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内蒙古第二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二○二一年六月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况 .................................................................................. 3 

第一节  工程和规划概况与征地范围 ........................ 3 

第二节  以往工作程度 .................................... 5 

第三节  工作方法与完成的工作量 .......................... 6 

第四节  评估范围与级别的确定 ........................... 10 

第五节  评估的地质灾害类型 ............................. 11 

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 12 

第一节  区域地质背景 ................................... 12 

第二节  气象、水文 ..................................... 14 

第三节  地形地貌 ....................................... 15 

第四节  地层岩性 ....................................... 17 

第五节  地质构造 ....................................... 21 

第六节  岩土类型及工程地质性质 ......................... 21 

第七节  水文地质条件 ................................... 22 

第八节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 23 

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 24 

第一节  地质灾害现状 ................................... 24 

第二节  现状评估结论 ................................... 24 

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 25 

第一节  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 ... 25 

第二节  建设工程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 ....... 25 

第三节  预测评估结论 ................................... 28 

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 29 



 

第一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的确定 ...... 29 

第二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 30 

第三节  建设场地适宜性分区评估 ......................... 30 

第四节  防治措施 ....................................... 31 

结论与建议 ..................................................................................................... 32 

 

附图： 

1、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地质环境条件图 

                       比例尺 1:10000 

2、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图 

                       比例尺 1:10000 

附件： 

《关于同意扩大巴彦淖尔经济开发区区域规划面积的批复》（内政

字[2012]37 号） 

 

 

 

 

 



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1

前  言 

一、任务由来 

2020年7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进

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

[2020]19号），根据文件精神，探索推行“区域评估”。文件中提出“认

真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在依法设立的各类开发区（包括经济

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

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区域探索推行区域评估。由政府根据区域条件对各

专项评估评价事项进行选择性区域评估，评估结果供区域内项目共享、

免费使用，评估评价的结论由区域管理机构或各行业主管部门向特定区

域内的建设主体通告。 

为进一步探索区域评估，有针对性的对区域内地质灾害现状及地质

灾害隐患进行评估，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拟对辖区进行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是可行的。 

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临河区东郊，1992年经自治区人民政

府批准建立，批准规划面积4.33km
2
。2012年2月16日经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批准《关于同意扩大巴彦淖尔经济开发区区域规划面积的批复》

（内政字[2012]37号），规划面积扩大至47km
2
。 

二、评估依据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2、《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 

3、《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4、《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DZ/T 0221-2006）； 

5、《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DZ/T 021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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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十三五”发展规划》； 

7、《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合同》； 

8、相关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和规程。 

三、目的与任务 

（一）目的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通过对已建及拟建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

质灾害危险性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对建设工程场地的

适宜性作出评估， 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地质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危

害，并为地质灾害防治提供依据。 

（二）任务 

1、充分收集评估区气象、水文、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区域地质等

相关资料，结合野外调查，阐明评估区内地质环境条件。 

2、查明评估区内发育的地质灾害的类型、分布范围、规模、成因及

其危害程度，并对其危险性进行现状评估。 

3、对工程建设中或建成后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地质灾害危险性、工程

本身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分别进行预测评估。 

4、在现状评估及预测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

区评估。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防治难度及防治效益，对建设场地的适

宜性作出评估，并提出相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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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况 

第一节  工程和规划概况与征地范围 

一、地理位置及交通 

1、位置 

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巴彦

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境内，行政区划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

河区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管辖，其地理坐标为： 

2、交通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京—

藏高速（G6）南侧，110国道由开发区北部穿过，京包铁路沿开发区南部

边界穿过，开发区东距呼和浩特市400km，西距乌海市160km，另有县乡

级公路与相邻旗县及周边乡镇相连，交通十分便利。详见交通位置图（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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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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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概况 

（一）项目概述 

2020 年 7 月 17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

治区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

办发[2020]19 号），根据文件精神，探索推行“区域评估”。巴彦淖

尔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为 45.8km
2
, 本次拟对辖区内已建成、正在建

设及规划建设的工业企业、农业企业、居民住宅、交通干线、电力等

设施进行区域评估。 

三、评估范围及征地范围 

1、评估范围 

2020 年 7 月 17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

治区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

办发[2020]19 号），根据文件精神，探索推行“区域评估”。因此，

本次评估为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 45.8km
2
, 由 8 个拐点圈

定，评估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1-3。 

第二节  以往工作程度 

以往该地区的工作主要是矿产地质勘查、区域地质调查、区域水

文地质普查等，研究程度相对较低，关于地质灾害调查以及工程地质

勘察工作较少。本次工作所收集的资料有： 

一、1980 年，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区域地质测量队，编制并提交了

1：20 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二、2004 年 10 月，由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内蒙古自治区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提交的《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资源》； 

三、2019 年，由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自然资源局编制提交的《巴彦

淖尔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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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2 年，由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编制提交的《内蒙古自

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报告》； 

五、2013 年，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和内蒙

古地质环境监测院联合编制并提交的《河套平原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

问题调查评价报告》； 

六、2004 年，由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院提交的《临河热电

厂 2×300MW 供热机组工程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七、2004 年，由西安中安公路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国

家高速公路网北京—乌鲁木齐公路临河至青山段公路工程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报告》； 

八、2008 年，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院提

交的《呼和不独至临河黄河公路大桥及其引线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报告》； 

九、2009 年，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院提

交的《包头--临河输气管道工程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十、2009 年，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院提

