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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7年5月25日，南京市红枫路衡阳排灌站西侧一典型下蜀土在降雨以及地下水渗流作用下，局部发生了

滑坡，在地质灾害勘察治理中以该滑坡（HP1和HP2）为研究对象，通过无人机航拍、裂缝量测、边坡位移监测等现场调

查手段，分析了滑坡的基本特征、边界条件、影响滑坡稳定性的因素及滑坡的滑移模式，发现强降雨导致土体饱和，

重度增加，抗剪强度降低是产生滑坡的直接原因。结合边坡初次滑动后的坡体持续性位移监测数据，采用Bishop法

作为主要的计算方法，瑞典条分法和M-P法作为参考，复核了滑坡在自重工况和暴雨工况下的稳定系数，并依据

Bishop法得到滑坡的设计推力，采用抗滑桩为主要支护手段对滑坡进行综合治理，使滑坡的安全系数满足设计值，可

使滑坡处于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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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然社会的发展，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

对环境的破坏，进一步引起了地质灾害的发生。仅

2014 — 2015两年我国共发生地质灾害19 131起，滑

坡成了仅次于地震的第二大地质灾害，对人类的生

产生活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滑坡可以进一步诱

发的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不仅会增加各类工程

的工期，影响经济建设，还会造成人员伤亡，直接影

响人们的生活。所以，滑坡已经成为预防和治理地

质灾害的重要研究方向，国内外的学者已经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1-6]。

下蜀土是一种特殊的沉积性土壤，在宁镇山脉

一带的低山地貌、丘陵岗地地貌及河成阶地地貌最

为常见[7]。下蜀土在天然状态下多为褐色～黄褐色，

以可塑～硬塑为主，结构较为致密，具有较高强度和

承载力。宁镇一带下蜀土边坡众多，滑坡地质灾害

多发，边坡的稳定性问题一直是该地区滑坡研究的

热点。目前，受下蜀土地域性分布的影响，国内学者

针对下蜀土滑坡的研究开展的相对较少，韩爱民等[8]

