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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上游雪隆囊古滑坡堰塞湖溃坝堆积体的发现
及其环境与灾害意义①

陈　 剑１　 崔之久２

（１．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程技术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２．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　 西藏芒康县金沙江上游雪隆囊河谷史前时期（全新世晚期）发生了一次明显的堰塞事件，形成了一个湖水体

积约 ３．１×１０８ ｍ３的大型堰塞湖。 该堰塞湖形成后期发生溃决并引发异常大洪水，这一溃决事件发生在大约 １ １１７
Ａ．Ｄ．。地震诱发山体滑坡可能是金沙江发生堰塞的直接原因。 在雪隆囊古堰塞坝体的下游一侧到其下游 ３．５ ｋｍ 的范

围内，发现大量由砾石、砂和少量黏土组成的混杂堆积体，判定其为滑坡堰塞湖的溃坝堆积，是滑坡坝体及上游河床

物质在坝体溃决后快速堆积形成。 整套溃坝堆积体具有支撑—叠置构造、叠瓦构造和杂基构造等沉积特征，还具有

一种特殊的沉积构造：即在垂向剖面上发育粗砾石层与细砂砾层的韵律互层，但剖面中缺少砾或砂的透镜体。 这种

沉积构造（“互层构造”）是溃坝堆积相区别于冲—洪积相、泥石流相等的一种重要判别标志。 采用水力学模型反演确

定雪隆囊古滑坡堰塞湖溃决洪水的平均流速为 ７．４８ ｍ ／ ｓ，最大洪峰流量为 １０ ７８６ ｍ３ ／ ｓ。 雪隆囊溃坝堆积体沉积特征

及其环境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揭示古洪水事件发生的过程和机制，同时对于认识金沙江上游地区的环境演变也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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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然过程中可以形成不同种类的天然堰塞湖，包
括滑坡堰塞湖（通常由崩塌、滑坡或泥石流共同堰塞

河道形成），此外也有冰川堰塞湖、冰碛堰塞湖及火

山堰塞湖等类型，其中以滑坡堰塞湖最为常见。 在青

藏高原东缘高山峡谷区，受活动断裂及强烈地震的影

响，大型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广泛发育，且易堵塞河

流形成堰塞湖。 滑坡坝由于是快速堆积形成，其坝体

结构一般较为松散，因此往往容易产生溃决。 滑坡堰

塞湖的溃坝堆积作为一种物质记录，蕴含了丰富的地

质地貌信息，成为认识滑坡堰塞湖溃坝过程与山地环

境演变规律的重要途径，对于有效防治地质灾害具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１］。 根据混杂堆积的沉积学定

义［２］：粒径范围从黏土到漂砾、无分选或弱分选、细
粒物质填充在粗粒间隙或粗粒物质悬浮在细粒基质

中的陆缘碎屑沉积物，按照上述定义，滑坡堰塞湖的

溃坝堆积物应属于混杂堆积。 近年来我国在混杂堆

积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１⁃７］，研究对

象则主要以泥石流堆积物和冰碛物等为主。 然而，目
前关于滑坡堰塞湖溃坝堆积方面的研究基本缺乏。
从发表的论文成果看，国内外均侧重于对冰川坝溃决

和冰碛坝溃决水文和灾害方面的报导［８⁃１８］。 但这些

报导中基本未涉及或很少涉及滑坡坝溃坝的沉积特

征及其环境的研究。 据崔之久等（２０１３） ［１］ 的初步研

究，滑坡坝的溃决堆积不同于山区洪流或河流堆积，
也不同于冲积扇的各亚相特征，更不同于作为两相流

的泥石流堆积，这是一种全新的沉积类型，很值得关

注。 本文作者在金沙江上游进行野外考察时，在西藏

芒康县雪隆囊河谷一带发现了约 ３．５ ｋｍ 长的天然溃

坝堆积体，其发育规模实属罕见。 本文将对该天然溃

坝堆积体的发现及其存在证据进行详细报导，并对雪

隆囊古滑坡堰塞湖溃坝堆积体的沉积特征及其古洪

水事件进行分析和讨论。

１　 区域地质地貌特征

晚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东南缘阶段性隆升，河流

下切作用剧烈，金沙江上游形成了以峡谷为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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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河谷地貌。 在金沙江上游雪隆囊至王大龙河段，河
床平均海拔高度在 ２ ３００ ｍ 以上，雪隆囊一带峡谷宽

