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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采样钻探柱状图

采样记录

项目名称
铜梁区[2019]TL002004－005号铜梁城区 D35-1-1/03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

场地地点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迎宾东路金龙体育馆

取样号 SA-1（T1） 日期 2020年 1月 16日
取样方法 钻探、剖面取样 取样范围 Φ0.112m
取样坐标 X，Y，H；（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

3302375.312，603242.313，268.356
取样深度 0.2m 初见水位 /

挖掘（m） 样品编号
柱状

示意
土壤与地下水观察描述

0.10 棕色素填土，稍密，夹杂碎块石，土

壤较湿润，无异味0.20 T1-0.2

0.30

0.40

0.50

0.60

0.80

1.20

1.50

1.80

2.2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6.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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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记录

项目名称
铜梁区[2019]TL002004－005号铜梁城区 D35-1-1/03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

场地地点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迎宾东路金龙体育馆

取样号 SA-2（T2） 日期 2020年 1月 16日
取样方法 钻探、剖面取样 取样范围 Φ0.112m
取样坐标 X，Y，H；（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

3302430.700，603273.336，273.364
取样深度 0.2m 初见水位 /

挖掘（m） 样品编号
柱状

示意
土壤与地下水观察描述

0.10 土壤颜色主要红棕色，稍密，夹杂碎

块石，土壤较湿润，无异味0.20 T2-0.2
0.30

0.40

0.50

0.60

0.80

1.20

1.50

1.80

2.2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6.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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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记录

项目名称
铜梁区[2019]TL002004－005号铜梁城区 D35-1-1/03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

场地地点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迎宾东路金龙体育馆

取样号 SA-3（T3、T4、T5） 日期 2020年 1月 16日
取样方法 钻探、剖面取样 取样范围 Φ0.112m
取样坐标 X，Y，H；（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

3302358.212，603273.458，271.364
取样深度 0.5m、0.8m、1.8m 初见水位 /

挖掘（m） 样品编号
柱状

示意
土壤与地下水观察描述

0.10

土壤颜色主要棕色，稍密，夹杂碎块

石，土壤较湿润，无异味

0.20

0.30

0.40

0.50 T3

0.60

0.80 T4

1.20

1.50

1.80 T5

2.2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6.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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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记录

项目名称
铜梁区[2019]TL002004－005号铜梁城区 D35-1-1/03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

场地地点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迎宾东路金龙体育馆

取样号 SA-4（T6） 日期 2020年 1月 16日
取样方法 钻探、剖面取样 取样范围 Φ0.112m
取样坐标 X，Y，H；（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

3302295.714，603264.187，271.345
取样深度 0.2m 初见水位 /

挖掘（m） 样品编号
柱状

示意
土壤与地下水观察描述

0.10 红棕色素填土，稍密，夹杂碎块石，

土壤较湿润，无异味0.20 T6-0.2

0.30

0.40

0.50

0.60

0.80

1.20

1.50

1.80

2.20

2.5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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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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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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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记录

项目名称
铜梁区[2019]TL002004－005号铜梁城区 D35-1-1/03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

场地地点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迎宾东路金龙体育馆

取样号 SA-5（T7） 日期 2020年 6月 4日
取样方法 钻探、剖面取样 取样范围 Φ0.112m
取样坐标 X，Y，H；（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

3302434.933，603242.227，273.654
取样深度 0.2m 初见水位 /

挖掘（m） 样品编号
柱状

示意
土壤与地下水观察描述

0.10
棕色素填土，稍密，夹杂碎块石，土

壤较湿润，无异味
0.20 T7-0.2

0.30

0.40

0.50

0.60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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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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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记录

项目名称
铜梁区[2019]TL002004－005号铜梁城区 D35-1-1/03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

场地地点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迎宾东路金龙体育馆

取样号 SA-6（T8） 日期 2020年 1月 16日
取样方法 钻探、剖面取样 取样范围 Φ0.112m
取样坐标 X，Y，H；（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

3302309.827，603258.379，271.264
取样深度 0.2m 初见水位 /

挖掘（m） 样品编号
柱状

示意
土壤与地下水观察描述

0.10 红褐色回填壤土，夹杂碎石，较湿润，

无异味0.20 T8-0.2

0.30

0.40

0.50

0.60

0.8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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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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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审 意 见
在现场验收和认真听取项目负责人介绍及仔细审查勘察报告和原始资料的

基础上，形成如下意见：

一、本次勘察依据《工程地质勘察规范》（DBJ50-043-2005）及《建筑地

基基础设计规范》（DBJ50-047-2016）执行，目的、任务明确，达到规范、委托

书要求。

二、本次勘察根据上述规范、工程特点，结合场地条件布置工作量，沿拟

建物角点、框线及边坡开挖线布设。布孔、孔深及取样部位基本合理，符合委托

要求及规范规定。

三、勘察工作查明了场地的地层岩性结构及岩土物理力学性质，对场地的

稳定性及适应性评价正确，提出的建议合理、可行。

四、各类样品、原始资料和数据的采取较齐全，统计方法恰当，符合《工

程地质勘察规范》（DBJ50-043-2005）的规定，提供的参数正确、可靠。

五、对持力层的选择和地基承载力的计算正确，基础型式建议符合场地实

际情况。

六、报告文字简明，论述清楚，图件清晰美观，同意交审查机构审查后提

交业主及设计使用。

审核人：

重庆泽通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三月



附 图

顺序号 图 号 图 名 比例尺

1 1-1 勘探点平面布置图 1：500

2 2-1~2-13 工程地质剖面图（1~13） 1：200

3 3-1~3-8 钻孔柱状图 ZY1~ZY8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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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任务由来及工程概况

