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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甑皮岩遗址岩溶地下水水害成因及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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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土资源部岩溶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广西桂林 541004;                                      
3)甑皮岩遗址博物馆, 广西桂林 541003 

摘  要: 桂林甑皮岩遗址自 1973 年试掘以来, 出土了古人类骨架、火塘、墓葬、石器、蚌器、陶器、动植物化

石等大量的较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成为我国南方的一个重要的新石器人类遗址。2001年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然遗址在 1994年汛期遭受洪水浸泡, 致使多个探方隔梁崩塌, 探方文化土层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崩塌或

下沉现象。为了暂时性抢救探方的文化层, 曾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加固与保护措施,如建混凝土挡土墙, 缓

解了探方隔梁崩塌, 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丰雨季节地下水快速涨落所带来的隐患。本文在调查分析有关资料的

基础上, 认为甑皮岩遗址文化堆积土层下部的灰岩中岩溶管道非常发育, 地下水位随每年丰枯季涨落所产生的水

动力作用导致文化土层软化, 土层颗粒冲刷流失、掏空而形成土洞, 最终引起文化层崩塌、下沉。根据这一成因, 

笔者认为: 查明遗址下部及其周围地下溶洞、管道、地下河、大的溶隙等较大尺度的导水介质, 并对其进行适当

封堵, 是防止洪水期地下水速涨速落对遗址文化层造成破坏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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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of Karst Groundwater Damage to the Zengpiyan Ruins of 
Guilin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QIN Zheng-jiao1, 2), LIN Yu-shi1, 2), GAO Ming-gang1), ZHOU Hai3), WEI Jun3) 
1) Institute of Karst Geology, CAGS, Guilin, Guangxi 541004;                                       

2) Karst Dynamics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Guilin, Guangxi 5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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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rial excavation of the Zengpiyan Ruins in Guilin in1973, large quantities of 
precious material objects were unearthed, such as skeletons of the ancients, fire ponds, tombs, stone implements, 
clam tools and animal or plant fossils.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made the Zengpiyan Ruins one of the important 
ruins of the new stone implement times, which was therefore put on the list of the national key preservation units 
of cultural relics. During the flood season of 1994, the ruins were soaked in water, which resulted in the collapse of 
the exploratory shaft beam as well as some other serious damages. Some rescue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were 
taken, which, however, failed to eliminate the hidden trouble caused by rapid falling and rising of underground 
water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data,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Karst channels are extensively developed in limestone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cultural  
accumulated soil layer, and the hydrodynamic action caused by rising and falling of the underground water level 
during the alternate high flow and dry seasons results in the softening of the cultural soil layer, the erosion of soil 
grains, the formation of soil holes and the eventual collapse and sinking of the cultural bed. In view of such a 
situation, we should find out such large-scale water-conduit media as underground karst caves, channels,  
groundwater rivers and large karst fissures and try to block up them so as to prevent the damage to the cultural bed 
caused by the rapid rising and falling of the underground water during the flood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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甑皮岩遗址位于桂林市市区西南的独山西麓中

段。独山山体南北长约 200 m, 东西宽约 250 m, 山
顶高程 243.39 m, 甑皮岩遗址洞口高程 155.6 m。该
遗址于 1965年 6月发现并进行小范围试掘, 1973年
因修防空洞对遗址造成局部破坏(袁道先等 , 1988, 
1994; 袁道先, 1990), 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始
进行抢救性发掘, 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参
与了发掘及整理工作, 1974至 1975年又陆续对遗址
进行发掘。1978年至 1979年, 为配合北京大学历史
系考古专业 14C 实验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 14C 实验室的测年工作(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
研究所等, 2004; 王华等, 2005), 对遗址再次进行小
范围的清理。鉴于甑皮岩遗址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1978 年在甑皮岩原址建立了“甑皮岩洞穴遗址陈列
馆(2001 年更名为‘甑皮岩遗址博物馆’)”, 1981 年被
公布为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 年被列入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遗址的发掘为我国华南史前人类新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几十年来, 在遗
址科研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遗址的保护方

面也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但仍有许多重要学
术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也面临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
遗址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2004)。
遗址文化层堆积厚度仅在 1～3.2 m 之间,与其连接
的水洞为地下河的天窗, 地下水随每年丰枯季涨落
所产生的水动力对文化堆积土造成很大的破坏。

