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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评估任务由来

受福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委托（详见附件 1），我院承担了本项目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任务。

二、评估工作的依据

1、业主提供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委托书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合同。

2、国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

3、国务院令第 394 号令《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03 年 11 月 24 日）；

4、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及附件《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技术要求》(国土资发[2004]69 号)；

5、福建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福建省地质图(1：50 万)说明书》

(1998.05)。

6、福建省区域地质测绘大队测制的《1:20 万区域地质图(福安幅)》及

其区域地质普查报告；

7、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福安市铁湖工业园区总体规划

（2018-2030）》 2018 年 09 月（下称《总体规划》）；

8、福建省建研勘察设计院提交的《铁湖机电配套工业小区二期(边坡)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铁湖机电配套工业小区道路（含水渠）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2012 年 10 月）

9、本次野外地质、工程地质、地质灾害专项调查和相关资料。

三、主要任务和要求

1、查明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基本特征；

2、查明工程建设区地质灾害的种类、分布、特征、形成条件、影响因素，

分析论证各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并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综合评估；

3、提出防治地质灾害措施与建议，并对建设用地适宜性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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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一、工程和规划概况

福安市人民政府于 2007 年 4月通过“安政办【2007】66 号”文，成立了

“福安市铁湖机电配套工业小区建设领导小组”以加强对铁湖工业园区的领

导与协调；于 2018 年 10 月公开“安政文【2018】420 号”文件，批复了《福

安市铁湖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18-2030）》。

拟建“铁湖机电配套工业小区道路”工程位于福安市铁湖村郊区，福安

市区南面 4km，城阳乡高坂村北面山地。规划用地面积 297.86hm2，其中一期

位于场地的中部，占地面积约为 600 亩，现已基本完成建设；二期位于一期

的外侧，占地面积约为 900 亩，正在建设中。

根据建设方提供的《福安市铁湖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18-2030）》，北

部的岩角亭片区、中部的机电配套产业片区和南面的居住配套区三个相对独

立又紧密联系的“片区”，西南的建筑材料、冶金工业组团相对独立。中部

的机电配套产业片区和南面的居住配套区分别通过10m、16m车行道路相联系。

中部的机电配套产业片区以南北向的 24米大道及东西向 16m 次干道为骨架，

结合水系等的分隔，形成四个工业组团，西南部结合现状汉邦混凝土、同康

及化蛟石板材等形成建筑材料、冶金工业组团；南部的居住配套区临 104 国

道，结合高坂村改造，布置居住、公共配套设施等用地，配套工业园区；在

西北部规划住宅配套组团，布置铁湖村安置和工业片区居住配套；北部岩角

亭片区布置工业组团和殡葬陵园组团，整体形成以工业为主、辅以居住及配

套设施的完善工业园区。

目前园区的供水、供电、通讯等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已完成，园区一期已

挂牌企业 60家，面积 610 亩；二期已挂牌企业 2家，意向挂牌企业 6家，面

积 170 亩。铁湖工业园区供水管网、公交车、电力配套线路、路网工程等园

区基础设施已基本完成；路牌、路灯、人行道等正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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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往工作程度

评估区内的地质工作研究程度较高，各地质、科研单位开展过较多的不

同比例尺的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工作，积累了丰

富的地质资料。其中对本次评估工作有参考价值的主要勘查成果有：

1、福建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福建省地质图(1：50 万)说明书》

(1998.05)；

2、福建省区域地质测绘大队测制的《1:20 万区域地质图(福安幅)》及其

区域地质普查报告；

3、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福安市铁湖工业园区总体规划

（2018-2030）》。

上述前人工作成果为本次地质灾害评估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地质资料。

三、工作方法及完成工作量

（一）工作方法

接受委托后，我院立即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有关资料的收集和分析研

究工作，编制评估工作大纲，然后根据大纲要求进行现场地质灾害综合调查

和内业分析整理工作，并编制评估报告。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1、收集该工程的可研资料以及已有的地质资料；

2、编写评估工作大纲；

3、野外综合调查，野外调查使用1:10000比例尺地形图，采用地形地物与

GPS技术结合定位；

4、根据工程特点及地质环境条件，有针对性进行重点问题研究；

5、室内综合分析研究；

6、编制图件和撰写评估报告。工作程序及方法、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均

严格按照国土资源部发《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 进行。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程序见下图 1.3.1。

（二）完成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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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于 2022 年 8月下旬派出技术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地质环境、地质灾害