1.1.1、任务由来

重庆市铜梁区龙廷城市开发有限公司拟在铜梁区金龙体育馆建设

用地范围内新建金龙体育馆配套门球场还建项目。2018 年 3 月，业

主委托重庆泽通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乙方）对该工程拟建范围进行详

细勘察。查明拟建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为场地内建筑施工图设计及

不良地质现象的防治工程提供地质资料。

1.1.2、工程概况

拟建建筑位于铜梁区金龙体育馆内旁，本次勘察阶段为详勘阶

段，拟建工程概况见表1.2.1，建筑物对地基不均匀沉降敏感,场地整

平后，整平标高与已迎宾东路一致，因此不会形成边坡。拟建工程基

础形式拟采用如表所述基础形式(委托方利用酒店楼顶作为门球场，

因此不单独叙述门球场概况)。

拟建物概况一览表 表 1.2.1

拟建物

编号
层数

±0.00 高程

(m)

结构

类型

基础

型式

工程

重要性

等级

上部

荷载

(kN/柱)

酒店 2F 272.10 框架 桩基础 三级 800KN

临街商业 1F 272.10 框架 桩基础 三级 800KN

1.1.3、勘察阶段、范围以及等级的确定

根据工程勘察阶段判断表判定，该建筑场地及建筑项目均不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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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选址勘察。根据勘察阶段判定表，该建筑场地不需进行初步勘察。

根据勘察范围判定表，本工程勘察范围均已满足规范要求。

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阶段判定表 1

判定款项 判定条件 对应判定条件的场地及工程项目 判定结果

建设

场地

1

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岩溶塌陷等不

良地质作用发育，且其影响面积占建设场地

50%及以上的建设场地。

无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岩溶塌

陷等不良地质作用

不需进行选

址勘察

2
地震时可能发生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等

抗震危险地段建设场地。
抗震有利地段

不需进行选

址勘察

建设

项目

1
投资 20 亿元以上或占地面积 0.5km

2
以上的

大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

不需进行选

址勘察

2 大型工矿企业厂区整体迁建。 /
不需进行选

址勘察

3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长度大于 1000m 的越岭

隧道和跨越长江、嘉陵江、乌江等江底隧道

和大型桥梁等需进行多方案比选的大型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

/
不需进行选

址勘察

注：1、判定结果为“需进行选址勘察”或“不需进行选址勘察”；

2、“需进行选址勘察”的工程将该表纳入该工程选址勘察文件；

3、“不需进行选址勘察”的工程填写《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勘察阶段判定表二：初步勘察判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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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阶段判定表 2

判定款项 判定条件 对应判定条件的场地及工程指标 判定结果

场地
及项
目

1 在复杂场地上建设工程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建设项目。
场地类型为中等复杂场地，工

程安全等级为 三级

不需进行初

步勘察

其他
建设
场地

1

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岩溶塌陷等不良地质作

用较为发育，且其影响面积占建设场地 30%及以上的建

设场地。

拟建场地无滑坡、危岩、崩塌、

泥石流、岩溶塌陷等不良地质

不需进行初

步勘察

2

场地地形坡角大于 30°的自然土坡或地形坡角大于

60°的自然岩坡，且其影响面积占建设场地 50%及以上

的建设场地。

场地地形坡脚均小于 10°
不需进行初

步勘察

3
三峡库区 175m 蓄水位（吴淞高程）岸线外侧水平距离

100 米范围内的建设场地。
/

不需进行初

步勘察

4
存在矿产采空区或地下洞室，且采空区或地下洞顶距

离拟建工程最底面小于 2倍洞跨的建设场地。
/

不需进行初

步勘察

其他
建设
项目

1
总建筑规模大于50万m2且高层建筑规模占总建筑规模

的比例超过 70%的大型住宅小区。
/

不需进行初

步勘察

2 建筑高度大于 200m 的超高层建筑。 /
不需进行初

步勘察

3
总建筑面积超过 10000m

2
的城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或

长度大于 500 米的隧道。
/

不需进行初

步勘察

4

主跨跨径 150m 及以上的斜拉桥、悬索桥等缆索承重桥

梁以及拱桥，立体交叉线路为 3 层及 3 层以上（不计

地面道路及地道）的大型互通立交桥梁。

/
不需进行初

步勘察

注：1、判定结果为“需进行初步勘察”或“不需进行初步勘察”；

2、“需进行初步勘察”的工程将本表纳入该工程初步勘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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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范围判定表 3

