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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墙体渗漏的几何尺寸通常很小，所引起的电导率空间
差异小，用现有的高密度电法和瞬变电磁勘探方法检测这些很
小的渗漏位置，其空间分辨率不够． 本文在墙体两侧用电极供
电，记录供电电极正向导通、正向关断、反向导通和反向关断这
四个过程的瞬态响应全波波形，以穿过墙体的渗漏电流在地层
内所产生的直流和瞬变电压异常为有用信号，用不同时刻的电
压分布显示渗漏引起的电压异常，实现渗漏位置的直接检测．
本文先将墙体视为绝缘体，渗漏位置的电流视为点状电流源，
给出了测量平面内的电位分布，这是渗漏引起的电位异常，称
为有用信号．然后用镜像法计算了墙体为普通导电介质时的直
流场分布，这是墙体不渗漏时的响应，称为渗漏检测的无用信
号．用 Maxwell方程分析了电极在导通、关断时激发的瞬变电磁
响应．与直流响应不同，瞬态响应同时具有幅度衰减和相位移
动，其中相位移动对应着传播过程，在墙体界面和渗漏点均产
生反射，以类似于波动的形式构成渗漏的有用信息． 最后给出
了连续记录的 30 个不同位置的电极所测量的电压分布曲线，
直观地显示了瞬变电磁场和直流场的响应以及渗漏位置．验证
了本文所给出的直流、瞬变联合渗漏检测方法．
关键词 渗漏检测; 截渗墙;止水帷幕;直流电;瞬变电磁;全波
波形;有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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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ometry of the wall leakage is usually small，and
the difference of conductivity in space is small． The existing high-
density electrical method and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exploration
method are used to detect these small leakage location，but the
spatial resolution is not enough． In this paper，we use electrod to
provide power on both sides of the wall，and record the transient
response all-wave shape of the four processes of positive turn-on，
positive turn-off，reverse turn-on and reverse turn-off． We use the
direct current and transient voltage anomalies in the stratum
generated by the leakage current through the wall as useful signals．
We use the voltag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time to show the
abnormal voltage caused by leakage，which can realize the direct
detection of the leakage location． In this paper，we first consider the
wall as an insulator and the current at the leakage position as a point
current source，and give the potential distribution in the measured
plane，this is the potential anomaly caused by the leakage，which is
called the useful signal． Then we use the mirror image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direct current field distribution when the wall is a
common conductive medium． this is the response when the wall does
not leak，which is a useless signal for leakage detection． We use
Maxwell equations to analyze th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response
of the electrode when it is turn on and turn off． Different from the
direct current response，the transient response has both amplitude
attenuation and phase shift，in which phase shift corresponds to the
propagation process，and the reflection occurs at the wall interface
and the leakage point，forming the useful information of the leakage
in a form similar to the wave． Finally，we show the voltage
distribution curve measured by 30 electrodes at different positions
recorded continuously， which show the response of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field and direct current field，as well as the leakage
location directly， and verify the direct current and transient
combined leakage detection method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Leakage detection; Seepage-prevention wall; Waterproof
curtain; Direct current;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The all-wave
waveform; Useful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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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建筑帷幕、连体墙和大坝、水库的截渗墙均起到隔断水
流动、保持土层中的泥土不被流失的作用．上述墙体施工过
程中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会在局部个别位置出
现渗漏( 陈兴海等，2014) ．这些渗漏需要提前进行封堵，不然
当土方开挖或者遇到洪水时，两边的水压差比较大，渗漏位
置便开始渗水、带走泥土，渗漏过程延续一段时间后渗漏点
越来越大，水越来越多，导致施工无法进行，所带走的土很
多，造成周围公路或者建筑地基缺陷，公路塌陷和建筑物变
形、倾斜;在洪水来临时造成堤坝管涌甚至决堤，对公共安全
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需要在没有开挖前，对埋在土层里的墙
体进行渗漏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对有缺陷的渗漏位置提前进
行处理．

