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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石坝渗漏问题是制约水库大坝安全运行的重要隐
患，准确查明大坝渗漏的病因以及靶区的空间展布是有的放矢
实施加固的关键．针对土石坝隐患的空间位置信息多变、周围
介质复杂等难点，单一探测手段在识别病灶方面存在误判、漏
判等问题，考虑到电阻率对水敏感的特点，提出联合并行电法
和瞬变电磁法优化诊断土石坝渗漏隐患的思路．为查明戴家坞
水库渗漏的病灶，利用并行电法快速获得大坝坝体段不同高程
下的二维视电阻率图像，分析比较了 AMN、MNB 以及
AMN＆MNB装置的反演结果，还采用瞬变电磁法对大坝两坝肩
并行电法盲区部位进行补充探测，并依据成果进行防渗处理．
试验结果表明，并行电法有效指示出大坝坝体段的渗流异常，
综合多剖面异常信息能追踪到渗漏路径; AMN＆MNB 装置的反
演结果有效吸收了 AMN、MNB的局部高分辨的优势，对大坝边
界以及隐患规模的细节刻画更清晰;结合二次场响应曲线和视
电阻率图像，瞬变电磁法很好揭示出大坝坝肩 K0-005 ～ 0 + 002 m
段的渗漏通道，同时有效规避了硬化路面电极接触不良的难
题．经对综合推断隐患区进行灌浆处理，大坝渗漏量明显降低，
从而佐证了两种方法优化联合的可行性．研究成果可为水库大
坝隐患的全面、精细探查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 土石坝;渗漏诊断;并行电法;瞬变电磁法;联合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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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akage of embankment dam is an important hidden
danger that restricts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reservoir． Accurately
identifying the cause of dam leakage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arget area are the key to the targeted reinforcement． Due to the
variable spatial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hidden danger of
embankment dam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surrounding media，a
single detection method has problems such as misjudgment and
omission in identifying the lesion．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 that
the resistivity is sensitive to water，the idea of joint parallel electric
method and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 TEM ) to optimize
the diagnosis of hidden trouble of embankment dam is proposed．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leakage of Daijiawu Ｒeservoir，the Parallel
Electrical Method was used to quickly obtain two-dimensional
apparent resistivity images of the dam body section at different
elevations． The inversion results of AMN，MNB，and AMN＆MNB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is used as a supplemental detection for the blind areas of the
two dam abutments with Parallel Electrical Methods， and the
seepage prevention treatment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allel Electrical Method effectively
indicates the seepage anomaly of the dam body section，and the
comprehensive multi-profile anomaly information can track the
leakage path; the inversion results of the AMN＆MNB array
effectively absorb the local high-resolution advantages of AMN and
MNB．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dam boundary and the scale of
hidden dangers is clearer; combined with the secondary field
response curve and the apparent resistivity image，TEM can well
reveal the leakage channel of the dam abutment K0-005 ～ 0 + 002
m． At the same time，it effectively avoids the problem of poor
contact between hardened road electrodes． After grouting the hidden
danger area，the leakage of the dam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which prov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optimization and combination of
the two methods． The research result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comprehensive and precise exploration of hidden dangers of
reservoirs．
Keywords Embankment dam; Leakage detection; Parallel
electrical method;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 TEM ) ;
Joint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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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水库大坝渗漏问题的排查与防控是水利工程标准化管
理的难点，补齐工程隐患的短板对保障基础设施安澜、水效
益可持续发挥具有重要意义．土石坝是人工或机械分层碾压
堆积形成的土石散粒体结构，渗流问题发生在水库的兴建、
运行、维护等多个阶段，在不断解决工程系列异常渗流风险
的过程中，研究学者对土石坝渗流机理的认识、渗流安全评
价、渗漏隐患的查找以及安全整治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
( 向衍等，2018;钟登华等，2019 ) ，尤其随着高效、便捷、透视
化无损诊断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实现对渗漏靶区的精准锁定
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赵明阶等，2016;谭磊等，2019;樊炳森和
郭成超，2019) ．然而，水库渗漏是大坝内部异常渗流不断恶
化、累积的结果，其具有病因不详、病灶不明、病症多样的特
点，表现为空间位置信息复杂多变、多个隐患体交叉耦合，从
而造成单一物探手段在识别隐患时出现误判、漏判的问题．
针对一种探测方法只能反映单个或多个物性参数差异的不
足，采用综合物探手段查找水库大坝渗漏薄弱区越来越得到
科技人员的重视 ( 赵明阶等，2012; 张建清等，2018 ) ．《水利
水电工程物探规程》( SL326-2005) 中列出水库渗漏探测的主
要方法有电阻率法、高密度电法、自然电场法、激发极化法、
瞬变电磁法、同位素示踪等，考虑到隐患的精准探测需统筹
可靠度、效率、成本等多因素，如何把系列物探方法进行优化
组合以达到最佳的适用效果也是土石坝渗漏诊断领域亟需
探究的课题( Cardarelli et al．，2014) ．

