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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物探方法在城市应急水源地调查评价中的应用
马

健 1袁2

渊1.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大队袁山东 潍坊 261021曰

2.山东省地矿局海岸带地质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袁山东 潍坊 261021冤
摘

要院以潍坊应急水源地东小营富水区为例袁在充分了解研究区水文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的基础上袁

分别对高密度电阻率法和水文测井的原理尧工作方法及应用效果进行综合分析袁解释推断研究区含水层
结构特征袁建立水文地质参数测井解释模型袁对含水层的矿化度尧渗透系数及单位涌水量等参数进行估
算遥结果表明袁物探解释成果与抽水试验及水质分析结果吻合度较高遥研究认为袁综合物探方法在水文地
质特征分析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袁可为应急水源地调查评价提供技术支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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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水源地是指在现有水源地出现问题的情况

行了分带研究袁结合区域地质情况布设开采井袁取得

下袁为解决生产及生活用水压力袁而采用的一种非常规

了良好效果遥 以往的研究成果表明袁地下含水层的岩

的尧有一定开采周期的临时性供水水源地 遥 目前袁我

性尧空间分布及相关水文地质参数特征袁是城市应急

国正进入城市发展的加速阶段袁 多个城市存在水资源

水源地选址及后续工程建设的关键所在遥 在众多应急

保障程度不足的问题袁 随着城市供水风险的加剧和水

水源地调查评价方法中袁物探技术是简单易行尧效果

资源的短缺袁 应急水源地开发成为了维持城市可持续

可靠的重要手段遥

[1]

发展的必要条件 遥 近年来袁我国多个城市陆续组织开
[2]

展了一系列的地下水应急水源地论证尧 建设和运行管
理等工作袁 国内众多学者也对应急水源地的调查评价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遥 邹友琴

[3]

等根据南昌市水文地质条件袁选定尤口尧谢埠尧桃花三

个富水地段作为应急供水水源地袁并应用 GMS 软件模
拟了各个水源地在最不利降水条件下的应急供水情
[4]

潍坊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 300m3袁低于山东省

平均水平袁仅为全国水平的 1/7袁属于严重缺水城市 [7]遥

为缓解城市供水压力袁 加强城市应急供水机制建设袁
保障城市供水安全袁 潍坊市于 2016 年启动应急水源
地调查评价工作遥

本文以潍坊应急水源地东小营富水区调查评价
工作为例袁 在充分了解研究区地层沉积特征的基础

况遥 张凯 等根据应急水源地选取原则袁在保证供水量

上袁结合不同物探方法的适用性袁通过高密度电阻率

的前提下袁结合水质尧规划及交通条件等因素袁在宿州

法研究地层分布袁 结合钻孔资料推断含水层结构特

市选取了顺河和西二铺两处应急水源地袁 提高了宿州

征袁并利用测井资料估算相关水文地质参数袁为后续

[5]

市供水抗风险能力遥 张琦伟 等应用可控源音频大地

水源地建设工作提供科学依据遥

电磁法渊CSAMT冤在北京市潮白河尧怀河地区进行了相

1

关的勘查研究工作袁 查清了奥运应急水源地的地下水
赋存情况袁 为应急水源地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的证
[6]

据遥 郭高轩 等利用对称四极电测深法袁确定了北京要
张坊应急水源地断裂构造的位置和走向袁 对第四系进

研究区概况

1.1 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白浪河流域冲积平原袁地层以第四纪

松散沉积物为主袁厚度不一袁最厚达 400m袁成因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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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岩石组合复杂渊见图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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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高阻异常袁并且其深度尧形态和范围等与已知含水
层规模大体相当时袁 即可认为是含水层的电性反映遥
因此袁利用高密度电法对地下含水层的分布特征及空

大
河

于

间赋存形态进行勘查是切实可行的遥

白

表1

浪

Table1

虞

河

研究区地层电性参数统计

The statistics of stratigraphic electricity parameters in
the research area

河
地层时代

岩性
粘土

Fig.1

沂河组

潍北组

图1

寒亭组

高密度剖面位置及编号

研究区区域地质略图

临沂组渊Qhl冤遥 在研究区内分布广泛袁地表多为耕
植土袁以灰黄色黏土质粉砂尧粉砂质黏土为主袁下部可
见粗砂袁厚度较小袁多在 1m 左右袁沉积在基岩之上者
厚度较大袁可达数米至 10 余米遥

