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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岩溶瞬变电磁响应规律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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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浅层岩溶塌陷产生的工程与环境问题，研究瞬变电磁对浅层岩溶的响应规律。通过分析将浅层岩溶概
化为充填与半充填两类地电模型，采用时域有限差分法进行三维正演计算，对比分析电性差异、规模差异以及埋
深差异情况下的瞬变电磁衰减曲线特征和视电阻率曲线变化规律。通过数值试验发现：浅层岩溶充填物的电阻率
越低、规模越大，瞬变电磁衰减曲线中的异常响应幅值越大；浅层岩溶的瞬变电磁异常响应主要集中在早期；瞬
变电磁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充填模型与半充填模型均有较好的识别能力。选择某已知区域进行现场试验，瞬变电磁
能够圈定岩溶异常，并发现未揭露的潜在岩溶发育区。数值试验和现场试验表明，瞬变电磁探测浅层岩溶需要更
早的观测时间和更小的关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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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field in detecting shallow karst was studied focusing on
the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karst collapse. The shallow karst was generalized to be
two types of geophysical models. The method of three dimensional finite difference in the time domain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responses. The resistivity，the karst size and the buried depth were
selected as the comparison parameters. The numerically calculated differences of responses are bigger when the
filled karst has the low resistivity and large size. The responses from the karst are mainly in the early stage. Th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field can identify nicely both the filled and half-filled shallow karsts. A field experiment
was used to verify the numerical results in Guangxi. Th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profile revealed the 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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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st and found the unknown karst. The numerical and field experiments indicated that early observation and short
time for turn off were better for small loop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survey for shallow karst.
Key words：rock mechanics；shallow karst；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球物理方法。瞬变电磁使用电磁场的扩散，具有探

1

引

言

地雷达非接触式的特点；同时，使用不同时间道的
信号实现测深，不需要布置长导线。使用小线圈瞬变

岩溶是水对碳酸盐岩、石膏、盐岩等可溶性岩

电磁能够对浅层岩溶实现灵活快速的探测[9-10]。因此，

石进行化学溶蚀作用和冲蚀、潜蚀、崩塌等联合作

研究瞬变电磁对浅层岩溶的响应规律，是对浅层岩

用的结果。在我国，岩溶广泛分布，并以广西、贵

溶探查手段的补充[11]，对遴选有效的探查方法具有

州、四川等地尤为发育。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矿山

重要意义。

开采、水利设施修建等人文活动的发展，对地下水

瞬变电磁法通过回线向地下发送一次感应电磁

的无序抽排打破了原有的系统平衡，出现农田塌陷、

场，在对一次场关断的过程中，地下低电阻率的目

建筑倾斜、道路坍塌等地质灾害。

标会感应产生涡旋电流，关断后观测的纯二次场就

据统计，近 50 a 来昆明市已经发生岩溶塌陷事

是这些涡旋电流产生的电磁场信号。当地下存在岩

故超过 1 000 起 ；郑州市近 3 a 发生的路面塌陷超

溶等低电阻率目标时，观测获得的感应二次场信号

过 40 次；贵州省近年出现塌陷区域近 100 处，塌坑

会高于背景值，并衰减速度减缓，通过对观测到的

2 200 余个；贵港市近两年城市建设过程中也连续出

二次场衰减曲线进行观测和成像，能够圈定地下低

[1]

现了 20 多处岩溶塌陷。该类地质灾害主要是由于地
下水流场改变造成岩溶充填物流失，使已有岩溶在
外部载荷的作用下产生不稳定而发生坍塌。因此，
提前查明隐伏的岩溶分布并提前采取预防措施，能
够有效防止岩溶塌陷及次生灾害的发生。
从物性特征分析，浅层岩溶的探测既可以使用
[2]