工程实践进一步表明，电阻率对水库大坝渗漏水的响应
最敏感，低阻异常区揭示的隐患体特征更加直观、可靠( Cho
and Yeom，2007;李宏恩等，2019) ．并行电法采用拟地震化的
数据收录模式，具有测试效率高、全电场同步采集的优势，但
二维电阻率剖面易造成测线首尾下方数据的缺失;瞬变电磁
法可适用于硬化、限定等复杂场地，能一定程度上弥补并行
电法测线首尾盲区的缺陷．本文以戴家坞水库渗漏探查为试
验对象，利用并行电法对水库大坝进行多高程的隐患探查，
并根据瞬变电磁的探查成果综合判定大坝渗漏薄弱区的分
布范围，再对靶区实施定向处理后下游渗漏量明显降低，为
水库大坝工程隐患精准诊断综合物探方法的优化选择提供
参考．

1 工程概况及勘探布置

戴家坞水库坐落于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九里村，水库
始建于 1957 年 12 月，大坝坝型为黏土心墙坝，总库容 11. 1
万 m3，其功能以城镇供水及灌溉为主．大坝坝顶长 54 m，坝
顶宽 3. 5 m，坝顶高程 157. 5 m，最大坝高为 14. 4 m;溢洪道
位于大坝右岸，为正槽式; 放水设施为虹吸管，材质为内径
0． 2 m钢管，驼峰水平段高程 152. 8 m．

水库大坝是具有生命的工程结构，随着工程使用年限的
不断增长，大坝内部结构的老化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随
着极端天气的频发导致安全风险增大． 如 2009 年 8 月戴家
坞水库受莫拉克台风影响，大坝出现局部管涌、塌陷等险情，
左坝坡出现严重的渗漏现象．因不明确大坝渗漏的原因及空
间位置，其后虽多次对大坝进行防渗加固处理，并未从根本

上解决渗漏隐患，只能保持水库在低水位下运行，影响水库
效益的正常发挥．为解决水库大坝的渗漏顽疾，并考虑到隐
患的分布位置多变，提出并行电法与瞬变电磁相结合的方式
查找隐患部位，为根治渗漏病症提供有的放矢的靶区．

如图 1 所示，在坝顶、背水坡共布设并行电法测线 3 条
( PL-1、PL-2、PL-3) ，测线走向均为自右岸向左岸，其中测线
PL-1 的起始点位于桩号 K0-006 m ( 以右坝头为起始点，下
同) ，各测线电极总数分别为 64 道、48 道和 41 道，最小电极
间距均为 1 m;大坝坝顶瞬变电磁测线起始点位于左岸溢洪
道处( 桩号 K0-011 m) ，测点总计 67 个，相邻测点间距 1 m．

2 工作方法

2． 1 并行电法技术
并行电法( 刘盛东等，2019 ) 率先由安徽理工大学和江

苏东华测试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提出，吸收了地震勘探过程中
数据采集的思想，利用供电电极向地下注入稳恒电流形成电
场的同时，排列上所有测量电极同步、并行收录不同位置的
地电数据，最终可根据需要对电流、电位数据组合进行提取、
分离、组合，从而获得不同装置数据体以及泛装置信息 ( 图
2) ．因此，并行电法的基本原理与高密度电法相同，只是在数
据采集中不再拘泥于分装置、分电场的串行采集思路，工作
效率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在水文、环境、工程应用较广( 岳
建华和薛国强，2016) ．

