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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妃甸滨岸带砂土液化分布特征研究

柳富田1，2，3，方成1，2，3，杜东1，2，3，秦雅飞1，2，3，孟利山1，2，3

（1.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天津 300170；2.华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天津 300170；

3.中国地质调查局泥质海岸带地质环境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170）

摘 要:本研究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利用标准贯入试验对研究区内分布18个钻孔的粉砂、粉

土、细砂进行液化判别。其中，非液化区面积共计338.15 km2，占20.98%；轻微液化区面积为239.34 km2，占14.85%；中

等液化区面积为581.41km2，占36.07%；严重液化区共分布于5处区域，总面积为453.15 km2，占28.11%。液化区合计

占研究区79.02%。根据砂土液化治理效果、经济效益分析，可以采用置换法、预压堆载、强夯法和深层搅拌化学固结

等方法处理砂土液化。对于埋深较深的砂土液化层来说，通过振动挤密碎石桩和爆炸压密法，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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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砂土的液化是地基基础震害的主要原因之

一，因此，对饱和砂土的液化趋势进行有效评估就显

得非常重要[1]。在外力或内力（通常是孔隙水压力）

作用下，砂土颗粒之间接触压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摩

擦力，不能抵抗剪应力，就会发生液化。砂土液化在

地震时可大规模地发生并造成严重危害。在中国

1966年的邢台地震、1975年的海城地震、1976年的唐

山地震及2008年我国四川汶川“5.12”大地震等几次

大地震中，有些建筑物的破坏就源于砂土液化[2，3，4]。

国外也有类似的例子，在美国1964年的阿拉斯加地

震[5]，1999 年的 7.5 级台湾集集地震[6]，以及 2010—

2011 年的新西兰Canterbury 地震序列[7]等，砂土液化

会使许多建筑物下沉、歪斜和毁坏，有的地下结构甚

至浮升到地面。对同震砂土液化的详细记录和深入

研究可以为地震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大量信

息，同时为评估建筑物结构的潜在破坏性提供重要

依据[2]。

1研究区砂土液化概况
曹妃甸区是河北省唐山市市辖区，地处唐山南部

沿海、渤海湾中心地带，原名唐海县。曹妃甸区位于

环渤海中心地带，辐射华北、西北、东北，面向东北亚

和全世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核心区。2012

年，曹妃甸区总面积1 943.72 km2。区内海岸带主要

有淤泥质海岸、砂质海岸、基岩海岸等类型海岸。海

岸带地表岩性由西向东逐渐变粗。涧河口-大清河

口多为淤泥质海岸，地势极低，岸线外潮间带发育。

大清河口-滦河口为砂质、淤泥质海岸，地势低洼，河

口密布。

根据前人资料记载和现场调查，唐山沿海一带

均出现过地震砂土液化现象，主要与1976.7.28日唐

山7.8级地震及滦县商家林一带7.1级地震有关，地

震期间喷水冒砂现象遍布全区。乐亭县原有农田

660 769亩，砂压农田397 414亩，砂压农田约占原有

农田的41.36%，损失较重。唐海一带原有农田1 039

600 亩，造成砂压农田 113 919 亩，占原有农田的

10.96%；原有机井 840 眼，破损 675 眼，破损率达

80.36%。震前丰南一带原有农田788 591亩，地震时

造成砂压农田226 329亩，占原有农田的28.7%；原有

机井5 600眼，破损4 684眼，破损率达83.64%。

研究区自柏各庄镇-柳赞镇以西地区为震陷液

化区，以东地区为严重喷水冒砂区（图1）。

2砂土液化判别
通常，饱和土液化判别方法分为室内试验和原

位测试两大类。由于土样在取样及保存中难以保持



原位应力状态，获得无扰动土样比较困难，因而采用

室内试验方法进行液化判别在工程应用上受到很大

限制，使得原位测试方法在工程中得到广泛应

用[1，8-10]。

研究区地面下 20 m 的范围内分布有多层饱

和的粉砂、粉土、细砂，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第4.3.2条规定[11]，应对工作场地进