弹性波方法 也可以使用电法，本文主要基于浅层
岩溶的电性差异展开讨论。常用于浅层岩溶探测的
电法有高密度电法 [3-4] 、探地雷达法 [5] 和瞬变电磁

电阻率目标的位置和规模[12]。目前瞬变电磁法已经
广泛应用于近地表地球物理探测与矿产资源探查，
例如地下水调查[13-15]，金属矿产资源探查[16-19]，采
空区探查[13

，20-21]

，岩溶探查[22]等。在瞬变电磁探测

岩溶方面，H. F. Sun 等[22]针对隧道岩溶探测提出了
多分量阵列式瞬变电磁探测方法，并对隧道底板下
方的岩溶管道进行成像，P. A. Reninger 等[23]采用航
空瞬变电磁法和钻孔数据联合解释白垩纪中的岩溶
地质环境，从而评价地下岩溶系统。在国内，采用
瞬变电磁进行岩溶探测的应用较多[24]，主要针对地

法。直流电阻率特征能够直接反映地下岩溶发育区

下 30～50 m 范围的岩溶进行探测，然而，瞬变电

与背景围岩之间的导电性差异，是非常好的探测方

磁对不同岩溶类型的响应规律和特征并没有进行系

法[6-8]。然而，高密度电法的测深依赖于地面布设的

统的研究，本研究采用数值试验的方法对地下 30 m

测线长度，一般的最大探测深度为测线长度的 1/3

以内的浅层岩溶进行系统研究，总结规律，并进行

左右，而且观测结果为倒三角形。如果要对某一深

了现场试验验证。

度 h 实现最佳探测效果，则最大探测深度要达到 2h，

本研究根据地面浅层岩溶塌陷的电性特征进行

相应的地面测线长度要达到 6h，在某些情况下(例

地球物理建模，概化了两类浅层岩溶模型(充填模型

如城市道路塌陷)布设大长度电缆十分困难。另外，

和半充填模型)，基于一般情况下的导电性差异，对

普通沥青混合料是绝缘的，在沥青路面布设高密度

这两类模型建立数值模型，参考模型为不包含岩溶

电极同样存在困难。探地雷达依靠电磁波的反射实

的均匀围岩，考虑模型的适用性，在地表设置两层

现探测，理论上是基于介电常数差异的一种非接触

高阻层。采用时域有限差分方法对建立的模型进行

式探测方法，能够对浅层岩溶进行快速识别。然而，

三维正演计算[25-26]，获取发射回线中心的响应曲线，

探地雷达的频率较高，一般在 MHz 以上，导致其

并对比不同参数(导电性、规模、埋深)下的差异，

探测深度有限。对于浅层岩溶发育的地质模型，目

获得了不同类型岩溶的瞬变电磁响应规律。最后，

标深度超过 15 m 就很难使用探地雷达发现。瞬变

在广西某已知岩溶区域进行了瞬变电磁探测的试验

电磁是一种使用低频电磁场探测低电阻率目标的地

研究，探测结果与已知部分吻合较好，并圈定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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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的岩溶发育。

对于实际地层模型，一般会存在一个相对高阻
的覆盖层(例如城市路面的硬化层、农田岩溶中的上

2

地质模型的地球物理概化

覆土层)。因此，概化模型时在表层设计了一个高度
为 0.5 m、电阻率为 500 Ω·m 的薄层。如图 1 所示，

岩溶地下水系统是岩溶动力系统的组成，以水

隐伏的岩溶一般为不规则发育，设计岩溶埋深为 h，

循环为物质传输的主要形式。而浅层岩溶塌陷就是

将岩溶划分为上中下 3 部分，这样在计算充填或半

岩溶地下水系统在物质运移之后的一种地表现象。

充填模型时能够方便的通过改变电性参数来实现。

由于溶蚀作用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因而产生塌陷的
浅层岩溶是已经存在的，而不是后形成的。由于岩
溶的串珠状发育特征，地下岩溶不是孤立存在的个
体，因而其在稳定状态时主要表现为充填物的相对
稳定。一旦充填物被带走，则在岩溶地下水系统的
反复作用下才会形成塌陷[27]。
基于上述地质成因，考虑浅层岩溶的充填物一
般为水、泥或杂填土，概化地质模型为充水、半充
水、充泥(或杂填土)、半充泥(或杂填土)4 类。由于

