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2021 年第 36 卷 第3期
2021，36( 3) : 1145-1153

地球物理学进展 Progress in Geophysics
http: //www．progeophys．cn

ISSN 1004-2903
CN 11-2982 /P

杨天春，王丹齐，张叶鹏，等． 2021． 生产矿山岩溶灾害勘查中的综合物探应用研究． 地球物理学进展，36 ( 3 ) : 1145-1153，doi: 10． 6038 /
pg2021EE0275．
YANG TianChun，WANG DanQi，ZHANG YePeng，et al． 2021．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mprehensive geophysical method to karst investigation in a
productive mine． Progress in Geophysics ( in Chinese) ，36( 3) : 1145-1153，doi: 10． 6038 /pg2021EE0275．

生产矿山岩溶灾害勘查中的综合物探应用研究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mprehensive geophysical method to karst investigation
in a productive mine

杨天春1，王丹齐1，张叶鹏2，付国红3* ，陈波4，杨追4，程辉3

YANG TianChun1，WANG DanQi1，ZHANG YePeng2，FU GuoHong3* ，CHEN Bo4，YANG Zhui4，CHENG Hui3

收稿日期 2020-09-22; 修回日期 2021-01-30． 投稿网址 http: / /www． progeophys． cn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2074219) 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18YFC0603900) 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杨天春，男，1968 年生，博士，教授，主要从事物探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E-mail: ytc6803@ 163． com
* 通讯作者 付国红，男，1968 年生，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地球物理仪器设计及方法． E-mail: fghcsu@ 163． com

1． 湖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湘潭 411201
2． 湖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二四七队，长沙 410129
3． 湖南科技大学先进矿山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湘潭 411201
4． 湖南普奇地质勘探设备研究院，长沙 410000
1． School of Ｒesource，Environment and Safety Engineering，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2． Team 247 of Hunan Provincial Non-ferrous Metals Geological Exploration Bureau，Changsha 410129，China
3． Engineering Ｒesearch Center of Advanced Mining Equipment，Ministry of Education，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4． Hunan Puqi Geological Exploration Equipment Ｒesearch Institute，Changsha 410000，China

摘 要 地下岩溶是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它对矿山的生产安
全、周边房屋建筑和交通设施造成极大的危害; 预先确定岩溶
的埋深及空间分布规律，可为岩溶灾害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本
文以正在生产中的某石灰石露天开采矿山为研究对象，研究地
球物理方法在强噪声环境、地形起伏及切割强烈条件下的应用
效果．本文采用高密度电阻率法、瞬变电磁法和天然电场选频
法等方法开展地下岩溶的探测研究，勘探深度为 100 m．依据现
场情况和目的要求共敷设物探剖面 28 条，累计总长 18． 875
km;结合以往钻探成果，从已知到未知，对物探资料开展综合解
译，共推断岩溶发育位置 167 处，进一步结合现场水文地质调
查情况，圈定出工作区内岩溶发育集中区;最终，利用验证钻孔
的成果证明物探解译成果的可靠性． 实践应用表明，高密度电
阻率法受到生产矿山环境与地形切割的影响较大，瞬变电磁法
在使用等值反磁通瞬变电磁法采集系统的情况下，它与天然电
场选频法都受环境与地形的影响较小;高密度电阻率法和瞬变
电磁法可较好地确定覆盖层厚度、划分基岩面的起伏; 瞬变电
磁法成果对地下岩溶的反映比较清晰，可依据其局部低电阻率
异常来判定岩溶的大致埋深及相对大小;天然电场选频法剖面
曲线的低电位异常可以准确指明低阻岩溶发育的水平中心位
置，对钻孔平面位置的布设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地球物理;岩溶; 综合物探; 高密度电阻率法; 瞬变电
磁法;天然电场选频法;灾害