等综合调查，根据现场调查并结合搜集已有的地质成果资料，按照评估的技

术要求，对场地地质环境条件进行分析研究，编写评估报告书。整个评估完

成工作量见表 1.3.1。

图 1.3.1 工作程序框图

表 1.3.1 完成工作量表
工作性质 工作项目 单 位 工作量 备注

野外调查

调查面积(1:1000) hm2 450 4.5km2

调查地质点、地灾点 个 20

照片 张 48

室内综合
编制报告 份 1

编制附图 份 1



福安市铁湖工业园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5

图 1.4.1 评估范围示意图
（注：上图中，红色折线为工业园区范围，粉红色评估区分水岭线为本次评估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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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估范围与级别的确定

（一）评估范围的确定

根据国家标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结合该工

程的建设内容、规模及周边地区地质环境条件，为更好地进行地质灾害危险

性的评估，经业主确认本项目评估范围为福安市铁湖工业园区所属建设用地，

拟评估面积为 297.86hm2（2.9786km2），实际评估面积根据地质灾害的影响范

围，评估面积为约 4.5km2，示意图见图 1.4.1。

（二）评估级别的确定

1、建设项目重要性

本次建设方要求评估范围 297.86hm2（2.9786km2），为城市总体规划区。

根据《地质灾害危害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中表 3 建设工程重要

性分类表，拟建项目属重要建设项目。

2、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项目所在场地地貌类型较复杂，以丘陵及山间谷地（阶地）为主，主要

分布的岩土体为粘性土、卵石、残坡积层等，下伏基岩为花岗岩等，其工程

地质性质一般～较好，岩土层中等复杂，地质构造较发育，水文地质条件中

等，场地地质灾害一般发育，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根据《地

质灾害危害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中表 2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分类表，该工程场地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中等。

表 1.4.1 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表

项目类型 项 目 类 别

重要

建设项目

城市总体规划区、村庄集镇规划区、放射性设施、军事和防空设施、核电、二级(含)以上
公路、铁路、机场，大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

建筑(跨度＞30m)，民用建筑(高度＞50m)、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油(气)管道和储油(气)
库、学校、医院、剧院、体育场馆等

较重要

建设项目

新建村镇、三级(含)以下公路，中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

源地，工业建筑{跨度 24m～20m)、民用建筑(高度 24m～50m)、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等

一般
建设项目

小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建筑(跨度≤24m)、民
用建筑(高度≤24m)、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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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表

条 件

类 别

复 杂 中 等 简 单

区域地
质背景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复杂，建设
场地有全新世活动断裂，地震

基本烈度大于Ⅷ度，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大于 0.20g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建
设场地附近有全新世活动断

裂，地震基本烈度Ⅵ度至Ⅷ度，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10g～

0.20g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单，建设
场地附近无全新世恬动断裂，

地震基本烈度小于或等于Ⅵ
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小于

O.10g

地形地貌
地形复杂，相对高差大于
200m，地面坡度以大于 25°为
主，地貌类型多样

地形较简单，相对高差 50m～
200m，地面坡度 8°～25°为
主，地貌类型较单一

地形简单，相对高差小于 50m，
地面坡度小于 8°，地貌类型
单一

地层岩性和岩土
工程地质性质

岩性岩相复杂多样．岩土体结

构复杂，工程地质性质差

岩性岩相变化较大，岩土体结

构较复杂，工程地质性质较差

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体结构

较简单，工程地质性质良好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复杂，褶皱断裂发育，

岩体破碎

地质构造较复杂．有褶皱、断

裂分布，岩体较破碎

地质构造较简单，无褶皱、断

裂，裂隙发育

水文地质条件
具多层含水层，水位年际变化
大于 20m，水文地质条件不良

有二至三层含水层，水位年际
变化 5m～20m，水文地质条件
较差

单层含水层．水位年际变化小
于 5m，水文地质条件良好

地质灾害及不良

地质现象

发育强烈，危害较大 发育中等，危害中等 发育弱或不发育，危害小

人类活动对地质
环境的影响

人类活动强烈，对地质环境的
影响，破坏严重

人类活动较强烈，对地质环境
的影响、破坏较严重

人类活动一般，对地质环境的
影响、破坏小

注：每类条件中，地质环境条件夏杂程度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有一条符合备件青即为演类复杂类型。

表 1.4.3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表

建设项目重要性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复 杂 中 等 简 单

重要建设项目 一 级 一 级 二 级

较重要建设项目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般建设项目 二 级 三 级 三 级

3、评估等级

根据《地质灾害危害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中第 4.6 条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表规定，本工程为重要建设项目，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