岩溶发育区的背景岩石电阻率设置为 100 Ω·m，实
际上，当不存在岩溶时，可以认为是一个两层模型。

3

数值试验

3.1 三维数值正演方法
从 Maxwell 旋度方程出发，采用 Yee 晶胞格式
进行空间离散，可以得到一组电场与磁场的时间递

纯空洞形式的岩溶一般较少，因而在概化模型时不

推公式，能够在时间域直接求解麦克斯韦方程组，

予考虑。考虑到水、泥等充填物与周围围岩的电性

从而获得空间任一点在任意计算时刻的场值。这一

差异表现在导电性上，考虑到充填物的电性参数差

计算方法成为时域有限差分法(finite difference time

异较小，因而将地球物理模型概化为充填和半充填

domain，FDTD)，其显著优势就是不需要考虑频率

2 类模型。

采样与时频转换的问题，从而不会在数学变换过程

充填模型能够代表充水和泥质充填型岩溶，其
区别在于所采用的岩溶区域电阻率参数存在差别，

中牺牲分辨率和计算精度[28-30]。Maxwell 旋度方程
如下：

D

 J
t

B 
 E  

t 
 E  0


 H  0


一般情况下泥质充填比充水时的电阻率要高，当能

 H 

够明显的圈定泥质充填模型时，充水模拟自然也能
够进行探测。半充填模型代表了充填物没有完全填
满岩溶的情况，其上部一般为空气，下部为充填物。
一般的认识认为瞬变电磁探测高阻异常是没有优势
的，然而，半充填模型下部的充填物提供了低阻层，

(1)

