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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市建设工程地质稳定性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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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天津市多年来取得的活动断裂及地壳稳定性调查资料，以构造稳定性研究为主，配合城市建设岩

土体稳定性和地面稳定性的研究，采用GIS的分层分析方法，对天津城市建设工程地质稳定性进行了综合评价。以

现今构造应力场新构造运动特点和地壳垂直变形和水平形变资料为依据，综合分析讨论了现今构造活动和地震活

动规律。结合本区介质稳定性和地面稳定性，将宁河、汉沽地区及宝坻西部至武清河西务地区划为较不稳定区；将

蓟县北部山区和大港南部划为较稳定区；其余地区为过渡区，划为次较稳定区。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有关规

定，本区在城市建设规划时可不考虑区内断裂活动性对建筑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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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发展将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的人口约有70%～80%都居

住在城市[1]。我国约有1/3人口居住在各大小城市[2]，

城市化水准还偏低。随着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城

市化建设的进程也必然加快。天津市作为北方的经

济中心，国际港口城市，生态城市，近年来城市建设

飞速发展。从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可知，恶劣的

地质环境制约城市的发展，而优越的地质环境使许

多城市历经数千年而长盛不衰[3-4]，因此，要保证城市

建设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据城市的地质环境条件，科

学地确定城市发展的性质和规模，充分发挥地质环

境的效应和潜能，使之与城市规划和建设相协调。

本文在全面阐述天津区域地质构造背景基础上，分

析了天津地区浅部岩土体工程地质特征，并综合构

造活动性、地基介质条件以及地面稳定性对天津市

工程地质稳定性进行了评价，以期为城市规划和建

设提供基础理论依据，实现城市减灾防灾，保障城市

健康持续发展。

1 区域地质特征
1.1构造位置特征

天津市地处华北地台北缘，跨越燕山台褶带和

华北断坳。华北断坳北界为宝坻断裂、蓟运河断裂

和昌黎-宁河断裂与燕山台褶带为界，西界为太行山

山前断裂，东界为郯庐断裂。地理上包括了现代海

河的大部分及天津全部、河北、山东、辽宁的一部分。

是周边被一系列深大断裂和隆起山区围成的断陷块

体。本区域构造格架主要是两坳夹一隆。由西向东

为冀中坳陷、沧县隆起和黄骅坳陷（图1）。隆起区基

岩顶面埋深在千米左右，而坳陷区基岩埋深达八九

千米。

1.2断裂分布特征

天津市位于北东向河北平原断裂带和北西向张

家口-渤海断裂带的交汇部位。境内基底断裂纵横

交错，按深度可划分为岩石圈断裂、壳断裂和盖层断

裂三类，按展布方向可归纳为北东东-近东西向、北

东-北北东向、北西-北北西向、南北或近南北向四

组。北东向断裂主要有沧东断裂、天津断裂、大寺断

裂等；北西向或近东西向断裂有海河断裂、蓟运河断

裂、宝坻断裂、蓟县断裂等。据初步研究，多数属于

活动性断裂。沧东断裂在与蓟运河断裂相交的苗枣

庄至裴庄一带，上断点已影响到埋深50 m以上更新

统中上部。根据地震地质调查和历史地震资料，沿

断裂带附近迄今数百年间及唐山地震前后曾多次发

生 4～6级地震，在七里海附近曾发生 4.2～4.9级地

震达 5次之多，说明断裂在晚更新世仍在活动的断

裂。根据浅层人工地震探测资料，汉沽断裂在杨家

泊和付村一带断裂上断点埋深分别达38～50 m，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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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上更新统中上部。唐山地震时沿断裂带曾发生过