交的《临河北 500kV 变电站建设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十一、2011 年，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院

提交的《国华乌拉特后旗风电场至临河北 220KV（500KV）送电线路

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十二、2012 年，由内蒙古地矿地质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提交

的《国道 110 线临河绕城公路改扩建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以上资料可作为此次评估的基本依据。 

第三节  工作方法与完成的工作量 

一、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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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路线 

2020 年 12 月我单位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中标后，按照本次工

作的“目的及任务”与“评估依据”立即组织人员组成项目组搜集

了与建设场地有关的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水

文气象、地形测量资料和区域地质灾害调查资料等，并搜集了建设工

程的规划、规模、主要工程技术指标、工程建设对地质环境的特殊要

求和人类历史活动状况等相关资料，初步分析工程建设主要地质灾害

类型、特征等。根据分析结果，制定了本次工作程序框图(见图 1-2)。 

2、工作方法 

根据拟建工程建设项目的特点，本次工作主要采用搜集与工程建

设有关的地质资料和工程资料、现场地质调查及室内综合分析评估的

工作方法。 

在野外调查前，收集并详细阅读了有关工程建设基础资料，了解

了工程建设概况。随后进行了现场调查，基本了解了评估区地质环境

条件。在此基础上，按照下列工作方法对本项目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工作。 

(1)野外调查 

以 1：10000 地形地质底图，观测路线采用穿越法和追索法，定

位采用 GPS 定位仪，对特殊地形、地貌、地表现状进行调查、摄影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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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评估工作程序框图 

(2)室内资料整理 

在综合分析研究已有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绘制了“巴

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地质环境条件图”、“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

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图”。 以图件的形式反映了各类地

质灾害分布情况以及地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规范》工作程序，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及

综合评估，并提出防治地质灾害的工程措施和建议。 

二、完成工作量 

本次评估工作自 2020 年 12 月 22 日开始，历经前期工作、野外

调查工作、综合研究与报告编制三个阶段，至 2021 年 6 月 7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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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初审稿。 

1、前期工作阶段：2020 年 12 月 22 日-2021 年 1 月 8 日，主要

进行地理底图数字化、资料收集(见表 1-4)及室内资料分析等工作。 

   收集资料明细表                 表 1-4 
名      称 完成单位 时  间 份数 

1：20 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区

域地质测量队 
1980 年 1 

《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

源厅、内蒙古自治区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2004 年 1 

《巴彦淖尔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巴彦淖尔市自然资源

局 
2019 年 1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地

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

查院 
2012 年 1 

《河套平原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问题

调查评价报告》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

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和内蒙古地质环境监

测院 

2013 年 1 

《临河热电厂 2×300MW 供热机组工程

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

境监测院 
2004 年 1 

《国家高速公路网北京—乌鲁木齐公

路临河至青山段公路工程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报告》 

西安中安公路岩土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2004 年 1 

《呼和不独至临河黄河公路大桥及其

引线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

院 

2008 年 1 

《包头--临河输气管道工程项目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

院 

2009 年 1 

《临河北500kV变电站建设工程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

院 

2009 年 1 

《国华乌拉特后旗风电场至临河北

220KV（500KV）送电线路工程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

院 

2011 年 1 

《国道110线临河绕城公路改扩建工程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内蒙古地矿地质工程

勘察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1 

 

2、野外调查工作阶段：2021 年 1 月 10 日-1 月 20 日，在评估区

范围内进行地质灾害调查，完成的野外工作量详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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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研究与报告编制阶段：2021 年 1 月 20 日-6 月 15 日，对

野外地质灾害调查成果和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资料进行综

合研究，完成图件编制、报告编写及成果数字化工作。 

第四节  评估范围与级别的确定 

一、评估范围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结合本项工程建设特点和区

域地质环境条件，评估范围确定为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则

评估区面积为 45.8km
2
。  

二、评估级别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为

大型城市规划区，属重要建设项目。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复杂，

地质灾害一般发育，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活动强烈。综合确定巴彦淖

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一级（见表 1-6）。 

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分类表       表 1-6 

条件 
类别 

本项目级别 
复杂 中等 简单 

区域地质背

景 

区域地质构造条

件复杂，建设场

地有全新世活动

断裂，地震基本

烈度≥Ⅷ度，地震

动峰值加速度＞
0.2g 

区域地质构造条件

较复杂，建设场地附

近有全新世活动断

裂，地震基本烈度

Ⅶ-Ⅷ度，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 0.1-0.2g 

区域地质构造条

件简单，建设场

地无全新世活动

断裂，地震基本

烈度≤Ⅵ度，地震

动峰值加速度＜
0.1g 

中等 

地形地貌 

地形复杂，相对

高差＞200m，坡

面坡度以＞25°为
主，地貌类型多

样 

地形较简单，相对高

差 50-200m，坡面坡

度以 8°-25°为主，地

貌类型较单一 

地形简单，相对

高差＜50m，坡

面坡度小于 8°，
地貌类型单一 

简单 

地层岩性和

岩土工程地

质性质 

岩性岩相复杂多

样，岩土体结构

复杂，工程地质

条件差 

岩性岩相变化较大，

岩土体结构较复杂，

工程地质条件较差 

岩性岩相变化

小，岩土体结构

较简单，工程地

质条件良好 

中等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复杂，

褶皱断裂发育，

岩体破碎 

地质构造较复杂，有

褶皱、断裂分布，岩

体较破碎 

地质构造较简

单，无褶皱、断

裂、裂隙发育 
简单 

水文地质条

件 
具多层含水层，

水位年际变化＞

具 2-3 层含水层，水

位年际变化 5-20m，

单层含水层，水

位年际变化＜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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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水文地质条