墙体渗漏的部位通常很小，检测时对分辨率的要求比较
高．现有的高密度电法( 严加永等，2012; 岳宁等，2016; 郭龙
凤等，2018;马吉静，2019) 和瞬变电磁方法( 张庚骥，1984;朴
化荣，1990; 于生宝等，2006; 薛国强等，2007; 邓中俊等，
2019) 主要测量视电阻率:通过地面供电，测量地面的电场变
化，因为地层内部一定深度内的电流最大，就认为测量的视
电阻率是该深度点的电阻率 ( 张庚骥，1984; Mauriello and
Patella，1999;张赓等，2013; 黄毓铭等，2017) ．这两种物探方
法只能间接地反映地下空间的电阻率变化，对大尺度区域的
电阻率变化能够进行有效测量 ( 吕惠进等，2005; 李貅等，
2012;欧阳涛等，2019) ．在墙体渗漏检测应用时，受墙体比较
薄和渗漏引起的电导率分布区域变化小等因素的影响．对渗
漏是否存在以及渗漏位置分布范围等无法给出明确的判断，
无法指导渗漏封堵施工．

墙体渗漏检测是一个有别于普通物探的应用，其薄的墙
体( 0． 8 m) 埋在土中，整个墙体的空间分布比较小，渗漏位
置可以视为一个点，在土层下面一定深度内．需要用新的物
理检测方法．

欧洲 TEXPLOＲ 环境探测技术有限公司针对墙体渗漏
检测研究了 ECＲ( 渗流场和电流场) 方法，研制了 ECＲ 设备
( TEXPLOＲ公司专利 ECＲ/EFT技术) ．在墙体一侧的钻孔中
供电，通过测量墙体另一侧的电流场和渗流场( 朱伯芳，
1994;郑灿堂等 2012) 对渗漏进行直接判断．

本文仍然沿用在墙体一侧钻孔，在孔内放置供电电极，
在另一侧地面用分布电极测量电压分布的方法．墙体电阻率
高，阻止电流流动．当有渗漏时，渗漏处电阻率低，电流从渗
漏点流过墙体，在另一侧引起电压异常，通过测量这些电压
异常直接对墙体渗漏进行检测，构成了直接测量方法． 与
ECＲ不同，本文研究渗漏引起的直流和与此相关的瞬变电磁
场的分布．测量直流场和瞬变电磁场全波波形．用不同时刻
的电压分布对渗漏位置进行识别．

本文首先给出了渗漏引起的直流电压异常分布，然后用
镜像法给出了墙体完好时的电压分布．最后用导通、关断、反
向导通和反向关断激发方式测量了所有电极的全波波形．用
不同时刻的全波波形展现了渗漏引起的电压分布变化．给出
了建筑帷幕的现场测量实例．

1 墙体渗漏直接测量方法 ECＲ

墙体渗漏位置电阻率低，导电能力强． 在墙体的一侧供
电，电流会沿渗漏位置流动到墙体的另外一侧，在另外一侧
进行测量，能够获得渗漏所引起的电压异常． 图 1 所示为渗
漏检测方法 ECＲ示意图．供电电极在墙体一侧的钻孔中，回
路电极在另一侧比较远的位置．从供电电极流出的电流向回
路电极流动时经过墙体．理想情况下，墙体不导电，则没有电
流穿过墙体流动，在测量电极分布的区域位置没有电压异
常．当墙体上有渗漏时，电流从渗漏位置流过墙体，在测量电
极分布的区域位置有电压异常，测量该电压异常即可判定墙
体是否存在渗漏．

2 墙体渗漏引起的电压分布(理想情况)

为简单起见，我们先计算墙体是绝缘体时，其上一个渗
漏点在另外一侧地面所引起的电压分布．先不考虑地面以上
空气不导电的情况，用半无限大均匀介质的电场分布求解渗
漏点所引起的响应( 异常) ．

图 2 所示是计算模型示意图． 白色区域是测量平面，排
列测量电极，靠近墙体位置，主要测量其下面的墙体渗漏( 位
置) 所引起的电压异常．

图 2 中，设渗漏位置为坐标原点，在其上 z0 处有一个平
面 xy，在该平面上进行检测．当只有渗漏位置带来的电场变
化时，可以将渗漏位置视为一个点电极( 源) ，在墙体右侧的
半无限大均匀介质中产生电场，其在接收平面产生的电压分
布( 在平行与墙体的一条测线上是曲线，在一个平面内是等
高线形状) 是渗漏检测的有用信号．该模型中，假设回路电极
位于无限远处( 距离测量平面比较远) ，对测量的电场没有
影响．

将帷幕或者墙体的表面视为无限大，渗漏处的点源在帷
幕右侧半无限大均匀介质中产生的电场分布可以用半无限
大均匀介质的电位分布公式计算:

U = IＲ
2πr
， ( 1)

