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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包裹体法在岩体滑坡周界预测中的应用
徐金明

孙昆仑

（上海大学，上海 ２０００７２）
摘要：岩体滑坡是岩体变形与破坏状态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岩体中流体包裹体参数及其变化是反映这一状态变
化的重要微观指标，研究这些参数及其变化可以确定岩体滑坡的滑动周界。以浙江省湖州市白鹤岭滑坡为例，分
析 １６ 个测试样本的流体包裹体迹面特征参数 （包括张开度、粗糙度系数和分布密度） 和包裹体热动力学参数
（包括水溶液包裹体和 ＣＯ２－ Ｈ２Ｏ 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和流体密度），使用聚类分析与对应分析对反映流体包裹体迹
面特征的样本、指标和滑坡周界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提出分类标准和聚类方法的建议。结果表明，１６ 个测试
样本分为 ３ 类比较合适，３ 种样本类型与稳定区、滑坡周界、滑动区基本一致，样本、指标和滑坡周界之间具有
较好的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确定岩体滑坡周界的一种新方法：流体包裹体方法。这一方法将为岩体滑坡
的分析与预测提供一条具有良好前景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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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滑坡一直是我国山区建设中面临的重大问

同位置颗粒分布具有比较明显的规律性， Ｂｕｓｏｎｉ 等

题，确定岩体滑坡周界又是滑坡研究中的重中之重。
传统确定方法主要是分析宏观、细观地质特征及相关

研究了地表物质的迁移与侵蚀形式［４］；而在山体滑坡

参数，Ｆｕｒｉａｎ 等［１］研究了滑坡过程中不同位置处成分

岩石边坡工程的加固机理和设计参数，张强勇等 ［６］

的空间分布规律，兰恒星等［２］进行了 ＧＩＳ 支持下降雨

使用三维岩锚柱单元模型研究山体滑坡治理效果。但
这些宏观分析研究方法费时费力、准确性也不是很高。

［
３］

型滑坡危险性空间分析预测，Ｃａｓａｇｌｉ 等发现滑坡不

治理方面，张布荣［５］使用“串层锚杆”研究了倾倒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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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滑坡过程也会在显微构造方面有许多表现。
岩体变形破坏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显微裂隙可以捕获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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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流体介质而形成流体包裹体，微裂隙所对应的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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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称为流体包裹体迹面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ｅ，简作
ＦＩＰ）。ＦＩＰ 保存了构造变形活动的信息、对于地质动
力环境反映十分敏感 ［７－ ８］，不同性质断裂内的流体包
裹体数量、粒径、气液比等具有不同特点［９］，岩石微
小裂缝形成过程基本都可以在流体包裹体中找到相应
证据［１０］，变形、位移、位错、破坏活动迹象在 ＦＩＰ 均
有信息反映［１１－ １２］。测定 ＦＩＰ 迹面特征参数和热动力学
参数变化，可以推算热动力参数变化过程、揭开岩体
变形破坏历史的“密码”、了解构造应力与变化对滑
坡产生过程的影响。
本文对流体包裹体迹面特征参数和包裹体热动力
学参数进行了类别分析与对应分析，提出了确定岩体
滑坡范围的一种新方法——
—流体包裹体方法。

１ 数据和方法
岩体的变形或破坏，不仅使 ＦＩＰ 特征参数 （包括
长度、形态、贯通性、闭合性、粗糙度、交叉组合网
络性质等） 发生变化、也使包裹体热力学性质参数
（包括形成温度、压力、流体密度、主要成分、氧逸
度等） 因封闭流体泄漏而发生改变，多组 ＦＩＰ 反映了
多次岩体变形作用和滑动过程。为了确定 ＦＩＰ 参数与
滑坡周界的关系，选取浙江省湖州市西北的白鹤龄滑