１００～２００ ｍ，沿江谷坡较陡，坡度约为 ４０°。 雪隆囊至

王大龙河谷地带属亚热带气候，为干热型河谷，年降

水量仅 ３００ ｍｍ 左右，且降雨量主要集中在 ６～１０ 月。
雪隆囊峡谷所在地区新构造运动活跃，金沙江断裂带

的主断裂雄松—苏哇龙活动断裂在其东部附近穿过

（图 １）。 沿江河谷裸露岩石的岩性主要为二叠纪的

片岩、火山岩及大理岩等。 该区岩层节理较发育，物
理风化作用强烈，加之受金沙江活动断裂带的影响，
河谷沿岸滑坡、崩塌现象十分发育［１９］。

图 １　 研究区示意图

ａ．研究区位置；ｂ．金沙江上游雪隆囊—王大龙河段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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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雪隆囊古滑坡堰塞湖及溃坝堆积体
的证据

　 　 堰塞坝与上游堰塞湖沉积及下游溃坝堆积构成

三位一体。 如果能找到这种沉积组合，则为溃坝堆积

体的存在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２．１　 古滑坡堰塞湖的沉积证据

野外调查发现，在西藏芒康县境内的金沙江上游

西岸雪隆囊河谷附近，存在一大型滑坡体。 西岸残留

滑坡坝体长约 ７００ ｍ，宽约 ６００ ｍ，坝体前缘相对高差

约 ８４ ｍ（图 ２ａ，ｂ）。 滑坡坝体的物质由砾石、砂和少

量黏土组成的混杂堆积物组成，砾石碎屑为单一的灰

褐色片岩，其中直径最大者可达 ３ ～ ４ ｍ。 东岸（对
岸）基岩斜坡上发现一处松散砾石堆积体（图 ２ｃ），堆
积体顶部高出现今金沙江水面约 １００ ｍ，其体积约为

１．５×１０４ ｍ３。 该堆积体物质为灰褐色片岩组成的砾

石碎屑，与西岸的滑坡体物质相一致，表明其为过江

滑坡体的残留堆积。 整个古滑坡体的原始体积估计

约为 ４．１×１０７ ｍ３。 滑坡体出露位置的河段十分狭窄，
易形成急流叠水，有多个巨砾（片岩）堆积于河床砾

滩之上或形成心滩，最大直径可达 ５ ～ ６ ｍ，且砾石分

选差，显然为滑坡坝溃决后的坝体残留堆积。
层理十分发育的粉砂黏土湖相沉积直接覆盖在

西岸滑坡坝体的上游坡面上（图 ２ｂ、图 ３ａ），厚度 １ ～
２ ｍ，海拔高程约 ２ ４２５ ｍ，其底部层理呈倾斜状，与滑

坡坝体的坡面基本平行，湖相沉积层中常见夹含有掉

入的崩塌块石。 滑坡坝靠上游一侧的大拐弯处，湖相

沉积厚度最大，湖相层呈台阶状出露，最大厚度约 ３０
ｍ。 距东岸残留滑坡堆积体的上游约 １５０ ｍ 的谷坡

上，亦发现有水平层理发育的粉砂黏土层（湖相沉

积），出露厚度 ３～５ ｍ，海拔高程约 ２ ４２７ ｍ。 从滑坡

坝至距其约 １６ ｋｍ 的上游河段范围看来，湖相沉积呈

平台状几乎连续分布于金沙江两岸的谷坡或者Ⅰ级

侵蚀阶地上（图 ３ｂ），从湖相沉积物的空间分布上可

以看出古湖的湖形狭窄。 位于滑坡坝体上游 ９．５ ｋｍ
处的湖相沉积物厚度约 ２０ ｍ，海拔高程约 ２ ４２６ ｍ，
湖相层中夹含有数层泥石流透镜体，反映了古湖易受