4次4级以上的地震，其中两次震级大于6级，是本区

震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说明汉沽断裂是现今仍在

活动的断裂[5-8]。这些断裂相互交汇，有些属规模大、

活动性强的断裂，是潜在的震源区（图2，表1）。

1.3 地震活动与地震灾害

1.3.1 区域地震活动带

华北地区很多断裂带往往是地震十分活跃的地

区，90%的地震发生在构造断裂带上。大地震常常发

生在构造断裂带的交汇部位。

张家口-渤海地震带：呈北西向至北西西向展

布。张家口-渤海断裂带及其邻近地区，从公元294年

起至今，约有26次6级以上的地震和大量的中小地

震，大部分地震群集中于断裂带与北东向断裂带交

汇的地段，形成若干个地震密集区。近代有名的地

震为1679年三河8级地震，1969年渤海7.4级地震。

河北平原地震带：呈北北东向展布，河北平原带

内发生≧4.7级地震达40多次，近代有名的1969年河

间6.3级和1976年唐山7.8级地震均发生在该带内。

天津地区位于华北强震区，地震空间分布显示是不

均匀性和呈带状特点。

天津市跨越了上述两个强震带。自公元294年

以来，Ms≧4.7级地震明显呈现北西和北东向活动格

局，华北地区Ms≧4.7级地震172次。

1.3.2天津及邻区地震活动概况

天津市以中小地震活动为主，并主要发生在本市

的中东部，即靠近宝坻至宁河、汉沽一带（图3）。其周

边地震活动强度高，是直接影响本市的地震活动。

如唐山大地震引发的宁河6.9级、6.2级强震。

天津及邻区地震灾害有历史资料记载以来，天

津地区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18次，其中较大的有5次

图1 区域构造位置分区图

Fig.1 Map of the Regional tectonic location

图2 天津市断裂构造分布图

Fig.2 Tianjin fault structur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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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除天津地域内的地震外，导致天津震害较为严

重的大多数是邻区的强烈地震。据记载邻区发生的

造成天津Ⅵ度以上破坏的地震共6次（表3）。

1976年唐山7.8级地震对天津市的破坏最为严

重。宁河、汉沽的地震烈度达Ⅸ度，塘沽大部分地区

达Ⅷ度，市区及其他地区为Ⅶ度，市区部分地区存在

Ⅷ度异常区。近年来本区还发生了2002年5月19日

宁河ML4.7级地震；2003年4月宁河小震群最大震级

ML4.3 级地震；2003 年 12 月塘沽小震群最大震级

ML4级地震；2003年8月宝坻林亭口ML3.7级地震；

这些地震的发生说明区域应力在调整中。

2天津地区浅部岩土体工程地质
特征
天津市除北部基岩裸露外，其余地区均为第四

系松散沉积层分布区，北部地区第四系地层较薄，数

断裂
编号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断裂名称

海河断裂

沧东断裂

天津北断裂

宝坻断裂

蓟运河断裂

汉沽断裂
蓟县断裂
工部断裂

河西务断裂
宜兴埠断裂

大寺断裂

位置

基本沿着海河分布，西起天津市西青区，向东穿过天津
市区中部延伸入渤海

天津境内北起宁河，南至静海唐官屯附近，为近东西向
断裂切割成若干段。为沧县隆起和黄骅坳陷分界

北起宁河潘庄，向南穿过市区西部
至静海唐官屯附近

西由河北进入天津宝坻区南部，
为燕山台褶带和华北断坳（Ⅱ级）分界

由宝坻东南部至宁河县北部，
向东进入河北境内

位于滨海新区汉沽中部
位于蓟县城北

位于武清区北部至宝坻区南部
位于武清区西北部

位于天津市北辰至宁河县南部
北起天津市东部与海河断裂相交，经大寺向南至静海

县东部，并切割沧东断裂

天津市内
长度 (km)

90

60

85

60

50

40

60

37

50

34

38

产状

NWW/SSW∠60～70°

NE30°/SE∠50～65°

NE/NW∠75º

EW/S∠60～80°

NW/SW∠70º

NWW/S∠30～70°

EW/S∠70º

NW/S∠80º

NNE/SE∠50º

NEE/SE∠60º

NNE/SE∠45º

性质

正断层壳断裂

正断层壳断裂

正断层壳断裂

正断层岩石圈断裂

正断层

正断层盖层断裂
正断层盖层断裂
正断层盖层断裂
正断层盖层断裂
正断层盖层断裂

正断层盖层断裂

表1 天津市及周边主要断裂一览表

Tab.1 Main fault structure of Tianji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