度中等，本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级为一级。

五、评估的地质灾害类型

评估区地貌分为丘陵坡地、山间冲洪积谷地等，植被发育较好，断裂构

造一般发育，地层岩性主要为燕山晚期晶洞花岗岩、花岗斑岩等，人类工程

活动强度较强烈。根据区域环境地质资料，结合本次现状调查综合分析，潜

在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崩塌、滑坡、不稳定性斜坡、地面沉降、泥石流等

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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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一、区域地质背景

本次工作区内的断裂构造主要为福安—九都折断带。该带位于福安幅中

部，西北与斜滩—黛溪折断带相毗邻，东南大致以富溪—八都一线为界，而

与管阳—松罗断裂带相接，宽约 20-25km，长约 80km。带内褶皱、断裂均较

发育，呈北北东、北东方向。本构造带之断裂大多数集中于中部甘棠以西，

形成一个断裂带，断层走向为北东 30-40°，其特点基本一致，为一组高角度

冲断层。断层两侧岩硅化蚀变强烈，断层砾岩及糜棱岩化、片理化十分普遍。

同时常有花岗斑岩脉沿断裂贯入。该断裂带与本工程场地较近的断裂主要是

溪填断层，次远为山下断层。

☆←项目位置

图 2.1.1 项目在福建构造（断裂）带及构造单元划分略图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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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区总体断裂构造不发育，未见有明显危害的大型构造或活动构造。

近场区在地震活动性方面，历史上无破坏性地震活动，现今小震活动微

弱，工程场地属相对稳定区。

二、气象、水文

本场地位于福安市郊区，福安市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北纬 26°04′～27°

21′，东经 119°23′～111°52′，依山傍海。福安地域属中亚热带海洋性

季风气候，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干湿季明显，城区年均气温 19.3℃，

年降雨量 1547.9 毫米，无霜期平均为 287 天。最高气温在七月份（年均

29.1℃），极端最高气温43.2℃（1967.7.17）;最低气温在1月份（年均 9.6℃），

极端最低气温 -1～-3℃。7～9 月为台风、雷雨季节。水量受降雨量影响明显，

年内分配不均，汛期多集中在 5～8 月，占全年总流量的 70%以上。夏季多偏

南风，冬季多偏北风。

场地总体西南侧毗邻交溪，总体流向南南东，流经赛岐、甘棠、下白石

等镇，过白马港，注入三都澳，流向东海。评估区内多条冲沟内发育有地表

水，水量均不大，其中已建成的工业园区内通过水渠总体向南东侧汇集评估

区南侧山沟水后汇入交溪。

三、地形地貌

本次评估区地貌总体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主要为丘陵坡地、山间冲

洪积谷地等，丘陵海拔标高在 200 米以下，相对高差 30～110 米，地形起伏

较小，丘顶多浑圆状，天然边坡 15～30°之间。冲洪积谷地主要分布于山地

丘陵间，地势相对低洼，宽 30～100m 不等，延伸 100m～>1km，沟内自然坡度

一般 5～10°，两侧斜坡自然坡度 15～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9%83%BD%E6%BE%B3/1866435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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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评估区地貌现状图

四、地层岩性

评估区地层岩性较为简单，主要包括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层（Q4
al-pl），

第四系坡积层（Qdl）和第四系残积层（Qel），工程地质性质尚好，局部分布

有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堆积层（Q4

ml）。下伏基岩为燕山晚期晶洞花岗岩、花岗

斑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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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评估区地质概况图

五、地震

场地近区域内地震活动较弱，均为 4 级以下小震活动；历史地震对场地

的最大影响烈度均为 6 度。场地近区域内均不存在发震构造，属区域地壳较

稳定区。

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福建省区划一览表及闽

震（2016）20 号文，福安市地震基本烈度为 VI度，属于抗震设防 6度区，区

内地震强度和发生频率均较低，历史上未发生过强烈性、破坏性的地震活动。

根据国家地震总局颁布的 1：400 万《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1990）》，

本区地震基本烈度为 VI度。2016 年 6月 1 日实施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306- 2015），工程区 50年超越概率 10%的基岩场地的震动峰值加速度

为 0.05g，中硬场地土的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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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岩土类型及工程地质性质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部分已建厂区等的勘察资料--“福建省建研勘察设

计院提交的《铁湖机电配套工业小区二期(边坡)岩土工程勘察报告》、《铁

湖机电配套工业小区道路（含水渠）岩土工程勘察报告》（2012 年 10 月）”

