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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394号令）、《天津市地质灾害防治规

划（2021-2025年）》、《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程（DB12/T 726-2017）》

和《天津市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实施细则（试行）》，为规范区域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技术要求。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是在充分分析评估区规划和用地性质的基础上，基

本查明评估区环境地质条件、地质灾害类型和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分析论证地质

灾害危害程度和危险性，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分区评估，评价开发区

（园区等）规划用地适宜性，提出有针对性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建议，为开发区

（园区等）建设提供基础依据。

1.2 适用范围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天津市地质灾害易发区内，位于平原区的各类开发区、工

业园区和自贸试验区（片区）以及其他有条件的区域，在土地供应前，统一开展

的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山区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仍按照《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程（DB12/T 726-2017）》进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306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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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137 城乡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DZ/T 0283 地面沉降调查与监测规范

DB12/T 726-2017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程

DB/T29-20-2017 天津市岩土工程技术规范

3 基本规定

3.1 评估要求

3.1.1 天津市平原区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灾种主要包括：地面沉降、地裂

缝、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和水土腐蚀等。

3.1.2 评估工作程序为接受评估委托、收集资料与现场踏勘、编写工作大纲、野

外调查与勘察、评估区分区、综合分析与分区评估、提交成果。评估工作技术程

序框图见附录 A。

3.1.3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一级。

3.1.4 评估范围应以开发区（园区等）边界线为界。

3.1.5调查范围可根据区域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的影响范围、规划用地的实

际情况等适当外扩。调查范围内的地质资料应能反映评估区地质环境规律与地质

灾害特征，将能够满足评估要求的钻孔资料、物探资料、水位与水质观测资料、

地质灾害监测等资料包括在内，并反映在实际材料图上。

3.1.6 应贯彻分区评估原则，对评估区进行分区。

3.1.7应在充分收集利用钻孔勘察、取样及岩矿测试、地质灾害调查与监测等资

料的基础上，开展地质环境和地质灾害调查，必要时应补充实物工作量。

3.1.8位于已实施区域评估范围内，符合区域评估结果适用条件的单个建设项目

共享区域评估结果，建设项目不再单独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位于区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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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中划定为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以上区域的重要建设项目（见附录 B）仍需单

独编制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3.1.9区域评估结束后，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或规划进行重大调整

时，应重新进行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3.2 评估工作内容

3.2.1 开展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分析评估区用地范围、建设用地现状、功能定

位以及产业类型。对于评估区面积较大且已有产业区划分的，应将评估区按照规

划的产业区划分作为一级分区，再按照用地类型进行二级分区，最后根据实际评

估需要分析是否进行建设情况细化分区。其中，当一种用地类型中有配套的其他

用地的，如果配套用地占比不超过此类用地的 30%，则不将配套用地进行单独

分区。

3.2.2 编写工作大纲，内容包括资料收集与现场踏勘、以往工作程度分析、工作

部署、预计提交成果形式等。工作部署包括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调查、地质灾害

危险性现状评估、预测评估、综合分区评估与规划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

3.2.3 开展地质环境调查与地质灾害调查，确定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与地质

灾害类型、分布及发育程度。

3.2.4综合分析研判评估区内地质灾害类型、发育程度、危害程度和危险性，分

别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

3.2.5 做出评估区规划建设用地适宜性的评价结论。

3.2.6针对地质灾害危险性，结合评估区用地性质与工程建设类型提出防治地质

灾害的措施和建议。

3.2.7 编制并提交评估报告、应用报告及附图、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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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收集与现场踏勘

4.1 资料收集

4.1.1 搜集评估区建设规划、专项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等各项规划资料。

4.1.2 搜集评估区气象、水文、地貌、区域地质背景、地质构造、地层岩性等资

料。

4.1.3 搜集评估区工程地质勘察、水土样品测试、测井及相关研究报告等资料。

4.1.4 搜集评估区区域水文地质勘查、调查评价等资料，详细收集水文地质钻孔、

地下水开发利用历史与现状、地下水水位及动态、地下水水质等资料。

4.1.5 搜集评估区地质灾害防治相关历史资料。

4.2 现场踏勘

4.2.1 实地调查评估区范围、现状用地类型、产业类型、建设程度、周边社会经

济概况等。

4.2.2 了解评估区及周边地形、地貌、气象、水文、地质条件。

4.2.3 将踏勘资料与收集资料对比核定。

5 地质环境调查

5.1 一般规定

5.1.1在充分搜集和分析已有地质环境资料的基础上，针对评估区现状和规划的

用地类型及建设规模，对评估区地质灾害形成的地质环境条件进行调查。

5.1.2天津市平原区主要对地裂缝、地面沉降、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和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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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等地质灾害形成相关的地质环境条件进行调查。