时间（年、月）
1511

1621.03

1815.08

1976.11

1976.07

地点
静海-霸县
武清-永清
葛沽附近

宁河
宁河

震级（级）
5.5

5.5

5.0

6.9

6.2

震中烈度（度）

Ⅶ

Ⅵ

Ⅷ

Ⅶ

表2 天津地区地震历史记录表

Tab.2 Earthquake history log sheet of Tianjin

时间（年）
1668

1679

1888

1967

1969

1976

地点
山东郯城
三河-平谷

渤海
大城
渤海
唐山

震级（级）
8.5

8.0

7.5

6.3

7.4

7.8

天津烈度（度）
Ⅵ

Ⅶ

Ⅶ

Ⅵ

塘沽Ⅵ

Ⅶ、塘沽Ⅷ

表3 天津邻区地震历史记录表

Tab.3 Earthquake history log sheet of Tianjin

adjacent area

图3 天津及邻区Ms≧5.0历史地震分布图

Fig.3 Historical earthquake distribution map of Ms≧
5.0 in Tianjin and adjacent regions

三河县三河县

廊坊市廊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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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到300 m，其他平原区厚度为300到410 m，岩性主

要是粘土、砂质粘土、轻亚粘土、粉细砂及淤泥组成

各类土层。高层大型工程建筑物对地基影响深度一

般为20～30 m，超高层巨型建筑物或地下道路工程

对地基影响深度达40～50 m以上，因此本文侧重研

究查明50～60 m以上浅部的工程地层特性，特别是

主要持力层和软弱层的组成、结构、厚度、埋深及分

布规律，以及它们对建筑地基强度和变形直接影响

的特性[9]。

根据土层的沉积相、地层岩性及其厚度、土层所

处含水部位、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和分层标观测资

料，该层土层主要是全新统及更新统上部地层，主要

是河漫滩相地层（第一陆相层）、浅海相地层（第一海

相层）及第二陆相层。其中第一陆相层承载力较低，

但仍可做天然地基。第一海相层为软弱地层，主要

岩性为淤泥质土及淤泥，不能做地基基础。第二陆

相层为漫滩相及海陆交互相地层为中高强度持力层

（表4）。将天津市区第四系地层划分为8个工程地质

层，各层主要岩性及物理力学性质（表4）。

3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3.1地面沉降

地面沉降是当前天津市最为严重的地质灾害之

一，宝坻城关以南的广大平原区均有不同程度地面

沉降，面积达 9 538 km2，形成了市区、塘沽区、汉沽

区、大港区及海河下游工业区等沉降中心。由于历

史上长期抽取地下水，地面沉降灾害由来已久，随着

天津市的多年控制沉降治理及替代水源的逐步配

套，市区及滨海新区沉降量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每

年还保持着20 mm 左右的沉降速率。天津市地面沉

降灾害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地面沉降产生的原因可

归纳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类。从天津市地面沉