及现场调查，评估区主要包括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层、残坡积层、人工堆积

层；燕山晚期晶洞花岗岩、花岗斑岩等。

①第四系及工程地质层组划分

第四系地层发育，分布广泛。

①-1 全新统冲洪积层（Qal-pl）：岩性为粘性土、砂砾石、卵石，分布于

园区的冲洪积山间沟谷，松散—稍密状，砂砾石、卵石分选性较-较好，呈次

圆状，厚度 0.5-6.0m 左右。

①-2 人工堆积层（Q4
ml）：主要由场地整平开挖后的花岗岩风化层堆填而

成，成分以中粗砂石英颗粒和粘性土为主，含少量花岗岩碎石和块石，成分

不均匀，厚度 0.5-7.0m 不等。

①-3 残坡积层（Qp
el-dl）：主要为各岩层的风化残留物，砖红色浅黄色，

湿，硬塑—坚硬，主要分布于丘陵缓坡与近坡脚地带，厚度较薄，一般厚

0.5-10.0m，局部稍厚。

②侵入岩划分

燕山晚期晶洞花岗岩、花岗斑岩：按其风化程度，由上而下为全、强风

化岩、中风化岩与微风化岩。

②-1全、强风化花岗岩、花岗斑岩等：肉红色，灰白色，散体-碎裂结构，

原岩结构大部分被破坏，矿物中除石英外已风化成次生矿物，手掰可断，锤

击易碎，岩石为较软岩，岩体破碎，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类，工程地质性

质好，揭露厚度 0.50～15.50m。

②-2 中风化花岗岩、花岗斑岩等：肉红色，灰白色，块状构造，花岗结

构，岩石较坚硬，较完整，局部较破碎，岩石基本质量等级为Ⅲ级，局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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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级，工程地质性能较好，揭露厚度 5.0-25.0m。

②-3 微风化花岗岩、花岗斑岩等：浅肉红色，灰白色，块状构造，花岗

结构，岩石坚硬—较坚硬，完整—较完整，岩石基本质量等级为Ⅱ-Ⅲ级，工

程地质性能好。

七、水文地质条件

（一）含水层分布及赋水性

地下水的分布主要受岩性、构造、地貌和植被等因素的控制和影响，可

分为第四系冲洪积层孔隙水、基岩风化带孔隙-裂隙水等两大类型：

1、第四系冲洪积层孔隙水

第四系冲洪积层孔隙水:主要赋存于冲洪积层中的砂砾卵石层和粘质砂

土层中，结构松散，孔隙度大，透水性较好。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该类

型地下水以潜水为主，部分为承压水，富水性较好，水位埋深 0.5-2.5m。

2、基岩风化层孔隙-裂隙水

赋存于基岩的全、强风化网状孔隙及裂隙中，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

水量较贫乏，水位埋深一般 5.0～15.0 米，多为潜水、局部为承压水，但在

局部构造破碎带及裂隙密集带中，水量较丰富，对工业园区各设施建设的施

工影响较大，应以引排地下水或切断侧向补给来源，降低地下水水位为主要

预防措施。

（二）地下水类型及动态特征

场地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冲洪积层孔隙水，富水性较好，水量贫乏～

中等，水位埋深约 0.5-2.5m，地下水水位随季节变化较大。

基岩风化层孔隙-裂隙水，主要受大气降水补给，富水性弱，山坡地带地

下水位埋深较大，变化幅度约 5-8m。

（三）地下水开采与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评估区地下水的补、迳、排条件主要受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制约。

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边缘部分接受基岩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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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水补给。水力坡度较大，迳流短，排泄于溪沟中。

基岩风化层孔隙-裂隙水：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由于山川的分割，岩石

导水性的限制，形成了与地表水系相似的若干水文地质单元，补给、迳流、

排泄区十分接近，多具就地补给，就地排泄的特点。迳流短，地下水运动于

有限空间，往往以泉的形式排泄于沟谷等低洼处，并最终向评估区南西侧的

交溪排泄。

八、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评估区红线内原始多为自然山体，中部区域现已开挖、整平，建设厂房、

道路等。除了自身建设过程中（如高陡边坡及路堑段开挖大方量工程）所诱

发的局部不利因素外，周边破坏地质环境条件特别是直接影响本工程的人类

工程活动相对较少，主要为居民建设、农田耕种、坡地果林等。总体而言，

评估区人类工程活动强度较大，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破坏较严重。

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一、地质灾害类型特征

根据可研资料以及结合本次现状调查综合分析，评估区潜在的地质灾害

类型主要有崩塌、滑坡、不稳定性斜坡、地面沉降、泥石流等五种。

1、崩塌

主要分布在自然山坡局部地形较陡地段以及修建厂房、道路、沟渠等形

成的人工边坡处，其规模较小。

2、滑坡

主要分布在修建厂房、道路、沟渠等形成的坡度较陡人工边坡、局部自

然坡度较大的、土层较厚地带，在强降雨条件下有可能形成滑坡，可能形成

浅表层的小规模滑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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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稳定斜坡