并行电法在水库大坝应用中采用点电源供电方式，通过
单点供电，多极采集即可得到二极、三极以及高分辨的地电
信息，尤其对多装置数据联合处理大大提高对隐患的分辨率
以及大坝边界的刻画( 马欢等，2018) ．
2． 2 瞬变电磁法

瞬变电磁技术是通过不接地回线或接地电极供入阶跃
脉冲方波，在断电的间隙期，利用探头或接收线圈观测二次
场的感应电压，通过分析单点不同时刻的感应电动势衰减特
征以及多点同深度的变化趋势推断地质体的时空分布( 薛国
强等，2015) ．由于瞬变电磁法的研究对象为纯二次场的变
化，对低阻异常体的信号响应更明显，并且天线平行于坝顶
铺设可连续获得全大坝的信号，具有指向性强的特点．现场
使用封装、模块化的多匝小线圈探测时，只需按照约定的步
距移动线圈，即可满足大坝高效、轻便化巡测的要求．水库大
坝瞬变电磁探测数据的解译主要依靠对不同的二次场的衰
减曲线及视电阻率图像，先根据不同的测点-电压曲线的特
征初步识别出横向异常，再根据计算视电阻率判读出隐患的
深度信息( 图 3) ．
2． 3 探测方法的优化

土石坝在承受库区动、静水压力的作用下，土体中的细
颗粒将不断的流失，当正常的渗流性态恶化成局部渗漏通道
时，大坝局部产生脱空、不密实或空洞等隐患．而大坝的渗漏
发生在浸润线之下，处于饱和状态下的隐患较周围介质具有
明显的低阻特征，进而为并行电法的实施提供了物性前提．
对于隐患多发的两坝肩结合部渗漏区受岩基的高阻屏蔽，并
行电法难以有效识别出低阻信息，同时受大坝场地条件的约
束，该段正是并行电法的盲区部位．而瞬变电磁法基于电磁
感应原理对高阻的响应较弱，具有高阻区中查低阻的先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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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库大坝场景图( a) 、( b) 和平面图( c)
Fig． 1 The scene ( a) ，( b) and plan( c) of Daijiawu reservoir dam

图 2 高密度电法排列方式及隔离系数
( a) 温纳四极; ( b) 温纳偶极; ( c) 温纳微分; ( d) 温纳三极．

Fig． 2 Arrangement of the electrodes for some commonly used arrays and their geometric factors
( a) Winner quadrupole; ( b) Winer Dipole; ( c) Winner differential; ( d) Winner tripole．

势，这种方法的优势互补将有助于提高对全大坝隐患诊断的
水平．

3 试验结果分析及验证

3． 1 并行电法数据处理及分析
试验现场采用 WBD-1 型并行电法仪作为采集器，供电

方式为单正法，恒流时间 0. 5 s，采样间隔 0. 05 s，经实践证
明单点供电方式较适合水库大坝渗漏隐患的查找，一次采样
完成可获得二极、三极以及高分辨电法的数据体．不同高程
的数据经解编、提取、去噪、网格化得到温纳三极右装置视电
阻率断面图( 图 4) ，测试时库水位高程为 153. 8 m，测线 PL-1
获得的的视电阻率值范围为 90 ～ 230 Ω·m，其中测线上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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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地质体的二次场衰减曲线
Fig． 3 Attenuation curves of secondary field in

different geological condition

35 m段低阻异常区呈圈闭状分布，埋深在 10 m 左右，而在
测线上 0 ～ 20 m段，深度 5 m以内低阻区呈条带状分布并有

图 4 不同高程测线的视电阻率图
Fig． 4 Apparent resistivity diagrams of the different elevation lines