件不良 
水文地质条件较差 5m，水文地质条

件良好 
地质灾害及

不良地质现

象 

发育强烈，危害

较大 
发育中等，危害中等

发育弱或不发

育，危害小 
简单 

人类工程活

动对地质环

境的影响 

人类活动强烈，

对地质环境的影

响、破坏严重 

人类活动较强烈，对

地质环境的影响、破

坏较严重 

人类活动一般，

对地质环境的影

响、破坏小 
复杂 

根据以上条件判断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复杂 

 

第五节  评估的地质灾害类型 

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背景、项目区建设规划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规范确定本次评估的地质灾害类型。 

一、现状评估 

根据经现场调查，拟建工程无隐伏地下工程和集中供水水源地，

无溶洞发育，现场调查未发现崩塌、滑坡、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

裂缝和泥石流地质灾害。 

二、预测评估 

预测工业企业、农业企业等大型建筑物在生产过程中及建成后，

边坡开挖角度与地层产状角度一致边坡易引发滑坡地质灾害；水源地

等供水工程，应严格控制取水量，不允许超采，若超采则地下水水位

会大幅下降，易引发地面沉降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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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第一节  区域地质背景 

一、区域地质构造 

河套盆地周缘主要的活动断裂有：狼山—色尔腾山山前断裂、乌

拉山山前断裂、大青山山前断裂、鄂尔多斯北缘断裂以及和林格尔断

裂等。 

（一）大青山山前断裂 

大青山山前断裂沿大青山南麓展布，是大青山山地与呼和凹陷的

分界线，西起包头黄河南岸的昭君坟，东直至呼和浩特以东，全长约

200km，总体走向 NEE，倾向 S，倾角约 42°，正断层。第四纪以来

包括全新世时期，断裂活动性非常强烈，形成了典型的正断层构造地

貌，表现为线性断层陡坎，以及非常特征的在山前断层上升盘发育的

三级不同高度、不同时代的三级台地。 

（二）乌拉山山前断裂 

乌拉山山前断裂位于乌拉山南麓山前，是乌拉山与白彦花凹陷的

分界线。断裂西起乌拉特前旗西山咀，向东经公庙子、哈拉汗、白彦

花、哈业胡同、哈业脑包至包头市昆都伦召一带，总体走向近 EW，

全长约 110km，断面 S 倾，倾角较陡。山前发育断层崖、断层陡坎以

及三级台地等构造地貌。全新世以来共揭露古地震事件 6 次，显示断

裂具有较强的活动性。 

（三）狼山—色尔腾山山前断裂 

狼山山前断裂位于狼山东麓，南起哈腾套海南，向北东经太阳庙、

东升庙，至狼山口与色尔腾山山前断裂相接，全长约 160km，总体走

向 NE55°，倾向 SW，倾角 60°～70°，是控制河套断陷带临河盆地

的西北边界断裂。色尔腾山山前断裂位于色尔腾山南麓山前，与狼山



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13

山前断裂一起控制河套断陷带的西北边界。断裂西起狼山口，向东呈

近 EW 向经奋斗村、乌加河、大后店、乌句蒙口，到乌不浪口，之后，

转为 NW300°左右继续向东南延伸，经东风村、红明村、大佘太、乌

兰忽洞，至台梁附近逐渐消失，全长约 150km。狼山—色尔腾山山前

断裂同样发育断层崖、断层陡坎以及三级台地等构造地貌。沿断裂带

不同地点开挖的探槽同样揭露了多次古地震事件。 

（四）鄂尔多斯北缘断裂 

鄂尔多斯北缘断裂位于鄂尔多斯地块北缘，控制河套盆地的南

界，全长约 340km，走向近 EW，倾向 N，倾角约 78°，据局部地层露

头和乌兰探槽剖面揭露，断层表现为一系列阶梯状正断层，以垂直差

异运动为主，其活动性较盆地北缘的山前断裂带低。 

（五）和林格尔断裂 

和林格尔断裂南起黄河口冯彦一带，向北东经黑水泉、公喇嘛、

南地，至呼和浩特东边的榆林镇一带，全长约 120km，走向 NE，倾向

NW，倾角 60°～70°，正断层性质，控制河套断陷带的东界。 

评估区位于河套盆地中部，北部为狼山隆起，由太古界、元古界

基岩，燕山早期花岗岩及侏罗系地层组成，山前为乌拉山山前断裂。

南部为鄂尔多斯台地，台地北为鄂尔多斯北缘断裂。盆地中发育多条

近东西向及南北向的次一级构造（图 2-1）。 

二、评估区地质构造 

评估区位于河套盆地坳陷南部，周边构造发育，主要分北东向及

北西向构造，评估区受北东 F2、F4、北西 F1、F3 向四条断裂构造控

制，外围为平行构造。 

三、区域地壳稳定性 

根据 GB18306-2015《中国地震参数区划图》（1：400 万），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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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5g，地震基本设防烈度为 7 度，历史无破