判定款项 判定条件 对应判定条件的场地、边坡 判定结果

环境
边坡
及其
影响
区域

1

对于无外倾结构面控制的岩质边坡，勘察范

围线到坡顶线外侧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1倍

边坡高度。

无
满足勘察范

围

2

对于有外倾结构面控制的岩土边坡，勘察范

围线应根据组成边坡的岩土性质及可能破

坏模式确定，且勘察范围不应小于外倾结构

面影响范围。

无
满足勘察范

围

3

对于可能出现土体内部滑动破坏的土质边

坡，勘察范围线到坡顶线外侧的水平距离不

应小于 1.5 倍边坡高度。

无
满足勘察范

围

4

对可能沿岩土界面滑动的土质边坡，勘察范

围线应大于可能沿岩土界面滑动的土质边

坡后缘边界，且还应大于可能沿岩土界面滑

动的土质边坡前缘边界（即剪出口位置）。

无
满足勘察范

围

基坑
边坡
及其
影响
区域

1
岩质基坑边坡勘察范围线到基坑边线外侧

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其基坑深度的 1 倍。
无

满足勘察范

围

2
土质基坑边坡勘察范围线到基坑边线外侧

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其基坑深度的 2 倍。
无

满足勘察范

围

3

当需要采用锚杆（索）支护时，勘察范围线

到基坑边线外侧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其基

坑深度的 2倍。

无
满足勘察范

围

注： 1、勘察单位应按照本表逐条进行判定，并将勘察范围线在《勘探

点平面位置图》中标明。

2、判定结果栏填“满足勘察范围”或“不满足勘察范围”。

按《工程地质勘察规范》（DBJ50/T-043-2016），并结合场地地

质条件，将该工程安全等级定为三级，工程重要性为三级，场地类别

为中等复杂场地，综合判定工程勘察等级为乙级。



6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划分表 表 1.4-1

判别因素 场地类别 场地情况

1 地形、地貌 只有一种地貌单元，地形坡角<10° 简单场地

2 岩层倾角（°） 8° 简单场地

4 岩体完整性 岩体较完整、裂隙不发育 简单场地

4 岩土特征
岩土种类只有两种，较不均匀，性质变化较

小，无特殊岩石，有特殊土
复杂场地

5 土层厚度（m） 6.4~8.0m 中等复杂场地

6 水文地质条件 简单 简单场地

7 不良地质现象 不发育 简单场地

8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 小 简单场地

9 相邻建筑物的影响 小 简单场地

综合评定 中等复杂场地

1.2 目的与任务

根据业主委托要求，本次勘察按现行《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DBJ50/T-043-2016）的有关规定进行详细勘察。主要目的是对建筑

场地的稳定性和适宜性及拟建物地基作出工程地质评价，为施工图设

计提供必要的岩土参数和地质资料。主要任务如下：

1.查明场地地形、地貌及地质构造，评价场地的整体稳定性及建

筑适宜性；

2.查明建筑物范围内各岩土层的类别、结构、厚度、工程特性，

提供物理力学指学指标数值；

3.选择基础持力层，提出技术、经济合理可行的基础方案的建议；

4.对场地地震效应作出评价;

5.提供建（构）筑物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6.评价边坡稳定性，对场区提供场区岩土边坡挡墙设计参数；

7 查明地下水埋藏条件和地下水水量，环境水土对建筑材料的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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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性。

8、查明不良地质作用的成因、类型、范围、发展趋势和危害程度，

进行稳定性评价。

1.3 勘察工作依据及执行规范

1.3.1、勘察工作依据

（1）建设工程勘察合同（附件 1）

（2）岩土工程勘察任务委托书（附件 2）

（3）甲方提供的建筑红线总平面布置图和 1∶500 地形图

1.3.2、勘察工作执行规范

（1） 《工程地质勘察规范》（DBJ50/T-043-2016）；

（2） 《建筑地基基础规范》（DBJ50-047-2016）；

（3）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版）；

（4）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5）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13）。

参考：

（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2） 《工程地质手册》（第四版）；

1.4 勘察工作布置及工作方法

我公司编写在勘察纲要（附件 3）经甲方同意及公司总工办审查

通过后，于 2018 年 3 月 5 日安排 100 型钻机 2 台进场施工，工程地

质人员现场跟班编录。野外勘察工作于 3 月 9日结束，转入室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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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本次详勘阶段根据设计拟建物的位置及形状布置勘探孔、确定勘