5.1.3调查用图应能充分反映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灾害特征，便于使用和

阅读，比例尺可酌情确定，宜不小于 1:5 000。

5.1.4通过调查，分析总结地质环境条件对调查区范围内地质灾害形成、分布和

发育的影响。

5.1.5 通过综合分析，判断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并进行分区。

5.1.6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划分应按表 1 确定。

5.1.7 工作部署应充分考虑建设现状、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和以往工作基础。

表 1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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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有全新世活

动断裂，地震基本烈度

＞Ⅷ度，地震动峰值加

速度＞0.20g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较

复杂，规划区附近有全

新世活动断裂，地震基

本烈度Ⅶ～Ⅷ度，地震

动峰值加速 0.10g～
0.20g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简

单，规划区附近无全新

世活动断裂，地震基本

烈度＜Ⅶ度，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0.10g

地形地貌

地形复杂，地貌类型多

样，古河道、坑塘洼甸

等微地貌发育

地形较简单，地貌类型

较单一，有古河道等微

地貌分布

地形简单，地貌类型单

一，微地貌不发育

工程地质性质

岩性岩相复杂，岩土体

结构复杂，埋深 20米

以浅的粉（砂）土累计

厚度大于 6米，区域软

土厚度大于 6米

岩性岩相变化较大，岩

土体结构较复杂，埋深

20米以浅的粉（砂）

土厚度 2～6米，区域

软土厚度 2～6米

岩性岩相变化小，岩土

体结构较简单，埋深

20米以浅的粉（砂）

土厚度小于 2米，区域

软土厚度小于 2米

水文地质条件

含水层结构复杂，地下

水补给、径流、排泄条

件复杂，水位年际变化

大于 20米，水文地质

条件不良；浅层地下总

矿化度大于 10g/L

含水层结构较复杂，地

下水补给、径流、排泄

条件较复杂，水位年际

变化 5～20米，水文

地质条件较差；浅层地

下水矿化度大于 3～
10g/L

含水层结构简单，地下

水补给、径流、排泄条

件简单，水位年际变化

小于 5米，水文地质条

件良好；浅层地下水矿

化度小于 3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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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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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区域地质背景

5.2.1 搜集区域地质及构造背景资料，分析判断区域地质背景下可能发育的地质

灾害及与评估区的关系。

5.2.2 搜集评估区及周边活动断裂资料，分析判断对评估区的影响程度。

5.2.3 搜集区域地震历史资料，分析判断地震活动对评估区的影响及地壳稳定性，

区域地震动参数确定应符合 GB 18306 的规定。

5.3 气象水文

5.3.1 搜集评估区的气象资料，主要包括气候类型特征、气温、降水、蒸发等，

重点掌握与地质灾害关系密切的气象要素。

5.3.2 搜集分析评估区地表水水文特征，主要包括河流宽度、深度、流量、水位

历史洪水及洪涝灾害等。评估区位于海岸带时，应搜集海洋水文资料，包括：当

地最高（低）潮位和多年平均高（低）潮位等。

5.4 地形地貌

5.4.1 搜集评估区及周边地形地貌资料，确定评估区所处的地形地貌位置。

5.4.2调查评估区地形地貌特征，微地貌分布特征，分析评价地貌形态、高程及

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5.5 地层岩性与地质构造

5.5.1 调查评估区地层的地质年代、成因、岩性、厚度、分布等。

5.5.2 调查评估区构造的分布、形态、规模、性质及组合特点等。

5.5.3分析区域活动断裂对评估区及地质灾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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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岩土体类型及其工程地质性质

5.6.1 调查岩土体的分布、岩性、成因、类型、结构及物理力学性质，重点了解

新近沉积土和特殊类土的分布范围及工程地质特征。

5.6.2 岩土体分类，应符合 GB 50021 的要求。

5.7 水文地质条件

5.7.1 调查评估区含水层的分布、类型、富水性、透水性，隔水层的岩性、厚度

和分布。

5.7.2 调查地下水类型、补径排条件、 地下水的水位、水量、水质、水温等特

征。

5.7.3 调查地下水开发利用状况， 分析地下水对评估区岩土体的影响及其与地

质灾害的关系。

5.8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5.8.1调查评估区社会经济环境、土地利用现状、规划建设情况，调查评估区主