主要分布在自然山坡局部地形较陡地段以及修建厂房、道路、沟渠等形

成的人工边坡处，其规模较小。

4、地面沉降

主要分布于存在较大规模地下水开采或松散地层压缩固结的区域。本次

评估范围无大规模地下水开采；建设过程中的填土区域可能存在不均匀沉降，

其规模一般较小。

5、泥石流

主要分布在在地势陡峭、泥沙和石块等堆积物较多的沟谷。本次评估范围

内未见陡峭沟谷等有利于泥石流发育的地形条件，各沟谷内自然斜坡一般 5～

15°，两侧斜坡自然坡度 15～30°；评估区总体地势较高与周边山地相对高

差 30～110m，且各沟谷汇水面积较小；各沟谷上游植被发育，残坡积层较薄，

一般 0.5～2m，不容易产生大规模、大方量的滑坡等，且现状未见有大方量的

松散物等堆积。综上本评估区发生泥石流的可能性一般较小。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

根据现状调查，评估区内可见有 16处滑坡、崩塌、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

害，各地质灾害特征详见表 3.2.1，规模较小，以侵入岩类风化层、残坡积层

的浅表层滑塌为主。局部地段残坡积层厚度较大，坡度较陡，土体遇水易软

化，易产生小规模的崩塌、滑坡等现象。

除此之外，评估区中没有发现其他大中型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

害。总体为丘陵地带，沟谷总体坡度平缓，植被较发育，没有形成泥石流的

地形条件，但在汇水条件较好、坡度较陡的易崩滑区可能形成坡面型泥石流，

规模较小。因此，本评估区不易受泥石流的影响。

评估区无可溶性岩、无大规模抽取地下水等，不存在地裂缝等地质灾害。

因此，总体上现状除上述 16处滑坡、崩塌、不稳定斜坡外，无其他大中

型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局部残坡积层厚度较大，坡度较陡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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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潜在小规模滑坡、崩塌的可能，其对工业园区建设的影响较小，其危险

性小，危害性小。

具体特征主要如下表 3.2.1。

表 3.2.1 场地地质灾害特征一览表

点号
灾害类
型

位置
残余土
方量(m3)

