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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边坡稳定是确保露天矿开采安全、高效进行的重要因素。 为研究胜利露天矿内排土场阻水性

对岩体内渗流场及非工作帮边坡稳定性影响规律，以胜利露天矿采场非工作帮边坡为研究对象，利用
排弃物孔隙度和渗透系数变化规律分析内排土场阻水机理形成原因；根据土力学知识对内排土场边
坡垂直及平行层理方向渗透系数进行等效替代；通过 ＧｅｏＳｔｕｄｉｏ 软件 ＳＥＥＰ ／ Ｗ 模块建立模型，模拟内

排前边坡内渗流路径及水位线分布情况；对相同边界条件下不同排土高度与宽度引起渗流场变化进

行研究；分析孔隙水压力变化情况并耦合 ＳＬＯＰＥ ／ Ｗ 模块进行边坡稳定性评价。 结果表明：内排土场

排弃物阻水性的形成是非工作帮内渗流场变化主要原因。 受内排阻水影响，边坡孔隙水压力过渡区
域变化范围增加，浅部土壤孔隙水压力基本维持在 － １０ ｋＰａ 左右，土体接近饱和，局部为 ０，表现出上

层滞水，坡顶有水渗出。 随着滑移面向内排土场逐渐转移，边坡安全系数由初始状态增加至１．８３４并
最终逐渐回落为 １．６７３ 后趋于稳定，整体稳定性较内排前有所提高。
关键词：边坡稳定性；内排土场；胜利露天矿；阻水机理；渗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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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等：内排土场阻水性对非工作帮边坡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引

场稳定性的影响 ［１２－１３］ ，利用试验模拟和数值模拟方

言

在我国开展煤炭开采活动以来，露天开采因为
其成本低、安全性好、采出率高等特点 ［１－２］ 得到了快
速发展，露天采煤占我国煤炭年产量的比例已经从

最初的 １％增长到如今的 ２０％

［３］

。 露天矿边坡是由

法研究不同孔径、粒径分布下渗透系数变化 ［１４－１６］ ，
分析非饱和渗透特性下渗流及边坡稳定性 ［１７－１８］ 。

笔者以胜利露天矿为例进行研究，针对内排土

场排弃物阻水性的形成过程进行模拟分析。 分析不
同内排高度及宽度下非工作帮边坡安全系数变化情

采矿工程开挖地表岩土体所逐渐形成的堆载体，其

况并进行边坡稳定性评价。 内排土场稳定性会对采

稳定性是确保工程安全实施的重要基础。 边坡高度

场的排水系统、内排工程正常进行和矿山安全产生

由于开挖程度不断加深而提高，安全稳定性就会降

影响。 因此，对胜利露天矿内排土场边坡稳定性进

低。 我国大型露天煤矿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云

行研究与分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南等生态脆弱地区，边坡事故发生后造成经济损失

１

与环境污染，严重制约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４－５］ 。 因

内排土场阻水性形成原因

此针对矿产资源开发而言，就需要充分确保资源回

排土场是矿物开采过程中剥离出的岩土体排弃

收率，降低生产成本，保证经济效益的同时实时监测

形成的巨型人工松散堆载体，是矿山开采活动所产

和控制边坡稳定性及安全性

［６］

。

生排弃物集中排放场所，其内部岩土体渗流活动改

影响边坡稳定性各类因素主要可以划分为内因
和外因

［７］

，内因包括岩体自身组成成分、岩体内部

构造应力和地质结构面等自身对边坡产生影响的因

素。 外因则包括岩石风化、爆破震动、渗流侵蚀及开

变会对边坡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 堆载体内部渗流
过程较复杂，非饱和渗透系数较难确定。 黏土层阻
水性质也会推动排土场内渗流场不断变化 ［１９］ 。

胜利露天矿原始地层中有稳定的含水层和水位

采活动等一系列外界环境影响。 在露天矿边坡滑坡

线，开挖后形成深凹采场，造成水位线下降，开始内

事故中，水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作用往往会超过其

排后，内排物料与原来非工作帮相互衔接，含水层具

他因素

［８－９］

。 滑坡事故大多发生在雨季、解冻期以

及排水方法不当时

［１０］

。 不利影响有软化岩石降低

强度，静水压力与动水压力作用以及使边坡中亲水
性物质遇水膨胀，降低岩体抗剪强度等

［１１］

。 岩体中

备了恢复条件。 但由于排弃物是混合物料，不符合
原始地层分层沉积的规律，因此，含水层无法重构。
内排土场排弃工作不断进行，排弃物回填后，上
部排放的软岩排弃物在重力荷载的影响下会对下部

