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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和指导重点集镇地质灾害勘查工作的开展，制定本规范。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集镇建设规模和人口迅速扩大，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呈加
剧趋势，前期的地质调查成果不能完全满足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防治和集镇建设规划的需求，亟需更为
翔实的地质资料，尤其是更大比例尺更高精度的勘查资料。为此，特制定本规范，以统一集镇地质灾害
勘查技术标准，为防治工作提供依据充分、安全可靠的地质资料。
本规范共分十四部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基本规定、分类与分级、
设计书编写、区域地质环境条件核查、集镇斜坡勘查、地质隐患点勘查、技术要求、稳定性分析与评价、
资料整理和成果报告编制、质量检查与成果验收等内容。

II

重点集镇地质灾害勘查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重点集镇地质灾害勘查的目的任务、工作内容、技术要求、设计书及成果报告编写、
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等。
本规范适用于滑坡崩塌泥石流易发区的重点集镇地质灾害勘查，为监测预警、工程治理和综合防灾
提供基础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规范。
GB 50021—200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330—2002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0287—2008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GB/T 50266—99 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23—1999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DZ/T 0218—2006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DZ/T 0220—2006 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集镇 town

县以下的多数区、乡行政中心，具有一定商业服务和文教卫生等公共设施，并有相应腹地支持，习
惯上均称为集镇。本规范所指重点集镇指滑坡崩塌泥石流易发区内的集镇，包括其建成区和规划区。
3.2

地质灾害 geological hazard

由不良地质作用发生的对人类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失。本规范主要包括滑坡、崩塌和泥石
流灾害，又称突发性地质灾害。
3.3

地质灾害隐患 geological hazard potential

通过简单地面地质条件、地形条件和影响因素调查，初步推测可能会发生滑坡、崩塌或泥石流等，
并具有威胁对象，或可能造成损失的不稳定斜坡或沟谷。
3.4

复合型地质灾害 complex geological hazard
具有滑坡、崩塌、碎屑流或泥石流等组合特征的地质灾害。

3.5

地质灾害链 geological hazard chain
具有灾种转化特征的地质灾害。包括山体滑坡灾害—碎屑流灾害—堰塞湖堵江灾害—堰塞湖溃决灾
1

害等类型。
3.6

不稳定斜坡 unstable slope

通过简单现场调查，推断具备发生地质灾害的地质环境条件或已经有变形迹象，未来可能发生滑坡、
崩塌、坡面泥石流的斜坡。
3.7

地质灾害核查 verification on geological hazard
根据地质要素对比和成灾模式分析，对已知地质灾害隐患点进一步现场评估核对的工作。

3.8

地质灾害排查 dynamic survey on geological hazard

通过简单地质要素和形迹对比分析，对已知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逐一检查，和对类似的地质灾害隐
患区进行面上快速调查评估的工作。
3.9

地质灾害易发区 proned zone for geological hazard
具有发生地质灾害类似的地质地貌条件的单元，并且在历史上发生过类似的地质灾害。

3.10 地质灾害危险区 risk zone for geological hazard
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可能对生命财产构成危害的地段。
3.11 地质灾害危险区划 zoning on geological hazard risk
通过相似地质地理条件类比分析或数学力学模拟，进行地质灾害危险区划分的工作。
4

总则

4.1

目的

在充分了解集镇周边致灾地质环境背景的基础上，开展滑坡、崩塌、泥石流易发区的集镇斜坡及重
大地质灾害隐患勘查，进行地质灾害评价与区划，为有效减轻突发性地质灾害危害和保障集镇安全发展
提供基础地质依据。
4.2

任务

4.2.1 开展集镇区域地质环境条件核查，查明区域致灾地质环境背景、地质灾害发育规律和重大隐患
等，评估地震烈度Ⅶ度及以上集镇的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估发生复合型地质灾害和地质灾害链可能性等。
4.2.2 开展集镇斜坡勘查，查明斜坡基本特征，进行稳定性分析及初步评价。
4.2.3 开展集镇重大地质灾害隐患勘查，查明重大地质灾害隐患基本特征，进行稳定性分析及初步评
价。
4.2.4 开展受集镇不稳定斜坡和重大地质灾害隐患威胁的人口和实物指标调查，评估其危害程度和易
损性。
4.2.5 开展集镇地质灾害评价与区划，推荐防治方案建议。
4.3