有利于瞬变电磁探测，上部的空气提供的高阻背景

式中：H 为磁场强度，D 为电通量密度，J 为电流

反而可能是瞬变电磁探测的优势。同时，为了方便

密度，E 为电场强度，B 为磁感应强度，t 为时间。

对比，采用没有岩溶的均匀模型作为对比，如图 1

瞬变电磁采用回线作为发射源向地下发生一次
场，在进行三维数值正演的过程中，激发源的注入

所示。

主要有 2 种：(1) 采用关断后某一时刻的均匀模型
= 500 ·m，h = 0.5 m

获得的空间电磁场数据作为初始条件开始计算[31]；

h

(2) 将激发电流作为源项在方程组中给予考虑，通
100 ·m

过计算获得空间的电磁场，关断后直接进行连续计
算[33]。T. Wang 和 W. G. Hohmann[31]在其经典论文中

上
隐伏溶洞
中

采用了第 1 种加载方式，之后有许多学者采用这样方
案；孙怀凤等[32-33]实现了第 2 种加载方式，能够考
虑瞬变电磁的关断时间、发射波形等参数信息。

下

图1
Fig.1

概化的浅层岩溶模型示意图
Generalized shallow karst models

采用第 2 种加载方式在源的位置添加初始电流
信息，得到的电场(以 Ey 为例)和磁场(以 By 为例)差
分迭代公式为

第 37 卷

第3期

1


2    i，j  ，k  t
1
2



 
E yn 1  i，j  ，k  
2

 2    i，j  1 ，k  t


2


1
2t



E yn  i，j  ，k  
2

 2    i，j  1 ，k  t


2


 n 1/2 
1
1
1
1
n 1/2 
 i，j  ，k    H x
 i，j  ，k  
 Hx
2
2
2
2




z


1
1
 1

 1

H yn 1/2  i  ，j  ，k   H xn 1/2  i  ，j  ，k  
2
2
 2

 2
 
x



2t

• 655 •

孙怀凤等：浅层岩溶瞬变电磁响应规律试验研究

J sn 1/2

(2)
1


2    i，j  ，k  t
2


1
1
1


 1
Byn 1/2  i  ，j，k    Bxn 1/2  i  ，j，k   
2
2
 2
 2

 n 1

 1

E i  ，j，k  1  Exn  i  ，j，k 
tn 1 t  x  2
2




z
2


1
1 


Ez n  i  1，j，k    Ez n  i，j，k   
2
2




x



移动，也可以进行连续测量。
采用上述基本参数计算岩溶不同电阻率、不同
规模和不同埋深的瞬变电磁响应特征，不同岩溶的
异常体的模型参数在各部分对比时给出，隐伏岩溶
异的 3 层电阻率记为 1 ，  2 ， 3 ，上、中、下 3
层的高度分别设计为 3，3，4 m。
(1) 岩溶填充物电阻率差异模型对比
为了研究浅层岩溶电阻率差异对瞬变电磁响应
曲线的影响，设计了 4 组模型进行数值试验，进行
模型参数设置时，控制岩溶异常体的规模和埋深不
变，改变岩溶上、中、下 3 个区域的电阻率值，详
细参数列于表 1。
表1

电阻率差异对瞬变电磁影响的模型参数

Table 1 The model parameters of the influence of resistivity
variation on TEM
1 /

2 /

3 /

岩溶
类型

模型编号

规模/
(m×m×m)

埋深/m

1

10×10×10

3

50

30

20

充填

2

10×10×10

3

10 000

10 000

20

半充填

3

10×10×10

3

10

5

2

充填

4

10×10×10

3

10 000

10 000

2

半充填

(Ω·m) (Ω·m) (Ω·m)

将计算获得的瞬变电磁衰减曲线绘制在图 2 之
中，可以看出：均匀半空间模型的曲线与模型 1 模

(3)

型曲线在很早期和晚期几乎重合，在 0.3～1 s 之
前模型 1 衰减曲线比均匀半空间模型的背景幅值略
高，说明模型 1 中间设计的充填部分引起的瞬变电

式中：Js 为外加场源电流密度。
通过求解电场和磁场的时间迭代公式就可以获

磁二次场变化。模型 2 和 4 的计算曲线在早期和晚

得任意所建立地电模型的瞬变电磁响应，其实现过

期也几乎重合，而在 1～11 s 范围出现了较大的幅

程可以参考相关文献。

值差异。在模型 1 中给定的异常区域电阻率与背景

3.2 衰减曲线规律分析

电阻率差异相对较小，所以该曲线与均匀半空间曲

进行数值正演计算的参数应该尽量与实际情况

线基本重合，在电磁场扩散到异常位置时刻出现衰

保持一致，因此，采用 3 m×3 m 的矩形回线发射源，

减速度变慢的情况。而模型 3 中给定的电阻率非常

发射电流为 1A，最小网格采用 0.5 m 的 Yee 晶胞，

低，是为了表现浅层低电阻率异常的响应特征，可

笛卡尔坐标系下 3 个方向的计算网格分别为 221 个×

以发现在 0.1 s 之前，低电阻率的响应就已经作用

221 个×220 个，共包含 10 745 020 个单元，模型的

在衰减曲线上了，这是一种探测模型的最有利状态，

实际尺寸为 36 000 m×36 000 m×23 000 m，为了尽

能够非常明显的反映在计算曲线上。半充填模型(模

量与仪器参数保持一致，采用梯形波激励，但为了

型 2 和 4)由于上层电阻率较高，在模型设计时按照

获得最佳瞬变电磁响应，关段时间设置为 1 μs。

空气考虑，实际上这是一种最不利状态模型，如果

根据最常用的一般情况选择中心回线装置进行

在该条件下能够发现异常，则充填黏土或其他充填

逐点测量。然而，为了后续建立浅层岩溶瞬变电磁

物时亦能探测到。实际计算结果发现，最下层的电

[23]

