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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分析土体结构的稳定性是岩土工程领域最古老的数值分析类型之一。20世纪早期，将潜

在的滑体离散成土条的思想被引入土坡稳定性分析领域。1916年，Petterson（1955）在主持

分析瑞典Gothenberg 的 Stigberg Quay码头稳定性时，滑动面被抽象成圆弧形，滑体被分成土

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Fellenius（1936）提出常规-瑞典条分法。在50年代中期，Janbu（1954）

和Bishop发展了这一方法。在60年代，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使得更容易实现方法本身所

固有的迭代程序，这也使得象Morgenstern and Price（1965）和Spencer (1967)发展的方程在数

学意义上更为严谨。极限平衡方法能够如此容易被引入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够通过简单的手工

计算获得计算成果。通过简化假设来解决问题早已经被采用，但是在那时，将一个大的物体

划分成小片来达到分析目的的观念还是相当新颖的。 

直到今天，稳定性分析在岩土工程领域仍是最普通的数值分析类型之一。稳定性也许不

是决定一个工程保持结构稳定还是崩塌的唯一因素，但它却是最关键的因素。条分法的概念

并不难于实现，这一技术在计算机软件里面能够很容易地实现——甚至可以在电子表格里面

更简单的实现。所以，在计算机出现以后边坡稳定性分析软件变得非常实用。在80年代早期，

功能强大的个人计算机的出现使得基于这些技术开发商业软件变得经济可行。如今，这类软

件的广泛应用已经将岩土工程领域的极限平衡分析变成了日常的简单工作。 

现在的极限平衡分析软件能够实现越来越复杂的（工程）计算分析，能够处理诸如复杂

的多层地基、超孔隙水压力条件、各种线性和非线性剪应力模型、几乎各种形状的滑动面、

集中应力以及加固结构等问题。基于条分法的极限平衡方程越来越多地应用在诸如锚杆挡墙、

土钉加固边坡，甚至承受高强度水平荷载的结构物的滑动稳定性，比如冰川的漂移等问题。 

目前的软件能够分析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同时各种工具也使得极限平衡方法更容易理解。

计算机辅助绘图工具检查计算中的数据，这使得查看安全系数成为可能。比如，绘图检查每

一个潜在滑动面的详细受力，或检查沿着滑动面各种安全系数的分布，极大地帮助用户详细、

深入理解极限分析技术。 

计算绘图检查功能使得软件使用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计算的方法，尤其在理解不同方法之

间的差异时显得尤为重要，但它同时也将极限平衡方程的缺点展现出来：各种方法已经背离

了它的初衷。条分法最初是用来考虑沿着滑动面主要受重力影响产生的常规应力的情形的，

包括附加应力分析都不在最初的范围以内。即使在实际中应用这种方法的时候，这种局限性

也没有必要消除，而且理解这种局限性对理解和信赖计算结果至关重要。 

尽管在实际工作中广泛的应用于稳定性分析，但是好象条分法的极限平衡理论基础并没



有被很好的理解。事实上，条分法的极限平衡理论无非是基于似乎已被遗忘的静力学原理，

而对所有条块为同一个安全系数的重要意义却没有被关注。 

SLOPE/W作为一个软件程序在1977年就投入市场了。最初的（程序）代码是Saskatchewan

大学的D.G. Fredlund教授开发的。第一款商业版软件安装在大型计算机上，用户可以通过软

件桌面系统使用该软件。在80年代，当个人计算机开始普及的时候，软件（程序）代码针对

个人计算机（PC）进行了完全的重新编写。在相对较低的计算机成本下，处理时间已经足够，

但是计算机内存很小，所以代码必须基于这一硬件环境重新架构。（软件）产品在1983年重

新发布的时候被重新命名为PC-SLOPE/W。在80年代后期，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交互式绘图

明显变成未来的一个潮流，因此向CAD一样的用户交互式绘图界面得到了发展。为了反映

WINDOWS环境，软件又被重新命名为SLOPE/W，表明拥有了用户绘图界面。SLOPE/W是第

一款用于边坡稳定性分析的商业岩土软件产品，如今被成千上万的教育界和工程界的专业人

员使用。 

过去数年间,计算机技术获得了较大的发展，SLOPE/W 软件也在不断地提高和更新。这

本书就是基于软件的第六版。当使用像 SLOPE/W 这样带有无数选项的软件时，常常需要考

虑多方面因素，而不仅仅是安全因素。考虑其余一些因素，而不是限制它们：这些数据有没

有被该软件正确使用？为什么来自不同方法的安全系数之间存在着差别？为了帮助回答这些

问题，SLOPE/W 提供了许多工具来检查输入的数据和评价结果，例如可以顺着滑移面画出一

份含不同变量的清单，或是可以展示出对每一条块的具体影响。这些工具对判断和确认结果

极为重要。 

尽管在常规实践中极限平衡法被很早就被广泛使用，但是方程的的基本原则和自身固有

的内涵并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因此，本手册中有一个完整的章节来回顾极限平衡法作为一个

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该章主要着眼于纯粹静态方程的推理，不同方法之间存在着什么差别、

条间力为什么重要、什么影响滑动面的形状，等等诸如此类。另外，该章还讨论了极限平衡

法的局限性，讨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的方法。对这些基本原理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对有效地

使用 SLOPE/W 软件很有必要。 

SLOPE/W 是一整套叫“GeoStudio”的岩土工程软件产品中的一个模块。这个软件的显著

特征之一就是为分析一系列更广泛更复杂的问题开启了一扇门，包括在稳定性分析中计算孔

隙水压力和应力有限元方法的使用。不仅一个综合的方法能拓宽分析的可能性，而且它还能

帮助克服一些纯极限平衡法的局限性。尽管作为个人产品来使用 SLOPE/W 不需要用到这些先

进的特点，然而作为一整套岩土工程技术软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结合使用这些先进的特点

可以提高整个软件的性能。 



    SLOPE/W 软件界面中的众多选项会让人感到无从下手，特别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的时

候。通过在五个方面考虑某一问题，把众多选项集合成一些命令界面。它们是： 

 几何学——描述分层图解和潜在滑移面的形状。 

 土压力——参数，用来描述土（材料）压力。 

 孔隙水压力——定义孔隙水压力条件的方法。 

 加固结构或是结构的相互作用——土工织物、土钉、锚杆、桩、挡土墙等等。 

 附加荷载——附加荷载或者地震动荷载。 

不同的章节对这几个主要部分有专门讲述。 

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对研究随机稳定性分析感兴趣， 本书中有一个完整的章节专门讲述了

可靠性分析和敏感性研究这两个主题。贯穿全书有不少例子，说明了这些特点，并对具体操

作进行了讲解。此外，书中还有独立的章节来介绍软件的应用实例，这些例子并不是完整介

绍具体操作过程，而只是简单说明软件所能适用的各种不同情况，包括土体完全浸没、合成

衬垫上的稳定性及承载力等等。 

本书的结尾专门有一章来介绍理论，包括参考附录，SLOPE/W 基础理论介绍，过去的成

果，未来的发展等等内容，提供给想了解软件分析基础和原理的用户。通常来讲，无需在本

章花费太多时间就能有效地使用 SLOPE/W 软件。 

本书主要定位于介绍工程概念和稳定性分析的建模技术，不会重点去描述软件里所有产

生相互作用的命令，以及在对话框中各种参数的含意。这些细节在软件的在线帮助中都有提

供。 

SLOPE/W 一直致力于成为岩土结构稳定性分析的通用工具软件。SLOPE/W 软件不仅仅适用

于某一特定问题，SLOPE/W 能够用来评估重力式挡土墙的滑动稳定性，但是 SLOPE/W 并没有

特定的挡墙分析模块。同样的，SLOPE/W 软件没有特定的岩土加固挡土墙分析模块，但 SLOPE/W

能够用来分析诸如应用预应力锚杆、土钉、土工格栅或其它土工材料的结构加固、土体的土

契稳定性分析等。 

应用 SLOPE/W 这类通用工具需要仔细思考如何模拟满足我们要求的工况。大自然包含了

无穷的创造力，一旦理解了一般规律如何起作用，通过自己的创造力分析问题的类型就非常

广泛了。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你创造，而不是描述你必须要遵守的众多规则。 



2 极限平衡理论 

2.1 前言 

    2003年，在卡尔加里召开的加拿大岩土工程技术会议，Alberta和Krahn作了R.M. Hardy

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极限平衡分析的局限性。这一章主要就来自于这个讲义及发表在加拿大

岩土工程技术期刊第40期643到660页的内容。 

讲稿的主要内容就是岩土结构稳定性评估的极限平衡方法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尽管应

用非常广泛，但是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却没有能够很好的理解，并且人们对这种方法能够提

供的（结论）期望过高。实际上极限平衡方程无非是基于单一的静态平衡原理，而对于安全

因素则经常被忽视。完全、系统的评估表明这种方法具有一系列的局限性。 

为了能够更有效的应用极限平衡方法，理解和领会它固有的局限性是非常重要的。这一

章讨论极限平衡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指出局限性，探索如何克服这些局限性，为在实际工

作继续使用这一方法给出一般性的指导。 

2.2 背景和历史 

岩土边坡稳定性评估的极限平衡分析方法在岩土工程领域已经应用了几十年。将潜在滑

动体离散成垂直条块的思想在 20世纪早期被引入并成为岩土工程领域最早的数值分析技术。 

1916年，Petterson在瑞典Gothenberg的Stigberg码头稳定性分析中引入了条分法，滑动

面被抽象为圆弧而滑体被分成土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Fellenius（1936）引入瑞典条分

法。在50年代中期，Janbu（1954）和Bishop（1955）发展了这种方法。在60年代，随着电子

计算机的出现，分析过程中的迭代计算变得更容易处理，这也使得象Morgenstern and Price（1965）

和Spencer (1967)发展的方程数学意义更为严格。在80年代早期，功能强大的个人计算机的出现使

得基于这些技术开发商业软件变得经济可行。如今这类软件的实用性已经将岩土工程领域的

极限平衡分析变成了日常的简单工作。 

SLOPE/W的现代极限平衡分析软件使得分析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成为可能。现在能够处理复

杂的地质条件、不规则孔隙水压力条件、各种线性或非线性剪应力模型，各种形状滑动面的

滑坡，集中荷载以及加固结构。基于条分法的极限平衡方程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诸如预应力

挡土墙、土钉加固的边坡，甚至承受高水平荷载作用的结构物滑动稳定性，比如说冰川流动

等问题中。 



现代软件使得分析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成为可能，同时这些工具也使使用者能够更好的理

解极限平衡分析方法。在计算中应用计算机辅助绘图检查数据使得能够检查安全系数。例如，

绘图功能逐条检查潜在滑体的详细受力或检查沿着滑动面的各种参数，帮助详细理解（极限

平衡）技术。通过这些详细的信息，能够容易的理解极限平衡方法的局限性。最初，条分法

主要应用在沿着滑动面主要受滑体重力影响产生的常规应力，包括加固分析都不在最初的范

围以内。 

2.3 方法的基础 

   在过去几年中，条分技术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方法，基本上都比较相似。这些方法之间的不

同之处在于包含和满足了不同的方程，以及对条间力以及条间力关系的不同假定。图 2-1 表

示一个典型的滑体被离散成土条和土条上可能的作用力。正应力和剪应力分别作用在土条的

底部和土条侧面。 

   常规法或 Fellenius 法是第一个发展的方法。这个方法忽略所有的条间力而仅仅满足力矩

平衡。采用这一简单的假设使得手工计算安全系数成为可能，在没有计算机可用的时候这一

方法非常重要。 

 

图 2-1  滑坡体的土条离散和土条力 

   后来 Bishop 提出的方法包括了条间法向力，但是忽略了条间切向力。同时，Bishop 简化

方法仅仅满足力矩平衡。这种方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包含了条间法向力，安全系数方程变成非

线性，计算过程中要求迭代。Janbu 简化法类似于 Bishop 简化方法，都只包括条间法向力而

忽略条间切向力。Bishop 简化法和 Janbu 简化法的不同之处在于 Janbu 简化方法仅仅满足水

平向的法向力而平衡不满足力矩平衡。 

   后来，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使得处理计算过程中的迭代步骤成为可能，这也使得包含所有的



条间力和所有的静态平衡条件的方程的解更加精确，数学意义更加严密。Morgenstern-Price

法和 Spencer法.就是这样的两种方法。 

   表2-1列举了SLOPE/W利用到的方法和说明了每种方法满足的静态平衡条件。表2-2列举了

包含的条间力的种类和条间切向力和法向力之间的假设关系。 

   关于各种方法的详细资料在其他章节另列。 

表2-1 满足的静态平衡 

方法 力矩平衡 静力平衡 

常规或 Fellenius 法 是 否 

Bishop 简化法 是 否 

Janbu 简化法 否 是 

斯宾斯法 是 是 

Morgenstern－普赖斯法 是 是 

美国陆军工程师团法-1 否 是 

美国陆军工程师团法-2 否 是 

Lowe-Karafiath法 否 是 

Janbu 常规方法 是（土条） 是 

Sarma 法 是 是 

 

2-2 条间力的性质和关系 

方法 条间正应力（E） 条间剪应力（X） X/E 的结果或 X-E 的关系 

常规或 Fellenius 法 否 否 没有条间力 

Bishop 简化法 是 否 水平力 

Janbu 简化法 是 否 水平力 

斯宾斯法 是 是 常数 

Morgenstern－普赖斯

法 
是 是 变量，用户函数 

美国陆军工程师团法

-1 
是 是 从坡顶到坡角直线的斜率 

美国陆军工程师团法

-2 
是 是 土条顶部地面的斜率 

Lowe-Karafiath法 是 是 地面和土条斜率的平均值 

Janbu 常规方法 是 是 应用推力线和力矩平衡 



Sarma 法 是 是 X = C + E tan φ 

2.4 常用的极限平衡法 

常用的极限状态平衡方程是由 Saskatchewan 大学的 Fredlund 于 19 世纪 70 年代提出来的

（Fredlund 和 Krahn1977；Fredlund 等人 1981）。这种方法包含了表 1 所列举的所有方法的重

要原理。常用的极限状态平衡方程是建立在两个安全系数方程的基础上的，并且允许条间力

的切向力力-法向力函数在一定范围变化 。一个方程是关于力矩平衡的安全系数（ mF ），另

一个是关于水平力平衡的安全系数（ fF ）。实际上，用两个安全系数方程的设想是 1967 年

Spencer 第一次提出来的。 

常用的极限平衡方法里的条间剪应力可以用一个方程表示，这个方程是 Morgenstern 和 

Price 于 1965 年提出来的。方程为： 

 xfEX   

方程中： 

)(xf ——表示函数， 

——函数所用的百分数（小数形式） 

E——条间法向力 

X——条间切向力 

图 2—2 表示了典型的半弦方程，表中所示上部曲线表示实际指定的函数，下部曲线表示

了所使用函数，两个曲线之间的比例是， =0.43，在土条 10 中， )(xf =0.83，假设 E=100KN，

则 X=E )(xf ， =100×0.43×0.83=35.74KN，arctan(35.7/100)=19.6°，所以条间力作用合力

的方向是自水平线倾斜 19.6°。在后面我们将提到，在极限平衡方程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知

道如何定义条间作用力。 



 

考虑力矩平衡的安全系数方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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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水平作用力平衡的安全系数方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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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中： 

'c —有效凝聚力 

' —有效摩擦角 

 —孔隙水压力 

N —条块底部法向力 

W —条块重量 

D—线荷载    

 ,,,,, dfxR —几何参数 

 —土体底部倾斜角 

在安全系数方程中还有其他参数，但是这些参数不需要在极限平衡理论中讨论，完整的

方程将在后面的理论章节进行介绍。 

在两个方程中，一个主要的变化就是 N —土体底部正应力，由竖向力总和得到此方程，



因此满足竖向力平衡。由方程可得，条块底部正应力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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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N 代替安全系数方程中的力矩时， mFF  ，当 N 代替安全系数方程中的力时， fFF  ，

在一些书中,分析土坡稳定性时，常以 m 作为方程中的分母，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比较重要的

一点是土体底部正应力可由作用在各自土体上的条间剪应力 RX 、 LX 得到，因此条块底部正

应力的计算不同于其他方法。 

根据计算条间剪应力的不同分为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常用的极限平衡方程法中，计算 mF 和 fF 时引入了值，由这些计算值我们就可以得到图

2-3 相类似的 mF 和 fF 随着λ变化而变化的关系图。 

 

图 2-3  安全系数与关系图 

表 2-1 和表 2-2 所列的简化 Bishop 法忽略了条间剪应力，并且只满足了力矩平衡。在常

用的极限平衡方法中，忽略条间剪应力为零，意味着 =0。因此在图 2-3 中 =0 处，简化 Bishop

法的安全系数和力矩曲线重合。简化 Bishop 法同样也不考虑条间剪应力且只满足力的平衡。



因此在图 2-3 中， =0 时简化 Janbu 法的安全系数和力的曲线重合。 

Spencer 法和 Morgenstern-Price 法中安全系数由两条曲线在图 2-3 中的交点决定，这点处

的安全系数同时满足力矩平衡和力的平衡。不论 Spencer 法或 Morgenstern-Price 法，交点的

安全系数都由条间作用力函数来决定。所有条件中 Spencer 法只把 X/E 作为常量。在 GLE 公

式中，对应于条间作用力函数常量，M-P 法中可利用任何普通的适合的函数。在力的曲线上

的位置由用来决定条间作用力合力的倾斜角度的程序来决定。在 Spencer 法中，当 )(xf =1.0

时，条间作用力合力的倾斜角是 arctan。 

GLE 法中在解释各种方法的不同之处和确定条间作用力函数在安全系数的计算中的影响

程度方面作用很大，这将在下面详细讨论。 

在安全系数方程和底部正应力方程中有个共同的特点，这一特点有一重要的结果。最终

土坡只有一个安全系数。当力矩和力的平衡同时满足时 fm FF  ，在条块底部应力方程中也取

同样的值，这意味着对每个条块，安全系数相同。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在计算整个滑动体和

滑动面上，这个结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GLE 方法另外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它不受滑动面形状的限制。简化 Bishop 法起初是为计算

曲线滑动面发展起来的，但是简化 Bishop 法中的一些固定假设同样可应用于其他非曲线滑动

面。实际上包括 GLE 公式，表 2-1 所列的所有方法都可应用于任何容许滑动面形状。 

2.5 条间作用力函数 

如何运用和计算条间剪应力是表 2-1 所列的所有方法中最基本的一点。例如 Spencer 法，

用一个常量函数，这个常量是假设在所有条块中剪应力和正应力之比为一个常数，你不需要

选择这个常数函数，当你选择了 Spencer 法时，软件中就会有常函数和它搭配好了。 

只是 Morgenstern-Price 法和 Janbu 极限平衡法考虑 user-specifide 条间函数，其中所用到

的一些函数是常量，半正弦、圆弧、梯形和 data-point specified，常用的就是常函数和半正弦

函数，Morgenstern 或 Janbu 极限平衡方法对常量函数的分析和 Spencer 法相同。 

Morgenstern-Price 法和 Janbu 极限平衡方法中，SLOPE/W 默认使用半正弦函数，半正弦

函数偏重于朝向中间土体的条间切向应力和减少顶部和底部的条间剪应力，这些方法中默认

的半正弦函数主要是依据经验和直觉来确定，并不是从理论角度出发，其他的函数如果认为

有必要的也可自己选择。 

Sarma 法中处理条间正应力和剪应力的关系与其他方法有些不同，大多数方法使用固定



函数或固定方向来建立条间正应力和剪应力的关系，Sarma 法使用的是表 2-2 所列的剪应力方

程，这个方法并不比其他方法有优势，具体原因将在以后章节中列出，最后只是从正应力计

算剪应力的另外一个原理，是比较安全和适宜使用者优先选择的方法之一。 

条间力的影响和重要性将在下一节讨论。 

2.6 滑动面形状 

条间力函数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由土体可承受的潜在扭曲量来决定，这个函数对这些

类型的运动可能不重要，但是可能对其他类型运动的安全系数有重要的影响，下面的例子就

说明了这个问题。 

曲线滑动面 

图 2-4 是一个简单的曲线滑动面和安全系数与关系图表，这个例子中力矩平衡完全不

依靠条间切向力，就像水平力矩平衡曲线所描述的，但是力的平衡就依赖于条间切向力。力

矩的平衡不受条间法向力的影响，这是因为条块是自由体且在没有滑动的情况下在条间转动，

然而，实际上滑动体的慢慢移动必然导致条间的滑动，所以，水平力的平衡对条间剪应力很

敏感。 

 
由于力矩平衡完全和条间剪应力无关，所以任何一个假设都认为条间力函数是不相关的。

简化 Bishop 法中，条间剪应力假设为零，假设力矩平衡仍得到了比较合理的安全系数。这对

只满足水平力平衡的方法如简化 Janbu 法来说并不适用，对一个曲线滑动面来说，只满足力

的平衡所得到的安全系数与同时满足力和力矩平衡所得到的安全系数有很大的区别。 

 

对曲线滑动面来说，力矩平衡曲线并不完全是水平的。图 2-4 中的力矩曲线是通过对曲



线滑动面的分析得到的，有些倾斜，但是通常力矩曲线的倾斜面几乎是水平的，这也是为什

么对曲线滑动面情况下 Bishop 法和 Morgenstern-Price 法中的安全系数相近的原因。 

直线滑动面 

图 2-5 是一直线滑动面，力矩和力的平衡曲线方向和曲线滑动面相反。力的平衡完全不依

赖于条间法向力，而力矩的平衡对条间法向力反应非常灵敏。直线滑动面上土层边界可在条

块间无任何滑动的情况下移动。假设有滑移，就要求边界有转动。 

 

复合滑动面 

复合滑动面即滑动面的一部分是曲线，一部分是直线，如图 2-6 所示： 

 
在这个例子中，直线部分连着一个软弱层，在一些地质分布中这种情况很常见。在这种

情况下，力矩和力的平衡都受切向条间力的影响。随着切向条间力的增加，力的平衡安全系

数增加，而力矩平衡安全系数减小。这表明简化 Bishop 法中的分析在安全方面并不总是错的。

比较严格的公式，比如 Morgenstern-Price 或 Spencer 法中，给出一个比简化 Bishop 法中小一



些的安全系数。但不是所有的复合滑动面都这样，一些复合滑动面，计算上比较严格的安全

系数就可能比简化 Bishop 法的安全系数大一些。不能笼统地说在安全方面简单的安全系数是

对还是错。 

对这种形状的滑动面来说，条块间的滑动是在力矩和力的平衡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对

两种平衡来说，条间切向力就很重要了。 

图 2-7 是一块体滑动面，和前面的复合滑动面一样，力矩和力的平衡都受条间切向力的

影响。力矩平衡对条间切向力更敏感。图 2-7 中两种曲线的倾斜程度也说明了这一点。 

 

支撑墙 

 

图 2-8 列举了一个分析支撑墙的深层稳定性的例子。滑动面在板桩末端之下，这个例子

来源于对尔加里市区的一个深基坑开挖的分析。安全系数与的关系图说明在这个例子中力

矩曲线和力的曲线近似。它们对条间切向力非常敏感。例子中若忽略条间切向力，则会导致

对安全系数的低估。不考虑条间切向力，安全系数小于 1.0，这表示一种不稳定状态；考虑条



间切向力，安全系数增加到 1.22。这是由于潜在的滑移体发生了侧向的移动或者旋转。 

这些例子说明条间力函数的重要性与可能的滑动面形状关系紧密，其次就是和滑动体所

承受的转动和移动引起的扭曲量有关。 

在稳定分析中所采用的条间力函数是临界值时，土体的极限平衡法达到应用的极限，用

下面提到的方法代替极限平衡法。 

2.7 应力分布 

在极限平衡法公式中主要未知量是条块底部正应力，沿滑动面的压力图描绘了倾斜面上

的应力分布，计算得到的压力并不总是代表底部真实的应力。 

图 2-9、2-10 是底部有一滑动面和底部下有一深层滑动面的简单的 45 度倾斜面，条间力

函数为常量。对底部滑裂面来说，Morgenstern-Price 法分析所得的沿滑裂面的正应力分布与

线弹性有限元应力分析法所得的正应力分布相比较，正应力有很大不同之处，尤其是在坡角。

对深层滑裂面来说正应力分布较接近，但总体上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图 2-11 列举了有加筋体的情况，加筋体载荷分布在滑动面和作用线的交叉点处，极限平



衡正应力和有限元正应力之间又有很大区别，尤其是包括线荷载的土体。有限单元正应力显

示由于土钉的存在，正应力有所增加。但是不如极限平衡应力那么明显。 

这些例子表明通过极限平衡分析计算的应力情况和有限元计算所的应力情况大不相同，

有限元计算出的应力比较真实且和实际情况接近，这也暗示极限平衡法计算所得的应力并不

代表真实情况。 

 
滑动体内部应力同样也不一定代表实际情况。图 2-12列举了有锚杆固定的挡土墙的情况，

锚杆的加固力在滑动体和锚杆的结合处。 

 

图 2-13、2-14 列出了两种不同条块的自由体图解和力的多边形。 



 

 
注意到条间正应力指向条块右侧，这说明条间为压力，很明显实际上并不应该是这样。

图 2-15 所画出的条间力更强调了这个问题。在每个锚杆位置上，条间正应力变为负且条间剪

应力变成相反的方向。但有意义的是力的多边形闭合，这说明条块处于平衡状态。这种情况

表明只是仅仅满足了基本的平衡方程。 



 

考虑另外一种完全相同的情形，但是锚杆荷载施加在墙上，条间力和前面就完全不同了。

图 2-16 重新绘出了条间切向力和条间法向力，除了最后两个条块，其他条块正应力慢慢地均

匀的增加。有意义的是条间切向力的方向和只包括条块自重产生的条间切向力方向相反，剪

应力的反向表示值为负。 

 

如图 2-17 表明：条间力的不同同样使沿着滑动面分布的正应力有很大不同。我们在前面

就已经指出，条块底部正应力方程包括条间切向力条件，这个例子就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影响。 



 
有意义的是，尽管条块和沿滑动面的应力之间有很大区别，这两种应用集中线荷载的方

法所计算的安全系数几乎相等。在滑动面位置使用锚杆的安全系数是 1.075，在墙体中使用锚

杆的安全系数是 1.076。下表表示了这两种情况。 

锚固力的位置 安全系数 

在滑面上 1.075 

在墙上 1.076 

应力不代表实际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极限平衡公式中，每个条块的安全系数假设都相

同，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每个条块的安全系数有明显的变化。如图 2-18 所示。 

假设每个条块的安全系数都相同，这种做法是不准确的，所以计算的应力并不总是正确

的。 

 



2.8 极限平衡力和应力 

如上一节所论述，为什么如此不切实际的应力却给了一个看起来很合理的安全系数？答

案在于对于每一个条块安全系数都是一样的基本假设。条块极限平衡法需要迭代法来解决非

线性安全系数方程。在 Morgenstern-Price 法或者 Spencer 法里，二次迭代需要找到可以使 mF 和

fF 相同的条间力。通常，这些迭代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即： 

 找到使条块处于力平衡条件下的每一个力； 

 找到每个条块上的使得每一个条块产生相同的安全系数的力。 

这就意味着条间力和滑动面之间的力不仅需要实际的现场条件，而且每个条块的这些力

需满足上面两个条件。 

如果条间力不具有实际现场地面条件的代表性，那么它也不能够针对条块间剪应力合成

一个较真实的合力，也就是说条块间的力不总是真实的。 

幸运地是，尽管极限平衡方程没有给出局部的真实的条间力，但是所有的安全系数却是

真实的。一旦所有的移动下滑力和条块底部的剪力一致，局部的不规则都已经平整，这样就

使得滑体的整体安全系数十分合理。 

有意思的是条分法的最早开发者承认作用在滑裂面上的真实力在计算处理方面具有局限

性。Lambe & Whitman (1969)在他们的土力学课本里指出作用在滑动面上一点的正应力应该

主要是由作用在该点上的土体自重所影响。他们陈述了形成条分法的基本理论。Morgenstern 

and Sangrey (1978)陈述了用法之一：“…..的安全系数就是给出作用在滑动面上的平均安全

值”。他们继续指出：“这个将不会与实际力相冲突“。幸运的是，这些基本理论偶尔会当做

一种在日常工程中逐渐采用方法而被遗忘。 

虽然条分法的最早提出者直观地认为条间力可能不真实，但是他们没有有限元工具去证

明这种方法里的条间力跟真实存在的力的不同之处。现在，在有限元分析的帮助之下，将有

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示这些不同之处。 

2.9 Janbu 的普遍条分法 

    在应力分布的上下文关系里，有必要去验证Janbu的普遍条分法公式（Janbu1954；

Janbu1957）。Janbu的普遍条分法在每一个条块上施加一个应力分布。条块间应力分布经常假

定成静水力的，力的合成假定为靠近条块底面下部1/3点处。推力线是指土条两侧条间力合力

作用点位置的连线。 



假定的推力线和在每个条块底部附近施加的力矩有可能决定条间力的大小。  

这个方法相当的合理，它提出场地的真实应力分布接近施加的应力分布，例如当滑裂面

没有尖角时滑动体将与滑动深度成比例关系。更加普遍的是，当可能的滑动体没有明显的应

力集中时，这个方法也是十分合理的。如果存在的应力集中远远的偏离 Janbu 普遍条分法所

施加的分布应力，这个问题将 over－constrained。这将导致一些条块的收敛问题和一些条块的

不平衡，若锚杆和锚钉等结构物存在时尤其如此。Abramson 等人（2002）指出，Janbu 普遍

条分法的计算对推力线的位置十分敏感。 

早期提到过推力线有可能潜在的落在条块的外部。用Janbu普遍条分法，条块总是处在力

的平衡条件下，但是为了条块自身的力矩平衡，条间力作用在条块外部也是有可能的。换句

话说，Janbu普遍条分法施加推力线在条块的一侧的一个特殊点上，但是这有可能导致条块力

的不平衡。因此，总是不可能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有时推力线需要在条块外部来保证条块力