要工程活动类型、规模、建设及运行时间。

5.8.2调查评估区人类活动的类型、强度、规模、分布，分析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5.8.3调查评估区人类活动诱发或加剧的地质灾害发生的状况。

5.9 工作部署

5.9.1 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地质灾害类型部署相应工作量，地质环境

复杂程度划分应按表 1确定，工作量定额应按表 2确定。

5.9.2 分区内工作量布置应相对均匀。

5.9.3 本着充分利用前人资料的原则，所规定的工作量指标包括符合质量要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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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各项工作成果，在此基础上根据需要补充部署各项工作。

5.9.4 在对地质灾害形成有明显控制与影响的微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等重

要部位或重点地段，可适当增加工作量。

表 2 每 4平方千米工作量定额表

灾害类型 主要工作内容
工作量

单位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复杂 中等 简单

地面沉降

地质灾害调查点 个 5～8 3～5 2～3
地面沉降监测点 个 2～3 1～2 ——

地下水位观测 个 2～3 1～2 ——

地裂缝
地质灾害调查点 个 6～8 4～6 1～3
工程地质钻孔 个 2～3 1～2 ——

饱和粉（砂）

土地震液化

地质灾害调查点 个 5～8 3～5 2～3
工程地质钻孔 个 4～5 2～3 1～2
标贯原位实验 孔 4～5 2～3 1～2

水土腐蚀

地质灾害调查点 个 5～8 3～5 2～3
土壤易溶盐分析 件 5～6 3～4 2～3

水质分析 件 5～6 3～4 2～3
注 1：不足 4平方千米按 4平方千米计

注 2：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简单的地区，地面沉降灾害可用区域地下水与沉降量资料反映。

6 地质灾害调查

6.1 一般规定

6.1.1基本查明评估区及周边已发生（或潜在）各种地质灾害的形成条件、分布

类型、活动规模、变形特征，诱发因素与形成机制等，对其发育程度进行初步评

价。

6.1.2 调查评估区因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已建工程设

施遭受地质灾害的破坏特征，宜采用走访调查与室内资料收集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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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收集和调查评估区或周边已采取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类型、效果和经验。

6.1.4 调查时应填写地质灾害评估调查表，表式可参照 DB12/T 726-2017附

录 D。

6.2 地面沉降

6.2.1地面沉降地质灾害调查参照 DB12/T 726-2017第 6.7.1条进行。若评

估区位于浅层软土分布区，应重点调查软土分布范围、变形特征及大面积附加荷

载对地面沉降的影响。

6.2.2 地面沉降灾害发育程度分为强发育、中等发育和弱发育三级，按表 3确

定。

表 3 地面沉降发育程度分级表

分级要素
发育程度分级

强发育 中等发育 弱发育

累计地面沉降（mm） ≥800 ＞300～＜800 ≤300
地面沉降速（mm/a） ≥30 ＞10～＜30 ≤10

注 1：地面沉降速率指近 5年的平均沉降量

注 2：上述两项因素满足一项即可，并按由强至弱顺序确定

6.3 地裂缝

6.3.1地裂缝地质灾害调查参照 DB12/T 726-2017第 6.6.1条进行。

6.3.2地裂缝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分为强发育、中等发育和弱发育三级，按表 4确

定。

表 4 地裂缝发育程度分级表

发育程度
影响因素

构造活动 特殊土 地面沉降

强发育

评估区有活动断裂通过，中或晚更新

世以来有活动，全新世以来活动强

烈，ν＞1.0，地面地裂缝发育并通

过规划区。地表开裂明显；可见陡坎、

斜坡、微缓坡、塌陷坑等微地貌现象；

房屋裂缝明显

评估区广泛分布

有膨胀土，气候

干、湿变化频繁；

存在多处地表开

裂，分布广

评估区地层组成

不均匀，易产生不

均匀沉降，地下水

位年际变化＞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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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程度
影响因素