两侧山坡的泥石流堆积影响。 在距滑坡坝体上游 １６
ｋｍ 处的回水尾端，湖相沉积厚度仅为 ３～５ ｍ，顶部海

拔高程约 ２ ４２５ ｍ。 整套湖相沉积向上游延伸其厚度

逐渐变小，其顶部海拔高程相近，与堰塞湖沉积特征

一致。 综合湖相沉积物与滑坡坝体的接触关系、沉积

物的空间分布及其厚度的变化等特征，可以确认该套

湖相沉积为一套滑坡堰塞湖沉积，表明雪隆囊滑坡曾

经形成滑坡坝并堰塞金沙江。
２．２　 古溃坝堆积体的沉积证据

　 　 从金沙江雪隆囊古滑坡坝下游一侧至其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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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雪隆囊滑坡坝的地貌形态及堆积特征

ａ．雪隆囊滑坡坝体的纵剖面图；ｂ．西岸雪隆囊残留滑坡坝体及上游侧湖相沉积；ｃ．东岸（对岸）残留的滑坡堆积体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Ｘｕｅｌｏｎｇｎａｎｇ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ａｍ
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Ｘｕｅｒｏｎｇｎａｎｇ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ａｍ； ｂ． ｒｅｌｉｃｔ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ａ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ｓｉｄｅ； ｃ． ｒｅｌｉｃｔ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ａｎｋ

图 ３　 雪隆囊滑坡堰塞湖沉积特征

ａ．西岸覆盖在雪隆囊滑坡坝体上的堰塞湖沉积；ｂ．西岸上游侧厚层湖相沉积剖面

Ｆｉｇ．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Ｘｕｅｌｏｎｇｎａｎｇ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ｄａｍｍｅｄ ｌａｋｅ
ａ． ｄａｍｍｅｄ⁃ｌａｋ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ａｍ ｂｏｄｙ ａｔ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ｂａｎｋ； ｂ．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ｗｅｓｔ ｂａｎｋ

３．５ ｋｍ 的河段，在河流两侧均发现有成因不明的混

杂堆积体，有的出露于谷坡基岩之上貌似“河流阶

地”，有的出露于河床的两侧貌似高“河漫滩”，在垂

向上堆积体的分布则可分为 ３ 个不同的高度。 为了

便于描述，我们对 ６ 处混杂堆积体进行编号（Ⅰ—Ⅵ

号）（图 ４）。 其中Ⅰ号堆积体位于西岸滑坡坝的下游

一侧，海拔高程约为 ２ ３９４ ｍ，最大厚度约 １５ ｍ（图
５）；Ⅳ和Ⅴ号堆积体出露于东岸谷坡基岩之上，海拔

高程约 ２ ４２０ ｍ；Ⅱ、Ⅲ和Ⅵ号堆积体位于现代河床的

两侧，海拔高程为 ２ ３７３～２ ３６３ ｍ，堆积体顶部仅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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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河水位约 ２～ ５ ｍ。 从几处堆积体的发育位置来