沂河组渊Qhy冤遥 现代河道的近代沉积袁呈带状分

布袁岩性较粗袁岩性以含砾砂层为主遥
潍北组渊Qhw冤遥 研究区北部发育潍北组袁岩性主要
为灰尧灰黄尧灰黑色的砂尧淤泥沉积袁厚百余米至数百

2

2.1.1

30耀50

含水层

方法原理
高密度电阻率法以地下目标体和周围介质间的

电性差异为基础袁通过对地下半空间中传导电流的分
布规律进行研究袁获取地下介质电阻率袁推断地下空
间电性异常体的分布特征[9-10]遥 高密度电阻率法有多种

排列方式袁如温纳装置尧斯伦贝谢装置尧三极装置及偶

极要偶极装置等渊见图 2冤遥
A

理遥厚度大于 2m袁最厚处可达 5耀10m遥下伏层位为临沂

A

组或潍北组遥

1.2 水文地质特征
研究区内第四系广泛分布袁地下水赋存条件较好袁

降水入渗及白浪河侧渗补给袁 排泄方式主要为人工开

20耀40

2.1 高密度电阻率法

的中尧细砂尧粉砂袁局部含少量黏土夹层袁见风成斜层

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袁 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

隔水层

工作方法及原理

成因袁来源于海滨沙岸的风积砂遥主要岩性为分选良好

37.63m袁厚度 3.4耀8.6m袁富水性较强[8]遥区内地下水类型

10耀20

砂砾石层

米袁由北西向南东渐薄遥 寒亭组渊Qhht冤遥 寒亭组为风积

含水层岩性主要以粗砂及砂砾石层为主袁 埋深 14耀

5耀10

中粗砂

供水井位置及编号

The sketch map of regional geology in the study area

地层性质

粉质粘土

第四系
临沂组

电阻率 籽 /赘窑m

渊a冤温纳装置
M
N
a
a
a
渊c冤三极装置
na

图2

B

A

渊b冤斯伦贝谢装置
M N
B
na
a
na

M N
a

A

渊d冤偶极一偶极装置
B
M N
a
na
a

高密度电法常用装置

Fig.2 The common devices using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2.1.2

工作方法及数据处理
为取得合适的装置参数与高质量的原始数据袁正

采及侧向径流排泄遥

式工作前在研究区已知井旁布设一条剖面进行方法

1.3 地球物理特征

有效性试验袁即选择不同的装置类型分别测量遥 经数

由研究区地层电性参数统计表渊见表 1冤可知袁含

水层主要岩性为中粗砂及砂砾石层袁 其视电阻率值一
般大于 20赘窑m袁整体呈高阻电性特征

曰而隔水层

[9 -10]

渊粘土尧粉质粘土等冤由于泥质含量较高而呈现低电阻
率特征袁其视电阻率值小于 20赘窑m袁两者之间存在明
显的电性差异遥 当高密度电法测量反演断面上出现局

据对比分析袁温纳装置对电阻率的垂向变化最敏感且
装置系数最小袁因此在探测水平目标体时袁可观测到
较强的信号袁应用效果良好遥 故本次工作采用温纳装
置袁选择测量点距 10m袁供电电压 100V袁供电脉冲宽度

为 2s遥 为查明研究区地层分布特征及含水层赋存形
态袁本次工作共布设剖面 2 条袁编号分别为 L1尧L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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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电法的理论模型是一个各向同性的均匀地

系地区袁地层的放射性强弱与地层水和钻井液的矿化

质体袁 但实际工作中袁 所测的视电阻率断面受地形起

度无关袁仅受地层吸附能力影响袁地层颗粒越细袁泥质

伏尧接地条件不良及点位误差等因素影响袁往往与实际

含量越高袁吸附的放射性物质越多袁自然伽玛曲线读

模型不符袁需要对原始数据作相关预处理 袁如数据拼
[10]

接尧地形校正及剔除畸变数据等遥

本次采用瑞典高密度电法处理软件 Res2Dinv 对

数越高遥 因此袁可以利用自然伽玛测井曲线计算含水
层泥质含量院
SH = GR-GR min
GR max-GR min

预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反演计算并成图遥 初始模型为均

SH窑GCUR
V sh = 2 GCUR -1
2 -1

匀地下半空间袁反演方法采用阻尼最小二乘法遥它是基
于最小二乘法的一种反演算法袁 通过在计算模型修正
量时增加阻尼因子袁改善最小二乘法的收敛性袁在电法

勘探中有着广泛的应用遥 经试验袁迭代 3耀5 次后反演
结果最接近实际情况袁拟合误差 RMS约10%袁故本次反
演采用迭代 3耀5 次后的结果遥
2.2 水文测井

水文测井是在钻孔中研究地下含水层特征的各种
物探方法的统称遥 它对于寻找工农业用水和解决水文
地质及工程地质问题具有一定意义遥主要任务包括院划
分含水层与隔水层袁并确定其深度和厚度曰确定含水层
的孔隙度和渗透率袁并估算其涌水量曰研究地层水矿化
度袁评价地下水质量遥 根据任务的不同袁可以单独或综