降动态监测和现状沉降分析，人为因素造成的区域性

沉降量，已远远大于自然因素产生的沉降量（图4）。

3.2 软土地基

软土具有强度低，压缩性高和透水性小等对工

程建设不利的特点。本市的软土主要是埋藏于全新

统中段内第一海相层中的淤泥质粘土和淤泥，在滨

海地区厚度大，分布广，尤其是滨海平原区及潮间带

区为甚。此外，还有陆相黑色或灰色淤泥质土和淤

泥，分布蓟县山前冲洪积扇前缘与平原区交界部位，

一般埋深较浅，近于地表埋深0.2～2 m，最深为4 m，

一般厚为0～1.4 m，最厚为2.7 m。在淤泥质土中多

夹泥炭层，俗称“马粪土”，为山前冲洪积扇前缘地下

水溢出带为湖沼沉积。

在软土地基修建各类建筑物时，必须注意地基的

变形和稳定，稍有疏忽，将导致建筑物产生过量沉降

或差异沉降，进而导致其开裂、失稳，最终产生破坏。

3.3 地基土的液化

可以液化的土类主要是饱和砂性土和饱和粉

砂。根据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地震震害砂土

液化调查资料，结合多年来已有的地基勘察液化判

别资料，划出了天津市液化区域和可能液化区的范

围（图4）。从土层埋藏条件分析，可液化土层上覆土

层厚度多小于6～8 m，地下水埋深小于2 m。故认为

本区都属可液化范围。从土性特征来看，就粉土而

表4 天津市区第四系工程地质特征综合表

Tab.4 Quaternary engineering geology characteristic in Tianjin urban district

地质特征

地层

全

新

统

上更

新统

中更

新统

下更
新统

Qh

Q3p

Q2p

Q1p

底界

（m）

3～8

8～15

15～25

40～60

60～90

90～
130

140～
190

270～
410

厚度

（m）

5～6

10～11

5～7

27～38

50±

40～50

60～70

110～
180

成因

漫滩相

浅海相

漫滩相

海陆交
互相

陆相为主
夹海相

陆相

湖相

河湖相

岩性描述

上部为填土，下部为灰黄
色粉质粘土、粘土

灰色粉质粘土夹粉砂层，
千层饼状含海相动物化石

灰黄色粉质粘土，
底部为粉细砂层

灰-灰黄色粉质粘土、粘
土、粉土夹薄层粉细砂
灰绿-棕黄色粉质粘土、

粘土及粉细砂
灰绿-灰黄色粘土、粉质

粘土及粉细砂
黄褐色粘土、砂质粘土

为主，夹粉细砂层
棕红、灰绿杂色粘土及

粉细砂、中细砂

工程地质特征

分
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天然含
水量（%）

33

30～43

25～32

24～30

23～30

18～25

22

19

重力密度
（kn/m3）

19.0

17.0～
19.0

19.0～
21.0

19.5～
21.0

19.4～
21.4

19.6～
20.7

20.3

21.3

孔隙比
n（%）
0.90～

1.20
0.80～

1.20
0.60～

0.80
0.50～

0.70
0.50～

0.78
0.50～

0.73

0.61

0.53

液性
指数 IL

0.71

0.80～
1.1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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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根据颗分资料粘粒含量Pc（%）多为小于13%，属