基本要求

4.3.1 勘查区范围应包含集镇建成区和规划区，且应达到集镇所处斜坡的一级分水岭，且应包含对集
镇有影响的流域沟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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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的勘查范围，应包含整个地质灾害隐患体及其影响区范围。
4.3.3 区域地质环境条件核查（泥石流测绘）宜采用 1:10000～1:50000 的地形图，进行地质测绘（草
测）。
4.3.4 集镇斜坡勘查宜采用 1:2000～1:10000 的地形图，进行地质测绘（修测）。
4.3.5 重大地质灾害隐患（除泥石流之外）勘查宜采用 1:500～1:5000 的地形图，进行地质测绘（正
测）。
4.3.6 勘查范围和工作精度，可依照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和地质灾害复杂程度分类综合确定。复杂
程度高的勘查范围宜适当扩大，且可对应比例尺区间下限。复杂程度低的勘查范围可适当减小，且可对
应比例尺区间上限。复杂程度中等的工作精度可在比例尺区间居中选择。
4.3.7 地质灾害复杂程度分类和地质灾害复杂程度分类可按 4.4 的有关规定执行。
4.4

复杂程度分类

4.4.1 根据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土体结构、人类工程活动等，按表 1 将集镇勘查区域地质环境条
件复杂程度划分为简单、中等和复杂三种类型。
表1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表

类 别

复 杂

中 等

简 单

地形地貌

极高山、高山，相对高差
＞500m，坡面坡度一般＞25°
的山地

中山、低山，相对高 差
200～500m，坡面坡度一般＞
15°～25°的山地

丘陵缓坡，坡面坡度一般
＜15°

地质构造

褶皱、断裂构造发育，新
构造运动强烈，地震频发，最
大震级 Ms＞6 级或地震加速
度 a＞0.1g

褶皱、断裂构造较发育，
新构造运动较强烈，地震较频
发，最大震级 4.5＜Ms≤6 级
或地震加速度 0.05g＜a≤0.1g

地质构造简单，新构造运
动微弱，活动断裂不发育，地
震少，最大震级 Ms≤3 级或地
震加速度 a≤0.05g

岩土体结构

层状碎屑岩体，层状碳酸
盐岩夹碎屑岩体，片状变质岩
体，碎裂状构造岩体，碎裂状
风化岩体；淤泥类土、湿陷性
黄土、膨胀土、冻土等特殊类
土

层状碳酸盐岩体，层状变
质岩体；粉土，粘性土

块状岩浆岩体；碎砾土，
砂土

人类工程活动

大、中型水库，公路、铁
路沿线边坡开挖量大，矿山开
采活动强烈，集镇化建设速度
快，集镇人口大于 5000 人

小型水库，公路、铁路沿
线边坡开挖量较大，矿山开采
活动较强烈，集镇化建设速度
较快，集镇人口 5000～1000
人

无水库工程建设，公路、
铁路沿线边坡开挖量小，矿山
开采活动微弱，集镇化建设速
度缓慢，集镇人口小于 1000
人

4.4.2 根据地形地貌、岩土组成结构、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等，对（潜在）滑坡复杂程度进行划
分。符合下列 3 个条件或 3 个条件以上者为复杂， 符合 2 个条件者为中等，符合 1 个条件或 1 个条件
以下者为简单：
a) 滑坡外围及滑床岩体破碎；具有同一或多个潜在滑带；
b) 地貌单元超过 2 个，地形起伏变化大；
c) 岩土组成种类多，变化大，结构复杂；
d) 有多个含水层，地下水丰富，泉水出露较多。
4.4.3 根据陡崖高度、不利结构面等，对崩塌（危岩）复杂程度进行划分。符合下列 3 个条件者为复
杂，符合 2 个条件者为中等，符合 1 个条件或 1 个条件以下者为简单：
a) 高位及以上危岩；
b) 危岩不利结构面（含软弱夹层）3 组以上、卸荷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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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型及以上危岩。
4.4.4 根据发育阶段、暴发频率、堆积物体积等，对泥石流复杂程度进行划分。符合下列 3 个条件者
为复杂， 符合 2 个条件者为中等，符合 1 个条件或 1 个条件以下者为简单：
a) 旺盛期泥石流；
b) 高频及以上泥石流；
c) 大型及以上泥石流，且淤积严重的泥石流沟；
d) 具有明显堵溃物源点的泥石流沟；
e) 存在冰川湖、堰塞湖、滑坡崩塌形成堵沟溃决条件的泥石流沟应划分为复杂等级。
4.5
4.5.1
4.5.2
4.5.3
5