其中 Ｒ是右侧地层的电阻率，r 是渗漏点到测量平面的电极

的距离 r = x2 + y2 + z槡 2
0，y的取值有正有负，x 的取值为正．

这是渗漏位置位于测量平面的正下方时电场的计算方法．偏

离正下方 y0 位置以后，其距离是 r = x2 + ( y － y0 )
2 + z槡 2

0 ．
首先计算渗漏位置在不同深度时在测量平面所引起的

电压分布．图 3a是渗漏位置分别位于 z0 = 0、1、6、14 m 时测
量平面上的电压分布．从图上可以看到，靠近地面的渗漏位
置激发的电场分布集中在渗漏点处，随着渗漏位置深度的增
加，渗漏所产生的电压集中程度降低，最大的峰值减小，等电
压分布区域呈现半径比较大的圆环形状，在测量平面所产生
的电场分布的直径逐渐扩大．深度越深，在测量平面产生的
相同电压分布的区域越大．

3 墙体引起的直流电位响应

墙体用水泥和土混合而成( 止水帷幕) 或者用钢筋混凝
土浇筑而成( 连体墙和截渗墙) ． 其导电能力较土或者地层
差．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导电性，其电导率不为 0． 墙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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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z0 = 0、1、6、14 m时测量平面上的电位分布
Fig． 3 When z0 = 0，1，6，14 meters，the potential distribution on the measurement plane

图 1 渗漏直接检测方法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direct leakage detection method

图 2 墙体渗漏检测简化模型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simplified wall

leakage detection model

图 4 墙体电导率不为 0 时，墙体对测量电压的
影响计算示意图

Fig． 4 When the wall conductivity is not 0，the impact
of the wall on the measurement voltage calculation

schematic diagram

厚度为 0． 8 m左右，在深度和长度方向上尺寸比较大( 深度
达到 20 ～ 50 m，长度几十到几百米) ．为此，我们将墙体等效
为一个厚度有限的无限大均匀平板，电阻率为，用地层-墙
体-地层三层模型研究墙体对点电极激发的电流场的影响．
如图 4 所示，供电电极位于墙体左边的地层中，其电阻率为
Ｒ1，墙体右边的电阻率为 Ｒ3 ． 该模型可以用镜像法求解，获
得墙体对电流场的影响． 设墙体的厚度为 H，在墙体左侧地
层中的供电电极在墙体右侧地层中产生的电场受墙体的几
何尺寸( 厚度) 和电阻率影响，在深度和长度方向为无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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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墙体存在引起的电压分布变化，镜像法中前三个镜像电极产生的电压和总电压
Fig． 5 The voltage distribution changes due to the wall，the voltage and total voltage

generated by the first three mirror electrodes in the mirroring method

图 6 渗漏( 1 m深) 所引起的电压异常曲线
( 供电电极位于 6 m深位置)

Fig． 6 Abnormal voltage curve caused by leakage ( 1 m deep)
( supply electrode at 6 m deep position)

的假设下，可以用一系列镜像电极产生的响应叠加而成( 张
庚骥) ．即一系列镜像电极描述了两个界面对直流电场分布
的影响．每个镜像相对于供电电极来讲水平增加了 2H距离，
电流强度增加一个透射系数因子 K23K21 ．产生的电压为

U13 =
IＲ3

4π
( 1 － K12 ) ( 1 － K23 )∑∞

n = 0

K23K12n
rn

， ( 2)

其中: rn 是第 n个镜像电极到接收点的距离． n = 0 时对应的
半径 r0 是供电电极到测量电极的距离，n = 1 时的 r1 是水平
离开供电电极 2H距离以后的第一个镜像电极到测量电极之
间的距离; n = 2 时的 r2 是水平离开供电电极 2* 2H 距离以
后的第二个镜像电极到测量电极电极之间的距离，……． U13