Abstract Underground karst is one of the common geological
disasters， it can cause great harm to the safety of mines，
surrounding buildings and traffic facilities． If the depth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arst are determined in advance， it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karst disasters． An
opencast limestone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ome geophysical methods in strong noise
pollution，terrain relief and dip topography condition was studied．
Because of the strong vibration interference in mine production，
seismic geophysical methods could not be carried out． The authors
used High-Density Ｒesistivity Method( EＲT)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 TEM ) and Frequency Selection Method for Telluric
Electricity Field ( FSMTEF ) to detect underground karst． The
detection depth was 100 m． According to the field conditions，
purpose and requirements，28 geophysical profiles were arranged，
with a total length of 18． 875 km． Combined with previous drilling
data，the geophysical data were interpreted comprehensively from
known to unknown． A total of 167 karst locations were inferred; and
based on the hydrogeological survey data，the karst concentration
areas in the working area were delineated． Finally，the verified
drilling results proved the reliability of geophysical interpretation
resul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shows that EＲT is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mining environment and terrain cutting，but FSMTEF and TEM
are less affected when Opposing Coils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 OCTEM) is used． In particularly，EＲT is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stray current． EＲT and TEM can determine the overburden
thickness and bedrock topography map． The results of TEM reflect
the underground karst clearly， and the approximate depth and
relative size of karst can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local low
resistivity anomaly． The low potential anomaly of the FSMTEF profile
curve can accurately indicate the horizontal center position of good
conductive karst，it has a good effect for guiding the plan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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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rilling wells． The practical effect also shows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elect the appropriate geophysical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ondition in the field，and advanced data processing
technology may be minor in complex environment．
Keywords Geophysics; Karst; Comprehensive geophysical
survey; High-density Ｒesistivity Method ( EＲT ) ;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 TEM ) ; Frequency Selection Method for
Telluric Electricity Field ( FSMTEF) ; Disaster

0 引 言

我国地域辽阔，地下岩溶是十分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大，岩溶灾害
日显突出( 郑智杰等，2017; 黄光明等，2019) ，特别是在生产
矿山区域，由于矿山开采引起地下水的扰动，充水岩溶对矿
山的安全生产和矿山周边的房屋、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
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李涛等，2019) ．本文主要针对某正常
生产的露天开采矿山开展岩溶勘探工作，探讨 3 种物探方法
效果，以期深入认识强干扰环境和地形影响下各方法的有效
性，以便为今后的岩溶勘探工作提供参考．

国内外以往对岩溶地质灾害勘探研究较多，其中物探方
法具有快速、无损、经济，能避免钻探一孔之见的优势( Zhu et
al．，2011; Chu et al．，2017) ． 地球物理勘探是以岩矿石间
地球物理性质的差异为基础，通过接收和研究地质体在地表
及其周围空间产生的地球物理场的变化和特征来推断地质
体存在状态的一种地质勘探方法．基于介质弹性差异的地震
反射法、面波法、微动探测法等( 石振明等，2016) ，以及基于
介质电性差异的高密度电法、电测深法、瞬变电磁法、地质雷
达法、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等各种物探方法几乎都被应用
到了岩溶灾害的探测中( 罗彩红等，2016) ．由于地质体多种
物性差异的不同，各种物探方法在同一地质体上的勘探效果
会各有不同．同时，任何一种物探方法都有其优缺点，都有其
局限性和多解性，所以采用综合地球物理方法开展岩溶灾害
勘查是一种常见的选择．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取几
种合适的物探方法，可达到各种方法间的相互验证、补充，提
高勘查效率和准确度．

湖南临湘某石灰石矿山为露天开采白云石矿的整合矿
山，开采规模 150 万吨 /年，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采自今，累
计开采矿石三千余万吨． 2015 年，矿山办理了采矿权延续登
记，有效期限延至 2025 年 10 月．随着矿山开采活动的延续，
矿区范围内的标高逐渐下降，已慢慢开始形成周边地势高、
矿区范围内低的矿坑趋势．为预防今后由于矿山开采所引起
的周边地下水往矿区流动，该矿山拟对矿区及周边附近的岩
溶分布情况开展地球物理勘探工作，为下一步的帷幕注浆工
作提供依据．由于勘探工作不能影响矿区的生产，且矿山开
采引起的局部地形切割较大，矿坑边缘局部落差有 10 ～
30 m，所以，物探工作受到游散电流、矿区运输车辆、地形切
割起伏、废弃矿石堆、地表灌木植被、房屋建筑设施等的影响
较大;同时，现场存在矿山机械设备振动、采石放炮等干扰因
素，地震类的物探方法施工受到限制．作者结合实测区域的
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和环境情况，采用高密度电阻率法、瞬
变电磁法和天然电场选频法，配合少量钻孔，拟查明矿区南