探孔的深度，沿拟建物周边、角点共布孔 13个，钻孔点距 15-30m，

以控制具体的拟建物及整个拟建场地。勘察工作采用工程地质钻探、

工程地质测量、地质填图及取样室内分析等手段综合进行。钻孔深度

控制：控制性钻孔钻入预计基底以下 5～10m，一般性钻孔钻入预计

基底下以下 8～15m，钻探过程中控制土层岩芯采取率〉70%，强风化

基岩采取率〉80%，中风化基岩采取率〉90%。

1.5 勘察工作完成情况及质量评述

工程测量：以甲方提供的 1∶500地形图（1985国家高程基准，

重庆独立坐标系）为底图，以甲方提供的图根点为起始测量控制点，

在各点设仪器检查其各点坐标和高程均能满足本次测量要求。在 1：

500 总平面图上图解各钻孔坐标，以甲方提供的控制点（L1：

X=3302237.444，Y=538316.136，H=271.44；L5：X=3302254.778，

Y=538302.944，H=271.82）作为起算点，做图根点，全站仪测左右角

各一测回，垂直角直反站各一测回，测距一测回；用全站仪以极坐标

法将各钻孔定位于实地；钻探完毕后，在所作图根控制点上设站，用

全站仪以极坐标法定测各钻孔的坐标与高程，用全站仪配合跟踪杆实

测各剖面。详细见附表 4测量成果说明。

工程地质测绘：以甲方提供的 1：500 地形图为工作底图，根据

拟建物及场地的特点，测绘范围为建筑范围及其外围 50m。调查面积

约 0.01Km
2
。认真圈绘各种岩土地质界线。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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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调查地形、地貌特征，调查各岩土层的分布及岩性特征；了

解岩体的出露情况、岩石成份、结构、厚度、风化程度及产状要素以

及裂隙发育的规模和特征。调查有无不良地质作用及其形成条件、规

模、性质及发展趋势。

钻探：本次共完成勘察钻孔 13 个，总进尺 215.89m。严格按钻

探规程执行，钻探工艺采用金钢石钻头回转取芯施工，钻探全孔取芯

钻进，土层跟管或尽量干钻，岩土层采取率均符合钻探取样规范要求。

钻孔钻入基底以下 5～8m。满足规范要求。地质技术人员跟班编录，

确保原始资料的真实。

室内试验：现场在 13 个钻孔内共取泥岩岩样 3 组，砂岩 3 组，

室内做单轴抗压试验，土样 6组，做室内土常规分析实验。所采样品

均现场及时封包并及时送重庆市南方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检测。

水文地质：钻孔施工完毕后均进行观测水位恢复，24 小时测量

静止水位，所有孔内均未发现地下水，故未做抽水试验以及取水样分

析。

外业见证：外业工作由重庆苏茂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外业见证人员

刘启霞（印章号：YKJZ-2310248-0031）现场见证验收，见证单位对

我司外业作业资质、人员的身份和资格、勘探点、钻探、原位测试、

原始记录等外业进行检查、核实，并出具了勘察外业见证报告，外业

成果真实可靠。

本次勘察制图软件均采用工程地质勘察 CAD1.0软件绘制。以上

工作量满足规范及甲方委托要求，勘察质量符合规范直接详勘规定。



10

具体完成工作量详见表 1.5.1。

完成工作量统计表 表 1.5.1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单位 工作量

工程地质测绘 工程地质调查 Km
2

0.01

勘 探
利用钻探 m/孔 /

钻 探 m/孔 215.89/13

工程测量

控制点 个 2

定测钻孔 个 13

实测纵横剖面 条/m 407.17/8

野外试验
标贯试验 孔/次 /

重型动探 孔/m 3/11.3

土样

土常规 组 6

土腐蚀 组 /

颗粒分析 组 /

岩样

单轴抗压 组/件 6/18

抗拉、三轴

剪
组/件 /

水文工作

钻孔简易水文观测 孔 13

抽水试验 孔/次 4

水样（简易水分析） 件 /

2 自然地理概况

2.1 交通位置

场地位于金龙体育馆内，迎宾东路旁，场地与公路相接，交通方

便。

2.2 气象

拟建区属亚热带气候，无霜期长，多云多雾，雨量充沛。降雨集

中于夏季，多暴雨，久晴伏旱时有发生。年平均气温18～18.8℃左右：

一月最冷，最低气温-3.1℃（1975年12月15日）；夏季长，四个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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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盛夏八、九月均温30℃，最高气温达42.9℃（2006年8月15日）。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79%～81%，绝对湿度17.8～18.2 mb。

年均降雨量1085.1～1141.8mm。降雨集中在每年5～9月，占全年

降雨量的70%，夜间降雨量占全部降雨量的60～70%。降雨强度大，与

降雨集中季节同步，最大日降水量266.6mm（2007年7月17日），多年

平均最大日降水量98.5mm。

常年风速较小，年平均风速1.1m/s，最大风速28.4m/s，以偏西

北风为主。场区气候全年可施工作业。

2.3 水文

场地位于铜梁区金龙体育馆内，场地东侧有一低于场平标高 4m

的景观水池。场地内无地表水体，综上所述场地文水地质条件简单。

3 场地工程地质条件

3.1 地形地貌

拟建场地现状为缓坡地貌，原始地貌属于构造剥蚀浅丘地貌，地

形较平缓，最高点高程为 279.45m，最低点高程为 268.31m，相对高

差约 11m，坡角约 0～3 度；场区一般坡度<10°。

3.2 地质构造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区域资料，场地位于西山背斜西翼，岩层产状

345∠8°，岩体中发育有构造裂隙两组：

裂隙 1组：产状 112°∠60°，延伸长度 1.0～2.5m，张开宽度 2～

4mm，裂面平直，充填粘性土，该组裂隙发育间距 0.5～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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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 2组：产状 211°∠72°，延伸长度 0.5～1.2m，张开宽度 3～

