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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壤塘县茸郎沟泥石流发育特征及危险性

韩 雨 菲，　胡 卸 文!

，　韩　玫，　熊 冲 冲，　盛　豪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３１）

摘　要：通过对四川壤塘县茸郎沟泥石流实地勘查，从地形、物源及水源查明其发育特征，并根据雨洪法获得泥石流流速、流

量等运动学参数。采用ＣＦＤ软件ＡＮＳＹＳＣＦＸ计算模拟茸郎沟２０ａ与５０ａ一遇泥石流运动、堆积过程，获得流速及流量等

动力学参数变化特征与危险区范围。模拟结果显示，２０ａ一遇泥石流与５０ａ一遇泥石流通过堆积区的平均速度分别为为４．

３０ｍ／ｓ、４．７８ｍ／ｓ，最大冲淤泛滥区范围占居民区面积的６７％、７９％，会对位于堆积区的居民构成严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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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泥石流灾害常见于山区，多是由于集中降雨

诱发，具有发生突然、历时短、破坏力大、难以预报

等特点［１］。泥石流的危险区范围是指泥石流在流

通、堆积等冲淤过程中造成毁灭性灾难的区域。

合理可靠的泥石流危险区范围确定，对山区交通

选线、城镇村落选址布局以及泥石流综合防治措

施的选取等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科学价

值［２］。

目前最为广泛应用的泥石流危险区范围确定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２２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５４０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Ｎｏ．４１７３１２８５，４１６７２２８３）；汶川震区地质灾害链的风险
评估研 究，中 央 高 校 基 本 科 研 业 务 费 专 项 资 金 资 助 （Ｎｏ．
２６８２０１７ＣＸ０６７）；震区“宽缓”与“窄陡”沟道型泥石流致灾机理研
究，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式基金
（Ｎｏ．ＳＫＬＧＰ２０１８Ｋ０１１）。

主要有物理模拟试验法、数学模型法及数值模拟

法。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表明物理模拟试验及

数学模型预测大多以泥石流影响因子为基础进行

分析，获得泥石流堆积范围，结果较为单一，而数

值模拟法一般不仅能预测泥石流危险范围，也能

够体现泥石流运动过程中的动力特征。近年来泥

石流流体动力特性及数值模拟方法探索不断深

入，胡凯衡［３］根据流团模型原理，假定泥石流摩阻

为速度的二次多项式，对泥石流在堆积区的堆积

过程和特征进行了数值模拟；韦方强［４］等结合了

泥石流流体数值模拟技术和ＧＩＳ技术，对泥石流

的堆积运动过程进行数值模拟，获取了模拟中泥

石流堆积范围中每一点的最大动量，以动量作为

分区指标建立了模型。马宗源、李珂等人［５－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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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ＡＮＳＹＳ软件，对粘性泥石流流体进行数值模