许多构造裂隙互不贯通，分布不规律，使岩体水文条

沉积物产生压实作用，雨季降水时还会将表层土壤

件不易充分掌握，给稳定性分析带来不便。

附近的胶结物溶解，随水流渗入到沉积物孔隙中，堵

目前国内外针对渗流活动对边坡稳定性影响已
经进行了较多研究，主要有不同降雨条件对内排土

图１

Ｆｉｇ．１

塞土体孔隙通道，如图 １ｂ 所示，还会将图 １ｃ 中较小

岩土体颗粒带入下方堆载体的孔隙中。

孔隙变化趋势
Ｐｏ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在露天矿边坡岩层内部渗流活动中，地下水在

渗流过程中通常由于摩擦力和黏度的影响，使中心
的流速比靠近岩层边缘的流速快，在岩体边缘附近

越大，影响越小。 大管的平均流速和中心流速均会

大于小管。 如图 ２ 所示，在截面积相同时，大管流量

高于几条小管流量之和。 当边坡内岩体孔隙度和渗

会有一流速快速递增区间，直至平均流速。 递增区

透率均下降时，通过渗流而经过剖面的地下水随之

间厚度受渗流管路摩擦力、黏度等因素影响。 管径

减少，即在原来非工作帮的邻空面上形成一层较为
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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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的具有阻水性质的黏土层 ［２０］ 。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岩层
第四系

内摩擦角 ／ （ °）

密度 ／ （ ｔ·ｍ －３ ）

５

１９

２．１０

１０

３０

中砂岩

５

泥岩

Ｆｉｇ．２

Ｓｌｏｐ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ｗａｓｔｅ ｄｕｍｐ

由上至下逐渐增大，有着类似于图 ２ 中所示成层土

的渗透特性。 受内排阻水效果影响边坡内存在着平
行层理渗透方向和垂直层理渗透方向。 根据土力学
知识，垂直渗透时，各分层渗流量相等，总水头等于
各层水头损失之和，垂直方向等效渗透系数计算公
式为：
ｋｙ ＝

Ｈ１
ｋ１

＋

Ｈ２
ｋ２

＋…＋

３０

６煤

２０

３０

６０

基底

内排土场岩土随着堆积和压实作用积累孔隙度

Ｈ

５煤

粉砂岩

内排土场边坡剖面图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黏聚力 ／ ｋＰａ

粗砂岩

图２

岩体力学参数

１７

２１

１７

２３

２１

１９

３０

１．６５

２．０３

１．９３

１．３８

２．０３

１．３８

２．０４

中，根据开采方法、排弃方法的不同，排土颗粒组成、
密度等均会发生变化，破碎岩体力学性质也随之改
变，会对内排土场边坡部分材料力学性质及边坡整
体力学性质产生影响。
通过试验探究发现，胜利露天矿岩层中裂隙发

育，但 ６ 号煤层底板以泥岩、砂岩为主。 虽然基底强

度不高但未发现明显弱层存在，煤层底板的倾向与
Ｈｎ

（１）

ｋｎ

式中：ｋ ｙ 为内排土场垂直方向渗透系数，ｍ ／ ｓ；Ｈ 为内
排土场高度，ｍ；Ｈ ｎ 为第 ｎ 层土厚度，ｍ；ｋ ｎ 为第 ｎ 层

土垂直方向渗透系数，ｍ ／ ｓ。

平行渗透时各层水力坡降相等，总渗流量等于

各分层流量之和。 计算公式为
ｋ′１ Ｈ １ ＋ ｋ′２ Ｈ ２ ＋ … ＋ ｋ′ｎ Ｈ ｎ
ｋｘ ＝
Ｈ

工作线推进方向基本垂直，基底岩层的产状对内排
土场稳定性影响较小。
经过现场原位试验测定，胜利露天矿内排土场
的排弃物在排弃后有较大的黏聚力，尤其是泥岩类
排弃物，在台阶的上部，受运输车辆的碾压，密实度
很好，黏聚力较大。 排土场排弃物料具体参数通过岩
土工程试验并参照《胜利一号露天煤矿北帮外排土场
增高扩容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中确定，其中：内摩擦角