的平衡，或者如果推力线固定在条块上的一个特殊点上，条块就不能在平衡条件下。 

   Janbu的普遍条分法在某些情况下改善了早期的纯粹基于静力学计算而导致的应力不真实

的情况。因此从本质上说Janbu的普遍条分法跟任何极限平衡方法没有什么不同。固有的条间

力假设是不同的，但是后面的局限性却是相同的。 

2.10 缺少的物理学 

条块的极限平衡理论方法纯粹是基于静力学理论，就是力矩、垂直力和水平力的总和 。

这个方法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应变和位移的东西，而且作为结果它不满足位移兼容性。 

 

 

要克服这些被物理学缺少部分遗留下来的问题，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把应力应变曲线

与公式一体化。实现这个目的的一种方法就是用有限元计算应力取代由静力学公式决定的应

力，这种形式已经在 GeoStudio 中实现了。例如，用 SIGMA/W 计算应力可以应用到 SLOPE/W

中计算安全系数。详细资料在这本书的安全系数那一章列出。                             

2.11 局限性 

极限平衡法除了应力分布与实际不符外，尚还有其他的不足。其首要局限在于特定条件

下的收敛问题。大部分的收敛问题是由如锚杆、土钉、土工织物等产生的侧向荷载引起。需

要加固的土工结构往往存在陡峭面，因此最危险滑动面存在大锥角。侧向力以及存在陡峭的

极限平衡公式中缺失的物理条件是缺少应力应变关系以保持位移的相容性 



侧面，使得收敛困难。当计算不收敛时，求得的最小安全系数常常出现在临近的试算滑动面。

此时对求得的安全系数尚待商榷。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作详细讨论。 

土与结构的相互作用也常给极限平衡法带来问题。考虑图 2-19 所示的板桩结构。当用极

限平衡法考虑结构部分时，结构的影响可能拓展至潜在的滑动土体之外。这个问题在于当考

虑滑动面出现在开挖基线附近时的潜在失效模式，如何确定嵌入土体板桩所提供的侧向力。

板桩墙前被动土压力作为系统平衡的整体部分，但又在自由滑动土体之外。 

 
一种处理被动土压力的方法是建立独立的分析系统，这可以通过近似的求解或是通过极

限平衡法来实现。计算出的被动土压力作为一作用在出坡点上方的线荷载考虑在墙体的稳定

分析中，如图 2-19 所示。 

墙与土体之间的摩擦对被动土压力的影响使得该问题更为复杂。被动土压力系数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板桩与土体间的摩擦，而且必要的大位移是产生被动土压力的主要条件之一。考

虑到这些情况，只有部分土压力参与板桩墙的稳定分析，也就是说被动土压力需要比墙体更

大的安全系数。 

2.12 滑动面形状 

极限平衡法在众多的可能滑动面中寻找一个相应最小安全系数的临界滑动面，滑动面形

状的确定也在不断的试算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滑动面形状是否是圆弧、分段滑移面或是复合

滑移面等。SLOPE/W 中有指定可能滑动面形状的设置。 

滑动面形状经常能够得到控制的，至少是受地层边界、地质特性的影响。定义这些特性

也就成为寻求临界滑动面的工作之一。但仅仅有这些控制条件，我们仍需要对众多可能的滑

动面进行检查。 



临界滑动面受土体强度的影响。无粘性土（ 0c ）的滑动面位置基本上不同于不排水抗

剪强度 0 的滑动面。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也就是说为获得临界滑动面还需根据有效强

度参数精确定义土体特性。 

最近的研究指出，当用户指定滑动面形状时，给出最小的安全系数并不是非常有意义的。

比如：对于一个圆弧型滑移面可以得出一个最小安全系数，进一步的优化可以在非圆弧滑移

面的情况下得出更小的安全系数。在 SLOPE/W 中这叫做优化，SLOPE 会自动搜索最优化滑

移面的位置和形状。 

2.13 渗流力 

渗流力的概念很容易理解，但在极限平衡法中引入该力时则容易混淆。 

考虑图 2.20 所示的土条，地下水位线与滑动面成一较大角度，左侧水压力比右侧大，左

右两侧水压力差定义为渗流力。水流流经土层时，能量耗散，渗流力则与该耗散能量成正比。 

 
图 2-20 考虑渗流力时的力多边形 

当极限平衡方程考虑渗流力的影响时，则有必要作力多边形。在地下水面以下有水压力

和土压力，此时的土压力采用浮容重计算，在水面以上土压力则由总容重确定，如图 2-20 所

示。 

如前所述，首要问题是保证每条土体的力的平衡，其次是确定力的作用点。广义的 Janbu



（Janbu）法能满足力矩平衡，但力的平衡得不到满足。相反的，GLE 法能满足土条间力的平

衡，但不能同时满足力矩的平衡。早些时间曾提出的极限平衡法是基于静力平衡方程，没有

给出应力的分布。事实确实如此，对土条间力做进一步的细化已无必要，所幸的是与现实不

吻合的应力分布不影响安全系数的计算结果。安全系数法的有效前提是潜在滑动土体的力与

力矩的平衡，而土条间的相互作用则是次要的，条间力所要满足的就是各土条力的平衡方程

和安全系数的一致即可。 

Lambe Whitan （1968，P261）从不同的出发点进行争论，但得到的结果却是一样的，他

们指出分析作用于单元上的力时，既可采用饱和容重（total weight）和边界水压力，也可采

用渗流力和浮容重相结合的方法，虽然两者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但采用边界水压力和天然

容重相结合的方法是简便易行的，SLOPE/W 中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在 SLOPE/W 的平衡方程中，条间力多边形和所显示的条间力，是所有力

的合成，而不会去分解水压力此类的力。水压力参与剪力的计算，但是截面的水压力是不参

与条间力的平衡计算。 

2.14 结论 

土工极限平衡法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来源于应变和位移的不协调，这就导致了

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不能考虑局部区域的安全系数，其二求得的应力分布常常与现实不符。

为了能够考虑沿滑动面局部的安全稳定和求解应力分布，需在分析方法和平衡方程中引入应

力－应变的本构关系。 

尽管这种方法有上述的不足，但在实际工程中采用极限平衡法分析边坡稳定仍然不失为

有效的方法。理解这种方法的计算能力和求解范围是正确合理有效应用该法的前提。 

最后，实际工程分析中采用的极限平衡法应尽少的采用同时满足力和力矩平衡的方法，

如 Morgenstern-Price 法或 Spencer 法。对于 SLOPE/W 软件来说，恰好可以选择使用一种在

数学上更为严谨的方法来进行稳定性分析，而不是使用仅满足一些静力平衡方程的简单方法

来进行稳定性分析。 



3 安全系数法 

3.1 前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产生了很多计算安全系数的方法。本章分别介绍 SLOPE/W 所包含的

每一种方法。除了最后介绍的有限单元法外，其余的方法全部都是基于极限平衡理论来计算

安全系数。 

本章最后一节会介绍实际运用中如何选择一种合理的计算方法。 

3.2 通用极限平衡法 

Saskatchewan 大学 Fredlund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广义平衡法（GLE），这种方法涵盖了

所有 SLOPE/W 中求解方法的主要问题，GLE 法为讨论、描述和理解其他方法提供了框架。

GLE 法基于两个安全系数方程，并对条间切向力－法向力做了一定假设。其一的方程给出了

考虑弯矩 mF 平衡的安全系数法，另一方程则考虑了水平力平衡的安全系数法。Spencer（1967）

提出同时考虑水平力和力矩平衡的想法。在 GLE 法中条间剪力是通过方程 Morgensterm 

Price(1965)给出的方程处理，方程如下： 

                 ( )X E f x  

式中： )(xf 为函数，为函数的使用率（小数形式表示），E 为条间作用的法向力，X 为

条间作用剪力。图 3-1 给出了一典型的半正弦函数曲线，图中上边的曲线为实际函数曲线，

下边的曲线为求解中采用的函数曲线。两曲线的比例称之为，图中两曲线的比值 43.0 ，

此时实际函数的取值为 1.0。对于土条 10， 83.0)( xf 。如假设条间法向力 E=100kN，条间

剪力 

 )100/7.35arctan(,7.3583.043.0100)( kNxEfX  19.6˚。表示土条 10 的条间合力

与水平向夹角为 19.6 度 



 
GLE 法中考虑弯矩平衡的安全系数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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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力平衡的安全系数方程如下： 
' '( cos( ) ( ) tan c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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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效凝聚力 

' —有效摩擦角 

 —孔隙水压力 

N —条块底部法向力 

W —条块重量 

D—线荷载    

 ,,,,, dfxR —几何参数 

 —土体底部倾斜角 

在安全系数方程中还有其他参数，但是这些参数不需要在极限平衡理论中讨论，完整的

方程将在后面的理论章节进行介绍。 

 

在两个安全系数的方程中都有一重要变量 N ，即各土条底部的法向力，该力为所有竖向



力（vertical）的总和，竖向力的平衡也就得到了满足，底部法向力的定义如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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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t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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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N 已除力矩安全系数时， F 即为 mF ，当 N 已除水平力的安全系数时， F 即为 fF 。边

坡稳定分析文献中通常把分母项简称为 m 。在 Bishop 法中将再另行介绍。值得强调的是土

条底部法向力取决于土条间的两侧相互作用的 RX 和 LX ，因此该力也就因采用的求解方法而

异。GLE 法利用 mF 、 fF 计算出了的取值范围，并可给出反应 mF 、 fF 随的变化曲线，如

图 3-2 所示。这条曲线对 GLE 法是很有用的，通过这条曲线可以很好的理解不同求解方法所

求得的安全系数的异同。 

 

简化 Bishop 法作了两个重要假设，忽略条间剪力并只考虑力矩平衡。在 GLE 法中这就意

味着为零。Janbu 法同样不考虑条间剪力，只满足力的平衡，同样为零，这从图 3-2 中可

以看出。Spencer 法和 Morgenstern-price(M-P)法的系数取决于两条曲线的交点，在该交点上



同时满足力和力矩平衡。交点属于 spencer 法 还是 M-P 法取决于土条间相互作用力的函数。

Spencer 法认为所有土条的 X/E 为一常数，而在 GLE 法中则取决于条间（水平作用力的函数），

M-P 法中可采用任何近似函数。美国陆军工程师团法和 Lowe－Karafiah 安全系数也落在力曲

线上，因为它们只满足力的平衡。力曲线的位置取决于程序如何处理条间的合力倾角。通用

条分法适用于运动学上允许的边坡形状。Bishop 法适用于圆弧滑动和非圆弧滑动，所有在这

讨论的方法都通过静力方程所适用的范围。 

如上节所述，条间力的函数对滑弧形状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没有哪一种方法仅限于某一

特殊的滑动面。当滑动面为圆弧时，力矩安全系数法对假定的条间力并不敏感。因此简化的

Bishop 法适用于圆弧滑动分析，由于这种方法内在的假定，同样也适用于非圆弧滑动。 

Slope/w 中的可适用于通用条分法各种条间作用力的函数概述如下： 

 常数 

 半正弦 

 clipped-sine 

 梯形分布 

 全部由用户指定 

通过寻找 mF 和 fF 曲线的交点，GLE 法可同时满足力和力矩的平衡。如图 3-3 所示，安全

系数同为 1.283，但有时系数经常出现异号现象。例如当施加的侧向力过大时，Slope 中采

用的默认值在-1.25～1.25 之间。有时不能保证边界上的收敛，这个区间还得缩小。图 3-3 中

设置的区间为 0.0～0.6。 



 
通用条分法可以很好的解释边坡的滑动现象和理解不同方法的异同。 

3.3 普通条分法或 Fellenius 法 

有时也把这种方法称为瑞典条分法。 

这是有文献记载的提出的第一种条分计算方法，这种方法的简便在于可以手算。 

在这种方法中，不考虑土条两侧面上的作用力，土条的重量分解为平行于和垂直于土条

底面的力。垂直于土条底面的力是底面法向力，用于计算实际的抗剪力。平行于土条底面的

力是垂向驱动力。用某一点的所有的受力来描述试验滑动面，这也用于计算安全系数，安全

系数等于沿着滑动面的实际的总剪切力除以总的垂向驱动力（有效剪切力）。 

在不考虑孔隙水压力的情况下，最简单的临界滑动面的安全系数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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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凝聚力； 

 ：滑弧长度； 

N ：法向力（ cosW ）； 



：内摩擦角； 

W ：土条的重量； 

 ；土条底面中点的法线与竖线的交角。 

通过使用电子数据表格能方便地计算出安全系数，当然还可以使用 SLOPE/W，但是有时

做做简单的手算是很有效的学习锻炼方式。 

考虑图 3－4 中的简单例子，图中从左到右共分为 14 个土条，土的粘聚力为 5kPa，内摩

擦角为 20 度。 

 

下面两个表格用于说明安全系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最难的部分是指定土条的尺寸。 

 



 
从上两个表格可算出安全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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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PE/W 给出了一样的安全系数，如图 3－5 所示。 

 
这种方法最突出的优点是可以绘制滑动力图和力多边形图，图 3－6 为土条 3 和土条 13



的自由体和受力情况图示，土条 3 正好位于坡顶的下面，土条 13 正好位于坡角的下面。首先，

不考虑土条两侧的剪力和法向力，第二，注意到力多边形的闭合很差，这就意味着土条不处

于力的平衡状态。由于不考虑土条侧面的法向力，这就无法平衡侧向的和法向的底面剪切力，

特别是在滑动面接近水平的时候更明显。 

 
当在说明自由体图示和受力多边形时，重要的是要知道土条底部上的剪切力是有效剪切

力，而不是实际的抗剪力，实际的抗剪力等于有效剪切力乘以安全系数。在上表的最后一栏

列出了实际的抗剪力，实际的抗剪力除以安全系数就是土条自由体上的底面剪切力了。 

由于力多边形不能很好的闭合，用这种方法可能会得出不准确的安全系数，因此不应在

实际工程中采用。对这个简单例子用这种简单方法得到的安全系数为 1.18，而一个更贴切的

安全系数应该在 1.36 附近，比 1.18 高出约 15％。 

由于教学和历史的原因，在 SLOPE/W 中也有这种计算方法，这有利于比较 SLOPE/W 的

计算结果和手算结果。另一方面，这种方法最先提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好的参考方

法。 

由于未定义，这种方法计算的安全系数不能绘制在 GLE 安全系数与相关的曲线上。  

 

 

3.4 Bishop 法 

在 19 世纪 50 年代，Bishop 教授在伦敦皇家学院提出了一种考虑了土侧间法向力，但不

考虑土侧间切向力的计算方法。Bishop 教授通过取垂直方向上的力的平衡得出了一个对土条

底面法线方向的方程。 

由于潜在的不确定性，在实际工程中不应该采用这种方法。  



这就使得底面法线方向成为了安全系数的一个函数，使得安全系数方程两边都有 sF ，从

而求解方程必须使用迭代法。 

在没有孔隙水应力的情况下，Bishop 法求土坡安全系数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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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的两边都有 sF ，除了 m 项公式与瑞典条分法的安全系数计算公式相似， m 项定义

为： 

sF
m 

tansincos   

应用 Bishop 法求土坡安全系数需要试算，在 SLOPE/W 中，取瑞典条分法计算的安全系

数作为初始值，利用这个初始值来计算 m ，然后求得新的 sF 值，再由这个 sF 值求出新的 m

和 sF 值，如此反复迭代，直至前后两次的 sF 值的差达到容许的精度为止，通常只要迭代几次

就能满足精度要求。 

为了与瑞典条分法进行比较，现在取相同的土条来对照，通过比较自由体受力图和受力

多边形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差异（图 3－7）：由于土侧间法向力的存在，受力多边形闭合得

比较好，由 Bishop 的假定这里没有考虑土侧间剪切力。 

 

安全系数与  的相关曲线图如图 3－8 所示，Bishop 法计算的安全系数位于 0

（ 36.1sF ）的力矩平衡曲线上，也可表示为： 



 xfEX   

由于没有考虑土侧间剪切力使得 0 。 

 

必须指出：力矩安全系数（ mF ）与土条侧面的作用力无关，原因如前节所述，就是因为

在土条间没有滑动体旋转的位移，但是对力的平衡并不是这样，因此受力安全系数（ fF ）与

土条侧面的剪切力有关。 

对 Bishop 法总结如下：（1）考虑了土侧间法向力，但不考虑土侧间剪切力；（2）满足所

有的力矩平衡条件，但不满足所有的水平方向的力的平衡条件。 

3.5 Janbu 简化法 

Janbu 简化法与 Bishop 法类似，但是 Janbu 简化法仅满足所有水平力的平衡，并不满足所

有的力矩平衡。 

图 3－9 给出了 Janbu 简化法的自由体图示和力多边形，有图可见力多边形的闭合性比

Bishop 法的好。由 Janbu 简化法计算出来的安全系数为 1.16 与 Bishop 法计算出来的 1.36 不

同，这是明显的差异，虽然土条处于力的平衡状态，但是由 Janbu 简化法计算出来的安全系



数显然太偏低。 

 

由于忽略了土条间的剪力，同 Bishop 法一样，Janbu 简化法的 0 ，因此，Janbu 简化

法计算的安全系数位于 0 的力平衡曲线上（图 3－10），由于力的平衡与土条间的剪力有

关，忽略土条间的剪力，使得计算临界滑动面的安全系数偏低。 

 

对 Janbu 简化法总结如下：（1）考虑了土侧间法向力，但不考虑土侧间剪切力；（2）满足

所有的水平力的平衡条件，但不满足所有的力矩的平衡条件。 



3.6 Spencer 简化法 

如前节所述，Spencer（1967）提出了两条安全系数计算方程，一条是关于力矩平衡的，

另一条是水平力平衡的。他在土条间的剪力和法向力之间建立了一个定常的关系式，通过一

个迭代过程来改变切向力和法向力间的比值，直到两个安全系数相同。寻找切向力和法向力

间的比值使得安全系数相同，这就意味着力矩平衡和水平力的平衡都得到了满足。 

SLOPE/W 用下式表示土条间的切向力（ X ）和法向力（E ）的关系： 

 xfEX   

在 Spencer 方法中，函数  xf 是个常量，因此，所有土条间的切向力和法向力之比为定值。 

图 3－11 给出了典型土坡的稳定分析情况，Spencer 安全系数为 1.140。 

 

安全系数与的相关曲线图如图 3－12 所示，安全系数位于力和力矩平衡曲线的交点处。 



 

在交点处 12.0 ，对 Spencer 方法函数   0.1xf ，关系方程可写成： 

0.112.0  EX     EX 12.0  

指定的函数曲线和运用的土条间的函数曲线如图 3－13 所示，由图可知运用土条间的函

数在 0.12 处为常量。 

 

通过土条间的作用力对土条间的切向力和法向力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确认，图 3－14 为

一典型土条。在土条的左边的切向力和法向力之比为 19.714/175.97＝0.12，在土条的右边的

切向力和法向力之比为 24.742/220.84＝0.12。 



 

切向力与法向力之比为 0.12 意味着土条间合力的倾角为 arctan（0.12），即 6.74 度。 

值得注意的是当土条间的切向力和法向力都倾斜时，力多边形闭合得很好。 

对 Spencer 方法总结如下：（1）考虑了土侧间法向力，也考虑土侧间剪切力；（2）满足所

有的力的平衡条件，也满足所有的力矩的平衡条件；（3）假定了一个土条间的定常力函数。 

3.7 Morgenstern－普赖斯法 

Morgenstern 和普赖斯 1965 年研究出一种类似于斯宾赛法的土坡稳定分析方法，即

Morgenstern－普赖斯法。与斯宾赛法不同的是该法考虑了多种形式的条间力函数。在

SLOPE/W 中可以使用的条间力函数有：常量，半正弦，半余弦，梯形，离散数据点等。当选

择常数函数( )(xf ＝常数)时，M-P 方法就于斯宾赛法相一致。 

为了说明这种方法间的差别，让我们来看一看用 M-P 方法来分析以前已经用斯宾赛法讨

论过的一个问题，分析结果见图 3－15.  



 
图 3－16 表明了力安全系数和力矩安全系数是如何随着 lambda 值的变化而变化。M-P 法

的安全系数就是这两条曲线的交点。 

 

程序给定的和应用的条间力函数显示在图 3-17 中，给定的函数是半正弦函数形式，计算

者选用的函数具有与其相同的形状，但乘了一个 =0.145 的常数。 

表 3—18 考虑第十微分土条上的力，第十块土条上给定的函数值是 0.86，为 0.146，该

土条右边的弹性模量是 316.62，此时相应的条间剪力是： 

)(xfEX   

X  = 316.62×0.146×0.86 



X = 39.7 

与自由荷载相应的条间剪力分布图的值见图 3－18。 

和斯宾赛法一样，因为包括剪力和条间法向力，力多边形的封闭性相当好。 

 

 

通过图 3-18 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用 M-P 方法算出来的安全系数要比用简单 Bishop 法



算出来的安全系数(瞬时平衡时为 0)小，这是因为其瞬时平衡曲线有负的斜率。这个例子表

明像简化 Bishop 法这样更简单的方法忽略了条间切向力，在安全方面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而

像 M-P 法这样考虑了条间切向力和法向力的更复杂的方法竟得到一个更小的安全系数。 
 
 
 
 

总之，Morgenstern－普赖斯法有以下特点： 

 考虑条间剪力和正应力 

 同时满足力矩平衡和力的平衡 

 考虑了可供用户选择的多种条间力函数 

3.8 美国陆军工程师团法 

    美国陆军工程师团法基于一个特殊的条间力函数，而且该法只满足水平方向的整体力平

衡，不满足整体力矩平衡。 

该法关于土条条间侧向力的倾角作了两种假设，一是假设边坡面是从边坡顶部到底部(即

滑面的进出口)，另一种假设是采用土条顶部地面的坡角。 

条间假设一： 

图 3-19 解释了美国工程师团法的第一个条间力假设，从顶部到底部的黑线为假设的条间

合力方向。 

 

不考虑所有条间力和不满足所有平衡等式的简单方法有时会表现的过分不安全。 



图 3-19 中从顶部到底端的坡向斜率为 0.37，用 SLOPE/W 测绘这个条间力函数，结果见

3-20，表明该斜率为一个恒定的常数 0.37。也就是说应用的函数值和规定的函数值相等，因

为这规定的函数值是通过 SLOPE 软件计算出来的。 

 
  通过观察条间力，我们可以检查合力的方向。图 3－21 对第六块土条进行了受力分析，

土条一边的切向力和法向力的比率是 0.37，这就决定了合力线与从顶部到底部的坡线是平行

的。 



 

  条间假设二： 

  工程师团法的第二条间力假设是条间合力的方向就是土条顶部的地面斜坡方向，比如图

3－22 中实例的条间力函数为图 3－33，如果地面是水平的，那么条间合力就是水平的；如果

地面是倾斜的，合力的方向也与地面斜坡的方向平行。坡率是 2:1，因此剪应力和正应力之比

是 0.5，这与图 3-23 函数恰好一致。 



 

 

基于工程师团法的第二个假设，也就是说当地面是水平的时候，条间剪力为 0；还有，

通过观察条间力，我们可以检查合力的方向。土条 6 受力情况见 3-24，旁边表示土条的切向

力和法向力的比值是 0.5，这也就确认了合力的方向和斜坡的方向是平行的。 



 

工程师法仅仅满足力平衡，因此它的安全系数位于一条安全系数－曲线中，然而将计

算的安全系数置于曲线上有时会使人产生误解。这里没有像 Morgenstern－普赖斯法和斯宾赛

法一样的单个值，如果把工程师团法算出来的安全系数描绘在一个图上，相应的值应该

是值的一个平均化的体现，然而如此一个平均值并不能用来检查切向力和法向力的比。条

间计算函数就是用来确定计算条间力的正确性。 

总之，工程师团法的特点如下： 

 同时考虑条间剪力和正应力 

 满足整体水平力平衡，但是不满足力矩平衡 

 运用与斜坡和滑坡面几何形状相关的条间力函数 

3.9 LOW-Karafiath 法 

   LOW-Karafiath 法基本上和美国陆军工程师团法是一样的，区别在于条间力函数的不同。

L-K 方法用土条顶部和基础的平均斜率。图 3-25 介绍了 L-K 分析方法，图 3-26 给出了相应

的条间力计算函数，该函数和地面以及条底的斜率有关。也就是说当条底是水平时，相应函

数大约为 0.25，坡面的平均斜率时 0.5，条块底部的斜率为 0。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条间力来确定合力的方向，图 3-27 是第六土条的受力情况，在土条边

上剪应力和正应力的比值是 0.62，这就确定了合力和斜坡是平行的。 

总之，L-K 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同时考虑条间剪应力和正应力 



 满足静力平衡，但是不满足力矩平衡 

 运用与条块底面斜率和坡体表面斜率相关的条间力函数。 

 

3.10 Sarma 法 

   Sarma1973 年研究出一种可适用 于非竖直土条和普遍意义上的块体的稳定分析方法，当

前在 SLOPE/W 中的 Sarma 方法假设土条是垂直的。完全意义上的 Sarma 方法还没有编进

SLOPE/W 中。块体的几何定义不适用于 SLOPE/W 中多数条分法对于条块分析的一般方案。

因此说需要特定的软件来定义问题和可视化结果，在软件中开发完全意义的 Sarma 方法是未

来一项计划。 

   通过 Sarma 方法来联系一般块体剪应力和正应力的方法也可以用来描述条间剪力之间关

系和条间正应力之间的关系。 

   Sarma 采用一种类似于莫尔－库仑剪力强度准则的等式来叙述条间剪应力和正应力之间

的关系。在 SLOPE/W 用语中该等式表示为： 

 

   其中 c是土的内聚力，也叫粘聚力； h是土的高度；是材料的内摩擦角。 

   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条间力与材料特性密切相关，这种内在的联系或许比规定的函数更容



易概化，但是最后用另一种机理来规定条间函数。 

   当粘聚力为零或者是很小时此方法最适用。当粘聚力为 0 时，和其他方法一样土的抗剪强

度和法向应力成正比例关系，当施加一个小的粘聚力，条间法向力和切向力相独立，这将导

致迭代计算过程中的收敛问题。 

当使用此种方法时，首先应该将粘聚力设置为 0，随后可以施加一个较小的粘聚力并观察

其所产生的影响，这个过程必须小心谨慎。观察安全系数受条间力影响的不敏感性。最好经

常将粘聚力设置为 0。 

在 SLOPE/W 中，Sarma 法，Spencer 法和 Morgenstern－普赖斯法都是一样的，计算的土

条抗剪强度随着一个全局系数而改变(类似于 )，直到整个力的平衡和力矩平衡都满足。 

图 3-28 是一个自由体受力图和力多边形示意图，其中 c c= 0 ， = 30 度，当收敛时最终

的值是 0.197，那么右边的条间剪力是 0.197*221.51*tan30=25.1，结果见图 3-28，力多边形

封闭，表明在 Sarma 方法中力是平衡的。 

总之，在 SLOPE/W 中的 Sarma 具有如下特点： 

 同时考虑条间剪力和法向应力 

 同时满足力的平衡和力矩的平衡 

 通过类似于抗剪强度的方程来联系条间剪力和法向应力。 

 



3.11 Janbu 的一般条分法 

Janbu 的一般条分法和以上章节所述的极限平衡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方法通过定义一

条推力线来把应力分布在潜在的滑块上，条间切向力和法向力的合力方向假定为推力线和土

条的交线，一般在土条靠底部 1/3 处用来代表静水压力分布。根据这假定的合力位置，可以

通过土条底部中心的力矩来计算条间的剪力，条间的法向力可以首先通过前面已经讨论过的

简化 Janbu 方法计算出来。接着通过底部土条的力矩来求出条间切向力。 

广义的 Janbu 方法仅仅满足整体力的平衡，和简化的 Janbu 方法一样。力矩平衡仅在单

个土条内部满足。在 SLOPE/W 中，广义的 Janbu 方法仅计算力平衡时的安全系数，整体力矩

平衡时的安全系数是不能计算的。 

广义的 Janbu 方法相似于陆军工程师团法和 Lowe-Karafiath 方法。所有这些方法考虑条

间剪力和正应力，但是仅满足力的平衡。广义的 Janbu 方法仅仅是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找出

条间法向力和切向力的相关性。 

前面的极限平衡基础章节讨论把应力分布施加在潜在的滑面上的过程。极限平衡方法并

不需要形成真实的应力分布。用极限平衡方法寻找条间力可以确保每一个土条的力的平衡，

可以确保每一个土条一个恒定的安全系数。这些固有的特性会导致不切实际的应力分布。如

果应力是不真实的，这土条本身也不会满足力矩平衡。这就意味着土条合力的作用点可能在

土条之外。相反，如果我们能找到确保每个土条力矩平衡时的土条力，当假设每个土条的安

全系数相同时，并不能确保力矩平衡。在某种意义上，假设为恒定的安全系数将使得整个问

题无解，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必须有可变局部安全系数，在极限平衡等式中，这是不可能

的。下一节介绍的有限元应力法是需要有可变的局部安全系数的。 

在广义的 Janbu 方法中，由线形滑面的小转角或者加筋体集中作用力会导致应力集中，

这将使得迭代计算过程中收敛困难。同样，这种方法的力多边形的封闭性将不是很好。使力

矩平衡的同时意味着不是总能达到力的平衡。 

图 3-29 是用广义的 Janbu 条分法(Janbu 的普遍条分法)来分析土条的自由体受力图和力多

边形图示。虽然图中显示的条间力作用于土条的中部，在 SLOPE/W 中，实际是作用于土条

底部以上约 1/3 处。尽管在土条中可以达到力矩平衡，但力的平衡是不可能达到的，就像图

3-29 中显示的力多边形一样。 

你也许会在某些出版物中看到在介绍 Janbu 的普遍条分法时解释潜在的滑移面是和深度

有关的。在一个长且浅的滑坡中应力分布很可能类似于与深度有关的静水压力，和该法中假

设的一样。 



当真实的应力分布和所加载的应力分布接近时，Janbu 的普遍条分法的使用效果最好。 

 
总之，Janbu 的普遍条分法是极限平衡等式的另一种形式，不能说它比其他的方法好或者

是差，因为它也象其他的方法一样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当在滑面上没有造成应力集中的转角