主轴方
向

主要
诱因

危险
性

危害
性

备注

ZB01 崩塌
X:2991969.434

Y:469883.572
约 15 SE100°

人工

开挖
小 小

坡高 7-8m，宽约 12m，坡度

35-60°

ZH01 滑坡
X:2991830.158
Y:469691.125

约 10 SE155°
人工
开挖

小 小
坡高 5-7m，宽约 15m，坡度
30-55°

ZH02 滑坡
X:2992635.128

Y:469156.742
2-15 SE70°

人工

开挖
小 小

坡高 8-12m，宽约 30m，坡度

40-50°

ZB02 崩塌
X:2992961.326
Y:469562.130

1-5 SE140°
人工
开挖

小 小
坡高 7-10m，宽约 30m，已分
3级削坡，坡度 30-55°

ZB03 崩塌
X:2991830.158
Y:469691.125

2-30 NW310°
人工
开挖

小 小
坡高 10-20m，宽约 50m，坡
度 35-65°

ZP01
不稳定
斜坡

X:2993109.731
Y:468671.483

2-10 SE120°
人工
开挖

小 小
为 3处连续未支护开挖边坡，
高 3-10m，宽 20-40m，坡度

45-60°

ZB04
崩塌、
不稳定
斜坡

X:2993441.955

Y:468262.511
3-30 /

人工

开挖
中 中

为在开挖山体，约 2.5 亩，
存在多处开挖、堆填边坡，
高 2-30m 不等。

ZB05 崩塌
X:2993781.959
Y:468186.765

约 2 SW215°
人工
开挖

小 小

为国道 104 开挖土质边坡，

高 6-8m ， 宽 约 8m ， 坡 度
40-70°，局部出现滑坡，已

基本清理。

ZP02
不稳定
斜坡

X:2994074.384
Y:468180.893

1-3 NW350°
人工
开挖

小 中

为未支护岩、土质边坡，高

5-20m ， 宽 约 100m ， 坡 度
50-80°，表层土见有局部崩

塌等。

ZB06 崩塌
X:2994434.761
Y:467962.733

1-2 SW240°
人工
开挖

小 小

为国道 104 开挖土质边坡，
高 8-15m，本段宽约 150m，
坡度 35-60°，局部出现滑

坡，已基本清理。

ZB07 崩塌
X:2994778.834
Y:467623.022

约 2 SW200°
人工
开挖

小 小
为道路开挖土质边坡，坡高
4-5m，宽约 10m，坡度 35-65°

ZB08 崩塌
X:2994676.048
Y:467973.824

10-15 SW210°
人工
开挖

小 小
为道路开挖土质边坡，坡高
3-6m，宽约 35m，坡度 30-60°

ZP03
不稳定

斜坡

X:2994489.677

Y:468033.144
约 10 近 E

人工

开挖
小 小

为道路开挖岩质边坡，坡高

3-7m，宽约 70m，坡度 65-75°

ZH03 滑坡
X:2991830.158

Y:469691.125
150 SE160°

人工

开挖
小 小

坡高 20-35m，宽约 45m，坡

度 35-65°

ZP04
不稳定

斜坡

X:2991830.158

Y:469691.125
1-3 近 W

人工

开挖
小 小

为道路开挖岩质边坡，坡高
7-10m ， 宽 约 100m ， 坡 度
55-85°，见有局部崩塌。

ZH04 滑坡
X:2991830.158
Y:469691.125

约 10 SE70°
人工
堆填

小 小

为人工堆填土质边坡，坡高

20-30m ， 宽 约 50m ， 坡 度
35-55°，局部形成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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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一、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一）用地规划

根据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福安市铁湖工业园区总体

规划（2018-2030）》（用地规划图见附图3、道路竖向规划图见附图4）：

1、道路坡长坡度

道路的最大纵坡，主干路为8.0%，次干路和支路为3.5%；道路的最小纵

坡为0.3%。交叉口设计范围内的最大纵坡不超过3.0%。

2、场地地坪标高

规划地块高程应比周边道路的最低路段高程高出0.2米以上，建设用地的

最小坡度不小于0.2%。山地区域用地自然坡度较大时，规划为台阶式，台地

的长边宜平行于等高线布置。

3、居住配套区为南向坡地地形，规划地块仍维持原有的地形地貌特征，

道路规划标高为17～71米，道路的最小纵坡0.3%，最大纵坡6.0%，地块规划

标高为17～70米，（不统计保留山体的标高）。场地自南（104国道）向北依

地形呈台地式层层抬高。

4、工业片区地块规划标高大部分在90～120米之间，总体自南向北依地

形呈台地式层层抬高，每100米上升约2米，大部分道路最小纵坡0.3%，最大

纵坡3.50%场地。

（二）在建设过程中，可能引发地质灾害主要有：

1、已完成建设的工业园区、居民区等；规划的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农

林用地等。预测地质灾害主要为不稳定斜坡、局部崩塌、滑坡，其危险性小，

危害性小。

2、规划建设的工业用地、居民用地、办公用地、商业用地等尚未建设或

正在开山整平建设的区域。根据上述园区规划及咨询建设方，工业园区在建

设过程中将形成高 2～20m、一般不超过 30m 的岩质、岩土质边坡，并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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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削坡；或形成厚 0～5m、一般不超过 10m 的小范围填方。预测地质灾害主

要为不稳定斜坡、崩塌、滑坡，局部填方区地面沉降，其危险性小～中等，

危害性小～中等。

场地内的挖方边坡坡面多以全强风化层为主，由于对斜坡的开挖破坏了

山坡原有平衡条件，潜在有因边坡失稳而引发崩塌、滑坡灾害的可能；部分

边坡坡面为中风化岩，可能产生崩塌（危岩）等灾害。其危险性小～中等，

危害性小～中等，开挖时应合理选用安全坡度角、分级进行，开挖后及时做

好有效护坡措施，如设置挡土墙护坡等，并做好坡顶截排水措施及坡面防水

措施。

场地内的局部填方边坡可能产生滑坡、侧向滑移等地质灾害，其危险性

小，危害性小，填土边坡应采取有效支挡措施，并应做好地面与坡面的截防

排水措施。

经地面调查和收集资料中的钻孔揭露，本场地未发现有古河道、沟滨、

墓穴、采空区、防空洞、地下管线结构物等地下埋藏物或建筑物。

二、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拟建场地当前除局部滑坡、崩塌、不稳定斜坡外，不存在泥石流、地裂