看，堆积体的周围无大的支沟出现，表明堆积体的物

源与支沟并无太大的关系。 从砾石碎屑的岩性上看，
混杂堆积体上游段部分为单一的灰褐色片岩，与滑坡

坝体的砾石碎屑岩性基本一致，反映滑坡坝体的堆积

物可能是其下游混杂堆积体的重要物质来源母体。
混杂堆积体靠近滑坡坝体的位置大小砾石混杂，分选

很差，多为棱角状，可见最大长轴约 ５ ｍ 的巨砾，砾石

形成支撑—叠置构造或杂基构造（图 ６ａ，ｂ），反映一

种砾石快速堆积的运动过程。 砾石堆积层之上可见

覆盖约 ３０～ ５０ ｃｍ 厚的灰色细砂层，推测为回水堆积

物，标志着早期的水位落差（图 ６ｃ）。 中游段和下游段

岩性相对复杂，主要有片岩、花岗岩、大理岩、砂岩等，
砾石有一定磨圆，呈次棱角—次磨圆状。 中游的砾石

最大长轴约为 ０．７ ｍ，下游砾石最大长轴约为 ０．３ ｍ，其
沉积构造表现为叠瓦构造，砾石长轴与扁平面倾向基

本垂直，砾石扁平面倾向上游，倾角为 ３０°～４５°。
Ⅰ号混杂堆积体紧邻滑坡坝的下游一侧，其规模

最大，沉积特征亦最为典型：该堆积体长约 １．７ ｋｍ，平
面形态上呈一长条“吊坠状”（图 ４、图 ６ｄ），即堆积体

上游段较宽（最宽处约 ２５０ ｍ），下游段较窄（宽度约

８０ ｍ）。 从Ⅰ号混杂堆积体的厚度变化看，靠近滑坡

坝体的上段厚度约 １３～１５ ｍ，堆积剖面中夹含一层约

５ 米厚的粉质黏土层（图 ６ｃ），其层理倾斜，与下伏的

混杂砾石层顶部倾斜面平行。 该套粉质黏土层可能

来自上游一侧的原湖相沉积层，这是溃坝堆积最直接

的证据。 Ⅰ号混杂堆积层往河流下游方向逐渐变薄，
下游段厚度约 ４～ ５ ｍ。 该堆积体的运动方向与金沙

江干流流向基本一致，整套堆积体的砾石碎屑粒径自

上游至下游呈逐渐变小趋势。
　 　 在这些堆积体的上游段见有发育一种特殊的沉

积构造：堆积体剖面发育粗粒层（砾石层）与细粒层

图 ４　 雪隆囊滑坡堰塞湖溃坝堆积体的分布范围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Ｘｕｅｌｏｎｇｎａｎｇ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ｄａｍｍｅｄ ｌａｋｅ

图 ５　 雪隆囊滑坡坝、上游侧湖相沉积及下游侧溃坝堆积的横剖面图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Ｘｕｅｌｏｎｇｎａｎｇ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ｄａ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ｎｄ ｄａｍ ｂｒｅａｋ⁃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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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溃坝堆积体的沉积特征

ａ．Ⅰ号堆积体（上游段）的砾石支撑—叠置构造；ｂ．Ⅰ号堆积体（上游段）的砾石杂基构造；ｃ．Ⅰ号堆积体混杂砾石层中夹含粉质黏土层和上覆砂

层；ｄ．向下游看Ⅰ号堆积体平面呈“吊坠状”；ｅ．Ⅰ号堆积体上段的粗粒层与细粒层形成韵律互层。

Ｆｉｇ．６　 Ｓｅｄｉｍｅｔ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 ｇｒａｖｅ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ａｃｋ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Ⅰａｔ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Ⅰａｔ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 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ａ⁃
ｔｅｄ ｓｉｌｔｙ ｃｌａｙ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ｉｃｔ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Ⅰ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ａｎｄ ｌａｙｅｒ； ｄ． ｐｅｎｄａｎｔ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ｏｕｔｂｕｓ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Ⅰ） ｉｎ ｐｌａｎ ｖｉｅｗ；
ｅ． ｒｈｙｔｈｍｉ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ｂｅｄｄ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ｒ ｇｒａｖｅｌ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ｆｉｎｅｒ ｓ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ｌａｙ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Ⅰａｔ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ｓｅｃｔｉｏｎ） ．