是第一层介质供电，在第三层介质中产生的电压，I是供电电

流，K12 =
Ｒ2 － Ｒ1

Ｒ2 + Ｒ1
，K23 =

Ｒ3 － Ｒ2

Ｒ2 + Ｒ3
分别称为第一层到第二层时

的电流反射系数、第二层到第三层时的电流反射系数．
基于镜像法计算的电场分布可以看成是无穷多个点电

极在无限大均匀地层( Ｒ3 ) 产生的电场的叠加．其中，第一个
镜像电极位于供电电极处，电流强度为( 1 － K12 ) ( 1 － K23 ) I，
是所有镜像电极中电流强度最大的、其距离测量电极的距离
r1 最短，因此其对响应贡献最大．其物理意义是将墙体的影
响归并到电流强度中，相当于在供电电极位置有一个电流为
( 1 － K12 ) ( 1 － K23 ) 的电极在无限大均匀介质 Ｒ3 中产生的电
场．因此，在渗漏检测最简单的模型中，可以将墙体忽略( 视
为不存在) ，用点电极在无限大均匀介质 Ｒ3 中产生的电场进
行近似．第二个镜像电极水平偏离供电电极 2H( 长度) ，电流
在第一个镜像电极的基础上再乘以因子 K23K12，也用点电极
在无限大均匀介质中产生( 接收电极处) 的电场进行计算;
第三个镜像电极再水平移动 2H，电流再乘以 K23K12，……，其
他镜像电极以此类推．随着离开供电电极距离的增加和镜像
电流的减小，其对响应的贡献逐渐减小．图 5a是供电电极位
于地下 2 m深时，平行于墙体的测量直线上，三个镜像电极
各自产生的电压分布曲线( 下面三个曲线) 以及三个镜像电
极所产生的电压之和( 黑线，最上面) ．最下面的曲线幅度比
较小，曲线也比较平缓．因此第一个和第二个镜像电极产生
的电压变化趋势和形状决定了墙体产生的电压分布． 或者
说，点电极在墙体另外一侧产生的电场主要由第一个和第二
个镜像电极产生的电场决定．

增加供电电极的深度到 4 m 得到图 5b 所示的电压分
布，图中对应的电压曲线幅度减小，峰的形状变缓慢．有渗漏
时，渗漏引起的电压异常叠加在该曲线上，形成异常峰值．

图 6 是供电电极距离墙体的距离为 1 m、深度位于 6 m
处，在深度 1 m处有个渗漏位置时，墙体产生( 镜像法) 的电
压( 黑虚线) 和渗漏产生的电压( 红虚线) 以及两者之和( 实
线，实际测量响应) ．从图中可以看到:当渗漏位置有多余的
渗漏电流流出时，在所测量的电压变化曲线中会出现异常峰
值，用该异常峰可以识别渗漏是否存在．

为了区分这两种信号的特征，我们称墙体产生的电压分
布为无用信号，它是基本信号，描述墙体完整，没有渗漏时，
我们所能够测量到的电压分布．称渗漏点所引起的直接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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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电极激发，8 个电极在不同位置接收的全波波形
Fig． 7 All-wave waveform received by 8 receive electrodes at different positions when the power electrode to inspire

图 8 两个电极构成的偶极子在阶跃激发时的响应波形
Fig． 8 The response waveform of a dipole composed of two electrodes in step excitation

信号为有用信号，该信号直接反映渗漏特征:渗漏深度、渗漏
位置以及渗漏的大小、强度( 电压异常幅度) ．这是电流场和
渗流场测量中最主要的电场分布．

4 电极激发方式及瞬变电磁场描述

在实际测量时，我们对供电电极和回路电极 ( 负极) 采
用正向导通、正向关断、反向导通和反向关断的方法进行激
发，所有的测量电极均连续记录上述过程中电压的变化．
图 7 是在水池中实际测量的四个激发过程的全波波形( 共 8
个电极) ．从图中可以看到:响应幅度随时间变化，每次激发
都产生一个瞬态过程．四次瞬态激发伴随着四个瞬态响应，
正向导通和反向导通的瞬变响应结束以后是两个直流响应，
另外还有两个自然电位( 两次关断以后的响应) ．

用这种方式激发时，在每个完整的激发周期内所采集到
的全波波形中均包含上述 8 次有效测量．目前主要使用了两
次直流响应和两次自然电位响应．还没有应用瞬变电磁的响
应信号．

瞬变电磁响应的描述比较复杂．因为电场随时间变化以
后伴随有磁场，也随时间变化．两者耦合在一起:变化的电场
产生磁场，变化的磁场又产生电场．这样，电场强度沿空间中
任何环路的积分不再为 0( 等于环路所围面积的磁通量随时
间的变化率) ，不能够定义只是空间位置函数的标量函数电
位 U．这时，地面电极所测量到的电压差也随时间改变，不能
够简单地用以上( 前两节的) 公式进行描述．

根据电极在地层中产生的电场具有 r方向和 z方向的电
流分布，并且具有轴对称性( 圆周各个方向的电场一致)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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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帷幕与连体墙以及支护结构图
Fig． 9 Curtain，connecting wall and support structure drawing

