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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广昌县甘竹惠民水库地质条件
分析与评价

孙一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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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竹惠民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供水为主兼顾防洪等综合利用的小!!$型水利枢纽% 库区为构造剥蚀丘

陵河谷地貌"以孔隙性潜水和基岩裂隙水为主"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 本文从库区地质问题&重力坝地质条

件&附属工程地质条件三个方面对水库的地质条件进行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该坝址区满足水库建设的地质条件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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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昌县甘竹惠民水库位于县北部的甘竹镇答田

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V!Om$$n&北纬 #)V'(m#(n+ 坝址

坐落于抚河流域盱江洽港水支流上"坝址以上控制流

域面积 !)%O[F

#

"水库总库容 W!M%# 万F

$

"是一座以灌

溉&供水为主兼顾防洪等综合利用的小#!%型水利枢

纽+ 水库于 #&!$ 年开始工程地质勘查工作"现对其地

质概况&库区地质问题分析&重力坝地质条件评价以及

附属工程地质条件分析论述如下+

$&地质概况

!%!"地形地貌

水库工程区为构造剥蚀丘陵河谷地貌+ 边坡较为

平缓"局部陡峭"河谷多呈'o(形"植被良好"自然边坡

基本稳定"局部有小型滑塌"前期地质调查未见较大规

模的滑坡&泥石流等不良物理地质问题+

!%#"地层岩性

水库测区出露下第三系和第四系地层!

,"%,



6%下第三系新余群二段#aU9

#

%!棕红色含砾砂

岩"钙质胶结"粒状结构"层状构造"工程区均有分布+

A%全新统冲洪积层#7

8?

(

%!二元结构"上部黏性

土"主要为含砂黏土$下部为砂性土"以中&粗砂为主+

主要分布于沟谷及河床+

2%全新统残坡积层#7

A?

(

%!主要为碎石土&含碎石

壤土"见于山麓&谷坡地带+

!%$"水文地质

库区内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无霜期

长"雨水充沛+ 据县气象站实测资料统计"多年平均降

雨量 !M#'FF+ 区内地下水类型主要为松散地层的孔

隙性潜水和基岩裂隙水+ 孔隙潜水埋藏于残坡积层和

冲积层"前者富水性差
)!*

"后者富水性好+ 基岩裂隙水

埋藏于基岩裂隙中"富水性差
)#*

+ 地下水受大气降水

补给"向河道排泄+

!%("地质构造

水库工程区位于华南褶皱系&赣中南褶隆&武夷隆

起&宁都-南城拗断束构造单元"为北东向狭长断陷盆

地"区内未见大断裂构造+

据0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1 #.R!O$&)-#&!'%"