渊2冤
渊3冤

式中院GR 为自然伽玛测井值袁API曰GR max 为自然伽玛

测井最大值袁API曰GR min 为自然伽玛测井最小值袁API曰
V sh 为地层泥质含量袁%曰GCUR 为地区经验系数袁研究
区第四系地层取 3.7遥

2.2.3

孔隙度

根据研究区含水层性质袁按其物质组成可以分为

地层骨架尧地层泥质和孔隙水袁由体积物理模型的思
想袁声波时差测井响应值为各部分之和遥 研究区地层
压实程度较低袁声波时差偏大袁计算孔隙度偏高袁需要
进行压实校正遥 故利用声波时差计算地层的孔隙度见
式渊4冤院

合应用各类测井方法遥

准 = 驻t-驻tma 伊 1 - 驻tsh-驻tma 伊V sh
驻tf -驻tma Cp 驻tf -驻tma

渊4冤

根据研究区水文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袁 本次工作

式中院驻t 为声波时差测井值袁滋s/m曰驻tma 为地层骨架声

采用三侧向电阻率测井尧声波时差测井尧自然伽玛测井

波时差值袁滋s/m曰驻tf 为孔隙流体声波时差值袁滋s/m曰驻tsh 为

及自然电位测井四种方法遥 本文通过对水源地以往取

粘土层声波时差值袁滋s/m曰V sh 为地层泥质含量袁%曰Cp 为压

得的物探测井实际资料的研究袁 建立水文测井解释模
型袁对含水层的地下水矿化度尧渗透系数及单位涌水量
等参数进行估算遥

2.2.1

地下水矿化度

实系数袁研究区第四系地层取 1.3曰准 为孔隙度值袁%遥

2.2.4

渗透系数

渗透系数是描述含水层透水能力的重要指标袁是

评价一个地区水文地质条件不可缺少的重要参数遥 在

地层的电阻率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遥 在含水

不考虑水质的影响下袁渗透系数与含水层岩性尧结构有

层岩性尧厚度和孔隙度等基本相同的条件下袁视电阻率

关袁含水层的颗粒越粗尧孔隙越大则渗透系数亦大袁反

测井曲线的平均值与地层水矿化度之间具有较好的相

之亦小遥 利用声波时差测井求出的孔隙度与已知井抽

关性袁地层水的矿化度越高袁导电性能越好袁电阻率就

水试验计算的渗透系数建立要相关曲线袁 经回归统计

相应降低曰矿化度越低袁导电性能变差袁相对应的电阻

计算袁研究区渗透系数与孔隙度的相关关系见式渊5冤院

率值升高遥 因此袁通过研究区范围内 12 眼已知井抽水
化验的矿化度与对应的含水层视电阻率平均值进行回
归统计袁得到研究区矿化度解释模型院
Cw = 4.582 伊 104 伊 籽-1.25

渊1冤

式中院Cw 为地下水矿化度袁mg/L曰籽 为地层视电阻率平
均值袁赘窑m遥

2.2.2

泥质含量

研究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层孔隙水袁

主要富水层位为砂层袁主要隔水层位为粘土层遥在第四

K=3.12伊e 2.5伊 准
式中院准 为孔隙度值袁%曰K 为渗透系数袁m/d遥
2.2.5

渊5冤

单位涌水量
研究区按承压含水层完整井的裘布依公式计算

单位涌水量院
q越园援园猿员远伊 K伊M
lgR-lg r

渊6冤

式中院q 为单位涌水量袁l/s窑m曰K 为渗透系数袁m/d曰M 为

含水层厚度袁m曰R 为影响半径袁m曰r 为水井滤水管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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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袁m遥
通过对研究区周边已知井的抽水试验确定影响半

径为 34.80m袁成井滤水管半径为 0.125m遥 因此袁式渊6冤

可以简化为院

渊7冤

q越园援园员3伊K伊M

对于存在多个含水层时袁 混合抽水的单位涌水量
可以近似的认为是每个含水层单位涌水量之和袁即院
n

q越园援园员3伊移K i 伊 Mi
i=1

式中院K i 尧Mi 分别为第 i 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和厚度遥

3

渊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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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1耀66 点范围内视电阻率值整体高于 35赘窑m袁表现

为连续且稳定的高阻异常体袁说明该处含水层颗粒较
粗袁 为砂砾石层的电性反映曰L2 线厚度变化较大袁在
15耀21 点尧45耀51 点范围内袁含水层分布较薄且连续性

