
［３８］ 唐川， 章书成． 水力类泥石流启动机理与预报研究进展与方向［Ｊ］． 地球科学进展， ２００８， ２３（８）： ７８７⁃７９３． （Ｔ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ｃｈｅ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Ｊ］．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２３（８）： ７８７⁃７９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 崔鹏， 杨坤， 陈杰． 前期降雨对泥石流形成的贡献： 以蒋家沟泥石流形成为例［Ｊ］．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 ２００３， １（１）： １１⁃
１５．（ＣＵＩ Ｐｅｎｇ， ＹＡＮＧ Ｋｕｎ， ＣＨＥＮ Ｊｉ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ｉａｎｇｊｉａ ｇｕｌｌ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 １（１）： １１⁃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 Ｈｕａｙｏｎｇ１，２， Ｔ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１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Ｇｅｏ⁃Ｈａｚａｒ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５９，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８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 ａｂｒｕｐｔｌｙ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ｉ⁃
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ｙ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ｍａｎ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ｈａｖ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ｂｏｔｈ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ｕｎｏｆｆ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ｔｙｐｅ
ｗｅ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ｏｍ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ｄｖｉｃｅｓ 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ｓｏｍ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ｕｎｏｆ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ｕｎｏｆｆ 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４１１０２２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