1994 年汛期遭受洪水浸泡 , 致使探方隔梁崩塌 , 
DT3、DT5、DT6、DT7探方(图 1, 图版 I－2, 3, 4)
文化土层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崩塌下沉现象。1998
年 6 月大洪水时 , 地下水已涨至离文化层顶面仅
0.18～0.4 m, 下部 2～3 m文化层均处于洪水浸泡之
中, 若任其发展下去, 文化层崩塌下沉或底部被岩
溶管道中的地下水逐渐掏空的隐患随时存在。因此,
研究探讨遗址周围特别是遗址下方的岩溶管道分布

规模, 与地下河的水力关系等, 对解决遗址文化层
的安全隐患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1  自然地质及洞穴概况 

甑皮岩洞穴遗址发育于上泥盆统桂林组碳酸盐

岩(D3g, 单斜地层, 倾向 N35°E, 倾角 15°～23°)中,   

 

图 1  桂林甑皮岩洞穴系统平面图 
Fig. 1  Plan of the Zengpiyan Ruins showing the cav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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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东出露下石炭统岩关阶、大塘阶深灰黑色灰岩夹

泥质灰岩(C1y、C1d), 峰体周围均被第四系覆盖, 盖
层岩性为含粉砂粘土、砾石等, 厚度 0～30 m。区域
构造位于桂林弧形构造亚带, 独山山体处于唐家湾
背斜东翼边缘部, 是桂林市西南峰林平原中的一个
独立孤峰, 受背斜构造影响, 山体的岩层呈单斜产
状,形成西边陡东边缓的山体, 大气降水除沿着平缓
层面流动溶蚀外, 还沿着垂直于层面的节理裂缝浸
蚀, 造成(垂向)崩塌。 

甑皮岩遗址洞穴平面上分为主洞(位于中间)、水
洞(位于南侧)、矮洞(位于西北侧), 它们之间相互连
通 , 实际上属一个洞穴系统 , 有两个进洞口 (主洞
口、水洞口), 其中古人类文化层主要位于主洞, 次
为矮洞, 水洞口两侧有少量文化堆积。该洞穴系统
从宏观上看, 明显为一沿岩层面顺层发育的洞穴系
统, 其洞顶、洞底顺层面发育的特征十分明显, 洞体
走向北 10°～15°西, 倾向南东即向山体内部发育延
伸, 洞体呈扁平状, 其洞顶、洞底均以岩层面为界, 
与岩层面倾向、倾角相一致。 

矮洞: 位于西北侧。长轴 15.0 m(NE 向), 短轴
2.0-4.0 m(SE向)不等, 洞高 0.5～1.5 m, 洞穴形态呈
扁平状, 洞底(高程 155.20 m)覆盖约 1.0～2.0 m文化
层土层, 之下为基岩(基岩面高程 154.20～153.20 m), 
在其西南侧可见一下层洞, 走向先顺 SE向发育, 后
转北东向发育并与主洞底的下层洞连通。下层洞呈

狭 长 状 , 洞 体 顺 层 面 向 主 洞 下 方 发 育 , 宽     
0.5～1.0 m, 洞底高程约 152.07 m, 洪水期基本被水
淹没 , 枯水期则露出其进口段 , 可通行长约   
3.0～5.0 m。属正在发育中的岩溶洞穴。 

主洞: 长轴(NE向)约 20 m, 短轴(SE向)12.0～
16.0 m, 洞口段宽, 往山体逐变窄, 呈剌叭口状, 是
遗址文化层最主要分布区(图版 I－1), 与西北侧矮
洞、东南侧水洞相连通。洞口高 6.0 m, 未端 0.5 m, 
自洞口向里, 洞顶板呈 20°～25°倾斜状, 顶板平坦
完 整 , 为 岩 层 面 ; 洞 底 文 化 土 层 顶 面 高 程    
155.80 m～154.0 m, 自洞口向里倾斜。洞底土层(即
文化土层)厚 1.5～3.0 m, 之下为灰岩, 灰岩面高程
154.4～153.3 m, 整个主洞的形态产状呈明显的顺
层发育特征。 