部及边缘铁路沿线岩溶分布及发育状况，以及隐伏地质构
造、断裂破碎带空间分布与风化厚度等特征，为矿区下一步
岩溶灾害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1． 1 自然地理概况
该石灰石矿山的矿区地理坐标为: 东经 113°23'05″ ～

113°24'30″，北纬 29°30'00″ ～ 29°30'45″; G107 国道、京港澳
高速公路及京广铁路从矿区南侧经过( 图 1) ．矿区距长江陆
城 2000 t货运码头约 15 km，距 G107 国道约 2 km，矿区周边
乡村公路纵横交错，并有水泥硬化路与之相连，交通方便．

图 1 矿区及周边卫星图
Fig． 1 Satellite image of mining area

工作区内属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潮湿多雨，年
平均降水量 1469． 1 mm，降水多集中在每年的 4 ～ 6 月，大气
降水是矿区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年平均气温 16． 4 ℃，最
高气温 40． 4 ℃，最低气温 － 18． 1 ℃ ．
1． 2 地质概况

石灰岩矿床位于临湘向斜西段，地貌上为南、北低洼中
间凸起的溶蚀丘陵;两端和南侧斜插于第四系之下，地表被
第四系坡积、冲积物和人工堆积物掩盖; 海拔标高 64． 50 ～
199． 20 m．矿区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 50． 44 m，地下水位标高
53． 76 ～ 116． 80 m．

矿区内主要岩性为碳酸盐岩，页岩、闪长岩次之．碳酸盐
岩，岩石厚度大、质纯，多为钙镁质，性状坚硬而脆，在地应力
的作用下极易产生变形及破碎，给地下水的侵蚀及溶解创造
了有利条件．含水层主要有奥陶系———寒武系碳酸盐岩含水
层( O2-∈1q ) 和震旦系灯影组含水层( Zbdn) ，其次是第四系
含水层( Q4 ) ，其他地层如寒武系下统五里牌组( ∈1w ) 、羊楼
洞组隔水层( ∈1y ) 和震旦系上统陡山沱组———冷家溪群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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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层( Zbd-Ptln) 的含水性弱，为隔水层或相对隔水层．
未来矿床开采最低标高 － 20 m，部分石灰石矿体位于地

下水位和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下．矿体和围岩都属碳酸盐岩角
砾、裂隙、溶洞潜水含水层，地表岩溶较发育，地下岩溶主要
沿断裂构造、裂隙、节理发育，含导水性较好，但不均匀，且断
裂构造未勾通区域含水层．矿区内的地表水体与地下水联系
较密切，55． 0 m、80． 0 m 标高在部分地段可自然排水，凹陷
开采暴雨时排水量较大，疏干排水可能产生少量地面塌陷．
总体而言，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属以采场直接接受大
气降水和溶蚀裂隙充水的中等类型．
1． 3 导电性特征

为了解矿区地层岩石的地球物理导电性特征，在矿区地
层具有代表性的出露部位开展露头小四极法标本测定工作，
标本测定工作均匀分布于整个矿区．采用的仪器为 WDJD-3
型激电仪，测量参数为视电阻率，测试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矿区岩石标本电阻率参数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s of resistivity parameters for

rock specimens in mining area

序号 岩矿石名称 组数
电阻率 ρS /Ω·m

变化范围 常见值

1 页岩 32 1424． 6 ～ 2398． 4 1853． 9

2 白云岩 34 853． 7 ～ 2029． 2 1021． 4

3 灰岩 31 458． 8 ～ 1379． 6 689． 9

4 白云质灰岩 32 552． 5 ～ 1745． 7 729． 8

5 田地 34 29． 6 ～ 51． 1 36． 11

6 菜地 32 49． 2 ～ 77． 5 61． 7

依据区内电性参数测定统计结果可知: ( 1 ) 页岩视电阻
率最高，常见值达 1800 Ω·m 左右，能起到相对隔水作用;
( 2) 白云岩、白云质灰岩、灰岩视电阻率居中，灰岩较其他两
者略小，反映了灰岩导电性相对较好，可能与灰岩裂隙发育
有关; ( 3) 第四系黏土层为区内视电阻率最低，可利用其与
基岩电性差异划分第四系厚度．工作区内介质物性差异较明
显，表明本区具备电法勘探的地球物理前提．

