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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文地质是影响建设工程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水文地质评价主要是研究工程区地层分布及土质特征

及工程区水化学类型等'本文通过对工程区水文地质特性的分析及地质评价'为本区域工程建设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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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柳河-甘井子.龙头堡/河道治理工程位于抚顺

市清原县辖区内$工程总长度 &H(R;% 本次勘察的起

始桩号 % b%%% 位于龙头堡村附近$终止桩号 & b(%%

位于甘井子村下游南山城西公路桥%

#(区域地质概况

$H#!地形地貌

柳河流域南高北低$流域现状呈上宽下窄$流域内

群山环抱$植被良好$上游为山地$山势陡峻险要$下游

相对平缓% 区内属于辽东中低山区$河谷呈宽阔的不

对称"?#字形$河流曲折$两岸山体较陡$植被较发育%

按地貌成因及形态可分为中低山区&山麓斜坡堆

积&河流侵蚀堆积%

中低山丘区!分布河谷两侧$多呈"?#字形$脊顶

多为呈长梁状&尖顶状$树枝状水系$植被较发育%

山麓斜坡堆积!呈不对称带状分布于低山丘陵前

部$为剥蚀堆积$呈缓坡台地式向河谷倾斜$前缘与漫

滩相接$后缘为近代堆积物$远处为低山丘陵地形%

河流侵蚀堆积!分布于河流两岸$由河床与漫滩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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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地质构造与地震

工程区位于中朝准台地-

%

/胶辽台陇$铁岭.靖

宇台拱$龙岗断凸$浑南太古宙的地台区%

第四系以来$该区处于整体抬升时期$没有较大地

震发生$具有相对稳定性%

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Fa#&"%).$%#(/$

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小于 %H%(($相应地震基本

烈度小于
5

度%

%(工程区地质条件

"H#!工程概况

本次勘察范围为柳河甘井子村.龙头堡段河道$

为柳河河流冲洪积河漫滩及一级阶地地貌%

现状河道两侧为村镇及耕地$场地地势起伏$总体

走势南高北低$现场测量钻孔处地表高程为 "*%H&$ T

+%)H(;$相对高差为 #(H)&;%

"H$!工程区地层分布及土质特征

勘察表层为人工回填的杂填土层$其下为河流冲

积层位$下伏基岩为花岗混合岩% 根据钻探揭露$地层

自上而下依次为!