设计了离开地面的

阻率变化对衰减曲线影响非常大，能够非常明显的

新装置型式，即将发射回线和接收传感器由地面向

识别半充填模型。并且，在 1 s 左右，模型 4 的衰

上提高 1 m，仍然采用中心点接收，这样就可以方

减曲线与均匀半空间曲线出现交点，可以认为是电

便的将探测系统固定在塑料小车上进行点测和快速

磁场传播到低阻含水区域的标志。

快速探测系统，参考航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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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充填模型

图2
Fig.2

不同异常体电阻率响应曲线对比
Different kinds of cave response curves

通过上述计算曲线对比，可以发现，瞬变电磁
对于浅层岩溶具有很好的判识能力，衰减曲线对低
电阻率目标的导电性变化敏感，即使在不利情况下，
也依然能够表现出与背景场不同的曲线形态。
(2) 岩溶规模差异模型对比
为了研究浅层岩溶规模的差异对瞬变电磁响应
曲线的影响，在模型 1 和 2 的基础上，增加设计了
模型 5，6 数值试验，进行模型参数设置时，控制岩
溶异常体的电阻率和埋深不变，改变岩溶的规模，
详细参数列于表 2。
表2
Table 2

考察岩溶规模差异对瞬变电磁影响的模型参数
The model parameters of the influence of karst size
difference on TEM

模型
编号

规模/
(m×m×m)

5

5×5×5

(b) 半充填模型

图3

1 /
2 /
3 /
埋深/
m
(Ω·m) (Ω·m) (Ω·m)
3

50

30

20

充填和半充填模型不同岩溶规模瞬变电磁响应曲线
对比
Fig.3 TEM responses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karst sizes

(3) 岩溶埋深差异模型对比
为了研究浅层岩溶埋深的差异对瞬变电磁响应

岩溶
类型

曲线的影响，增加设计了模型 7，8 数值试验，进行

充填

模型参数设置时，通过控制岩溶的埋深和电阻率参
数不变，改变岩溶的规模，详细参数列于表 2。

6

5×5×5

3

10 000

10 000

20

半充填

7

10×10×10

13

10

5

2

充填模型

8

10×10×10

23

10

5

2

充填模型

9

10×10×10

3

50

25

10

充填模型

10

10×10×10

3

10 000

10 000

10

半充填模型

为 3 m 时，在 0.1～10 μs 范围有一个明显的凸起，

11

10×10×10

3

100

50

25

充填模型

这是由于低阻异常的响应特征，而岩溶埋深为 13 m

12

10×10×10

3

10 000

10 000

25

半充填模型

时，衰减曲线仍然存在低阻异常特征，但其幅值与

图 4 中不同埋深的充填模型参数选用模型 3，
7 和 8，异常体深度控制在 3，13，23 m。岩溶埋深

浅埋深时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如此，在衰减曲线上
图 3 给出了充填模型和半充填模型的对比衰减

仍然可以对异常体进行识别。当将岩溶埋深增大到

曲线，并给出均匀半空间模型曲线作为参考。当地

23 m 时，异常响应较弱，瞬变电磁衰减曲线几乎与

下岩溶规模减小后，不管是充填模型还是半充填模

均匀半空间重合，已经无法分辨。可见溶洞异常体

型，在衰减曲线上均能够与均匀半空间模型的曲线

的埋深对电磁场响应曲线的影响很明显，溶洞的异

区分开来。规模差异情况下的衰减曲线也能够区分，

常体埋深越浅，瞬变电磁探测中响应曲线的早期越

并且岩溶规模越大，响应异常越明显。

容易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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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300

模型10
模型4
模型12
半空间模型

视电阻率/(ohm·m)

200

100

10

图4
Fig.4

图5

对其进行成像[34]，增加了表 2 所示的模型 9，10，
11，12，并选取模型 3，9 和 11 的充填模型，以及
模型 4，10 和 12 的半充填模型进行视电阻率转换
和对比。