缝等地质灾害，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和建成后，除应注意边坡开挖形成的滑坡、

崩塌外，不易引发泥石流、地裂缝等地质灾害。

表 4.2.1 拟建工程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

建设工程位置及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危害程度 发育程度 危险性等级

建设工程邻近地质灾害影响范围，遭受地质灾害可能性小~中等 小~中等 弱 小~中等

三、预测评估结论

工程建设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主要表现为：

1、场地开挖可能形成高陡岩土质人工边坡，可能产生崩塌、滑坡地质灾

害，并潜在有加剧开挖边坡坡顶标高以上自然斜坡产生失稳而引发崩塌、滑

坡灾害的可能；部分边坡坡面为中风化岩，可能产生崩塌（危岩）等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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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危险性小～中等，危害性小～中等。

2、场地将整平局部造成填方，形成土质填方边坡，可能产生滑坡、侧向

滑移等地质灾害，填方厚的区域可能产生不均匀沉降，其危险性小，危害性

小。

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及防治措施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的确定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

1、以工程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工程特点的原则

地质灾害类型多样，各灾种对工程的危害程度及防治难易程度不同，不

同的地段同一地质灾害发育程度不同，对工程危害亦不同，某些地质灾害在

整个评估区比较严重，但到具体地段却可能威胁不大，所以地质灾害危险性

分区必须以工程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工程特点，充分考虑对工程安全构成

威胁的地质灾害，对未构成危害的仅作不良地质现象处理。

2、确保工程安全的原则

确保工程安全是评估的目的和宗旨，这一原则始终贯穿于评估工作的全

过程。通过对工程区地质灾害发育现状调查，与对工程施工及运营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地质灾害隐患预测，从而把握地质灾害对工程的威胁程度。区内地

质灾害类型多样，存在多种地质灾害在同一地段共生并相互影响，同一地段

地质灾害种类不同危险性也不同，在分区时按其对工程危害程度“就大不就

小，就高不就低”的方法进行，即：当多灾种并存时，以对工程造成致命性

损害的突发性地质灾害为主，如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兼顾缓变性的地质

灾害，合理划分危险区，以确保工程的安全。

3、兼顾地质环境条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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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既要根据地质灾害对工程的危害程度，又要考虑地

质灾害形成的地质环境条件及地质环境条件的演化趋势等，兼顾环境条件对

项目选址的限制情况。

4、区内相似，区际相异的原则

地质条件基本类似的单元划分为一个区，差异性明显的单元划分为另一

个区，达到区内相似，区际相异的结果。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量化指标的确定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根据发生地质灾害后可能造成的死亡人数或直接经济

损失或直接威胁人数按表 5.1.1 分级。地质灾害危险性根据地质灾害发育程

度和地质灾害危害程度进行划分，见表 5.1.2。

依照下表 5.1.1 和表 5.1.2，结合本区域地质环境条件与本工程特点，工

程建设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滑坡、崩塌等）发育程度弱发育，危害程度小～

中等，危险性小～中等。

依照下表，结合本区域地质环境条件与本工程特点，场地环境地质条件

中等，工程建设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滑坡、崩塌等）发育密度小～中等、

危害程度小～中等，因此该场地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

表 5.1.1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分级表

地质灾害危
害程度

灾 情 险 情

死亡人数（人）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受威胁人数（人） 可能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大 ≥10 ≥500 ≥100 ≥500

中 等 ＞3～＜10 ＞100～＜500 ＞10～＜100 ＞100～＜500

小 ≤3 ≤100 ≤10 ≤100

注 1：灾情：指已发生的地质灾害，采用“人员伤亡情况”“直接经济损失”指标评价

注 2：险情：指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采用“受威胁人数”“可能直接经济损失”指标评价
注 3：危害程度采用“灾情”或“险情”指标评价

表 5.1.2 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表

地质灾害

危害程度

地质灾害发育程度

强发育 中等发育 弱发育

危害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危害中等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中等

危害小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小 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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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根据以上分区原则，结合现状的地灾发育情况及“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的《福安市铁湖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18-2030）》”（用地

规划图见附图 3），将整个评估范围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和危险性中等

区（详见综合评估图），叙述如下：

评估区内现状除局部滑坡、崩塌、不稳定斜坡外，不存在其他地质灾害；

预测工程建设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为崩塌、滑坡等。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

件、潜在地质灾害的发育可能性、危害性和危险性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

1、已完成建设的工业园区、居民区等；规划的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农

林用地等，该区综合地质条件简单，区内现状未见地质灾害。预测地质灾害

主要为自然原因的不稳定斜坡、局部崩塌、滑坡。该区地质灾害受威胁人数

一般少（<10 人），可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小（<100 万），故综合评估该