从矮洞的下层洞前端向主洞延伸发育以及主洞

DT3、DT5 DT6、DT7探方底部开挖时露出的岩溶管

道、2004年为建 DT6探方挡土墙的桩孔斜支撑而施
工的钻探孔揭露的溶洞等综合分析, 自矮洞的下层
洞→DT3 探方→DT6 探方发育一连通的下层洞, 该

下层洞刚好位于文化层之下, 是地下水淹没文化层
最直接通道。洞体为管道形 , 空间规模小 , 直径
0.5～1.5 m, 顺岩层面发育, 洞底高程 152.0～150.0 
m。是主洞、矮洞地下水通向水洞地下河的主要通
道之一。 

主洞除在洞底沉积粘性土层(即文化层)外, 在
DT6 探方上方洞顶、发育一大的石钟乳, 其下方形
成 3.0 m×4.0 m 见方的钙华板并覆盖在文化土层之
上, 钙华板厚 0.3～1.50 m。主洞北面侧壁的溶蚀形
态——边槽十分发育(图版 I－5), 侧壁自下而上至
少有 3 条基本与洞顶底面平行的边槽发育, 每边槽
内凹深度 0.1～0.3 m, 延伸长度几米至十几米, 低
位边槽高程 153.80～ 154.20 m, 中位边槽高程
154.60～154.80 m, 高位边槽 155.20～155.70 m, 溶
蚀边槽是地下河稳定水位长期溶蚀、侵蚀的结果 , 
上述三条不同高程边槽的形成反映甑皮岩主洞在其

形成过程中, 至少历经 3 次地壳相对稳定期和 3 次
地壳抬升期(每次地壳抬升高度约 0.2～0.4 m)。 

水洞: 紧邻主洞南、东南侧, 洞口段有一水平
分支洞道与主洞直接连通, 其平面分布形状、洞体
发育较矮洞、主洞复杂, 进口段, 洞体沿 NE向发育, 
后分别向 SE、NW两方向发育。进口段洞体呈顺层
倾斜 , 为倾角 15°～20°的廊道状 , 长 16.0 m, 宽
2.0～3.5 m, 洞高 1.0～2.0 m, 洞底、洞顶均顺岩层
面向山体内部倾斜 , 洞顶高程 153.89～157.00 m, 
洞底高程 154.93～149.40 m。 

2  水文地质特征 

由于多期地质构造的作用, 沿桂林弧形构造带
形成了一系列的大小岩溶盆地, 盆地周边为中低山
且出露古老的碎屑岩地层构成了小区域间地表水和

地下水分水岭(邓自强等, 1988), 桂林-阳朔谷地是
弧形构造留下的一系列谷地中相对较大的谷地之一, 
其内开阔低平, 地表稍有起伏, 除沿其伸展方向呈
条带状相间分布的低山和丘陵地形构成盆地内局部

地表水或地下水之间的分水岭外, 其余出露的都是
碳酸盐岩, 含水岩组主要为融县组(D3r)灰岩及东岗
岭组(D2d)白云质灰岩, 因岩性较纯, 在地质构造、气
候、流水等作用下, 岩溶很发育, 地表常见有溶蚀洼
地、溶沟、溶洞、漏斗或地下河天窗等岩溶形态。 

甑皮岩地段主要出露碳酸盐岩含水层组(图 2), 
地下水主要类型有第四系孔隙水、岩溶裂隙水及岩

溶洞道水三种类型。甑皮岩遗址处于峰林孤峰平原, 
地表覆盖层上部为粘性土, 下部为粘土卵石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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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桂林水文地质要素图 
Fig. 2  Hydrogeological factors in Guilin 

 
伏碳酸盐岩岩溶含水层。含水介质主要为网络状溶

蚀裂隙与溶洞。除接受大气降水的入渗补给外, 还
接受西部大面积峰丛洼地地下水的侧向补给, 地下
水资源丰富。地下水的排泄则受漓江及其支流河谷

控制。甑皮岩区段的岩溶地下水沿北东向向漓江河

谷排泄。峰林孤峰平原的覆盖层一般都很薄, 溶原
面上有溶余粘土覆盖的地方, 其厚度都小于 5 m,下
部就是碳酸盐岩。据已有的钻孔资料分析, 自基岩
面往下 25 m范围内, 溶沟(隙)、溶槽、溶洞等发育
较普遍 , 且往往呈网状分布 , 连通性好 , 是地下水
活动频繁的部位, 地下潜水位埋深较浅, 特别是雨
季。从甑皮岩南面和北面已有的钻孔水位观测, 水
位埋深基本都 2.5 m以内, 年变幅一般也在 3 m, 但
该区由于地面平坦 , 岩溶含水层的水力坡度很小 , 
一般不超过 5‰。据 1982年的观测资料,瓦窑南东铁
路桥附近, 漓江水位 141～142 m, 甑皮岩水洞的水