坏性地震记载，属地震活动微弱区，评估区为地壳较稳定区。 

第二节  气象、水文 

一、气象 

评估区地处内蒙古高原地理纬度较高，受海洋影响微弱，日照

强烈；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昼夜温差大，无霜期短，属于大陆性

半干旱气候带。气候特征可概括为“春季低温变幅大，夏季高温持

续短，秋季霜早降温快，冬季寒冷时间长”，年平均气温8.1℃。七

月份气温 高，平均 29.5℃。一月份气温 低，平均－18.8℃。气

温由南向北递减，南北温差较明显。水平温度梯度为1.4℃/111km。

昼夜温差较大，日温差平均为 14℃，年温差平均为 35℃至 36℃，有

利于植物营养物质积累。境内无霜期较短，平均为 135～140 天。初

霜一般出现在 9月 20 日～9月 25 日左右。土壤冻结期 11 月 15 日，

土壤解冻期 3 月 15 日。 

评估区全年平均降水量 145.5mm， 大年降水量 267.9mm（1988

年）， 小降水量 62.7mm（1974 年）。降水多集中在 7-8 月份，占

全年降水量的 56.2%左右。降水年际变化较大，80%保证率的降雨量

仅为 91.5mm。年平均蒸发量 2265.6mm，其中 5 月份 大，平均

3701mm，1 月份 小，平均 402mm。 

表 1-1    评估区多年平均主要气候特征表（1951-2020 年） 
气象要素 

站   名 

降水量 

(mm) 

蒸发量 

(mm) 

湿润系

数 
干燥度 

年均气温 

(℃) 

日照时长 

(小时) 

临  河 146.7 2240.0 0.12 8.3 7.8 3212 

 

二、水文 

评估区地处河套平原，黄河自西向东沿城区南侧流经。区域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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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体主要是黄河及依靠引黄水广泛分布的农业灌溉渠系，属外流水

系。其中总干渠位于城区中南部与黄河平行自西向东通过。 

黄河河道水面纵比降为 1/7500～1/10000，横比降为 1/1000 左

右，河道宽，在平滩流量下，开阔段 2～4km，收缩段 0.5～0.7km。

黄河为土质河床，河床不稳，河道弯曲，河岸冲淘严重。主河槽受河

身宽窄、岸线形状、流量大小、水位高低影响，叉河多、沙川多，水

平方向摆动较大。 

黄河总径流量年际变化不大，保证率高，平均年总径流量为367.2

亿立方米，流速为 847.3 m
3
/s，但年内月季变化大， 大月为 小月

的 5～24 倍。7～10 月份水流 多，占全年总径流量的 59%，其间又

多集中于 8～9 月，占 7～10 月的 55%，而径流量 小的是 11、12 月。 

评估区全年引黄水量为 10.2 亿 m
3
，形成永济、黄济两大干渠为

主体的引黄灌溉网，开口在总干渠，总长 116.1km。分干渠 16 条，

总长共 407.2km。其中，永刚、永兰、新华、西乐、正梢、大退水 6

条分干渠开口于永济渠；黄右分干渠开口于黄济渠；乌兰、民兴两条

分干渠开口于青惠分干渠；南一分干、南二分干、黄羊、合济、北连

环分干开口于总干渠。其他还有支渠 76 条（总长共 553.8km）、斗渠

530 条(总长共 1146.1km)、农渠 1092 条、毛渠 6240 条。灌溉总控面

积 23.09 万 hm，净控面积 17.72 万 hm，现灌溉面积 12.73 万 hm。 

南部的总干渠过境长 6.0km，平均流量 300～400m
3
/s，北边渠过

境长 6.1km，平均流量 6～7m
3
/s，西部永济渠过境长 6.5km，平均流

量 65 m
3
/s，行水期均在 160 天左右。 

第三节  地形地貌 

一、地形 

评估区位于河套盆地中西部，其北、东、西三面环山，南与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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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多斯高原相连的开阔平原，黄河由西经临河区向东流经平原区，

评估区北部为狼山。山前是由冲洪积扇裙组成的倾斜平原，中部为

黄河冲湖积平原，冲湖积平原南部与鄂尔多斯高原相接，总地势是

北高、南低，海拔高程 990～1200m，地形坡降在山前一带为 6～

30‰，平原区多在 2‰（见图 1-1）。 

 

 

 

 

 

 

 

 

 

 

 

 

 

 

 

 

 

评估区属于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开阔，地貌类型单一，地面

高程在 1037～1039m 之间，由西南向东北微度倾斜，地表坡度均小于

0.2‰ 。冲积平原沿黄河地带的河漫滩宽约 150～5000m，变化很大。

河漫滩外侧是黄河阶地，由于多年开垦和灌区纵横，河漫滩、阶地与

冲积平原的界限已分辨不清。冲积平原局部地区地表长期受到风蚀或

冲蚀作用，发育了一些蝶形洼地和沙丘、沙梁（俗称沙圪旦）。风蚀

洼地多为黄河古道遗留下来的天然堤与古河间低地、废灌排渠道等，

洼地积水而成湖泊（海子），面积一般 0.5－1.0km
2
，构成了多湖泊的

图 2-1 河套盆地遥感影像图 

临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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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积平原地貌特征。 

 