拟分析，得到了泥石流的流场数据，并初步讨论了

泥石流流体对拦挡坝等防治设施的影响。四川阿

坝州壤塘县茸郎泥石流沟为则曲河右岸一级支

流，茸木达乡于茸郎沟沟口，有乡政府、邮政所、供

电站、茸木达中心校、卫生院等基础设施，居民约

３００人，一旦泥石流爆发则会对当地居民生命财

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见图１）。

图１　茸郎沟沟口乡政府所在地

本文在对茸郎沟泥石流的形成条件及发育特

征进行实地野外调查的基础上，运用ＣＦＸ软件对

其运动特征参数及运动过程开展研究，通过对茸

郎沟２０ａ与５０ａ一遇降雨频率下的泥石流运动

过程进行数值模拟，以预测其危险区范围，进而评

价该泥石流沟对茸木达乡居民点的危害程度。

１　茸郎沟泥石流发育特征

茸郎沟沟域面积为４５．５９ｋｍ２，主沟纵长

１４．８１ｋｍ，整体上可分为清水动力区、形成流通区

和堆积区，平均纵坡降５１‰，上游清水汇流区及

形成流通区呈＂Ｖ＂型沟谷地貌，沟谷较为狭窄，纵

坡较陡，水流湍急，且动态变化较大；下游沟段呈

“Ｕ”型堆积谷地貌，谷宽一般２０～５０ｍ左右。茸

郎沟支沟较为发育，中游及下游发育９条支沟，流

通区两侧岸坡坡度３５°～４５°，（见图２，图３）。

图２　茸郎沟流域平面图

茸郎沟所处区域高原季风性气候十分显著，

干湿季节明显，气温和降雨垂直分带明显。壤塘

县多年平均降水量７０５．６ｍｍ，从最近３０ａ的降

雨资料分析，近年来降雨有逐渐增大的趋势。茸

郎沟流域出露地层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堆积物残坡

积层（Ｑ４）及三叠系上统新都桥组（Ｔ３ｘｄ）板岩－砂

岩地层。茸木达地区属构造剥蚀高原地貌，由于

局部沟谷段坡面及沟道松散堆积物丰富，在丰水

期易形成泥石流灾害。

图３　茸郎沟主沟纵剖面图

　　经调查走访得知，茸郎沟最近于２０１５年连续

强降雨后发生过一定规模的泥石流灾害，泥石流

持续１０多分钟，泥石流冲出物质为稀状泥浆并夹

杂少量大块石，该次泥石流淹过耕地，漫入当地居

民家中并造成少量损毁，直接经济损失达几十万

元，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２　泥石流运动特征参数

泥石流运动特征参数是数值模拟求解设置、

分析对比的依据，所需确定参数主要为泥石流重

度及峰值流量，可采用雨洪修正法计算获得。

２．１　泥石流重度

现场配浆法与查表法所得泥石流重度基本吻

合，重度取值１５．３０ｋＮ／ｍ３，属于稀性泥石流。

２．２　泥石流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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茸郎沟泥石流属稀性泥石流，流速计算公式

采用西南地区（铁二院陈光曦）公式［７］：

犞犮＝
１

γ犎φ＋槡 １

１

狀
Ｒ２
／３犐１

／２ （１）

式中　犞犮 泥石流断面平均流速（ｍ／ｓ）；γ犎 泥石

流固体物质容重；φ 泥石流泥沙修正系数，φ＝

（γ犮－γ狑）／（γ狊－γ犮）；γ犮 为泥石流重度，ｇ／ｃｍ
３；

γ狑 为清水的重度，ｇ／ｃｍ
３；γ狊 为泥石流中固体物

质比重，ｇ／ｃｍ
３；
１

狀
为巴克诺夫斯基糙率系数；犚

为水力半径，ｍ一般可用平均水深犎（犿）代替；犐

泥石流水力坡度（‰），一般可用沟床纵坡代替。

沟口附近泥石流流速计算结果见表１。

表１　茸郎沟泥石流沟口流速计算结果

平均泥深

／ｍ

沟道纵坡

／‰

糙率系数

１／ｎ

平均流速犞

／ｍ·ｓ－１

犘＝５％犘＝２％犘＝５％犘＝２％犘＝５％犘＝２％犘＝５％犘＝２％

２．０ ３．３ ５３．０ １１．０ ３．１９ ３．７３

　　（３）泥石流峰值流量

泥石流峰值流量采用雨洪修正法进行计算：

犙犆 ＝犇犆（１＋φ）犙犘 （２）

犙犘 ＝０．２７８ψ犃犛／狋
狀 （３）

式中　犙犆 泥石流断面峰值流量（ｍ
３／ｓ）；φ 泥沙

修正系数；犙犘 暴雨洪峰流量；犇犮堵塞系数；ψ洪

峰径流系数；犛 单位历时的暴雨平均强度（ｍｍ／

ｈ）；犃 流域面积（ｋｍ２）；狋汇流时间（ｈ）；狀暴雨递

减指数。

沟口泥石流峰值流量计算结果见表２。

表２　茸郎沟泥石流沟口流量计算结果

犃／ｋｍ３ 犇犆 γ犆／ｋＮ·ｍ－３） 犙犘／ｍ－３／ｓ 犙犆／ｍ３·ｓ－１

犘＝５％ 犘＝２％ 犘＝５％ 犘＝２％ 犘＝５％ 犘＝２％ 犘＝５％ 犘＝２％ 犘＝５％ 犘＝２％

４３．７３ １．３０ １．４０ １５．３０ ２７．８６ ３９．３９ ５３．４５ ８１．３９

３　基于ＣＦＸ的泥石流运动过程数值模拟

３．１　ＣＦＸ软件简介

ＣＦＸ是一种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ｏｍｐ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即ＣＦＤ软件，通过求解流体控制