位是 149 m, 两者的直线距离约 4 km, 平均水力坡
度约 1.88‰。位于甑皮岩南部约 700 m的原氮肥厂
溶潭 1966年 1月作抽水试验前观测水位是 148.47 m, 
水位差约 0.53 m, 平均水力坡度不到 1‰。调查发现,
甑皮岩水洞、附近溶潭, 与漓江的水位呈同涨同落
特征, 两者间水力联系十分密切。 

3  遗址水害的主要成因 

文化层自 1994年汛期被地下水浸泡以后, 采取
了一些临时性抢救措施, 但如何防止地下水活动对
文化层的侵蚀依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2003)。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遗
址文化层, 文物部门委托有关单位就如何治理遗址
下方地下水水害问题, 对遗址及其附近周边进行了
初步的水文地质、岩溶洞穴调查和物探工作(覃政教
等, 1994), 也相继取得了一些成果, 编写并实施了
《桂林甑皮岩遗址探方隔梁抢救性加固与保护工程

实施方案》(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2004), 
通过建混凝土挡土墙,缓解了 DT5、DT6、DT7探方隔

梁崩塌, 但仍不能解决地下水反复涨落引起的根本
性危害。因此,有必要对遗址文化堆积土层下部岩溶
管道发育、分布、地下水入浸文化层的途经、方式

及来水方向、水量大小作更深入了解,找出水害的成
因, 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防治方案。 

3.1  岩溶裂隙水 
甑皮岩是一个脚洞系统 ,其文化层底部的碳酸

盐岩含水层为上泥盆统桂林组(D3g)亮晶砂屑灰岩夹
白云质灰岩、白云岩, 质纯性脆, 属强岩溶化岩层, 
是桂林地区主要的强含水层。该地岩溶洞穴、管道、

地下河均是沿原岩体断裂、裂隙、节理等破碎部位

在地下水流不断溶蚀下逐步形成、发展扩大的。通

过对独山区岩体节理、裂隙密度、方向、倾向、倾

角、宽度和充填、溶蚀等要素进行统计测量。裂隙

方向统计表、走向玫瑰花图分别见表 1 和图 3。 
裂隙倾角 : 以沿岩层面缓倾角的层面裂隙

(18°～23°)和高倾角近垂直的竖向裂隙为主。裂隙均
属为微张性的, 隙宽为 0.01～1 mm量级; 经后来水
流溶蚀扩大后, 隙宽在 1～20 mm量级, 少量形成溶
沟、溶槽, 隙宽达 40～60 mm量级。且裂隙充填程
度很低, 充填物均为松散状的粘性土或含钙质粘性
土, 未见有方解石等矿物胶结紧密型充填, 故裂隙
的导水性能并未降低。 
3.2  岩溶地下水 

甑皮岩遗址洞穴系统在其形成发育过程中,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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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独山上地质点节理裂隙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s of joints and fissures at the geological site on Dushan Mountain 

走向 总条数 比例 走向 总条数 比例 走向 总条数 比例 

N85-81W 37 0.036 N30-26W 20 0.010 N36-40E 14 0.014 

N80-76W 16 0.015 N25-21W 14 0.014 N41-45E 18 0.017 

N75-71W 7 0.007 N20-16W 50.5 0.049 N46-50E 44 0.042 

N70-66W 73 0.071 N10-6W 28.5 0.025 N51-55E 21 0.020 

N65-61W 22 0.021 N5-1W 30 0.029 N56-60E 39 0.038 

N60-56W 31 0.030 N6-10W 1 0.001 N61-65E 35 0.034 
N55-51W 70.5 0.068 N11-15E 32 0.031 N66-70E 40 0.045 
N50-46W 78 0.076 N16-20E 18 0.017 N71-75E 14 0.014 
N45-41W 26 0.025 N21-25E 50 0.054 N76-80E 20.5 0.020 
N40-36W 50 0.048 N26-30E 46 0.046 N86-90E 48 0.046 
N85-91W 7 0.007 N31-35E 20 0.010    