和高集中荷载时，Janbu 的普遍条分法会得到和其他同时考虑条间剪力和正应力的方法相似的

结果。 

3.12 基于有限单元应力的方法 

这一章是在极限平衡的基础上来讨论由极限平衡方程所得出的应力分布，同时表明这些

应力分布并不必须是实际场地应力的真实体现。重复一下，极限平衡方程给出力和应力如下： 

(1) 目的是提供每个土条的力的平衡 

(2) 使每个土条的安全系数相同 

这些固有的概念和假设意味着总不可能在滑面或者是潜在的滑块上获真实的应力分布，

为了克服这些限制，在稳定分析中加入了一些其他的物理因素。最重要的便是应力-应变关系，

包括这关系意味着满足了位移的兼容性，这使得应力分布更接近真实。 

应力-应变关系的稳定分析方法，首先要在地面上用有限元分析建立应力分布，然后在稳

定分析中应用这些应力。这些想法在 SLOPE/W 中付诸实施，地面应力能够通过 SIGMA/W 软

件计算，并且 SLOPE/W 可以用 SIGMA/W 软件计算出来的应力来计算安全系数，下面是具



体的一些描述。 

图 3-30 把一个 45 度的边坡划分成有限元网格，用一个简单的重力计算系统，地面应力

可以计算出来。采用线弹性关系，垂直应力见图 3-31.这是从有限元方法中获得的一个典型的

信息。每个单元内从有限元应力分析中获得的基本参数为 x ， y 和 xy 。 

看图中 50kPa 的等势线，并不是始终和地表线相平行。等势线在坡脚下面靠近地面，这

意味着影响垂直应力的不仅是自身重力，还有剪应力。 

 

 

有限元应力计算可用来进行简单的极限平衡关系分析，在每一个单元以内，应力 x ， y

和 xy 是可以知道的，可以从每土条底部的中点来计算正应力和滑移力，这程序如下： 

1）把每一个单元中的高斯数值叠代点的 x ， y 和 xy 平均投射到节点上。通过每个节点

上已知的 x ， y 和 xy ，在网格中任何其它点的应力都可以计算出来。 

2）对于土条 1，找到包含底部中点坐标 x-y 的单元。 

3）计算土条底部中点的 x ， y 和 xy 。 

4）由极限平衡离散得出土条底部的倾角。 



5）用摩尔应力圆法来求出基底正应力和剪应力。 

6）通过计算的正应力来计算有效的抗剪强度。 

7）通过用下滑剪应力和有效强度分别乘以土条的长度，把应力转化为力。 

8）对每一土条重复这一系列的处理直到第 n 土条。 

一旦每个土条的滑移力和抗滑力都求出来以后，结合滑面的长度和这些力，稳定系数可

以求出，稳定系数可以定义为： 

 

其中 rS 是沿整个滑面总的最大抗剪力， mS 是沿整个滑面总的下滑力。也出现过其它类似

的安全系数表达(Kulhawy 1969; Naylor, 1982)。 

图 3-32 是一个潜在滑块的有限元划分，通过上面列举的程序，坡面的稳定系数是 1.138。

同样问题用 Morgenstern－普赖斯法(常数条间函数)得出的安全系数是 1.145,两者相比大约有

15%的不同。 

 
边缘安全系数的不同是因为沿滑面的正应力分布。早在图 3－33 中就描述过特殊滑面的

有限元方法和极限平衡正应力分布，在底部区域剪应力的集中导致了这部分正应力的巨大不

同。极限平衡等式中土条底部的正应力的主要来自于土条的重力，局部的剪应力集中并没有

太大影响。 



 

这种情况对陡坡是不同的，见图 3-34，沿滑面的有限元网格和极限平衡正应力分布很接

近，因此基于有限元方法的稳定系数和用 Morgenstern－普赖斯法算出来的安全系数几乎一

样。有限元方法算出来的稳定系数是 1.849,然而 Morgenstern－普赖斯法算出来的安全系数是

1.804。这表明，当沿滑面的正应力分布相当接近真实的场地应力时，极限平衡的安全系数和

有限单元法的安全系数一样好。 

 
有限单元应力法的一个优点是它可以观察土条局部的安全系数。图 3-35 是坡脚和陡坡的

安全系数变化。包括极限平衡安全系数的数据，每个土条都是一样的。 



 
对陡滑面而言，两个全局安全系数几乎是一样的。然而，局部通过极限平衡法算出来的

安全系数要么比全局安全系数大，要么比全局安全系数小。综合沿滑面总的抗剪力和滑移力，

使变化平均，算出来的安全系数是一样的。 

有限元单元应力法可以克服其他的一些限制，比如说前面章节的重点强调的,在 LE 等式

中，收敛是难处理的，特别是很陡的竖直边坡，就像一堵锚定板墙一样。用 FE 应力克服这

些收敛困难的问题。后面的章节里将对加固墙和陡坡进行更多的分析。此外，用 FE 应力还

可以克服很多其他的土和结构物相互作用问题。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在基于有限元的稳定分析

中它可以用直接的方式来控制土和结构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用 LE 分析来处理滑移体以外的

力的困难之处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有所提及。另一种相似的情况是用剪力墙穿过滑面来使边坡

稳定，解释见图 3-36。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像极限平衡一样用一个线性荷载来测试和描

述墙的抵抗力，没有必要单独设计线性荷载大小。有限元分析中也包括结构的刚度分析，刚

度变化会改变应力状态并使安全系数逐渐增加。 

 



有限单元法还可以根据地面的震动来观察地震时的稳定变化。这应力可以像来自静力分

析一样来自地震动力有限元分析。在进行地震动力分析时，在震动过程中应力计算可以定时

(按一定的间隔)保存，获得应力以后，那么每一时刻的安全系数可以及时计算出来，最后可

以绘出安全系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3-38。在计算过程中的每一个滑面都可以很容易地

得到这种类型的曲线。这对我们如今实践中还经常用的拟静力法来说时一个很大的进步。在

地震和动态稳定性一章进行详细的讨论。 

 

3.13 关于有限单元法的一些说明 

3.14 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 

4 滑面形状 

4.1 简介和背景 

应用最小安全系数来确定最危险滑移面仍然是稳定性分析中的关键问题。我们都知道，

寻找最危险滑移面包括一个试算的过程。创建一个滑动面都对应着要算出一个安全系数。对

于很多可能的滑动面来讲，这是一个重复的过程，最终，具有最小安全系数的那个试算滑动

面就是最危险的滑动面。 



有很多种方法来定义试算滑动面的形状和位置。这一章就阐述了在 SLOP/W 中所有的可

用过程，并且讨论了对于各种情况下这些方法的适用性。 

不管软件的级别是多少，寻找危险的滑移面需要分析者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土壤的地

层条件可能会影响到潜在破坏的危险模式，因此在选择试算滑移面形状时必须考虑到地层的

影响因素。在支锚挡墙的情况下，有必要分别考虑破脚破坏和深层破坏。在开阔的矿坑中，

问题可能就是坑壕稳定性和整体高墙的稳定性，而且每个都需要分开考虑。总之，并非所有

的潜在破坏方式在一种分析中都能调查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试算滑动面的位置就必须要特

定出来，而且进行合理的控制。 

对于定义试算滑面的一般过程可能会导致某些本身就不可能出现的滑动面；也就是说，

试算滑动面的形状在现实中有可能根本不存在，引起计算不收敛。然而，有时对于不现实的

滑面安全系数也可以被计算出来，因此对于分析者而言，就有责任来判断所计算的安全系数

的有效性。这个软件不能做这样的判断。关键就是分析者要有经验和判断能力。这个问题将

在后面的章节讨论。 

当试图寻找最危险滑动面时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土层力学参数的选择。不同的土层力

学参数可以导致最危险滑动面的计算位置不同。这一点是这一章讨论的重点。 

这一章节也以一种有意义的和可以理解的方法讲述了对于显示大量数据所能用的各种

选项。这些选项与各种滑动面的形状有关系，因此关于试算滑动面的选择在文章前后将会加

以阐述。 

4.2 关于圆弧滑动的格栅半径 

圆弧试算滑动面本质是来源于早期的极限平衡理论，而且在这些分析方法中，定义圆弧

滑动面的技术也已经得到一定的巩固。试算的滑动面是一段圆弧。这段弧是一个圆切过边坡

的那部分。圆是由圆心的 X 和 Y 坐标及半径来定义。试算滑动面的范围可以由一个定义的圆

心格栅和一系列定义的半径来确定。在 SLOPE/W 软件中，这个过程就被称作格栅与半径法。

图 4-1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图 4-1 指定试算滑动面的格栅与半径法 

上面这个边坡的格栅是圆心格栅。每一个格栅点都是试算滑面的圆心。在这个例子中，共

有 36（6×6）个格栅点或者说是圆心。在 SLOPE/W 软件中，这个格栅由三个点确定，他们

分别是左上角（18 号点），左下角（16 号点）和右上角点（12 号点）。 

试算圆弧是由一些半径或者一些切线来指定的。切线是由四个角点来定义。在上面的例

子中，四个角点分别是 19（左上点），21（左下点），22（右下点）和 20（右上点）。SLOPE/W

主要的操作就是正确的定义这些点，这四个点必须是以左上点开始画，然后以逆时针方向依

次画出四个点。在上部和下部之间的切线线条增加数目可以自己来定义。在上面的例子中， 五

个增加量使得半径线的总数等于 6。 

为了开始形成试算滑动面，针对第一个半径线，SLOPR/W 形成一个方程。接下来在半

径线和一个格栅点中就会找到一个垂线。这个垂线的长度就称为试算滑动面的半径。被定义

的半径线实际上更准确的讲就是切线。也就是说，他们是试算圆弧的切线。图表 4-2 就显示

了一个虚构的圆。要指明的是我们所定义的半径线与这个圆相切。针对这个例子，SLOPE/W

将计算 216（36×6）个试算滑动面的安全系数。 



 

图 4-2 试算滑动面 

半径线的四个点（点 19，21，22，20）可以被定义到任何适当的位置，并且也可以形成

任意四边行。图 4-3 所表示的就是任何一种你想要的位置。还有就是，半径线的位置不一定

非要在土层的范围内。通常来讲，半径线位于边坡部分是最方便的，但是在 SLOPE/W 公式

中并不一定是必要的。当试算滑动面是一个复杂的形状时，他将变的非常有用，下面就讨论

这一点。 

 
图 4-3 指定半径线 

单个半径点 

半径线可以被缩成一个点。所有的四个点都有同样的（x，y）值。如果是这种情况，那

么所有的试算滑动面都将通过一个这个点（如图 4-4）。这种方法很有用，当你想调查一个特



殊的破坏模型时，譬如像通过墙脚的潜在滑动破坏。 

圆心格栅也可以被缩成一个单一的点。就分析一个滑动面来讲，这个就变的很有可能。 

 
图 4-4 所有的滑动面穿过一个点 

多重的半径点 

半径线框也可以用半径增量来缩成一条直线。对于分析试算滑动面穿过一系列给定的点

来说，将很有效。这个可以通过将上两个角点缩成一个点，下两个角点缩成一个点而形成。

如下图 4-5 所示。 

半径线的侧面范围 

在 SLOPE/W 中，切线或半径线没有侧向范围。切线通常是形成一条直线的方程，但是

方程线并不是有限的。图 4-6 的两种情况就表明了是两个完全相同的试算滑动面。这就会导

致有时候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滑动面，即滑动面超出意想的滑动范围。 

 

图 4-5 滑动面穿过一系列半径点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有可能形成一个很浅层的滑面，这个滑面穿过垂直墙面附近的顶尖

部分。 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格栅－半径法的一个弱点。下面讨论的进-出口法就没有这个

缺陷。      

格栅-半径法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试算滑动面可能超出几何边界。所有的试算滑动面的

进出口都必须是在土层表面线上。如果试算滑动面的进口或者出口是在表层土面线以外，那



么他们就被认为是无效的而且安全系数也不会被算出来。一个典型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个滑动

面，他的进口或出口点是在指定的几何形状的垂直末端。这样的试算滑动面是无效的。因为

没有有效的试算滑动面存在，所以在格栅点上，没有他的安全系数。 

 
图 4-6 半径长度的影响 

安全系数等高线 

在早期的极限平衡稳定性分析中，应用图解法来标述一系列安全系数的唯一的方法是在格

栅中画出安全系数的等高线图，正如图 4-7 中所表示的那样。这些等高线提供了一副被分析

的试算滑动面的延伸图，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等高线图展示出已经找到的最小安全系数。理

想的解是当安全系数正好落在一个封闭的等高线内，正如图 4-7 中的 1.240 等高线。 

在格栅中画出安全系数的等高线线这一方法在边坡稳定性分析中已经得到了大大的巩固

和发展。这部分是因为早期的发展和演变，而且部分是因为所有相关的书本都把他当做一种

必备的知识来阐述。 

 

 



图 4-7 在圆心格栅上的安全系数等高线 

不幸的是，并不总是会得到图 4-7 中的这个理想的解；事实上，得到这样理想的等高线

图的可能性往往还没有得到的不理想的等高线图的可能性大。对于一些简单的边坡，没有集

中的线性荷载，有 c和的物理力学参数值，这样通常就可以得到理想的解。一种普遍的情

形是：对于纯粹摩擦型的材料来讲（即 c＝0；＞0），就得不到理想的解，这个问题在这一

章的后面将做以详细的讲解。另一种典型的情况就是对于垂直的或者几乎是垂直的墙来讲，

它的稳定性分析也得不到理想的解。 

最小的安全系数落在格栅中间这样的情形并不总能得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有效的运

用像 SLOPE/W 这样的计算工具时是相当重要的。 

现在还有别的一些用图表的方法来展示一系列被计算出的安全系数。一种方法就是像图

4-8 那样显示出所有的试算滑动面。它显示出了危险滑动面落在试算滑动面的范围之内，而且

还显示出了试算滑动面的范围。 

 
图 4-8 各种试算滑动面的展示 

另一种有效的图示法就是应用一种被称作是安全图的方法来表示。拥有同样安全系数的所

有有效试算滑动面被规类到一个条带中。从最高的安全系数条带开始到最底的安全系数条带，

这些条带分别被涂上了不同的颜色。结果是，在其余的颜色条带之上，具有最小安全系数的

条带被涂上了像彩虹一样的颜色。图 4-9 就呈现出了这样一个安全图的例子。 

 
图 4-9 安全图的展示 



在这个例子中，红颜色的条带具有最小的安全系数，白色的线条就是最危险的滑动面。对

于所有试算的滑动面来说，这种展示法很清晰的表示出了危险滑动面的位置。也显示出了具

有一定安全系数范围内的潜在滑动面的区域。 

4.3 复合滑动面 

影响滑动面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地层条件。对于一些均质的地层来讲，圆弧滑动面是很符

合实际的，但是在现实的地层条件中，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通常是拥有一些复杂的地层，

而且各地层都有不同的强度和不同的孔隙水压力条件，这些都极大的影响着危险滑动面的形

状。 

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表层土位于下部坚硬的土层之上。对于表层土来讲，就有一个沿着两

土层交界面滑动的趋势。这种典型的情况可以用复合滑动面法来分析。强度比较大的下卧层

可以当做不可穿透层（或者是基岩层）。试算滑动面以一个圆弧段开始，直到相交于基岩表层。

接着试算滑动面就沿着基岩表层分布直到相交于圆弧，然后再沿着圆弧向上一直延伸到土层

表面，正如图 4-10 所示的那样。试算滑动面的圆弧部分是由上面所讲的格栅-半径法所控制

的。 

沿着基岩的滑动面部分具有上部基岩物质的土层强度。这可以通过绘制沿着滑移面的强度

曲线图表示出来。 

不可穿透层并不一定是直线-它也可以表现出像图 4-11 那样的折线。然而，极限的破坏也

可能使得滑动面变得不可思议，并且往往会导致计算结果不收敛。 

 

图 4-10 由不可穿透层所控制的复杂滑动面 



 

图 4-11 不可穿透的（基岩） 

对于分析一个软弱土层，相对来说厚度比较薄的土层，不可穿透的物质特征是很有用的。

图 4-12 中显示出了这样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形下，沿着基岩面的滑动面部分就呈现出弱土层

的强度。 

因为现实原因，没有必要使得弱土层变得那么薄。在弱土层中不沿着基岩界面的滑动面

部分就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因此对于计算安全系数的影响就很小。 

 

图 4-12 不可穿透岩层 FORCES 滑面沿着弱土层 

不可穿透岩层的特性通常也可以用来分析上部物质材料沿着一条合成垫层滑动的稳定

性，正如图 4-13 所示那样。不可穿透岩层导致了试算滑动面是沿着这条直线的。不可穿透层

上部的这一个薄区域具有上部土层和这条直线之间的特有的滑动摩擦阻力。这就是沿着不可

穿透岩层界面上的滑动面部分的剪应力。 



 
图 4-13 合成垫层之上的滑移面 

这一点可以通过画滑动面的应力来再次加以证明。在这个图中，上部土层物质的摩擦角

取 30，在这条线和上部土层物质之间的摩擦角取 15。这个可应通过图 4-14 的 SLOPE/W 软件

图来加以证实。 

 
图 4-14 沿着滑动面上的不同的摩擦角 

请注意，在这个上部滑动分析中，垫层的张拉力容许值不起主要作用。考虑到张拉力值

需要不同的分析方法。 

在 SLOPE/W 中，不可穿透材料的概念只是用来控制试算滑动面形状的一种技巧，他并

不是真实材料。 

4.4 完全指定滑移面法 

试算滑动面可以用一系列的数据点来指定。这就要考虑到滑面的形状。图 4-15 显示了一

个完全自定义的滑面。 

一定要注意自定义的滑面的开始端和末端一定要在这个模型上边界以上。接着 SLOPE/W



就可以计算出与土壤表面的交点。让 SLOPE/W 来计算这些交点比我们试图要手动的放一个

点在表层土面上要好，可以避免某些数字混淆。 

 

图 4-15 完全自定义滑面 

有一个点必须要画出来，这个点就被称做轴点。这个轴点可以被指定出来。如果这个轴

点没有被定义，那么 SLOPE/W 就会基于这个几何问题来计算一个轴的位置。  

 
图 4-16 计算力矩的轴点 

轴点的位置对于安全系数的计算并不敏感，因为这些计算方法同时满足力矩和力的平衡

（例如像 Spencer 法和 Morgenstern 法）。然而，对于一些简化的方法（像普通条分法和简化

的 Bishop 法），安全系数的计算对于轴点的位置就很敏感。总之，轴点的位置应该大致接近

于滑块转动的中心点。它通常位于边坡顶之上，潜在滑动块范围之间。 

当滑动面位置的大部分都已经由边坡测斜仪，地质地层监控和坡面监测测定得出时，完

全自定义法就很实用。 

对于一些其它情况，诸如重力式挡墙的滑动稳定性（图表 4-17），完全自定义选项也很实

用，。 



虽然完全指定法对于试算滑动面的形状和位置来讲非常灵活，但是也有局限性，就是每

一条试算滑动面都需要被定义出来。因此对于用大量的试算滑动面来搜索最危险的滑动面来

讲是不能适用的。 

 
图 4-17 重力式挡墙的滑动分析 

4.5 框定滑动面 

框定滑动面法是通过指定的两个格栅框来形成滑移面的分析法，如图 4-18 所示。这两个

格栅块是指左边的区域和右边的区域。格栅可以通过下面一些点来定义，左上点，左下点，

右下点。在这个例子中，右边的这个区域是由点 11，12 和 13 来形成。 

 

图 4-18 框定法中的格栅 

滑动面由三条直线段组成。中间的线段是由左边每个格栅点和右边每个格栅点相连的。

其它两条线段是以一个指定的角度范围投影到地表的。如图 4-19 所显示的一种试算滑动面。 



 

图 4-19 框定法中的滑面形状 

坡脚位置处和滑块被推向外侧和上侧处的被动土压力很相似。在顶部区域，这个情形就

和主动土压力条件相似。考虑到侧向土压力，被动（脚趾处）滑面以角度 45- 2  增加，主

动滑面线以角度 45＋ 2  降低。这些通常用来确定投影角。 

在 SLOPE/W 软件中，几何角度以从 X 轴的正方向逆时针开始定义。零度角意味着指向

右边的水平方向，90 度意味着向上的垂直方向；180 度意味着指向 X 轴负向。 

在上面的例子当中，右侧脚趾处（被动）的投影角度在 20 度到 45 度之间，左侧坡顶处

（主动 ）投影角度在 115 和 130 度之间变化着（以顺时针方向看与水平向夹角就是 65 度和

50 度之间）。 

就像完全指定法那样，框定法也需要一个定义的轴点。如果这个轴点没有被定义，

SLOPE/W 将会根据这个问题的几何形状计算一个轴的位置。 

创建试算滑动面的这个方法能使得试算的数目非常快。这个图中的例子为左边框内有 16

（4×4）个格栅点，右边框内有 24（4×6）个格栅点。在每边，都有三个不同的投影角。试

算滑动面的总数是 16×24×3×3 等于 3456。当指定了格栅框的类型和投影角时会弹出一些

提示对话框。 

 

图 4-20 框定法中的投影角度 

框选法在这种情形如图 4-19 那样是特别有用的。在这里，一个有平向滑动面的路基位

于一个相当厚的软弱地基土上。主要滑动面的中间部分相对于水平向来说是趋向于下的，正

如图 4-19。让中间的部分在所有的格栅点间变动，就很可能找到潜在危险滑动的模型。 



框选法的一个困难是当沿着滑动面的拐角变动相当剧烈时，并不总能找到一个收敛的

解，。如图 4-21 那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滑动面左边的破坏点处拐角相当剧烈，这样就

导致了不可收敛的问题。 

 
图 4-21 试算滑动面有一个尖端的拐点 

框选法中的这个不收敛的困难会导致大量的没有安全系数的试算滑动面。当两个格栅框

很接近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的问题。当这两个框有一定有效的距离时，应用框选法来进行

计算是非常适合的。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中间的线段应当比两头投影线段要明显的长一

些。 

滑动面通常很少有尖锐的拐点，它只不过是框选法中的一个假想的罢了。事实上，这个

方法的另外一个弱点就是关于形成试算滑动面。这个局限性有时候可以运用下面讨论的技巧

克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框能够被重叠成一条直线。如果格栅框中左边两个指定的点是同一

个点，那么这个框就会重叠成一条直线。如果所有的三个点都一样，那么这个格栅就会重叠

成一个单一的点。 

指定的平行形状 

有这种情况，就是所有试算滑动面的中间线段是相互平行的。例如，边坡物质是坚固的

基底，而其沿着滑床方向的强度小于垂直滑床方向的强度。正如图 4-22 所示那样。这个格栅

框就被定位，它的底部平行于层理。通过选择“不相交”这个选项，则试算滑动面中间的部

分就会沿着地层的层理方向。 



 

图 4-22 有明显解理的边坡 

一个典型的试算滑动面正如图 4-23 所示的那样。 

 
图 4-23 试算滑动面沿着解理方向 

这种方法可以与各向异性强度函数相结合，使得穿过滑床方向的强度高于沿着滑床

方向的强度。层理的倾斜角大约是 18 度。我们来指定力学参数沿着层理方向和各项异

性修正功能，如图 4-24 所示。当滑面的倾角是 18 度时，修正值是 1.0，则使用的为设

定值。滑面倾角除了 18 度以外，将会有一个更高的力。则使用的为设定值的 1.15 倍。 



 

图 4-24 各向异性函数 

4.6 剪入口和剪出口的指定 

使用过去的圆心网格和半径搜索方法存在的一个难题是很难观察搜索滑面的范围。这种

局限可以通过指定搜索滑面可能的入口和出口来克服。这种技术在SLOPE/W被称为Entry and 

Exit 法。 

在图 4-25 中，沿地面有两条红色粗线。这就是滑面将剪入和剪出的区域。剪入口和出口

滑面的数量可以通过指定沿两条线增量来确定。 

 
在指定了入口和出口后，SLOPE/W 入口线上的一点和出口线上的一点连成一条直线。在

这条直线的中点，SLOPE/W 画一条垂线，在这条垂线上建一个半径点，这样就形成了画一个

圆需要的三点（图 4-26）。这个半径和入口、出口点用形成圆的方程。SLOPE/W 中控制这些

半径点的位置，以使得形成的圆不是一条直线（无限半径），并且滑面圆弧的剪入角不大于



90°。这样一个圆就得到了圆心和半径，搜索的滑面接下来和常规的 Grid and Radius 方法一

样。就结果而言，Entry and Exit 法是 Grid and Radius 法的一种变化。半径增量的数量也是一

个指定的变量。 

 
图 4-27 显示了入口增量、出口增量和半径增量都设置为 5 时所有有效的滑面。共生成 216

个滑面。关键滑面是比较黑的区域。 

 

4.7 优化 

所有传统的搜索滑动面的方法是改变整个滑面。最近研究开发出仅改变部分滑面的方法

（Greco，1996；Malkawi，Hassan 和 Sarma，2001）。这种发表的技术改进在 SLOPE/W 已实

现。在用传统方法之一找到关键滑面之后，新的技术应用优化关键滑面。 

优化过程的第一步是将滑面分成一些直线段。本质上滑面变得像一个全指定的滑面。下



一步，移动直线段的终点以侦察是否有更小安全系数。这个过程开始于滑面进入地面点，这

点沿地面前后随机地移动，直到找到最小的安全系数为止。接下来，对滑面上的相邻点进行

调整，直到找到最小的安全系数为止。沿滑面的所有点重复这个过程。下一步，最长的滑面

线段被分成两段，在其中间插入一个点。这个过程不断地重复至计算安全系数的变化量在一

个指定的容许误差内或这个过程达到一个指定的限度。（比如最大优化次数） 

图 4-28 给出了一个边坡的优化滑面与传统圆弧滑面的对比。在本例中，坡脚以上的材料

比下面的土强度高一些。圆弧滑面的安全系数是 1.280，优化后的安全系数为 1.240。观察到

有另一个滑面比假设圆弧面搜索的滑面具有更小的安全系数是有意义的。 

 
优化过程中关键的一点是移动直线的端点。SLOPE/W 的这个端点在基于蒙特卡罗法的统

计随机步的椭圆区域查找。这可以图示为图 4-29。 

 

很明显，优化是一个迭代过程，需要设置一些控制参数。这些控制参数包括定义一个安

全系数容差、最大优化数目和直线段数量。这些控制参数在在线帮助里面有解释。 

图 4-30 的解在Block 法中已有介绍。图 4-31显示的为优化解。Block的安全系数为 1.744，

而优化的安全系数为 1.609。 



 

上述讨论的两个的例子表明了安全系数比按假设几何参数搜索得到的滑面更低的滑面确

实存在，这就是最优化技术的吸引力。而且最优化滑面的形状没有尖角，直觉上更真实。 

图 4-32 表明了存在一软弱夹层的情况全指定滑面和其优化后滑面的差异。全指定滑面不

能位于软弱夹层处产生的安全系数为 1.2，但最优化过程可以使滑面位于软弱夹层处且可获得

更小的安全系数 0.96。最优化过程搜索滑面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土的性质。对于各向异性体

滑面来说，会将偏向软弱夹层或弱方向。 

 

最优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滑面开始的位置，主要的原因是随机步过程中产生的椭

圆位置与此有关。因为椭圆区域的位置是基于开始滑面的，不难理解最终优化滑面位置可以

限制在一些选择的开始滑面中。 

在有一个很薄软弱夹层的例子中，因滑面开始位置的影响，最优化过程不能使得关键滑

面的位置落在软弱夹层上（图 4-33）。在 SLOPE/W 中，常规搜索得到的关键滑面总是作为最

优化开始搜索的滑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最优化之后可以得到一个更小的安全系数滑面。 



 

4.8 自动搜索 

SLOPE/W 中的自动搜索技术企图综合上述方法，并作一些初步的工作。基于问题的几何

边界，SLOPE/W 表明了入口和出口的区域位置，然后使用 Entry and Exit 法进行一系列的搜

索，这可以给出一个近似解。在建立了关键滑面的近似位置之后，SLOPE/W 通过最优化程序

寻找最后的安全系数。 

除了 SLOPE/W 为找到一个初步的近似解而尝试自动确定入口和出口的位置外，自动搜

索法本质上是 Entry and Exit 法和最优化程序的结合。这种方法的是否成功依赖于近似解是否

真实。如果近似解是真实的，那么自动搜索的最终结果应该和精细的最优化方法非常相似。 

使用自动搜索时，在最优化技术使用之前 SLOPE/W 产生 1000 个滑面以找到可能最小的

滑面。结果就是，自动搜索常常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结果。图 4-34 是一个传统的网格点和半

径搜索的例子的结果。关键滑面是圆的，计算得到的关键滑面安全系数为 1.211。图 4-35 是

同一个例子用自动搜索的结果。关键滑面不是十分圆，计算得到的关键滑面安全系数为 1.196。 



 

 

初看，自动搜索技术在确定关键滑面位置上有很大的提高。然而，适用时还是要慎重些，

因为这是一个新方法，还没有被广泛采用。在得到这项技术可以适用于各种情况的结论前，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实践。现阶段我们建议你先用一种传统的方法，然后进行最优化。

SLOPE/W 在这方面非常便于使用，如果最优化解直观上来讲更真实，那么也许依赖这种新程

序是可以接受的。 



4.9 土体强度的影响 

关键滑面位置依赖于土体参数的事实是边坡稳定性分析中最令人误解和迷惑的问题。对这

个问题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排除一些对一个安全系数计算结果没必要的疑惑。 

纯摩擦的例子 

当土的粘聚力为 0 时，最小的安全系数总是倾向于无限边坡的例子，在此安全系数为 




tan
tan

sF  

式中：  =土的摩擦角， =边坡的倾角。 

图 4-36 显示了一种典型的情况，这种关键滑面是平行于并且接近边坡面的。边坡的倾角

是 57.26 ，摩擦角为 30 。这种计算的安全系数为 1.203，这仅仅比无限边坡 1.15 的安全系数

高一点。 

 
向无限边坡移动的趋势就表明半径趋于无穷。因此最小的安全系数通常位于转动中心网

格的边上。图 4-37 表明了这个结果。最小的安全系数正在网格的右边，此代表了最大的半径。

加大网格点的范围不能解决问题。当半径为无穷时最小安全系数产生。Grid and radius 在这些

条件下显得失效了，最小安全系数在网格内的概念也不成功。 



 
不排水的土体强度例子 

相反的情况发生在不排水的土体强度下，那就是 0 。在这个例子中的关键滑面将向尽

可能深的地方发展，如图 4-38 所示，在这个例子中深度受几何边界的控制。如几何边界延伸，

则关键滑面会向更深的地方延展。 

 
图 4-39 显示了搜索网格上的安全系数曲线图。最小安全系数总是位于搜索网格的下边。

同样，对各向同性的不排水边坡，在搜索中心不可能定义一个最小的中心。 



 