照片 2-1    黄河冲积平原 

第四节  地层岩性 

一、区域地层 

河套盆地中主要出露为第四系地层，第四纪前地层绝大部分在湖

盆周边低山、丘陵区分布。在盆地内只少数钻孔揭露有第三系上新统、

下白垩统、上侏罗统及太古界地层。本区地层由老至新分述如下： 

（一）太古界桑干群上部岩组（Ar1Sn）： 

地表出露在包头麻池一带及其地面 10m 以下。岩性主要为灰黑色

黑云母角闪斜长片麻岩和肉红色花岗片麻岩相间成层，片理清晰，在

节理面上可见氧化铁和方解石脉。上覆为第四系地层。 

（二）中生界（Mz）： 

1．侏罗系上统大青山群（J3t）：分布在呼和浩特市东部保合少乡，

埋藏在 60～80m 以下。主要岩性为厚层灰色砂岩和黄色砂砾岩互层，

中夹炭质页岩。上覆第三系上新统与其呈不整合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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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垩系下统（K1）：分布在乌拉特前旗北部原乌海农场一带，

埋藏在 80m 以下。主要岩性下部为紫红色中细砂岩和紫红色砂质泥

岩；上部为灰白色砾岩夹砂岩和紫红、灰色泥质砂岩以及紫红、灰绿

色泥岩。上覆为第四系地层。 

盆地中白垩系地层在深钻孔中有揭露，岩性为棕红色、灰绿色泥

岩、砂岩互层，顶板埋深由东向西，由盆地南北两侧向中部变深，呼

市地区顶板埋深 1300m，临河地区顶板埋深大于 5000m。 

（三）新生界（Kz） 

1．第三系上新统（N2） 

主要分布在托克托县—后公喇嘛一线以南，埋藏在 10～40m 以

下。地表出露少，只见于托克托至和林格尔公路南侧黑水泉、达赖一

带。此外，在河套盆地新安镇一带，埋藏在 340m 以下。岩性在托克

托县及和林县一带下部为灰白、红色砂砾岩间夹薄层红色泥岩，上部

为红色泥岩间夹薄层钙质层。在和林县下土城和前公喇嘛一带，红色

泥岩中夹有青灰色玄武岩二层，埋藏在地面下 67 和 82m。在乌拉特

前旗新安镇一带，上部主要为红色泥岩，下部为淡黄褐色砂岩。上述

砂岩、砂砾岩和玄武岩均为含水层。 

盆地中第三系地层分布稳定，顶板埋深总体上由东向西，由盆地

南北两侧向中部变深，呼市地区顶板埋深小于 500m，临河地区顶板

埋深小于 1000m，据临河石油钻孔揭露，自下而上依次为： 

（1）渐新统（E3）：3921～4927m 岩性为绿灰、灰黑色泥岩与浅

灰、灰棕色砂质泥岩、泥质砂岩互层。该地层在临河区埋深较大，在

临河区顶板埋深 3921m，厚度 1006m，埋深向西北逐渐加深，厚度加

大，向东南顶板埋深逐渐抬升，厚度变薄。 

（2）中新统（N1）：2797～3921m 岩性为褐灰色、棕褐色砂质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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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砂岩，临河区顶板埋深 2797m，厚度由北向南变薄，在临河区厚

可达 1124m。 

（3）上新统（N2）：956～2797m 岩性为棕色、棕红色泥岩，灰色、

褐灰色粉砂岩等，厚度 1841m。 

2．第四系（Ｑ） 

①中下更新统湖积层（Q1-2）：根据河套盆地周边及湖盆内部钻孔

资料，下更新统为连续沉积，其湖滨相和湖心相有比较明显的相变规

律。在阴山山前一带和鄂尔多斯北部，颗粒较粗，向盆地中心逐渐变

细。在垂向变化上中下更新统大致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为冲积湖积砂

粘土、粘土、粘土与砂砾石互层，第二段浅黄色泥砾层；第三段河湖

相沉积物，在土左旗东部与北部，夹砂砾石层较多，形成水量较大的

自流水含水层；第四段为具有明显水平层理的淤泥质粘砂、砂粘土层，

为静水沉积物。在呼包平原，埋藏由东北向西南变深，河套平原一般

埋藏在 50m 以下，有由南北向中部变深的迹象。在临河地区，900～

1000m 下更新统地层为一套细砂—砂砾石地层，结构松散，含水性与

透水性好。 

②上更新统和全新统（Q3+4）：在盆地内主要为河湖相和河流相沉

积物，在盆地边缘则为冲积洪积相沉积物。 

在呼包平原东南托克托县至和林格尔一带，中下更新统之上覆有

上更新统黄土，而在鄂尔多斯高原北部杭锦旗上更新统亦为黄土，除

此之外，湖盆边缘多为冲洪积砂砾石夹粘性土层。 

③全新统风积层（Q4
eol
）：分布在黄河南岸库布其沙漠和河套平原

西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边缘，在盆地内部黄河故道沿岸地带有零星分

布。岩性为淡黄色细砂和粉砂，松散，分选差。 

④全新统沼泽沉积（Qh）：见于土左旗北部，山前冲洪积扇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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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地一带，主要沉积泥炭层，厚度小于两米。 