２００７ 年

坡进行研究，采样点分布见图 １。野外采集的定向标
本在室内沿水平方向切割并磨制成定向岩石薄片，利
用费氏五轴旋转台进行 ＦＩＰ 方位测定，对 ＦＩＰ 中包裹
体进行温度、盐度、成分等方面的测定。由于 ＦＩＰ 特
征参数和包裹体热力学性质参数比较多，研究时选取
具有代表性、易于测定的 ７ 个关键指标进行分析。这
７ 个指标是：ＦＩＰ 迹面特征参数 ，包括 ＦＩＰ 张开度
（μｍ）、粗糙度系数 ＪＲＣ 和分布密度 （条／ｃｍ３），这 ３ 个
参数分别以 ｘ１、ｘ２、ｘ３ 表示；包裹体热动力学参数，
包括水溶液包裹体均一温度 （℃）、ＣＯ２－Ｈ２Ｏ 包裹体
均一温度 （℃）、水溶液包裹体流体密度 （ｇ／ｃｍ３） 和
ＣＯ２－Ｈ２Ｏ 包裹体流体密度 （ｇ／ｃｍ３），包裹体均一温度
在冷热台上直接测定求出，包裹体密度利用水溶液或
ＣＯ２－Ｈ２Ｏ 计算公式分别求出，这 ４ 个参数分别以 ｘ４、
ｘ５、ｘ６、ｘ７ 表示。虽然这些微观指标都直接或间接地
反映了岩石的变形破坏过程，但目前尚难以建立它们
与滑坡周界的准确定量关系，因此，本次研究主要采
用样品聚类分析和对应分析方法。
聚类分析包括样品聚类 （也叫 Ｑ 型聚类） 或指
标聚类 （也叫 Ｒ 型聚类） 两大类。为避免不同量纲
对聚类结果的影响，样品聚类前对原始数值进行标准
化处理、计算样本或指标之间的距离使用欧氏距离，
聚类时首先挑出样品对、使用加权平均方法删除原有

图 １ 研究区域及数据采集位置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 ｅａ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两个样品并形成一个新样品、重复这一步骤直至归为

简明的对应关系、 ｛ｚｉｊ｝对指标和样本是对等的，可以

一类。

使用 Ｆ 的结果计算 Ｇ 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通过分
析同一平面上的指标和样品散点图对指标和样品进行
分类。

对应分析时，将 ｐ 个指标、ｎ 个样品的原始数据
矩阵 Ｘ＝｛ｘｉｊ｝｛ｉ＝１，．．．ｎ，ｊ＝１，
．．．，ｐ｝ 转换为矩阵 Ｚ＝｛ｚｉｊ｝［１３］：
ｎ

ｐ

ｎ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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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ｌ ＝ １ ｋ ＝１

由于指标和样本间的协方差阵 Ｆ ＝ＺＺ′
、Ｇ＝Ｚ′
Ｚ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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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时必须确定类个数，根据 Ｒ２ 统计量、
半偏 Ｒ２ 计算结果、伪 Ｆ 统计量或伪 ｔ２ 统计量得到的
聚类结果个数和聚类结果总有一些差别，统计学上还
没有很好解决［１３］。实际类别数为 ３～５ 时通常就已足
够、且类间样品对标准化均方根距离 Ｄｓ 在较小类别
数 Ｎｃ 时总是随 Ｎｃ 增加而降低。为实用计，作者提出
一个根据 Ｄｓ 增加率 Ｄｓｒ 来决定类别数的方法，Ｄｓｒ 定
义是
Ｄｓｒ ＝（Ｄｓ， ｎ－ １－ Ｄｓ， ｎ）／Ｄｓ， ｎ－ １
（２）
式中：Ｄｓｎ 与 Ｄｓ，ｎ－ １ 分别为聚类数为 ｎ 和 ｎ－ １ 时的标准
化均方根距离。
使用不同方法时类间样品对标准化均方根距离增
加率与类别数之间的比较见图 ２。由图 ２ 可以看出，
当 Ｎｃ 从 １ 开始增加时，若取 Ｄｓｒ 小于 ０．２０ 的前一聚
类数进行分类，则对大多数 Ｎｃ 来说所得类别数基本
一致 （Ｎｃ 小于 ６ 时则类别数完全一致）。因此，我们
建议，从实用、易于操作角度出发，取 Ｄｓｒ 小于 ０．２０
的前一聚类数作为类别。采用这一标准时不同聚类方
法的类别判定结果虽有差别、但与统计学上根据不同
统计量判定出的结果基本一致。根据不同聚类的比较
结果 （见图 ２），采用类平均法进行样品聚类分析效
果更好一些。因此，本次研究采用类平均法进行聚类
并采用 Ｄｓｒ 小于 ０．２０ 的前一聚类数作为类别数。