向右岸延伸的趋势，鉴于电极在测线起始点至溢洪道段无法
穿透混凝土与大坝直接耦合，从而在右岸形成了电剖面测量

盲区，在判断右岸是否存在低阻异常区还需要其他方法的补
充;测线 PL-2、PL-3 图像中低阻异常区更加直观，二者反映
出的形态也基本一致，可能与渗漏通道在背水坡的流向更加
稳定且地面测线与其之间的距离更加贴近有关．比较图 4a、
b、c中的低阻异常区分布可知:大坝坝体部位存在低阻闭合
异常区，但在背水坡测线上异常区的位置存在一定的横向移
动，并且还表现一定的倾斜形态，推断背水坡下游的低阻异
常区可能是坝顶中部低阻薄弱带与右坝段低阻薄弱区共同
汇聚造成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图 4c 中 30 m 处存在低阻圈
闭异常，而在测线图 4b上无明显异常，因此在分析该处异常
时还需要考虑集中渗漏点位置的旁侧效应．

高密度电法获得的视电阻率值是对地质体的局部响应，
不同的排列形式反映出的异常体可能存在深度、位置、埋深
以及形态上存在差异( 方易小锁等，2019) ，三极装置采用电
位梯度测量模式，则 AMN、MNB的视电阻率图像存在一定的
非对称性( 胡雄武和李红文，2018) ．反演是对测量数据体模
型重构的最佳处理方法，限于篇幅，以大坝坝顶测线 PL-1 的
结果加以说明，如图 5 是温纳三极的反演成果图．

本文采用基于圆滑模型的最小二乘法( Loke and Dahlin，
2012) ，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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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反演电阻率断面和钻探土样
Fig． 5 Inversion model section and drilling soil

图 6 瞬变电磁感应电压曲线和视电阻率图
Fig． 6 The Profile section of induced electromotive force and apparent resistivity diagram on TEM

( JTJ + λF) Δqk = J
Tg － λFqk， ( 1)

式中，J为 Jacobi矩阵; λ 为阻尼因子; g 实测视电阻率值与
计算值之间的残差．

图 5a是图 4a经反演计算后得到图像，可以看出反演断
面图对大坝的细节刻画更精细，并且低阻异常区也向右岸发
生了偏移;图 5b是温纳三极左装置的反演剖面，大坝中部的

低阻异常区较图 5a有所扩大．此外，比较图 5a、b可以看出，
温纳三极左右装置显示出坝肩岩基的形态存在较大差异，可
能与两种装置的供电、测量点的位置有关．为降低不同装置
的差异性，把两种装置数据体联合反演是一种解决途径．如
图 5c的联合反演图像吸收了两种装置的优势，对坝肩岩基
的形态以及大坝低阻异常的描述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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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库水位及渗漏量的变化
Fig． 7 The variation of reservoir water level and leakage amount with time

3． 2 瞬变电磁数据处理及分析
瞬变电磁现场采用多匝小回线线圈进行信号的发射与

接收，发射线圈 10 匝数，接收线圈 67 匝，发射频率 25 Hz，叠
加次数 512，数据体在配套的处理软件中经飞点剔除、曲线
平滑、坐标设定以及电阻率计算等步骤得到图 6．图 6a 是所
有测点的电压变化曲线图，从大坝的晚期信号上可以看出，
在测线上 6 ～ 13 m、24 ～ 27 m、42 ～ 45 m和 54 ～ 60 m段存在
明显的二次场信号的响应特征，表明该区段下部可能存在低
阻区渗流薄弱带;图 6b 上埋深 3 m 范围内视电阻率呈条带
状低阻分布，可能与受瞬变电磁仪器关断时间影响而形成的
盲区有关( 席振铢等，2016) ，一般水库大坝的防渗体以及浸
润线相对于盲区深度更低一些，以致于盲区并不影响对大坝
渗漏隐患的判别．从视电阻率剖面上可以看出，测线上 6 ～
12 m低阻异常的幅度最大，可能存在渗漏通道; 测线 24 ～
27 m段位于虹吸管上部，不排除铁质对电磁场信号造成一
定的干扰．
3． 3 综合探测成果分析

并行电法和瞬变电磁法分别从静电场和电磁场的角度
获得水库大坝的地电信号，两者对水库大坝的渗漏隐患都有
明显的响应，在大坝坝体内部的渗漏隐患并行电法反映的结
果更加可靠，而瞬变电磁探查坝肩部位的渗漏更具有优势．