Fig.5

不同模型的视电阻率–时间曲线

Apparent resistivity to time curves of different models

半充填模型的低阻部分主要集中在 2～11 μs 范围，
比充填模型出现较晚，低电阻率幅值也比充填模型小。
通过全域电阻率的计算，视电阻率曲线都能够
较好的反应充填和半充填模型的实际地电情况。
(2) 不同接收点视电阻曲线特征

(1) 全期视电阻率曲线特征
图 5 分别给出了充填模型和半充填模型的视电

- 5

(b)

Different cave depth response curves comparison

为了研究不同溶洞模型的视电阻率曲线差异并

10
时间/s

异常体不同深度响应曲线对比

3.3 视电阻率规律分析与成像

- 6

为了分析同一发射框在不同位置接收的响应规
律与特征分析，建立如图 6 所示的测线(测点)与溶

阻率–时间曲线，对于充填模型：在晚期的视电阻

洞模型的相对位置，并选取线 111，模型的中心点

率均趋向背景电阻率，早期的视电阻率曲线视计算

为点(111，111，111)，依次选取点(91，111，111)，

参数存在较大差异，但均能够表现出早期的低阻情

点(95，111，111)，点(99，111，111)，点(103，111，

况，且低阻情况集中在 0.4～10 μs 范围。对于半充

111)，点(107，111，111)，点(111，111，111)进行

填模型：由于底层的充填物是低阻，瞬变电磁仍然

正演数据采集。

能够较好地识别异常，但由于其上部存在高阻部分，

测线99

测线107
溶洞

在视电阻率曲线上表现出了与充填模型不同的特征。

(99，111，111)

(107，111，111)

测线111

(111，111，111)

d = 10 m
测线103

图6
Fig.6

测线111

测线(测点)与溶洞模型相对位置俯视图

Line (point) and karst cave model position vertical view

图 7 给出了不同接收点的衰减曲线，可见测点
越靠近中心点，响应曲线在 1～10 μs 范围的凸起越
明显，说明受含水异常体的响应越大。但是值得注意
(a)

的是，充填模型中点(99，111，111)和点(103，111，

2018 年

5

5

10

10

15

15

20

20

25

25

250

30

50

30

5

10
15
距离/m

20

(a) 半充填模型

图8
Fig.8

5

10
15
距离/m

20

850
650
深度/m

深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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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视电阻率/(o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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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充填模型

不同模型视电阻率-深度等值线图

Apparent resistivity to depth contour map of the different
models

(a) 半充填模型

的实际位置吻合。因此，瞬变电磁法在数值模拟方
面对于半充填模型和充填模型是可以进行识别的，
对于具体的辨别不同溶洞模型的形态可以根据图中
2 种模型的电阻率响应特征进行区分。
通过岩溶模型的数值计算得出，瞬变电磁法能
够识别低电阻率的充填岩溶，能够初步识别空洞岩
溶(含富水沉积层)，并且通过电性剖面特征对充填
岩溶和空洞岩溶(含富水沉积层)进行区分；瞬变电
磁法基本能够识别边长大于 10 m 的岩溶地质体，
对于识别小于 10 m 的岩溶地质体分辨率有限。