构造活动 特殊土 地面沉降

中等发育

评估区有活动断裂通过，中或晚更新

世以来有活动，全新世以来活动强

烈，1.0≥ν≥0. 1，地面地裂缝中

等发育，并从规划区附近通过。地表

有开裂现象；无微地貌显示；房屋有

裂缝现象

评估区有膨胀土

分布，地表有开裂

现象

评估区地层组成

不均匀，易产生不

均匀沉降，地下水

位年际变化 5～
20米

弱发育

评估区有活动断裂通过，全新世以来

有微弱活动，ν＜0. 1，地面地裂缝

不发育或距离规划区较远，地表有零

星小裂缝，不明显，房屋未见裂缝

评估区无膨胀土

分布

评估区地层组成

不均匀，地下水位

年际变化＜5米

6.4 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

6.4.1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地质灾害调查参照 DB12/T 726-2017第 6.8.1

条进行。

6.4.2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分为强发育、中等发育和弱发

育三级，按表 5确定。

表 5 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发育程度分级表

发育

程度

液化

等级

宏观调查 原位测试

地面喷水冒砂情况 对建筑的危害情况
液化指数

（20m）

强发

育
严重

一般喷水冒砂都很严重，

地面变形很明显

危害性大，不均匀沉陷大于

200mm，高重心结构产生

不容许的倾斜

＞18

中等

发育
中等

喷水冒砂，从轻微到严重

均有，多数属中等

危害性较大，可造成不均匀

沉陷和地裂，有时不均匀沉

陷可能达到 200mm
＞6～≤18

弱发

育
轻微

地面无喷水冒砂，或仅在

洼地、河边有零星的喷水

冒砂点

危害性小，一般不致引起明

显的震害
≤6

6.5 水土腐蚀

6.5.1水土腐蚀地质灾害调查参照 DB12/T 726-2017第 6.9.1条进行。

6.5.2水土腐蚀地质灾害发育程度按表 6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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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水土腐蚀发育程度分级表

分级要素
发育程度

强发育 中等发育 弱发育

腐蚀性等级 强 中 弱 微

7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7.1 一般规定

7.1.1 应在地质灾害调查、建设用地类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

评估。

7.1.2根据评估区地面沉降、地裂缝、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和水土腐蚀等地

质灾害的发育程度、危害程度和危险性做出现状评估。

7.1.3 各类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划分为强发育、中等发育、弱发育三级，按表 3～

表 6确定。

7.1.4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划分为危害大、危害中等、危害小三级。当实际调查结

果有明确的因灾伤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数据的，宜按 DB12/T 726-2017表 2

中灾情确定地质灾害危害程度；若无明确调查数据，应结合评估区建设用地类型、

灾害发育程度等因素按表 7确定地质灾害危害程度等级。建设用地类型划分标

准按照 GB 50137进行。

7.1.5 地质灾害现状评估的危险性应依据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危害程度按大、中

等、小三级划分。划分标准应按表 8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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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现状分级表

建设用地类型 建设程度 灾害类型
发育程度

强 中等 弱

居住用地、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80%
地面沉降、

地裂缝

大 中等 小

＞30%～≤80% 中等 中等 小

≤30% 中等 小 小

＞80%
饱和粉（砂）

土地震液化

中等 小 小

＞30%～≤80% 小 小 小

≤30% 小 小 小

＞80%
水土腐蚀

中等 小 小

＞30%～≤80% 小 小 小

≤30% 小 小 小

工业用地、物流仓

储用地

＞80%
地面沉降、

地裂缝

大 中等 小

＞30%～≤80% 中等 小 小

≤30% 小 小 小

＞80%
饱和粉（砂）

土地震液化

中等 中等 小

＞30%～≤80% 中等 小 小

≤30% 小 小 小

＞80%
水土腐蚀

中等 小 小

＞30%～≤80% 小 小 小

≤30% 小 小 小

市政、消防等

公用设施用地

＞80%
地面沉降、

地裂缝

大 中等 小

＞30%～≤80% 中等 小 小

≤30% 小 小 小

＞80%
饱和粉（砂）

土地震液化

中等 中等 小

＞30%～≤80% 中等 小 小

≤30% 小 小 小

＞80%
水土腐蚀

中等 小 小

＞30%～≤80% 小 小 小

≤30% 小 小 小

注：建设程度指在各用地类型分区中，各类建筑、设施等占预期建设的比重

7.2 地面沉降

7.2.1 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现状评估应分析地面沉降形成原因和发育特征，确定灾