随方位角改变．选择柱坐标系，我们可以用一个矢量势函数
Wθ对其激发的电场和磁场进行描述．令 E =

Δ

× ( Wθ) ，利

用 Maxwell方程

Δ

×H = σE + ε Et
= σ + ε ( )t Δ

× ( Wθ) ，

交换求 旋 度 与 时 间 求 导 顺 序 得 到:

Δ

× H =

Δ

×

σ + ε ( )t ( Wθ[ ]) ，H = σ + ε ( )t ( Wθ) ，磁场只有圆周方
向的分量．

地层和墙体都是导电介质，势函数 W 所满足的微分方
程为

Δ2W = σμ Wt
+ εμ 

2W
t( )2 ， ( 3)

对于单频激励 eiωt，方程变成:

Δ2W = ( σμiω － εμω2 ) W，瞬变
电磁场在地层中的响应是: Ceiγr + De － iγr，其中，γ2 = σμiω －
εμω2，C、D是系数．由于 γ是复数，所以其响应包含位移电流
和传导电流共同作用引起的响应．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脉
冲( 电磁波) ，随源距增加快速衰减; 一部分是连续变化的响
应:源距短时是单调衰减，源距长时是先快速上升达到极值
后再慢速下降( 衰减，瞬变电磁响应，以传导电流为主) ，其
幅度随源距的增加衰减比较慢:复数 γ描述瞬变电磁场在介
质中传播的过程:既衰减又相移( 传播) ．其响应在接收电极
上表现为:随着 r 的增加，接收到的波形形态和幅度发生剧
烈变化．图 8 是电偶极子( 两个极性相反的电极排列在一起)
用阶跃函数激发时产生的磁场响应波形．响应中出现两次峰
值，导致电场快速变化达到极值之后快速下降，见实际测量

的全波波形图中导通瞬间的响应( 图 7) ．
因为 γ是复数，对频率积分以后得到的瞬态响应包含两

部分，一部分是位移电流产生的响应，传播速度快，在近场响
应中幅度大，另外一部分是传导电流产生的响应，传播速度
慢( 相对于电磁波速度) ，响应形状类似于充放电现象，是单
调变化的．在实际测量的波形中，第一种响应位于导通或者
关断瞬间，变化极快( 图 8，图 7 的导通或关断瞬间) ，第二种
响应位于整个导通或者关断响应过程中，随时间变化比较
慢，在帷幕检测中一直起作用．

瞬变电磁在墙体和渗漏处的响应与直流电场不同．其特
征方程有两个复根，代表着沿两种方向传播的电磁场，通常
用带衰减的反射波和透射波来分析．在墙体表面和渗漏处会
引起反射( 散射) 波场．这些波的特点都记录在全波波形中，
用不同时刻测量的不同位置处的电压差分布可以看到其
影响．

5 现场测量实例

本文所述方法在天津某工地进行了 ( 帷幕) 实际测量，
获得了连续的全波波形并分析了帷幕的渗漏情况．图 9 是帷
幕和支护结构．主要检测上( 北) 、下( 南) 和左( 西) 边的帷幕
渗漏情况．

图 9 中帷幕、支护桩和连体墙重叠在一起，有连接点，在
连接点处容易出现渗漏情况． 我们在上 ( 北) 面帷幕的外面
钻孔 3 个，左边帷幕钻孔一个( 在连体墙上，帷幕外面是自来
水主管线) ，下 ( 南) 面在帷幕外面钻孔三个，钻孔深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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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南面帷幕 3 个钻孔供电时测量的有用信号
及其异常位置分布

Fig． 10 Useful signals and abnormal position distribution
during power supply from three boreholes

in the southern curtain

12 m．沿着帷幕内侧( 坑体内部) 等间距( 2 m) 排列电极． 将
供电电极放入井中，回路电极放置在远离帷幕位置( 测量上
面帷幕时放在下面帷幕附近的中间位置，测量下面帷幕时放
置上面帷幕附近的中间位置，测量左侧帷幕时分别用位于上
面帷幕或者下面帷幕的回路电极) ．对供电电极分别采用正
向导通、正向关断、反向导通和反向关断的方式． 采集系统
连续采集波形 ( 每隔 10 s 采集一次波形，一次采集 400 个
点，每个点之间相差 1 ms) ．将 400 个点的数据取平均得到
本次采集的平均值．将每个电极采集的平均值作为电压值，
依照电极的位置绘制出来得到原始电压测量曲线． 对原始
测量曲线中受供电电压影响的部分去掉仅剩下曲线的变化
部分．