·７１·

归为两类 （见图 ３），则 Ａ 类和 Ｂ 类归为类别 Ｉ、Ｃ 类
归为 ＩＩ，Ｉ 类和 ＩＩ 类的分界线恰恰就是实际滑坡周
界。两种分类方案中，前一种更符合统计学原理、后
一种更复合实际情况，１０ 号和 １４ 号样本为异常样
本、但都分布在滑坡周界附近。

图 ３ 样品聚类分析的聚类谱系图
Ｆｉｇ． ３ 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 ｕｍ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Ｆｉｇ． ４

２．２

图 ４ 样品类别空间位置与滑坡周界的关系
Ｔｈｅ ｒ 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 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包裹体类别与指标对应分析
惯量和卡方分解结果见表 １。从表 １ 可以看出，

第 １ 特征根解释了信息量的 ６２．７２％，第 ２ 特征根解
释了信息量的 ３１．４５％，两者之和为 ９４．１７％，因此，
用二维图形完全可以表示两指标信息 （且以第 １ 维度
为主）。
图中，Ｄｓｒ 为类间样品对标准化均方根距离增加率，Ｎｃ 为类别数

图 ２ 不同方法距离增加率下样品聚类结果
Ｆｉｇ． 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 ｆｒ 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ｎｏｒ 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白鹤龄滑坡流体包裹体的样品聚类谱系图见图
３。由图 ２ 和图 ３ 可以看出，１６ 个样品可以分为 ３
类。如果将这 ３ 类分别以 Ａ、Ｂ、Ｃ 来表示，则样本
编号为（２，
５，
９，１３）、（１，
４，
８，１０，１２）、（３，６，
７，１１，１４，１５，
１６） 分别归属于 Ａ、Ｂ、Ｃ ３ 类。把这些样本及其类别
放在平面图上来表示 （见图 ４），则聚类结果与滑坡
周界基本一致：Ａ 类样品分布在滑坡周界外侧的稳定
位置，Ｂ 类样品大致相当于滑坡周界位置，Ｃ 类样品
大多位于滑动体内。同时我们还发现，若把全部样品

Ｔａｂｌｅ １

表 １ 惯量和卡方分解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ｅｒ ｔ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 Ｓｑｕａｒ 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奇异值

惯量

χ２

百分比

０．０４５８５

０．００２１０

１５．６２６６

６２．７２

０．０３２４７

０．００１０５

７．８３５０

３１．４５

０．００９５６

０．００００９

０．６７８８

２．７２

０．００７８９

０．００００６

０．４６２５

１．８６

０．００６４７

０．００００４

０．３１１３

１．２５

０．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

两维度内的样品和指标的坐标与统计量计算结果
见表 ２，表中 Ａ１￣Ａ１６ 和 Ｂ１￣Ｂ７ 分别为样本编号与指
标编号。图 ５ 为样本与指标的对应分析图 （根据表 ２
中各样品及指标与第 １、第 ２ 维度关系作出），图中
还标出了前面的样品聚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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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两维度内样本和指标的坐标与统计量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ｏｒ ｄｉｎ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 ａｍｅｔｅｒ ｓ ｉｎ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对总特征根

