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 １５７ 期
２０１５ 年第５ 期

山西冶金
ＳＨＡＮＸＩ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

生产实践·应用技术

Ｔｏｔａｌ １５７
Ｎｏ．５，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２５／ｊ．ｃｎｋｉ．ｃｎ１４－１１６７／ｔｆ．２０１５．０５．１９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防治与实践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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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了引发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原因，阐述了灾害类型及防治施工技术标准并提出实践措施。旨在不

断提升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防治水平，为防治工程实际提供参考。
关键词：地质灾害 岩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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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不断取得新成

向不稳定变化，这一过程一般都很漫长，地质灾害

就，社会生产领域开发各种资源的力度也随之不断

的出现也需要数百年时间，甚至上千年。然而在各

加大，工程建设的数量、规模等都不断变大，导致我

种人为因素的推动下，岩体自然演化周期大大缩

国发生各种地质灾害的概率和影响程度等都呈现出

短，变得不稳定，所需的时间也被大大减少，导致各

逐年增长的趋势。我国岩土工程地质灾害大多都是

种突发性的岩土工程地质灾害不断发生，促使人类

人为因素造成的，
严重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

承受巨大的经济和生命损失。如在岩土工程施工地

以有效防治地质灾害、减少灾害损失等是当前的重

区，生态环境原本就相当脆弱，很容易受到破坏而

要任务。

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而人为破

1

引发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原因分析

坏植被、频繁施工等行为大大加快了发生灾害的速

地质灾害具体是指在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的影

率。在开发岩上，既有的地质结构失衡，导致山体崩

响下引发的各种地质现象，它们对人民的生命财产

塌、地震等地质灾害发生。如今，人为操作的不合理

安全、人类生存环境、
资源等造成严重的破坏。
《地质

已经变成引发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主要原因，怎样

灾害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地质灾害有山体滑坡、山

有效地对灾害进行防治已经成为岩土工程的关键

体崩塌、泥石流、地面变形等 。就岩土工程地质灾

任务。

害而言，大致包括两个类别：一是受到自然因素带来

2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类型及防治施工技术标准
２．１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类型

［１］

的影响，地质灾害由此引发，即自然地质灾害，也就
是第一环境问题，它通常不会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变

当前，
最常见的岩土工程地质灾害有四种类型：

迁中发生任何大的迁移、改变。换言之，自然地质灾

一是山体滑坡，具体是指斜坡上的土地、岩体等在一

害的存在始终有其固定的形态，具备很强的自然性

些自然因素的作用下沿着软弱的坡体部分或大面积

特征。二是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引发的地质灾害，它

向下滑移。山体滑坡通常是由降雨、地震、地表水浸

主要是因为人类在发展中开展大量的开采和建设活

泡、开挖坡脚、
开山放炮、积雪融化等因素造成的，最

动，致使自然的地质形态破坏严重，各种地质灾害也

容易在一些强降雨地带、地震带、公路铁路边坡以及

随之发生，它完全是人为因素导致的，与既有的地质

峡谷等地势高差较大的地区发生。二是山体崩塌，
它

条件无关，
也就是第二环境问题。

主要在较陡的坡体上发生，因为土体、岩体等在坡体

引发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主要原因是在气候
的变化及自然地质的演化过程中，稳定的岩体逐渐

根部易出现滑移或空虚等现象，最终导致岩体、土体
丧失既有的稳定性，突发性地向下翻滚或者是倾倒，
大量堆积在坡脚。引发山体崩塌地质灾害的主要原

收稿日期：2015-06-23

因是开挖边坡、推渣填土、水库渠道渗漏、采掘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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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沟谷中出现，并形成洪流。导致发生泥石流岩

程防治实践。如果土质滑坡是房后切坡造成的，且属

土地质灾害的因素主要是开挖不合理、乱垦滥伐等

于小型的，那么可采取排掉滑坡后缘的地表水、支挡

造成水土流失。四是地面变形，
常见的形式有地表裂

好前缘、
通过削方减载来保护坡体等实践措施。如果

缝、沉降、
塌陷等。到目前为止，
我国发生不同程度地

滑坡是中型或以上，就应严格根据地质勘察资料来

面变形灾害的城镇有七十多个，其中有四成受到较

合理开展实践措施。

严重的灾害损害，地表沉降量最大超过 ３ ｍ 。从已

３．３

［２］

生物防治实践

经发生地面变形岩土地质灾害的城镇情况来看，一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的生物实践措施是指植