较差袁与 L1 线相比袁呈现视电阻率值稍低且高阻范围

及规模缩小的趋势袁 表明在此范围内含水层在厚度尧
连续性和完整性上较 L1 线稍差遥

综合来看袁L1 线 51耀66 点尧L2 线 33耀42 点含水层

在深度及水平范围内呈现厚层尧 连续分布的特点袁具
备建设供水井的前提条件遥
3.2 水文测井成果解释

结果分析与讨论

根据水文测井解释模型袁对研究区供水井的矿化度尧

3.1 高密度电法成果解释

渗透系数尧涌水量等进行分析预测袁其解释成果见表 2遥

断面图上看 渊见图 3~4冤袁2 条剖面反映的电性特征基

较为接近袁误差范围在依100mg/L 之间曰渗透系数最大

内袁按视电阻率值的高低大体可以分为 3 个电性层袁具

单位涌水量与测井解释成果基本一致袁 最大误差为

从 L1尧L2 线高密度剖面二维电阻率反演获得的

本一致袁整体电性层状特征明显遥80m 以上的深度范围
有野两低夹一高冶的特征遥 浅部渊约10m冤视电阻率表现为
连续的低阻层袁 厚度变化较小袁 为表层粘土的电性反
映袁局部视电阻率值较高袁推测该段土层干燥袁体现了

由表 2 可知袁测井解释矿化度与水质分析矿化度

误差为 2.3m/d袁平均误差为 0.84m/d曰抽水试验确定的
0.42 l/s窑m袁测井解释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度较高遥

4

结语
渊1冤高密度电法采用温纳装置进行采集袁垂直方

表层粘土的不均匀性曰中部渊10耀40m冤表现为连续的高
阻层袁视电阻率值整体高于 20赘窑m袁层状特征明显且

向分辨率较高袁取得了良好的观测数据遥 根据高密度

体为低阻层袁 电阻率随深度的增大由 20赘窑m 减小至

推断解释了含水层的埋深尧 水平分布及厚度特征袁为

L1 线尧L2 线电性特征较为一致袁含水层自西向东

渊2冤根据建立的测井解释模型计算了水文地质参

横向连续性好袁为含水层的电性反映曰深部渊跃40m冤整

反演成果袁 结合研究区地质资料及含水层电性特征袁

10赘窑m袁层状特征明显袁推测为粉质粘土的电性反映遥

供水井建设提供优选区域遥

有逐渐变薄的趋势遥 其中袁L1 线含水层厚度变化较小袁

数袁结果表明袁测井解释的矿化度尧渗透系数尧单位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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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表2
Table2
编号
SJ01

SJ02

3
0
-20
-40
-60
-80
h/m
3
0
-20
-40
-60
-80
h/m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39 42 45 48 51 54 57 60 63 66 69 72 75 78 点号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39 42 45 48 51 54 57 60 63 66 69 72 75 78 点号

Fig.4

粘土

图4

中粗砂

矿化度/mg窑L
598

899

视电阻率等值线

L2 线高密度电法二维反演解释成果

The two-dimensional inversion interpretation result of L2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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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水文测井解释成果

The results of hydrological logging interpretation in the research area

水质分析与抽水试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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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井解释成果

渗透系数/m窑d

单位涌水量渊l/s窑m冤

矿化度/mg窑L

渗透系数/m窑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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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与抽水试验和水质分析结果吻合度较高遥

渊3冤综合物探方法具有成本低尧效率高尧探测准确尧

in Geophysics, 2010,25(1):337-342. (in Chinese))

[6] 郭高轩,辛宝东,刘文臣.电测深在北京要张坊应急岩溶水源地勘查

中的应用[J].物探与化探, 2010,34(2):225-228.(GUO Gaoxuan, 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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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dong, LIU Wenchen. The application of electric sound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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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供水井建设位置曰其次袁根据供水井测井资料计算相
关水文地质参数袁 对应急水源地水质尧 储量等进行评
价袁具有明显的应用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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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Geophysical Method on Investigating and Evaluating the
Urban Emergency Water Sources Field
MA Jian1,2

(1. NO.4 Geological Team of Shandong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W eifang 26102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Coastal Zon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handong Provincial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W eifang 261021, China)
Abstract院Taking Dongxiaoying water -rich area of Weifang emergency water sources as an example, on the basis of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hydrogeological and geo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principles, working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effects of high-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and hydrological logging, interprete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quifers in the study area, and established hydrogeological parameters Logging interpretation model to estimate the salinity,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and per unit of water inflow.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ophysical interpretation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ose of pumping test and water quality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method has
good applicability in the analysis of hydro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emergency water sources.
Key words院comprehensive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emergency water sources area; hydrogeology;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hydrological logg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