 

 

图 3  裂隙方向玫瑰花图 
Fig. 3  Rose diagram of fissures 

 
少经历了四个大的稳定期和 3 次抬升期, 形成不同
高程洞穴管道: 第一层洞穴 , 称上洞层 , 现洞底高
程 162.2 m, 仅矮洞南侧悬崖可见, 规模极小, 已停
止发育 ; 第二层洞穴 , 称为中层洞 , 现洞底高程
154.07～155.58 m, 即现主洞、矮洞地面, 是遗址文
化层所在的洞穴, 也是防水主要目标。第三层洞穴, 
称为下层洞, 水洞大部及矮洞、主洞文化层下层洞
属该层洞穴, 洞底高程 152.07～146.60 m, 是地下
水进入主洞、矮洞、淹没文化土层主要水源和通道。

另在水洞中段、前端发育两个垂直型岩溶通道, 它
可能沟通了更深部的地下水, 据钻孔和水点水位监
测及桂林市雨量资料比较, 发现 2008年 12月 10日
至 15日桂林及其附近没有下雨, 可水洞的水增高了
约 1 m(见图 4); 第四层洞穴, 称之为深层洞, 据钻
孔深部物探透视资料推断 , 其发育深度范围在
146.6～130.0 m。130.0 m以下, 岩石较完整, 透水性
差。 
3.3  文化层原始环境的破坏 

遗址在 1965年 6月发现, 当时只是作了小范围
的试掘。在原始状态下, 推测其保存良好。1973 年
因修防空洞而局部被破坏, 因而不得不做抢救性挖

掘,文化层本来就薄,挖开的探坑底部已揭穿岩溶缝
隙(图版 I～6), 原始环境遭受破坏, 虽然回填了沙石
土, 但与原沉积几千上万年的原始文化层的密实度
相差很大, 使文化层直接暴露在反复升降的地下水
水动力条件下, 威胁文化层的安全。 

4  防治对策 

掌握遗址地下溶洞、管道、地下河发育方向、

规模以及地下渗流特征等地质情况是有效防治的基

本前提。 
4.1  甑皮岩洞穴遗址岩溶发育特征 

(1)甑皮岩遗址区(独山)及其附近周边属桂林溶
蚀孤峰平原区地貌类型 , 与区域地下水排泄基准
——漓江仅距 3800 m。在区域上, 该地段具典型的
近河谷地段溶蚀峰林平原型水文地质结构特征。 

(2)该区岩层产状均为呈单斜状(倾向 NE14°～
37°, 倾角 18°～23°)的中上泥盆纪 D3g(桂林组)强岩
溶化地层, 岩溶十分发育。岩体中以低角度层面裂
隙和高倾角的张性裂隙节理为主, 溶洞、管道基本
沿低角度层面裂隙顺层发育, 在局部沿高倾角张性
裂隙而形成的垂直溶洞、管道, 构成沟通上层顺层
近水平溶洞与下层顺层溶洞之间的垂直通道。 

(3)甑皮岩遗址文化层下面的下层洞, 是矮洞、
主洞淹没文化土层主要来水通道, 洞底高程 152.07~ 
146.60 m。目前该层洞常年处于饱水带之中, 仍处在
溶蚀发育之中。水洞中段、前端发育的两个垂直型

岩溶通道, 可能沟通了深部的地下水; 第四层洞穴, 
称之为深层洞, 是钻孔资料和跨孔电磁波透视成果
揭示的洞穴(见图 5), 130.0 m标高以下, 岩石较完整, 
岩溶不发育, 透水性差, 可作为防渗帷幕的下限。 

(4)本区间歇式上升地壳运动特点以及层面裂隙
基本控制地下洞穴管道的发育, 平原地面以下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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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7 年 3 月至 2008 年 5 月水位观测数据与雨量对比 

Fig. 4  Observational data of water tables in relation to rainfall during the period of March 2007 to May 2008 

 

图 5  A—A´剖面跨孔电磁波透视影像(右)与地质解释(左) 
Fig. 5  Crosshole electromagnetic wave image along A-A profile (right) and g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left) 