不真实结果产生的原因 

在纯摩擦和各向同性不排水的例子中产生不真实结果的原因是指定的强度是不真实的。  

即使遇到在近地表内聚力完全等于 0 的情况，在近地表总有一层脱水层，这层土有相对

较高的强度或有一个固定区，该区显示出明显的内聚力。如果土体强度随距地表距离而提高，

关键滑面就会出现在一定的深度。 

在抗剪强度和理论一章讨论了负孔隙水压力怎样提高土体的抗剪强度。这个可以概括为

SLOPE/W 分析中定义的 b 。如果我们令 b 等于 20 度，C 等于 0，等于 30 度，关键滑面的

位置如图 4-40 所示。直觉上，这好像更真实，并且和现场观察的情况更为一致。而且最小的

安全系数现在落入了搜索网格区域内部。 



 

图 4-41 是沿滑面抗剪强度分布的情况，由基质吸力会引起的附加抗剪强度，且内聚力处

处为零。 

 
SLOPE/W 中有几种模型可以考虑强度随深度的增加。 

最小深度 

SLOPE/W 中你可以指定一个最小滑体深度。比如，你指定一个一米的最小深度。至少在

可能的滑体中有一个滑体有更大的高度或者是相当于指定值。所有试算滑体高度小于指定值

的忽略不计。 



最小高度参数可以阻止 SLOPE/W 分析浅层滑移。分析的最浅薄的滑面依然是最小安全

系数的滑面，并且旋转格珊的边缘依然是最低安全系数。结果，这个参数并不能解决根本内

在问题。除非将所有的含意了解清楚，才可以使用这个最小深度参数。 

最真实的滑面位置 

当有效力作用和最真实的孔隙水压力被定义时，临界的滑面最真实位置将被计算出来。

这里包括正负孔隙水压力。 

曾经有人认为稳定性分析的主要问题是抗剪强度，事实上主要问题是更加准确的是孔隙

水压力。通过大多数土和岩石的准确性来正确的定义有效强度参数。然而对于孔隙水压力并

不总是正确的，尤其是负的孔隙水压力。负孔隙水压力分析的困难在于它们会随着周围环境

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此，稳定性只能在某一时间的某一点上估算。 

 

如果内聚力达到零，地表附近的浅层滑体就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在大暴雨期间常常会

出现浅层滑体。这种原因引起接近地表的吸力达到零并且内聚力也达到零，SLOPE/W 预测出

来的真正浅层滑动出现。另外一种情况是干砂。在一点放置干砂将堆成一堆圆锥状的干砂，

随着砂的堆积，浅层滑动将出现，就如 SLOPE/W 对无粘聚力材料预测的那样。 

4.10 拉裂缝和剪出角度 

大倾角的剪入和剪出的滑体表层会引起负的条间力。在顶部，第一个条块的底部的法向

力将指向条块外，说明此时张力替代了压力。通常，这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几乎没

有内聚力的材料而言。理论上，它可能暗示拉裂缝的存在。在剪出区域，不合理滑面角度有

时可能引起数值问题，由这引起的问题不可能得到一个收敛解。这些难点都能用指定角度得

到控制。 

拉裂缝角度 

在 SLOPE/W，指定一个拉裂缝角度是可行的。意思是如果搜索得到的滑面底部角度超过

指定角度，SLOPE/W 程序将条块从分析中移出。这是有效的并且有拉裂缝的出现，如图 4-42

表示。在这个例子中，左边第一块滑体倾斜超过指定的允许值，此条块被忽略并且被拉裂缝

替代。 

当有效强度参数和真实孔隙水压力被一起运用时，临界滑面的最大可能位置将被计算出来 



 

角度以 X 轴正向逆时针旋转来定义。在此例中拉裂缝角度被定为 120 度。因此任何条块

基础倾角大于等于 60 度的均忽略不计。 

滑面剪入点类似于一个主动土压力。理论上，主动土压力滑块线倾角 245  度。虽然

它对指定的拉裂缝角度是有用的，然而并不严格适用。 

自动拉裂缝搜索 

另外一种方法是允许 SLOPE/W 程序自动地调试，如果在坡顶区域张力存在于条块底部。

完成一次分析后，SLOPE/W 程序检验所有的条块并寻找所有在顶部区域负的条块底部法向

力。第一个负法向力的条块从分析中被移除，然后重复分析。整个程序一直重复直到条块底

部不再有负的法向力。 

拉裂缝寻找选择的使用必须小心谨慎。在开始分析时不选择拉裂缝，然后增加一个拉裂

缝的选择后再测试拉裂缝的效果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不变的拉裂缝深度 

在更早的讨论中，一个不变的拉裂缝深度也可以被指定为几何学的一部分。 

拉裂缝的水压力 

拉裂缝内被假定为干的或则是充满了水。缝内装满水的程度由 0 到 1 之间的一个数字表

示。0 意思是干燥，1 意思是充满了水。如果在拉裂缝内有水，一静水压力作用在第一个单元

的边上。观察条块的受力总是可以检验出侧面流动力的值。 

拉裂缝中存在水压力的想法并不真实的。首先，很难想象拉裂缝在任何时期都有水。第

二，在窄拉裂缝中的水量很小，因此在滑体中任何一点侧面的移动都会立即造成水及其产生

水压力的消失。因此不得不考虑充满水的拉裂逢是否能够真的存在，并且如果它能存在，当

它移动的时候，是否还是有侧面静水压力。 

剪出口区域 

根据更早的注解，较大的剪出口角度有时可能造成数值方面的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



用一个指定的角度可以控制剪出口的危险度，如图 4-43 所示。如果条块底部有比指定角度更

大的倾斜，SLOPE/W 程序将沿着在指定角度的一段区域内重新组成一个试验滑面。注意，如

图 4-43，在剪出口处滑面曲率改变为一条直线。 

 
一块滑体的剪出口区域有一些类似于被动土压力的情况。例如在图 4-43 剪出口区域正在

增加并且右边正处于被动土压力的情况。理论上，被动滑面的角度为 245  。这可以用来

指导指定剪出口角度。 

4.11 物理许可 

程序的一个结果用于生成搜索的滑动面，有时候形成的搜索滑面物理上是不被许可的，

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真正存在的，或则说沿着搜索的滑面移动不可能发生。幸运地，在许

多例子中，由于收敛性问题，物理不许可的试验滑面并不能得到相应的解答。但是，在某些

情况下还是能够计算出安全系数并显示出危险滑移面的位置，但搜索的滑面指定的滑体滑动

或旋转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这里没有标准的准则来判断物理的不许可性。 

有一些更常见的不许可的情况是当滑面以叫陡的角度进入地面，并且在一个相对短的侧

面段同样以较陡的角度剪出地面，如图 4-44 所示。换句话说，当陡的进出口段比侧面段的滑

面更长的时候这是有问题的。急剧的破坏或在滑面的拐角处会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如图 4-44，

不可能算出一个 Spencer 或则 Morgenstern-Price 的安全系数。 



 
另外一个物理不许可的例子是当由一个强度较高的材料过渡到一个软弱的材料上的情

况。 在这个极端地情况下，软弱材料本身强度不够，但为了保持边坡稳定，上部的高强度材

料需要保持张拉性。事实上，土并不能保持张拉性。逻辑上，表明自身缺乏收敛。换句话说，

这个模型代表的一些情况在实际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有时它可被用来计算分析逆向的问题。目标不在于找出安全系数，而在于找出强度最低，

安全系数为 1.0 的软弱材料。也就是，保持稳定的最低强度什么？然后将需要保持稳定的最

低强度与实际的剪切力相比较，如果实际强度比所需要的低，那么边坡当然不稳定。 

根据广泛的观察，当模型在限制平衡点之上或则滑体模式在物理上是不允许这些情况下

会经常遇到收敛的困难，。 

最后，必须记住 SLOPE/W 程序只是一个分析工具，重要的是使用者自己要根据情况做

出自己的判断。 

4.12 无效的滑面和安全因素 

一个典型的分析可能包括许多试验滑面；无论如何，一些滑面可能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

方法。在这些例子中，安全系数值在 981-999 就被保存，认识到这些值不是真正的安全系数

值是很重要的；它们实际上代表特殊滑面的不同的错误情况。 

这些无效的滑面可能是由于收敛困难，被储存的 999 取代了真正的安全因素。十分常见，

无效的滑面也应归于试验滑面的位置，在格子和范围中格子中心的位置，压力线的定义，滑

体的方向，滑体的厚度和上覆地表的特性等。虽然，在实际计算前 SLOPE/W 程序中模型校

验功能试图识别这些情况，但是许多这些情况只有程序内部在计算中检测出来。在这些事例

中，程序输出一个错误代码代替真正的安全系数。当你试图使用 Draw Slip Surface 命令查看

无效滑面的时候，SLOPE/W 的 COUTOUR 函数会解释错误情况并显示一条关于错误的信息。 

下列总结各种错误情况： 



981-滑面遇到悬于地表以上（如图 4-45）。发生在当你试图构造一个悬于滑坡之上的模型

时。在安全系数计算中这种情况将出现 981 数字错误，在 SLOPE/W 程序中是不被允许的。 

 

982-滑面悬在垂直的岩床区域之上（如图 4-46），当滑面与难以渗透的材料（岩床）相交

时，滑面将沿着基岩形成一个新的滑面。结果，将产生一个悬于或者垂直于岩床的滑面，在

SLOPE/W 程序中是不允许的。 

 

986-滑面遇到压力线在强度为 0 的材料内（如图 4-47）。发生在当压力线定义在 0 强度（水）

层的顶部。压力线必须定义在地表之上，合理的处理荷载。定义一个压力线在 0 强度层在物

理上是不可能的，并且搞乱了压力荷载计算。在 SLOPE/W 程序中是不允许的。 

 
987-滑面内部区域有一条内在的压力线（如图 4-48）。此情况出现在当一条压力线被定义



在地表下面，压力线必须定义在地表之上使荷载合理作用。一条压力线定义在地表以下是不

合理的，在 SLOPE/W 程序中是不允许的。 

 

989-滑面遇到内部强度为 0 的材料（水）（4-49）。滑动面通过强度为 0 的材料（水）时

引起在一些条块法向力和剪切力的计算的问题。在 SLOPE/W 程序上是不被允许的。 

 

992-滑面不能生成（如图 4-50），当滑移面不能生成时，会出现此种错误。这通常发生在

滑面试图寻找与模型表面交点时发生。当一个滑移面有回头或滑移面彼此相交时，也可能发

生问题。当滑面不能生成时，安全系数也不能计算出来。 

 

993-滑面太浅（如图 4-51）。发生在当所有条块的厚度比指定滑面最小厚度还薄的时候。

在一纯粹摩擦力的材料内，临界滑面往往发生在浅层地表，其法向力小并且抗剪强度低。尽

管这在理论上是正确并物理上许可的，但是浅层临界滑面实际并没有意义。SLOPE/W 程序允

许你设置一个最小滑面厚度，以至于任何比此滑面厚度更薄的滑面被认为是无效的并且不计



算安全系数。 

 
994-在 GLE 方法中安全系数对 Lambda 图没有得到交点（如图 4-52）。这一情况发生在收

敛困难或指定的 Lambda 值不能使 factor of safety versus lambda 曲线产生交点时。 

 

995-滑面不能分析。这发生在当所有其他条件正常，但是在安全系数计算上出现问题。

例如，在相反方向由于较大的负向作用力产生动剪切力。这一错误信息也可能由于相对于滑

体的不合理土性参数或外部力产生。 

996-指定的移动方向与滑面方向不同。这个发生在 SLOPE/W 程序中移动方向设置不合理

或在复杂几何计算中滑面的剪出口点比剪入口高。 

997-不能分析滑面。这个主要发生在滑面剪出口角度大于 45 度。剪出口角度大于理论被

动的破坏面（ 245  ）往往造成安全系数计算的数字不稳定。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得到

一个安全系数，但是计算的安全系数往往太小，因此值得怀疑。SLOPE/W 程序对所有剪出口



角度大于 45 度的滑面处理无效并且不计算安全系数。 

 

998-滑面进出口超出滑面的限制。这个发生在滑面超出指定滑面的限制（如图 4-54）。所

有在图下指定滑面有至少一个出口或入口点在滑面限制范围之外。 

 

999-滑面没有一个收敛结果。这个发生在当滑面求解方法不收敛时。SLOPE/W 使用迭代

程序来计算非线形安全系数，直到安全系数收敛在一个指定的容许范围内。收敛困难可能由

于不合理的受力，不合理的大量线性荷载或是加强荷载，不合理的地震系数，不合理的孔隙

水压力等，SLOPE/W 程序使用了一个 0.01 的收敛公差。虽然这个公差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

有效的，但是当你在极限条件下建模时，你可能为了获得一个结果而放大这个公差。 

简单得说，所有指定的滑面都被用来解释滑面和几何学的各种问题，无论如何，同一种

情况可能适用于其他的滑面分析方法。在边坡稳定分析中，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一些搜索

边坡无效特别是当用了一个 grid and radius 的滑面方法时，此寻找的格子是大的并且寻找的半

径是长的，相对于其他边坡。简单的说意思是许多搜索滑面的进出口超出了边坡限制。大部

分可能，这些无效滑面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并且不可能这些无效坡面就是临界滑面。你可以

选择忽略这些无效的滑面，或则你可以更好的控制寻找 gird and radius 的方式来消除这些无效

的滑面。进出口滑面的方法比控制搜索滑面的位置容易得多。 



4.13 小结  

如前所述，要寻找出最危险滑动面位置，需要使用者根据实际来做出判断。SLOPE/W 能

非常迅速的计算出大量搜索滑移面的安全系数，但最后，还是要由使用者去判定结果。盲目

的认为 SLOPE/W 能比作为工程师的你判断出更好的结果是一种危险的看法。SLOPE/W 计算

出的结果必须是实际工程中存在的。 

5 几何形状 

5.1 前言 

SLOPE/W 运用了区域去定义几何形状。基于这种简单方法，绕土层或地层画线形成一个

封闭多边形，就像当我们将去对别人讲解一个详细位置时示意性的勾画一下轮廓。这是一种

自然、直接的方法。 

区域对于有限元网格划分是非常有益的。SLOPE/W 自身并不需要有限元网格，但在

SLOPE/W 中定义的区域能被用于建立结合有限元分析用的网格。在 GeoStudio 中定义几何形

状的目的是能一劳永逸的被用于许多种形式的分析。区域可在 SLOPE/W 和有限元中同样使

用，这使得在 SLOPE/W 使用条块离散代替有限元离散成为可能。SLOPE/W 能非常容易运用

来自于别的模块的分析结果，如 SEEP/W 和 SIGMA/W 耦合进行稳定分析的结果。 

本章描述区域的基本理论，并且展示一些例子区域如何被用于定义各种几何形状情况。

同时也包含描述、讨论如何定义 SLOPE/W 详细特征，像线荷载和荷载面压力。 

5.2 区域 

区域实际上是多边形。三边是三角形，四边的是四边形。图 5-1 展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

的基本区域。 

 
所有区域都需要被连成一个整体。这就要用到点。在图 5-1 中的区域角上的小黑方块就是



点。区域是用点连接的。在图 5-2 中，点 6 和点 7 是两个区域公共点，并且两个区域因此成

为一个整体。 

 

图 5-3显示了一种用区域划分的边坡稳定情况。图中点 2和点 8是上部两个区域的公共点。

点 3、7 和点 10 是下部两个区域的公共点。 

 
图 5-4 中，左边三角形区域代表上下土层中间所夹的楔型土层。2-3-11-10 区域代表覆盖

土坡的水。 



 
     图 5-5 是典型的尾矿坝情况。左边四边形区域代表堤坝，上部堤坝是坐落在尾矿上的；

换句话说，尾矿是在上部堤坝的基底。 

 
  从这些例子中，很容易看出，几乎任何地层断面都能用区域方便、快速的定义出来。 

 区域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是几何形状能很容易的通过移动点来修改。并不用重画区域，仅

仅移动点使得几何形状修改调整。 

区域有以下两条限制： 

 一个区域只能有一种材料（土壤）。同样的土层可以分成许多不同区域，但是每个区

域只能有一种土壤。 

 区域不能重叠。 

一种特殊岛状土层将周围土层划分多于一个区域。图 5-6 阐明了这点。同样土层画成两个

区域以便他们能包围四边形岛状的土层。可能有许多种定义特殊形式土层方法，但决不能区

域重叠。换句话说，图 5-6 中被压紧的土层不能被画在紧临的其他土层。 



 

5.3 条块离散化 

 SLOPE/W 运用可变条块宽度方法使滑体离散化。换句话说，SLOPE/W 用可变宽度的条

块离散土体以确保在每一条块底端只有一种土层。也是用于防止在条块顶部出现地表突变和

防止条块基础刺穿形成浅层线。离散化目的是使得所有几何特性改变出现在条块边缘。  

最初 SLOPE/W 划分潜在滑体断面如图 5-7 所示。在左区第一部分滑面进入地面。其他部

分区出现在（1）滑面穿过水压力线，（2）滑面穿过地层边界线，（3）有一个区域点，（4）水

压力线与土层边界相交。最后一个在右端区是滑面剪出地表面。 

 
 

下一步，SLOPE/W 自动计算滑面入口和出口水平距离，并且按用户指定要求划分这段距

离（预设值为 30）。这就给出了条块的平均宽度。最后一步是计算出有多少个能适合每一区

的近似等于平均宽度的等宽条块。当指定条块数为 15 时，最终结果如图 5-8 所示。 



 

由于区间间隔的存在，可变的条块数值是接近指定条块数量，而不总是能按指定条块数

量划分。在最后离散化确定条块数量可能略多或略少于指定数值。本例中，条块总数是 16。 

这种可变条块宽度方法使得安全系数结果对条块数量不敏感。指定条块数量大于预设值

30 时，安全系数几乎没有改变。指定条块数量低于预设值 30 是不推荐的，除非你要研究一

种指定结果，例如，比较 SLOPE/W 和手算结果。 

过高的条块数目只会增加过多的没必要的数据，而对安全系数的精度没任何改善。图 5-9

显示了指定条块数目为 30 的离散结果。 

 

5.4 地表线 

在 GeoStudio 中一种特殊几何对象是地表线。这是一种对所发生在真实地面情况的的控制

方式。例如，气候作用，只能沿着地表产生作用。 

在 SLOPE/W 中，地表线用于控制筛选搜索滑面。所有搜索滑面进口出口都在地表面。搜

索滑面进口或出口超出设定的地表面周界是不允许的。如图 5-10 所示，在标记处显示地表线

能沿着地表面移动范围。 



 

SLOPE/W 对指定搜索滑面有一个特殊名称，叫做“enter-exit”。这些线段能被指定在所有

搜索滑面必须进出的地方。这些线段依附于地表线。在滑面形状章节（第四章）中对于这种

方法有更多论述。 

SLOPE/W 计算地面线并用粗绿色线显示。定义几何边界需要仔细些，以确保计算线是实

际地表面。例如，如果一个预期顶点非真实的顶点，地表线可能就沿着这个近似的顶点到达

末端。当沿着末端点的 X 坐标点有微小差异时这就可能发生了。X 轴坐标点最大值和最小值

是用于确定地面线的范围。 

5.5 荷载面压力 

荷载面压力能用一条压力线来模拟。图 5-11 所示，有两条压力线。网格阴影部分是压力

区域。在坡脚处压力代表水。在坡顶部压力代表建筑物或别的物体。 



 

面压力可以垂直或法向指向地面。水压是一种典型法向指向地面的压力。 

SLOPE/W 将滑移体划分成了条块，所以条块的边缘应在压力区域的端部。 

增加到每一条块的压力用一个力代替。这个力等于条块的中点从地表面到压力线的垂直

距离乘上条块的宽度再乘上指定单位重量。 

一个非常有用的窍门是，从地表面到压力线距离用统一的压力（1.0）。指定单位重量形成

所要的压力。这能被用于模拟人行压力。通过观察条块力，条块荷载力计算总是被检查和验

证。荷载是直接作用在条块顶部。图 5-12 中条块顶部力 7.8405 是一个荷载力。 

 



荷载只能施加在条块顶部，不能施加在条块侧面。同理，压力线也不能施加在直立墙的

侧面。我们看看在图 5-13 中，有一池塘水被一堵直立墙挡住。压力线就不能用于模拟作用在

墙侧面的静水压力。 

如何考虑侧面力是要注意的。如果作为一种无强度材料模型，静水侧压力会自动包含在

水下滑面出口的最后一个条块上（条块 30）。图中自由体条块 30 包括静水侧压力。而水就不

会在滑块 20 上施加一个侧向力。水和条块 20 间的力就像一般两个条块间的条间力。 

 

如果滑动面通过垂直挡强的底端，这种情况将会不同，如图 5-14。对于滑体来说水压力

是外部力，并且外部力不能施加在条块侧边，只能施加在条块顶部。在这种情况下侧水压力

需要被指定为一个集中线荷载。这也是正确的，用一个压力线模拟池塘水。无论是用荷载压

力或是无强度材料模拟池塘水，都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

检查条块力去校核适当的力已经施加。 

 



5.6 张裂缝线 

张裂缝可用张裂缝线来设定，如图 5-15。当设定张力裂缝线后，滑面在张力裂缝区域边

缘垂直延伸。张力裂缝可含水，将导致侧压力施加在最后一个条块上。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内

容可参阅在线帮助。在这里论述的张力裂缝线选项是因为本质上是一个几何形状定义。 

 

在稳定分析中有更好的方法计算出现张力裂缝。一个种方法为：当条块底倾角很陡时假设

张裂缝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指定角度。另一种方法是如果 SLOPE/W 中计算得到进入地面

滑面处的条块底法向力为负值时，设定张裂缝，重复分析，直至条块底法向力的负值在地面

区域不再出现为止。 

这种张力裂缝线概念现在稍微有点过时，但为了后面的一致性和其历史原因仍将其纳入。

另两个是近来的观点，提供了更真实的行为，尤其是角度指定方法。 

5.7 集中线荷载 

像张力裂缝线，集中线荷载在这被讨论是因为他包含一个几何方面的问题。 

集中线荷载必须施加在可能的滑动体上。直觉上，似乎线荷载应该加在表面上。这是可

行但不是必须的。试图在表面施加线荷载是可接受的。但必须注意，由于数值上的精确性，

当计算施加力点轻微偏出滑动体时线荷载可能被忽略。在进行线荷载分析时，确保线荷载施

加点在滑体内部能减小出错的概率（图 5-16）。记住，线荷载是包括在一个条块力平衡中的。

确保线荷载在条块内部，线荷载在滑体内部精确位置微小的差异对求解是忽略不计的。 



 

另一种方法，你可以在一个区域表面增加一个点，使得线荷载施加在这点上。这能确保

线荷载能加在条块包含的点上。由于许多力同时施加，通过观测计算的条块力去核查预想的

线荷载是否加载是有效的。类似于面荷载，线荷载总是显示在条块顶部并朝施加方向。图 5-17

中，在条块 18 施加线荷载是 100lbs。 

 



6 材料本构 

6.1 前言 

在稳定分析中有许多不同方法描述材料（土体或岩体）强度。本章节论述所有可用在

SLOPE/W 中本构模型。 

6.2 摩尔－库仑本构 

描述土体材料抗剪强度最通用的方法是库仑方程： 

 tanc n  

其中： 

   抗剪强度（即剪切破坏） 

c   粘聚力 

n  剪切面上的法向力 

  内摩擦角 

在   图上，这个方程表现出是一条直线（图 6-1）。 

 

在抗剪强度轴上截距是粘聚力，直线倾斜角是内摩擦角。破坏包络线来源于三轴试验，

结果呈现出半个摩尔圆，就像图 6-2 所示，因此，破坏包络线被认为是摩尔-库仑破坏包络线。 

 



 

对于当为 0 的不排水情况下，破坏包络线显现再图 6-3 中。土体强度只有粘聚力 c。 

 

本构参数 c和可能是总应力本构参数或有效应力本构参数。SLOPE/W 在这两者参数设

置上没有区别。对于分析特定工程取什么参数设置则需要使用者来决定。 

从边坡稳定分析观点来看，有效应力本构参数计算出结果是最接近实际的，尤其考虑最

危险滑动面位置时。当你用有效应力本构参数去预测最危险滑动面位置时是最接近真实情况

的。在边坡稳定分析中用不排水本构时，假设滑体滑动，计算出的最小安全系数滑动面位置

并不是必定接近于实际滑动面位置。在一个假定的均质区域中这尤为正确。这一点在滑动面

形状和位置章节中有更深一步讲述。 

在 SLOPE/W 中第一个本构模型称作摩尔-库仑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你可以指定土体的 c

值和值。 

6.3 不排水强度本构 

在SLOPE/W中不排水本构最方便的设置方法就是是在摩尔-库伦本构模型中设置为0（如

图 6-3）。这个选项里面，材料抗剪强度只有 c值，材料抗剪强度和孔隙水压力是无关的。 



6.4 无强度本构 

 无强度本构意味着 c值和值均为 0。选择这个模型意味 SLOPE/W 在摩尔-库仑本构设置

c值和值为 0。选择无强度本构只是一种快速、方便定义 c值和值为 0 的的方法。 

无强度本构适合指定水的强度或是你不想计入土体材料的强度，但想要材料自重参与计

算的情况。 

6.5 难渗透本构（基岩） 

难渗透本构选项并非一种真正本构模型，而是给软件一个标记暗示滑动面不可能进入这种

材料。这是一种间接的搜索滑动面形状控制机制。这种土体模型有时候用于岩石。在滑动面

形状和位置章节中论述了这种土体模型选项如何运用于模拟某些领域的情况。 

6.6 双线性本构 

图 6-4 显示双线性本构模型。破坏包络线在破坏出现时有两个值，一个 c值和一个正压

力。由于条块基础正压力大于指定正压力，SLOPE/W 用 Phi2（ 2）值计算抗剪强度并且在

抗剪强度轴上计算出一个粘聚力。当你观察条块力或沿着滑动面画强度图时，你将看到 Phi2

（ 2）值和计算出来的 c值。SLOPE/W 认为双线性本构模型是两个摩尔-库仑本构模型。 

 



双线性本构是第一个在 SLOPE/W 中用于非线性本构的情况。既然有更好的选择用于非线

性本构情况，那么双线性模型失去了他的许多用处。这个模型一直保留是由于它的历史原因

以及可兼容原因。 

6.6 综合数据点强度包络线 

一个完整的综合数据点强度包络线能用数据点定义。一个光滑的拟和曲线通过指定点画

出，如图 6-5 所示。 

对于每一条块，SLOPE/W 首先计算在条块基础的正压力。下一步，SLOPE/W 计算条块

基底正压力拟和曲线斜率。拟和曲线斜率（切线）就是指定条块值。切线交于轴上计算截

距，该截距就是 c值。因而，每一个条块都有一个相关于条块基底正压力的 c值和值。 

 

当法向力在剪切面上为 0 时，在这个模型中的 c就将不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粘聚力强度。

在这里的 c 值仅仅是抗剪强度轴上的一个截距。这个截距和切线可以用来计算条块基础抗剪

强度。 

数据点拟和曲线法是一种处理曲线强度包络线更新的方法，因而是比双线性使用更多的

方法。 

指定数据控制曲线的方法在在线帮助中有所介绍。 

曲线末端斜率用于比最大法向力的还要大的正压力。图中曲线末端的小箭头暗示了这一



点。另外一点是 c值不能小于零。 

6.7 各向异性本构模型 

这种本构模型用于土体本构各向异性情况，方程如下： 

aa
acacc

vh

vh
22

22

sincos

sincos

 



 

下标代表水平向和垂直向。水平向和垂直向是指定的。Alpha（a）是条块基础倾斜度。

换句话说，如果水平向和垂直向 c值值不同，你可以输入水平向和垂直向的 c值和值。这

模型提供一个基于条块基础倾角的 c值和值平滑转换。 

例如，条块基础倾角 25 度， hc 是 20， vc 是 30， 030h ， 030v 。这条块的粘聚力和

摩擦角是：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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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条块都有一个依赖于其基础倾角的 c值和值。 

6.9 各向异性函数本构模型 

这是一种各向异性土体综合强度模型。通过一个综合函数描述与基础倾角有关联的变化

的 c值和值。在我们用抗剪强度计算前，输入的c值和值乘以一个从各向异性函数获得的

修正系数。 

图 6-6 显示了一种各向异性函数，图中的修正系数是条块基础倾角的函数。在图 6-6 种修

正函数用于说明特殊不排水强度（ c）。当条块基础倾角为 20 度时，c值将乘以 1.08，如果倾

角为-20 度时， c将乘以 1.1。最大修正系数为 1.3 时，倾角大约 45 度。当条块基础水平时修

正系数为 1.0。换而言之，抗剪强度保留了所说明的值。 



 

修正函数能用于任何一种土体的 c值或值。 

你可能需要很多函数，也能用一种函数于不同的本构参数。确定修正第一步是判定本构

参数已知而且倾角已知。修正系数在已知本构参数和已知倾角下是 1.0。 

图 6-7 显示出了在 SLOPE/W 中倾角符号的约定。X 轴正方向倾角为正，X 轴负方向为负。 

 

6.10 随深度函数本构模型 

轻微的压实土体通常显示出随深度增加的不排水强度。SLOPE/W 有两种选项描述这种强

度。一种涉及上部土体层，另一种涉及指定数据。两种变化下面分述。 

相对于上部土体 

就这种选项，有必要说明上部土层不排水强度，并且说明随深度增加的比率；即，kPa

每米或 psf 每英尺。另外，最大粘聚力可以指定。图 6-8 描述了如何使用这种土体模型。 

上部土层不必是一条直线。SLOPE/W 能为每一土条寻找到相应上部土层。 



 