应用三轴仪研究了南京下蜀土的宏观-微观力学性

状。李晶[9]根据宁镇地区下蜀土滑坡区域预测预报

特征，建立基于GIS的宁镇地区下蜀土区域的滑坡预

测预报模型；曾凡稳[10]分析了南京地区下蜀土滑坡影

响因素，研究了影响下蜀土边坡稳定性的因素。目

前，针对下蜀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蜀土的结构、成

因和分布，对于下蜀土组成的边坡的破坏机理方面

研究较少，且研究手段多以数值模拟为主，缺乏针对

已有滑坡案例开展研究工作。因此，本文采用现场

调查结合稳定性计算对下蜀土边坡的破坏机理进行

详细研究，摸清典型滑坡处的土层岩性及滑坡现场

破坏情况，提出了支护解决方案，为南京等下蜀土地

区的土质边坡的治理及成灾机理研究提供工程借鉴

与参考。

1下蜀土滑坡地质灾害特征及成因
1.1滑坡基本特征

治理区位于南京市红枫路衡阳排灌站西侧，南

象山山麓处，总体地势西高东低，山体整体高差约39

m，自然坡度约16°。地质灾害类型为基岩覆盖层土

质滑坡，滑坡灾害点航拍图如图1所示。治理区边坡

总长度约190 m，整体坡向95°，平均坡度约23°，高差

约10.1～12.0 m，边坡基岩岩性为侏罗系中下统象山

群石英砂岩夹泥质粉砂岩（J1-2X），杂色，全风化～强



风化，中厚层状-薄层状，层面产状 111°∠18°，属软

岩，结构面发育两组25°∠75°、87°∠85°，岩体较完整-

较破碎，岩体基本质量级别为Ⅳ-Ⅴ级。基岩覆盖层

为全新统杂填土（Qh）和上更新统下蜀组粉质粘土

（Qp
3x），杂填土厚度3.3～6.8 m，平均厚度5.0 m，粉质

粘土厚度1.1～6.3 m，平均厚度3.7 m。

（1）HP1滑坡地质灾害特征

2017年5月25日，边坡在降雨以及地下水渗流

作用下，局部发生了滑坡，滑坡坡向90°，坡度23°，高

差12.0 m，滑坡体长约35 m，宽度约25 m，平面面积

约800 m2，滑坡体总方量约3 000 m3。滑坡体前宽后

窄，后缘裂缝已经贯通，整体呈圈椅状，滑坡导致坡

脚排水沟发生了变形破坏，排水沟底起拱严重，坡体

及排水沟破坏照片如图2-4所示。根据现场探坑开

挖揭露，表层填土厚度3.5 m～4.0 m，填土下部分布

一层淤泥（厚约30 cm），呈饱和状态，软塑-流塑状，

力学强度低，淤泥层下部为粉质黏土，呈软可塑状。

根据探坑揭露判断滑坡滑面主要位于填土下部的淤

泥、粉质黏土层中，平均深度约4.0～5.0 m。2017年5 月27日，采取了削坡减载、防雨布覆盖、设置截排水

沟等应急消险措施并安排专人进行巡查监测。根据

图5边坡位移监测资料所示，2017年5月27日～2017

年7月12日期间，水平位移累计最大值是2017年7

月12日的1#点的40 mm。监测资料表明，局部坡段

仍在发生蠕动变形。因此，现场判断滑坡仍处于欠

稳定状态，对坡脚新建红枫路行人车辆构成威胁。

（2）HP2边坡地质灾害特征

HP2位于衡阳排灌站西侧，南侧紧邻南京市栖

霞区红枫路西侧应急消险工程。边坡在降雨以及地

下水渗流作用下，局部发生了蠕滑，但变形边界不明

显。坡向96°，坡度23°，高差12.0 m，滑体长约40 m，

宽度约100 m，滑体总方量约12 000 m3，边坡典型剖

图1 滑坡地质灾害点航拍照片

Fig.1 Aerial photograph of landslide geological hazard

图3 HP1滑坡后缘裂缝贯通照片

Fig.3 HP1 slide in the back edge of the landslide

图4 坡脚浆砌块石排水沟沟底起拱、沟壁开裂照片

Fig.4 Photo of arch and trench wall of the drainage

ditch at bottom of the slope

图2 填土坡后缘与自然坡体交界处

Fig.2 Junction of the backfill slope and natural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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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图如图6所示。目前坡体局部发生蠕滑变形

特征，坡脚钢筋混凝土水沟沟壁发生错动，坡面

砖砌水沟局部垮塌。滑坡地质灾害对坡脚新建

红枫路车辆行人构成严重威胁，其坡体变形破坏

如图7、图8所示。

1.2滑坡成因分析

下蜀土在天然状态下为褐色-黄褐色，以可

塑-硬塑状态为主，结构紧密，具有较高的强度和

地基承载力，根据南京市下蜀土边坡24个钻孔

标准贯入试验资料[11-14]统计，可塑-硬塑状态下蜀

土地基承载力在160 kPa～220 kPa；下蜀土主要

化学成分为 SiO2，Fe2O3，Al2O3，K2O，其中 SiO2、

Al2O3和TFe2O3（TFe2O3= Fe2O3+FeO），三者的平

均含量之和均达85%左右[15]；对南京地区4组典

型下蜀土试样进行颗粒分析，组成颗粒中粒径小

图7 HP2整体航拍照片

Fig.7 HP2 overall aerial photograph

图8 坡面砖砌水沟垮塌及坡脚钢筋混凝土排水沟沟壁错动照片

Fig.8 The collapse of slope brick ditch and the trench wall

of the reinforced concrete drainage ditch

图6 边坡典型剖面图

Fig.6 Typical section of slope

图5 1#～9#点水平位移-时间曲线图

Fig.5 1#~9# point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time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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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0.005 mm的占总颗粒的70 %以上（表1）；对64组

下蜀土试样进行常规土工试验，获得下蜀土的基本

物理参数的平均值（表2）。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年版））中土的分类方法，试验所用下蜀土土样为粉