害发育程度和危害程度，对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现状评估。

7.2.2 由于抽吸地下流体引起的沉降，应分析地面沉降发育现状和历史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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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沉降与地下流体开采和地层岩性的关系及引起沉降的主要层位。

7.2.3 软土分布区，由于大面积附加荷载引起的区域地面沉降，应阐明附加荷载

类型、厚度、堆载时间、下伏地层的工程地质特征，着重阐明评估区内软土成因

类型、软土层厚度及其变化、岩性特征、物理力学性质；说明评估区及附近已有

建筑物的软土地基变形情况。

7.2.4 由于不同原因引起的区域地面沉降应进行叠加考虑，综合分析其发育程度、

危害程度和危险性。

7.2.5 按表 3 确定地面沉降发育程度；按现状调查或表 7 确定地面沉降的危害程

度；按表 8 对地面沉降危险性现状进行评估。

表 8 规划建设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分级表

危害程度
发育程度

强 中等 弱

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中等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中等

小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小 危险性小

7.3 地裂缝

7.3.1 应分析地裂缝地质灾害形成的地质环境条件、变形活动特征、主要诱发因

素与形成机制。

7.3.2 按表 4 确定地裂缝发育程度；按现状调查或表 7 确定地裂缝的危害程度；

按表 8 对地裂缝危险性现状进行评估。

7.4 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

7.4.1 现状评估以评估区已发生过的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现象的调查评价为

主，结合可液化地层、地形地貌条件、地下水水位、历史地震液化情况及原位测

试液化判别结果综合确定液化等级、发育程度、危害程度和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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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按表 5 确定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发育程度；按现状调查或表 7 确定饱

和粉（砂）土地震液化的危害程度；按表 8 对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危险性

现状进行评估。

7.5水土腐蚀

7.5.1 现状评估应在资料收集、现场调查的基础上，重点依据水土样品测试资料

进行腐蚀性现状评估。

7.5.2 水和土的腐蚀性评价标准优先参照评估工程的行业标准执行，没有行业标

准的参照 GB 50021执行。

7.5.3 按表 6确定水土腐蚀发育程度；按现状调查或表 7 确定水土腐蚀的危害

程度；按表 8对水土腐蚀危险性现状进行评估。

8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8.1 一般规定

8.1.1应在现状评估的基础上，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规划用地类型等因素

进行预测评估。

8.1.2应对规划建设中、建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地面沉降、地裂缝、饱和粉（砂）

土地震液化和水土腐蚀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发育程度、可能性、危害程度和危险性

做出预测评估。

8.1.3 应对评估区规划拟建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的地面沉降、地裂缝、饱和

粉（砂）土地震液化和水土腐蚀等危害的发育程度、可能性、危害程度和危险性

做出预测评估。

8.1.4地质灾害的可能性等级与预测的发育程度等级一致，按大、中等、小三级

划分。各类地质灾害发育程度按表 3～表 6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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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预测的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划分为危害大、危害中等、危害小三级。应结合

评估区建设用地类型、地质灾害类型、灾害发育可能性等因素按表 9预测确定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等级。

8.1.6 规划建设中、建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划分标准应符合表

10的规定。

8.1.7 规划拟建工程自身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划分标准应符合表 11的规定。

8.1.8 对各种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可采用工程地质类比法，成因历史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数学统计法等定性、半定量的评估方法进行。

表 9 地质灾害危害程度预测分级表

用地性质 灾害类型
可能性

大 中等 小

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

务业设施用地

地面沉降、地裂缝 大 中等 小

饱和粉（砂）土地

震液化
中等 小 小

水土腐蚀 中等 小 小

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

地

地面沉降、地裂缝 大 中等 小

饱和粉（砂）土地

震液化
中等 中等 小

水土腐蚀 中等 小 小

公用设施用地

地面沉降、地裂缝 大 中等 小

饱和粉（砂）土地

震液化
中等 中等 小

水土腐蚀 中等 小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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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规划建设区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分级表

危害程度
可能性

大 中等 小

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中等 危险性大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中等