4mm，裂面平直，粗糙，铁锰质侵染，该组裂隙连通性较好，该组裂

隙发育间距 0.5～0.8m。

两组构造裂隙裂面未见泥化夹层分布，结构面较平直，无胶结，

充填泥质，结合差，属硬性结构面，岩体裂隙较发育，岩土界面属不

整合界面。

图 3.2 构造纲要图

3.3 地层岩性

经勘探资料揭露，拟建场地表层局部分布近期回填的素填土，粉

质粘土，下伏基岩为侏罗系中统沙溪庙组（J2s）泥岩、砂岩。现自上

而下分述如下：

3.3.1第四系全新统（Q4）：

素填土（Q4ml）：杂色，主要为建筑垃圾，夹泥岩石块，块径

0.20--0.60m，块石含量 15-30%，堆填年限约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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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质粘土（Q4dl+el）：呈黄褐色、灰褐色，可塑(局部硬塑)，干

强度、韧性中等，刀切面稍有光泽， 摇振反应无，土质不均匀，局

部含少量的砂砾。

3.3.2侏罗系中统沙溪庙组（J2s）泥岩

泥岩（J2s）：呈紫红色，以粘土矿物为主，含砂质团块或灰绿色

钙质条带，泥质结构，厚层状构造，泥钙质胶结中等；在陡坎陡崖地

段强风化较为强烈，风化层较厚，岩芯遇水易软化、失水易崩解。根

据钻孔揭露情况，按风化强度程度可分为：强风化泥岩、中风化泥岩。

强风化泥岩：风化裂隙发育，结构大部分已破坏，岩芯呈土状、

饼状，少量碎块状，岩块用手易折断。揭露该层厚度: 1.90～2.30m。

中风化泥岩：风化裂隙不甚发育，岩芯以长柱状为主，中短柱

状少量，岩块用手难折断，岩芯锤击声哑，无回弹，易击碎。揭露该

层厚度为 7.61～9.24m。

3.3.3侏罗系中统沙溪庙组（J2s）泥岩

砂岩（J2s）：呈白灰-土黄色，由长石、石英及少量云母等组成，

中细粒结构，块状构造，硅钙质胶结，呈厚层状产出，在陡坎陡崖地

段强风化较为强烈，强风化层较厚，且剪节理较为发育。根据钻孔揭

露情况，按风化程度可分为强风化砂岩、中风化砂岩。

强风化砂岩：风化节理裂隙发育，结构构造大部分已破坏，岩芯

破碎呈粉状、碎块状及短柱状，碎块用手可折断。揭露该层厚度:

1.75～3.42m,平均 2.87m;。

中风化砂岩：风化裂隙不甚发育，结构构造较清晰，岩芯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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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芯以长柱状为主，次为短柱状及少许碎块状，岩质较硬，碎块用手

难折断。揭露该层厚度为 7.50～8.73m。

3.3.4 基岩面特征

场地基岩面起伏总体较平缓，根据勘察情况为浅埋区。拟建场

地范围内，未见基岩出露，通过钻探揭露，基岩平均揭露深度 9.5m，

总之，拟建场区基岩埋深相对较浅

3.4 基岩顶面及风化带特征

通过钻探揭露基岩呈裸露状态。基岩强风化带厚 7.40（ZY12）～

11.0m（ZY6）。强风化带界面随基岩面起伏而起伏。强风化带节理、

裂隙较发育，岩芯破碎，呈碎块状，为强风化带。中等风化带节理不

发育，岩芯较完整，岩芯长度 5~10cm，呈短柱状、柱状,岩芯采取

率>90％，强度较低。各孔风化带厚度及底界高程统计详见附表 1《地

层统计表》、附表 2《地层一览表》。

3.5 水文地质条件

拟建场区属构造剥蚀浅丘地貌，上覆土层为第四系素填土、粉质

粘土，基岩以泥岩、砂岩为主，根据现场钻探结束后抽水实验及第二

日观测水位未恢复情况，场区地下水较贫乏。

场区地下水类型以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为主。

孔隙水：赋存于第四系土层的孔隙中。填土结构松散，孔隙较大，

具有较好的透水性；粉质粘土为隔水层，其含水量相对较高。补给区

与场址区一致，孔隙水含量少，仅在地形低洼及有利于地下水赋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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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含有孔隙水。孔隙水主要靠大气降水和地表水渗透补给，含水量

随大气降雨的多少而变化，动态变化受季节的严密制约。

裂隙水：分布于泥岩的风化裂隙中。基岩富水性受补给条件、岩

性、裂隙发育程度的制约。从整体上看，本场区基岩富水性相对较弱，

且埋深较大。基岩裂隙水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垂直渗透及相邻含

水层侧向径流补给，主要排泄途径为向相邻含水层排泄。

通过钻孔稳定水位的观测，得知场地内无溶洞、地下河流通道等

水文地质条件。

地表水主要通过雨水补给，通过地表向地势低洼处排泄。

综上所述，场地内无统一稳定的地下水位，地下水不发育，水文

地质条件比较简单。

3.6 场地环境水、土层对混凝土腐蚀性评价

3.6.1、场地土的腐蚀性评价

场地内土层主要为素填土、粉质粘土，根据现场踏勘的结果，场

地周围无厂矿企业，无污染源，结合重庆市经验可知，该区域内土对

混凝土结构及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具微腐蚀性，场地环境类别为

Ⅱ类。

3.6.2、 场地水的腐蚀性评价

场地内地下水主要类型为基岩裂隙水，该区域内地下水对混凝

土结构及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具微腐蚀性，场地环境类别为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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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不良工程地质现象

