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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环境下山区高速铁路综合地质勘察
胡永占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43
摘 要: 长大区域断裂等地质构造复杂、山区不稳定斜坡广泛分布以及岩溶发育，是复杂地质环境下山区高速铁路存

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本文通过对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秦岭山区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进行地质条件综合分析，

采用“大场景”三维立体遥感技术与野外调查相结合的地质调绘方法和现场钻探、各类物理勘探、综合测井、水文试验

等结合后形成了新的综合勘察方法体系，详细查明了上述工程地质问题，提出了复杂地质环境下山区高速铁路空间

地质综合选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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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Survey of Mountainous High-speed Railway in
Complex Geology
HU Yong-zhan
China Railway First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Xi’an 710043,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engineering geological problems of high-speed railway in mountainous areas under complex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re complex geological structures, wide distribution of unstable slopes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karst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main engineering geological problems
existing in Qinling mountain area of Xi'an Shiyan high-speed railway, a new comprehensive survey method system has been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big scene" three-dimensional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field survey, field drilling,
various physical exploration, comprehensive logging, hydrological test, etc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comprehensive spatial geological route selection for high-speed railway in
mountainous areas under complex ge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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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的提出以及《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大

量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高速铁路工程得到了快速发展。西安至重庆高铁、西安至成都高铁、西安至武

汉高铁等多条铁路横穿秦岭山区，为此探索和研究复杂秦岭山区高速铁路综合地质勘察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对中西部高速铁路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是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连接关中平原与江汉平原，是中长

期铁路网规划项目。线路西起陕西省西安市，向东南穿越秦岭山脉，经商洛和十堰两市，与建设中

的武汉至十堰铁路相接，形成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长约 258 km，穿越秦岭山区约 220 km，因

此秦岭山区的地质勘察是本项目的勘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1 地质条件综合分析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穿越秦岭山区，地形地貌复杂，长大区域断裂发育，地层岩性经多期地质

构造作用后复杂多样，复杂山区不稳定斜坡沿断层带及沟谷呈条带状广泛分布，山区岩溶发育，工

程地质条件极其复杂，存在众多工程地质问题。

1.1 地形地貌复杂

沿线主要通过地貌单元为渭河盆地区、秦岭中山区、秦岭低山区以及低山丘陵等，如图 1所
示。秦岭为我国黄河和长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工程区内岭脊总体展布方向为北东向秦岭山势北陡

南缓，北坡沟谷短，沟床纵坡陡，沟谷总体特点是上游多呈“U”形谷，下游多呈“V”形谷，谷坡陡峻。

南坡沟谷较长，多呈树枝状水系。地表植被发育，多为乔木、灌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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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长大区域断裂发育

工程区地质构造复杂，横跨渭河断陷盆地、华北地台南缘褶皱带、北秦岭加里东褶皱带、礼泉-
柞水华力西褶皱带、南秦岭印支褶皱带等构造单元，发育有十多条长大区域断裂，断裂主要走向以

东西向为主，以北东向和北西向为次。主要断裂早期受南北向构造应力场的作用影响较大，以压性

或压扭性断层为主，具有切割深度大，延伸长的特点，且断层破碎带较宽，断带物质较为复杂，碎

裂岩、糜棱岩、断层角砾、断层泥砾等构造岩均较发育[2]。主要断裂构造见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秦

岭山区主要构造示意图，详见图 2。

图 2中：F1 为秦岭山前大断裂；F1-1为华山山前断裂；F2为唐藏-商南大断裂；F2-1 为金陵寺

-夜村-商南断层；F2-2为草坪街-商南断层；F2-3为南秦河断裂；F3为铁炉子-三要断层；F4为草坪

街断层；F5 为牛头岩断裂；F8为凤镇-山阳断裂；F9 为板岩镇断裂。

1.3 复杂山区不稳定斜坡广泛分布

秦岭山区不稳定斜坡广泛分布沿断层带及沟谷呈条带状广泛分布，主要为滑坡、错落，崩塌、

岩堆、危岩落石等山区不稳定斜坡。

1.3.1 滑坡、错落 秦岭山区岩体受构造影响很严重，软弱破碎，风化严重，因而残、坡积层发育，

在地表水、地下水等综合作用下，极易沿下伏基岩面产生滑动而形成滑坡，主要有堆积层滑坡、基

岩顺层滑坡、断层带滑坡和工程滑坡[2]。错落是斜坡变形的一种类型，主要指斜坡上岩、土体，沿

陡倾角的构造面、节理密集带、软硬岩接触带、土石分界面等软弱结构面，在重力作用或人工开挖

坡体前缘而引起的坡体以垂直下错为主的变形现象[3]。

1.3.2 崩塌、岩堆、危岩落石 从其发育的现状来看，其易发段主要分布于秦岭中低山区斜坡地带基

岩陡坎附近，岩体受构造影响很严重，稳定性差，在斜坡陡坎坡脚，多有崩落体堆积，其中辋川河

沟口段以及蓝桥河沟口至兰桥镇段两岸山体陡峻，危岩落石成群分布。

1.4 山区岩溶发育

本区的寒武系、奥陶系地层为可溶岩地层，主要分布于辋川镇附近以及山阳至郧西段，主要为

大型溶洞及落水洞，大多没有水，可见明显的岩溶漏斗、岩溶洼地等喀斯特地貌。

其中辋川镇附近可溶岩地带，开发为辋川溶洞旅游风景区。山阳至郧西段可溶岩主要发育于山

阳县板岩镇-商南县汪家店镇以南、郧西县香口镇-郧阳区刘洞镇以北的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灰岩