6H杂填土-0

;=

+

/!杂色$松散状态$湿.饱和$主要

由黏性土&砂土&碎石等组成% 局部主要以黏性土为

主$含砂$混少量碎石% 层厚 %H" T(;$层底高程

"&&H+" T+%"H();% 该层在场地内分布连续$所有钻孔

均揭露到该层%

BH粉质黏土-0

6=

+

/!黄褐色$软塑状态$湿$团聚结

构$层状构造$摇震反应无$切面有光泽$干强度韧性中

等$层厚 $H$ T$H(;$层底埋深 $H* T"H+;$层底高程

"*%H)+ T"*'H)#;% 该层在场地内分布不连续$仅少数

钻孔揭露到该层%

;H粗砂-0

6=

+

/!黄褐色$稍密状态$湿.饱和$单粒

结构$层状构造$粒径大于 %H(;;的颗粒含量占全质

的 (%S以上$成分为长英质% 揭露层厚 %H+ T"H);$层

顶埋深 %H' T"H";$层顶高程 "&&H+" T"**H$";% 该层

在场地内分布不连续$部分钻孔揭露到该层%

EH圆砾-0

6=

+

/!黄褐色$稍密状态$砾石由花岗岩&

脉岩等组成$磨圆稍好$呈亚圆形$粒径大于 $;;的颗

粒含量占全质的 )%S左右$最大粒径约为 )%;;$孔隙

充填物为中粗砂% 层厚 #H+ T+H&;$层底埋深 $H& T

'H';$层底高程 "&'H'$ T"**H"%;% 该层在场地内分

布连续$所有钻孔均揭露到该层%

AH全风化花岗混合岩-D4/!黄褐色$全风化$中粗

粒变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云

母等$风化强烈$呈碎块状及砂砾状$较易钻进% 层厚

%H" T%H);$层底埋深 "H$ T&H%;$层底高程 "&'H$$ T

"*&H');$该层在场地内分布连续$所有孔均揭露到

该层%

:H强风化花岗混合岩-D4/!黄褐色$强风化$中粗

粒变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为长石&云母等$节

理裂隙发育$风化强烈$呈碎块状$冲击钻进困难% 最

大控制深度 #H%;$层顶埋深 "H$ T&H%;$层底高程

"&'H$$ T"*&H');%

"H"!工程区水文地质条件

经勘察$场区内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砂砾卵

石层中$为第四系松散层孔隙潜水$水质与河水水质相

同$水化学类型为@[e

"

,Ge

+

.[6,mbE6型$对混凝

土无侵蚀性% 勘察期间钻探揭露的地下水埋深变化在

%H# T+H(;$稳定水高程 "&*H&$ T+%"H&);% 该区地下

水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及河水补给% 地下水与地表水

水力联系密切$地下水水位随河水涨跌而升降明显%

本地区标准冻深 #H(;$最大冻深 #H)*;%

'(工程区地质评价

勘察区内除河道两岸表层杂填土层较发育外$其

他部位原始地层保留较好$厚度&分布变化不大$具有

连续性% 根据本次勘察原位测试及试验结果分析!勘

察区砂砾卵石层发育$为主要含水层$渗透稳定性和冲

刷能力良好$具有一定的密实稳定性和承载力$砂土无

液化现象%

+H#!渗透稳定分析

依据颗分结果$本场地主要地层为碎石土层$大部

分土样不均匀系数小于 ($细颗粒含量 $(S

%

M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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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经综合比较分析后$判定场地土的渗透变性类

型为过渡型% 允许水力比降按经验值取值 %H$(%

+H$!沉降变性分析

工程区内土层一般为中等.低压缩性土$拟建工

程对地基承载力要求不高$基本不存在沉陷问题%

+H"!堤基土液化判别

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小于 %H%(($相应地震

基本烈度小于
5

度% 根据勘察结果$场区主要分布有

粗砂及圆砾层$依据(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Fa(%+&'.$%%&/$性状较好$不存在液化土%

+H+!岸坡工程地质条件及评价

根据拟整治河道现状情况$柳河两岸多为无堤段%

根据现场坑探资料及工程地质测绘成果$并综合考虑

水流条件&岸坡地质结构&水文地质条件&岸坡现状和

历年的险情等$对岸坡稳定性分为以下四类!

6H稳定岸坡!岸坡土体抗冲刷能力强$无岸坡失

稳迹象%

BH基本稳定岸坡!岸坡土体抗冲刷能力较强$历

史上基本未发生岸坡失稳事件%

;H稳定性较差岸坡!组成岸坡土体抗冲刷能力较

差$历史上曾发生小规模岸坡失稳事件%

EH稳定性差岸坡!组成岸坡土体抗冲刷能力较

差$历史上曾发生岸坡失稳事件$具严重危害性%

根据(堤防工程地质勘察规程)-GW#&&.$%%(/的

判别方法判定岸基!

&

层粗砂渗透变形为流土型$允许

水力比降建议值分别为 %H+&%H"('

'

层圆砾渗透变形

为管涌型$允许水力比降建议值为 %H((%

柳河左右岸偏滩较多$岸坡一般高出主河床 # T+;$

凹岸一侧一般距离岸脚较近$最近的可达几米$其受河

水冲刷影响明显% 经调查及附近钻孔揭露$总体上柳

河两岸岸坡地层岩性以粗砂&圆砾为主$地层抗冲能力

较差% 若河水加剧对凹岸一侧的冲刷$会缩短与岸坡

脚的距离$并进一步危害两岸岸坡的安全% 本次勘察

根据河道的走向&河水对两岸的冲刷关系&河道距两岸

岸坡的距离等$初步统计出可能出现险工的堤段$见表

#% 经统计$柳河险工段共 #% 处$总长 #%&+&;%

表 $( 柳 河 治 理 段 险 工 统 计

序 号 桩!!号 长度V; 位!置 地质结构类型 险!工!特!征

# W& b$&& TW& b()' $'*

$ \& b$)"H( T\& b(%*H( $+)