小 危险性中等 危险性小 危险性小

8.2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评估

8.2.1 地面沉降

8.2.1.1 应结合评估区用地类型与规划建设情况，预测由于拟建工程的建设和运

营改变区域地下水水位变化，进而引发或加剧区域地面沉降的可能性、危害程度

和危险性。

8.2.1.2 有软土分布区，应分析拟建工程特点、下伏地层条件和变形特征， 预

测工程建设引发或加剧区域地面沉降的可能性、危害程度和危险性。

8.2.1.3 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与预测的发育程度等级一致；按表 9

确定地面沉降危害程度；按表 10对规划建设中、建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地面沉

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预测评估。

8.2.2 地裂缝

8.2.2.1 根据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发育程度、规划工程类型和施工方法等，

对工程建设引发或加剧地裂缝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危害程度和危险性做出预测评

估。

8.2.2.2 地裂缝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与预测的发育程度等级一致。按表 9预

测地裂缝发生后的危害程度；按表 10对规划建设中、建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地

裂缝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预测评估。

8.2.3 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

8.2.3.1 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建设工程类型和工程特点对工程建设引发或

加剧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危害程度和危险性做出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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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8.2.3.2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与预测的发育程度等级

一致；按表 9确定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危害程度；按表 10对规划建设中、

建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预测评估。

8.2.4 水土腐蚀

8.2.4.1 结合工程建设具体分析工程建设对水土环境的影响，对工程建设中、建

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水土腐蚀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危害程度和危险性做出预测评

估。

8.2.4.2水土腐蚀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与预测的发育程度等级一致；按表 9确

定水土腐蚀的危害程度；按表 10对规划建设中、建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水土腐

蚀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预测评估。

8.3 可能遭受已存在的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8.3.1 各灾种预测评估基本要求参照 DB12/T 726-2017第 7.3.1.5～7.3.1.8

条进行。

8.3.2 按表 3～表 6确定各类灾害的发育程度，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等级与预

测的发育程度等级一致。按表 9确定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等级。

8.3.3 按表 10对规划建设自身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预测评估，确

定危险性等级。

9 综合分区评估与规划用地适宜性评价

9.1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9.1.1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危险性等级划分为大、中等、小三级。

9.1.2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应在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

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评估区规划、建设特点和地质环境条件的差异，根据地质灾



18

害种类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危险性，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综合评定地质灾

害危险性等级，并分区说明评估结果，编制综合成果说明表（附录 C）。

9.1.3 初步分析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实施的难易程度和防治效益。

9.2 规划用地适宜性评价

9.2.1 规划用地适宜性分为适宜、基本适宜、适宜性差三级。

9.2.2适宜性等级应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地质灾害防治难度和效果对规划

建设用地的适宜性做出分区评价，适宜性级别按表 11确定。

表 11 规划用地适宜性分级表

级别 地质灾害危险性 地质灾害防治难度

适宜 小 基本不设计防治工程或防治工程简单，防治效果明显

基本适宜
中等 防治工程较复杂，防治难度小，防治效果明显

大 防治工程较复杂，防治难度中等，防治效果明显，防治效益高

适宜性差 大 防治工程复杂，防治难度大，防治效果不明显，防治效益低

9.3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9.3.1根据评估结果，分析各类拟建工程可能引发、加剧的地质灾害和可能遭受

的地质灾害类型、范围、危害程度，按综合评估分区提出每类地质灾害的防治措

施及建议，编制地质灾害防治措施表（附录 D）。

9.3.2 防治措施应充分考虑规划用地性质、建设现状和拟建工程特点。

9.3.3应根据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发育特征，结合用地规划与综合评估结果，

分区、分灾种提出具体的防治措施和建议。对于建设工程处于地质灾害危险性大

区段，应开展地质灾害防治专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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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交成果