（砂砾层）的韵律互层（图 ６ｅ），一粗一细，剖面中缺

少砾或砂的透镜体，互层层理面微倾向下游。 粗粒层

呈现类似稀性泥石流堆积特征，如具有支撑—叠置构

造、叠瓦构造和杂基构造；细粒层具块体构造，基本没

有分选。 从全剖面的宏观特征看整套堆积体表现为

流水堆积，有大规模粗糙的分选机制；从细观特征看，
其又具有泥石流堆积特征，大小混杂，反映堆积过程

快速杂乱。 这种特殊的沉积构造唯有“溃坝堆积”解
释最为合理，即多层次砾石层互层产生的原因是由于

溃坝时的洪峰所致，一次洪峰代表一个旋回，据砾石

层与砂砾层的旋回次数可以判断溃坝造成的洪峰次

数。 由此推断雪隆囊滑坡堰塞湖的溃坝洪峰至少达

１０ 次。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判定该套混杂堆积体是

一套古滑坡堰塞湖溃坝堆积。
在Ⅰ号混杂堆积体的上游段，共采集粗粒层和细

粒层的 ８ 个粒度样品，以了解溃坝堆积的粒度特征。
８ 个样品的粒度频率曲线和概率曲线分别如图 ７ａ 和

７ｂ 所示。 从粒度频率曲线来看，粗粒层和细粒层单

元均表现为多峰型，由一个主峰和两个低矮的次峰组

成，主峰粒径分布于－６～ －４ ϕ，次峰粒径的分别分布

于－２～０ ϕ 和 ３～４ ϕ。 概率累积曲线表现为上凸型，
也反映了源区以砾石为主要成分的碎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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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溃坝堆积的粒度频率曲线（ａ）和概率累积曲线（ｂ）
Ｆｉｇ．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表 １　 光释光样品年龄测定及其参数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ＳＬ ｄ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品编号 采样地点 Ｕ ／ ｐｐｍ Ｔｈ ／ ｐｐｍ Ｋ ／ ％ 含水量 ／ ％ 剂量率 ／ Ｇｙ ／ ｋａ 等效剂量 ／ Ｇｙ 年龄 ／ ｋａ
ＷＤＬ８⁃１ 上游湖相层下部 ２．０９ ９．７５ ２．０１ ２．０ ７．０１±０．３４ ３．９３±０．１６ １．８±０．１
ＷＤＬ８⁃２ 上游湖相层底部 １．９７ ８．７９ １．５５ ２．０ ７．４３±０．４１ ３．３３．３±０．１３ ２．２±０．１

３　 雪隆囊古滑坡堰塞湖溃决事件的发
生年代

　 　 从坝体上游的湖相沉积覆盖在Ⅰ级侵蚀阶地之

上以及下游溃坝堆积体仅高出现今河水位约 ２ ～ ５ ｍ
看来，可以推断雪隆囊滑坡堰塞湖及溃决洪水的发生

时间应在全新世晚期。
在滑坡坝上游侧堰塞湖粉质黏土湖相地层中，共

获得两个光释光年代样，经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研究所释光实验室测定结果分别为 １．８±０．１
ｋａ 和 ２．２±０．１ ｋａ （表 １）。 另外，在滑坡坝下游侧溃

坝堆积体顶部上覆砂层中获得一个古木（已炭化）年
代样 ＷＤＬ６⁃１，古木样品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