二、评估区地层 

根据评估区地层出露及钻孔揭露，评估区出露地层主要为第四系

（Q），地表出露的多为第四系全新统冲积砂土以及砂质粉土，厚度6～

51m。据多年临河地区钻孔揭露的资料表明：第四系厚度在 1000m 左

右，推测 大厚度 1200～1500m。地层从老至新特征如下： 

1、中更新统（Qp
2
） 

评估区内未出露，岩性为黑灰色、兰灰色、青灰色厚层淤泥、

淤泥质粘土或砂粘土，微层理明显，含腐植质，属湖相沉积。分布

在区域下部。从南部黄河北岸地层顶板埋深60～70m，向北逐步增加

深至 124.0m、153.6m、193.0m。大体向北及西北倾斜。 

2、上更新统（Qp
3
） 

评估区内未出露，厚度59.72～90.93m，由于沉积岩相和岩性的

不同，可分为上、下两岩性段。无论上岩段或下岩段，上更新统岩

性均较为单一，以中厚层砂为主。上岩段与下岩段相比较，上岩段

颜色较浅，岩性较粗。 

上更新统沉积厚度在水平方向上的变化是南薄北厚。南部沿总

干渠一带厚约 51～60m，向北增厚， 厚达 90.93m。在东西方向上

变化不明显。 

3、全新统（Qh） 

评估区内地表广泛分布， 大厚度达 25.56m。岩性上部为黄

色、桔黄色粘质砂土、砂粘土、粘土夹粉砂薄层，形成粘性土覆盖

层。下部为粉细沙、中细砂、局部含砾。沉积物主要为河流冲积形

成，具上细下粗的二元的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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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地质构造 

评估区处于华北地台鄂尔多斯台拗河套断陷盆地。自侏罗纪晚期

断陷盆地形成后，长期以来一直下沉。由于狼山和乌拉山相对抬起，

形成盆地的封闭状态，盆地内接受陆相碎屑沉积。白垩纪末，盆地在

老构造的基础上继续性的发生断裂，使乌拉山西山咀以西部分断裂下

陷，成为沿包兰铁路一线东西向之潜伏隆起带。此潜伏带由东向西直

延伸到临河农场一带，该隆起带宽 5～10km。新近纪末，特别是第四

纪中更新世晚期，在狼山山前及洪积扇群前缘，又相继形成阶梯断裂。

在临河区范围大体有三条，一条由乌兰淖尔—临河农场—乌兰图克乡

新义村近东北向分布。另一条由乌兰淖尔—建设黑驴驹子沟—份子地

一带，与洪积扇群前缘断裂相接。第三条在洪积扇群前缘，近东西向

分布。这些断裂在第四系柔性地区中表现为断拗。 

第六节  岩土类型及工程地质性质 

一、岩土体类型 

根据评估区出露的地层岩性、岩土体结构及工程地质特征，评估

区内岩土体类型可确定为砂土。 

二、岩土体工程地质特征 

出露于整个评估区，岩性上部为黄色、桔黄色粘质砂土、砂粘土、

粘土夹粉砂薄层，形成粘性土覆盖层。下部为粉细沙、中细砂、局部

含砾， 大厚度达 25.56m。承载力 100～150KPa。 

三、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评价 

评估区地表出露岩性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黄色、桔黄色粘质砂

土、砂粘土、粘土夹粉砂薄层，形成粘性土覆盖层，评估区岩土体工

程地质条件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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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水文地质条件 

一、含水层分布及赋水性 

评估区内主要分布松散岩类孔隙水。含水层有两层：上层为上更

新统-全新统冲湖积潜水含水层，下层为中更新统下段冲湖积承压水

含水层。富水性强。 

二、地下水类型及动态特征 

1、上更新统—全新统潜水含水层：受狼山山前断裂的影响，地

壳沉降幅度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增大，使含水层底板埋深由盆地南部

及东部的20～30m向三道桥—陕坝一带增至180～220m，含水层厚度也

相应由15～20m增至160～180m。在200m深度内，含水层岩性相应由含

砾石中粗砂为主，递变为粉细砂为主，单位涌水量以磴口古黄河三角

洲 大，为250～500m
3
/d·m，向北、东逐渐减为50～100m

3
/d·m。在

磴口北古黄河三角洲一带全为淡水，仅在哈腾套海西呈北北东条带状

分布有上咸下淡水。其余地区为上淡下咸或咸水区。 

2、中更新统下段承压水含水层：含水层顶板埋深在黄河一带小

于 100m，往北增至 200m，或大于 200m。含水层岩性沿此方向由中细

砂变为粉细砂。含水层厚度由南部 50～100m 至后套平原中部减为小

于 20m，单位涌水量相应由 50～120m
3
/d·m 减为小于 20m

3
/d·m。矿

化度一般小于 2.0g/l，水化学类型为 HCO3·CL-Na ·Mg。 

三、地下水补迳排条件 

评估区地下水接受引黄灌溉入渗、大气降水入渗、西部乌兰布和

沙漠的侧向径流以及南部临河马场地乡以西黄河侧渗补给，北西-南

西向径流，在总排干沿线形成浅层地下水的排泄带， 终向东径流排

泄到乌梁素海。 

四、水文地质条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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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内主要分布松散岩类孔隙水，地下水水位埋深

2.28-3.35m，结合工程建设特点，水文地质条件较差。 

第八节  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评估区为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内已建成、正在建设及规

划建设的工业企业、农业企业、居民住宅、交通干线、电力等各种设

施齐全，居民、企业等密度大，其中包括由评估区穿过的京藏高速

（G6）、京兰铁路、110 国道、河套大街等交通干道；富源热力、临

河热电厂、污水处理厂、输气工程等市政工程；特种苗繁育基地、油

葵生产基地、羊肉深加工等农业企业；节水灌溉工程、饮水安全工程

等水利工程。 

临河区的地方工业主要以绒纺、食品、服装、冶金、化工、建材、

酒业、制药、民族用品为主，产品达 200 多种。主要农作物有小麦、

玉米、花葵、甜菜等；经济林果和土特产品有蜜瓜、西瓜、苹果梨、

枸杞、土豆、韭菜、豆角、青椒、蕃茄等；所产小麦是国家一级优质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优质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是“中国苹果梨之乡”。 