基本程序
接受主管部门或委托单位任务书，依据任务书和本规范编写设计书。
按照批准后的设计书开展野外测绘、勘探和试验等。
野外资料验收，室内资料综合分析和整理，编制图件，编写报告，成果审批。

设计编审

5.1

设计编写

5.1.1 设计书应在详细了解集镇情况、充分收集相关资料和野外踏勘基础上编写。
5.1.2 技术方法选择和工作量布置，应充分考虑勘查区复杂程度、以往研究程度、工作条件和现有技
术水平等因素。
5.1.3 设计书一般包括下述基本内容：
a) 前言，包括勘查依据、以往研究程度、执行技术标准、勘查范围等；
b) 集镇自然地理条件，包括位置与交通状况、气象、水文、社会经济概况；
c) 集镇地质环境概况，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震）、水文地质、地质灾害、破
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复杂程度等；
d) 集镇斜坡和重大地质灾害隐患基本特征，包括形态特征、边界条件、物质组成、近期变形特征、
发育阶段、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破坏模式及危险性等；
e) 工作内容和方法，工作部署和工作量；
f) 进度计划，各项勘查工作的时间安排；
g) 保障措施，包括人员组织、仪器设备、质量保证、安全保障等；
h) 预期提交的成果；
i) 经费预算（含执行的定额标准）；
j) 主要附图附表，包括工作布置图（附勘探剖面图及典型钻孔等勘探设计图）、主要工作量一览
表等。
5.2
5.2.1
5.2.2
6

设计审查
设计书应经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
执行过程中如有重大变更，应提出补充设计，并报主管部门批准。

区域地质环境条件核查

6.1

一般规定
4

6.1.1 已开展过 1:100000 和 1:50000 县市地质灾害调查和区划的集镇，进行区域地质环境条件核查。
未开展上述工作的集镇，宜按照 DD2008－02 的要求开展调查工作。
6.1.2 核查应依据前人区域地质调查和地质灾害调查成果，了解区域水文、河流和斜坡演化、地质构
造（活动构造）、易滑地层、致灾斜坡结构等地质环境背景条件，了解历史性重大地质灾害的发育特征
及诱发因素。
6.1.3 核查应分析区域地质灾害分布及发育规律，评估发生威胁集镇的山洪、地震、崩塌、滑坡、泥
石流、潜在不稳定斜坡、复合型地质灾害和地质灾害链致灾的可能性，并圈定影响区范围。
6.2

核查要求

6.2.1
范围。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7

位于大江大河沿岸的集镇，核查范围应包含干流上游、下游和对岸可能发生地质灾害链的影响
核查范围周边可进行适当扩展以保持图件的完整或美观。
核查宜采用航空影像调查与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法。
实地核查宜在充分分析和利用前人成果基础上进行选线和选点的重点核查。
观测点和观测线路的布置应目的明确，且应具有控制性和代表性。
观测点和观测线路的密度不宜强求均匀分布，但应满足核查重点内容和分析评估的要求。
核查前宜实测区域代表性地质剖面。

集镇斜坡勘查

7.1

一般规定

7.1.1 应在网格控制的基础上，通过测绘和勘探，查明集镇斜坡（含高切坡和高填方）的地质结构和
影响稳定性的相关因素，对斜坡稳定性进行评估和评价。
7.1.2 集镇斜坡若存在失稳可能性，应查明可能致灾范围及潜在损失，比选推荐工程治理、搬迁避让、
监测预警和不需治理等类别，进行初步投资估算，提出防治方案建议。
7.2