（２）

式中：ｋ ｘ 为内排土场平行方向渗透系数，ｍ ／ ｓ；ｋ′ｎ 为第
ｎ 层土平行方向渗透系数，ｍ ／ ｓ。

非工作帮地下水向内排土场渗透时较多情况为

为 ３０．４°，黏聚力为 １２．８ ｋＰａ，容重为 １８．５ ｋＮ ／ ｍ３ 。

经计算，确定理论模型排土高度为 １８０ ｍ，角度

为 ２６°；内排土场台阶参数为台阶高度 ２０ ｍ，坡面角

１９°，台阶平台宽度 ３１ ｍ（ 图 ３） 。

平行土层渗入，因此模型设计采用内排土场渗透系
数为 ｋ ＝ ｋ ｘ 。 分析了内排土场阻水机理形成过程，模
拟了不同排土高度与宽度条件下孔隙水压力改变情
况以及内排土场边坡安全系数变化规律，为内排土
场优化提供建议。

２
２．１

岩体力学参数分析
非工作帮力学参数确定
根据实地调查及露天矿生产岩体基本类型，胜

Ｆｉｇ．３

３

图３

理论计算模型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非工作帮边坡渗流模拟

体的力学参数参照《 胜利露天煤矿滑坡防治技术研

ＳＥＥＰ ／ Ｗ 是一种分析岩土体内渗流分布情况，
解决非饱和岩体内部渗流问题的有限元软件。 用户

究》 及《 胜利能源有限公司露天煤矿生产补充地质

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自行定义渗透性系数等各项参数

利露天矿周围地质条件较差。 边坡稳定性研究中岩

勘探报告》 进行选择和确定，见表 １。

２．２

内排土场力学参数确定

胜利露天煤矿现已全部实现内排，在内排过程
１８８

来计算岩土体内渗流路径以及水位线分布情况，分
析瞬态渗流或稳态渗流等各项工程问题，再通过与

ＳＬＯＰＥ ／ Ｗ 模块进行耦合来研究边坡、 路堤等稳定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孙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

江等：内排土场阻水性对非工作帮边坡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性随时 间 的 变 化 关 系。 由 于 其 应 用 的 广 泛 性，
ＳＥＥＰ ／ Ｗ 软件现已成为市场上最主流的用于分析各

项工程领域渗流问题的模拟计算软件。
３．１

渗流模拟计算原理

通过利用 ＧｅｏＳｔｕｄｉｏ 软件中的 ＳＥＥＰ ／ Ｗ 模块来

图４

模拟分析渗流情况下胜利露天矿内排土场边坡岩体

Ｆｉｇ．４

中 水 位 线 的 分 布 情 况， 在 得 出 计 算 结 果 后 再 以
ＳＬＯＰＥ ／ Ｗ 作为子项分析，利用所得的水位线信息

内排前非工作帮稳定性分析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ｌｏｐ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进行下一步的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价来研究边坡安全
系数的变化规律。 ＳＥＥＰ ／ Ｗ 稳态模拟分析公式为
∂ｈ
∂ｈ
∂
∂
（ｋ
） ＋ （ ｋｙ ） ＋ Ｑ ＝ ０
∂ｙ
∂ｘ ｘ ∂ｘ
∂ｙ

（３）

式中：Ｑ 为边界流量，ｍ ３ ／ ｓ；ｈ 为压力水头，ｍ；ｘ 为水
平方向；ｙ 为垂直方向。

３．２

Ｆｉｇ．５

非工作帮边坡稳定性影响分析

现场抽水试验测得内排土场透水性等级为微透
水性，渗透系数维持在 １．０５ × １０ －６ ～ １．７６ × １０ －６ ｍ ／ ｓ。

设计时，将内排土场渗透系数设置为 １．２５ × １０－６ ｍ ／ ｓ，

非工作帮内其他土层的渗透系数根据岩性不同设置
为４．０６ × １０ －６ ～ ６．４３ × １０ －５ ｍ ／ ｓ。 渗透面边界条件根据
《 中国降水强度国家标准》 选取为 ８０ ｍｍ ／ ｄ。

当排土高度在 ０ ～ １８０ ｍ 时， 固定平台宽度为

图５

内排前坡体内渗流路径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ｐａ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随着地下水在边坡内渗流程度的不断加深，会