质黏土。下蜀土不仅具有粉质黏土的一般性质，也

具有特殊的工程地质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垂直节理裂隙发育

下蜀土物理力学性质与黄土类似，垂直节理裂

隙发育，当深厚的下蜀土边坡开挖后，土体易沿垂直

节理劈开，形成陡立的临空面，自然状态下，可保持

近直立的坡面。

（2）具有钙质结核

下蜀土中富含钙质结核，钙质结核对于土体的

结构强度影响较大，也对边坡的稳定性具有一定影

响。根据调查统计，南京近10年，下蜀土滑坡逐年增

多，其中原因之一为雨水中SO2含量增加，形成酸雨，

入渗到土体内，将土体中的钙质结核溶解，土体结构

遭到破坏，土边坡稳定性也随之降低。

（3）具有弱膨胀性

下蜀土不是典型的黄土，但具有弱膨胀性，根据

32组室内试验的自由膨胀率试验可见，下蜀土的自

由膨胀率在25%～35%，属于弱膨胀性。下蜀土的弱

膨胀性主要体现遇水后体积膨胀，结构发生变化，抗

剪切强度降低，在进行滑坡防治工程设计时，要进行

充分考虑。

治理区地貌类型为构造剥蚀低山丘陵区，地形

起伏较大，存在滑坡临空面；滑坡体自身地质条件不

良，杂填土、粉质粘土层厚度大，全强风化砂岩夹泥

质粉砂岩风化程度大，强度低；在饱水状态下杂填土

及粉质粘土层的工程特性急剧降低，此外，人类工程

活动对坡体的稳定性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极端天

气（强暴雨或连续降雨）因素诱发下，容易发生滑坡

灾害。具体成因如下：

（1）滑坡现状前缘标高 11.5 m，后缘标高约为

22.8 m，高差约11.3 m，平均坡度23°，为滑坡提供了

临空面条件。滑坡体组成主要为杂填土及下蜀组粉

质粘土，杂填土厚度可达6.8 m，粉质粘土层厚度可达

6.3 m，下伏基岩为侏罗系中下统象山群砂岩夹泥质

粉砂岩，形成相对隔水层，此外杂填土结构较为松

散，有利于降雨入渗，含水率到达一定数值后，强度

丧失严重，易发生滑坡灾害。

（2）滑坡体位于丘陵斜坡地带，填土坡后缘高于

自然坡体，堵塞径流排泄，上部山体汇水易向滑坡体

入渗，填土坡坡顶平缓，形成积水平台，为地表水下

渗创造了条件。大量降雨渗入坡体后，杂填土及粉

质粘土层吸水饱和，重度增加，抗剪强度降低，形成

软弱滑动面，诱发滑坡地质灾害。边坡坡面由于景

观需求，采取树木种植，坡体表层土体结构遭到破

坏，表层土体变的疏松，易造成水土流失。此外植被

在浇水养护过程中，水体下渗，地下水向坡脚排泄，

降低了滑坡的稳定性。

1.3破坏模式分析

根据调查，南京市下蜀土滑坡主要集中在栖霞

区燕子矶到老虎山一带，其它地区有零星分布；滑坡

主要发育地貌单元为侵蚀堆积岗地地貌，地面高程

一般在+15～+40 m之间，地表波状起伏，广泛分布下

蜀土，土层厚度一般大于5 m。发生下蜀土滑坡的边

坡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1）坡面陡立，具有典型的临空面，为滑坡的发

生提供剪出口

根据统计，大多数滑动具有典型临空面，其中一

类为人工切坡开挖形成的陡立坡面，部分采用挡土

墙加固，但挡土墙年久失修，基本失去支护作用，坡

体发生滑动；另一类为天然的陡立坡面，在雨水的作

用下，边坡发生变形和滑坡，从而产生滑坡地质

灾害。

（2）降雨为滑坡的主要诱发因素

根据调查，滑坡多发生在雨季，80%以上的下蜀

土滑坡与降雨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降雨为诱发下

蜀土滑坡的主要因素。雨水在坡顶汇集后入渗到坡

编号

1

2

3

4

＜0.002颗粒

质量分数/%
1.014

0.853

0.927

1.107

[0.002，0.005]颗

粒质量分数/%
71.253

70.032

73.281

67.812

[0.005，0.075]颗

粒质量分数/%
7.232

7.541

6.744

9.327

＞0.075颗粒

质量分数/%
20.501

21.574

19.048

21.754

表1 南京地区4组下蜀土颗粒分析结果

Tab.1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4 groups of lower Shu

soil particles in Nanjing area

指标
平均值

液限/%

30.3

塑限/%

17.5

塑性指数
12.8

相对密度
2.72

含水率/%

20～28

表2 南京地区下蜀土基本物理参数统计表

Tab.2 Statistical tables of the basic physical

parameters of lower Shu soil in Nanj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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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部，土体发生软化，重度增加，抗剪强度显著降