测绘要求

7.2.1 测绘范围应包括完整斜坡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链的影响范围。
7.2.2 测绘宜采用航空影像与实地测绘相结合的方法。
7.2.3 集镇斜坡实地测绘一般包括下述内容：
a) 地貌形态、微地貌特征，（河谷或斜坡）地貌演化过程和发育阶段等；
b) 地质灾害发育状况；
c) 土体的密实程度和年代成因，不同时期的接触状况，基岩面的形态和坡度等；
d) 岩石风化和完整程度；
e) 岩体的结构类型，主要结构面（特别是软弱结构面）的类型和等级、产状、发育程度、延伸程
度、闭合程度、平直程度及光滑度或起伏差、风化程度、充填状况、充水状况，以及组合关系、力学属
性、与临空面的关系、结构体的性质及其立体形式等；
f) 岩（土）体物理力学性质；
g) 泉水和湿地的分布位置、类型及补给来源、对坡体的软化和潜蚀等；
h) 地表水对坡脚的冲刷情况、坡面植被和风化情况等；
i) 岩溶发育情况；
j) 矿产开采及采空区情况。
7.2.4 观测路线间距不宜大于图上的 2cm，观测点数不宜少于 10 点/图上的 100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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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测绘最小填图单元尺寸和各种地质界线允许误差宜为图上的 2mm，对于具有重要意义、在图上
不足 2mm 者，可扩大比例尺表示，并标注实际数据。
7.2.6 测绘应实测代表性专门工程地质剖面 1～3 条，测绘主剖面宜与勘探主剖面重合，剖面比例尺宜
采用 1:500~1:2000。剖面线宜沿斜坡坡向布置，起始点应包括地形最高点和最低点。
7.3

勘探要求

7.3.1 集镇斜坡勘探应在测绘完成后开展。勘探方法以钻探为主，可结合物探和山地工程等。
7.3.2 对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存在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的斜坡，可布置多条勘探线，勘探线间距宜为
500m～1000m。对地质环境条件中等、可能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的斜坡，应至少布置 1 条代表性勘探线。
对地质环境条件简单、无地质灾害隐患的斜坡，可不布置勘探线。
7.3.3 每条勘探线应布置 3 个~5 个勘探点，代表性勘探线的工程量和点位布设应满足主剖面图绘制、
试验及稳定性评价要求。
7.3.4 斜坡勘探至少应有 1 个控制性钻孔，控制底部潜在滑动带（面），并穿过 5m～8m。
7.3.5 斜坡勘探一般性钻孔深度应穿过底部潜在滑动带（面）以下 3m～5m。
7.3.6 土体斜坡应对每一个主要土层或软弱夹层采取试样，每层试样不宜少于 3 个。
7.3.7 岩质斜坡应对每一个软弱夹层（可能滑动带）采取试样，每层试样不宜少于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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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隐患勘查

8.1

一般规定

8.1.1 在区域核查和斜坡勘查的基础上，定性评价为欠稳定（不稳定）且危害程度较大的已有（潜在）
地质灾害隐患，应进行重点勘查或测绘。
8.1.2 查明集镇范围内重大隐患的分布、规模、物质组成、结构特征、地下水存在状态与活动方式、
影响和诱发因素、形成机制和变形破坏机理等；进行原位试验或室内试验；初步评价或评估地质灾害隐
患的稳定性和危害性。
8.1.3 查明集镇重点隐患可能致灾范围内的主要人口和实物指标，进行防治措施分类，比选确定工程
治理、搬迁避让、监测预警和不需治理等类别，进行初步投资估算，提出防治方案建议。
8.1.4 测绘应采用全面查勘法。宜采用航空影像和实地测绘相结合的方法。
8.1.5 测绘最小填图单元尺寸和各种地质界线允许误差宜为图上的 2mm，对于具有重要意义、在图上
不足 2mm 者，可扩大比例尺表示，并标注实际数据。
8.1.6 观测点的间距宜为图面上的 2cm。
8.1.7 重大隐患勘查的主勘探线可与集镇斜坡主勘探线重合，二者勘探点可相互利用。
8.2