对边坡整体的稳定性产生较大影响。 通过 ＳＥＥＰ ／

Ｗ 稳态模拟分析计算可以得到，此时的边坡安全系

数为 １．３８６，渗流路径、水位线情况以及各滑移面分
布情况如图 ５ 所示。

由于内排土场的排弃物是混合物料，经过降水、

压实以及内排土场边坡自身重力载荷的影响下，会

３１ ｍ，以每 ４０ ｍ 为单位定量增加排土高度，排土高

使排土场内部岩体孔隙度发生变化，随着岩体内部

度到达边坡顶部时，再定量增加排土宽度。 并通过

孔隙度不断减小，排弃物就会具有一定的阻水性，即

模拟渗流时的边坡边界条件进行赋值，将地表的边界

形成了隔水层。 隔水层厚度随着排土工程进行不断

条件设为渗透面，坡面为潜在渗流面，坡底为零压力
面。 在进行内排工作前，非工作帮边坡稳定性分析情

况以及岩土体内的渗流分布情况如图 ４、图 ５ 所示。

Ｆｉｇ．６

图６

增加，隔水层所在位置也不断提高。 通过 ＳＥＥＰ ／ Ｗ
和 ＳＬＯＰＥ ／ Ｗ 进行耦合模拟分析。 排土高度在 ４０ ～

１６０ ｍ 时边坡安全系数变化情况如图 ６ 所示。

排土高度 ４０ ～ １６０ ｍ 边坡安全系数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４０ ～ １６０ ｍ

排土高度为 １２０ ｍ 时由于内排阻水作用的影

响，边坡孔隙水压力分布与初始状态下的孔隙水分
布相比浅部地层岩土体饱和度较高，整体地层较为
湿润；中间的过渡区域范围增加，孔隙水压力随着渗

流深度的增加而增大，其中埋藏较浅地层的孔隙水
压力基本都会维持在 － １０ ｋＰａ 左右，岩土体接近饱

和，局部孔隙水压力状态表现出正值，范围内出现聚
集的含水区域即积水现象，如图 ７ 所示。 而深度较
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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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地层孔隙水压力较原始地层无太大变化，受渗
流作用影响较小。 此时，边坡安全系数呈逐渐上升
趋势。 这是因为隔水层的形成阻塞了非工作帮内部
的水源流动。 当达到一定高度时，隔水层的物理力
学强度会大于一般岩层，使降水在渗流的过程中因

第 ４９ 卷

作用。

模型中当排土高度达到 １８０ ｍ 时，开始定量增

加排土宽度。 如图 ８ 所示，此时的边坡安全系数有

逐渐下降并趋于平缓的趋势。 这时由于内排土场边
坡为混合物料，不符合原始地层分层沉积的规律。

为隔水层的阻挡而不能充分下渗。 因为距离地表较

尽管随着堆置时间的延长，在压实，渗流以及自

近，这时一部分降水会从边坡顶部渗出。 着隔水层

身重力荷载的作用下使岩体内部结构逐渐趋于稳定，

高度和厚度的增加，坡面上方的渗水量不断加大，同

但稳定性较原非工作帮边坡仍较差。 所以在滑移面

时引起坡体内降水渗入量的逐渐减小。 从而减小了

从非工作帮边坡转移到内排土场的过程中边坡安全

边坡岩体整体的滑动趋势，边坡安全系数逐渐升高，

系数会有所下降，并随着转移过程的完成而逐渐趋于

对内排 土 场 边 坡 整 体 的 稳 定 性 起 到 一 定 的 提 升

图７

Ｆｉｇ．７

Ｆｉｇ．８

图８

平稳。 边坡安全系数的整体变化趋势如图 ９ 所示。

孔隙水压力分布变化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排土宽度增加时边坡安全系数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ｗｉｄｔｈ

实作用以及渗流作用的累积影响，随着岩体内部孔
隙度和渗透系数的逐渐减小，最终会在原来非工作
帮的邻空面形成较为紧密的具有阻水性质的隔水
层，阻塞原始地层内部的水流渗出。

２） 在排土高度由 ０ 增加至 １８０ ｍ 的过程中，随
着隔水层位置的不断变化，一部分降水会从边坡顶

Ｆｉｇ．９

４
１９０

结

图９

安全系数变化趋势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论

１） 内排过程中，排弃物因为自身重力荷载的压

部地表渗出，同时渗入坡体内部的降水量随之减小，
孔隙水压力过渡区变化范围增加，局部孔隙水压力
为正值，出现积水现象，边坡安全系数由初始状态增
长至 １．８３４，稳定性有所提高。
３） 当排土高度到达边坡顶部时，随着排土宽度的
进一步增加以及原非工作帮边坡滑移面向内排土场逐
渐转移，边坡安全系数由最高的 １．８３４ 回落至 １．６７３，整
体呈现出先升高再下降最后趋于平缓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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