结合物探理论及以往研究成果，岩溶充水、充泥显示低
阻特征，而空洞显示高阻特征;根据测区水文地质情况可知，
地下水埋藏较浅，工作区岩溶一般是充水( 或充泥) 的情况，
且本次工作主要关注的是与地下水相关的岩溶，因此低阻岩
溶是本次勘探的主要目标体．所以，依据局部低阻圈闭区可
圈定含水岩溶发育部位，依据连续的线性或串珠状低阻带可
划分裂隙发育带．本次物探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划分第四系厚
度、圈定岩溶区，那么浅部高低阻梯级带、局部低阻圈闭区将
是此次工作的主要目标异常．

2 物探方法技术

根据工作要求，本次主要是勘探紧邻铁路、居民住房的
矿区南部区域，埋深为地表以下 100 m． 前期工作设计了高
密度电阻率法、瞬变电磁法两种，后期在工作中根据现场实
际情况增加了天然电场选频法．这 3 种方法都属于电法类的

方法，其物性基础主要是地下介质的导电性差异; 由前节分
析可知，工作区具备了应用这些方法的地球物理前提．
2． 1 高密度电阻率法

高密度电阻率法也叫电阻率层析成像 ( Electrical
Ｒesistivity Tomography，简称 EＲT) ( 马凤山等，2016) ，它与常
规电阻率法一样，是以地下介质的导电性差异为基础，通过
研究人工直流电场作用下地下传导电流的变化分布规律，来
了解地下介质的电性变化规律、划分地电断面，进而解决有
关地质问题( 杨天春等，2016) ．高密度电阻率法集电剖面法
和电测深法为一体，包含有多种电阻率法的工作装置，通过
密集采样来提高采样率和“多次覆盖”的方法提高信噪比．
所采集的信息丰富，成像效果直观、准确、高效． 图 2 为高密
度电阻率法观测系统的电阻率测量方式及观测值位置示意
图，其电极分布、视电阻率的计算、断面图的绘制等基本上与
剖面法一致．图中 A、B 为供电电极，M、N 为测量电极，记录
点为装置的中点． 现场大多采用温纳 ( Wenner) 装置和对称
四极梯度 ( Schulmberger ) 装置，实测数据的处理利用
Ｒes2dinv软件采用光滑约束最小二乘法进行二维反演;根据
以往经验，该软件的反演结果往往使曲线更加光滑，有时会
损失一些局部异常信息，因此本文中只利用其反演的深度数
据结果，成图还是使用电阻率的原始数据．

图 2 高密度电阻率法观测系统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EＲT

本次数据采集使用 WGMD-9 高密度电法系统，供电电
源为 PDX-1 可充电电池箱 4 个． 最大供电电压 800 V，最大
供电电流 3 A．电极距 10 m，供电时间 100 ～ 200 ms，供电间
隔时间 50 ～ 100 ms，叠加次数 1 次．

EＲT实测点数 1919 个，检查点数 60 个，占有效物理点
3． 13%，满足《电阻率剖面法技术规程》( DZ /T 0073—2016) 、
《电阻率测深法技术规程》( DZ /T 0072—1993 ) 等规范中
3% ～5%的要求;质量检查结果的均方相对误差为 2． 04%，满
足规范( ＜ 4%) 的要求．
2． 2 瞬变电磁法

瞬变电磁法 (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简称
TEM) 是利用不接地回线或接地线源向地下发送一次脉冲电
磁场，在一次脉冲电磁场间歇期间利用线圈或接地电极观测
地下介质中引起的二次感应涡流场，再根据二次场随时间变
化的响应特征来探测地下介质导电性的一种方法( 何继善和
薛国强，2018) ．本次数据采集使用 HPTEM-18 等值反磁通瞬
变电磁法采集系统( 席振铢等，2016) ，与传统的瞬变电磁法
略有不同，它采用了双线圈源建立一次场零磁通面来消除一
次场对接收线圈的影响，接收地下纯二次场响应，以达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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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下天然交变一次电磁场分量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underground alternating

electromagnetic field components

除“盲区”的目的．该设备有效缩短了关断时间，减少了浅层
数据的失真，提高了系统的动态范围，高采样率保证了数据
精度的信号带宽，传感器采用超低频噪声放大器，降低了系