滑坡勘查

8.2.1 勘查范围应包括滑坡体及其邻区，后部包括滑坡后壁以上一定范围的稳定斜坡或汇水洼地，前
部应包括剪出口以下的稳定地段，两侧应达到滑体以外的影响范围或邻近沟谷，涉水滑坡尚应达到河
（库）主流线（沟心）或对岸，一般控制在滑坡边界外 50m～100m。且应包含可能造成地质灾害链的
影响范围。
8.2.2 滑坡测绘一般包括下述内容：
a) 形态特征及边界条件；
b) 地质结构及特征；
c) 水文地质条件；
d) 变形破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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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诱发因素（如库水位变动、降雨、冲蚀、人工作用等）；
f) 预测（地质灾害链）致灾范围和影响范围，涉水滑坡应重视涌浪及对航道的危害；
g) 影响范围内的人口及实物指标、危害对象的特性以及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8.2.3 滑坡勘探方法应以钻探、井探、槽探为主，大型以上滑坡可结合洞探和物探等方法。
8.2.4 滑坡勘探工作量布置，宜采用 1 纵 1 横 2 条勘探线，每条勘探线宜布置 3 个~5 个勘探点。
8.2.5 钻孔深度应穿过底部滑带深入稳定地层 3m～5m，且应满足滑坡稳定性评价的需要。单体滑坡
的潜在滑带和滑体试样分别不宜少于 6 组，滑带试样宜在探井或探槽中采取原状试样。
8.3

崩塌（危岩）勘查

8.3.1 测绘范围应包括危岩带及其影响地段。纵向向上应至少达到坡顶卸荷带之外 50m～100m，向下
应至少到达危岩崩塌堆积区及影响区外 50m～100m，横向可向两侧延伸至影响范围。
8.3.2 危岩体勘查宜以专门工程地质测绘和剖面测绘相结合。对通过专门工程地质测绘判断为稳定的
崩塌体，可不进行勘探。
8.3.3 崩塌体（危岩体）测绘地形图宜采用 1:500～1:2000，实测剖面图宜采用 1:100～1:1000。
8.3.4 崩塌体（危岩体）测绘一般包括下述内容：
a) 位置、形态及规模等特征；
b) 地质条件、结构及特征；
c) 水文地质条件；
d) 变形破坏特征；
e) 影响或诱发因素；
f) 可能的运移路径，评估高速远程运动可能与危害；
g) （地质灾害链）致灾范围及危害预测；
h) 影响范围内的人口及实物指标、危害对象的特性以及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8.3.5 崩塌体勘探宜以物探、井探、槽探为主，大型以上崩塌可结合钻探等。
8.3.6 崩塌体勘探线宜采用 1 纵 1 横 2 条勘探线，每条勘探线宜布置 2 个~3 个勘探点。钻孔深度和试
样可参照 8.2.5 的规定执行。
8.4

泥石流隐患测绘

8.4.1 测绘范围应包含可能发生泥石流的沟谷流域和可能的地质灾害链影响范围。
8.4.2 测绘之前应了解历史上山洪泥石流的发生时间、次数、持续过程、性质特点、成因及防治现状；
了解发生山洪泥石流前的降雨时间、雨量大小和暴雨强度、地震、水体溃决、冰雪融化等诱发因素；了
解每次灾害危害的对象，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情况。
8.4.3 泥石流测绘一般包括下述内容：
a) 根据地形特征和堆积物的分布位置，划分山洪泥石流的物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
b) 全流域气象、水文、植被、地形、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新构造运动与地震、不良岩质地质体、
松散固体物质、水文地质、人类活动、冰川活动等；
c) 流域内的湖泊、水库等地表水体分布及影响，泥石流历史侵蚀的部位、方式、范围和强度，淤
埋的部位、规模、范围和速率，淤堵主河的原因、部位、断流和溃决情况，以及出现堰塞湖对上游的淹
没情况、溃决洪水对下游的水毁灾害等；
d) 物源区的水源类型、汇水区面积、流量及搬运能力等，岩体风化破碎、斜坡地质结构及坡角、
性质和稳定性等，泥石流固体物质（潜在）来源的滑坡、崩塌、岩堆、弃渣等松散堆积层的分布、体积、
重量、性质和稳定性等；
e) 流通区的沟谷的纵横坡度及其变化点、沟床变迁及冲淤变化、跌水及急湾等地形特征，两侧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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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坡度、松散物质分布、坡体稳定状况及已向泥石流供给固体物质的滑塌范围和变化状况等，泥石流流
动痕迹、已有的泥石流残体特征、过流断面规模等；
f) 堆积区堆积扇的分布、形态、厚度、规模、坡度、物质组成、新老扇的组合及与主河的关系，
堆积物的性质、组成成分和堆积旋回的结构、次数、厚度，一般粒径和最大粒径的分布规律、堆积历史，
溢出的地下水水质和流量、地面沟道位置和变迁、冲淤情况，估算泥石流前峰端与前方建筑物的距离等
g) 泥石流可能影响范围内的人口和主要实物指标、危害对象的特性及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8.4.4 泥石流物源区和流通区测绘宜采用 1:2000～1:10000，堆积区宜采用 1:500～1:2000；纵剖面图
宜采用 1:500～1:10000；横剖面宜采用 1:500～1:2000。
8.4.5 泥石流流域内若存在危害较大的（潜在）滑坡和崩塌，可参照 8.2 和 8.3 的有关规定进行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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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法