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

2、规划建设的工业用地、居民用地、办公用地、商业用地等尚未建设或

正在开山整平建设的区域，根据园区规划及咨询建设方，工业园区在建设过

程中将形成高 2～20m、一般不超过 30m 的岩质、岩土质边坡，并将进行分级

削坡；或形成厚 0～5m、一般不超过 10m 的小范围填方。该区综合地质条件简

单～中等，区内现状见多处滑坡与崩塌等地质灾害。预测地质灾害主要为人

为原因的不稳定斜坡、崩塌、滑坡，局部填方区地面沉降。该区地质灾害受

威胁人数一般少（<10 人），可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小～中等（0～<500 万），

故综合评估该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

三、建设用地适宜性分区评估

建设用地适宜性分为适宜、基本适宜、适宜性差三个等级，依据《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表 5.3.1进行评价（适宜性分级详

见下表 5.3.1）。

本工业园区总体工程建设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但可采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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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予以处理，本项目用地基本适宜拟建工程建设。

表 5.3.1 建设用地适宜性分级表

级 别 分 级 说 明

适 宜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简单，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小，引发、加剧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易于处理。

基本适宜
不良地质现象中等发育，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变化较大，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危害

的可能性中等，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危险性中等，但可采取措施予以处理。

适宜性差
地质灾害发育强烈，地质构造复杂，软弱结构发育，工程建设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可
能性大，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危险性大，地质灾害防治难度大。

四、防治措施

评估区存在和潜在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崩塌、滑坡、不稳定性斜坡、

地面沉降等，防治措施如下：

1、滑坡：可采用重力式挡墙、锚索（杆）框架，坡面防护以及截排水等

综合治理措施。

2、崩塌：可采用放坡、坡面防护、支挡以及截排水、植被防护等综合治

理措施。

3、不稳定性斜坡：可采用清除危岩体、分级放坡等治理措施。

4、地面沉降：填土层可采取分层压实、强夯、地基加固、清除软弱土等

地基处理措施。

5、基坑（槽）开挖采取降（排）水、坑（槽）支护等工程措施。

6、边坡开挖形成的弃石土等应选择有利的地形，科学、合理地堆填，并

应做好生物与工程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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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本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级为一级。

2、评估区总体上现状地质灾害基本弱发育。

现状中，可见有 16 处滑坡、崩塌、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除上述 16

处地质灾害外，未见其他明显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局部残坡积

层厚度较大，坡度较陡区段存在潜在小规模滑坡、崩塌的可能，其对工业园

区的建设影响较小，局部中等；其危险性小，局部中等；危害性小，局部中

等。

3、评估区预测地质灾害为：

（1）场地开挖将形成高陡岩土质人工边坡，可能产生崩塌、滑坡地质灾

害，并潜在有加剧开挖边坡坡顶标高以上自然斜坡产生失稳而引发崩塌、滑

坡灾害的可能；部分边坡坡面为中风化岩，具不利组合的楔形岩块崩落，可

能产生崩塌（危岩）等灾害，其危险性小～中等，危害性小～中等。

（2）场地将整平局部造成填方，形成土质填方边坡，可能产生滑坡、侧

向滑移等地质灾害，其危险性小，危害性小。

4、评估区场地基本适宜工业园区建设。

二、建议

1、在进行人工削坡时，应合理设计削坡坡度及高度，大于 5m的高边坡，

应设计为阶梯状边坡，并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如：控制好切坡的坡率、梯

级放坡、坡顶设截排水沟、设置挡墙、坡面支护等。

2、桩基施工及基坑开挖施工过程中应对支护结构本身和临近建筑物、道

路进行监测，确保安全施工。

3、工程建设应加强监测预警、工程、生物防护措施及对周边生态环境的

保护，避免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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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现场照片：

照片 1 评估区北西端 照片 2 ZB01 崩塌

照片 3 ZH01 滑坡 照片 4 ZH02 滑坡

照片 5 ZB02 崩塌 照片 6 ZB03 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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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ZP01 不稳定斜坡 照片 8 ZB04 崩塌

照片 9 ZB05 崩塌 照片 10 ZP02 不稳定斜坡

照片 11 ZB06 崩塌 照片 12 ZB07 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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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3 ZB08崩塌 照片14 ZP03不稳定斜坡（危岩）

照片 15 ZH03 滑坡 照片 16 ZP04 不稳定斜坡

照片 17 ZH04 滑坡 照片 18 评估区南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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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附图 3 福安市铁湖工业园区用地布局规划图
--资料来源：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福安市铁湖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18-2030）》



附图 4 福安市铁湖工业园区道路竖向规划图
--资料来源：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福安市铁湖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18-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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