地层中，宽约 22～26km，东西长度大于 120km，多为中等岩溶发育区，属裸露型。

2 综合地质勘察

秦岭山区，山大沟深，地形地貌复杂，地层岩性多变，复杂山区不稳定斜坡、岩溶等不良地质

发育，地质构造极其复杂，为复杂地质环境山区越岭铁路选线。针对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秦岭山区

复杂的地质条件，采用“大场景”三维立体遥感技术、野外地质调绘和现场钻探、各类物理勘探、综

合测井、水文试验等综合勘察手段，开展综合地质勘察工作。

2.1 真实感场景遥感技术

图 1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地貌分区图
Fig.1 Topography of Xi'an-Shiyan

high-speed railway

图 2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主要区域断裂构造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ain regional faults of

the Xi'an-Shiyan high-speed rai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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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作为一种基本技术手段已经成为地质调查工作所广泛应用，随着我国铁路建设的快速

发展，又为遥感的地质应用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并应用于铁路勘察设计中。

真实感场景遥感技术，简称“大场景”遥感技术[4]：是指利用影像数据与地形数据由计算机生成的

一种真三维空间场景技术，以高精度的大范围三维地形场景为基础的线路协同设计平台，为铁路工

程地质勘察及选线设计提供一套全新的手段和环境。

“大场景”遥感技术以遥感技术、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及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为基础，是各学科技术

的交叉与融合的新技术、新手段。具有如下优势：（1）解译过程方便，易于控制，实时更新解译成

果到 CAD制图中；（2）立体效果逼真，能清晰放映地形地貌及地质特征；（3）立体定位快速灵活，

大场景的职能驱动功能可根据坐标值或里程位置快速定位解译目标，克服了航空影像定位查找耗时

费力的缺点，提高了解译效率和精度[5]。丰富铁路地质勘察手段，大大提高了地质勘察工作效率，

为铁路山区地质勘察选线的新创举。

2.2 综合勘察

对复杂山区不稳定斜坡的勘察应采用“大场景”遥感技术、现场地质调绘查明其位置、分布范围，

线路方案无法绕避时并布置钻探以及室内试验分析评价其稳定性。

对长大断裂尤其是活动断裂的勘察应采用“大场景”遥感技术、现场地质调绘查明断层位置、走

向、地貌特征等，影响线路方案时并布置钻探、物探查明其宽度断带物质及其富水性等。

对岩溶区的勘察应采用“大场景”遥感技术、现场地质调绘的基础上，布置钻探、综合物探查明

岩溶分布范围和形态，查明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特征，溶岩发育与岩性、地质构造及裂隙的关系，

并分析评价其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2.3 综合勘察方法体系

针对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秦岭山区复杂的地质条件，采用室内“大场景”三维立体遥感技术、野

外地质调绘和现场钻探、各类物理勘探、综合测井、水文试验等结合后形成了一套快速、准确、高

效的新型综合勘察方法体系，为复杂山区铁路地质勘察的新创举。

3 空间综合地质选线

根据西安至十堰高铁秦岭山区，山大沟深，地形地貌复杂，地层岩性多变，岩溶以及滑坡、错

落等不稳定斜坡发育，地质构造极其复杂等地质特点，采用室内“大场景”三维立体遥感技术与传统

综合勘探相结合的新型综合勘察手段，提出复杂地质环境山区越岭铁路地质选线原则：

对长大区域性断裂带和构造线交汇处应绕避；当难以避开时，宜以大角度通过构造带，并调整

纵向坡度避免在构造破碎带上设置重大工程，宜以低路堤等简易的工程通过。

对复杂山区不稳定斜坡，应注意控制挖方地带边坡高度的控制，尤其是山区覆盖层斜坡，如果

边坡太高，容易造成边坡失稳，产生崩塌、落石等病害；线路应尽量绕避地形复杂、不良地质规模

巨大且集中分布段落；不能绕避时采用简易的明线工程选择最有利的地形通过，或通过调整线路坡

度以隧道下穿方式通过；隧道通过时宜大角度早进晚出，同时应加强超前支护及挡护措施，以确保

隧道洞门安全。

对复杂岩溶山区，应绕避岩溶强烈发育地带以及可溶岩与非可溶岩的接触带、构造发育带等，

通过岩溶地段时纵向坡度应尽量抬高标高，从岩溶区的垂直径流带通过。

4 结 论

西安至十堰高铁秦岭山区，长大区域断裂等地质构造复杂、山区不稳定斜坡广泛分布以及岩溶

发育，通过采用“大场景”三维立体遥感技术与其它勘察手段结合后形成新的综合勘察方法体系进行

地质勘察工作，提出复杂地质环境山区越岭铁路空间地质综合选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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