10.1 一般规定

10.1.1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成果应以评估报告的形式提交。

10.1.2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包括评估报告文本、应用报告、附图及附

件。

10.1.3 附件应包括：调查表、调查照片册、水土样品分析测试报告、钻探成果

等。

10.1.4 评估报告要力求简明扼要、相互联贯、重点突出、论据充分、措施有效

可行、结论明确；附图规范、时空信息量大、实用易懂、图面布置合理、美观清

晰、便于使用单位阅读。

10.2 评估报告

10.2.1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应在调查和综合分析全部资料的基础上进

行编写。评估报告的编写提纲见附录 E.1。

10.2.2 评估工作概述主要是阐述评估区社会经济条件、土地利用现状、规划建

设概况、以往工作程度、工作方法及工作量、评估范围、调查范围等，并进行工

作质量评述。

10.2.3 地质环境条件主要包括区域地质背景、气象与水文、地形地貌、地层岩

性、地质构造、岩土类型及工程地质性质、水文地质条件及人类工程活动影响等。

10.2.4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应分区阐述地质灾害类型和危险性现状。包括

评估区内已发生和潜在的灾害种类、数量、分布、规模、灾害损失等；并按灾种

分别论述危险性现状等级。

10.2.5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应阐述评估区内引发或加剧以及评估区工程建

设本身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危险性。

10.2.6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应论述综合评估原则、评估指标的选定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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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在此基础上，阐述评估区用地适宜性，提出有针对性的地质灾害防治建议。

10.2.7结论与建议主要是对本次评估的结论进行总结概括，同时围绕评估结果，

对进一步的工作提出建议。

10.3 应用报告

10.3.1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应用报告是对区域评估报告概况总结。应用报

告的编写提纲见附录 E.2。

10.3.2 项目概况主要阐述主要是阐述评估区社会经济条件、土地利用现状、规

划建设情况等。

10.3.3 地质灾害发育特征应阐述评估区发育的灾害类型、发育程度。

10.3.4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结论与主要灾害问题应阐述地质灾害现状评估、预

测评估与综合分区评估结果，提出评估区存在的主要地质灾害问题。

10.3.5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与建议应针对综合分区评估结果，提出地质灾害防治

措施建议。

10.4 附图

10.4.1 附图主要包括实际材料图、地质灾害分布图、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

评估图、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建议图，以及其他需要的专项图件。

10.4.2 图件中应反映出评估区分区边界。

10.4.2图件比例尺以能便于阅读，并考虑委托单位使用方便，不宜小于 1：5000。

10.4.3 附图的编制要求见附录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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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技术程序框图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技术程序见图 A。

图 A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技术程序框图

编制评估工作大纲

接受评估委托

现场踏勘

资料收集

野外调查与勘察

评估区分区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综合分析与分区评估

提交成果

规划用地适宜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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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重要建设项目类型

重要建设项目主要包括：剧毒及放射性设施、军事和防空设施、核电、高铁、轻轨、二

级（含）以上公路、铁路、隧道、机场、吞吐量 100 万吨/年（含）以上港口码头、大型

水利工程、125MW（含）以上电厂、500KV 变电站或送电工程、集中供水水源地、垃圾

填埋场、油（气）管道和储油（气）库、总容积大于（含）80000m3或单罐容积大于（含）

20000m3油库、总容积大于（含）15000m3或单罐容积大于（含）5000m3天然气库等

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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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综合成果说明表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综合说明表按表 C.1 进行。

表 C.1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综合成果说明表

分区编号

分布

位置

建设

项目

类型

地质

环境

复杂

程度

现状评估 预测评估

综合

评估

危险

性

规

划

建

设

用

地

适

宜

性

一级

分区

二级

分区

地质

灾害

类型

危

险

性

引发

或加

剧的

灾害

类型

危

险

性

可能

遭受

的灾

害类

型

危

险

性

Ⅰ
Ⅰ-1
…

Ⅱ
Ⅱ-1
…

…… ……

注 1：各分区可根据不同建设工程类型分别做表

注 2：本表与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图配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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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表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表按表 D.1 进行。

表 D.1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表

分区编号
分布位

置

建设项目

类型

地质灾害

类型

综合评

估危险

性

防治措施一级分

区

二级分

区

Ⅰ
Ⅰ-1
…

Ⅱ
Ⅱ-1
…

…… ……

注 1：各分区可根据不同建设工程类型分别做表

注 2：本表与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建议图配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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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E.1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可参照下列章节进行编制。

前言

说明评估任务由来，评估工作的依据，主要任务和要求

第一章评估工作概述

一、评估区概况与区内规划建设情况

二、以往工作程度

三、工作方法、完成工作量及质量评述

四、评估范围

第二章地质环境条件

一、区域地质背景

二、气象、水文

三、地形地貌

四、地层岩性

五、地质构造

六、岩土类型及工程地质性质

七、水文地质条件

八、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九、小结

第三章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一、地质灾害类型特征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三、现状评估结论

第四章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一、规划区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二、规划区自身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三、预测评估结论

第五章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一、综合评估原则与评估指标的确定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三、建设用地适宜性分区评估