图 4 1 线( a) 与 3 线( b) 部分高密度勘探成果图
Fig． 4 Some EＲT results of profile 1( a) and profile 3( b)

统噪声，可更加有效地压制外界干扰．此外，该系统的收发天
线实现了便携化，野外施工方便，相对于传统的重叠回线等

装置而言，天线体积小，大大减小了外部电磁干扰．
本次 TEM工作点距 10 m，发送频率 6． 25 Hz，发射电流

10 A，叠加次数400次，重复观测次数2次，关断时间64． 0 μs．
用 HPTEM-18 瞬变电磁探测系统数据处理软件对采集数据
进行废点剔除、编辑、反演处理，然后可得到电阻率相对于深
度的电性分布剖面．

TEM实测点数 1497 个，检查点数 50 个，占有效物理点
3． 34%，满足《地面瞬变电磁法技术规程》( DZ /T 0187—
1997) 规范中 3% ～5%的要求; 质量检查结果的均方相对误
差为 9． 92%，满足规范( ＜ 10%) 的要求．
2． 3 天然电场选频法

天然电场选频法 ( 简称选频法 ) 是音频大地电场法
( TEF) 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它以大地中“天然”电磁场为工
作场源，以地下岩( 矿) 石之间导电性差异为基础，通过观测
和研究地面上几个不同频率的天然交变电磁场产生的电场
水平分量的变化规律，来研究地下地电断面的电性变化．选
频法与音频大地电磁法( AMT) 类似，但它不测磁场分量，剖
面法观测时 MN的极距大小一般为 20 m 或 10 m，现场施工
设备轻便，操作简单，工作效率高，受电磁干扰、地形起伏和
植被发育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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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 线( a) TEM与( b) 、( c) 选频法部分勘探成果图
Fig． 5 Some exploration results of ( a) TEM and ( b) ，( c) FSMTEF for profile 1

以往都将大地电磁法 ( MT) 理论作为选频法的理论基
础，认为勘探深度只与地下介质电阻率 ρ和电磁波频率 f 有

关，而与电极距 MN 的大小无关． 近年来选频测深法结果表
明，选频法测得的电场大小还与电极距 MN的大小具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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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 线选频法数据归一化后的拟断面图
Fig． 6 Normalized section diagram of FSMTEF for profile 1

图 7 1 线综合反演解译图
Fig． 7 Comprehensive inversion interpretation map for profile 1

性;且选频法在地下水勘探中具有明显的动态信息，即存在
地下水的地方，仪器指针具有明显的规律性摆动现象( 杨天
春等，2017)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可知，选频法的实践应用
主要集中于浅部，大多是地表以下 200 m 深度范围内，其场
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与 MT 相同，场源来源于地球
外部，如高空电离层中的电流以及赤道上空的雷电活动等
( 何继善，2010) ;二是来源于地球内部地幔软流层及之下地
磁场向上辐射的电磁波( 张剑等，2009) ;三是场源为工业游
散电流( 鲍光淑等，1994) ． 这三部分“天然”电磁场，以及由
其他人文因素引起的“天然”电磁场叠加在一起，共同组成
了叠加的交变一次电场和交变一次磁场( 见图 3) ，它们与地

下介质作用形成了二次电场．通过观测该二次电场的变化规
律，就可推断地下电性结构，从而解决相关地质问题．

本次选频工作采用 PQWT-TC150 型选频仪，频率范围 20
～5000 Hz，采集其中 36 个频率，电场测量范围 0 ～ 1000 mV，
测量精度 0． 001 mV．目前，选频法还没有正式的规范标准，
由于天然场是时刻变化的，一般在实际工作中前后两次测量
的曲线形态近似、异常位置不变，就认为测试结果可靠．

3 探测结果处理分析与验证

本次物探工作共敷设剖面 28 条，累计总长 18． 875 km．
在此，主要以岩溶较发育的一段典型剖面为例，以此说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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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测区地质图与测线位置及成果综合解释图
Fig． 8 Geology map of survey area，location of survey line and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results