十四实验室测试和树木年轮校正后，结果为 １ ０４４ ～
１ １９０ Ａ．Ｄ．（Ｐ ＝ ０．９３），中间值为 １ １１７ Ａ．Ｄ．。

样品 ＷＤＬ８⁃１ 和 ＷＤＬ８⁃２ 采自堰塞湖沉积的下

部位置，代表了堰塞湖开始淤积的年龄。 ＷＤＬ６⁃１ 代

表了堰塞湖的溃坝堆积年龄，即雪隆囊古滑坡堰塞湖

溃决事件发生的上限时间约为 １ １１７ Ａ．Ｄ．。

４　 讨论

４．１　 雪隆囊古堰塞事件的原因分析

雪隆囊古堰塞湖是由山体滑坡堵塞金沙江而形

成，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了山体滑坡呢？ 通过调查研

究，我们推断地震应该是雪隆囊堰塞事件发生的触发

原因。
（１） 雪隆囊西岸斜坡为斜交坡，自然情况下比较

稳定。 出露岩性主要为二叠系片岩，胶结良好，坚硬

致密； 发育两组节理， 一组节理的产状为 １２０° ／
∠６０°，与坡面倾向斜交；另一组节理的产状为 ２１５° ／
∠４２°，与坡面倾向相反。 因此，从节理的力学性质及

产状特征看，斜坡稳定性好，节理对西岸大型滑坡的

影响很小。
（２） 雪隆囊所在地区属温带半干旱气候，降雨量

稀少，年平均降水量小于 ４００ ｍｍ。 大量的古气候记

录表明，青藏高原及其邻区的水汽主要来源于印度

洋，西南季风对青藏高原及其邻区的气候和环境有着

重要的影响［２０⁃３０］。 金沙江上游地区处于西南季风的

覆盖区，由孟加拉湾带来的暖湿水汽沿东喜马拉雅、
横断山脉侵入青藏高原东南部后首先达到该区。 金

沙江上游地区在 １１ ～ ５ ｋｙｒ Ｂ．Ｐ．期间气候相对暖湿，
大约 ３．８ ｋｙｒ Ｂ． Ｐ．以后气温、降水量明显下降［３０⁃３１］。
全新世晚期以来雪隆囊地区属于西南季风明显减弱

时期，降水量很小，气候干旱。 因此，该区由于降水诱

发大型岩质滑坡形成堰塞湖的可能性小。
（３） 雪隆囊所在地区具备发生强烈地震的地质

条件。 雪隆囊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该区发育有金沙

江活动断裂带，地震活动频繁。 根据现有的地震历史

资料记录［３２］，雪隆囊及邻近地区自 １７２２ 年以来震级

大于 ６ 级的地震活动就有 ７ 次，最大震级为 ７．５ 级，
该地震曾诱发滑坡堰塞河道。 金沙江活动断裂带的

主断裂（雄松—苏哇龙断裂）从金沙江东侧穿过该

区。 雪隆囊古滑坡处在雄松—苏哇龙断裂的西侧附

近，表明雪隆囊大型古滑坡的发生很可能与该断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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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据 Ｃｈｅｎ 等［１９］的研究，雪隆囊至