 
 
 
 
 

裂隙基本不发育(或弱发育)的特征, 说明遗址洞穴
区在高程 130.00 m以下岩溶基本不发育, 岩石完整, 
渗透性差, 故可以初步认为未来防水注浆帷幕可控
制在高程 130.00 m至文化层底部约高程 151.00 m之
间 , 尤其是溶洞、管道集中发育段 , 即 151.00～
140.00 m高程段。 

(5)在浅部进水通道有 3 条: ①在矮洞南侧, 降
雨时汇集形成的局部地表水通过矮洞下层洞进主

洞。因汇集降雨面积很小, 故其进水量很小, 且仅在
降雨才有; ②在水洞口段北侧, 当水洞涨水淹没至
高程 153.5 m 时, 水洞水由此注入下层洞而进入主
洞区, 该处进水仅在较大洪水时才会产生; ③水洞
地下河水通过在水洞中段下层进入主洞。 
4.2  防治对策 

通过对甑皮岩遗址洞穴形成、发育、规模、分

布特征的研究, 对遗址防水工程技术可行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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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经济、效果预测等, 有了较成熟的认识和资料
依据。防治方案可采取“帷、堵、排”相结合的方法。
“帷”是根据以往的勘察成果选择在一定的范围内帷
幕灌浆; “堵”是对进入主洞的主管道进行封堵; “排”
则是当特大洪水造成文化层内的水位过高时, 需适
当地抽排水。 

据本项目另一课题组研究证实, 尽管洪水时溶
洞、管道、地下河中水流因其快速涨落, 会对遗址
文化土层产生软化、冲刷、掏空及导致文化土层塌

陷等不良地质作用, 但在地下水变化十分平缓的状
态下, 岩溶水(包括洞顶滴水、水洞地下河水、洞壁
流水)中 Ca-HCO3-CO3 化学组分沉积对遗址文化土

层(含文物)有固结、钙化作用, 对文化土层、文物的

长久保存具有利的一面。鉴于此, 工程措施中对岩
体中的小裂缝、节理等小尺寸的导水介质不作严密

封堵, 即外围地下水仍可通过微小的裂隙、节理部
分进入遗址防水区内。也是说使文化层内留有缓渗

型地下水, 其水量很小且流速很慢, 水位涨落过程
亦比大尺度溶洞、管道、地下河中地下水要缓慢得

多。这样, 既完全可以根除洪水期地下水快速流对
遗址文化层严重破坏的一面, 同时又可保留地下水
对文化层的防风化、钙华固结而有利的一面。 

5  结论 

甑皮岩遗址 20 世纪 90 年代受到水害以来, 文
物部门一直在努力寻求防治办法, 并从多学科交叉
开展综合研究, 至今已达十年之久, 投入了大量工
作, 尤其是本次详细勘察工作(2007年 1月)以来, 通
过地形测绘、水文地质填图、洞穴测绘、水文地质

钻探、物探、疏干抽水试验、水位动态长观等实物

工作量的投入, 对遗址洞穴系统的形成、规模、深
部通道、主要进水方向、部位等问题有了较明确具

体的认识和结论, 对如何有效、经济地设计遗址防
水方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下一步的防治工作应做更

具体的施工勘察和施工设计。施工勘察应侧重验证

跨孔电磁波透视的资料, 特别是风化破碎岩石层与
相对完整灰岩层的界线以下的岩溶发育情况, 即岩
溶发育的垂向深度, 以便控制好帷幕深度。 

甑皮岩洞穴文化遗址的文化层厚度小, 范围也
不大, 却已发掘出保存比较好的 14 具人类化石(屈
肢蹲葬), 大量的各种动物骨骼, 还有大量的石器、
骨器、陶片及蚌螺壳, 特别是发现了灰烬堆积且无
成层现象。如此众多新石器时代的信息, 在中国南
方目前还不多见, 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对考古学、体
质人类学、古生物学、古动物学及岩溶地质学等方

面的研究十分重要, 一旦遭受破坏, 无法恢复。因此,
该遗址的水害防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仅就“防治

地下水带来隐患”的问题作了探讨, 以期 “抛砖引
玉”, 期待更多的学者对此问题出谋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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