" \& b##" T\& b$%( *$

+ W& b#"' TW& b$$* *$

( W" b"#$ TW' b&"' +($(

) \$ b+&$ T\) b)#" +#"#

' \# b+&& T\# b)*% $%$

& W% b&)% TW# b$$" ")"

* \% b+#" T\% b&'' +)+

#% W% b%%% TW% b+(+ +(+

甘井子村下

游侧至龙头

堡村下游侧

双层结构

局部崩岸$危及岸坡

局部崩岸$危及岸坡

局部崩岸$危及岸坡

局部崩岸$危及岸坡

局部崩岸$危及岸坡

凹岸冲刷$局部崩岸$危及岸坡

支流汇入兑岸

凹岸冲刷$局部崩岸$危及岸坡

凹岸冲刷$局部崩岸$危及岸坡

凹岸冲刷$局部崩岸$危及岸坡

合!计 #%&+& ! ! !

!!根据岸坡稳定性分类原则$将柳河治理段岸坡工

程地质条件分类分为四类!稳定岸坡&基本稳定岸坡&

稳定性较差岸坡和稳定性差岸坡% 其中稳定性较差岸

坡和稳定性差岸坡累计长分别为 ()#+;&($"+;% 柳河

治理段岸坡分类统计见表 $%

/(结论及建议

依据勘察结果$结合地区经验$综合比较分析后$

判定场地土渗透变性类型属过渡型$允许水力比降按

经验值取值 %H$(% 勘察区内地层的上部原始地层保

留少$下部地层多为原始地层$分布 !下转第 )" 页"

,*%,



表 ,(考核因子相关系数(权重分析

考核目标

值E

%

$H%

$H% T

$H(

$H( T

"H%

"H% T

"H(

"H( T

+H%

+H% T

+H)

考核结果 极差 差 较差 中等 良 优

.(结(论

本文使用上海奉贤区四团镇河道污染调查结果$

分析了河道治理绩效评价与河道污染因子之间的相关

性$得出如下结论!

6H河道污染源的清除及污染源污染路径阻断为

河道治理绩效考核的第一源头要素%

BH对各污染因子治理的力度-治理比例/直接影

响着河道治理的效果%

;H利用污染因子的权重&治理比例及其与治理效

果的相关系数$按公式-#/确定河道治理的绩效考核

目标值是切实可行的$且该考核目标值良好有效地反

映了河道污染治理状况$也与水质的优劣紧密相关%

EH不同区域可按本文提供的考核方法结合所在

地区的河道实际污染现状进行治理和考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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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柳 河 治 理 段 岸 坡 分 类 统 计

序

号
桩!!号

长度V

;

类!!别 加固措施与否

# W& b$&& TW& b()' $'* 稳定性差岸坡 建议护岸加固

$ \& b$)"H( T\& b(%*H( $+) 稳定性差岸坡 建议护岸加固

" \& b##" T\& b$%( *$ 稳定性差岸坡 建议护岸加固

+ W& b#"' TW& b$$* *$ 稳定性差岸坡 建议护脚加固

( W" b"#$ TW' b&"' +($( 稳定性差岸坡 建议护岸加固

) \$ b+&$ T\) b)#" +#"# 稳定性较差岸坡 建议护岸加固

' \# b+&& T\# b)*% $%$ 稳定性较差岸坡 建议护岸加固

& W% b&)% TW# b$$" ")" 稳定性较差岸坡 建议护岸加固

* \% b+#" T\% b&'' +)+ 稳定性较差岸坡 建议护岸加固

#% W% b%%% TW% b+(+ +(+ 稳定性较差岸坡 建议护岸加固

较均匀$渗透稳定性和抗冲能力较好$根据场地工程地

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及建筑物的结构特点$建议采用

粗砂层或圆砾层或强风化花岗混合岩层作为拟建筑物

的基础持力层% 坐落于砂土及碎石土上的基础须做防

渗处理$为防止冲刷$边坡采用适当防护措施% 工程所

需的块石料外购$砂砾料可在当地就地取材$运距不

远$料场至工程区交通条件良好$料场储量较丰富$质

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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