物探方法的勘探效果．
图 4a、b分别为 1 线 2900 ～ 3350 m、3 线 2230 ～ 2680 m

段对称四极高密度电阻率法视电阻率 ρs 拟断面图．图 4a中，
YZ4 为以往的已知钻孔，钻孔深度 60 m．据该钻探资料可知:
该处第四系厚度 17． 6 m，之下为白云岩; 36． 0 ～ 38． 3 m见泥
质充填溶洞．

对于物探成果的解译，采用从已知到未知的方法，首先
对比分析 YZ4 钻孔处的物探测试成果，并结合表 1 中的标本
测试结果来解译整个物探资料．

从图 4 来看，视电阻率曲线较光滑，不能分辨出局部岩
溶异常的存在．这可能是由于矿区较强的工业游散电流和地
形起伏等的干扰所致，因为在勘探时，矿区的碎石车间、矿坑
内的采矿放炮等是正常进行的，干扰较强; 但曲线对整体第
四系覆盖层的情况、基岩起伏反应较好．根据钻孔 YZ4 的资
料推知，图 4a中第四系覆盖层的厚度变化在约 15 ～ 20 m;而
图 4b中，仅在该区段的两侧有第四系覆盖层存在，而在中间
区域 2310 ～ 2550 m 的地表视电阻率显示为相对高阻，这是
由于该段正好位于采矿场的 2 矿段范围内，原地表及浅部灰
岩已被开采，现地表仅存薄的碎石及零星泥土所致．

图 5a为 1 线 2900 ～ 3350 m 段 TEM 的 ρs 拟断面图． 相
比高密度的勘探成果( 图 4a) 而言，其 ρs 相对低电阻率异常
非常明显，且这些异常集中在海拔高程 － 10 m 以上的范围
内，如该剖面 2940 ～ 2960 m、高程约 0 ～ 10 m 范围内存在相
对低电阻率异常，推测可能为含水岩溶所致． 图 5a 中，海拔
高程 － 10 m以下的深度范围内，无明显相对低电阻率局部
异常存在，推测基岩较完整．

根据现场水文地质调查情况可知，勘探区域内地下水埋
藏较浅，岩溶基本上都是充水或充泥．为此，进一步在物探剖
面上开展针对浅层地下水勘探非常有效的方法———天然电
场选频法( FSMTEF) ．图 5b、c 分别为 1 线 2900 ～ 3350 m 段
选频法的剖面曲线和拟断面图．其中，图 5b中不同颜色的曲
线分别代表 36 个不同频率的探测结果，由于频率较多，在此
未标明各频率值的大小;图 5c中的纵坐标代表深度，该深度
是根据 MT理论———频率由高到低分别代表浅部至深部的
地质信息，再由多年的实践对比获得的一个经验反演深度，
目前国内商用选频仪的深度反演都是采用此简洁方法．实践
证明，图 5c对指导地下水勘探的成井深度上具有较好的指
导作用．图 5b中，ZK1、ZK2 为本次物探工作之后的验证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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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在存在地下水等低阻异常的地方，选频法的探测结果会

出现相对低电位值．图 5b中 2920 m、2980 m、3165 m、3230 ～
3235 m、3315 m等位置有非常明显的相对低电位异常，这是
地下水勘探中成井的有利位置，推测这些位置的下方有充水
岩溶存在( 杨天春等，2014 ) ; 此外，该测线 2935 m、2945 m、
3005 m、3015 m、3040 m、3060 m、3105 m、3205 m、3245 m、
3270 ～ 3280 m、3290 m 等处也存在相对低电位异常，只是它
们的异常相对幅度小一些，推测这些位置的下部也可能有低
阻岩溶存在． 同时，以往的已知钻孔 YZ4 正好位于 3105 m
处，其钻探结果也验证了低阻岩溶的存在．此外，这些选频法
异常的埋藏深度可根据图 5c 的拟断面图推断大致范围，但
难以像图 5a那样给出一个较具体的数据．由于图 5b中相对
低电位处较多，可见，该段地下岩溶发育较丰富．

图 5c是根据不同频率的电位值和深度经验反演获得的
等值线拟断面图，等值曲线具有一定的“挂面”现象，难以判
断充水岩溶的具体埋藏深度; 另外，在该图深部，埋深约
130 ～ 150 m附近，似乎多处存在局部相对低电位异常，这是
由于低频信号的观测值本身就弱一些所致，不能简单地将其
看成岩溶的发育所致．