方程，模拟流体流动时各种相关物理现象，其全隐

式耦合多网格线性求解器支持多相流等复杂物理

模型，并行计算能力强大，收敛速度快且结果精准。

ＣＦＸ计算基础为区域离散化数值计算，常用

方法有有限差分法、有限元法及有限体积法。

ＣＦＸ求解器采用的为有限体积法，相比于其他两

种方法，能够精确满足物理量积分守恒，是目前在

流体流动求解中最有效的数值计算方法。

ＣＦＸ求解过程包括建模、前处理、求解、后处

理几个阶段。

３．２　泥石流流场几何设定

泥石流数值模拟的基础是建立泥石流流场几

何模型，综合应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Ｓｕｒｆｅｒ，Ｄｅｓｉｇｎ

Ｍｏｄｅｌｅｒ等建模工具，通过点－线－面－体的构

建方式建立茸郎沟沟口堆积区三维地质模型，模

型平面范围为５００ｍ×４００ｍ，流体域高度２０ｍ。

在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Ｍｅｓｈ模块中调用ＩＣＥＭ－ＣＦＤ前

处理器进行网格划分，选择生成简单，适合复杂几

何图形的四面体（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ｓ）
［８］，全模型共生

成５９９８５个节点，２９３１３８个单元（见图４）。

图４　茸郎沟泥石流沟口堆积区模型及网格划分

３．３　前处理

前处理模块中，主要需设定泥石流流体流变

模型及边界条件。

３．３．１　泥石流流变模型

流变模型的正确选择对于数值模拟结果的准

确性及泥石流流动规律的探索有着重要意义。大

量试验结果表明，一般的泥石流流体性质更适合

Ｂｉｎｇｈａｍ模型
［９］，其数学模型表达如下：

τ＝τ犅 ＋η
犱狌

犱狔
（４）

式中：τ犅 为宾汉极限剪应力；η为流体粘滞系数；

犱狌

犱狔
为流体速度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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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犛犻犮犺狌犪狀犠犪狋犲狉犘狅狑犲狉

３．３．２　边界条件设定

犆犉犡 中的边界有入口（犐狀犾犲狋狊）、出口（犗狌狋

犾犲狋狊）、壁面（犠犪犾犾狊）、开放式边界（犗狆犲狀犻狀犵）、对称

面（犛狔犿犿犲狋狉狔）５种类型。对于茸郎沟沟口模型，

设定如下：

（１）入口：堆积区上游，沟道泥石流流入处。

在质量和动量（犕犪狊狊犪狀犱犕狅犿犲狀狋狌犿）模块中设

定流体进入方式为质量流量（犅狌犾犽犕犪狊狊犉犾狅狑

犚犪狋犲），定义多项式函数Ｑ（ｔ），表示泥石流流量随

时间的变化。设定ｔ＝０狊时取洪水流量，总模拟

时间１／３处为泥石流峰值流量（见图５）。函数通

过犆犉犡犈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犆犈犔 语言）编译

并定义计算中的泥石流流量变化。

（犪）Ｐ＝５％

（犫）Ｐ＝２％

图５　茸郎沟泥石流堆积区流量变化过程曲线

（２）出口：模型四侧边界。主要设定出口条

件为静态压强，流体性质为亚声速流体（犛狌犫狊狅狀

犻犮）。

（３）开放式边界：模型上部。设置为开放压强

与方向，压力１．０１×１０５犘犪。

（４）壁面：泥石流流动面。设置为无滑移壁

面，粗糙度取０．１犿。

设置完成模型（见图６）。

３．４　求解

犆犉犡 求解管理器可监视整个求解过程，主要

体现在入口与出口质量流量变化，两次模拟进出

口质量流量曲线求解结果（见图７）。

图６　模型边界条件设置

（犪）Ｐ＝５％

（犫）Ｐ＝２％

图７　质量流量曲线求解结果

　　由图７可见，进口质量流量曲线与设置的泥

石流流量过程曲线吻合。２０犪 一遇泥石流模拟

中，出口质量流量曲线分别在ｔ＝７５狊处陡然下

降，说明此时泥石流到达了出口边界并流出，在ｔ

＝３２０狊附近，泥石流峰值流量从入口流入，ｔ＝

４１５狊时到达出口边界，出口峰值流量较进口峰值

流量减小到２０．９２犿３／狊，说明建筑体对于泥石流

有拦挡与淤积作用。５０犪一遇泥石流模拟中，泥

石流在ｔ＝６５狊处从出口边界流出，较２０犪一遇

韩雨菲等：四川壤塘县茸郎沟泥石流发育特征及危险性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犛犻犮犺狌犪狀犠犪狋犲狉犘狅狑犲狉　９５　　　