综上所述，评估区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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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第一节  地质灾害现状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 0286-2015），通过野外

调查及对收集资料综合分析得出： 

评估区位于黄河冲积平原，地形平坦开阔， 大相对高差为2.0m,

区内无高陡临空地形条件，无人工切坡，地表植被发育，现状条件下，

评估区内未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 

评估区内沟谷不发育，地表植被发育，地表径流条件较好，排泄

顺畅，没有泥石流地质灾害形成的地形地质条件，现状条件下，评估

区内未发生泥石流地质灾害。 

评估区内区域构造相对稳定。无大型工业用水，无集中供水水源

地，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未发生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及地裂缝地质

灾害。 

综上所述，并结合野外调查、询问和相关资料分析，过去未发生

过上述地质灾害，评估区内现状条件下不存在崩塌、滑坡地质灾害，

也不存在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地质灾害。 

第二节  现状评估结论 

评估区现状无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和地裂

缝等地质灾害，结合《巴彦淖尔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评估区位于

不易发区，现状评估认为评估区地质灾害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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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第一节  工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 

评估区位于黄河冲积平原，地形平坦开阔， 大相对高差为2.0m,

区内无高陡临空地形条件，无人工切坡，地表植被发育。拟建巴彦淖

尔经济技术开发区拟建工业企业、农业企业、居民住宅、交通干线、

电力等各种设施，深基坑及交通干道在建设过程中应避免大的切坡、

填方工程，避免产生大量废弃物，因此，拟建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不易

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 

评估区河谷不发育。评估区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干燥，

多风少雨，暴雨历时短，降雨量小，地表植被发育，地表径流条件较

好，排泄顺畅，没有泥石流地质灾害形成的地形地质条件，拟建工程

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应集中处理，避免增加松散物来源，拟

建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不易引发泥石流地质灾害。 

根据《巴彦淖尔市水资源公报（2019 年）》资料：2019 年评估区

地下水年平均埋深 2.22m，比 2018 年增加 0.06m。枯水期（3 月份）

地下水平均埋深 2.64m，比 2018 年同期减少 0.06m；丰水期（11 月

份）地下水平均埋深 1.83m，比 2018 年同期增加 0.34m。由资料显示，

评估区内地下水水位动态变幅较小，地下水接受引黄灌溉入渗、大气

降水入渗补给，因此，拟建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不易引发地

面沉降、地面塌陷、地裂缝地质灾害。 

综上所述，预测评估，拟建工程不易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

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 

第二节  建设工程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 

由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可知，现状条件下不存在崩塌、滑坡、

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另外拟建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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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也不易引发地质灾害。现按不同的建设工程类型预测如下： 

一、工业企业、农业企业等大型建筑物 

（1）工业企业、农业企业等大型建筑物的建设，若地基基础采

用深基坑开挖，易存在大的切坡工程。因此，在深基坑开挖时，应注

意边坡开挖角度与地层产状角度，若一致，预测在大气降水冲蚀、淋

滤作用下，该边坡易引发滑坡地质灾害。预测评估，工业企业、农业

企业等大型建筑物在生产过程中及建成后，边坡开挖角度与地层产状

角度一致边坡易引发滑坡地质灾害。 

（2）评估区河谷不发育。评估区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

候干燥，多风少雨，暴雨历时短，降雨量小，地表植被发育，地表径

流条件较好，排泄顺畅，没有泥石流地质灾害形成的地形地质条件，。

预测评估，预测工业企业、农业企业等大型建筑物的建设不会引发泥

石流地质灾害。 

（3）评估区内无供水水源地，无采矿权设置。由资料显示，评

估区内地下水水位动态变幅较小，地下水接受引黄灌溉入渗、大气降

水入渗补给，因此，预测工业企业、农业企业等大型建筑物在建设过

程中及建成后，不易引发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地裂缝地质灾害。 

因此，预测工业企业、农业企业等大型建筑物在建设过程中及建

成后边坡开挖角度与地层产状角度一致的边坡易引发滑坡地质灾害。 

二、公路、铁路等交通干线 

（1）评估区位于黄河冲积平原，地形平坦开阔，区内无高陡临

空地形条件，公路、铁路等交通干线在建设过程中，无大的人工切坡，

不会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预测评估，公路、铁路等交通干线在

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不会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 

（2）评估区河谷不发育。评估区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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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干燥，多风少雨，暴雨历时短，降雨量小，地表植被发育，地表径