并行电法在大坝坝顶、背水坡的 3 条测线的视电阻率图
像都能反映出低阻渗漏隐患区，但坝顶测线的低阻渗漏隐患
区相对较为规则，而下游两条测线的形态及空间位置吻合度
高，渗漏通道有向河床段延伸的趋势; 大坝坝顶的联合反演
图像低阻区范围( 测线上 18 ～ 40 m) 进一步扩大，与下游两
测线的渗漏通道流向一致．瞬变电磁探测的成果相对更加明
确，渗流薄弱区主要分布在三个区段，但测线上 24 ～ 27 m低
阻异常需要考虑虹吸管的影响．

由于大坝坝体段在并行电法图像( 桩号 K0 + 012 ～ K0 +

034 m) 和瞬变电磁图像( 桩号 K0-005 ～ 0 + 002 m) 都显示出
较强低阻异常，为进一步确定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钻孔验
证．桩号 K0 + 020 m钻孔大坝填土剖面和孔内摄像如图 5d、
e所示，从填土剖面上可以看出，孔深 0 ～ 11 m段为含碎石粉
质黏土，11 m 以下揭露灰褐色软塑粉质黏土，其中 9． 5 ～
10 m局部夹杂碎块石，结合 0 ～ 8 m 的孔内摄像成果，可以
看出大坝整体填土质量较差，碎石含量较多，局部存在不密
实现象，表明钻孔揭露的大坝填土体可能存在局部渗流异常
现象．桩号 K0 + 000 处钻探发现，孔深 5． 3 m 以上为含碎石
粉质黏土，以下为强 ～弱风化砂岩，岩体极为破碎、裂隙发
育，坝基存在严重渗漏问题．

综上，从两种方法的探测成果上来看，大坝坝顶低阻异
常区主要位于桩号 K0-005 ～ K0 +002 m、K0 +012 ～ K0 + 034 m
以及 K0 + 043 ～ K0 + 049 m段，推测以上区段是造成大坝渗
漏的渗流薄弱区．
3． 4 渗漏隐患定向处理

水库大坝渗漏隐患探测的目的是为防渗处理设计提供
靶区，由于土石坝渗流薄弱带分布复杂，为更加科学的评价
综合物探的探测成果，对大坝低阻异常区实施灌浆防渗处
理．如图 7 所示，戴家坞水库灌浆开始时 ( 2018 年 7 月 12
日) ，库水位高程为 155． 12 m，坝脚集中渗漏量为 3． 89 L /s，
在整个防渗处理过程中，库水位基本保持稳定，渗漏量发生
系列变化，其中 7 月 18 日渗漏量下降至 2． 91 L /s，7 月 25 日
在对桩号 K0 + 046 灌浆后渗漏量降至 2． 64 L /s，再对桩号
K0-003、K0 + 000 两处灌浆处理后，大坝下游坝脚渗漏量降
低明显，渗漏量降至 0． 07 L /s．其后，对大坝进行了增强防渗
处理，渗漏量降低到允许渗漏量附近，满足了大坝防渗的
要求．

4 结 论

本文以戴家坞水库防渗处理工程为试验对象，联合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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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法和瞬变电磁技术对大坝渗漏隐患进行探查，并利用工程
钻孔和孔内摄像技术验证了局部可疑薄弱区，最终依据探测
成果进行定向注浆处理，成功解决大坝渗漏的难题．

( 1) 并行电法采用拟地震化的数据采集模式，一次采集
可获得多种高密度电法装置数据体，工作效率高; 通过对比
不同高程的视电阻率图像可确定大坝渗漏通道走向，同时采
用温纳三极左右装置联合反演有利于隐患体的归位及坝肩
的岩基识别．

( 2) 多匝小线圈瞬变电磁技术操作方便，适合于较为复
杂的场地，通过对测点-电压曲线和视电阻率剖面的判读，有
效识别出大坝纵横向的低阻异常部位．

( 3) 并行电法对大坝坝体体的隐患判断准确度较高，瞬
变电磁法较适合于坝肩结合部隐患的探查，把两种技术相互
结合形成了一套全大坝渗漏诊断综合探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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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