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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龙形寨尾砂坝塌溃后经抢险修复重建，根据该尾矿坝建坝初期的地质资料以及重建时勘察实测的坝体岩土体物

理力学参数，对重建后坝体的安全稳定性进行了分析计算，并针对其影响因素提出了综合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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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analysis and treatment research of Longxingzhai impounding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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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ngxingzhai Tailing Dam was rebuilt after its landslide. Based on the geological data of the old tailing dam and 

the physico-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the maferials of the rebuilt dam-body, the safety analyses of the rebuild dam was made. In 

light of the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some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method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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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地质条件 

    龙形寨尾矿坝坝址区为一峡谷段，河流由北东

流向南西，河谷为不对称型，右岸陡峻，基岩裸露，

左岸平缓，为花岗岩残积土所覆盖。河谷宽 5～10 m，

河床为漂石和卵砾石覆盖，两岸山顶高程达 500 m

左右，山坡植被良好。根据勘探调查结果，坝址区

主要地层情况如下：①  漂石、卵石层。主要成分为

花岗岩和石英岩，大小混杂，最大者体积可达 1 m3，

多具次棱角状，磨圆度差，主要冲填物为砾砂及少

量粘土，分布于河床，厚度不详。②  残积坡粘土层

为浅黄色、黄褐色、灰白色、紫红色砂质粘性土，

含石英砂 25%～35%，呈饱和、可塑～硬塑状态，

厚 2～5 m，湿～饱水状态随深度呈可塑～硬塑～坚

硬状态。③  燕山期花岗斑岩，浅灰色或灰白色，主

要成分为石英、长石和少量暗色矿物组成，长石斑

晶明显，风化较强，分布于河床及左岸，在左岸河

床边有出露。（4）泥盆系跳马涧砂岩，浅灰～灰白

色石英砂岩，岩性坚硬，节理裂面较发育，岩层走

向 NE，倾向 NW，倾角 20°～50°，分布于右岸。 

龙形寨尾矿库设计总库容 770 000 m3，有效库

容为 620 000 m3， 最高堆积坝高为 30 m。该尾砂

坝运行至 1998 年初，已排入尾矿量约 600 000 m3，

尾矿泥面标高已达 451.1 m，距坝顶还剩 3.9 m，随

着尾砂的堆积和水位上升，整个坝体逐渐处于饱和

状态，坝面多处有水渗出。1998 年 2 月 13 日，当

时水位距坝顶约 2 m时，右坝坡约 447 m高程处因

渗漏产生流土出现滑坡，并立即向坝顶扩展，致使

坝顶很快下滑至库水位，导致大量尾矿水自缺口而

下，冲刷坝体而溃决，直至库水流尽，并带走部分

矿泥。1998 年 4 月该坝经抢险修复。坝体平面图见

图 1。 

2 坝体结构及土的物理力学参数 

修复后的坝体包括三类土石层，即堆石体、围

堰部分堆石体、残余坝体土层，见图 1，按最不利条

件选取计算剖面，坝体土层分布及坝体结构见图 2。

堆石体和围堰部分堆石体的湿密度为 1.90 g/cm3，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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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密度为 2.3 g/cm3，内摩擦角分别为 35°，30°。

残余坝体土层的物理力学参数见表 1。 
 

图 1  坝体平面布置图 
Fig. 1  Plan view of the dam 

 

 
图 2  坝体结构及土层分布 

Fig.2  Structure and soil strata distribution of the dam 

 

表 1  坝体填土的物理力学参数 
Table 1  Physic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dam soils 

物理力学指标 平均值 物理力学指标 平均值 

含水量 W/ % 32.15 塑限 WP 29.6 

湿密度 ρ /g·cm-3 1.89 塑性指数 IP 17.55 

饱和密度ρd / g·cm-3 1.90 液性指数 IL 0.17 

孔隙比 e 0.91 渗透系数 k20 / cm·s-1 1.45×10-6 

饱和度 Sr / % 95.6 粘聚力 c / kPa 27 

液限 WL 47.05 内摩擦角ϕ / (°) 14 

3 稳定性计算及结果分析 

根据坝体的几何参数及坝体土层的物理力学参

数，选用普遍条分法[1]（也称简布法，N. Janbu）进

行稳定性分析计算。普遍条分法的特点是假定条块

间水平作用力的位置，在这一前提下，每个条块都

满足全部静力平衡条件和极限平衡条件，滑动土体

的整体力矩平衡条件也自然得到满足，而且它适用

于任何滑动面而不必规定滑动面是一个圆弧面。  

3.1 堆石围堰稳定性分析 

坝基从坝底（425 m高程）到堆石围堰顶部（455 

m高程）的不同高程，按最小安全系数原则搜索了

120 个可能发生的滑动优势面，部分计算滑面的下

端滑出口标高及相应安全系数见表 2。 

表 2  不同标高滑动优势面安全系数 
Table 2  Safety factors of different potential  

slide surfaces 

标高/ m 安全系数 F 标高/ m 安全系数 F 标高/ m 安全系数 F

425.00 1.436 434.94 1.761 444.58 2.281 

428.56 1.535 436.53 1.838 449.46 1.394 

431.75 1.631 439.72 1.831 451.47 1.409 

433.34 1.697 440.00 1.658 453.49 1.210 

 