些灾害是密集成群的，
一些灾害是独立存在的。地面

树造林、
科学耕牧、
种草护坡，拥有投资省、应用范围

变形的主要成因在于人们过量开采地下矿产、肆意

广、促进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防治作用持续时

抽取地下水，
以及表面岩溶发生的各种自然活动等。

间长等特点，但防治效益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出

２．２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施工技术标准

来。根据发生岩土工程地质灾害地区的特点、
自然条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防治具备最显著的特征，

件、
经济状况等，在地面塌陷地区、泥石流地区、水土

主要有抗滑桩的隐蔽性，抗滑桩、锚位、挡板及冠梁

流失地区等应选用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开展

的复杂性，防滑桩、挡土墙的多样性，地下工程施工

实践工作，尽量降低发生地质灾害的几率，减少经济

工艺特点等。因此，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施工跟岩

损失。

土工程基础施工之间具备相似的施工工序、方法及

３．４

避让防治实践

工艺流程。涉及到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施工技术

首先是搬迁避让措施。对于一些危害严重、
危险

的标准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遵循现行的地质灾害

性较大的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费用通常会超过

防治施工技术规范、标准，如《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

搬迁费用，且重新建房依旧会受到岩土地质灾害带

施工技术规范》；二是参考使用各类工业工程、市政

来的威胁，此时就应选择搬迁避让措施。其次是雨天

工程、民用工程等建设项目中的地基、基础、高切坡、

避让措施。对于变形的斜坡以及一些灾害隐患点，
应

深基坑、防治基础病害工程等涉及到的一系列施工

选用雨天临时避让的防治措施，基于地质灾害的有

技术规范、标准，如《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

效防治，积极编制科学、安全的转移预案，安排好雨

收规范》；三是参考使用各类交通建设过程中涉及到

天转移工作，
并基于就近原则进行实际操作安排，严

的一系列边坡、滑坡、
塌陷、沉降、危岩等防治工程施

格遵循转移地不再受到岩土地质灾害威胁的原则。

工技术规范、标准，如《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四

4

结语

是参考使用各类水利水电工程的地基、基础、土石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防治与实践是一项相当复

方、岩土工程等涉及的各项施工技术规范、标准，如

杂的系统工程，
由于岩土地质灾害是各种各样的，且

《水电水利工程预应力锚索施工规范》。

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所以在选择实践措施时应认

3 防治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实践措施
３．１ 防治工程设计

真分析灾害成因，弄清楚岩土地质灾害类型及防治

在对防治岩土地质灾害的工程进行设计时，应
严格遵循各种常见地质灾害的运行模式成因机制以

施工技术标准，
从而选取有效性最高、针对性最强的
实践措施加以防治，不断提升岩土工程地质灾害的
防治水平。
参考文献

及防治目标等，从而确定主要的防治途径、防治工程
强度、施工量等［３］。按照现行的行业规范，岩土工程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勘查设计应科学、合理、有据可
依，具体的工程类型包括截水工程、排水工程、支挡
工程、护坡工程、
压脚工程、加固工程、搬迁及避让工
程等，
在设计时应确定出针对性强的防治施工措施。

３．２

工程防治实践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工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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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区域设置紧急停车系统，为保证安全生产，将急

设置登陆系统，可对重要设备的操作、重要参数的修

停开关设置在生产工作人员最方便、
快捷的地方。

改进行查询。

流程图显示包括系统概貌图、系统控制图以及

5

结语

按工艺区域划分的控制流程模拟图、数据控制图、

通过该控制系统的长期运行，并配合用户的不

ＰＩＤ 控制器等。报警表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

断修改，
生产出了大批合格的、令客户用户满意的产

列，
并滚动高亮显示。采用带有时间坐标和系统参数

品。由于系统稳定性强、自动化程度高，各项控制要

的二维坐标系的线状图显示历史趋势和当前趋势，

求和精度均达到了国内较高水平，带来了良好的经

还可进行实时数据的报表打印，或是历史数据的报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产出了优质的产品，受到了用

表打印，对重要的生产数据进行在线存储，可以通过

户的好评。

报表或者趋势曲线的方式来检索和调用历史数据。

（编辑：
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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