行液化判别。本次，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利用

标准贯入试验对工作区内分布的粉砂、粉土、细砂进

行液化判别。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

Ncr =N0[ ]0.9 + 0.1( )ds - dw ( )3/ρc /2（适应 0～15 m

判别液化）；

Ncr =N0[ ]2.4 - 0.1dw ( )3/ρc /2 （适应 15～20 m 判

别液化）；

Ncr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

N0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本场地

N0 =8；

ds —饱和土标准贯入点深度（m）；

dw —地下水深度，本场地取1.8 m；

ρc—粘粒百分含量，根据土工试验结果取值；

根据第 4.3.5条中公式计算每个钻孔的液化指

数，液化等级划分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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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E —液化指数；

n—在判别深度内每一孔标准贯入点

总数；

Ni 、Ncri —分别为 i点标准贯入锤击数

的实测值和临界值，当实测值大于临界值

时应取临界值；

di — i 点所代表的土层厚度（m），可

采用与该标准贯入试验点的相邻的上、

下两标准贯入试验点深度差的一半，但

上界不高于地下水位的深度，下界不深

于液化深度；

Wi —土层单位土层厚度的层位影响

权函数值。判别深度为15 m，当该层中点

深度不大于5 m时取10，等于15 m时取0.5～15 m按

线性内插法取值；

曹妃甸地区工程地质调查（唐海勘察区）砂土

液化判别，液化判别最大深度为 20 m，标贯击数基

准值 N0 =8击，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曹妃甸地区工程地质调查（南堡区）砂土液化判

别，液化判别最大深度为 20 m，标贯击数基准值

N0 =10击，抗震设防烈度8度。

本次评价采用数据为在工作区内 18个工程地

质钻孔中开展标贯试验所获取的数据，深度 0～20

m，每孔开展标准贯入试验5～10次，并在标贯其中

采集扰动样品测试颗粒组成，共计144件。

3判别结果与分析
经综合判断（表2），BGZ1、BGZ2、BP02、DQ03、

DW03 孔不液化，FN08、N01、NPT1 为轻微液化，

DQ04、FN01、FN02、FN04、FN05、FN07、NPX02、

NPX3、NPX4、NX05、NX06、NX08 为中等液化，

BGZ3、DQ01、DQ02、DW01、DW02、FN03、FN06、

FN10、NPX01、NPX03、NX01、NX02、NX03、NX04、

NX07、NX09为严重液化。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第

4.3.5条，将工作区分为：严重液化、中等液化、轻微

图1 唐山7.28地震造成的喷水冒砂分布图

Fig.1 Map of the sand boil caused by Tangshan 7.28 earthquake

1.地震喷水冒砂分布区；2.液化震陷区；

3.严重喷水冒砂区；4.零星喷水冒砂区

1 2 3 4

液化等级
液化指数 IlE

轻微
0＜ IlE ≤6

中等
6＜ IlE ≤18

严重
IlE ＞18

表1 液化等级划分表

Tab.1 Sand liquefaction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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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和不液化场地（图2）。

砂土液化区分布面积统计结果见表 3。其中，

非液化区主要分布于孙家灶、十二场、五农场等中间

区域，高尚堡北侧地区，一农场-古河乡一线以北地

区，古河乡-大清河盐场以东地区。面积共计为

338.15 km2。

轻微液化区主要分布于孙家灶、十二场、五农场、

高尚堡、一农场、古河乡等地区，面积为239.34 km2。

中等液化区分布于轻微及严重液化区之间的地

区，面积为581.41 km2。

严重液化区共分布于5处区域，总面积为453.15

km2，主体位于张庄子-涧河-海岸线一线的北部广大

地区，面积249.33 km2；其次为北堡-黑沿子一线至海

边区域和咀东-散货码头以南区域，面积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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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编号
BGZ1
BGZ2
BGZ3
BP02
DQ01
DQ02
DQ03
DQ04
DW01
DW02
DW03
FN01
FN02
FN03
FN04
FN05
FN06
FN07

液化等级
不液化
不液化
严重

不液化
严重
严重

不液化
中等
严重
严重

不液化
中等
中等
严重
中等
中等
严重
中等

野外编号
FN08
FN10
N01
NPT1
NPX01
NPX02
NPX03
NPX3
NPX4
NX01
NX02
NX03
NX04
NX05
NX06
NX07
NX08
NX09

液化等级
轻微
严重
轻微
轻微
严重
中等
严重
中等
中等
严重
严重
严重
严重
中等
中等
严重
中等
严重

表2 砂土液化判别一览表

Tab.2 List of sand liquefaction discrimination

图2 砂土液化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the sand liquefaction