低，坡脚剪应力集中带和坡顶拉应力集中带首先发

生破坏，从而导致坡体整体失稳，发生滑坡。除天然

降雨外，还有部分滑坡为居民生活污水或管道漏水

引起。

（3）边坡坡顶平缓，普遍具有汇水条件

发生下蜀土滑坡的坡顶一般比较平缓，具有良

好的汇水和入渗条件，水由坡顶汇集，经由坡顶和坡

面入渗到土体内部，从而引起边坡的滑动。

根据下蜀土滑坡地质灾害的调查、统计和总结，

可将下蜀土滑坡细化为表层后退式滑坡和浅层前进

式滑坡。两种类型滑坡的破坏机理具有相似之处，

又有所区别。

图9为表层后退式滑坡的演化过程，首先在雨水

和自重作用下，①号滑体首先形成并发生滑动，滑动

后堆积在坡脚并形成陡立滑动面；第一次滑动后，坡

体应力再次重新分布，在雨水和自重作用下②号滑

体开始逐渐形成并开始滑动。以此类推，一层一层

发生滑动，坡面逐渐向坡体内后退，最终趋于稳定，

完成滑坡由孕育到形成的演化过程。此类滑坡多发

生在因修路、建房等工程活动形成的无支护陡立坡

面上，坡体开挖后，应力重新分布，在坡脚附近形成

剪应力集中带，在坡肩附近形成拉应力集中带。下

蜀土垂直节理发育，在拉应力作用下，坡肩裂隙易沿

着土体内部垂直节理发育并连通，形成张拉裂缝；降

雨作用下，雨水沿着垂直节理和张拉裂隙渗入土体，

使得雨水渗入部分的土体重度增加，土体抗剪强度

降低，在坡体中上部形成局部贯通滑动带，发生表层

小方量滑动。从力学性质上分析，此类滑坡以受拉

力为主，多发生应力相对集中的坡体中上部。

浅层前进式滑坡以整体圆弧状滑动为主，具有

明显的滑坡后壁、滑坡陡坎、滑坡裂隙和剪出口，滑

坡前缘有明显的鼓胀隆起，局部出现裂隙。图10为

浅层前进式滑坡演化示意图。发生浅层前进式滑动

的坡体一般坡度较缓，自然状态下处于稳定或临界

状态，多由降雨、坡脚开挖和坡顶荷载等因素引起。

降雨入渗到土体后，增加土体重度，下滑力增大；水

对土体具有软化作用，使得土体抗剪强度降低，阻滑

力减小；坡脚开挖，为滑动提供了剪出口；坡顶荷载

增加了滑动力从而引起边坡失稳。从力学性质上分

析，此类滑坡以水平推力为主，滑动带深度和滑动方

量一般都大于牵引式滑坡，滑坡特征明显。

通过现场调查以及室内综合分析，治理区滑坡

破坏模式为浅层前进式土质滑坡，滑动面呈圆弧形，

主要产生于杂填土及粉质粘土内部，强降雨导致土

体饱和，重度增加，抗剪强度降低，是产生滑坡的直

接原因，滑坡体剪出口一般位于下部坡脚附近。

2滑坡稳定性分析与评价
（1）计算参数

本次计算参数以室内试验所得到的参数为依

据，结合参数反演法综合确定岩土体的稳定性计算

参数。稳定性计算参数选用如表3所示。

图9 表层后退式滑坡演化过程

Fig.9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topping back

type landslide

图10 浅层前进式滑坡演化过程

Fig.10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shallow

progressive landslide

工程地质分层

①层杂填土
②层粉质黏土

③层全强风化
石英砂岩夹泥

质粉砂岩

天然重度

（kN/m3）

19.4

20.2

24.8

饱和重度

（kN/m3）

20.0

21.0

25.3

天然工况

C（KPa）

5

18

40

j（°）

12

10

26

暴雨工况

C（KPa）

4

16

32

j（°）

11

6.7

21

表3 滑坡稳定性计算参数表

Tab.3 Parameter table for calculation of

stability of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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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滑坡稳定性计算