流条件较好，排泄顺畅，公路、铁路等交通干线在建设过程中，无大

的人工切坡，不会产生大量松散堆积物，没有泥石流地质灾害形成的

地形地质条件。预测评估，公路、铁路等交通干线的建设不会引发泥

石流地质灾害。 

（3）评估区内无供水水源地，无采矿权设置。由资料显示，评

估区内地下水水位动态变幅较小，地下水接受引黄灌溉入渗、大气降

水入渗补给，因此，预测公路、铁路等交通干线在建设过程中及建成

后，不易引发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地裂缝地质灾害。 

因此，预测公路、铁路等交通干线在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不会遭

受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等地质灾害。 

三、水源地等供水工程 

（1）评估区位于黄河冲积平原，地形平坦开阔，区内无高陡临

空地形条件，水源地等供水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无大的人工切坡，不

会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预测评估，水源地等供水工程在建设过

程中及建成后，不会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 

（2）评估区河谷不发育。评估区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

候干燥，多风少雨，暴雨历时短，降雨量小，地表植被发育，地表径

流条件较好，排泄顺畅，水源地等供水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无大的人

工切坡，不会产生大量松散堆积物，没有泥石流地质灾害形成的地形

地质条件。预测评估，水源地等供水工程的建设不会引发泥石流地质

灾害。 

（3）评估区内无供水水源地，无采矿权设置。如有新建水源地

等供水工程，应严格控制取水量，不允许超采，若超采则地下水水位

会大幅下降，易引发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因此，预测水源地等供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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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易引发地面沉降地质灾害。 

因此，预测新建水源地等供水工程，应严格控制取水量，不允许

超采，若超采则地下水水位会大幅下降，易引发地面沉降地质灾害。 

第三节  预测评估结论 

预测工业企业、农业企业等大型建筑物在生产过程中及建成后，

边坡开挖角度与地层产状角度一致边坡易引发滑坡地质灾害；水源地

等供水工程，应严格控制取水量，不允许超采，若超采则地下水水位

会大幅下降，易引发地面沉降地质灾害。预测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弱，

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承灾对象主要为建筑物、设施、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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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第一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的确定 

依据上述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在充分考虑

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的差异和场地建设中潜在地质灾害隐患分布范

围、规模及其危害程度的基础上，对评估区内地质灾害危险性划分等

级并分段进行综合评估。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原则 

1、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以拟建工程为主要承灾对象。 

2、地质灾害危险性分段及确定危险性大小时，其中承灾对象主

要施工人员和设备。 

3、采用“区内相似，区际相异”的原则和定性、半定量的分析

方法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划分和综合分段。 

4、同一灾种，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危险性判别不一致时，综合

评估以预测评估为主。 

二、地质灾害量化指标的确定 

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量化指标的确定是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

可能性、影响程度和地质灾害发生后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综合确定，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数。 

W=0.2B+0.3C+0.5S 

式中：W——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数。 

B——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指数，可能性大时取 1.00，可能性

中等取 0.67，可能性小取 0.33。 

C——工程建设影响程度指数，强烈取 1.00，较强烈取 0.67，不

强烈取 0.33。 

S——地质灾害发生后的可能损失指数，损失大取 1.00（大于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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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损失中等取 0.67（100～500 万元），损失小取 0.33（小于 100

万元）。 

当 W＞0.75 时，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当 W=0.6～0.75 时，地质灾

害危险性中等；当 W＜0.60 时，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第二节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评估区现状条件下不存在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地面

塌陷、地裂缝地质灾害，为地质灾害不发育区。预测工业企业、农业

企业等大型建筑物在生产过程中及建成后，边坡开挖角度与地层产状

角度一致边坡易引发滑坡地质灾害；水源地等供水工程，应严格控制

取水量，不允许超采，若超采则地下水水位会大幅下降，易引发地面

沉降地质灾害，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其发育程度弱，危害程度小，

危险性小，承灾对象主要为建筑物、设施、人员等。根据上述评估原

则和方法，以及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量化指标，结合《巴彦淖尔市地质

灾害防治规划》，评估区位于不易发区，将评估区确定为地质灾害危

险性小区。评估区内地质灾害量化指标取值、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数计

算值见地质灾害危险性量化指标取值表（表 5-1）。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表           表 5-1 

危险性

等级 
区域 

地质灾害

类型 

发生地质灾害的

可能性指数（B） 

影响程度

指数（C） 

损失指

数（S） 

地质灾害危险

性指数（W） 

小 全区 / 0.33 0.33 0.33 0.33 

 
第三节  建设场地适宜性分区评估 

本次评估区所处位置地貌类型单一，根据现状评估、预测评估、

综合评估结果，评估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作为拟建工程建设场

地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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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防治措施 

1、工业企业、农业企业等大型建筑物若地基基础采用深基坑开

挖，易存在大的切坡工程，应注意基坑的坍塌及边坡的支护，并编制

专项论证。 

2、如有新建水源地等供水工程，应严格控制取水量，不允许超

采，密切监测地下水水位，如有地下水水位大幅下降，应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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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拟建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评估面积为 45.8km
2
，该项目为大

型经济开发区，属重要建设项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

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一级。 

2、现状评估认为：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不存在崩塌、滑坡、泥石流、

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其地质灾害不发育。 

3、预测评估认为：工业企业、农业企业等大型建筑物在生产过程中

及建成后，边坡开挖角度与地层产状角度一致边坡易引发滑坡地质灾害；

水源地等供水工程，应严格控制取水量，不允许超采，若超采则地下水

水位会大幅下降，易引发地面沉降地质灾害。 

4、综合评估将评估区确定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面积为 45.8km
2
，

占总面积的 100%，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为滑坡和地面沉陷，作为该项目

建设场地是适宜的。 

二、建议 

1、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规定，建设

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不替代建设工程各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或其它

有关的评价工作。 

3、由于本次为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区域评估，如有大型建设

项目应单独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如交通干线、电力设施等）。 

4、由于本次为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区域评估，如有大型建设

项目涉及深基坑开挖，应注意基坑的坍塌及边坡的支护，并编制专项论

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