9.1

一般规定

9.1.1 集镇地质灾害勘查宜采用遥感、测绘、钻探、物探、山地工程和试验测试等多种技术方法相结
合的方式。
9.1.2 鼓励多种形式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如无人机航摄、三维激光扫描、风险评价和管理等。
9.1.3 除本规范规定之外，技术方法等具体内容可参照 DZ/T 0218—2006 和 DZ/T 0220—2006 的相关
规定执行。
9.2
9.2.1
9.2.2
9.3

资料收集
集镇有关社会、经济资料和工程建设勘察资料。
与地质灾害形成相关的诱发因素资料，地质灾害现状与防治资料。
遥感

9.3.1 遥感范围宜略大于勘查范围，比例尺不宜小于 1:10000。
9.3.2 集镇斜坡和重大隐患勘查遥感信息源可采用无人机航摄数据，区域核查可采用高分辨率卫星或
航空数据。
9.4

测量测绘

9.4.1 测量包括控制测量、地形图测量、剖面测量、勘探点及重要地质点测量。测量范围应略大于测
绘范围，比例尺与测绘精度一致。
9.4.2 测绘应充分利用勘查区已有、能满足精度的地形图。
9.4.3 测绘宜采用统一格式记录和素描，观测点布置应满足最佳测绘效果，对于重要地质现象应有足
够的观测点控制。
9.5
9.5.1
9.5.2
9.6
9.6.1
9.6.2

物探
物探应结合测绘成果在实施勘探前进行。
物探探测深度应大于地质灾害体厚度、裂缝深度、控制性软弱夹层深度和钻孔深度等。
山地工程
探井和探槽宜布置在滑坡崩塌厚度较薄的部位。
探槽深度不应超过 3m。探井深度应穿过底层滑带且不宜超过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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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钻探

9.7.1
9.7.2
9.8

测试和试验

9.8.1
9.8.2
9.8.3
10

在钻探之前应编制钻孔设计书。
钻孔验收后，对不需保留的钻孔宜进行封孔处理。野外验收前，宜保留各孔岩芯。

滑体土、滑带土测试宜提供满足稳定性评价的物理和力学参数。
危岩、崩塌及其母岩、基座，宜采样作物理性质、抗压强度及变形试验等。
泥石流宜进行固体物质含量、颗粒分析、泥石流体稠度等现场试验。