采用毕肖普法进行稳定性计算，采用摩根斯顿-

普赖斯法简布法和瑞典条分法进行稳定性校核。滑

坡稳定性计算结果如表4。根据计算结果，自重工况

下，滑坡体最小稳定性系数为1.21，处于稳定状态，滑

面平均深度约5.5 m左右。在自重+暴雨工况下，滑

坡体最小稳定性系数为0.95，处于不稳定状态，滑面

平均深度约5.5 m左右。在自重+地震工况下，滑坡

体最小稳定性系数为1.12，处于基本稳定状态，滑面

平均深度约5.5 m左右。稳定性计算结果与滑坡现

场调查时稳定性初步判断结果基本吻合。

3滑坡治理工程设计
3.1 下滑力计算

设计下滑力计算参照《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

工技术规范》（DZ/T0219-2006）滑坡推力计算公式：

（1）

式中，Hs—滑坡推力（kN）；Ks—设计的安全系

数；Ti—条块重量在滑面切线方向的分力。

根据勘查报告提供的相关参数进行稳定性分析

计算。根据滑坡防治工程等级三级，确定自重工况

下安全系数取1.35；暴雨工况下安全系数取1.20。参

考规范提供的设计下滑力的计算公式。将剖面稳定

性及下滑推力计算成果列于表5。滑坡设计下滑力

选取最大值186.0 kN/m。

3.2设计方案

在滑坡的中部垂直于滑动方向设置1排抗滑桩，

共计69根。抗滑桩采用钻孔灌注桩，在施工时采用

跳桩施工，每次间隔1～2孔。桩身截面类型为圆形，

桩身直径均为1.2 m，桩长均为10.0 m，K1～K50桩中

心距2.5 m，K50～K69桩中心距3.0 m。桩顶标高均

为+15.3 m，桩底标高均为+5.3 m。抗滑桩主筋和箍

筋均采用HRB400钢筋，采用C30混凝土浇筑。连

梁：抗滑桩桩顶采用连梁进行连接以提高抗滑桩整

体稳定性，连梁断面尺寸为1.3 m×0.7 m（宽×高）。主

筋和箍筋均采用HRB400钢筋，采用C30混凝土浇

筑。锚杆：采用全长粘结式砂浆锚杆，锚杆成孔孔径

φ150，锚杆长度为20 m，锚杆倾角为15°，主筋采用直

径 32 mm的钢筋。锚杆材料采用HRB400钢筋，注

浆材料为水泥净浆，水灰比0.45～0.5，浆体材料强度

不应低于30 MPa；锚杆与抗滑桩冠梁相连接。桩顶

排水沟：顶宽0.5 m，底宽0.5 m，深0.5 m，壁厚0.2 m，

水沟顶部设置0.1 m厚盖板，盖板顶高程+16.0 m。采

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混凝土采用C30。排水沟每隔

10 m设置一伸缩缝，缝内填弹性较好的沥青麻丝。

3.3设计后边坡稳定性评价

设计后稳定性评价选取滑坡区具有代表性剖面

作为削坡后稳定性计算剖面，计算工况采用暴雨工

况。在按设计要求进行支护后稳定系数由0.95增加

到1.60满足规范要求。

4 结论
本文主要通过现场调查，对下蜀土滑坡的特征、

规模、分类、主要诱发因素做了详细的统计、分析和

总结；在调查和室内试验的基础上，分析了下蜀土滑

坡的破坏机理。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下蜀土滑坡根据规范可归为表层土质滑坡，

根据力学性质和滑动带深度又可细化为表层后退式

滑坡和浅层前进式滑坡。其中前者具有坡度陡，滑

带浅，方量小，分层滑动的特征；后者具有坡度较缓，

滑带较深，方量较大等特征，滑坡的发生与坡脚开

挖、坡顶荷载、降雨密切相关。

（2）表层后退式滑坡和浅层前进式滑坡破坏机

理具有相似之处又所区别。表层后退式滑坡以牵引

式为主，分层滑动，逐渐向坡体内后退；浅层前进式

滑坡以推移式为主，坡体后侧土体推动前段土体，一

般发生整体滑动，方量较大。

（3）下蜀土滑坡为典型的降雨型滑坡，降雨为其

滑动的主要诱发因素，南京地区下蜀土滑坡多发生

在汛期。降雨入渗后，通过溶蚀破坏土体结构，软化

土体，增加土体重度。因此在下蜀土滑坡治理工程

计算工况
自重

自重+暴雨

毕肖普法
1.21

0.95

摩根普赖斯法
1.21

0.95

瑞典法
1.17

0.92

稳定状态
稳定

不稳定

表4 稳定性计算结果（安全系数）统计表

Tab.4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stability calculation

results (safety factor)