3.2  土坝坝轴线（450 m 高程附近）以下稳定性分析 

从坝底（425 m高程）到土坝坝轴线（见图 1）

间的不同高程，按最小安全系数原则搜索了 70 个可

能发现的滑动优势面，部分计算滑面的下端滑出口

标高及相应安全系数见表 3，不同高程的部分计算

滑动优势面见图 3。 
 

表 3  不同标高滑动优势面安全系数 
Table 3  Safety factors of different potential  

slide surfaces 
下端滑出口标高/ m 425.00  429.59  432.78  435.97  440.00  441.99  445.97 

优势面安全系数F 1.496  1.687  1.824  2.059  2.099  1.464  1.480 

 

 
图 3  部分计算滑动优势面 

Fig.3  Calculated potential slide surfaces 

 

按照《选矿厂尾矿设施设计规范》规定,该尾矿

坝的最小安全系数要求为 1.2。由上面的计算结果可

知，所有的安全系数均＞1.2，因此，整个坝体及围

堰是安全稳定的。 

4 影响因素及综合治理研究 

4.1 水的影响及对策 

水对土坡的稳定性有着重要影响，这方面许多

学者进行了研究[2~4]。其中水位的高低及作用时间的

长短对土坝的稳定性影响，朱伟等[4]进行了洪水渗

透时河堤的稳定性试验研究。在他的研究中筑堤土

主要为粉质土，局部为粉质粘土，堤高 7 m，在用

了 30 h使水位上升到 6.2 m以后，一直持续高水位

渗透，洪水渗透时浸润线的伸展情况见图 4。浸润

线先是呈凹弧形向河堤中心伸展，在越过河堤中央

部后，呈斜线向背面延长，于 170 h 后到达背面坡

脚，与此同时这一部位开始发生渗漏。此后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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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主要是造成浸润线在背坡面上升，当其上升高

度达到 1 m左右时（洪水渗透 300 h），坡面发生滑

坡破坏。洪水渗透时土的强度随饱和度的变化关系

见图 5。 

 

 

图 4  河堤的洪水渗透试验结果 
Fig.4  Test results of river embankment flood infiltration 

 

 
图 5  土体强度与饱和度间关系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strength  
and saturation degree 

    

虽然图 4，图 5 中的研究对象为粉质土和粉质

粘土，与所研究的尾砂坝的土层结构不同，但是水

对两类坝体的影响趋势是类似的。因此，降低水位

高度及缩短水的作用时间是提高土坝安全稳定性系

数的重要措施。 

对于龙形寨尾矿坝，虽然表 2，表 3 中的滑动

安全系数均满足有关规范要求，但若考虑水的影响，

为了保证在今后的运行中坝体的安全稳定，需要注

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 下游坡脚要有足够高度和相应坡度的排水

堆石棱体，以尽量降低坝体中浸润线的高度； 

(2) 溢洪道要能满足溢流要求，以避免坝前积

水过深； 

(3) 尽可能采用坝前排放尾矿，最好是坝前分

散排放尾矿，以便在坝前形成一定长度的沉积滩，

滩面可将水往库内挤，使坝前不积水，有利于土坝

的稳定； 

(4) 建立上游围堰，并在围堰上游铺设防渗土

工膜，在下游坡铺土工布，并可在下游土工布下沿

坝轴线方向铺设一定数量的滤水管排渗； 

(5) 在尾矿库的周围山坡修筑截水沟，以减少 

 

由降雨引起的库内汇水量； 

(6) 平时加强对坝体的沉降和变形进行监测，

同时对浸润线的变化情况进行监测，以提前预报险

情。 

4.2 提高坝体稳定性系数的措施 

在今后的坝体运行中，当坝体的稳定性下降时，

可采取如下的相应措施来提高坝体的稳定性系数：   

(1) 压坡。初期坝坡角附近及原排水棱体上压

块石，这对改善尾矿坝在初期坝附近的稳定性是十

分有效的； 

(2) 抗滑桩。在初期坝堆石棱体外侧设置一排

钢桩，桩须嵌入基岩一定深度，钢桩之间用挡扳加

以联接，挡板与排水棱体间隙用块石填塞，钢桩的

作用是提供水平抗力，阻止坝体向下游滑动； 

(3) 降水。降水的方法有多种，原则上可分为

动力排渗和自流排渗两大类。一些尾矿坝采用轻型

井点排渗，其主要缺点是消耗电力，同时还要设置

一个维修和管理机构。自流排渗系统可以不消耗能

源，建成后基本上不需要专门的维修和管理，但要

确保排渗系统不发生淤堵。通过排渗措施，可降低

坝体内的浸润线高度，从而提高坝的安全系数。该

尾矿坝内已设置排渗系统，应加强对排渗系统的检

查和管理。 

5 结 语 

本文是根据该尾矿坝建坝初期的地质资料以及

1998 年崩溃后重建时对坝岩土体物理力学性质的

勘察实测数据所做的分析。由于浸润线位置的高低

及其变化对尾矿坝的安全稳定性影响很大，故作者

为该尾矿坝建立了浸润线监测网，建议尽早实施对

坝体的浸润线监测，并对坝体沉降及水平位移进行

观测，以便及时地预测预报坝体可能出现的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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