拟建场地内及其周边无滑坡、泥石流、危岩、崩塌等不良地质作

用及古河道、墓穴等对工程不利的埋藏物。

4 岩土物理力学性质

4.1 土层

第四系全新统素填土（Q4

ml
）

本次勘察在 ZY1、ZY5、ZY9孔中作重型动力触探，采用实测锤

击数进行统计，填土厚度加权平均值 N63.5=5.59，为松散状，变异系

数 0.0.256，说明此素填土的填料和密实度是不均匀的。

土层

名称

孔号 孔深

（m）

统计厚度

(m)

校正后锤击

数平均值

变异

系数
厚度加权平均值

锤击数 变异系数

素填土

ZY1 0.8~7.5 3.5 5.38 0.244

5.59 0.256ZY5 0.8~7.5 4.3 5.76 0.265

ZY9 0.8~6.5 5.6 18.05 0.165

第四系全新统粉质粘土（Q4

dl+el
）

呈土黄色，呈蜂窝状结构，粘性好，部分地段见基岩土状全风化

团块。含水量总体随钻孔深度增加渐增。致密及镜面、擦痕，为残坡

积成因。该土层厚度较厚，分布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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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体物理力学实验成果统计表 表 4.1-1

4.2 岩石

侏罗系中统沙溪庙组泥岩（J2s）：

泥岩（J2s）：呈紫红色，以粘土矿物为主，含砂质团块或灰绿色钙

质条带，泥质结构，厚层状构造，泥钙质胶结中等；在陡坎陡崖地段

强风化较为强烈，风化层较厚，岩芯遇水易软化、失水易崩解。根据

钻孔揭露情况，按风化强度程度可分为：强风化泥岩、中风化泥岩。

本次勘察在中等风化带岩石中采取泥岩岩石抗压样3组9件进行

测试，试验成果见附件 3。对岩石单轴抗压试验成果进行综合分析统

计，中等风化带岩石单轴抗压试验成果统计计算于表 4.2-1。

土体物理力学性质统计

岩土层名

称
样品编号

天然含水量 天然重度 比重 天然孔隙比 液限 塑限
液性

指数

塑性指

数
天然快剪 压缩模量 压缩系数

% kN/m3 — — % % — —
凝聚力

(kpa)

内摩擦角

(°)

ES1-2

(MPa)

aV1-2

(MPa-1)

粉质粘土

ZY1 23.8 19.50 2.00 0.733 30.8 18.3 0.44 12.5 22.4 13.5 0.42 4.13

ZY4 23.7 19.40 1.99 0.741 31.5 18.6 0.40 12.9 22.0 13.6 0.40 4.35

ZY5 22.1 19.50 2.01 0.709 30.2 18.1 0.33 12.1 23.8 14.0 0.39 4.38

ZY9 23.6 19.30 1.99 0.742 31.2 18.5 0.40 12.7 21.0 12.5 0.42 4.15

ZY10 23.9 19.40 1.99 0.744 31.0 18.4 0.44 12.6 21.9 13.4 0.40 4.36

ZY13 23.8 19.30 1.99 0.745 30.4 18.2 0.46 12.2 21.7 13.2 0.41 4.26

统 计 数 6.00 6.00 6.00 6.0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平 均 值 23.48 19.40 1.99 0.736 30.85 18.35 0.41 12.50 22.13 13.37 0.41 4.27

标 准 差 0.69 0.09 0.01 0.013 0.49 0.17 0.05 0.32 0.94 0.50 0.01 0.11

变异系数 0.03 0.00 0.00 0.018 0.02 0.01 0.11 0.03 0.04 0.04 0.03 0.03

修正系数 0.98 1.00 1.00 0.985 0.99 0.99 0.91 0.98 0.97 0.97 0.98 0.98

标 准 值 22.92 19.33 1.99 0.724 30.45 18.21 0.37 12.24 21.36 12.95 0.40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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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岩单轴抗压强度试验成果统计表 表 4.2-1

岩性 编号 天然抗压强度(MPa) 饱和抗压强度(MPa)

泥岩

ZY9 5.6 5.4 6.1 3.5 3.3 3.8

ZY11 6.9 7.3 6.6 4.3 4.6 4.2

ZY12 6.8 5.6 5.8 4.3 3.5 3.7

子样数 N 9.00 9.00
最小值 5.40 3.30
最大值 7.30 4.60

平均值(φm) 6.23 3.91
软化系数 0.63
标准差(бf) 0.68 0.45
变异系数(δ) 0.11 0.12
修正系数(γs) 0.93 0.93
标准值(φk) 5.81 3.63

备注：按 GB50021-2001 2009版统计

中等风化带泥岩：

天然单轴抗压强度：区间值 5.4～7.3Mpa，平均值 6.23Mpa，标

准值 5.81Mpa；饱和单轴抗压强度：区间值 3.3～4.6Mpa，平均值

3.91Mpa，标准值 3.63Mpa；软化系数 0.63，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 V