图 10 是北面墙体的帷幕与实际测量电极对应以后的电
压分布图．图中三个圆圈代表钻孔位置即供电电极所在的位

图 11 西面帷幕三口井供电时的电压测量结果与渗漏评价
Fig． 11 Voltage measurement and leakage evaluation of

three wells which are powered in west curtain

置．供电时电极在井底．从上到下第一个图是最左边的钻孔
5 内供电时 30 个 ( 沿帷幕内侧排列) 电极所测量的电位分
布．由于钻孔位于测量电极的外面，因此，所测量到的电压差
分布中，幅度比较大的分布区域在最左边．图中有多条曲线，
分别代表正向 50 V 供电一段时间、正向 100 V 供电一段时
间，关断一段时间以及反向 50 V供电一段时间和反向 100 V
供电一段时间以后，测量系统连续测量的电压变化．有多条
电压曲线不重合，并且在不同的位置有明显的差异，这是供
电电压调整后，地层的响应缓慢变化在测量电位中的表现．
即瞬变电磁响应过程在测量电极电压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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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北面帷幕的两次电极排列和测量到的
电位分布( 3，2，1 号井供电)

Fig． 12 Two electrode arrays and measured potential
distributions in the northern curtain
( well 3，2，1 are powered)

当供电电极移动到中间的钻孔 6 时，所测量的电压差分
布如图中的中间电位分布所示．在供电电极对应的位置有明
显的电压变化，对应于图 5、图 6 所示供电电极所产生的无用
信号．在其上叠加的电压突变是渗漏电流所引起的电压异

常．这些异常位置就是渗漏位置．下面的图是供电电极在最
右边的钻孔 7 内供电时测量的电压分布． 响应中供电电极
引起的电压异常值分布进一步向右移动．当渗漏存在时，在
三个钻孔中供电时测量的电压均有异常，这些异常如图 6
所示，使测量的电压曲线偏离帷幕无渗漏时正常的响应
曲线．

图 11 是左( 西) 边帷幕测量电极的排列顺序以及与三个
钻孔( 钻孔 5、4、3) 之间的关系．两边的钻孔( 3、5) 在帷幕角
上，中间的钻孔( 4 ) 在连体墙上． 所以，测量的结果中，在两
个角上最靠近钻孔的位置，电压分别有极大值( 上、下图所
示) ．中间钻孔供电时，如中间的电压分布图所示，中间排列
的测量电极所测量的电压有极大值分布，偏离其他值比
较多．

图 12 是北面帷幕测量结果，发射电极分别位于 1 号、2
号、3 号钻孔中．由于北面帷幕比较长，30 个电极一次测量不
了，进行了两次排列( 测量) ，每次测量 30 个电压分布．第二
次测量时，电极向右移动了 8 个． 在供电电极位置 ( 右移 8
个) 所测量的电压数值比较大．

西面帷幕的电极分布示意图和 3 号、4 号、5 号钻孔( 井)
供电时测量的结果．

本实验工地是铺满建筑垃圾的工地．地面和地下各种建
筑垃圾和构件的电导率差异很大，随机分布，对电场分布的
影响比较大，所测量的电位分布与理论计算结果总体形态一
致，不能够完全重合，因此，本文没有进行渗漏位置的反演计
算和分析，只给出了定性的判断．

6 结 论

本文完善并发展了墙体渗漏直接测量方法 ECＲ．采用连
续记录方式，将导通、关断时的瞬变电磁响应也记录并应用
到渗漏检测，增加了渗漏检测的原始测量信息．并将所测量
到的电压分为有用信号和无用信号．分别用理想模型和导电
模型计算了有用信号和无用信号的分布．直接利用渗漏引起
的直流和瞬变两种( 有用) 信号对墙体的渗漏进行判别． 设
计的测量系统将直流和瞬变电磁响应一起 ( 连续) 记录，实
现了 30 个电极的自然电位、直流电场和瞬变电磁场的连续
测量．获得了电压随时间的变化响应全波波形．记录直流和
瞬变电磁有用信号均用直流方式进行显示后，在渗漏位置有
多条曲线出现异常，渗漏位置直观、明确．瞬变电磁在渗漏处
的响应信息与直流的响应相似，这些信息的引入使得渗漏判
断的精度得到提升．本文方法和理论计算结果在建筑工地的
止水帷幕渗漏检测中得到了验证．

致 谢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编辑部的大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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