相对于指定数据 

用随深度的强度变化函数来定义指定数据的强度参数。这选项说明如图 6-9。 

 

6.11 摩擦－不排水复合模型 

摩擦－不排水抗剪强度模型是在北欧国家开发得到运用的，在北欧有的大量的软粘土，

这种软粘土实际上是与 c、值有很大关系的土，最大的不排水强度如图 6－10 所示。这种模

型已经通过试验得到发展。 



 

图 6-10 摩擦－不排水强度联合模型 

此外，粘聚力强度会随着深度和指定的数据不同而不同，不管是 c还是 uc 都可以指定顶

层土体或者一定的数据，还有随着深度变化的增长率（例如 kPa/m），具体解释如同 6－8 和 6

－9 所示。 

通过指定一个比率可以把 c和 uc 两参数联系起来，在 SLOPE/W 中，如果比率是非零的，

那么 c是通过 ucc 来计算的，如果比率是零，那么 c和 uc 的值都是指定的。 

6.12 SHANSEP 模型 

SHANSEP 作为一种超载模型函数是又一种软粘土模型，这种方法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 

Ladd and Foott (1974) 及 Ladd (1991)提出的。该方法尝试根据现场竖向有效应力和有效上覆

应力使不排水抗剪强度标准化。在 SLOPE/W 中  是给定的，这一比率表明强度随着深度的

增加而增加，由以下可得： 

  '
vuuorSc   

在运用此模型时，必须保证孔隙水压力为正值，因为有效上覆压力是必须的。 

例如在软粘土地基上施加一堤坝如图 6－11 所示，地表以下 2 米是粉质土层，水位线与粉质

土层和地下粘土层的交界面是重合的。而上层填土将会增大粘土层的孔隙水压力。 



 

图 6-11 运用与软粘土 SHANSEP 模型的例子 

为了得到较为准确的粘土层中的有效应力，需要进行以下操作： 

 要给软粘土赋 B-bar 值。 

 浸润线只设置在软粘土上面。 

 作为一种材料施加的填土是用来增加孔隙水压力的。 

 粉土层不需要设 B-bar，也没有设浸润线。 

B-bar 如下定义： 

v

uB


  

如果 B-bar 为零，填充土的重量将会增加孔隙水压力，换句话说，填土的附加竖直应力

将使初始孔隙水压力有所增加。 

如果所有填土的重量用来使得孔隙水压力上升，软粘土中的有效应力也不会改变，实际

上，在 SHANSEP 模型中，它的不排水强度是不变的，在填土前后。 

在稳定性计算中，应该通过滑动面上的孔隙水压力全面的核对和校核孔隙水压力，确保运用

恰当的抗剪强度。 

6.13 Hoek and Brown 模型 

Hoek 和 Brown 模型是岩体非线性抗剪强度模型。这种模型经过二十年的已经有了很大

的发展。最新的版本是  Generalized Hoek-Brown Criterion or the Hoek-Brown Failure 

Criterion-2002 Edition。 

为计算与法向应力曲线相对应抗剪强度所需的四个参数如下： 



ci  ＝ 原状岩石的单轴压缩强度 

mi  ＝ 原岩特性参数 
GSI＝ 地质强度参数（0－100） 

D ＝ 岩体扰动因素（0－1） 

用 D，GSI 和 mi计算 mb 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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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参数 a和 s 由如下公式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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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原状岩的 GSI 取 100 时，s 为 1.0。在早期的破坏判据中，参数 a被假设为常数 0.5。现

在认为，它是一个与 GSI 相关的变量。 

破坏时，主应力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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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PE/W 通过 3 范围值计算 1 ，从而建立强度曲线。 

3 缺省值的范围是从岩石抗拉强度值（负值），到单轴抗压强度值的一半。抗拉强度计算

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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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破坏时 1 3  值已知时， n  数据点的计算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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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点，SLOPE/W 计算与上面讨论的通用数据点函数相似的样条曲线。 

图 6－12 显示的是当 20,000 (20 )ci a akP MP  ， 10im  ， 45GSI  ， 1.0D  时，强度函数



的例子。 

 
图 6-12 基于广义 Hoek-Brown 强度判据的强度函数 

 
SLOPE/W 计算每个条块底部的法向应力，并且找出样条曲线中的斜率，该斜率由摩擦角

得到。曲线的一条切线在 轴交点的值与内聚力相当。根据法向应力每个滑块最后会得到

相应的 c－值。 

下面的三个表格为选择和指定单轴抗压强度提供了一个向导，mi 常数和 GSI 值供参考。

表格摘自 Evert Hoek 的题为“岩石工程实践”（2000 年，11 章）的课题，为方便参考在这里

引用。 

参数 D 代表岩石在开挖或爆破过程中遭受扰动的数量。0 代表受扰动很小，1 表示岩石受

严重扰动的情况，这种严重扰动是由重度爆破引起，在露天矿坑中会出现这种情况。（Hoek

等，2002） 

 
 
 
 
 
 
 
 
 

 
表 6-1 场地单轴抗压强度估计（After Hoek，2000） 

Table 6-1 Field estimates of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After Hoek,2000) 

等级* 条件 
单轴抗压强度

（MPa） 
点荷载指标

（MPa） 
场地估计强度 例子 



R6 特硬 ＞250 ＞10 
试样只能被地

质锤敲碎 

新鲜的玄武岩，燧石，

辉绿石，片麻岩，花岗

岩，石英岩 

R5 很硬 100-250 4-10 
试样需用地质

锤多次敲打才

能破碎 

闪岩，砂岩，玄武岩，

辉长岩，片麻岩，花岗

闪长岩，灰岩，大理岩，

流纹岩，凝灰岩 

R4 硬 50-100 2-4 
试样需用地质

锤敲击多于一

次才能破碎 

灰岩，大理岩，砂岩，

片岩，千枚岩，页岩 

R3 中硬 25-50 1-2 

试样不能用小

刀划破或剥碎，

用地质锤可一

次敲碎 

粘土岩，煤，混凝土，

片岩，页岩，粉砂岩 

R2 软 5-25 ** 

用小刀用力划

可划破，用地质

锤敲击一定次

数可留下浅坑 

白尘粉，岩盐，草碱 

R1 很软 1-5 ** 

用地质锤一点

敲击一定次数

可击碎，用小刀

可划破 

强风化或蚀变岩 

R0 特软 0.25-1 ** 用指甲可划破 断层泥 

*Brown 分级（1981） 
**岩石点荷载试验得出的单轴抗压强度低于 25MPa 的情况易出现不准确的结果。 
 
 



表 6-2 通过岩石组成评价原状岩的常数 mi值；括号中为估计值（after Hoek,2000） 
Table 6-2 Values of constant mi for intact rock by rock group; values in parentheses 

are estimates(after Hoek,2000) 
质地 

岩石类型 类别 组成 
粗 中 细 很细 

碎屑状 

砾岩        砂岩       粉砂岩     粘土岩 
（20）       19          9           4 

——杂砂岩—— 
（18） 

有机类 

——白尘粉—— 
7 

——煤—— 
（8-21） 

碳酸盐类 
角砾岩            粗晶灰岩         微晶灰岩 
（20）             （10）              8 

沉 
积 
作 
用 

非碎屑状 

化学类 
石膏            硬石膏 
16               13 

无叶片状 
大理石             角页岩            石英岩 

9                 （19）              24 

少叶片状 
混和岩              闪岩             糜棱岩 
（30）             25-31               （6） 

变 
质 
作 
用 

叶片状* 
片麻岩        片岩       千枚岩        板岩 

33           4-8       （10）          9 

轻 
 
 

重 

花岗岩                   流纹岩      黑曜岩 
（33）                  （16）       （19） 

花岗闪长岩               英安岩 
 （30）                 （17） 
闪长岩                   安山岩 
（28）                   19 

辉长岩        粗玄岩     玄武岩 
27          （19）     （17） 

苏长岩 
22 

火 
成 
作 
用 

喷出火山碎屑型 
集块岩         角砾岩     凝灰岩 
（20）         （18）     （15） 

*这些值为原岩试样对层面叶理的常规测试值。当沿薄弱面发生破坏时，mi 的值

将有很大的变化。 



表 6-3 根据地质描述估计地质强度指标（GSI）（after Hoek,2000） 
Table 6-3 Estimates of Geological Strength Index(GSI)based on geological  

description(after Hoek,2000) 

 
 
 
 
 



6.14 非饱和抗剪强度 

基质吸力或负水压力有增强土强度的作用。同理，正的孔隙水压力降低有效

应力从而降低强度，负的孔隙水压力增加有效应力从而增大强度。 

非饱和土的抗剪强度：  ' 'tan tan b
n a ws c u u       

其中： 

au ：孔隙气压力； 

wu ：孔隙水压力； 

b ：定义由负孔隙水压力导致的强度增大的角度 

当  a wu u 为正数时成为吸力。
b 为材料性状。 

在 SLOPE/W 中，
b 被当作常数，但在实际中，这个参数随饱和程度而变

化。在饱和的毛细区域，孔隙水压力为张力，
b 与摩擦角

' 相当。当土不饱和

时，
b 降低。

b 的降低是负孔隙水压在小区域中起作用的表现。更加明确的

是，
b 与土中水的特征曲线有关（体积含量水函数的讨论见 SEEP/W 文档），

但
b 与体积含量水的关系在 SLOPE/W 中没有涉及。目前，只能确定一个常数

b 。 

实际上，
b 可以取为 '1

2
 。 

在 SLOPE/W 中，如果
b 没有定义（0），所有的负孔隙水压力都被忽略。

如果
b 是一个非零值，在 SLOPE/W 中用上面的非饱和土的公式，取决于吸力

的附加强度因素被加到滑块底部的抗剪强度中。 

当沿滑面绘制抗剪强度时，有三个强度因素很重要，内聚力，摩擦角和吸力。

当在你的分析中想要包含吸力强度因素的时候，这种划分经常用到。合理选取

b ，评价吸力强度对内聚力与摩擦强度影响的重要性之后，这个划分应该重新

验证。 



6.15 土的单位容重 

滑体的重量或重力分配到土的单位重度上。区域上单元的重量决定滑块的重

量。 

如极限平衡基础理论章节中讨论的，SLOPE/W 以总应力为基础进行公式表

达。单位重度也需要以总的单位重度来表达。 

SLOPE/W 在水位线以上允许有独立的单位重度，但这个参数很少用到。 
土的重度： 

1w
G Se

e
  



 

其中： 

w ：水的重度； 

G：比重； 

S：饱和度； 

e：孔隙比。 

比如，我们假设 G = 2.7,   = 10 kN/m3, and e = 0.7. 在水位线以下土体为饱

和（S=1）,土体重度为 20kN/m3. 在水位线以上土体为非饱和，饱和度为 80%，

( S = 0.8) 则水位线以上土体重度为 19.2 kN/m3,二者之间大概有 4％的差距。 

从稳定性分析来说，土体重度 4％的差距是微不足道，可以忽略的。首先，在毛

细区饱和土体和非饱和土体重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次，安全系数对于土体重度

很不敏感。尽管每个 slice 的重量增大，会导致下滑力的增大，但是抗滑力也会

随之增大，因为滑动面法向压力也会增大，因此对于饱和区和非饱和区定义不同

的土体重度对于安全系数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水位线以上的重度不能和干重度相同。实际上，除非地表附近有个相对薄层，

土体很少达到饱和。 

当粗岩体填充在水中来阻隔水体时（如图 6-13），水位以上及水位以下的重

度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假设 e＝1.0，G＝2.7， w ＝10kN/m3。在水位线以下，S＝

1.0，重度为 18.5kN/m3。在水位线以上，S＝0，重度为 13.5kN/m3。这两个重度

有很大的区别，花时间确定这两个不同的重度也很值得。 



 

 
图 6-13 在岩石填充中水上与水下不同的单位重量 

Figure 6-13 Different unit weight above and below the water in rock fill 
总的来说，是否在水位线上下定义不同的重度是由具体分析的情况决定的。

这个选项在 SLOPE/W 中作为高级参数供选择。 
 

6.16 土的其他参数 

还有许多其它的土性参数，将在其它章节中对其应用进行特别讨论。例如，

在概率分析章节中对所有材料参数的变异与离散进行了讨论与解释。还有，在地

震与动力稳定性分析章节中，对残余应力参数进行了讨论。 

 

 

 

                                                                                                                                                                                                                                                                                                                    

 

 

 

 

 

 

 

 

 



7 孔隙水 

7.1 引言 

在前面的章节中，注意到当用有效强度参数进行分析时，能够更准确的获得

最危险滑移面的位置。但只有有效强度参数与孔隙水压力结合时，它们才有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确定正确的抗剪强度方面，孔隙水压力和强度参数本身同样重

要。 

鉴于在稳定性分析中孔压的重要性，SLOPE/W 有多种方法确定孔隙水压力

条件。这一章节将给出可选项的总括，对多个方法的适用性提出几点评论。 

7.2 水位面 

用水位线确定孔隙水压力是最常用的方法。用该方法，SLOPE/W 可以较容

易的计算土条底部中心到水位线的竖直距离，其与水单位重度相乘即得土条底部

的孔隙水压力值。如图 7-1 所示。 

 

 

 

 

 

 

SLOPE/W/W 中要考虑孔隙水压力时，意识到一点很重要：孔隙水压力只有在单个土条底部剪

切强度的计算中才起作用，孔隙水压力不参与土条间的强度计算。 



当土条底部中心点在水位线之上时，孔隙水压力值为 0，除非 b 有指定值。

这将在负孔压的讨论中作进一步的介绍。 

单条水位线 

通常，土体中仅一条水位线，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土。然而，有时较

复杂的孔隙水压力存在时，SLOPE/W 软件有更多的选择并且可以更准确的设置

孔压。例如，水位线仅适用于一定的土层，并不是适用整个土体。图 7-2 中，砂

土基础位于软粘土层之上，假定砂土层中设定孔隙水压力为 0，由于粘土层中超

孔压的存在，该土层面上的水位线能够显示孔隙水压力的大小。水位线只能指定

绘制在粘土层中。砂土层中将不存在孔隙水压力。这种方法适用于 uR 和 B-bar

联合使用的情况。 

 

 

多条水位线 

SLOPE/W 中每一土层有各自的水位线，因此该程序能够描述不规则的非静

水孔隙水压力。事实上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极不规则的孔隙水压力

条件可以通过下面讨论的其它更高级的方法更为准确的确定。 

潜水位的修正 

边坡体中，水流通常是从上而下流向坡脚的，因此水位面为向下的曲线。从

流网的设计中可以得知：在这些条件下等势线不是竖直的。而 SLOPE/W 中认为

孔隙水压力与土条底部到水位线的竖直距离有关的假定通常不是十分的正确。若

孔压值确实对计算很重要的话，一个修正系数可以更好的矫正孔压值。 

图 7-3 反映了潜水位修正的情况。等势线与水位线正交。潜水面的坡率用角



度 A 表示。水位修正前，Hw 为用于计算土条中心孔压的高度，水位修正后，

Hw 被修正，而 Hc 为计算土条底部中心孔压的水位高。 

AHH wc
2cos  

 

注意：当水位线水平时（A=0），潜水位修正系数（ A2cos ）为 1，Hc=Hw；

水位线近竖直时，修正系数约为 0。因为修正系数总在 0 和 1 之间，使得水位修

正后的孔隙水压力总小于或等于修正前的孔隙水压力。换句话说，修正前的安全

系数总是等于或高于修正后的值。 

7.3 Ru 系数 

孔压比 uR 是孔隙水压力与上覆压力的比值系数。该系数的定义如下： 

st
u H

uR


  

式中： 

u ＝孔隙水压力； 

t ＝总单位重度； 



sH ＝土柱高度； 

变换后，孔隙水压力u 为： 

stu HRu   

孔压比 uR 大多用于稳定性分析中（Bishop 和 Morgenstern,1960），与稳定性

系数 nm, 结合，由等式 unRmF  可以较快确定简单边坡的安全系数。 

孔压力 uR 的困难之一是如果潜水面与地表面不平行，孔压比系数将随边坡

变化。若潜水面距地表面距离不规则，需在多个点设定孔压比系数 uR ，利用加

权平均的方法计算边坡的一个整体平均值。但方法就失去了简单性。 

孔压比系数的变化性使得很多软件(如 SLOPE/W)的孔压比选项。SLOPE/W

中包含孔压比系数的选项多数是历史的原因。除了一些简单的例子外，并不推荐

使用该方法。也有其它更好一些的方法。 

在多层土中，在各土层单元有各自的孔压比 uR 值。 

在定义孔隙水压力条件时，考虑土条底部的孔隙水压力是很重要的。如果土

条底部在指定的孔压比土层内，孔隙水压力要基于土条的总重度计算。这一点与

B-bar 孔压比不同。孔压比 uR 用土条总重度。B-bar 仅用指定土层加到孔隙水压

力上。 

由孔压比 uR 计算的孔隙水压力可以通过压力线条件来实现。若土条底部在

水位线以下且在已定的孔压比土层内，用于计算孔隙水压力的孔压比将增加到由

水位线计算的孔隙水压力中去。 

如图 7-4 中的土条 10，水位线在粘-砂土接触面，粘土的孔压比 uR 值为 0.2。

砂、粘土的单位重度均为 20kN/ 3m 。地表到砂土层底部的竖直距离为 7.22m。土

条底部中心到水位线的竖直距离为 2.14 米。水压力的孔压比 uR 组成有

（7.22m+2.14m）x20.0kN/ 3m x 0.2=37.44kPa(注意：砂土和粘土层均有土条重力

计算)。水位线下的孔隙水压力为 2.14m x 9.81kN/ 3m =20.99kPa。因此，当孔压

比 uR 系数与水位线联合使用时，土条底部中心的总的孔隙水压力是 58.43kPa。 



将压力线产生的孔隙水压力和孔压比结合起来计算有时容易混淆。尝试这样

做时，最好先绘出沿滑面的孔隙水压力分布图，并校核 SLOPE/W 的孔隙水压力

的分布趋势是否和所绘图一样。 

理论上，水位面在地层表面处的孔压比系数约为 0.5。这是由于水的重度是

土重度的一半。 

 

7.4 B-bar 系数 

B-bar( B )是与最大主应力有关的孔隙水压力系数。方程式为： 

1



uB

 

多数情况下，最大主应力近似竖直，因此 1 近似于上覆土层的压力。

SLOPE/W 中近似值用于 B-bar 的计算。 

SLOPE/W 中 B-bar 方法的明显特征是可以分层计算上覆土层的压力。如前

面章节中的例子，代替孔压比 uR 值，粘土 B-bar 值为 0.2（图 7-4）。 

只有砂土层的重量计算时增加到孔隙水压力上。砂土层重为 7.22m x 

20.0kN/ 3m  x 0.2=28.88kPa;水位线到土条 10 底部中心的孔隙水压力为 2.14m x 

9.81kN/ 3m =20.99kPa。B-bar 中总的孔隙水压力为 49.87kPa. 

注意：该例子中，只有砂土的重量增加到孔隙水压力的计算中，且 B-bar 只
在粘土层中应用。 



7.5 离散点的孔隙水压力 

SLOPE/W 中对定义孔隙水压力条件的方法很多且很灵活，这些方法能够确

定离散点的实际压力。图 7-5 说明了一个带有孔隙水压力数据点的例子。孔压在

每个三角点上确定。 

 

利用样条曲线图示技术 SLOPE/W 可以构造通过所有指定点的滑面。一旦滑

面确定，在指定点附近的任意坐标点的孔隙水压力都可以确定。对每一土条，

SLOPE/W 都知道其底部中心点的位置。孔隙水压力面上 X,Y 坐标可以确定每个

土条底部的孔隙水压力。 

这些数据点可以构成孔压比 uR 、压力水头或压力网格。其中以压力水头的

确定为最好的方法。例如：正压力水头是网格点以上的水头值。负的孔压值也可

以这样确定。压力水头比 uR 或压力值更形象些。 

当孔隙水压力是不规则或非静水压力时，这种数据点方法是实用的。数据点

可以用来描述上层滞水水位。分析中数据点也可直接用于测压管水位的测量。 

SLOPE/W 中使用该方法时，需要注意的是所有位置的孔隙水压力都是已知

的。因此对于不饱和区域，基质吸力问题通常是忽略的。但当压力水头为 0 时，

不饱和区域内一些点的基质吸力是需要的。如果有积水，水土交界面上要指定和

水深相同的孔隙水压力值。渗流面上孔隙水压力为 0，压力水头也为 0。因此，

孔隙水压力条件已知的位置，各个方向的孔隙水压力都需指定。 

数据点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不过在孔隙水压力突变较大处，需要密集一

些。注意孔压只是沿滑面才起作用，因此这些点在潜在滑面区域较密集。 

通常，沿滑面绘孔压图，并校核程序中曲线趋势的合理性是一种比较好的做



法。沿滑面孔压的光滑渐变曲线通常是表明指定点的正确性。反之，曲线突变则

表明某些指定点有错误。 

7.6 负孔隙水压力 

SLOPE/W 软件能提供正的孔隙水压力，同样也可以计算负孔隙水压力。如

前所述，土的基质吸力（负孔压）对提高土体强度有影响。如果参数 b 指定，

与强度相关的额外的基质吸力也应明确。 

当用水位线定义孔压时，像正的孔隙水压力一样，SLOPE/W 用同样的方法

求得负孔压。在水位线以上的土条底部，土条底部中心和水位线的数值距离为负

值（水位线 y 座标-土条底部中心 y 座标）。因此孔隙水压力值常为负值。 

只有参数 b 不为 0 时，土体中负孔压才能表现出来。 

7.7 有限元计算压力 

GeoStudio 中 SLOPE/W 能够与有限元程序耦合。这使得该程序在进行稳定

性分析时可以用有限元计算孔隙水压力。孔隙水压力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求得： 

SEEP/W 稳定渗流分析； 

SEEP/W 中任意时间步的瞬态分析； 

SIGMA/W/W 中由于荷载的施加，超孔压分析； 

SIGMA/W/W 的固结分析； 

QUAKE/W 震中或震后的动态地震分析； 

VADOSE/W 的地表蒸发流分析； 

总的来说，孔隙水压力可以通过产生水头或孔隙水压力文件的有限元分析求

得。 

用有限单元求得孔隙水压力时，SLOPE/W 首先找到包含土条底部中心的单

元。其次，确定土条底部的局部单元座标（r,s）。单元节点的孔隙水压力能够直

接通过有限元计算结果或通过高斯点投影获得。节点的孔隙水压力与局部（r-s）

座标以及内部有限单元插值函数一起用来计算土条底部中心的孔隙水压力。这个

方法的优点是孔隙水压力随时间和空间可以任意不规则的分布。 



图 7-6 和 7-7 展示了一个 SLOPE/W 中使用有限单元计算出的不规则孔隙水

压力的例子。边坡弱透水层中高部由于低渗透性引起了上层滞水的产生。SEEP/W

和 SLOPE/W 能够耦合模拟这种分布类型的孔隙水压力。 

图 7-8 描述了沿滑面的孔压分布情况。孔隙水压力值在极值点处出现负值，

在突出的水域内变为正值，不饱和区域又再次变为负值，饱和区域又再次变为正

值。 

 

 

但 SLOPE/W 软件用有限单元计算孔隙水压力有一定的局限性。值得注意的

一点是所有预测滑面都要在有限元网格范围内。即滑面部分都要在单元网格之

内。 



 

7.8 推荐练习 

正如已经多次提到的那样，建议沿滑面绘制孔隙水压力分布曲线，用

SLOPE/W 校核孔压分布是否理想和合理（如图 7-8）。这一点要通过稳定性分析

来测试。 

 

 

 

 

 

 

  

 

 



8 加筋和结构组件 

8.1 引言 

基于条块分析的极限平衡法最初是用来分析传统边坡的稳定性的。极限平衡

法的建立者也清楚地认识到该法在确定应力分布时存在着困难。例如

Lambe&Whitman（1969），在土力学教科书上曾经指出：滑动面上一点的法向应

力主要受该点上覆土层容重的影响。看起来他们也曾考虑过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滑

动面上法向应力的分布，或许不影响。不管早期极限平衡法的建立者是怎么考虑

的，目前集中载荷已经被引入到极限平衡法中，主要用来模拟建筑物或者其它加

在坡顶上的超载。后来人们就在想既然集中超载线载荷可以被引入到极限平衡法

中，那为什么不引入横向集中线载荷用来模拟加筋体呢？从概念上讲，似乎没有

必要这么做，但是最终人们普遍还是加上了横向集中载荷，用来在极限平衡法稳

定分析中模拟集中载荷。不理想的是，在极限平衡法中加上横向集中载荷有一些

负效应。例如，潜在滑移体上面的应力分布有可能一点都不符合实际，关键滑动

面的位置也有可能与事实不符，再者也存在收敛困难的问题！尽管有这么多的负

面效应，这个概念呢还是被成功的应用到实际了，前提是对步骤要充分理解，再

者在使用时要慎加考虑。 

这章将在开始讨论一些在极限平衡法中加横向线载荷用来模拟加筋的基本知

识。对于数值模拟来讲，无论加筋体是锚杆、土钉、还是土工织物都是一样的。

但在输入参数时，对于上述每种类型的加筋体有些区别，在后面几节将分别给与

讨论。 

这章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用有限元计算的应力来分析加筋边坡稳定性的。 

8.2 横向集中线载荷基本知识 

需要充分理解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所有的加筋体在采用极限平衡法分析时都

被当作集中线载荷来处理。作用在潜在滑动体上面的集中线载荷必须被包含在力

和力矩的平衡方程中。理想且传统的指定加筋体参数的方法已经有了，如下所述，

但是最终这些指定的参数在计算安全系数时，将被当做一个线载荷来处理。 



变化的加筋体中的力 

加筋体的作用从概念上讲是可以立即发挥的也可以随着应变的增加而发挥。

例如，预应力锚杆就是立即发挥作用的。发挥作用的力就是预应力。另一方面，

作用在土工织物上面的力可能会在建设期随着建筑时间的增加或者在建完后由

于应力重分布而增加。换一句话说，就是作用在加筋体上的力随着应变的增加而

变化，就像土体的强度随着土体的应变而增加。 

SLOPE/W 极限平衡法中的平衡方程是建立在变化的条块底部切向力基础上

的，这个变化的切向力等于土体的抗剪强度除以安全系数。下面是方程，其中变

化的切向力是 mS ，即
S of F

soil
m

S
S  。加筋体要用来增加抗剪强度，那么加筋体的

抗力也就应该被安全系数除。 

这时， mS 就等于
S of FS of F

inf orcementresoil
m

SS
S  ，这样做的一个意义是土体的抗剪

强度和加筋体的抗力均被整体安全系数整除。这就暗示着土体的抗剪强度和加筋

体的抗力是同步发展变化的。在现实中可能不是这样的，但是这确是这种方法的

假定。 

当加筋材料被用来减小不稳定力时，我们假定加筋体是瞬时发挥作用的，加

筋体的抗力不被整体安全系数所除。给加筋体的极限允许载荷可以指定安全系

数，但是在 SLOPE/W 计算安全系数时他们并不是直接发挥作用的。 

SLOPE/W 允许在计算安全系数时，采用上述两种加筋体的方法，这可以通

过在指定加筋体时是否选中“F of S dependent”来定义。如果选中 YES 选项的

话，在计算变化的加筋体抗力时，SLOPE/W 将土体的抗剪强度和加筋体的抗力

除以安全系数。如果选中 NO 选项的话，SLOPE/W 在分析时将直接采用给加筋

体指定的允许抗力。 

对于一些像土工织物这类柔性加筋体选中“F of S dependent”选项是合适的；

但对于锚杆、土钉等这类刚度大于土体刚度的的加筋体而言，不选中“F of S 

dependent”选项是合适的。缺省状态，SLOPE/W 对于土工织物类材料打开 YES

选项，对于锚杆和土钉打开 NO 选项。缺省状态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早期

版本的 SLOPE/W 仅能选择 NO 选项。 



选中“F of S dependent”的 YES 选项 SLOPE/W 将指定给加筋体的力除以整

体安全系数然后用于计算。选中“F of S dependent”的 NO 选项 SLOPE/W 将直

接采用输入的加筋体的最大容许力进行计算，而不用整体安全系数进行修正。 

是否选择“F of S dependent”这两种方法完全不一样。原因是不选择时

SLOPE/W 将指定的锚杆力就直接用于计算，而不靠考虑整体安全系数的折减。

当选择时，SLOPE/W 将象考虑土体强度折减那样，折减锚杆力。就像在理论章

节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极限平衡方程中用的是动态的条块底部的切向力 mS ，而

且 mS 是土体的切向力强度除以整体安全系数的结果。同样，在计算抗力总和时，

采用的是动态的加筋体的抗力，而不是指定的抗力。指定的抗力是在被整体安全

系数除了后当作加筋体抗力采用的。 

当安全系数是 1.0 时或者加筋体的抗力和滑动体的重力比起来非常小时，YES

和 NO 选项给出相似的结果。 

条间力和应力分布 

在 SLOPE/W 中，当加筋体和土条底部相交时，SLOPE/W 就会在土条底部与

加筋体相交点施加一个集中载荷。 

重要的一点是，集中线载荷必须要被分解到某一特定土条上去。下面就是理

论章节中一个弯矩的求和方程，集中线载荷用 D 来表示： 

     0AaDdkWeNfRSWx m  

下面我们看一个在极限平衡分析章节中曾经介绍过的例子。这个例子是一个

带有两排预应力锚杆的锚定挡墙，（图 8-1）。每个锚杆施加了 150kN 的预应力。 



 

 



 

上面是其中两个土条的自由体受力图和力多边形图。 

第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土条右侧的条间力指向外侧法向，这就意味着土条之间

存在拉力，但这在现实中明显是不可能的。 

绘出条间力如图 8-4 所示，这进一步说明了模拟的困难。在每一个锚杆的位

置条间力的法向变为了负向，而且条间切向力的方向也发生了反向。然而最重要

的一点是力的多边形是闭合的，这就意味着条间力是平衡的。这些力可能并不是

真实的，但这些力确实满足了土条块力的平衡，这也就是极限平衡法的根本目的。 

 