可液化土层。根据上述影响砂土液化诸因素的分

析，结合唐山7.8级地震液化的实地调查资料，可以

看出液化带的分布特征：多沿海河及北运河沿岸分

布；沿蓟运河及其支流如泃河、州河、箭杆河、鲍丘河、

窝头河等沿岸分布；沿现代海岸及潮间带地区分布。

砂土液化是较复杂的工程地质问题，是否液化取决

于地质条件和地震条件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液

化土层的分布受地质年代、成因类型、地下水条件及

地形地貌等条件制约。

4天津地区工程地质稳定性综合
性评价及分区

4.1 综合性评价原则

（1）以构造稳定性评价为重点，配合介质稳定性

和地面稳定性进行综合评价[10-11]。

（2）根据《工程地质调查规范》[12]在区域地壳稳定

性评价与分区中，在稳定性方面按 4级划分的基础

上，结合本区特点进一步进行细分（表5）。

（3）时间和空间上，分别侧重选用第四纪以来的

时限范围和地壳表层的稳定程度。

4.2 综合评价指标

采用GIS的层次分析方法进行地壳稳定性综合

评价，并结合本区情况将构造活动（包括断层活动、

地震、地壳变形做主要因素）、介质工程地质条件、地

面变形等做参考指标，根据各个因子对稳定性影响

程度，专家打分确定权重系数（表6）。

4.3 综合性评价及分区

4.3.1 稳定性综合评价

（1）构造稳定性

1）构造稳定性主要表现为断裂的现今活动强度

及其与地震活动强度和频度的关系。从区域地质构

造背景分析可知，天津地区跨越张-渤地震带及河北

平原地震带。地震群集于张-渤断裂带与北东向断

裂带交汇地段，本区以中、小地震活动为主，主要发

生在市区的中东部即靠近宁河、汉沽一带，其周边地

震活动强度高，直接影响到本地区地震活动；2）第四

纪活动断裂的海河断裂、蓟运河断裂等上断点埋深

约在100 m以下，说明断层最新活动时间在晚更新世

以前，大部分在Q1-Q3之间，尚未在全新世（Q4）地层

中发现断点；3）本区蓟县山区和大港南部地区地震

烈度为Ⅵ度，峰值加速度为0.10 g；蓟县山前平原至

宝坻北部和中心城区、新四区、静海及大港北部等地

区地震烈度为Ⅶ度，峰值加速度为0.15 g；宁河、汉沽

地区及宝坻西部-武清河西务地区地震基本烈度Ⅷ

0 25 50 km

图4 天津市1967-1985年地面沉降累计沉降等值线和地

基土液化范围分布图

Fig.4 Contour map of accumulative surface

subsidence in Tianjin 1967-1985 and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the foundation soil liquefaction range

表5 天津市区域稳定性等级划分表

Tab.5 Regional stability grade division

in Tianjin urban district
规范中构造
稳定性类别

稳定Ⅰ

较稳定Ⅱ

较不稳定Ⅲ

不稳定Ⅳ

天津市区域
稳定性等级划分

较稳定Ⅱ1

次较稳定Ⅱ2

较不稳定Ⅲ1

次不稳定Ⅲ2

划分区代表地名及参数

大港南部地区及蓟县北部山区，地
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峰值加速度为
0.10 g
蓟县山前平原和宝坻北部，中心城
区、新四区、塘沽南部、静海及大港
北部地区。地震基本烈度Ⅶ度，峰
值加速度为0.15 g
宁河、汉沽地区及宝坻西部-武清
河西务地区。地震基本烈度Ⅷ度，
峰值加速度为0.2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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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峰值加速度为0.20 g。本区不存在稳定区和不稳