级，属极软岩。

侏罗系中统沙溪庙组泥岩（J2s）：

砂岩（J2s）呈白灰-土黄色，由长石、石英及少量云母等组成，

中细粒结构，块状构造，硅钙质胶结，呈厚层状产出，在陡坎陡崖地

段强风化较为强烈，强风化层较厚，且剪节理不发育。

本次勘察在中等风化带岩石中采取砂岩岩石抗压样3组9件进行

测试，试验成果见附件 3。对岩石单轴抗压试验成果进行综合分析统

计，中等风化带岩石单轴抗压试验成果统计计算于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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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单轴抗压强度试验成果统计表 表 4.2-1

岩性 编号 天然抗压强度(MPa) 饱和抗压强度(MPa)

砂岩

ZY4 28.4 33.6 26.2 21.3 25.2 19.7

ZY5 35.4 30.8 34.2 27.3 23.7 26.3

ZY8 26.9 26.1 31.3 19.9 19.3 23.2

子样数 N 9.00 9.00
最小值 26.10 19.30
最大值 35.40 27.30

平均值(φm) 30.32 22.88
软化系数 0.75
标准差(бf) 3.59 2.99
变异系数(δ) 0.12 0.13
修正系数(γs) 0.93 0.92
标准值(φk) 28.08 21.00

备注：按 GB50021-2001 2009版统计

中等风化带砂岩：

天然单轴抗压强度：区间值 26.1～33.6Mpa，平均值 30.32Mpa，

标准值 28.08Mpa；饱和单轴抗压强度：区间值 19.3～27.3Mpa，平均

值 22.88Mpa，标准值 21.0Mpa；软化系数 0.75，岩体基本质量等级

为 IV级，属较软岩。

4.3 岩体基本质量等级

岩体基本质量等级分类:

基岩强风化带，岩质软，岩芯手可捏碎，风化裂隙发育，岩体破

碎~较破碎，根据《工程地质勘察规范》（DBJ50/T-043-2016）表3.17

规定，岩体基本质量等级IV级。

中等风化带泥岩属极软岩，岩体较破碎，根据《工程地质勘察规

范》（DBJ50/T-043-2016）表3.17规定，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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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风化带砂岩属较软岩，岩体较完整，根据《工程地质勘察规

范》（DBJ50/T-043-2016）表3.17规定，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IⅤ级。

4.4 岩土工程设计参数

岩土体参数建议值一览表 表 4.4-1

岩体参数项目

岩土类型

素填

土

粉质粘

土

强风化

泥岩

中风化泥

岩

强风化

砂岩

中风化砂

岩

天然重度

(kN/m
3
)

20* 19.33 45* 52* 45* 55*

饱和重度(kN/m
3
) 20.0* 12.0* 23* 26.0* 30* 32*

天然抗压强度标准

值(MPa)
/ / / 5.81 / 28.08

饱和抗压强度标准

值(MPa)
/ / / 3.63 / 21.00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ak (kPa)
/ / 260* 1677 300* 9702

土层天然内摩擦角

Φ
/ 12.95 / / / /

土层天然粘聚力

c(kPa)
0 21.36 / / / /

岩体抗拉强度(kPa) / / /

负摩阻力系数 0.3 / / / / /

基底摩擦系数 0.4 0.25 / / / /

岩体水平抗力系数

K(MN/m
3)

/ / / 50 / 50

土体水平抗力系数

的比例系数 KMN/m
4

/ / 20 /

取值说明：

（1）加*者为重庆地区经验值。

（2）强风化岩体基本质量等级Ⅴ级，可作为节理发育的软岩。

中等风化带岩体属极～较软岩，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Ⅴ～IⅤ级，节

理不发育。根据《工程地质勘察规范》（DBJ50/T-043-2016），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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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特征值 fak，强风化泥岩：260Kpa；强风化砂岩：300Kpa

中等风化带泥岩地基承载力:3.63MKpa*0.33*1.4=1677Kpa。

中等风化带砂岩地基承载力:21.00MKpa*0.33*1.4=9702Kpa。

地基条件系数取 1.4，特征值折减系数去 0.33

5 工程地质评价

5.1 场地环境工程影响评价

拟建工程段均无管线和邻近已有工程分布，拟建工程对环境工程

影响较小。

5.2 对相邻建构筑物的影响

拟建场地与迎宾东路相邻，整平高度与迎宾东路路面标高一致，

对相邻迎宾东路影响小。

拟建场地距离金龙体育馆15-23m，整平标高与金龙体育馆一致。

对金龙体育馆影响小。

5.3 场地地震效应评价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版），万

盛地区设计抗震分组为第一组，场区的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根据《中

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05g, 地震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根据《建筑工程抗震

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该场地为标准设防类，设防类别

为丙类。

根据重庆地区经验结合场地现状情况，素填土剪切波速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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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m/s，为软弱土；粉质粘土剪切波速平均值为 180m/s，为中软土；