93.96 km2和79.94 km2；另外在唐海县、柳赞镇、大清

河盐场分别分布有面积 12 km2、16.83 km2、1.07 km2

的严重液化区。

4砂土液化预防措施
在传统的工程过程中，对于砂土液化层处理已

发展有置换法、预压堆载、强夯法和深层搅拌化学固

结等方法。这些方法对于工作区冲填土层的处理比

较实用，但对于埋深较深的砂土液化层来说，通过振

动挤密碎石桩和爆炸压密法，效果更好。

4.1振动挤密碎石桩法

首先用振动成孔器成孔，成孔过程中桩孔位的

土体被挤到周围土体中去，成孔后提起振动成孔器，

向孔内倒入约1 m厚的碎石再用振动成孔器进行捣

固密实，然后提起振动成孔器，继续倒碎石，直至碎

石桩形成。振动挤密碎石桩与地基土形成复合地

基，是一种有效的处理砂土液化的地基处理方法，近

年在公路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2爆炸压密法加固饱和砂土法

爆炸压实是一种土壤加密技术，它利用置于松

砂土液化等级
无

轻微
中等
严重

液化区合计

面积/km2

338.15
239.34
581.41
453.15
1 273.90

占工作区比例/%
20.98
14.85
36.07
28.11
79.02

表3 砂土液化区分布面积统计表

Tab.3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sand liquefaction area



散、饱和、非粘性土壤中的炸药爆炸产生的能量使土

壤颗粒重组，构造更为紧密稳定，并将空隙水排出，

从而达到土壤的加密。

4.3其他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对于处理深度超过20 m的

桩基来说，砂土液化层影响可以忽略。区内虾池、盐

田之外的区域充分利用地表硬壳层作简单的夯实、

换填、垫层处理工作区适宜单层建筑。采用箱筏基

础可满足2层建筑的建设。采用复合地基处理可满

足2～3层左右的建筑需要，四层以上建筑则必须采

用桩基础。

5结论
以曹妃甸地区地面下20 m的范围内分布有多层

饱和的粉砂、粉土、细砂为研究对象，根据区域工程

地质钻孔中开展的标准贯入试验数据，依据《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利用标准贯入试验对

研究区内分布18个钻孔的粉砂、粉土、细砂进行液化

判别。评价结果显示，非液化区面积共计 338.15

km2，轻微液化区面积为239.34 km2，中等液化区面积

为581.41 km2，严重液化区面积为453.15 km2，液化区

合计占研究区79.02%。根据砂土液化治理效果、经

济效益分析，可以采用置换法、预压堆载、强夯法和

深层搅拌化学固结等方法处理砂土液化，对于埋深

较深的砂土液化层来说，通过振动挤密碎石桩和爆

炸压密法，效果应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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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and liquefaction in the
Caofeidian coastal zone

LIU Fu-tian1,2,3, FANG Cheng1,2,3, DU Dong1,2,3, QIN Ya-fei1,2,3, MENG Li-Shan1,2,3

（1.Tianjin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2.North China Center for Geoscience Innovation Precambrian

Research Centre，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3.Key Laboratory of Muddy Coast Geo-Environment,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de for Seismic Design of Buildings (GB50011-2010), the liquefaction of silt, silt
and fine sand with 18 boreholes distributed in the study area was discriminated by standard penetration test. The
area of non-liquefied zone was 338.15 km2, accounting for 20.98%; the area of light liquefied zone was 239.34
km2, accounting for 14.85%; the area of medium liquefied zone was 581.41 km2, accounting for 36.07%; the area
of severe liquefied zone distributed in five areas, with a total area of 453.15 km2, accounting for 28.11%. The
total liquefaction area accounts for 79.02% of the study area. According to the effect of sand liquefaction
treatment and economic benefit analysis, replacement method, preloading surcharge method, dynamic
compaction method and deep mixing chemical consolidation method can be used to treat sand liquefaction. For
deep buried liquefaction layer of sand, vibration compaction gravel pile and explosive compaction method should
have better effect.
Key words: sand liquefaction;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Caofeidian riparia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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