稳定性分析与评价

10.1 一般规定
10.1.1 稳定性分析与评价（评估）应在已有勘查资料基础上进行。
10.1.2 定量或定性判断集镇斜坡和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的稳定性，且评估其易损性和危害程度。
10.1.3 除本规范规定之外，评价方法等具体内容可参照 DZ/T 0218—2006 和 DZ/T 0220—2006 的相关
规定执行。
10.2 集镇斜坡
10.2.1 通过测绘和勘探，应将集镇斜坡发展趋势进一步归类为滑坡、崩塌、泥石流或变形体等灾种。
10.2.2 斜坡稳定性评价以定性分析评估为主。对存在失稳可能性的集镇斜坡，可参照 10.3 的有关规
定进行定量评价。
10.3 滑坡体
10.3.1 滑坡稳定性评价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质剖面进行计算，计算在不同工况下的稳定系数和评价
稳定状态。
10.3.2 对每条纵勘探线和每个可能的滑面均应进行滑坡稳定性评价。
10.3.3 滑坡稳定性计算采用的工况条件，可分为现状工况和降雨工况，降雨过程可采用汛期重现期
10 年（20 年和 50 年）一遇 5 日暴雨。在地震基本烈度Ⅶ度及以上的集镇，应考虑地震工况。涉水滑坡
尚应考虑水库（江河）水位变动工况。
10.3.4 当滑坡体内地下水已形成统一水面时，稳定性计算宜计入浮托力和动水压力。对有后缘裂缝的
岩质斜坡，稳定性计算宜考虑后缘裂缝的静水压力。
10.3.5 滑坡稳定性计算宜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进行校核，综合评定稳定系数。当不同地质剖面用同一
公式计算得出不同的稳定系数时，宜取其最小值；当同一地质剖面采用不同公式计算得出不同的稳定系
数时，宜取其平均值。
10.3.6 滑坡稳定性状态按照稳定系数分为四级，可按照 DZ/T 0218—2006 表 12 确定。
10.4 崩塌体（危岩体）
10.4.1 危岩体稳定性评价宜以定性评估为主，应考虑暴雨时后部陡倾切割裂缝的静水压力和下部缓倾
软垫面的地下水扬压力。
10.4.2 倾倒式崩塌的稳定性评价宜按照抗倾覆模型进行，并以危岩体外部临空面与下部软垫面交点作
为作用支点。当抗倾覆稳定系数≤1.3 或下垫面倾角小于 20°，应进行抗滑稳定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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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多组外倾结构面分离切割形成的崩滑型危岩体，应按结构面和临空面进行三维空间组合定性评
价，当滑移矢量外倾时，即可判断为危岩体。
10.4.4 形状突出、后缘切割面已形成、虽未分离贯通但连通率大于 50%的地质体，应作为坠落式危
岩体。
10.4.5 危岩体稳定状态可按照 DZ/T 0218—2006 表 13 确定。
10.5 泥石流
10.5.1 评价流域内固体物质的稳定性及动储量。评估泥石流可能威胁范围。
10.5.2 评估可能诱发泥石流的水动力类型，包括暴雨特征、冰雪融化特征、堤坝或水库的分布及可能
溃决的水体体积等。
10.5.3 评估泥石流在运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堵塞情况及对堵塞溃决后扩大的威胁范围。
10.5.4 评估泥石流发生的频率。
10.5.5 评估已有的泥石流防治措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0.6 复合型地质灾害和地质灾害链
10.6.1 对于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的沟谷型集镇，应评价复合地质灾害和地质灾害链可能性。
10.6.2 对于沟源山坡存在区域性断裂、岩体软硬相间的集镇，应评估滑坡、崩塌（危岩）失稳后转化
为高速远程碎屑流的可能性。
10.6.3 当沟源山坡存在大型潜在滑坡、崩塌，且坡度大于 60°时，应判定为存在高速远程碎屑流可
能性。
10.6.4 对于沟源和沟谷存在大量松散体的集镇，应进行泥石流机理的研究，评估极端暴雨条件下由于
斜坡滑坡失稳堵塞沟谷形成的堰塞塘溃决后加剧泥石流流量的可能性。
10.7 单体灾害危害程度
每一个可能造成风险的地质灾害隐患应调查其威胁对象，评估其易损性和危害程度。危害程度评价
分级可按表 2 确定。
表2

危害程度评价分级表

级 别

危害程度

威胁人数（人）

威胁财产（万元）

Ⅰ

特大级（特重）

＞ 1000

＞ 1000

Ⅱ

重大级（重）

100 ～ 1000

500 ～ 1000

Ⅲ

较大级（中）

10 ～ 100

100 ～ 500

Ⅳ

一般级（轻）

＜ 10

＜ 100

注：威胁人数或威胁财产二者只需其一达到标准即可判定相应的级别。

10.8 集镇地质灾害评价与区划
10.8.1 集镇地质灾害评价与区划的内容宜包括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与区划、危险性评价与区划和风险
评估与区划。
10.8.2 集镇地质灾害评价与区划可采用数字高程模型、遥感和野外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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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检查
质量检查一般包括下述内容：
10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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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测绘原始资料或成果等进行不少于 30％的随机抽样检查和现场检查；
对地质灾害隐患勘探实物工作量原始资料或成果等进行重点检查和现场检查；
对资料检查存在疑问应进行现场检查；
自检、互检、抽检等质量检查记录和质量总结等。