现在我们将通过在墙面上施加等效的线载荷来模拟锚杆的作用。线载荷包含

在条块右侧力的平衡中。现在条间力变得完全不同了，图 8-5 显示了条间的切向

力和法向应力，除了最后两个条块以外，条间的法向力是平稳的逐渐增加的。最

有趣的是条间的切向力，它的方向是仅考虑条块重力时切向力的反方向。条间切

向力颠倒是参数 λ 负值的反应。 

 

条间力的显著差异也导致了滑动面上法向应力分布的明显不同，如图 8-6 所

示。在理论章节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条底法向应力方程中就包括条间切向力项。

这个例子就生动地描述了条间力的影响。 



 

有趣的是，尽管沿着滑动面上条间力的分布明显不同，但是这两种集中载荷

的处理方式给出的安全系数却非常接近。将锚杆施加在滑裂面位置处时的安全系

数为 1.075。将锚杆施加在墙上时的安全系数为 1.076。从实用的角度来讲，这两

种方法基本是一致的。下面这个表就强调了这点重要性及对结果的影响。 

 

下面问题就出来了，为何差异如此大的应力分布会给出如此相近的安全系

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极限平衡基础章节作了详细的讨论。 

总之，关键的两点是： 

 每一条块的条间力仅仅是维持每一个条块平衡的力。 

 条间力有可能并不真实，但是这些力却是维持了条块的力平衡。 

条间力是为了使每一条块具有相同的安全系数而计算出来的力，再者，这些

条间力并不代表真实的力，而是公式推理的一种表征。作为对公式推理这种缺陷

的补偿，我们可以使整个潜在的滑动体满足力的平衡和力矩的平衡。这时内部应

力可能不代表真实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整个滑动体作为一个整体是平衡的，

这也就是这种方法的可用之处，尽管还有些缺陷。 

收敛性 

施加横向集中线载荷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收敛困难。当边坡或者墙很陡时通常



需要加筋。这就意味着关键滑裂面的一部份会很陡。很陡的滑裂面连同横向集中

线载荷经常会使得问题的收敛变得困难。 

不能够计算出安全系数是很糟糕的。最小的安全系数经常位于非收敛区域附

近。有时候最小安全系数就是非收敛滑动面，关键滑裂面经常位于与水平地面成

245.  的主动楔形线附近，这个区域正好经常是收敛困难开始的地方。困难

还在于，当邻近区域不收敛时，此时附近收敛区域计算出的安全系数也值得怀疑。 

典型的情况见图 8-7。在这个例子中，右下三角区域附近的大多数的网格旋转

中心不能获得收敛解，没有安全系数标出的网格旋转中心，就意味着这些点不能

够获得收敛解。不能够收敛的网格中心经常预示着较陡的滑裂面。关键滑裂面的

网格旋转中心标有红色的圆点，且被一些不能够求得收敛解得网格旋转中心包围

着。 

进一步讲，当存在很大的横向集中载荷时，收敛将会成为一个较难解决的问

题；当在坡顶附近存在很大的横向线载荷时收敛将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当指定

这类载荷时尤其需要仔细、周全。盲目地指定这类载荷，可能会产生不合理的结

果。 

 

 



各种组件时的安全系数 

选中“F of F dependent”的 NO 选项，SLOPE/W 仅能够计算基于滑动实体

的安全系数。不会考虑加筋材料或者土钉与周围材料粘聚力的安全系数富余情

况。基于这些情况的安全系数应该分别考虑。应该认识到 SLOPE/W 在计算安全

系数时，并没有直接考虑这些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后面，当我们讨论各种加筋材

料时我们将讨论具体的细节。 

选中“F of F dependent”的 YES 选项，SLOPE/W 将采用变化的加筋力来计

算安全系数，就像前面解释的那样，此时计算出的加筋体的安全系数就像计算土

体强度参数的安全系数一样。 

推荐的分析方法 

当用极限平衡法所分析的问题存在横向的集中载荷时，采用逆向思维时非常

有用的。第一步，应该计算出为了满足整个滑动土楔平衡加筋材料所应该提供的

总抗力。一旦总的抗力知道后，合适的加筋材料以及足够的锚固长度就可以计算

出来，这与一般的设计步骤相反。通常的设计步骤是先选择足够的材料，完成一

个设计，然后再验算其稳定性。这个方法的缺点是材料的强度可能会很高，例如，

如果施加的横向集中载荷过大，获得收敛解会变得很困难或者求出的关键滑裂面

的位置是错误的。SLOPE/W 为了求得合理的解答，施加的横向集中载荷就不应

该大于需要的变化的加筋力的上限。指定的加筋体的载荷不应该超过加筋材料的

抗力，应该是变化的抗力或者需要的变化的抗力的一部分。在下面将要讨论的各

种加筋体怎样使用和如何分析结果部分，将会作详细的讨论。 

总结  

在分析有加筋材料的边坡的安全系数时，记住和考虑下面这些是非常有用的： 

横向集中载荷可能会导致不真实的内应力分布。 

尽管内应力分布不真实，但是整个潜在滑动体是处于平衡状态的。 

代表加筋材料的横向载荷值不应该大于为了减小收敛困难，所期望值的相应

变化的加紧材料抗力值。 

选中“F of S dependent”的 NO 选项， SLOPE/W 仅能够考虑基于滑动楔体

的安全系数。并不考虑加筋材料或者土钉与周围材料粘聚力的安全系数。 

选中“F of S dependent”的 YES 选项， SLOPE/W 计算出的加筋体力的安全



系数就像计算出的土体强度参数的安全系数一样。此时变化的加筋力是制定的加

筋体的力除了安全系数后的值。 

最好的分析方法是先计算出满足土楔整体平衡所需要的加筋力，然后量化加

筋体。这与先定加筋体，然后再分析稳定性是相反的。 

8.3 锚杆 

锚杆在 SLOPE/W 中是一个杆，分为自由长度和粘结长度两部分，如图 8-8

所示，锚杆的承载力要么由杆件自身来控制，要么由锚杆和周围土体的抗剪强度

来控制。粘结拔出面上的摩擦力与相场土的情况和锚杆的安装步骤有关，因此是

一个现场指定的参数。 

SLOPE/W 分析中所有的问题都是单位厚度的平面问题。因此所有的加筋力都

应该被分解成单位厚度的力。确实时，锚杆时受拉的或者对于土体来讲是刚性的，

而且被假定是立即发挥作用的，这是选中“Fof S dependent”的 NO 选项时的结

果。选中“F of S dependent”的 YES 选项时，锚杆力可以向其它的加筋材料一

样被施加。 

 

杆的承载能力和加筋载荷 

SLOPE/W 可以允许你指定杆件的极限承载力、杆件的安全系数和锚杆的间

距。抗拉锚杆承受的最大载荷是这样计算的： 



加筋体承受的载荷=杆件的承载力杆件的安全系数杆件的间距 

粘结抗力 

粘结抗力是粘结区域单位长度承受的设计抗拔出承载力。粘结抗力是基于钻

孔的直径、单位摩擦系数、指定的粘结安全系数和锚杆的间距计算出来的。方程

的形式： 

粘结抗力=单位长度摩擦系数  粘结直径 

粘结抗力是单位长度的粘聚力。最大抗拔承载力等于粘结抗力乘以总的粘结

长度。以方程的形式：最大抗拔承载力=粘聚抗力粘聚力安全系数间距 

施加的载荷 

在 SLOPE/W 中，施加的载荷被定义为这样的一个载荷，它是一个动载荷，

是为了使滑动土楔平衡而计算出的一个可以接受的安全系数。给锚杆指定载荷可

以以两种方式进行。锚杆载荷可以是常数的或者是变化的。 

施加的常数载荷 

当施加的载荷是常数时，不管滑裂面的位置如何，施加的载荷是相同的。这

个选项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当不考虑粘聚抗力和杆件的承载力时来估计需要施加

的载荷大小的手段。当需要施加的工作载荷知道后，可以检查粘结抗力和杆件的

抗力，以检验其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工作载荷。 

图 8-9 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施加的载荷被指定为常数载荷，大小为 200kN，

粘聚摩擦力是 106kN/m 2
，钻孔的直径是 150mm，粘结安全系数是 1.0，锚杆的

间距是 1m，因此，粘结抗力就是 50kN。在这个例子中，为了满足滑动体 1.3 的

安全系数，每个锚杆确定要承受 200kN 的力。 



 

注意锚杆周围红色的方框。这些方框预示着提供需要的 200kN 粘聚力所需

要的锚固段的长度。在这个例子中，需要的锚固段的长度是 4m（200kN/50kN）。

对于上层锚杆，潜在滑动面后面的锚固段长度不足（也就是锚固段太短），这就

意味着为了提供 200kN 的抗力，上层锚杆的锚固段应该加长。下层锚杆的长度

足以提供 200kN 的抗力，因为实际的粘结区域延伸超过了需要的粘结区域（红

色方框表示的），这就意味着，对于既定的滑动面破坏，下层锚杆应该被截断一

些。 



 

上层锚杆与条块 6 相交。图 8-10 表示了该条块的几何受力图和力的多边形

示意图。我们注意到在条块的底部有 200kN 的集中线载荷，这就代表了锚杆所

提供的力。 

当选择“常数”选项时，SLOPE/W 在计算安全系数时，将不用最大粘聚抗

力或者最大加筋体提供的抗力。这些值仅仅是在显示结果时用于比较，用来检查

粘结力和杆件的抗力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抗力。唯一的一个影响指定的常数载荷

的参数就是锚杆的间距。 

变化的工作载荷 

当“变化的工作载荷”选项被选中时，施加的工作载荷将是变化的。锚杆的

工作载荷最低可以达到 0，当滑动面在锚杆末端的后面时就是这种情况。锚杆的

工作载荷也可以大到最大粘聚抗力或者加筋体所能够承受的最大载荷。最大粘聚

抗力和加筋体所能够承受的最大载荷两个中的较小的一个，控制着加筋体实际能

够承受的载荷。 

图 8-11 是当将工作载荷设置为变化的载荷时的结果。可以看出：上层锚杆

的工作载荷受到滑动面后可用的粘结力的限制。可用的粘结长度是 2.8m，所以



可用的工作载荷就只能是 139kN，可以从图 8-12 种条块的自由体受力图中看出。

底层锚杆的可用的最大粘聚抗力为 200kN，因为滑动面在指定的粘结区域的前

面。加筋体能够承受的最大载荷太高（大于最大粘聚抗力值），因此该值就不进

入计算中。 

 

 

由于上层锚杆能够提供的最大工作载荷降低了，所以计算出的安全系数只有

1.19。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将安全系数提高到 1.3 需要将上层锚杆加



长。 

图 8-13 是上层锚杆加长了后的计算结果。加长后安全系数又回到了 1.3，因

为上、下两层锚杆均能够提供 200kN 的力了。 

 

最好的结果就是“常量选项”和“变量选项”给出的安全系数在本质上是相

同的。常量的方法通常在分析开始的时候采用，这要用来确定加筋体的参数。变

量选项对检查最终的设计时非常有用的，这两种方法均可以确保加筋体的载荷满

足需要。 

剪力 

SLOPE/W 能够考虑锚杆的抗剪作用。剪力可以垂直于锚杆也可以平行于锚

杆。条块自由体剪力的方向和大小如图 8-14 所示。在这个示例里，切向力垂直

于锚杆。 

正如所有的集中载荷一样，SLOPE/W 中的剪力是单位宽度上的总剪力。 



 

8.4 土钉 

在 SLOPE/W 中土钉与锚杆相似，除了土钉的粘结长度与其本身相等外。土

钉的工作载荷总是变量载荷。缺省时，土钉的作用被认为是瞬时发挥的。也就是

说“F of S dependent”选项是不选的。定义土钉要指定的参数有： 

 土钉钻孔的直径或者有效直径； 

 粘聚力安全系数； 

 粘结摩擦系数； 

 墙方向土钉的水平间距； 

 土钉体的极限承载力； 

 抗剪承载力； 

 抗剪安全系数； 

 剪力的方向——平行于滑裂面或者垂直于土钉。 

与锚杆相同，粘聚抗力，最大抗拔力和加筋体承受的最大载荷计算方法如下： 

粘聚抗力=单位长度摩擦系数  粘结直径 

土钉的最大抗拔力=粘聚抗力粘聚抗力安全系数土钉的间距 

土钉承受的最大载荷=杆件的承载力杆件的安全系数杆件的间距 



同样，安全系数计算中的最大载荷是由土钉的最大抗拔力和土钉承受的最大

载荷两者中的最低者控制。 

图 8-15 是一个有四排土钉的例子。每个土钉的长度均为 7m，沿墙方向土钉

的间距为 2m。 

 

为了使土钉能够承受 50kN 的最大容许载荷（土钉筋体的极限承载力），给

土钉指定了合适的参数。 

 

在这个例子中，粘聚力控制着上面两个土钉的抗力。上面的两个土钉分别给

关键滑裂面提供了 37.4kN 和 46.7kN 的力。滑裂面后面被红色方框子包围着的土

钉的长度与土钉提供的粘结长度一样，这就意味着粘聚力控制着筋体所能够提供

的力。 

下面的两个土钉分别提供 50kN 的力，这是土钉筋体能够提供的设计载荷的

极限值。这两个土钉，滑动面后面的可用的粘结长度提供的粘聚力大于土钉筋体

能够提供的极限载荷。 



下面两个土钉末端的红色的方框短于其可用的粘聚长度。这就说明了下面两

个土钉所能够承受的极限载荷是由土钉筋体能够提供的极限载荷控制的。 

就像可以将剪力指定给锚杆一样，在 SLOPE/W 中也可以将剪力载荷指定给

土钉。剪力载荷作用的方向可以垂直于土钉或者平行于条块底部。 

8.5 土工织物 

就像土钉一样，土工织物的粘结长度在默认时也和土工织物的长度是一样的，

如图 8-17 所示。土工织物的宽度总是单位宽度。 

 

土工织物需要指定的参数有： 

 单位面积的粘结摩擦系数； 

 粘结安全系数； 

 土工织物的极限承载力； 

 土工织物的安全系数； 

 载荷的方向。 

粘结摩擦系数是单位面积上给定的值。这个值包含了对土工织物摩擦系数有

影响的所有因素，无论是什么因素。这个值有可能包含了土工织物两侧的摩擦或

者仅仅一侧的摩擦。不管是哪种情况，指定的值是包含一切影响因素的。 

在这个例子中假定土工织物是非常柔软的，并且土工织物提供的抗力随着其

应变增加的速度与土体的应力随着其应变增加的速度是一样的。土工织物在增加

抗剪力方面也被认为是同样有效的，SLOPE/W 计算出的安全系数最终也可用来



确定加筋体提供的抗力。对于土工织物“F of S dependent”选项默认是被选中的。 

图 8-18 是加筋体抗力为 130kN，粘聚抗力为 30kN/m 时的结果，计算的安全

系数是 1.435，对于上面两层土工织物来讲，滑动面后面的可用粘结长度控制着

其能够承受的极限载荷。对于下面两层土工织物来讲，当其滑动面后面的粘结长

度足够长时，土工织物的容许抗力控制着其能够承受的极限载荷。对最上面一层

来讲，这个关键滑动面的粘结长度是 1.85m。因此潜在的粘聚力容许值为 55.5kN

（1.8530）。土工织物实际上承受的力是 55.5 除以 1.435（计算出的安全系数），

也就是 38.7kN。 

 

对于最底层的土工织物来讲，土工织物的抗拉强度控制着土工织物加筋体的

极限承载力。土工织物的抗拉强度（抗力）是 130kN，这个值除以安全系数 1.435

等于 90.6kN，这就是 SLOPE/W 分析中土工织物提供的承载力。90.6kN 的力需

要的粘结长度是 90.6/30 等于约 3m，可用的粘结长度是 6.6m。 

因为抗力要除以安全系系数，因此当安全系数大于 1 时，需要的粘结长度总

是大于实际的可用粘结长度。 

粘结抗力——上覆土层法向力的函数 

界面摩擦力可以指定为上覆土层法向力、摩擦参数 ,c 和接触面系数的函数。

使用这个选项，SLOPE/W 可以计算包含加筋体的条块底部的法向力；这样，每

一个土工织物可提供的粘结抗力就等于：粘结抗力（ 2L/F ）=（ c +上覆土层法

向力 tan）接触面系数。 



分析下面这个 c等于 0，等于 10 度，接触面系数等于 1.0 的例子。结果如

图 8-19 所示。对于底下两层土工织物，织物（筋提）的强度控制着土工织物的

极限抗力。可以看出，需要的粘结长度（红色的方框）随着埋深在减小，这就意

味着随着埋深增加，可以提供的粘结力也增加了。 

 

接触面系数反映的是如何调动接触面的摩擦力。经常这个系数与双面摩擦接

触或者单面摩擦接触或者两者的中间值等有关。在理想情况下，接触面系数等于

1 意味着单面摩擦接触，接触面系数等于 2 意味着双面摩擦接触。这主要取决于

土工织物本身的情况。实体织物与带网眼的织物不同，这个系数是可以从织物供

应商那里获得的。 

载荷的方向 

一些分析人员认为土工织物提供的抗力作用方向并非轴向。SLOPE/W 允许设

定载荷的方向。当将载荷方向值指定为 0 时，载荷施加在轴向，即平行于土工织

物，当将载荷方向值指定为 1 时，载荷施加的方向平行于条块的底部。0 和 1 之

间的其它值也可以指定。0.5 意味着载荷的方向在轴向和条块底部方向两者之间。

图 8-20 表示的是通过最底层土工织物的条块自由体受力图和其力多边形。注意

加筋体提供的力平行于条块底部（载荷方向值等于 1）。 



 

8.6 面墙 

SLOPE/W 不考虑边坡或者挡土墙面层的作用。在 SLOPE/W 中假定，存在一

些面层阻止了加筋体将土体挤出的可能性。面层可能是喷射混凝土，预制的面板，

包裹的土工织物或者其它组件，他们阻止了坡面的开裂与破坏。在极限平推导中，

仅仅是作用在潜在滑动体上的力参与计算。作用在面层上的力并不参与计算。 

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对于墙脚处的加筋体，那里关键滑裂面在加筋

体的前端附近（接近面墙）。 

面层本身可以在有限元分析中考虑，这张后面将作讨论，但并不在极限平衡

分析中讨论。 

8.7 抗滑桩 

抗滑桩在 SLOPE/W 中仅仅提供抗剪力。图 8-21 是一个例子。抗滑桩这类加

筋体需要制定的参数有： 

 桩距； 

 剪力； 

 剪力安全系数； 



 剪力的方向——平行于滑动面或者垂直于抗滑桩 

 

图 8-22 表示的是包含抗滑桩的条块自由体和力多边形。在这个例子中，剪力

被指定为平行于条块底部。图 8-22 中 100kN 的力就是抗滑桩提供的抗力。 

 

8.8 板桩墙 

镶入到开挖面下面的板桩墙能够提供横向的抗力，防止潜在的坡脚破坏，如



图 8-23 所示。问题是如何表示这个横向抗力。抗滑桩的强度不能够直接包含在

土工织物的定义中。也就是板桩不能被强度很高的材料代替。同样，作用在代表

潜在滑动体的自由体外的力也不能包含在静力方程中——仅仅是作用的自由体

上的力才能够被包含在静力方程中。 

包含嵌入体横向抗力的方法之一就是将集中线载荷作用在潜在滑动体上。集

中线载荷要么是板桩墙的抗剪强度要么是嵌入体提供的被动坡脚抗力。被动坡脚

抗力的大小是： 

PP KHP
2

2
 （其中 PK 是被动土压力系数） 

 

被动土压力系数主要取决于板桩和土的摩擦系数。 PK 的变化范围是 3 到 12，

这就使得准确预测横向被动抗力变得困难。进一步讲，需要大量的位移才能调动

全部的横向被动抗力——至少要大于像板桩这类挡土结构的位移容许值。所以采

用一个较为保守横向被动抗力安全系数是非常必要的，例如 3.0 左右，尤其是当

其对桩土间的摩擦系数依赖性很强时。 

嵌入体的影响也可以采用一种更加真实的方法来考虑，也就是通过有限元来

分析桩土间的相互作用，然后用产生的应力来评价稳定性，这将在本章后面作一

讨论。不幸的是，在极限平衡分析中，土体的反作用力要用集中线载荷来代替。

即使这样，从直觉上来讲，这种代替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8.9 深层失稳 

深层失稳稳定一般不是常见的潜在破坏模式，但是却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尤其是在要将下部加筋体减短时。通常，对于通过坡脚的破坏模式来讲，下部加

筋体的长度显得有些长，因此经常会将下部加筋体的长度减小一些，在此之前要

检验深层滑动破坏的可能性。 

图 8-24 是一个深层滑动破坏的例子。潜在滑裂面通过锚杆的末端和板桩墙的

下端。在 SLOPE/W 稳定性分析中所有的结构组件都没有发挥作用。可以说，所

有的结构组件都随着滑坡滑走了。 

 

8.10 数值问题的减轻 

在上面的数次讨论中，已经注意到代表加筋体的横向集中载荷会给问题的收

敛性及关键滑动面的搜索带来困难。一个可用来减小数值问题的方法是采用加固

力来处理，该力可给出一个统一的安全系数。换句话说，哪些力使得滑动体处于

极限平衡？这有助于得到最佳的数值分析方法。然后，当分析过程有了更好理解，

该加固力可以增至更为符合实际工况的值。  

需要记住的一点是，当与重力调动的剪力相关的横向力增加时，数值的收敛

会变得更加困难。还应该注意通过拉力（或者推力）作用使得滑动体稳定的横向

集中载荷不要太大。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在分析开始时使用较小的横向力，然后

慢慢增加其大小的理由。 

当高横向载荷出现在墙的顶部时，收敛会变得尤其困难。所以另外一个减轻



数值困难的技巧就是给墙底部的筋体指定较高的载荷，给墙顶部的筋体指定较小

的载荷。指定给所有加筋体的载荷可能不变，但是指定给每一个筋体的载荷可以

重新分配，这样也可以帮助解决数值收敛困难。 

有时为了获得更多的收敛解，可以将 SLOPE/W 收敛公差进行放松。同样，

有时也可以使用仅满足力或者仅满足力矩平衡的方法，来获得更多的收敛解，例

如简化 Bishop 法或者简化 Janbu 法，用这些简单的方法有时可以增强我们获得

关键滑动面的信心。 

应该在 SLOPE/W 中，通过“查看条块信息”工具来检查和验证代表加筋体

的集中线载荷。 

在上面的讨论中，广泛应用条块自由体受力图和力多边形图，来说明集中线

载荷的大小和行为。在包含有加筋体的分析中，我们强烈推荐多使用“查看条块

信息”工具。检查 SLOPE/W 计算用的具体的集中载荷，对于使施加给加筋体的

集中载荷和我们的想象一致以及我们理解都很有帮助。在怎么强调他的重要性都

不为过。 

8.11 基于有限元计算出应力的方法 

另外一个用来分析加筋体结构稳定性的方法是利用有限元计算出的应力成

果。加筋体和土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改变了应力状态，结果使得抗剪力大于调动的

剪力。 

土钉墙 

图 8-25 是一个具有 4 排土钉的垂直挡墙。在 SIGMA/W 中是将土钉作为结构

单元来模拟的。 



 

计算场地应力的可能方法之一就是做一次自重应力分析。这意味着我们已经

建立了模型然后再做自重应力分析，来检查模型的响应。在现实中，这也许是不

可能的，但是在数值模型中确实可行。这里我们要考虑的是，数值模拟不一定要

严格按照施工的顺序来进行，但是当施工完后，结构内部的应力会调整，调整后

的结果与自重应力分析的结果会相近。 

代表土钉的结构单元有抗弯刚度和轴向刚度。土钉承受的任何剪力都包含在

应力分析结果中。抗弯刚度与给定的惯性矩有关，轴向刚度与 E（杨氏模量）和

有效截面面积有关。 

SIGMA/W 计算出的应力可以用在 SLOPE/W 中计算安全系数。计算出的安全

系数将在理论章节中解释。 

SLOPE/W 计算出的结果如图 8-26 所示。结果中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

特点是不存在前面章节中讨论的极限平衡法中存在的收敛困难问题。所有的试算

滑裂面，不管多深都会给出一个安全系数。这就保证了必然存在一个最小的安全

系数。最低的安全系数被很好的包括在安全系数等值线中。检查计算结果如图

8-26 所示，可以看出关键滑动面与主动破坏角（ 245  ）接近。 



 

在 SLOPE/W 分析中土钉没有被当做集中载荷处理，土钉的作用就是

SIGMA/W 中的应力分布，正是 SIGMA/W 中的应力分布给出了安全系数。 

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察结论是有许多试算滑动面有非常相近的安全系数，所有

试算滑裂面的中心都被 1.29 的安全系数等值线包围着。这就意味着那不仅只有

一个关键滑动面，而是一个安全系数非常相近的潜在滑动区域。 

应力和稳定计算结合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查看土钉的应力分布。在极限平衡分

析中，我们仅仅将土钉当做集中线载荷，假定土钉能够提供载荷。在应力分析中，

我们可以查看土钉轴力、弯矩和剪力的分布。图 8-27 和图 8-28 显示的是上面第

三个土钉的轴力、弯矩和剪力分布图。 

土钉上实际的应力可以和土钉的结构承载力相比较，用来检验土钉的应力是

否超过安全极限。这个评价应该在 SIGMA/W 和 SLOPE/W 外独立进行。 

查看 SIGMA/W 计算出的应力可以发现加筋区域没有水平拉应力，这和极限

平衡分析中的结果是一致的。在本章的前部分，曾经指出，在有横向集中载荷的

极限平衡分析中，为了维持条块间力的平衡，条块间需要拉力。在现实的情况并



不是这样的，这点可以从该图中看出，该图是沿着滑动面方向的水平应力，可以

发现在接近地面附近有一小部分的拉力，但是这可能是我们希望的。 

现在也可以得到更加真实的应力分布，因为滑动面上的局部安全系数现在并

没有限制为常数。但这却是极限平衡分析中的假定，局部安全系数现在是变化的。 

 

 

如图 8-30 所示，局部范围内安全系数变化很多，但是整体上讲，整体安全系

数是 1.28。 

在接近坡脚附近，有两个条块安全系数小于 1.0。这是线弹性分析的结果，它

没有考虑超应力区的应力重分布。为了稳定分析，较小超应力区域的结果在极限

平衡分析章节中作了详细的讨论。 



 

 

在 SIGMA/W 分析中和极限平衡分析一样，将面层的作用忽略了。在现实中，

肯定需要一些形式的面层，用来防止土穿过土钉的破裂或者压坏。在 SIGMA/W

中可以包含代表面层的结构单元，但是对于边坡的稳定来讲，添加这些单元，并

不一定是必要的。 

支锚挡墙 



图 8-31 是一个支锚挡墙的例子。墙是板桩，锚杆在安装时加了预应力。该墙

分五步施工，首先开挖至顶层锚杆的下面一定位置，然后施工顶层锚杆，并且施

加一定的预应力。接着开挖至下一层锚杆的下面，然后再施工该层的锚杆，并且

张拉，以此类推，最后，进行最后一步的开挖。 

这个例子和前面讨论的土钉墙的例子不同。因为首先计算了初始应力场，然

后在 SIGMA/W 中采用移除单元的方法来模拟施工。这个例子的详细内容包含在

SIGMA/W 的例子当中。 

 

当采用最后一步计算出的应力来进行稳定分析时的结果如图 8-32 所示。就像

在前面讨论土钉墙一样，本例子中不存在收敛困难问题，结果一个真正的最小安

全系数出现在网格中。 

最小值很好的包含在 1.5 的等值线内。同样，有许多安全系数非常接近的试

算滑动面。图 8-33 显示的是 20 个最关键的滑动面，他们均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

内。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关键滑动面的位置。他就在传统的主动破坏角的后面，

如图 8-34 所示。锚杆改变了地面的应力，结果关键滑动面的位置与简单的纯土

墙相比向后移动了一些。而这正和我们所希望的一样。 

 

 

 



 

 



 

现在我们不仅可以得到锚杆的应力，还可以得到板桩的应力。例如，图 8-35

就显示了最后一步施工完后板桩的弯矩分布。 

 

 

土与结构相互作用的安全系数 

当使用基于有限元计算出的应力求解安全系数时，应该更加的慎重，尤其是

包含结构单元时。 

首先，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主动土压力的例子（如图 8-36）。横向土压力用一



个合力 aP 来代替，合力 aP 的作用位置距墙底部三分之一的位置。 

主动土压力系数是： 

 245tan 2  
aK  

所以，当等于 30 度时， aK 等于 0.33。 

假定墙的高度是 10m，土的容重是 20kN/m 3
。理论上的横向土压力的合力是： 

33033.0
2
1020

2

22




 aa KHP   

如果 330kN的集中线载荷施加在 SLOPE/W中，得出的安全系数非常接近 1.0。

因此安全系数 1.0 就代表了主动土压力的例子。 

 

但是，不管是上面讨论的土钉墙还是支锚挡墙，SLOPE/W 计算出的安全系数

都大于 1.0。这就意味着结构组件提供的抗力大于主动土压力例子中集中线载荷

提供的抗力。在支锚挡墙的例子中，板桩和锚杆的刚度和强度都很大，可以提供

足够的、大于主动土压力情况下的等效抗力。 

重要的一点是，在看待 SLOPE/W 计算出的安全系数时，应将其区别于传统

的安全系数。在支锚挡墙的例子中，1.0 的安全系数或者小于 1.0 的安全系数并

不意味着结构必然会破坏。只要结构组件上的应力没有超过极限值，或者结构组

件可以调动足够的应力，那么结构仍然会保持其完整性。一个极端的例子：支撑

挡墙，墙后面的材料假定为液体材料，但是如果结构组件是完整的，即便

SLOPE/W 计算出的安全系数接近于 0，墙和墙后材料仍会保持稳定。 

评价类似的挡土结构时，不能仅仅只看 SLOPE/W 计算出的安全系数。



SLOPE/W 仅仅提供抵抗滑动体土楔滑动的安全值。结构组件需要单独评价，以

确保其上面的应力没有超过其允许值。 

可能设计的目的就是提供大于主动土压力的抵抗压力。这样 SLOPE/W 计算

出的安全系数也就需要大于 1.0。这将是一个合理的设计目的。最后，当利用应

力分析结果，计算土与结构相互作用这类结构安全系数时，充分理解 SLOPE/W

计算出的安全系数的重要性和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利用应力分析结果，评价土与结构相互作用这类结构的稳定性时，在理解