王大龙一带的河谷两岸大型古滑坡、古崩塌十分发

育，这些古滑坡和古崩塌沿着雄松—苏哇龙活动断裂

走向呈线状密集分布；并且已有的沉积学及年代学证

据表明，全新世晚期以来金沙江上游雪隆囊至王大龙

河段曾经有过多次古地震发生［１９，３３］。 结合该区的区

域活动构造、古气候及滑坡年代学等进行综合分析，
我们认为雪隆囊大型古滑坡应该是由地震诱发形成。
４．２　 溃坝洪峰流量的估算

河流堰塞湖一般在湖水上涨漫过坝顶外溢后发

生溃决消亡，但有些堰塞湖在形成后可以长期地稳定

存在。 河流天然过程形成的堰塞湖的溃决通常都是

渐溃，而不是瞬时全溃，其消亡既可以通过一次溃决

过程完成［３４］，也可以通过多次部分溃决完成［３５］；有
些堰塞湖则不发生溃决而长期存在［３６］，如四川叠溪

堰塞湖自 １９３３ 年形成以来一直保存至今已历时

８０ 年。
从雪隆囊残留的堰塞坝体（图 ２ａ）看来，其顶部

边缘较为平缓，海拔高程约为 ２ ４６０ ｍ，坝体中间部分

的鞍部高程约为 ２ ４５８ ｍ，两种基本一致。 因此该残

余坝体边缘的高程可以近似代表坝体的鞍部高程，即
堰塞湖的最高水位高程（拔河 ８４ ｍ）。 从坝体上游东

岸堰塞湖沉积顶部（海拔 ２ ４２７ ｍ）高于现今金沙江

水面 ５１ ｍ 看来，可以确定雪隆囊堰塞古湖在形成后

期发生了部分溃坝，且溃决口门深度约为 ３３ ｍ。 部

分溃决之后形成了水位高程约为 ２ ４２７ ｍ 的残余堰

塞湖，然后残余堰塞湖继续接受湖相沉积直至最后完

全溃决后消亡。 从坝体下游的溃坝堆积（Ⅰ号堆积

体）出露剖面（图 ５）可以看出，溃坝堆积体中夹含了

一套约 ５ ｍ 后的粉质黏土湖相沉积，上、下两套溃坝

堆积体的层理面倾角亦有明显的变化（图 ５、图 ６ｃ），
表明从形成时间上溃坝堆积体可以分为两期。 以上

分析可以确定雪隆囊堰塞古湖在形成后至少发生了

两次溃坝或两次洪峰，从溃坝堆积体砾石的粒径大小

及搬运距离看来，初次溃坝堆积的规模最大，其溃坝

的洪峰流量也最大。 因此，本文重点对初次溃坝的洪

峰流量进行估算。 假设现今雪隆囊上游的地形与堰

塞湖形成之前很接近，利用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和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可计算出堰塞湖形成后的最大水体为３．１
×１０８ ｍ３（水位高程 ２ ４６０ ｍ），残余堰塞湖水体为 １．１×
１０８ ｍ３（水位高程 ２ ４２７ ｍ），则初次部分溃坝时的泄

洪总量约为 ２．０×１０８ ｍ３。
目前关于天然古滑坡堰塞湖的溃坝洪峰流量的

计算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分析溃坝洪峰流量

与溃决形成的口门深度、排泄水量等之间的关系进行

拟合，得出经验回归方程进行计算［３７⁃４２］，该方法的计

算结果误差往往较大；另一种方法则是通过建立水力

学参数与水流能搬运的颗粒大小之间的关系式，对溃

坝洪峰流量进行反演计算［１０⁃１２］。 在获得准确水力学

参数的条件下，采用水力学模型反演计算溃坝的洪峰

流量其计算结果相对精确可靠。 本文采用水力学模

型对雪隆囊滑坡堰塞湖的初次溃坝洪峰流量进行计

算。
采用 ＦＤ＋ＦＬ ＝ＦＲ法

［１０］ 计算出雪隆囊滑坡堰塞湖

溃坝洪水的平均流速 Ｖ
－
：

河床流速： Ｖｂ ＝
２（γｓ － γｆ）ｄ１ｇμ
γｆ（ＣＬ ＋ ＣＤ＇）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０．５