定区。

（2）岩土体稳定性

岩土体稳定性亦即介质稳定性，主要考虑作为

建筑物持力层的稳定性。本区北部为低山丘陵区，

基岩裸露多为块状，以层状岩石为主，这些地区稳定

性较好。冲洪积平原区以硬地基土为主，稳定性较

好，东部滨海平原区广布软土，自西而东靠近海岸带

地区厚度增大，土体稳定性差。

（3）地面稳定性

本区外动力地质作用较弱，在1986年以前市政

府对控制沉降未采取治理措施前，市区、塘沽、汉沽、

大港等地区地面变形较大，出现数个漏斗区，采取控

沉措施之后上述现象得到控制，可以认为地面基本

处于稳定状态。

4.3.2 稳定性综合分区

根据上述评价原则及评价指标作如下分区（图5）：

（1）天津地区总体上属较稳定区（Ⅱ），局部地段

属较不稳定区（Ⅲ），没有稳定区（Ⅰ）和不稳定区

（Ⅳ）。

（2）宁河、汉沽地区以及宝坻西部-武清河西务

地区为较不稳定区（Ⅲ）。

（3）蓟县北部山区和大港的南部为较稳定区（Ⅱ1）。

（4）其余地区为过渡区，划为较稳定区（Ⅱ1）和次

较稳定区（Ⅱ2）。

5 结论与建议

（1）以构造活动为主结合地基介质条件及地面

稳定性将天津地区划分为三个分区：

1）宁河、汉沽地区及宝坻西部—武清河西务地

区。地震基本烈度Ⅷ度，峰值加速度为0.20 g；2）大

港南部和蓟县北部山区为次稳定区（Ⅱ1）；3）除上述

因素指标

地震烈度（I）
震级（M）及

峰值加速度（a）

断裂及其活动性
断裂活动速率

地壳升降速度v（mm/a）

地面沉降累计沉降值
h（mm）

古河道及砂土液化面积

地基土体类型
及软土厚度

工程设防条件
（供参考）

权重值
（%）

40

25

10

10

15

分级标准
稳定

I＜Ⅵ

M＜5
amax＜0.10 g

断裂分布少，
现今活动微

V﹤1

h﹤300

不具备砂土液化条件，
但靠近液化区

基岩区较坚硬的粘性
土、砂性土，软土较薄

良好
不设防

较稳定

Ⅵ≦I＜Ⅶ

5≦M＜5.5
0.10 g≦amax＜0.20 g

断裂分布较少，
现今活动
1≦V﹤2

300≦h﹤1000

古河道较发育，
砂土液化区占10%

粘性土、砂性土夹细砂
或互层软土厚度0～5 m

适宜
需抗震设计

较不稳定

I=Ⅷ
5.5≦M≦6.5

0.2 g≦amax≦0.30 g

滑动断裂较多，
现今活动较强

2≦V≦3

1000≦h﹤3000

古河道发育，砂土液化
区占25%～30%

粘性土、砂性土互层，
软土厚度5～10 m

不完全适宜
加强抗震设计

不稳定

I﹥Ⅷ

M＞6.5
amax＞0.30 g

活动断裂密集，
现今活动强烈

V﹥3

古河道发育密集，
大面积液化

粘性土、砂性土互层，
软土厚度5～10 m

不适宜特殊设防
设计或另选场址

表6 地壳稳定性分级评价指标确定

Tab.6 Earth crust stability grading evaluation index

图5 天津工程地质稳定性综合评价分区图

Fig.5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zoning map of

engineering geology stability in Tianjin

0 25 5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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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区（Ⅲ、Ⅱ1）外，其他地区均为较稳定区（Ⅱ）。中心城

区及重点建设区虽跨越海河断裂，断裂在更新世早、

中期有活动迹象，但海河断裂东段及中段活动性弱，

不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条件，海河断裂西段虽具有

一定的潜在活动性，但仍没有发生中强地震的条件。

（2）在地层划分的基础上，对城市建设区各典型

工程地质层的物理力学指标进行了对比区分，并对

各工程地质层进行了工程地质评价，将建设区内0～

410 m厚度内自上而下划分为8个工程地质层。以此

划分标准为依据，将平原区30 m以浅地基土的稳定

性进行了划分，中上部承载力普遍较低，下部为中高

强度的持力层。

（3）在前人地质构造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确

定了对城市建设区内构造稳定性具有决定影响的几

条较大的第四纪以来有过活动断裂，即海河断裂、天

津断裂、沧东断裂、大寺断裂与宜兴阜断裂。虽然晚

更新世以来和全新世在城市建设区基本未见活动，

但还是要注意在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中对其避让。

（4）本区发育有软土和饱和易液化砂（粉）土等

不良工程地质层，局部地区是场地液化和震陷的易

发区。在地震灾害曾经较严重的区域，易产生地震

引发的破坏，工程建设中需做专门性工作，结合具体

建筑工程，加强场区的液化判别和震陷的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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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stability of Tianjin urban construction

FANG Wan-ling，LI Xue-yun，TIAN De-pei，WANG Lin-hai

(Tianjin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and Research, Tianjin 300191)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of active faults and crustal stability,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ianjin urba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geological stability was carried with GIS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in

this paper. The study on tectonic stability was major aspect while the study on urban construction medium

stability and ground stability were complementary. Based o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tectonic stress

field movement and the data of crustal vertical deformation and horizontal deformati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urrent tectonic activity and earthquake activity rules were discussed. Combined with the medium stability and

ground stability, the Ninghe region, Hangu region and the region of Bodi west to Wuqing Hexiwu were classified

to less stability; the Jixian northern mountains and Dagang south were classified to quite stability; the rest regions

were classified to the transition area, that is the quite stability and secondary stability.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standards of building seismic design, it is not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faults activity on the buildings

for this research area in city construction planning.

Key words: Engineering geological stability; tectonic stability; medium (rock and soil) stability; ground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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