库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地震动反应谱特征

周期为 &%$';"区域稳定性好
)$*

+

#&库区地质问题分析

#%!"水库渗漏

库区周边山体较为雄厚"区内无深切沟谷"库周岩

性主要为下第三系含砾砂岩"岩体透水性较小+ 主坝

的左坝肩山体 *b' 孔地下水位高程为 !(M%(&F"主坝

上游面钻孔#补%*b$ 地下水位高程为 !$W%#)F"地下

水排泄于库内+

库区内未见大断裂构造切割库内河床"未见通向

下游支流的断裂构造$主坝&! 号及 # 号副坝孔内压水

试验显示" !'(%&&F以下基坑弱风化岩体透水率

Ni'2/"为弱透水层
)(*

"且副坝的坝线距离下游支流较

远"渗流半径大"水库建成蓄水后不会形成通往库外的

渗漏通道"水库渗漏量小+

#%#"库岸稳定

水库库岸的自然边坡基本稳定+ 库周植被及水土

保持状况良好"水库周边山坡以斜坡#坡角 !&Vf#'V%

及少量陡坡#坡角 $'Vf('V%为主"分布下第三系含砾

砂岩"岩体完整"风化层较薄"表层覆盖层也不厚+ 库

岸不具备大范围滑坡的地质条件"库岸总体稳定条件

较好+

#%$"水库淤积

库区植被发育"水土保持较好"岩体完整"残坡积

土分散性较小"汛期雨水季节河流流水较清"夹带泥沙

较少"水库淤积现象轻微"基本可不考虑库区淤积

问题+

#%("诱发地震

水库蓄水后库内水深相对两岸山体高度而言较

浅"库水壅高与自然状态下河流水位变化幅度差值较

小"地应力增加甚微+ 当地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水平

较低"无孕震构造分布"区域地质构造活动较弱+ 因

此"水库蓄水后地质环境改变较小"不存在水库诱发地

震的可能性+

,&重力坝地质条件评价

根据坝址地质条件及石料场分布情况"坝体现具

备重力坝&面板堆石坝&土石坝建设条件+ 经分析论证

可知"面板堆石坝坝顶长度略短"开挖处理工程量较

少"坝基工程地质条件略优"但其防渗长度大"所需石

料量大"石料运距远"总体地质条件比重力坝方案差$

土石坝基工程地质条件略优"但所需土石料量很大"运

距大于 #&[F"总体地质条件也比重力坝方案差"故本

文重点对重力坝地质条件进行评价+

$%!"可利用基岩面

坝址区左坝肩高程 !((%&&F以上存在 #%)F厚覆

盖层"右坝肩高程 !(O%M&F以上存在 #%!'F厚覆盖

,#%,

孙一涛P江西省广昌县甘竹惠民水库地质条件分析与评价""" """



层"岩性为含碎石壤土"该层允许承载力偏低
)'*

"工程

地质条件差"不宜利用+ 坝址区全&强风化岩缺失"出

露弱风化岩"弱风化基岩的岩体总体完整性好"饱和抗

压强度为 !'YZ8"基岩允许承载力可取)$* Q!%'YZ8"

设计建基面压应力取值 (&& fM&&[Z8"因此"弱风化基

岩允许承载力可满足重力坝的稳定和强度要求+ 建议

以弱风化岩体作为建基面+ 根据坝基岩体工程地质分

类"建基岩体质量可定为D

(

#

类+

$%#"坝基抗滑稳定

建基岩体为弱风化下第三系含砾砂岩"层状结构"

基岩饱和抗压强度 !'YZ8"属软质岩类"岩芯获得率

$QSQO&N fW&N"岩体完整+ 基岩节理延伸较短"切

割浅"节理多呈闭合状"无不利结构面发育"不存在坝

基深层抗滑稳定问题"坝基岩体较为稳定+ 因软质岩

强度低于坝体强度"坝基抗滑稳定主要受坝体与基岩

接触面控制
))*

"故坝基存在接触面浅层抗滑稳定问题+

$%$"坝基渗流分析

由钻孔压水试验结果可知"坝基开挖线以下弱风

化状基岩岩体的透水率存在差异+

弱风化岩体压水试验显示"左坝肩建基面以下存

在 &%'&F相对透水层"其透水率为 (%#! f(%OO2/"属

相对不透水岩体+ 右岸建基面以下存在 #%&'F相对透

水层"其透水率为 (%!#2/"属相对不透水岩体+

两坝肩建基面下存在较薄相对透水层"两坝肩存

在轻微渗漏问题+ 建基岩体较为完整"裂隙开度小"基

本无填充"坝基基本不存在渗透稳定问题+

$%("边坡稳定分析

6%边坡稳定性评价+ 坝线河谷呈'o(形"横向谷"

两岸边坡基本对称"两岸属于陡峻坡"其中左岸高程

!(#%#)F以上坡度为 #MV"以下坡度为 )!V$右岸高程

!$!%$&F以上坡度为 #&V"以下坡度为 ()V+ 边坡岩体

相对完整"现场未见滑坡&滑塌等不良地质现象"边坡

整体基本稳定+

A%开挖边坡确定+ 根据坝址岩性的不同特点"建

议边坡开挖值见下表"在边坡开挖时"应根据实际情况

予以修正"当坡高大于 OF时"中间应设马道+

开 挖 边 坡 建 议 值 表

岩石风化程度 永久边坡值 临时边坡值

微-新基岩 !l&%#& f!l&%$& !l&%!& f!l&%#&

弱风化基岩 !l&%$& f!l&%'& !l&%#& f!l&%$&

强风化基岩 !l&%'& f!l&%M' !l&%(& f!l&%'&

残坡积层 !l!%'& f!l#%&& !l!%&& f!l!%#'