结果时应特别慎重。 

剪力墙 

SIGMA/W 计算出的应力，在评价剪力墙在提高边坡稳定性的有效性方面也

是非常有用的。图 8-37 是一个边坡，显示了安全系数为 1.17 时的潜在滑动面。

现在的目的是通过从边坡的坡面向下打抗滑桩，穿过上层软弱材料直至下层坚硬

材料处，以提高其安全富裕值。 

 

SIGMA/W 分析可以考虑或者不考虑桩的作用。桩是用结构单元来模拟的。

如果给结构单元指定抗弯刚度，不指定轴向刚度时，应力可以使用指定重力的方

法（计算自重应力）计算出来。如果给桩指定轴向刚度，那么使用这种方法时，

周围的土就会悬挂在桩上面。这就会导致桩周围的应力不合理。如果将桩的轴向

刚度通过将其指定为 0 而忽略，或者给其指定一个较小的值，可以获得更加真实

的应力分布。 

抗弯刚度改变应力分布，同样也会提高安全富裕值。当在 SIGMA/W 中的应

力包含桩时，SLOPE/W 计算出的安全系数是 1.52，如图 8-38 所示。 



 

图 8-39 是有桩和没有桩时沿着滑动面的水平应力分布。可以看出，在有桩的

例子中（右图所示）水平应力峰值约为 90kPa，然后突然降到了 40kPa。换句话

说就是，有桩与没有桩相比较，桩上半坡的应力较大，桩下半坡的应力较小。 

 

就像任何土与结构相互作用的问题一样，也应该对结构组件的完整性进心进

行检验。SIGMA/W 可以提供弯矩和剪力分布，如图 8-40 所示。这些数据可以用

来检查桩身的应力是否超过其极限承载力。 

和上面讨论的挡土结构一样，剪力墙分析获得的安全系数也应该慎重考虑。

再重申一遍，即使 SLOPE/W 计算出的安全系数小于 1.0，结构也可能是相当稳

定的。这就需要根据项目的需要和具体的设计作出判断。这里需要强调的重要一



点是，认真评价 SLOPE/W 计算出的安全系数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剪力墙嵌入的土体强度足够，那么剪力墙对于稳定边坡是非常有效的。

下部土层的强度应该能够抵抗上部软弱土层产生的横向推力。如果下部土层的强

度不足，剪力墙对于稳定边坡不一定非常有效。 

一些关键问题 

采用有限元计算出的应力来评价边坡的稳定性，有许多极限平衡法无法比拟

的优点。它克服了极限平衡法固有的许多数值问题。不幸的是，计算有限元应力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分析者需要对有限元应力应变的分析类型非常熟悉。正确模

拟土与结构的相互作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也应该慎重考虑。 

切记，采用有限元应力分析结果来评价挡土结构的稳定性的可靠性，与有

限元分析应力结果的准确性密切相关。 

同样，认识到现场实际的应力与施工的细节和步骤密切相关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基于应力的稳定性分析都需要根据实际的施工顺序来判断和评价。 

此外，采用有限元计算出的应力来分析边坡的稳定性是一个非常新的方法。

像 SIGMA/W 以及其集成软件 SLOPE/W 现在可以做这类分析。但是这类方法在

实践中还没有被广泛应用，至少在常规的实践中，没有极限平衡法用的多。在积

累更多的基于应力分析方法的经验之前，采用旧的极限平衡方法和新的基于应力

的分析方法来判断和评价挡土结构的稳定性时都应该非常谨慎。 

 

 



9 地震和动力稳定性 

9.1 引言 

本章讨论地震力或动力作用，以及它们在稳定性分析中是怎样考虑的。这些

类型的力通常是摆动的、多方向的和瞬时的。撇开其复杂反应，静力有时被用来

表示动力荷载的效果。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边坡在震动时可能不会完全倒坍，

但可能存在一些不能接受的永久变形。 

在 SLOPE/W 程序中，动力效应有几种考虑方式。最简单的是拟静力分析法。

更复杂的方法是在SLOPE/W程序中调用QUAKE/W程序的有限元动应力和孔隙

水压力成果。 

9.2 快速加载强度 

在一定条件下，可认为动力加载是十分迅速的，以致土体强度处于一种不排

水状态。这可能适用于饱和粘性土，但并不适用于非饱和的碎石土或岩堆。 

在极限平衡原理一章中讨论过，一个极限平衡公式找出了作用于一个条块上

的那些力，以使该条块处于力的平衡状态，因此对所有条块而言安全系数是相同

的。如果一个动力作用于某条块，该条块上的力将重新调整，其中包括对底部抗

剪强度的调整。SLOPE/W 程序有这样的选项，即使处于动力作用下，也可以保

持条块底部的抗剪强度不变。 

考虑图 9-1 中的简单边坡。出于举例和解释的目的，只考虑一个滑面。强度

参数为： c c = 0，  = 30°。 

 



图 9-1 地震力举例（地震系数 K = 0.20） 

图 9-2 比较了有地震力和无地震力时沿滑面的抗剪强度。考虑地震力的抗剪

强度曲线有所改变，这主要是由于沿滑面法向力分布的改变。 

 

图 9-2 地震力改变抗剪强度的效应 

如果选择在地震力作用下保持抗剪强度不变，SLOPE/W 程序首先进行没有

地震力的分析，以求出沿滑面的抗剪强度。然后，将每一条块底部的抗剪强度转

化为等效不排水（粘结）强度。下面再考虑地震力重复进行以上分析。因此，不

排水抗剪强度并不是法向力的函数，地震力也不会改变抗剪强度。图 9-3 举例说

明了这一点。左图表示未考虑地震力时的摩擦强度，右图表示该强度被转化为等

效粘结强度。请注意两图的强度曲线是相同的。 

 

图 9-3 摩擦强度转化为粘结强度 



考虑地震力时选择不排水强度转化可使安全系数稍有增加。本例中安全系数

从 1.102 增至 1.150。这表明允许抗剪强度随地震力变化会偏于安全。 

最后，使用这个选项与否要视每个具体项目的特殊环境而定。先后采用及忽

略该选择来进行分析、然后根据差异得出结论总是可取的。 

9.3 拟静力分析 

加速度可产生惯性力，进而引起地震动效应，拟静力分析可反映这一点。这

些力以水平力和垂向力的形式作用于每个条块的质心。其定义如下： 

Wk
g
Wa

F h
h

h          Wk
g
Wa

F v
v

v   

式中： ha 和 va —水平和垂向准静力加速度； g —重力加速度常数；W—条块重

量。 

比值 ga / 是一无量纲常数 k 。在 SLOPE/W 程序中，惯性效应由 hk 和 vk 常数

来描述，二者可视为 g 的百分比。例如，常数 hk  = 0.2，表示水平准静力加速度

为 0.2 g 。 

在 SLOPE/W 程序中，水平惯性力作为一个水平力作用于每个条块，如图 9-4

所示。例如， hk  = 0.2，则该力的大小为条块重量的 0.2 倍（= 22.697）。 

在 SLOPE/W 程序中，竖向惯性力计入条块重量。比如， vk  = 0.1，则图 9-4

中同一条块重量为 113.48 +（0.1×113.48）= 124.83。这在图 9-5 中得到进一步

证实。请注意，水平（地震）力是基于条块实际重量而不是变化后的重量。 

竖向（地震）系数可正可负。正值表示沿重力方向向下；负值表示与重力反

向，即向上。 

考虑竖向地震系数通常对安全系数几乎没有影响。其原因是，竖向惯性力改

变条块重量。这改变了条块的底部法向力，继而改变了其底部剪切反力。比如说，

如果惯性力有增加条块重量的效应，则条块底部的法向力和剪切反力均会相应增

加。由于重量增加引起的总剪力增加，大致可和抗剪强度的增加相抵消。当然这

仅适用于摩擦强度部分而不适用于粘结强度部分。 



 
图 9-4 作用于条块质心的水平地震惯性力（条块 10 - Morgenstern-Price 法） 

 

图 9-5 假定 vk 下的条块（受）力 

由池塘水位上升引起边坡重量的增加没有计入其惯性力计算。这是因为水

（零强度材料）没有抗剪强度，因而作用于水的惯性力对边坡的失稳并无影响。

图 9-6 列举了一个前缘被浸没的边坡。其惯性力现在并不直接等于 kW ，这在图



9-7 中得到证实。对条块 25，其 Wkh 为 0.2×76.474 = 15.29，这大于实际值 6.134。

地震系数仅针对总的条块重量减去水的超载重量。 

 
图 9-6 前缘浸没边坡举例（条块 25 - Morgenstern-Price 法） 

 

图 9-7 水下条块的惯性力 

水平惯性地震力对边坡稳定性有剧烈影响。即使是较小的地震系数也能大大

降低边坡的安全系数；如果该系数过大，想得到一个整体的解答变得不可能。因

此，逐渐增加地震力，以得到一个安全系数对地震系数的敏感性认识，总是一个

好的尝试。作出一条如图 9-8 中的曲线通常是有益的。随着地震系数增加，安全

系数将平滑地逐渐减小。 



 

图 9-8 安全系数作为 vk 的函数 

拟静力方法的困难在于，在地震时，地震加速度作用时间极短。我们在下节

就知道，实际上安全系数在静态安全系数上下剧烈变化。安全系数甚至在瞬间降

至 1.0 以下，但这并不意味着边坡一定会整体坍塌。更现实地看待这个问题，需

要了解一些地震时切向力变化的知识。这可以通过 QUAKE/W 动力有限元分析

来实现。 

9.4 动力分析 

图 9-9 以一 10 米高的边坡为例。该边坡经历了 10 秒钟的地震，其地震时程

见图 9-10。 

 



图 9-9 经历地震的边坡 

 
图 9-10 地震时程 

QUAKE/W 程序可以模拟该边坡在整个 10 秒钟内的运动。图 9-11 和图 9-12

是地震时的两个瞬间，显而易见，边坡剧烈摆动。图 9-11 情形可使安全系数下

降，而图 9-12 情形则可使安全系数增加。每一步长时都会获得该信息，只需在

分析时把结果保存到一个文件。本例中，是以 0.02 秒的时间步长对地震记录进

行总体分析。因此，对于这 10 秒钟的震动，共需要 500 步。按每 10 个时间步长

保存一次，则一共有 50 个输出文件。 

 

图 9-11 地震时（边坡）变形瞬间一 



 
图 9-12 地震时（边坡）变形瞬间二 

前面关于安全系数方法的章节讲述了SLOPE/W程序是怎样使用有限元应力

以评价岩土结构物的稳定性，兹不赘述。 

SLOPE/W 程序对每个数据存盘的时步进行安全系数计算。对于本例，

SLOPE/W 程序计算了 50 个安全系数。这些安全系数可表示为与时间的曲线，如

图 9-13 所示。如前所述，该图显示出了安全系数随时间的变化。请注意，地震

时安全系数几次在瞬间降至 1.0 以下。 

 

图 9-13 安全系数随时间的变化 

对于安全系数计算，首先基于初始原位静应力求得沿条块滑面的抗剪强度，

然后令其在震动时保持不变。这具有使土体处于不排水状态的效果。 

由于在地震震动时安全系数波动较大，对于边坡稳定性就难以给出任何有意

义的说法。相对边坡整体坍塌而言，问题更侧重于震动时将会产生多大位移。由

该数据可对最终变形作出评价，这在下节描述。 



9.5 永久变形 

通过 QUAKE/W 程序求得的应力是静、动应力之和。静应力可从初始场地

应力的具体数值得知，从 QUAKE/W 程序求得的应力中减去初始应力即可得出

动应力，公式为： 

staticQUAKEdynamic    

每一条块底部的动应力均可计算。沿整个滑面累加就可得到总的滑动剪力，

这就是由地震震动引起的附加剪力。 

用总的动剪力除以潜在滑体重量可得到平均加速度值。该值可由地震时每一

累积时步获得，并可和相应的安全系数用图表示出来，如图 9-14。与安全系数为

1.0 对应的平均加速度称为屈服加速度 ya 。由定义可知，它是可引起滑体破坏或

移动的总的平均加速度。本例中， ya ＝0.048。 

由每一累积时步获得的平均加速度也可用图表示为和时间的关系，如图

9-15。图中平均加速度大于 ya 的部位，表示边坡将移动。 

在 QUAKE/W 分析中，平均加速度是对实际水平和竖向加速度的综合表述。 

 

图 9-14 安全系数与平均加速度的关系 



 

图 9-15 平均加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将平均加速度—时间曲线中加速度大于 ya 的部分汇总，就得到地震时滑体

的运动速度，如图 9-16。 

 
图 9-16 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对速度—时间曲线下的面积积分，就得到地震时的累积位移，如图 9-17。 



 
图 9-17 地震时的累积位移 

位移方向平行于滑面，位移包括旋转和移动。 

注意到存在反向平均加速度超过屈服加速度的情况，这表明也存在一些向上

的运动。但在这类分析中，为简化起见，通常忽略掉可能的向上运动。 

SLOPE/W 程序对每一个以及所有试算滑面均进行上述计算，因此就有可能

找出具有最大潜在位移的试算滑面。为方便起见，试算滑面可按变形而不是安全

系数来分类，以确认具有最大位移的滑面。 

这里所述用来计算永久变形的程序是基于 Newmark 滑块分析法（Newmark 

Slide Block）中的固有概念得来的。Newmark 分析法仅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具体

情形。该程序对于地震时土体抗剪强度基本不变或稍有下降的情形是理想的。

这适用于陡峭的天然岩坡或非饱和、严重超固结的粘土边坡等。这个程序不适

用于由于超孔隙水压力产生或土体结构破坏而可能引起抗剪强度明显降低的情

况，如松散的沙土。Kramer（1996，p.437）指出，这种分析法对于地震过程中

超孔隙水压力明显增加或抗剪强度降低 15%以上的情形并不可靠。 

一个能帮助决定 Newmark 程序是否适用的有用的判别标准，是看主要破坏

因素是惯性力还是土体的弱化。Newmark 方法适用于由惯性力支配的情形；而

不适用于土体弱化成为控制关键的情形。 



9.6 液化稳定性 

在地震工程中，有一种说法是，即使在最糟糕的可能情形下，安全系数也不

应小于 1.0。也就是说，即使已产生大的孔隙水压力，并且土体强度已从峰值降

至残余值，从设计考虑，安全系数也不能小于 1.0。如果在上述最不利工况下安

全系数小于 1.0，对于可能发生的灾难性液化流动破坏，其风险之大是令人难以

接受的。 

从 QUAKE/W 分析中可得到两点信息，它将有助于评价液化流动破坏的可

能性。其一是震动结束时的孔隙水压力情况，其二是确认可能液化的土体单元。

则液化单元可赋以残余强度，以反映因液化引起的（土体）削弱。 

图 9-18 展示了 QUAKE/W 软件中的一个算例。阴影单元表示已液化单元。

土体参数残余值可用于通过液化单元的试算滑面部分。 

 
图 9-18  QUAKE/W 液化单元分析算例 

图 9-19 表示一个试算滑面。c、峰值参数为 200 psf 和 30°，残余值为 50 

psf 和 15°。图 9-20 表示强度参数是如何沿滑面从峰值降至残余值的。残余值用

于通过 QUAKE/W 分析得出的条块底部中心处于液化单元的情形。 

 
图 9-19 通过部分液化单元的滑面 



 
图 9-20 强度参数（c 和φ）沿滑面的分布 

总之，该分析在震动结束时对应力和孔隙水压力进行计算。无论如何，

QUAKE/W 程序可从技术角度对任一时步进行上述分析计算。 

使用 QUAKE/W 液化标志使得稳定分析变得相对直接。进而言之，液化单

元并不总是连为一体，它们也可能是分散的、孤立的单元。从数值上看，这使得

强度参数在峰值和残余值之间来回跳动而非总是理想情形（图 9-20）。此外，软

件没有考虑液化区和非液化区的过渡。如果这些效果在分析中难以接受，那么间

接使用 QUAKE/W 的成果会更好。基于（地质）描述和判断，一个独立的稳定

性分析可通过手工对一定区域赋以残余强度参数值来完成。于是，QUAKE/W 的

成果仅用于间接确认可能液化的区域。 

 

 

 

 

 

 

 

 

 

 

 

 



10 概率和敏感性分析 

10.1 序论 

用概率的观点来分析边坡的稳定性正在成为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大学投

入到了这个研究领域中。 

SLOPE/W 包含一个广泛通用的运算法则用以进行概率分析。几乎所有的输入

变量都能被指定一种概率分布，然后利用 Monte Carlo 方法计算出安全系数的概

率分布。一旦知道了安全系数的概率分布，其它需要定量描述的变量譬如失效概

率就能够被确定。 

利用均匀分布，SLOPE/W 的概率分析方法还能够用于敏感性分析。 

这一章解释了 SLOPE/W 中概率分析方法的功能和特点，简要地说明了它的

原理和方法。关于这种分析方法更多的细节在理论部分可以找到。 

10.2 概率密度函数 

SLOPE/W 包含下列概率密度函数： 

（1）正态分布 

（2）对数正态分布 

（3）均匀分布 

（4）三角形分布 

（5）用户自定义样条函数 

正态分布 

众所周知，许多自然数据集合都服从“钟”型分布，而且许多随机变量的分布

都很接近于正态分布密度函数。现实中许多岩土材料的属性也是满足这一分布

的。正态分布密度函数的方程式为： 

 
 





2

2

2

2
ux

exf



 

其中： 

x ：所研究的变量， 



u ：平均值， 

 ：标准差。 

图 10-1 是一个典型的土性参数的正态分布图形。其中平均值为 28 度，标

准差为 2 度。 

 

SLOPE/W 默认的置信区间是均值 5 倍的标准差。通过截断该函数就可以

获得参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图 10-2 是同一概率密度函数被最小值 23 度和最大

值 33 度截断后的情况。 



 
SLOPE/W 积分概率密度函数曲线下的面积，得到累积分布函数。这个累积分

布函数被翻转后形成逆分布函数或百分点函数。 

在 SLOPE/W 中，逆分布函数被称为取样函数。这个函数是在不同统计变量

下取样的核心。x 轴包含了可能的随机数的范围。所以，每次产生一个随机数就

通过这个函数取得一个变量。图 10-3 展示了截断正态分布密度函数后所得的取

样函数。 



 
对于正态分布函数而言，取样函数的中间一截有一个相对平直的部分。这意

味着平均值附近的参数比端点处将更容易取到。 

正态分布函数曲线有一个特点，平均值到任何点之间曲线下的面积仅仅取决

于标准差和平均值之间的差值。例如：当 x 取值在  之间时面积或概率值为

68.26％，x 取值在 2 之间时为 95.44％，x 取值在 3 之间时为 99.72％，x

取值在 4 之间时为 99.99％，x 取值在 5 之间时，面积或概率值就几乎为

100.00％了。 

例如；在 SLOPE/W 中，土的平均凝聚力为 30kPa，标准差为 5kPa。也就是

说 100 次取样中，样本值落到 25kPa 到 35kPa 间的概率为 68.26％，样本值落到

20kPa 到 40kPa 间的概率为 95.44％。 

对数正态分布函数 

如果变量 x 满足对数正态分布，那么 x 的自然对数就满足正态分布。对数正

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的一般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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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对数的标准差（或称形状参数） 

m ：对数平均值（或称比例系数） 

 ：对数正态平均值的偏移量（或称位置变量） 

偏移量为零或者均值为 1 时，这种特殊情况的对数正态分布称为标准正态概

率密度函数。图 10-4 所示的一个 ＝1，m ＝1， ＝0 的对数正态概率密度函数。

这个函数和 ＝1 的标准正态概率密度函数一样。因为在对数正态函数中，自变

量不可以取负值，同样，标准对数概率函数变量的分布区间为零到比较小的 x

值范围。 

 

用m 远大于 1 的概率密度函数模拟真实的工程变量时，标准对数概率函数这

种特殊的性质限制了它的使用。这样偏移量的变化就可以使一个概率密度函数变

得符合这一大范围非负变化的要求，SLOPE/W 就使用一个通用的对数正态分布

公式。如土性参数的实际平均值为 18，就可以在普通密度函数中设置它的偏移

量 1 从而使得参数可以取 17。图 10-5 列举了一个应用了偏移量的概率密度函数

曲线的例子。 



 

图 10-6 是相应的取样函数。从图 10-6 可以看出，当产生一个随机数时，获

得一个在 17 到 19 之间的值的几率最大。 

 

均匀分布函数 

统一分布函数简单描述了一个如图 10-7 所示范围内的值。均匀分布函数的特

性是所有的值发生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图 10-8 中的取样函数为直线更进一步说



明了这种性质。 

 

 

10.3 三角形概率分布函数 

通过最大、最小值点和顶点可以确定一个三角形概率分布函数。图 10-9 是一

个典型三角形概率分布函数，其模为 20，最小值为 15，最大值为 45。与其相对



应的取样函数见图 10-10。 

 

 



10.4 用户自定义分布函 

任意的样条函数，比如 10-11 中的双峰型函数等，都可以在 SLOPE/W 中通过

用户自定义的方式实现。这种形状的函数可以和任何变量相关联。 

如果我们用这个函数表示范围在 10 到 25 的粘结力的概率分布，则它的概率

密度函数如图 10-12 所示，取样函数如图 10-13 所示。概率密度函数来源于形函

数和它的最小、最大值，所以其所覆盖的面积总是 1.0。 

 



 

 

用户自定义概率分布函数使得 SLOPE/W 能够分析所有的分布函数，当实际

测量值不规则分布时，这个功能就显得非常有用。 



10.5 粘结力—摩擦角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表示了两个变量间相互关联的程度。土的大量室内试验表明，剪切

强度变量 c和通常是负相关，其相关系数范围在-0.72 到 0.35 之间。剪切强度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将影响边坡安全系数的概率分布。对于使用c、作为变量的

岩土模型，SLOPE/W 都满足 c、间相关系数的规定。而且，对于双线性土模

型，SLOPE/W 也满足和 2 间相关系数的规定。 

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总是-1 到 1，当相关系数为正时，c和正相关，也就是

说，c值越大将越容易引起值变大。同理，当相关系数为负时，c和负相关，

c值越大将容易引起值变小。零相关表示两个变量是独立的。 

10.6 失效概率和可靠性指数 

安全系数是一个反映边坡相对稳定的指数，由于输入变量的变异性，安全系

数不能反映边坡真实的危险程度。在概率分析方法中，有两个有用的指数能定量

地评估边坡的稳定性或危险程度。这两个指数就是大家熟知的失效概率和可靠性

指数。 

如图 10-14，失效概率就是安全系数小于 1.0 的概率，也就是安全系数小于 1

的取样试验计算所得安全系数的次数和总的 Monte Carlo 试验次数的比值的百分

数。如：做了 1000 次 Monte Carlo 试验，得到了 980 次收敛的安全系数，其中有

98 次试验的安全系数小于 1，所以失效概率为 10％。 



 

失效概率能够用如下两种方式解释： 

(1) 如果一个边坡将被多次建造，其中边坡失稳的次数占总次数的百分比。 

(2) 边坡设计中的置信水平。 

第一种解释说的是同一个边坡被多次建造，而第二种解释说的是只能建造一

次的边坡工程，它或者失稳或者安全。然而，失效概率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边坡失

稳概率的指标。 

安全系数和失效概率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换句话说，一个有很高安全系数

的边坡可能比一个安全系数较低的边坡更容易失稳。譬如：一个边坡的安全系数

为 1.5，标准差为 0.5 将比一个安全系数为 1.2，标准差为 0.1 的边坡有更高的失

稳概率。 

可靠性指数是评估边坡不稳定性的另外一种方式。可靠指数（  ）用平均值

（ ）和安全系数试验的标准差（ ）定义，公式如下： 

 





0.1
  

可靠性指数描述边坡的稳定性通过安全系数的平均值偏离已定义的失稳值

1.0 的标准差的次数。对于边坡稳定的不确定性，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标准化

安全系数的方法。 

当知道了概率分布函数，可靠性指标和失效概率间的关系就可以确定了。图



10-15 就是安全系数正态分布函数的可靠性指数和失效概率间关系的曲线。 

 

SLOPE/W 计算所有的概率分布的可靠性指数，但是在 SLOPE/W 中只有对于

正态分布概率函数而言，这个概念才是真正有意义和可以使用的。 

10.7 空间变化性 

如果边坡的潜在滑动面由单一材料组成，而且有显著的长度，在这种情况下，

空间变化性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根据图 10-16 中的情况，滑面有一大部分在

粘土中，自然地，我们就设想处于粘土部分的滑面存在一些统计变化。潜在滑面

在粘土部分的长度大约 25m，水平距离是 24m。 

 



粘土的平均不排水粘聚力为 15kPa，标准差为 3 。省略部分的正态分布函数

变化范围假设为 5kPa 到 25kPa，如图 10-17 所示。 

 

对于滑面上的空间变异性，SLOPE/W 有三种解决办法。沿着滑面取样测量土

性参数的次数。这些方法是： 

(1) 对整个滑面的每一层土的参数只取样一次。 

(2) 沿着滑面对每个土条的参数取样。 

(3) 沿着滑面，每间隔一定的距离取样土的参数。 

每一次 Monte Carlo 试验，对粘土的粘聚力只取样一次，粘聚力总是沿着滑面，

如图 10-18 所示。图中所示的是四个不同的 Monte Carlo 试验的可能粘聚力。 



 
统计上，粘土中的粘聚力最低为 5kPa，最高为 25kPa。直觉告诉我们，滑裂

面中土的粘聚力似乎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尤其是当滑裂面的长度很长时，不止

一次的取样或许更合适。 

另外一种方法是对每个土条的强度参数进行抽样。对于两次试验，粘聚力沿

着滑面的变化如图 10-19 所示。在粘土中划分了十块土条，因此，沿着滑面有 10

个不同的粘聚力。 



 

如图 10-19 所示，在每次 Monte Carlo 试验中，对每个土条的强度参数抽样，

可能会导致同一种土性材料中滑面上土的强度参数的波动相当显著。虽然这在统

计上是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是在现实中却似乎不可能发生。 

第三种方法是，每间隔一定的距离就对土的凝聚力取样一次。例如：如果规

定取样距离是 10m，在两次不同的 Monte Carlo 试验中，沿着滑面每个土条强度

的变化如图 10-20 所示。在这样一个取样距离上，沿滑面有三个不同的凝聚力。 



 
有两个完整 10m 的取样距离和第三个部分取样距离。这个部分取样距离和它

紧邻的前面的取样距离有关联。两种土的截面间的相关系数可以通过 Vanmarcke

提出的等式计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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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ZZ     = 两个截面间的长度 

0Z        = 两个截面间的距离 

1Z        = 0ZZ        

2Z        = 0ZZ  + 'Z  

3Z        = 'Z + 0Z  

         = 无量纲的变量函数 

是一个无量纲的方差函数，Vanmarcke 指出可以通过如下的公式近似确定： 

  0.1 Z   当 Z   



  ZZ   当 Z>  

符号 称为波动比例，和两次的自相关距离有关。在 SLOPE/W 中，当考虑

空间变异时， 的值和滑面上的取样距离有关。 

从上面的等式明显可以看出，当部分距离相对于指定的距离较短时相关性很

强，当部分距离接近于指定的取样距离时，相关性很弱。 

失效概率和取样距离有关，特别的，当只有几个统计变量时，这种相关性更

加明显。当每次试验土就被取样一次时，失效概率最高，当对每个土条取样一次

时，失效概率最低。就我们所讨论的取样试验而言，在不同取样频率下的失效概

率在下表列出来： 

 

取样频率 失效概率（％） 

仅一次 19 

每 15m 10 

每 10m 6 

每个土条 <1 

 

如果土的凝聚力只被取样一次，将会有更多的边坡稳定性试验的安全系数小

于 1，也就是有很高的失效概率。如果对每个土条都取样，凝聚力趋向于一个平

均值，因此失效概率就较低。 

选择一个合适的取样距离不是毫无意义的。正确的理解土层的统计特性是十

分必要的。空间变量是一种要素，它可以被用来估计每个工程的要求的精细程度

和可资利用数据的数量。 

在 SLOPE/W 中，对土只取样一次和对每个土条都取样一次这两种方法在某

些情况下也许不现实，尽管这样，这两种方法还是有用的。它们提供了一个计算

失效概率范围的便利方法。知道了方法的局限性就可以选择和估计出合适的取样

距离。 

10.8 多统计变量 

在 SLOPE/W 中，一个很大范围的变量都可以被指定一定的统计分布，并且



能够在 Monte Carlo 试验中模拟实现。这些变量包括土的凝聚力，内摩擦角，集

中荷载，空隙水压力，地震失稳系数等等。每进行一次 Monte Carlo 试验就对这

些变量随机取样一次。在一次试验中如果使用太多的统计变量，容易降低安全系

数分布的规律性。也就是说 ，多元统计变量的联合使用，容易使变异极点平滑

化，失效概率减小。在概率分析中，如果认识到多元统计变量的这种性质，并仔

细的评估它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10.9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和概率分析有点类似。与随机选择变量不同，这种情况下变量是

按照统一概率分布函数来选择的。 

考虑到图 10-21 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也许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边坡的稳定

性对砂土的摩擦强度还是粘土的不排水强度哪个更敏感？  

 

在这个算例中：砂的内摩擦角为 30 ，变化范围在 25 到 35 之间（11 个不同

的值），粘土的不排水凝聚力为 20kPa，变化范围为 15kPa 到 25kPa。 

首先，在粘土强度为 20kPa 时，SLOPE/W 对 11 个可能的值分别计算出安

全系数。然后保持砂土的内摩擦角为 30 ，对 11 个可能的不同凝聚力分别计算安

全系数。 

为了便于叙述，所有的强度都归一化为 0.0 到 1.0 之间的一个值。规定最小值

为 0 最大值为 1。比如对现在的这个例子，0 表示为 25 ，C 为 15kPa。1 表示

为 35 ，C 为 25kPa。 

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张敏感性图，如图 10-22 所示。对于这个例子，粘土不排