最大贡献率

的贡献（％）
０．０７２１

所在维度
１

样本／指标编号

第 １ 维度

第 ２ 维度

Ａ１

－ ０．０６２１

０．０１５３

Ａ２

－ ０．０４９０

－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５５２

Ａ３

－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３８８

Ａ４

－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９

Ａ５

－ ０．０５１４

－ ０．０３５３

Ａ６

０．０５８９

Ａ７

０．０４９３

Ａ８
Ａ９

维度贡献率
对第 １ 维度
０．１０１５

对第 ２ 维度
０．０１２２

１

０．０６７９

０．０３７９

２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５１３

１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６９３

１

０．０７４０

０．０６９６

－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７３５

１

０．１１１７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５５０

１

０．０８２７

０．００８４

－ ０．０７９１

０．０４０５

０．１３０８

１

０．１５３９

０．０８０６

－ ０．０４３７

－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５１５

１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３４４

Ａ１０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７５３

０．１０５１

２

０．０００５

０．３１６６

Ａ１１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３５５

１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０３７

Ａ１２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３２１

２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４５９

Ａ１３

０．００３７

－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４１

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７

Ａ１４

－ ０．００５６

－ ０．０６２６

０．０７９７

２

０．００１０

０．２５０６

Ａ１５

０．０４５７

－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６４８

１

０．０６９９

０．０６５１

Ａ１６

０．０６６５

０．００８９

０．１０２７

１

０．１５７３

０．００５６

Ｂ１

－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２７４

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７

Ｂ２

－ ０．０２９８

－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２２５

２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６２

Ｂ３

０．０９５５

０．０２６６

０．４８４５

１

０．７１６８

０．１１０８

Ｂ４

－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３４１

０．２７９３

２

０．２５６２

０．３７５７

Ｂ５

－ ０．００３１

－ ０．０３３３

０．１５９６

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５０２２

Ｂ６

－ ０．０９２１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１１５

１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１６

Ｂ７

－ ０．１１４５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１５１

１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２９

（ＦＩＰ 张开度）、ｘ２ （ＦＩＰ 粗糙度系数）、ｘ４ （水溶液包
裹体均一温度）、ｘ５ （ＣＯ２－Ｈ２Ｏ 包裹体均一温度） 与各
样品的关系比其他指标更为密切，这与前面指标聚类
的结果基本一致。ＣＯ２－Ｈ２Ｏ 包裹体均一温度更为重
要，说明滑坡过程对包裹体流体成分与均一温度都会
产生较大影响。由于 ｘ２ 和 ｘ５ （尤其是 ｘ５） 在聚类分
析和对应图中具有重要地位，实际测定过程中要特别
注意 ＦＩＰ 粗糙度系数和 ＣＯ２－Ｈ２Ｏ 包裹体均一温度 （尤
其是后者） 的测定。ＦＩＰ 张开度和粗糙度系数可在现
场方便获得、包裹体均一温度也可在实验室使用显微
图 ５ 样本与指标的对应分析图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ｃｏｒ ｒ 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ｃｅｓ