计算工况

自重
自重＋暴雨

设计剖面
稳定系数

1.2

0.95

稳定状态

稳定
不稳定

安全系数

1.35

1.20

设计下滑力
（kN/m）

155.6

186.0

表5 滑坡稳定性及滑坡推力计算结果统计表

Tab.5 Statistics of the landslide stability and landslide

thrust calculation

Hs=(Ks-Kf)×∑(Ti × cosα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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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截排水系统需要特别重视。

（4）通过现场调查以及室内综合分析，治理区滑

坡破坏模式为浅层前进式土质滑坡，滑动面呈圆弧

形，主要产生于杂填土及粉质粘土内部，强降雨导致

土体饱和，重度增加，抗剪强度降低，是产生滑坡的

直接原因。综合考虑影响边坡稳定性的因素、边坡

的边界条件以及稳定性评价结果，得出边坡局部坡

段在天然状态下处于稳定状态，在降雨等不利条件

下，边坡处于失稳状态。针对边坡的不稳定问题，采

用抗滑桩的支护方案，通过对设计后边坡稳定性评

价，得出边坡在支护后稳定系数由0.95增加到1.60，

满足规范要求。

（5）对于下蜀土滑坡机理的研究旨在总结发现

规律，在滑坡防治工程中，可根据滑坡的力学性质以

及滑动机理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加固方案。对表层后

退式滑坡宜采用锚固工程，并做好坡面封闭工作，避

免雨水入渗和冲刷；对于浅层前进式滑坡宜采用挡

土墙、抗滑桩等支挡工程，控制边坡整体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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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investigation and reinforcement treatment measures
of typical Xiashu soil landslide

XU Peng, SONG Shuang-shuang, LIU Bao-sheng, WANG Ya-shan

（1.Nanjing Qixia Mountai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o.,Ltd, Nanjing 210000, China;

2. Nanjing Bureau of Land and Resources, Nanjing 210005, China;

3. Jiangsu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Nanjing 210018,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typical Xiashu soil landslide in Nanjing as research object, field investigation means such as

UAV aerial photograph, crack measurement and slope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boundary conditions, influence factors, and slide modes for the landslide are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heavy

rainfall leads to soil saturation, severe increase, and the decrease of shear strength i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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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lide. With the continuous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of slope body after the initial sliding，the calculation

methods, such as Bishop method, Sweden method and M-P method,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lope stability. The

stability factor of the slope under natural and rainstorm condition are obtained. The design trusts of landslide are

obtained based on Bishop method. The anti- slide pile is considered as reinforcement measure to reinforce the

landslide. The stability factor of the reinforced landside meets to design value of code and the slope is in stability

state.
Key words: Xiashu soil；landslide；landslide cause；failure mode；reinforcement treatment

Applica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to
detection the interface of saltwater intrusion：a case study of Laizhou bay

SU Yong-jun1,2, HUANG Zhong-feng1, FAN Cui-song1, LIU Ji-hong1,

LIU Hong-wei1,2, ZHANG Guo-li1,2

(1.Tianjin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Muddy Coast Geo-Environment,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CGS, Tianjin 30017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expound theoretically the feasibility of exploring saltwater intrusion with the

three-dimensional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through effect analysis of an example in Laizhou bay area, it

shows that the result of saltwater freshwater interface with the invers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is almost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 of hydrogeological survey, and it is effective and feasible in

Laizhou bay area. The inversion result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contains a large

amount of geological information, the inversion result reflects not only the strata thickness variation of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extension on saltwater and freshwater, and establishes the relationships of every strata, but

also the burial depth of stratum and the strata of ups and downs, this method provides reliable basic data for

environmental and geological problems.

Key words: the three- dimensional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apparent resistivity; saltwater intrusion;

Laizhou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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