（１）

洪水平均流速： Ｖ
－
＝ １．２Ｖｂ （２）

式中 γｓ 是砾石的密度实测取平均值 ２．８５ ｇ ／ ｃｍ３，
γｆ 是水的密度取值 １ ｇ ／ ｃｍ３，ｄ１ 是砾石中间轴的长度

（ｍ）； ｇ 是重力加速度取值 ９．８ ｍ ／ ｓ２， μ 是砾石与河

床的静摩擦系数取值 ０．７， ＣＬ 是洪水的升力系数取值

０．１７８， ＣＤ＇ 是砾石与河床的修正平均阻力系数实测取

值为 １．２（砾石粒径从距溃口距离 ８～１２０ ｍ 处分段测

最大粒径求平均值）。 按公式（１）计算出洪水的河床

流速为 ６．２２ ｍ ／ ｓ；按公式（２）计算出洪水的平均流速

为 ７．４８ ｍ ／ ｓ。

采用曼宁公式［１０］求出洪水的平均深度 Ｄ
－
：

Ｄ
－
＝

Ｖ
－
ｎ
Ｓ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５

（３）

式中 Ｖ
－
为洪水的平均流速， ｎ 是河床的粗糙系数

取值为 ０．０４， Ｓ 是河床的坡率实测值为 ０．００５，可以计

算出洪水的平均深度为 ８．６８ ｍ。
采用公式（４）计算溃坝的最大洪峰流量：

Ｑｐ ＝ Ｖ
－
Ａ （４）

式中 Ｖ
－
为洪水的平均流速， Ａ 为溃口洪水形成的

断面面积。 以现今残留溃口的几何形状作为参考，西
岸坡度取 ４０°，东岸坡度取 ７０°。 野外测量确定溃口

底宽 １５９．４ ｍ，顶宽 １７２．９ ｍ，求得溃口的过水断面面

积 Ａ为 １ ４４２ ｍ２。 按公式（４）计算出溃坝洪水最大流

量为 １０ ７８６ ｍ３ ／ ｓ。 据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竹巴龙水

文站的实测资料统计［４３］，该河段常年平均流量约为

９４３ ｍ３ ／ ｓ。 由此说明，堰塞湖溃决形成的最大洪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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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约是常年流量的 １０ 倍，当时可能发生的是万年一

遇的异常大洪水。

５　 结论

我们在雪隆囊滑坡坝的下游发现的 ６ 处混杂堆

积体，综合混杂堆积体中的物质组成、地貌结构和沉

积特征来看，可以判定这些混杂堆积是滑坡堰塞湖的

溃坝堆积物。 雪隆囊滑坡坝、坝体上游湖相沉积和坝

体下游溃坝堆积的这套完整沉积组合则为研究大型

滑坡堰塞湖溃坝洪水灾害的形成过程以及山地环境

演变提供了丰富的原型。 主要结论如下：
（１） 在全新世晚期金沙江上游雪隆囊河段发生

过一次明显的堰塞事件，形成了一个大型堰塞湖（湖
水体积约 ３．１×１０８ ｍ３）。 结合该区的区域活动构造、
古气候及滑坡年代学等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地震诱发

大型滑坡是导致这一堰塞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堰

塞湖形成后大约在 １ １１７ Ａ．Ｄ．发生了一次大溃坝，并
形成了十分罕见的异常大洪水。

（２） 在雪隆囊滑坡坝体下游发育的几处混杂堆

积体为溃坝堆积，是由坝体及上游河床物质在坝体溃

决后快速堆积而成。 溃坝堆积体除了具有支撑—叠

置构造、叠瓦构造和杂基构造等沉积特征外，还具有

一种特殊的沉积构造———“互层构造”：即在垂向剖

面发育粗粒层（砾石层）与细粒层（砂砾层）的韵律互

层，而中间缺少砾或砂的透镜体。 这种沉积构造可以

作为溃坝堆积相区别于冲—洪积相、泥石流相等的一

种重要判别标志。
（３） 采用水力学模型反演确定雪隆囊古滑坡堰

塞湖部分溃坝的洪水平均流速为 ７．４８ ｍ ／ ｓ，最大洪峰

流量为 １０ ７８６ ｍ３ ／ ｓ。 开展堰塞湖溃坝堆积体的研究

可以获得有关溃坝洪水的沉积学信息和水力学参数，
加强堰塞湖溃坝堆积体的沉积学及水动力学机制方

面的研究，其对于认识滑坡堰塞湖溃坝洪水的演进过

程以及山地环境演变规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

为现代重大地质灾害的预测预报和风险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
致谢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刘宏、陈松、刘统

族、黎艳和刘丽娜等同学参加了野外工作，在此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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