由表 ２ 和图 ５ 可以看出，在 １６ 个样本中，样本

测温等技术较快获得，因此，通过室内外测定 ＦＩＰ 参
数及其变化将为分析与预测岩体滑坡提供一种具有良
好应用前景的方法。
２．３

使用流体包裹体参数确定岩体滑坡周界过程

１０ 和 １６ 对总特征根的贡献最大 （这可能与这两个样
本处于滑动周界附近有关），７ 个指标中的 Ｂ３ （分布

对于指定岩体边坡，根据上述 ＦＩＰ 特征参数和包
裹体热力学参数的类别分析与对应分析结果，可以

密度）、Ｂ４ （水溶液包裹体均一温度）、Ｂ５ （ＣＯ２－Ｈ２Ｏ
包裹体均一温度） 对总特征根的贡献较大，各个类别

得到使用流体包裹体方法确定岩体滑坡周界的一般
过程：

（样品和指标在 ４ 个象限中的分布关系） 不是分得很
开，从 ３ 类样品的分布可以看出，Ａ、Ｂ、Ｃ ３ 类在对

（１） 在现场选择多个位置定向采集流体包裹体
样本。

应分析图中依次出现，两个维度与 ３ 类样品具有很好

（２） 在室内测定流体包裹体 ７ 个指标，测定时特

的相关关系。
就 ７ 个 指 标 与 １６ 个 样 品 的 相 关 关 系 来 说 ， ｘ１

别注意 ＦＩＰ 粗糙度系数和 ＣＯ２－Ｈ２Ｏ 包裹体均一温度
（尤其是后者） 的准确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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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各样品及其相应指标进行样本聚类成 ３
类，根据样品高程位置由高到低分别称为 Ａ、Ｂ、Ｃ
类，Ｂ 类所在位置连线即为可能滑坡周界；也可将
全部样本聚类成两类，将两类分界线作为可能滑坡
周界。
（４） 根据各样品及其指标聚类与对应分析，研究
与滑坡有关的主要微观指标及其变化，对滑坡发生时
间和多次滑动的可能性进行动态预报。

·７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ａ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ｐｅｎｎｉｎｅｓ：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６９： ８３－ ９７
［４］ Ｂｕｓｏｎｉ Ｅ， Ｓａｎｃｈｉｓ Ｐ Ｓ， Ｃａｌｚｏｌａｒｉ Ｃ， ｅｔ ａｌ． Ｍａｓ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ｈａｚａｒ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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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ｅｎａ， Ｉｔａｌｙ） ｃａｓｅ［Ｊ］． Ｃａｔｅｎａ， １９９５， ２５：１６９－ １８５
［５］ 张布荣． 倾倒型岩石边坡工程加固的研究［Ｊ］． 土木工程学
报， １９９５， ２８ （５）： ７０－ ７５ （Ｚｈａｎｇ Ｂｕｒｏ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ｔｏｐｐ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ｓｌｏｐｅ［Ｊ］． Ｃｈｉｎａ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

结

语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５， ２８（５）： ７０－ ７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张强勇， 向文， 朱维申， 等． 三维损伤岩锚支护模型在深圳

（１） 本文提出了确定岩体滑坡周界的微观分析方
法－ 流体包裹体方法，分析参数是流体包裹体迹面特
征参数 （包括张开度、粗糙度系数和分布密度） 和包
裹体热动力学参数 （包括水溶液包裹体和 ＣＯ２－Ｈ２Ｏ 包
裹体的均一温度和流体密度），分析方法为样品聚类
和对应分析结果的综合评判。
（２） 使用流体包裹体方法确定岩体滑坡周界时，
流体包裹体参数中要特别注意流体包裹体迹面粗糙度
系数和 ＣＯ２－Ｈ２Ｏ 包裹体均一温度 （尤其是后者） 的测
定，确定样品类型时建议采用类平均法、取类间样品
对标准化均方根距离增加率小于 ０．２０ 的前一聚类数
作为类别数。
（３） 根据样品聚类类型分布与滑坡周界的一致性
可将样品聚类结果进行岩体滑坡周界的大致划分、再
根据对应分析结果综合确定。
（４） 确定岩体滑坡周界的流体包裹体方法将从
微观方面为有关自然灾害问题的分析研究开辟一条新

大南山山体滑坡治理工程中的应用 ［Ｊ］． 土木工程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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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报， ２００３， ２２ （６） ： ８９９－ ９０４ （Ｌｉｎ Ｗｅｉｒｅｎ， Ｓｈｕｎｎｉｃｈｉ Ｓ，

海同济大学地下建筑与工程系刘斌教授提供，特此

Ｍａｎａｂｕ Ｔ， ｅｔ 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ｉｎ

感谢。

Ｉｎａｄａ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及其导致高温条件下微小裂缝的形成 ［Ｊ］． 岩石力学与工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３， ２２ （６） ： ８９９－ ９０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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