为提高图 5c 中选频法拟断面图的分辨率，在此进一步
采用归一化的方法对探测结果进行处理，即对不同频率的电
位值分别除以其背景值，本文中的背景值取各频率探测结果
的平均值．归一化后的拟断面图( 图 6) 相对于图 5c而言，横
向分辨率有明显提高，低电位异常与高电位异常之间的差异
更加明显，但纵向分辨率仍未得到改善，“挂面”现象仍然存
在．如果期望用选频法确定低阻岩溶的埋藏深度，获得类似
于图 5a的勘探效果，可选用选频测深的方法 ( 杨天春等，
2020) ;但市场上目前暂时还没有高密度选频测深仪，如果选
用单点选频测深的方法开展大面积的岩溶探测，工作量较大，
不太适用，这也是该方法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之处．

根据 EＲT、TEM、FSMTEF勘探成果，以及以往钻孔资料
和现场地质调查情况，对勘探成果开展综合分析解译，图 7
为 1 线 2900 ～ 3350 m 段的地质推断解释图．依据对整个工
作区 28 条物探剖面成果的综合分析，共推断岩溶发育位置
167 处，并圈定出工作区内岩溶发育集中区( 见图 8) ．由于工
作区推断的岩溶发育点较多，限于图的篇幅，图 8 中未将推
断的岩溶发育点位一一标出．

为确定解译结果的可靠性，在 1 线 3315 m、3205 m分别
布置验证钻孔 ZK1、ZK2，两个钻孔的设计深度均为 100 m，
其钻孔情况如下:

图 7 中 1 线 3315 m 处物探综合反演成果为: 覆盖层厚
度约 15． 5 m，埋深 23． 5 ～ 29． 3 m、39． 0 ～ 44． 3 m 为岩溶发
育．相应位置 ZK1 钻孔揭露 0 ～ 1． 5 m 为填土，1． 5 ～ 17． 3 m
为第四系黏土，17． 3 ～ 100． 45 m为灰岩; 18． 5 ～ 31 m、34． 5 ～
40． 5 m为半充填型溶洞，含透水性好．

图 7 中 1 线 3205 m 处物探综合反演成果为: 覆盖层厚
度约 17． 3 m，20． 3 ～ 25． 0 m、35． 8 ～ 43． 8 m 为岩溶发育． 相
应位置 ZK2 钻孔 0 ～ 4． 5 m 为填土，4． 5 ～ 17． 5 m 为第四系
黏土，17． 5 ～ 100． 45 m 为灰岩; 22． 5 ～ 31 m、37． 6 ～ 42． 4 m
为半充填型溶洞，含透水性好．

ZK1、ZK2 钻探结果与图 7 中的解释成果基本吻合，准确
预测了地下岩溶的存在;但反演资料在岩溶的具体埋深、大
小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误差，这可能是由于物探成果是地下
介质的综合效应所致，难以从曲线图中准确判定异常体的
边界．

4 结 论

生产矿山干扰因素多，单一的物探方法难以达到预期的
勘探效果．各个地方又具有其特殊性，根据具体情况，将各种
物探方法灵活地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可以实现其优势互
补，减小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更加经济有效．

实践应用表明，就本文所研究的生产矿山而言，高密度
电阻率法效果较差，难以从其对称四极高密度的成果图中分
辨出岩溶的存在，但对于划分覆盖层厚度、基岩面的起伏方
面有一定的作用;瞬变电磁法对地下岩溶的反映比较清晰，
且能从局部低电阻率异常来判定岩溶的埋深及相对大小;天
然电场选频法的剖面曲线的低电位异常可以准确指明低阻
岩溶发育的水平中心位置，对布设验证钻孔的平面位置有很
好的指导作用，但其拟断面曲线图存在“挂面”现象，难以准
确指明岩溶的深度位置．

物探方法种类繁多，实践应用中，各种物探方法不能简
单的组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复杂的干扰环境，选择能
避免强干扰因素的物探方法是最重要的，本文的各种物探方
法应用效果可为南方同类生产矿山的岩溶勘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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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