第六章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地质灾害防治分区

二、地质灾害防治建议

第七章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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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应用报告

应用报告可参照下列章节进行编制。

一、项目概况

介绍评估区土地利用现状与规划建设情况。

二、地质灾害发育特征

介绍评估区地质灾害类型以及各类灾害发育程度。

三、危险性评估结论与主要灾害问题

阐述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分区评估结论，指出评估区工程建设存在的

主要灾害问题。

四、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及建议

依据规划用地性质、建设现状和拟建工程特点，按照综合分区评估结果提出每类地质灾害的

防治措施及建议。

E.3 附图

E.3.1 实际材料图应反映地质灾害评估工作中所获得的实际地质资料，其内容应符合下列

要求：

a) 图上应包括评估区和调查区范围，各类地质灾害调查点、工程地质勘查孔、取水样、土

样、地质灾害监测点等的位置及编号，典型剖面的位置和编号。

b) 按规定的色谱表示简化的地理、地质要素；

c) 采用不同颜色的线型符号表示评估区、调查区的范围；

d)各类地质灾害调查点、工程地质勘查孔、取水样、土样、地质灾害监测点等的位置及编号；

e) 采用线型符号表示各类典型剖面的位置及编号等。

E.3.2 地质灾害分布图应以评估区内地质灾害形成发育的地质环境条件为背景，主要反映

地质灾害类型、特征和分布规律。其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平面图内容要求：

1) 按规定的色谱表示简化的地理、地质要素；

3) 用面状普染色表示重点地质灾害类型、范围和特征。

b) 镶图要求：

1) 对于有特殊意义的影响因素，可在平面图上附全区或局部地区的专门性镶图。如累计

沉降量等值线图、水位等值线图、历时曲线图等；

2)可附典型地质灾害点的照片、工程地质柱状图和剖面图等。

E.3.3 工程地质剖面图应反映 20m以浅的垂向地质结构，其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按规定的色谱表示简化的地理、地质要素；

b) 采用点状符号表示剖面图代号、钻孔编号及间距、天然泥面标高、终孔标高、岩土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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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代号、层面标高、层底标高、层厚变化情况；

c) 采用线型符号表示剖面的位置、岩土单元分层界限等。

E.3.4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图应主要反映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结果、规

划建设用地适宜性分区评估结果。其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平面图应表示以下内容：

1) 按规定的素色表示简化的地理、地质要素；

2) 采用面状普染颜色表示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结果；

3) 采用显著颜色的线性符号表示评估区内规划建设用地适宜性分区评估结果；

b) 综合分区说明表内容主要包括：分区编号、分布位置、建设工程类型、地质环境复杂程

度、地质灾害类型、危险性级别、规划建设用地适宜性等。

E.3.5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建议图应主要反映地质灾害危险性防治分区结果、防治工程部署、

防治措施建议。其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平面图应表示以下内容：

1) 按规定的素色表示简化的地理、地质要素；

2) 采用不同颜色的点状、线状符号分门别类的表示建设项目工程部署和已建的重要工程；

3) 采用面状普染颜色表示地质灾害防治分区结果；

b) 防治措施建议表内容主要包括：分区编号、分布位置、建设工程类型、地质灾害类型、

危险性、防治措施建议等。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1.2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基本规定
	3.1 评估要求
	3.2 评估工作内容

	4 资料收集与现场踏勘
	4.1 资料收集
	4.2 现场踏勘

	5 地质环境调查
	5.1 一般规定
	5.2区域地质背景
	5.3 气象水文
	5.4 地形地貌
	5.5 地层岩性与地质构造
	5.6 岩土体类型及其工程地质性质
	5.7 水文地质条件
	5.8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5.9 工作部署

	6 地质灾害调查
	6.1 一般规定
	6.2 地面沉降
	6.3 地裂缝
	6.4 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
	6.5 水土腐蚀

	7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7.1 一般规定
	7.2 地面沉降
	7.3 地裂缝
	7.4 饱和粉（砂）土地震液化
	7.5水土腐蚀

	8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8.1 一般规定
	8.2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评估
	8.3 可能遭受已存在的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9 综合分区评估与规划用地适宜性评价
	9.1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9.2 规划用地适宜性评价
	9.3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10 提交成果
	10.1 一般规定
	10.2 评估报告
	10.3 应用报告
	10.4 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