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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物探方法在工程勘察中的应用是以相邻地层的地球物理特征差异为前提的,单一的
物探方法存在多解性,对于物性差异小的地层用综合物探的方法能够大幅度提高物探工作的精度。通过
阐述高密度电法和面波波速剖面综合法在水利工程小型空洞勘察中的应用,并结合钻孔验证结果说明
综合物探法在小型空洞的勘查中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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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in Explo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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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method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of geophysics characteristics of adjacent stratum, due to the multiple solutions of a single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method, the accuracy of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can be greatly improv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integrated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for the stratum with small physical property difference.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of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and comprehensive method of profile of the wave velocity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small cavities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expounded, and the result of drilling verification
shows that comprehensive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method is a feasible method in small cavities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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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波波速剖面图可知,0～8m地层比较均
匀,地层横波速度180～270m/s；剖面桩
号0+000～0+004、0+005.5～0+010段地
层均匀,埋深8～30m地层横波波速300～
450m/s；剖面桩号0+004～0+005.5段地
层的横波速度明显的低于两侧地层,地
图1

1-1 剖面高密度电法剖面测试成果

层横波波速90～150m/s(详见图2)。
1-1剖面测试成果,推测高密度电法
剖面桩号0+071～0+072段极有可能存在
小型空洞,后经钻孔揭露孔深0～4m岩性
为碎石土；4～20m岩性为泥岩,局部含砂
岩段,在孔深12.3m取出岩性中可见5cm
呈柱状的木块,孔深12.7～14.3m出现易
钻、不返水现象(岩性为泥岩),和物探测
试异常位置一致,经地质和设计人员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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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对所采集的记录进行预处理(主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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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某引水工程的的渠道施工过程

10m布置面波波速剖面,面波点的间距根

0+009～0+022.5段地层的横波速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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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密度电法测试成果选择1m,从测试

500m/s(详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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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空洞；剖面桩号0+507.5m布置钻孔
ZK3,钻孔揭露孔深7m以上岩性为泥岩；
7～16.5m岩性为较完整砂岩；16.5～
23.1m岩性为较完整的泥岩,未发现空洞,
与物探测试成果一致。

4 结论
图3

2-2 剖面高密度电法剖面测试成果

在水利工程勘察中单一的物探方法
具有多解性,对于地物条件复杂,异常规
模较小异常体的判断,单一的物探方法
解释更容易造成假异常,用两种以上的
物探方法进行综合解释,能明显提高物
探解释工作的精度,无论是对于后期的
钻孔验证还是后续处理工作,都经济高
效的解决工程勘察中遇到的问题,为水
利工程的勘探开发提供可靠的一手资料,

图4

2-2 剖面 0+124.5～0+141.5 桩号段面波波速剖面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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