基岩强风化带剪切波速大于 500 m/s 小于 800 m/s，基岩中等风化带

剪切波速大于 800 m/s。

按设计地坪高程整平场地后各拟建物部位的覆盖层厚度、等效剪

切波速、场地类别的划分列于表 5.2-1。

拟建物场地类别及地震动参数表 表 5.2-1

建筑物

名称

覆盖层

厚度(m)

对应

钻孔

位置

覆盖层

等效剪

切波速

（m/s）

场

地

类

别

设计

特征

周期

（s）

抗震

设防

烈度

设计基本

地震加速

度（g）

建筑抗震

分类

酒店 11 ZY6 140 II 0.35 6 0.05 一般地段

临街门面 8.1 ZY11 140 II 0.35 6 0.05 一般地段

场区的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场地平场后无饱和砂土、粉土与软

弱粘性土，故无需进行液化判别与震陷判别。

综上所述，场区设计抗震分组为第一组，场区的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为建筑抗震一般地段，场地类别为II类，对应设计周期0.35s，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0.05（详见表5.2-1），场地适宜本项目建设。

5.3 岩土地震效应评价

场区主要为素填土、粉质粘土，平面分布上不存在液化土、

疏松的断层破碎带以及其它特殊性岩土。对场地内部换填土按设

计要求压实处理后，不存在震陷等不利情况。同时，场地范围内

及周边无高耸孤立山丘、条状突出的山嘴，无地陷、地裂等不良

情况。场地及岩土层的地震稳定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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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场地稳定性及适宜性评价

5.4.1 环境边坡稳定性分折评价及治理措施建议

场地内无环境边坡，场地稳定适宜本项目建设。

5.4.2 场地适应性评价

拟建场地属剥蚀丘陵地貌地貌区，区域内地质构造简单，无断层

及破碎带，现场调查无滑坡、塌岸及地下洞室等不良地质作用。水文

地质条件简单，环境水、土对混凝土及钢筋具微腐蚀性。场地抗震标

准设防，设防类别为丙类，为抗震有利地段。因此，场地稳定适宜本

项目建设。

5.5 地基均匀性评价

素填土主要分布在场地内都有分布，厚度不均匀，力学性质差，

为不均匀地基，粉质粘土力学性质一般，为不均匀地基；强风化砂、

泥岩厚度较薄，分布均匀且覆盖整个场地，为均匀性地基；中风化砂

岩，在场地北侧揭露发现，力学性质较好，为均匀性地基，中风化泥

岩在场区南侧揭露发现，力学性质好，为均匀型地基。

5.6 持力层选择及基础型式建议

根据咨询设计意图各拟建筑物按设计地坪标高整平场地，应按

DBJ50-047-2006 规范第 5.2.3～第 5.2.9 条进行施工和检验，保证建

筑物地段的压实系数应满足《建筑地基基础规范》DBJ50-047-2016

表 5.2.7 的规定，压实系数≥0.96。拟建物持力层的选择及基础型式

建议详见表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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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物持力层的选择及基础型式建议 表 5.6-1

序号

拟建

物名

称

选择

持力

层

持力

层埋

深

(m)

建议

基础

型式

泥岩地

基承载

力特征

值 fak

砂岩地

基承载

力特征

值 fak

中等风化

泥岩饱和

抗压标准

值

中等风化

砂岩饱和

抗压标准

值

备

注

1 酒店

中风

化基

岩

9-13
桩基

础
1677 9702 3.63Mpa 21.00Mpa

2
临街

商业

中风

化基

岩

8-12
桩基

础
1677 9702 3.63Mpa 21.00Mpa

6 结论及建议

1、拟建场地属剥蚀丘陵地貌地貌区，侏罗系中统沙溪庙组泥岩，

基岩呈单斜产出，区域内地质构造简单，无断层及破碎带。现场调查

无滑坡、塌岸及地下洞室等不良地质作用。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环境

水对混凝土及钢筋具微腐蚀性。场地抗震标准设防，设防类别为丙类，

为抗震一般地段属可进行建设的一般场地。因此，场地稳定适宜本项

目修建。

2、各拟建筑物按设计地坪标高整平场地，应按 DBJ50-047-2016

规范第 5.2.3～第 5.2.9 条进行施工和检验，保证建筑物地段的填土

压实系数应满足 DBJ50-047-2016 表 5.2.7 的规定。各拟建物持力层

的选择及基础型式建议详见表 5.5-1。

3、同一结构单元不宜采用两种性质不同的基础型式，但当基岩

面起伏较大，且都使用岩石地基时，同一建筑可以使用多种基础形式。

4、地基承载力及其它岩土设计参数详见第 4 章及第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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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拟建酒店及临街商业采用桩基础形式。

6、建议在枯水季节施工，对基坑施工过程中应作好基坑内得排

水工作，配备一定数量得抽水设备进行抽水，确保基坑内无积水，确

保安全施工。

7、基坑开挖宜采取保湿措施，对临时边坡及时封闭并支护，防

止失水变形，并做好坡顶和坡面排水。

8、地基基础施工过程中，加强监理和验槽验孔工作。

9、建议场地平整开挖必须按照“先治边坡、后主体建筑施工”

的原则进行。

10、建议施工前进行施工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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