.&附属工程地质条件论证

(%!"施工围堰

围堰距离主坝上游&下游坝脚 #&%& f$&%&F"根据

坝址工程钻探资料及现场踏勘可知"在上游&下游施工

围堰范围内"河床上部覆盖一层 $%!&F左右粗粒土"其

下为强-弱风化基岩"强风化层渗透系数 >Q$%'O \

!&

h(

BFP;"具中等透水性"弱风化基岩渗透率为 NQ

$%O)2/"弱透水性"围堰基础地质条件相对较好+ 但河

床存在 $%&&F左右的粗砂强透水层"围堰施工时建议

进行防渗处理+

堰基岩体承载力可满足围堰堰体荷载要求"不存

在抗滑稳定问题+ 建议粗砂取 $

)允*

Q&%##YZ8"混凝

土P粗砂AQ&%(&$强风化基岩取 $

)允*

Q&%'&YZ8"混凝

土P岩石AQ&%#O f&%$("AVQ&%() f&%'&",VQ&%#& f

&%#'$弱风化基岩取 $

)允*

Q!%'&YZ8"混凝土P岩石 AQ

&%$O f&%(#"AVQ&%'& f&%''",VQ&%$' f&%(&+

(%#"放空隧洞

隧洞轴线位于主坝与 ! 号副坝之间"丘陵剥蚀地

貌"区内未见大规模断层&破碎带等不良地质分布+ 隧

洞轴线穿越最高山峰高程 !)'%&&F+ 隧洞沿洞轴线长

!((%'F"截面呈圆形"设计开挖直径 #%#&F"进口底板

高程 !$#%&&F"出口底板高程 !$&%&&F+

隧洞区揭露地层为下第三系和第四系"其中下第

三系新余群#aU9

#

%为含砾砂岩"红褐色-棕红色"层状

构造+ 第四系残坡积土层#7

A?̀:?

(

%为含碎石壤土"主要

,$%,



分布于拟建隧洞进&出口山脚处"层厚 '%'&F+

隧洞围岩岩层产状与坝址区相近"产状 -##VaP

-d

(

(!V+ 节理较发育"$ f' 条PF"产状 -#)VaP-d

(

$WV"多呈闭合状"局部裂隙微张"泥质填充"未发现

规模较大断层通过隧洞区+

地下水主要为埋藏于基岩裂隙中的裂隙潜水"在

强h弱风化带中透水性较强+ 洞身大都处在微风化 h

新鲜基岩中"岩体透水性弱"含水量不丰"水文地质条

件较好+

(%$"天然料厂

坝址附近砂&卵石料缺乏"工程所需砂&卵石料需

到县城采购+ 县城主河道有采砂场分布"采运方便"料

场砂料储量十分丰富"砂质量较好+ 取样分析显示"细

骨料含泥量为 &%'&N f&%)&N"细度模数为 #%O) f

$%'M"级配良好+ 水源地多为砂岩地貌"河道内卵石含

量较少"砂场几乎无卵石料储量"无法满足施工需求+

料场与坝址间有公路交通"运输方便+

坝址区岩石软化系数一般小于 &%M("抗风化性较

差"不易作为工程用料"且附近山体低矮"不利于开采+

工程所需石料需在县石料场采购"该料场以花岗岩及

变质岩为主"岩石质坚"室内试验显示"饱水单轴抗压

强度为 ''%MYZ8"比重 #%)&JPBF

$

"软化系数 &%MM+

坝址附近无黏土料场分布"需到距坝址 #&%&[F的

坪上土料场采挖"该料场土为低液限黏土"凝聚力 0Q

#'%&[Z8"内摩擦角#

Q#!%&V"最优含水$

Q##%&N"最

大干密度!

F8U

Q!%)(JPBF

$

"土质较好+ 现状有山路交

通"可以通车"开采方便+

D&结&语

甘竹惠民水库坐落于抚河流域盱江洽港水支流

上"是一座以灌溉&供水为主兼顾防洪等综合利用的

小#!%型水利枢纽+ 库区为构造剥蚀丘陵河谷地貌"

区内以孔隙性潜水和基岩裂隙水为主"地震动峰值加

速度为 &%&'.+

本文首先对库区地质问题进行论证"结果表明!地

下水多排泄于库内"坝基不存在大断裂构造$库岸边坡

稳定"不具备大范围滑坡条件$水库淤积现象轻微"不

存在库区淤积$库水壅高与河流水位变化幅度差值较

小"诱发地震可能性小+ 其次"对最适宜该地质条件的

重力坝进行地质条件评价!坝址区弱风化基岩允许承

载力满足稳定和强度要求"适宜作为建基面$抗滑稳定

受坝体与基岩接触面控制"坝基存在浅层抗滑稳定问

题$应在施工期间进行坝基固结灌浆处理"并进行抗滑

稳定复核计算$两坝肩建基面下存在较薄相对透水层"

两坝肩存在轻微渗漏问题+ 坝体施工期间应进行的帷

幕灌浆处理+ 最后"对施工围堰&放空隧洞&天然料场

等附属工程进行地质条件分析"对其施工措施&工程布

局&原料供给等提出了具体建议+ #&!( 年 ) 月 !$-!'

日江西省抚州市发改委&水利局在抚州组织召开了0江

西省抚州市广昌县甘竹惠民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1会+ #&!( 年 ) 月 !$ 日"该工程获得江西省广昌县

发改委审直批复"并进入初步设计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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