泥石流流速较大，与实际情况相符，泥石流进口峰

值流量出现在ｔ＝４５０狊附近，７５狊后流出边界，

出口峰值流量为３４．６４犿３／狊。

３．５　后处理及分析

３．５．１　泥石流运动过程分析

犆犉犡 后处理功能多样，可以多种形式直观展

示数值模拟结果，如等值线图、矢量图、动画输出

等。本文以２０犪一遇泥石流模拟为例，通过泥石

流流速云图描述分析运动过程（见图８）。

（犪）ｔ＝５０狊

（犫）ｔ＝９０狊

（犮）ｔ＝３４０狊

（犱）ｔ＝５５０狊

（犲）ｔ＝９００狊

图８　不同时刻泥石流液面速度云图（犪～犲）

ｔ＝５０狊时，沿沟道运动的泥石流推进３００

犿，首先淹没了离入口最近的房屋，而后产生分

支，大部分仍沿主沟道流动，小部分漫过沟道进入

平坦宽阔的堆积区并逐步扩散，由于沟道狭窄，沿

沟道运动速度快，最大速度达到８．６７９犿／狊，堆积

区漫流速度分布在２～４犿／狊之间。ｔ＝９０狊时，

泥石流已经流过出口，在居民区漫流范围逐步扩

大，乡政府大院已经完全淹过，下游低矮民房开始

被淤埋，此时危险范围沿沟道长度４００犿，垂直沟

道６０犿。ｔ＝３４０狊时，峰值流量已经流入，泥石流

整体运动速度增大，平均速度达５．５犿／狊，最大速

度９．１３０犿／狊，由于建筑物的拦挡停淤作用，泥石

流在居住区内的平均运动速度较小，为１．５犿／狊。

ｔ＝５５０狊时，泥石流在堆积区漫流范围达到最大，

沿沟道方向长度达４３０犿，垂直沟道最大达２８０

犿，此时速度随着流量降低而减小，ｔ＝９００狊时，

泛滥范围稍有缩小，入口流量回到洪水流量值，泥

第３８卷总第２０７期 四川水力发电 ２０１９年６月



９６　　　 　犛犻犮犺狌犪狀犠犪狋犲狉犘狅狑犲狉

石流整体流速达最小值。

３．５．２　泥石流危险区范围分析

取模拟结果中最大泥石流漫流范围作为危险

区范围，２０犪一遇泥石流取ｔ＝５５０狊时刻，５０犪

一遇泥石流取ｔ＝６８０狊时刻，以及现场访问得到

２０１５年实际受灾范围（见图９）。

图９　泥石流危险区范围

由图９可知，２０１５年泥石流爆发频率小于２０

犪一遇，受沟道与山体的限制，２０犪与５０犪一遇

泥石流在垂直沟道方向泛滥范围差别不大，差异

主要在于顺沟道方向的最大堆积长度，２０犪一遇

泥石流最大堆积长度为４３０犿，５０犪一遇泥石流

最大堆积长度为４７０犿，泥石流最大泛滥范围分

别占居民区总面积的６７％、７９％。一旦暴发泥石

流，茸木达乡政府所辖居民区将面临重大威胁，需

采取诸如堆积区上游侧单边或双边防护堤等有效

防治措施。

４　结　论

（１）位于壤塘县的茸郎沟沟域面积为４５．５９

犽犿２，主沟纵长１４．８１犽犿，平均纵坡降５１‰，为则

曲河右岸一级支流，茸木达乡政府位于茸郎沟沟

口，有乡政府、邮政所、供电站、茸木达中心校、卫

生院等基础设施，居民约３００人，２０１５年连续强

降雨后发生过一定规模的泥石流灾害，对沟口居

住区形成部分淤埋，潜在危害性大。

（２）数值模拟结果显示，茸郎沟泥石流２０犪

一遇泥石流通过堆积区平均速度为４．３０犿／狊，最

大流速为９．１３犿／狊，５０犪一遇泥石流通过堆积区

平均速度为４．７８犿／狊，最大流速为１０．００犿／狊。

由于堆积区平坦开阔，建筑物较多，阻挡淤积作用

使得泥石流在居民区内漫流速度较沟道内小得

多。

（３）数值模拟所得到的危险区范围显示，２０犪

与５０犪一遇泥石流均对沟口茸木达乡有较大威

胁，最大堆积长度分别为４３０犿、４７０犿，居民区受

灾面积分别达６７％、７９％。说明一旦暴发泥石

流，对茸木达乡居民构成严重威胁，需采取有效防

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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