资料整理和成果编制

12.1 资料整理
12.1.1 资料整理包括野外验收前资料整理和最终成果资料整理。
12.1.2 野外验收前资料整理应在野外工作中和结束后进行，应全面整理各项野外实际资料，检查核实
其完备程度和质量，整理誊清野外工作手图和编制各种综合分析图表，编写工作小结等。
12.1.3 野外验收前资料整理一般包括下述内容：
a) 各类原始记录本、表格、卡片、统计表等；
b) 实测的各类图件；
c) 各种原位测试、室内试验鉴定分析资料和勘探试验资料；
d) 影像图、照片和素描等；
e) 物探解译成果图、各种曲线和数据、推断解释的地质柱状图和剖面图、物探工作报告；
f) 各类图件，包括野外测绘手图、实际材料图、工程布置图、遥感解译图等。
12.1.4 最终成果资料整理应在野外验收后进行，要求内容完备、综合性强，文、图、表齐全。
12.1.5 最终成果资料整理一般包括下述内容：
a) 对各种实际资料进行分类、统计和数学处理，综合分析各主要工程地质条件、因素及其间关系
和变化规律；
b) 编制基础性、专门性图件和综合类图件；
c) 编写成果报告。
12.2 成果编制
12.2.1 应以集镇为单位编制成果报告。报告名称为《××省××集镇地质灾害勘查报告》。各类图件、
遥感解译报告、物探报告、测试试验报告、照片集等可做为附图附件。
12.2.2 集镇地质灾害勘查报告一般包括下述内容：
a) 序言，包括项目概况、以往研究程度评述、本次工作概况等；
b) 自然地理及社会经济概况，包括自然地理、集镇现状（经济现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社会经
济发展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需求）等；
c) 集镇致灾地质环境背景，包括地质灾害现状，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新构造运动及
地震、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水文地质条件、人类工程活动等及对地质灾害的影响，及相应的综合分析
插图；
d) 集镇斜坡，包括斜坡地质条件与结构、稳定性评价评估等；专门工程地质平面图、剖面图等可
做为插图或附图；
e) 集镇重大地质灾害隐患，包括各地质灾害隐患特征、稳定性评价与评估等；稳定性评价包括定
性分析、稳定性计算、综合评价，其中计算部分包括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计算模式与方法、计算参数
的确定及影响因素敏感性分析、计算工况的确定等；专门工程地质平面图、剖面图等可做为插图或附图；
f) 集镇地质灾害评价与区划，包括地质灾害易发性、危险性和风险评估的分区原则、判别标准、
分区评价与预测等；
g) 防治规划或防治方案建议，结合集镇发展规划和评估结论提出建议，包括防治原则、方法及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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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重点防治区域、重点防治工程、初步投资估算等；
h) 结论，包括成果总结、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工作建议等。
12.2.3 附图一般包括下述内容：
a) 集镇地质灾害与地质环境背景图，图面内容包括地质灾害分布与规模（特别是影响集镇的泥石
流、集镇斜坡和重大地质灾害隐患）、地层（特别是第四系和易滑地层）、地质构造（主要是断裂）、
新构造（特别是现今活动构造与断裂）与地震、岩溶水文、矿山（特别是采空区）等；该图由平面图、
剖面图、柱状图、说明表和图例、必要的镶图等组成；
b) 集镇地质灾害评价与区划图，图面内容包括地质灾害分布、风险评估及分区、防治方法或措施、
应急方案及措施等，该图由平面图、剖面图、柱状图、说明表和图例、必要的镶图等组成，集镇地质灾
害易发性区划图和危险性区划图可做为镶图。
12.3 成果提交
12.3.1
12.3.2

应按任务书要求和设计书明确的成果提交时间，向组织评审单位申请并提交成果报告及附件。
成果报告评审通过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向相应项目管理单位正式提交成果并进行成果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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