水凝聚力的变化比砂土摩擦角的变化对边坡的稳定更敏感。直觉告诉我们这是正

确的，因为滑面主要分布在粘土层。 

 

 

 

 

 

 

 

 

 

 

 

 

 

 

 



12 理论 

12.1 导言 

这一章解释了运用于 SLOPE/W 的理论。对于 GLE 法进行了的简要描述，

应首先定义一些要使用的变量，并推出相关的方程（包括基本的法向力方程和安

全系数方程）。接着描述用于解决非线性安全系数方的叠代过程。这时重点转移

到了与土和负的孔隙水压力的理论。 

SLOPE/W 解决了两个安全系数方程，即满足力平衡的方程和满足力矩平衡

的方程。所有普遍使用的条分法都能看作是 GLE 法的特例。 

有限元应力法的理论被看作极限平衡稳定分析理论的一个替代。这种方法计

算一个边坡的稳定系数是基于土中从有限元应力分析获得的应力状态。最后也提

到了使用蒙特卡罗的概率边坡稳定分析理论。 

12.2 变量的定义 

SLOPE/W 用力和力矩的平衡理论来计算边坡稳定的安全系数。GLE 理论在

上下文中出现和使用的都是与所有经常使用的条分法的安全系数相关。 

在定义安全系数时，是根据使土体沿选定滑面达到极限平衡状态而土的剪切

强度必须减小来定义的。 

对于有效应力分析，剪切强度定义为： 

'' tan)(  ucs n   

其中： 

s ——剪切强度； 

'c ——有效粘聚力； 

' ——有效内摩擦角； 

n
——总的法向力； 

u ——孔隙水压力。 

对于总应力的分析，没有必要根据总应力和孔隙水压力来定义强度参数。 



稳定分析意味着让一个滑面通过土体并且把内接部分进行竖向条块。这个滑

面可以是圆弧，组合面（比如，圆弧和直线部分的结合）或者由一系列直线定义

的任意形状组成的面（比如，完全指定的滑面）。 

极限平衡有以下假设： 

1、对所有的涉及到的土，其强度的内聚力部分和内摩擦角部分的安全系数

都是相等的。 

2、所有条块的安全系数相同。 

图 12-1 和图 12-2 显示了作用于圆弧和一个组合滑面上的所有力。这些变量

定义如下： 

W ——宽为 b、高为 h 条块的总重力； 

N ——每一条块底部上作用的总法向力； 

mS
——每一条块底部上作用的切向力； 

E ——条间的水平法向力，下标 L 和 R 分别指土条的左侧和右侧； 

X ——条间的竖向剪力，下标 L 和 R 分别指分土条的左侧和右侧； 

D——外加线荷载； 

kW ——适用于通过每一条块的水平地震荷载； 

R ——圆弧滑面的半径或者与滑移力相关的力臂， mS 为滑面的任意形状上的切

向力； 

f ——法向力距旋转中心或者力矩中心的垂直偏移量。假定 f 在一个负坡（向右

的边坡）旋转中心的右边为负，左边为正；对正坡而言，符号规定相反； 

x ——从每一条块中心线到旋转中心或力矩中心的水平距离； 

e——从每一条块质心到旋转中心或力矩中心的垂直距离； 

d ——从一线荷载旋转中心或力矩中心的垂直距离； 

h——从每一土条底面的中心到几何上最高的线（比如，一般指地平面）的垂直

距离； 

a——从合成的外部水压力线到旋转中心或力矩中心的垂直距离。L 和 R 分别指

边坡的左侧和右侧； 



A——合成的外部水压力。L 和 R 分别指边坡的左侧和右侧； 

——线荷载与水平面的夹角。这个角是从 x 轴正向逆时针方向量起； 

 ——每一土条的底面圆弧的切线和水平面的夹角。符号规定如下，当角与边坡

倾向同一方向， 是正的，反之亦然。 

 
图 12-1  作用在一个圆弧滑面滑体条块上的力 

 

图 12-2 作用在一个组合滑面滑体条块上的力 

图 12-3 表明了作用在由一系列直线定义的滑面上的力。这是一个在完全指



定或分块指定的滑面时的实例。满足力矩平衡的点（比如，轴点）不能同时满足

力矩平衡和力的平衡。但是，对指定的没有满足力矩和力的平衡的分析方法，计

算得到的安全系数会对力矩平衡的点相当敏感，因此，选择一个合理的轴点是很

重要的。 

 

图 12-3 作用于一个完全指定滑面滑体条块上的力 

滑移力的大小满足的极限平衡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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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

n  ——每一土条底面的平均法向力； 

F ——安全系数； 

 ——每一土条的底面长度。 

用于得到安全系数的静力单元是两个方向的力的总和和力矩的总和。根据破

坏准则，这些是不足以使问题静定的。需要知道更多关于条块底面法向力的分布

或者是条间力的分布。表 12-1 和表 12-2 总结了与边坡稳定分析有关的已知量和

未知量。 



表 12-1 计算安全系数中已知量的概述 

已知量的数目 描   述 

n 水平方向力的总和 

n 竖直方向力的总和 

n 力矩之和 

n 材料剪切破坏准则 

4n 方程总数 

 

表 12-2 计算安全系数未知量的概述 

未知量的数目 描   述 

n 一个条块底面法向力的大小，N 

n 每一条块底面法向力作用点 

n-1 条间法向力力的大小，E 

n-1 条间切向力的大小，X 

n-1 条间力的作用点 

N 每一条块底面上的剪力，Sm 

1 安全系数，F 

1 λ值 

6n-1 未知量的总数 

既然未知量的个数超过了已知量的个数，那么问题是超静定的。必须假设方

向，大小，或一些力的作用点才能让分析静定。很多方法是假定通过条块的中心

线作用的条块底面法向力的作用点。这时一般要做关于条间力的大小，方向，作

用点的假设。 

一般地，条块的各种方法可按如下归类： 

 静力条件用于获得安全系数方程 

 条间力假设用于让问题变得静定。 

12.3 一般极限平衡法（GLE 法） 

一般极限平衡法在解决安全系数时常用如下静力方程： 



 每一条块在竖直方向的力的总和用于计算条块底面的法向力， N 。 

 每一条块在水平方向的力的总和用于计算条间法向力，E 。这个方程应用于

通过滑体的积分式中（例如，从左到右）。 

 所有条块的一个普通点的力矩总和。这个方程能重新安排和解决力矩平衡的

安全系数， mF 。 

 所有条块在水平方向的力的总和，生成一个力的平衡的安全系数， fF 。 

分析仍然是超静定的，关于合成的条间力的方向应该有进一步的假定。这个

方向假设用条间力函数来描述。方向连同条间法向力用于计算条间切向力。安全

系数能够在力矩平衡（ mF ）和力的平衡（ fF ）的基础上进行计算。这些安全系

数可能随着计算中力的作用的百分比（λ）的变化而变化。同时满足力矩和力的

平衡的安全系数被看作是 GLE 法的收敛安全系数。 

使用同样的 GLE 法，那也可能指定一系列条间力情况和仅仅满足力矩和力

的平衡的情况。这些假定使得条间力和所有力或力矩平衡的选择包含在安全系数

方程中，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其它分析方法。 

12.4 力矩平衡的安全系数法 

参考图 12-1，图 12-2 和图 12-3 能够得出力矩平衡安全系数方程。在每个例

子中，关于坐标原点的各条块力矩的总和写成如下公式： 

       0AaDdkWeNfRSWx m  

在替换了 mS 并重新整理表达式后，关于力矩平衡的安全系数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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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程是一个非线性方程，因为法向力 N 也是安全系数的函数。求解这

个方程的程序在下一章将会讲述。 

12.5 力平衡的安全系数法 

再一次参考图 12-1，图 12-2 和图 12-3 能够得出力平衡的安全系数方程。所



有条块在水平方向的力的总和是： 

    0cos)()cos()sin()( ADkWSNEE mRL   

表达式  )( RL EE 代表条间法向力力并且当计算整个土体时必须为 0。替换了

mS 并重新安排表达式后，关于水平力平衡的安全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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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条块底面的法向力 

每一条块底面的法向力来自于各土条垂直方向上力的总和。 

0sinsincos)(   DSNWXX mRL  

再替换 mS 后每一条块底面法向力的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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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向力方程是非线性的，随着安全系数F 而改变。当求解力矩平衡时，安全

系数等于力矩平衡的安全系数 mF ，当求解力平衡时，安全系数等于力平衡的安

全系数 fF 。 

基本的法向力方程不能直接求解，因为安全系数F 和条间剪力（比如， LX 和

RX ）是未知的。结果， N 需要由迭代计算来确定。 

开始计算安全系数时，条间切向力和法向力被忽略，而每一条块的法向力能

按照同一方向法向力总和直接算出： 

 )90cos(sincos   DkWWN  

我们能用这个简单的法向力方程来获得计算安全系数的初始值。这种方法就

是 Fellenius（Fellenius W.）法。 

如果我们忽略条间切向力，但保留条间法向力，这时条块底面法向力方程为： 



F

D
F
ucW

N
'tansincos

]sin['tansinsin'














 
当我们用这个带有底面法向力的方程计算时，关于力矩平衡的安全系数就是

简化 Bishop 法，关于力的平衡的就是 Janbu 安全系数法。 

 

12.7 M-alpha 值 

在所有法向力方程中的共同特点是一般都给变量名 m 。这个变量在条块底

面倾斜得太陡时会出现问题。正如我们从上面底面法向力方程和图 12-4 中所看

到的，变量 m 是一个条块底面倾角 和 'tan /F 的函数。当 m 接近零的时候计

算将出现问题。这种情况会在 为负值和 'tan /F 较大的时候或者 较大和

'tan /F 较小的时候出现。特别地，当任一条块的底面倾角 与移动摩擦角

'tan /F 表现出下面的关系：
F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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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m 值将会变为零。当 m

值接近零的时候，作用于条块上的计算法向力 N 将变得格外的大。结果， mS 抗

力变得非常的大，而且对安全系数的计算也会产生不平衡且较大的影响。 

当 m 值较小的时候，安全系数的计算会出现另外一个极值。当条块底面角

比极限角 1 更小时， m 值将会更小。在这种情况下，计算法向力是较小的。结

果，计算安全系数可能会被低估，因为总的切向力反力减小了。当一个条块有一

个较小但是是负的值的时候，在与其它条块相比时它的法向力会变得较大且为

负。这时这个较大的负值控制了稳定性的计算，并且计算安全系数会小于零，其

结果是没有意义的。 



 

图 12-4 各种 、和F 值的 m 的大小 

与 m 大小有关的问题主要是不适当地假定滑面形状的结果。理想地，土压

力理论应该用于确定滑面的极限状况。在应用土压力理论的时候，土被分成两个

区域，即主动土压力区和被动土压力区。在滑体被动土压力区（趾）的滑面的倾

向应该限制在被动状态的最大倾斜度内。也就是：
2
'451

    

同样地，在主动区滑面的倾斜度也不就超过从下面方程得到的值： 

2
'451

    

这些方法一般都可解决的 mα 问题。主动区也可能与垂直拉力破裂区结合起

来减小的 m 问题。 

使用者对于主动和被动区极限角的确定要有一定的判断力。然而，如果条件

没有违背，在 SLOPE/W 里面有个校核的手段来防止 mα的绝对值低于 1.0×10-5。 

12.8 条间力 

条间力是作用在条块竖直面上的法向力和切向力。 
每一条块在水平方向力的总和为： 



0coscossin)(   DkWSNEE mRL  

在这里替换并且给出每一条块右侧的条间法向力公式： 

 cos)sincos'tan(cos)'tan'( DkW
F

N
F

ucEE LR 


  

因为第一条块的左侧条间法向力为零（即，EL=0），从所有条块的左端开始

求积分，可以计算出所有条块的条间法向力。注意计算条间法向力的方程依赖于

安全系数并且在反复计算过程中被修正。 

一旦条间法向力知道了，条间切向力可由条间法向力的百分比算出，可按照

下面由 Morenstern-Price（1965）猜测的经验公式算出： 

)(xfEX   

其中： 
 ——函数使用的百分比（小数形式）， 

)(xf ——条间力函数。 

图 12-5 显示出了一些典型的条间力函数形状。 



 

图 12-5 条间力函数例子 

（constant-常数，Half-Sine-半正弦，Clipped-Sine-省略一部分的正弦，

Trapezoid-梯形，Specified-指定的） 

条块的条间切向力用来计算每一条块底面的法向力。图 12-6 解释了条间力

函数是怎样用于计算条间切向力的。假定运用半正弦力函数。假定条块 1 和 2

间的法向力E 是 100kN，λ 值是 0.5 并且用半正弦条间力函数。位于条块 1 和 2

间的 )(xf 值为 0.45。切向力 X 这时是： )(xf =0.45  λ =0.5  E=100kN  

X=100×0.5×0.45=22.5kN 

对于这个例子，切向力和法向力的比率从顶部到趾部的 0 到沿着滑面中点的

最大值 0.5。 



 
图 12-6 半正弦条间力函数运用的例子 

12.9 负的孔隙水压力效应 

在地下水位线以上，土中的孔隙水压力相对于孔隙气压力是负的。这个负的

孔隙水压力常被作为土的基质吸力而提及。在负的孔隙水压力情况以下，切向力

不可能随着总的以及正的孔隙水压力以同样的速率而改变。因此，Mohr-Coulomb

方程的修正形式必需用来描述非饱和土的强度（即有负孔隙水压力的土）。抗剪

强度强度方程是： 



b
waan uuucs  tan)('tan)('   

其中： 
ua——孔隙气压力， 
uw——孔隙水压力， 

b ——表征切向力强度随着吸力的增加的角度值 

这个方程表明，土的切向力强度被认为有三个因素：粘聚力强度 c’，摩擦强

度和吸力强度 b 。 

12.10 非饱和土的安全系数 

非饱和土的条块底部切向力也可写成方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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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块底面的法向力是： 

 

上面的方程可用于计算饱和土和非饱和土。对于大多数分析，孔隙气压力设

为零。SLOPE/W 用 b 时孔隙水压力为负，用 ' 时孔隙水压力为正。 

SLOPE/W 使用两个独立的安全系数方程，一个是关于力矩平衡的方程，另

一个是关于水平力平衡的方程。当仅有力矩平衡满足时，安全系数方程是： 

 
 
只有水平力平衡时的安全系数方程是： 

 



12.11 非饱和剪切强度参数的使用 

当孔隙水压力为负时，SLOPE/W 仅考虑非饱和土的剪切强度。在这些条件

下，角度 b 用于计算条块底面的剪切强度。 

下面输入参数的类型有助于理解 SLOPE/W 怎样在非饱和土情况下进行计

算。 

当 b 左边空白或者设为零的时候，任何负孔隙水压力都为零。由于负孔隙水

压力的原因，切向力强度没有增加。工程师常常不想依赖于剪切强度，由于负孔

隙水压力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 b 角应该设为零。 

上面的 b 角的极限是 ' 。这种情况下负孔隙水压力在增加土的剪切强度时将

和正孔隙水压力减小剪切强度一样的有效。这对于直接在地下水位线以上的饱和

毛细作用区是合理的。 

b 通常是大于零而小于 ' 的。所有出版的研究文献表明，这种情况在试验室

测试结果是真的。许多一般的值范围从 15 度到 20 度，然而，工程师必需再一次

做出决定的是，是否负孔隙水压力在考虑的时间范围期间，可能保持在同样大小

附近。 

12.12 安全系数的计算 

计算不同的安全系数会牵涉到四个不同的阶段。下面部分将详述了这些阶

段。 
第一阶段计算 
对于第一个迭代，条间法向力和切向力都设为零。所得的力矩平衡安全系数

是一般的或者是 Fellenius 安全系数。力平衡安全系数在文献中很少被提及并且

也没什么意义。第一个循环的安全系数被看作是第二阶段开始的近似值。 
第二阶段计算 

第二阶段开始非线性安全系数方程的计算。设为零。因此，条间剪力也设

为零。通常 4-6 部迭代用以保证力矩和力平衡安全系数方程的收敛。力矩平衡的

结果就是简化 Bishop 法。在没有其它任何经验修正情况下，力平衡方程的结果

就是简化 Janbu 法。 

第三阶段计算 



除了 GLE 法外，第三阶段的计算对所有的方法都要考虑条间力作用。第三

阶段对任何一般的条间力函数计算力和力矩安全系数。 

在第三阶段，SLOPE/W 计算一个值，为力和力矩平衡安全系数提供一个

相等的值（即 Fm=1）。这种使用方法叫做“快速计算法”，与牛顿-辛普森法在概

念上是相似的。 

快速计算法按照下面程序工作的。SLOPE/W 计算出最初的值被看作等于

边坡顶部和趾部的 2/3。力矩和力平衡安全系数用这个值来计算。计算出的安

全系数值与由等于零计算出的安全系数一起用于预测一个新的值，这时，力

和力矩平衡的安全系数是相等的。新的值的程序被反复执行直到力和力矩平衡

安全系数达到选定的公差内。 

任一一个条间力函数 )(xf 在计算安全系数的时候都会用到。 

第四阶段计算 

第四阶段的计算用于在一系列值被选定和力（和/或者）力矩平衡安全系数

已计算出。第四阶段总是用于分析 GLE 法。各种值的安全系数被描绘在图 12-7

中。满足力和力矩平衡的安全系数都可从这个图中选出。 

第四阶段为一个指定的条间力函数和由力矩和力平衡得出的安全系数之间

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完全的解释。它能用于模拟考虑了条间力函数的所有边坡稳定

的方法。 

 
图 12-7 对应值的安全系数 



12.13 各种方法的模拟 

GLE 法的公式表达和计算可用于模拟大多数一般的方法。从理论的角度考

虑，各种方法能按照满足静力平衡条件和假想看作条间力来归类。表 12-3 总结

了许多一般方法满足的静力平衡条件。表 12-4 总结了每一种方法所做的假定。 

 
表 12-3 各种极限平衡方法满足的静力平衡条件 



 
表 12-4 用于各种极限平衡方法的假定 

12.14 样条插值 

当孔隙水压力定义在不连续点时，样条插值方法用于确定条块底面孔隙水压

力。 

这种方法牵涉到对一系列空间分布点的样条函数的选定。这些点的样条函数

的选定导致了加权系数的计算。这个加权系数能用于计算这个区域任一其它点的

值。这种方法计算大问题的时候要考虑计算机内存，但是已经发现一个小的指定

点的计算能给出合理的准确结果。 

为了举例说明样条插值方法，考虑如下的二维问题。假定我们知道一系列值，

给定 N 点的 ui值（xi，yi  i=1，N），我们想要估计其它点的 u 值，M（x，y）。 

令： 



N

i
imi hhKyxPyxu

1
)(),(),(   

其中： 
P（x，y）——选定的趋势， 



K（h）——选定的插值函数， 

h——两点间的距离，（比如，h=hm-hi），其中： 22 )()()( imimim yyxxhh   

i ——计算的加权系数，克瑞金系数（Kriging） 

在 SLOPE/W 方程式中： cybxayxP ),(    hhhK log)0()( 2   

其中 )0( 是焊接效应。这将在之后作解释，目前假定其为零。 

加权系数 ),,,,,,( 21 Ncba   是下面非线性方程设定的结果： 

 

这个非线性方程用于计算加权系数。现在任一点（x，y）的 u（x，y）值可

用下面的方程求出： 





N

i
imimi hhhhcybxayxu

1

2 ))log()((),(   

下面的参数值可从方程中得到。在点（x1，y1），如果 a（0）=0，K（0）=0，

这时 u（x1，y1）=u1。如果这点（x1，y1）, K（0）=a1 并且 u（x1，y1）≠u1，这

时， 0)1()0(   。 

因此，为初始点选择不同的值，有助于估值与初始值相一致。在其极限点，

如果 )0( 在所有点都相同并且它的值变成最大： cybxayxPyxu  ),(),( ，

这至少和样条函数平方的结果相同。 

12.15 力矩轴 

在运用网格和半径方法的时候，缺省的力矩安全系数按照每一网格点总的力

矩来计算。然而，在一个单独的点来相加所有滑面的力矩是可行的。这个点被看

作轴点。网格点用于定义滑面的形状，轴点用于求总的力矩。 

力矩中心的位置对满足力和力矩平衡的方法（比如，GLE，摩根-斯坦法，



Spencer 法）计算安全系数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滑面是非线性并且计算方法仅

满足力或力矩平衡的时候，力矩轴的位置对安全系数的影响不大。 

按照一般的规则，轴点应大约位于滑面的旋转中心处。 

12.16 有限单元应力法 

根据极限平衡分析方法，SLOPE/W 也提供了下人使用从 SIGMA/W/W 获得

应力状态的折衷方法，GEO-SLOPE/W 程序用于应力和变形分析。下面部分列出

了其理论基础和一些分析过程。 
稳定系数 
正如在这一章前面提及的，从用极限平衡法得到安全系数定义为，那个系数

为了让土体沿着选定滑面处于极限平衡状态，土的切向力必需减少。再者，由于

方法本身的原因，关于安全系数要做下面两个假定： 
1、强度的粘聚力组成安全系数和强度的摩擦组成安全系数对所有涉及的土

都相等。 
2、所有条块的安全系数相同。 
在有限单元应力法中，上述两个假定不再需要。换句话说，用有限单元应力

法计算的安全系数和用极限平衡法计算的是不同的。为了遵循安全系数最初的意

思，在 SLOPE/W 中用有限单元应力法计算的安全系数叫作稳定系数。 

按照有限单元应力法计算的边坡稳定系数（S.F.）定义为沿着某一滑面可能

的抗剪力 Sr 的总和与沿着该滑面的移动剪力 Sm 的总和的比率。在方程式中，

稳定系数（S.F.）的表达式为：



m

r

S
S

FS ..  

按照增加在有底部长度条块的底面中心土体的剪切强度来计算每一条块的

有用的抗力。因此，得到的非饱和土体的 Mohr-Coulomb 方程的修正形式的有用

抗力为： 

 )tan)('tan)('( b
waanr uuucsS   

其中： 
s ——条块底面中心土体的有效剪切强度 

 ——条块底面长度 

n ——条块底面中心法向力 



同样地，每一条块的移动切向力按照增加在有底部长度条块的底面中心土体

的移动切向力（ m ）来计算。 

mmS   

当条块的有用剪力抗力与移动剪力相比，条块的局部稳定系数也能得到。 

Local

s

S
SFS

m

r ..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按，法向力 n 和移动切向力 m 在 SIGMA/W/W 分析中都

是可计算值。因此，计算稳定系数的方程是线性的，也就是说，确定稳定系数不

需要像在极限平衡方法中那样要叠代。叠代可能在 SIGMA/W/W 分析需要，但

在 SLOPE/W/E 是不需要的。 
法向力和滑动切向力 
为了使用有限单元法，你需要在开始的时候运行 SIGMA/W/W 分析。 

需要从 SIGMA/W/W 分析中得到的信息是用 x ， y 和 xy 来描述的每一单元

里面每一高斯点的应力状态。这些应力值用于计算在每一条块底面中心的法向力

和移动切向力。程序如下： 

第一步：单元结点应力 

SIGMA/W/W 计算和存储计算应力在单元高斯点。为了计算在条块底面中心

的应力状态，首先需要确定单元节点的应力状态。这个按照映射高斯值到节点并

取平均节点值，这些值从每一相邻单元得到。 

映射由插值函数的选用来得到。在方程式： }{FNf   

其中： 
f ——单元节点应力状态 
 N ——插值函数矩阵 

｛F｝——高斯点的应力值 
插值函数与用于描述根据节点值的单元里面的变量的标准函数是相同的。另

外，局部坐标是标准高斯点综合点的倒数。 

比如，假想如果一个单元里的高斯综合点的局部坐标是（0.577，0.577）。当

高斯综合点从高斯点到角点向外映射时，封闭角点的局部坐标是（1.73，1.73）。

图 12-8 举例说明了一个四边形单元的映射图解。 



 
图 12-8 从高斯点到角点的映射 

上面的映射在一个问题上的每一单元中执行，而相邻单元的值这时可取平均

值得到。一旦执行这个程序，在整个网格划分中的每一节点的 x ， y 和 xy 就知

道了。 

第三步：底面法向力和切向力 

底面中心的法向力 n 和移动切向力 m 用下面的基于摩尔圆的方程可算出。 




 2sin2cos
22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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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 ——在底面中心 x 方向的总应力， 

y ——在底面中心 y 方向的总应力， 

xy ——在底面中心 x 方向和 y 方向的切向力， 

 ——从 x 正方向到法向力的作用线到角度。 

法向力的作用线是垂直于条块底平面的，然而移动切向力的作用线是平行于

底平面的。 



12. 17 基于概率方法的边坡稳定性分析 

 

确定性边坡稳定分析，基于各种复杂条件和材料参数算得一个安全系数。如

果安全系数大于某个数，边坡就认为是稳定的，相反，如果安全系数小于某个数，

边坡就认为是不稳定的或者是容易失效的。确定性分析会受到一些譬如：输入变

量的不确定性没有被考虑等的限制。所以像“这个边坡有多稳定？”这样的问题就

难以回答。 

边坡稳定概率分析考虑了输入变量的不确定性，能够定量的确定边坡的失效

概率。SLOPE/W 通过 Monte Carlo 方法对边坡稳定进行概率分析。 

SLOPE/W 中考虑变量不确定性的概率分布函数有如下几种：正态分布、对

数正态分布、均匀分布，三角形分布和用户自定义概率分布函数等。关于这些函

数细节部分的讨论见概率和可靠性分析一章。 

Monte Carlo 方法 

Monte Carlo 方法是一个简单通用，适合于高速计算机运算的计算程序，通

常这个方法的应用要遵循如下几步： 

     1.选择正确的方法，如：Spencer 法或有限单元应力法。 

     2.确定建模时输入变量的不确定性，并按照选定的分布模型表示出来。 

3.把所有的分布函数转换为一个取样函数，然后对新输入的变量进行随机取

样，并计算新的安全系数多次。 

4.根据总的试验中安全系数小于 1 的数量计算出边坡的失效概率。例如；

1000 个 Monte Carlo 试验，计算出了 980 个安全系数，其中只有 98 个试验

的安全系数小于 1，所以失效概率为 10.0％ 

在 SLOPE/W 中，根据输入变量的平均值，可以首先确定一个或几个最危险

滑动面。具体确定的方法可以考虑选用极限平衡法和有限单元应力法。考虑输入

变量的不确定性，在选定的最危险滑动面上进行概率分析。 

在一次边坡稳定概率分析中，所做 Monte Carlo 试验的次数取决于不确定性

参数的个数和预期的失效概率。通常，当不确定性参数的个数增加，或预期的失

效概率变小时，所需试验的次数就会增加。为了获得一个可以接受的可信度，在

一次 Monte Carlo 边坡稳定概率分析中做几千次试验是很正常的。 



参数的不确定性 

土是天然形成的材料，因此它们的物理特性是非均匀的。这种非均匀性甚至

在同一种土中也存在。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使得边坡的稳定分析变得不确定。天

然土的室内试验表明，土的大多数参数可以看作符合正态分布函数的随机变量。 

在 SLOPE/W 中，输入变量的不确定性假设符合正态分布。通常考虑如下的不确

定性变量： 

     1.不同材料强度模型的材料参数，如：容重，凝聚力，摩擦角。 

     2.空隙水压力条件。 

     3.施加线荷载的大小。 

     4.水平和垂直地震系数。 

随机数的产生 

Monte Carlo 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在模型中采用随机产生的输入参数。在

SLOPE/W 中这是通过一个随机数产生函数来实现的。产生出来的随机数，在 0

到 1.0 之间服从统一分布。 

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表示两个变量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各种土的室内试验表明，剪切强度

参数 c 和 φ 经常是负相关的，相关系数在-0.72 到 0.35 之间。c 和 φ 间的相关性

将影响边坡的概率分布。SLOPE/W 允许使用者自己设定 c 和 φ 间的相关系数，

只要所建立的模型以 c、φ 值作为参数。而且，在双线性土模型中，SLOPE/W 允

许使用者自己设定 φ 和 φ2 间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的变化范围总是在-1 到 1 之间。当相关系数为正值时，c 和 φ 正相

关，也就是说 c 值越大，越容易产生大的 φ 值。如此类似，当相关系数为负值时，

c 和 φ 负相关，c 值越大越容易产生小的 φ 值。当相关系数为零时，表示两个变

量间没有关系，是相互独立的。 

在 SLOPE/W 中，当你估计一个新试验的 φ 和 φ2 的值时，为了考虑相关性

的影响，标准化的随机数需要做一些调整。如下就是用于调整的公式： 

     k  ＝ 第一个和第二个参数间的相关系数。 

     N1 ＝ 第一个参数的标准化随机数。 

     N2 ＝ 第二个参数的标准化随机数。 



     Na ＝ 第二个参数调整后的标准化随机数。 

Monte Carlo 试验的次数 

边坡稳定概率分析是通过多次 Monte Carlo 试验进行的。理论上，试验次数

越多，将会得到越精确的结果。那么在一次边坡稳定分析中需要做多少次试验

呢？有人建议说，试验的次数取决于期望的可信度和考虑的变量个数。在统计学

上，可以使用如下的等式来计算： 

         Nmc  ＝  Monte Carlo 试验的次数。 

         E    ＝  期望的可信度（0 到 100％之间），用小数形式表示。 

         d    ＝  符合可信度的普通标准方差。 

         m    ＝  变量数。 

试验的次数随着可信度和变量个数增加呈几何数级增长，例如：如果期望的

可信度为 80％，普通标准方差将会是 1.28。如果只有一个变量，试验的次数为

10，两个变量，试验次数为 100，三个变量，试验次数为 1000。如果可信度为

90％，普通标准方差将会是 1.64，如果只有一个变量，试验的次数为 67，两个

变量，试验次数为 4489，三个变量，试验次数为 300763。事实上，如果可信度

为 100％，需要的试验次数将会是无穷的。 

为了便于实用，试验的次数一般为几千次。对于一个较高的可信度和多变量

的边坡来说，这也许并不够。幸运的是，当进行了上千次试验后，结果就不会对

试验次数很敏感了。而且，对大多数工程实际问题来说，在概率分析中，输入变

量的不确定性度有可能不会产生较高的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