4

现场试验

4.1 场地概况与数据采集
(b) 充填模型

图7
Fig.7

在位于广西省壮族自治区的贵港市平南县的某

同一测线不同测点电磁响应曲线

矿山运输道路附近进行了现场试验，该矿区的地下

Line response map at different measuring points on the

水类型以松散岩类孔隙水和碳酸盐裂隙溶洞水为

same side line

主，松散岩类孔隙水赋存于第四系冲洪积层砂砾层、

111)的响应曲线重合，因为这两个测点恰好处在异

粉砂、亚砂土、粉质黏土中，上覆于碳酸盐岩裂隙

常体边界点(101，111，111)等距的两侧，这 2 个测

溶洞水之上，水量水位季节变化明显，碳酸盐岩裂

点接收异常体的响应基本一致。

隙溶洞水分布于整个矿区，岩溶发育不均一，多为

(3) 视深度–视电阻率等值线分析

强富水区。由于矿区内岩溶尤为发育，存在不同程

仍然采用图 6 中相同的网格编号，测线以异常

度的充填溶洞模型和半充填模型特征的溶洞，给路

体的中心点(111，111，111)为基准点，依次选取点

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通过瞬变电磁法能够对路面

(91，111，111)，点(95，111，111)，点(99，111，

潜在岩溶进行探查。

111)，点(103，111，111)，点(107，111，111)，点

现场的测线布置图如图 9(a)所示，测线布设在

(111，111，111)进行正演数据采集，发射框(3 m)每

+10 m 台段，测线长度为 85 m，测线标尺与溶洞涌

次移动 2 m，形成测线，其结果如图 8 所示，对于

水的相对位置如图所示，在+10 m 台段溶洞初露的

半充填模型，等值线图像对第二层电阻率为 2 Ω·m

位置在测线的 68～80 m 处，布设的测线在溶洞区域

的低阻体反应很明显，在 10 m 以下出现面积较大

的一侧。现场溶洞初露的情况如图 9(b)所示，在地

的低阻体，低阻体如浅蓝色部分所示；对于充填模

面初露岩溶塌陷下方的－5 m 台段出现了一个 2 m×

型，异常体在图中深蓝色区域反应良好，与异常体

5 m 的溶蚀裂隙，并且存在较大的突涌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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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发育情况如图 11 所示，存在 2 个较大的 A 溶洞
和 B，由 A 溶洞沿着 1 岩溶裂隙纵向发育产生串珠
状溶洞现象，由 B 溶洞沿着 4 岩溶裂隙纵向发育同
样产生串珠状溶洞现象，对于 2，3，5 区域，由于
电阻率相对溶洞区域电阻率较高，可能为过水量较
小的岩溶管道或溶蚀小裂隙，或者溶蚀携带的含
(a)

水淤泥。B 溶洞和 4 岩溶裂隙是地面已经揭露的岩
溶区域，A 溶洞和 1，2，3，5 区域为潜在的岩溶发

－5 m 台段

育区域。后经开挖证实 A 处的溶洞和下附的管道
溶洞涌水

系统。

(b)

图9
Fig.9

现场测线布置情况及溶洞涌水情况
图 11

Introduction of cave water and line layout

Fig.11

等值线图推断的岩溶发育

Karst development of contour map

采集设备使用 Protem47 瞬变电磁仪，基频选用
62.5 Hz，关断 20 μs，发射电流 1.0 A，点距 1 m，

5

结

论

测线长度 85 m。
4.2 数据解译与分析

通过对充填模型和半充填模型的正演计算，可

利用烟圈效应对视深度进行计算，瞬变电磁中

以发现浅层岩溶含水体的电阻率越低、规模越大，

心回线电阻率计算公式进行电阻率计算，计算得到

瞬变电磁异常响应幅值越大，浅层岩溶的瞬变电磁

的视深度–视电阻率等值线图如图 10 所示，从图

异常响应主要集中在早期。并且瞬变电磁对于探测

中可以看出，在测线 60～80 m 范围存在一个低阻

充填和半充填岩溶均具有很好的识别能力。通过现

区域，测线 10～40 m 范围存在一个低阻区域，在

场试验验证，瞬变电磁能够识别一定规模的地面浅

图 10 中都已标识，测线 60～80 m 范围存在一个低

层溶洞，能够初步对溶洞中的地下水走向及岩溶发

阻区域，深度在 5～20 m 范围，与现场－5 m 台段
揭露的溶洞地表现象基本吻合，测线 10～40 m 范
围存在一个低阻区域，深度在 5～18 m 范围，推断
该区域存在溶洞发育的隐患。

育特征进行判断。但数据采集时应该尽量减小关断
时间、并在尽早的时间道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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