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４卷第 ２期 物 探 与 化 探 Ｖｏｌ．４４，Ｎｏ．２ 
 ２０２０年 ４月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ｐｒ．，２０２０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７２０ ／ ｗｔｙｈｔ．２０２０．１４２５
姚纪华，罗仕军，宋文杰，等．综合物探在水库渗漏探测中的应用［ Ｊ］ ．物探与化探，２０２０，４４（２）：４５６－４６２．ｈｔｔｐ：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１１７２０ ／ ｗｔｙｈｔ．２０２０．
１４２５
Ｙａｏ Ｊ Ｈ，Ｌｕｏ Ｓ Ｊ，Ｓｏｎｇ Ｗ Ｊ，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４４（２）：４５６－４６２．ｈｔｔｐ：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１７２０ ／ ｗｔｙｈｔ．２０２０．１４２５

综合物探在水库渗漏探测中的应用

姚纪华１，罗仕军２，宋文杰１，刘媛３，赵文刚１，吕慧珠１

（１．湖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７； ２．长沙县重点工程管理局，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００； ３．湖南百舸水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７）

摘 要： 受右坝肩正断层 Ｆ２的影响，某水库岩溶发育，一直存在渗漏问题，经多处防渗处理，问题依然存在且日趋严

重。 本文综合采用流场法、自然电场法、高密度电阻率法对该水库渗漏进行了探测。 发现老隧洞封堵质量较差，存
在渗漏问题，并导致其下游侧坝体集中渗漏和大面积散浸；大坝坝体中部存在从上游坝坡至下游渗漏通道，是坝体

下游二级坝坡出现散浸的主要原因；大坝右岸低矮山体存在渗漏入口，并可能与下游山脚的泉水点相连通；大坝右

坝肩 Ｆ２断层带防渗性差，存在与下游断层露头集中渗漏点相通的渗漏通道。 此次探测结果表明：综合物探法能较

准确获得水库渗漏源、渗流通道等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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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运行期岩溶水库常存在坝体、坝基或库区渗漏

问题。 其中坝基和库区渗漏多为岩溶或与断层等共

同作用的结果，而坝体渗漏多为填筑土局部或整体

渗透系数较大所致，这些渗漏隐患和缺陷的存在和

继续发展常导致水库大坝失稳，甚至溃坝，造成巨大

灾难。 为此，许多学者在综合物探法探测水库坝体、
坝基渗漏源［１ ３］、渗漏通道［４］、缺陷［５ ７］的理论和实

践运用研究。 但由于岩溶发育的随机性及坝体填筑

土的不均匀性，导致库坝区渗漏源、渗漏通道和缺陷

的探测尤为复杂，因此，探索出一种准确率高、可操

作性强的岩溶水库渗漏探测的综合物探法是十分必

要和迫切的。
渗漏存在常引发场地物性特征变化和异常［８］，

单一物探法受其本身局限性，揭露的场地物性特征

常具局限性，致使水库渗漏源、渗流通道位置等信息

存在偏差或误差。 而综合物探法可获得多种物性探

测成果，彼此验证、相互补充，减少多解性，去伪求

真，可较准确反演出库坝区渗漏和缺陷发育特性。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多种物探法，并考虑到岩溶水库

渗漏源和渗流通道等探测的复杂性，综合采用流场

法、自然电场法、高密度电阻率法查明运行期某岩溶

水库某时期内渗漏缺陷发育特征和原因。 以期为类

似工程渗漏、缺陷探测提供实践经验。

１ 工程概况

某水库位于溆浦县溆水支流，为岩溶水库，水库

大坝为均质坝，坝顶高程均为 ２９７． ３ ｍ，最大坝高

２０．９ ｍ，坝顶轴线长 １５０ ｍ，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

防洪、养殖等综合效益的重点中型水利工程。 大坝

及左岸库区基岩为石炭系中上统娄山关群（∈２＋３）
白云质灰岩，岩溶相对不甚发育；为 Ｆ２所割的大坝右

岸基岩为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１ｑ）灰岩，岩溶极其

发育，地表见溶沟、溶穴和溶洞；坝体为均质坝，填土

岩性为含碎石粉质黏土。 坝址发育有 ＮＮＷ 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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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活性张性正断层。 受右坝肩正断层 Ｆ２的影响，某
水库岩溶更为发育，渗漏问题更严重。 经多次防渗

处理后，库坝区下游渗漏水依然存在，且日趋严重。
２０１５年 ６月 ４号（此时库水位约 ２９０．２ ｍ）现场

发现坝下老隧洞出口右岸见一渗漏量约为 ０．４２ Ｌ ／ ｓ
集中渗漏点，其附近坝体也见面积约为 １５ ｍ２ 左右

的散浸区；右坝肩下游 Ｆ２ 断层出露点（高程 ２７５ ｍ
左右）见一渗漏量约为 ０．７６ Ｌ ／ ｓ集中渗漏；大坝坝体

中部下游二级坝坡坡脚较一面积约为 ２０ ｍ２ 的散浸

区；右岸山体下游山脚（高程 ２８０ ｍ 左右）见一渗漏

量约为 ０．６４ Ｌ ／ ｓ 集中涌水点（如图 １），据当地村民

介绍只有汛期才能看到此涌水点。 且下游集中渗漏

点渗漏量和散浸区面积出现低水位时部分消失，但
也随着库水位升高显著增大，且近年来渗漏逐月增

大，已严重威胁着大坝安全。
可见，库坝区存在坝体、坝基、涵管渗漏等问题，

传统地质钻探方法根本无法揭露出库坝区存在的渗

漏源和渗漏通道，进而难以实现对库坝区渗漏问题

进行针对性地加固处理。 而综合物探法可在平面、
垂直向及水平向解释出这些信息。

图 １ 物探法测线现场布置及库坝区渗漏出入口示意

Ｆｉｇ．１ Ｓｉｔ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ｉｎｌｅ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ｅｔ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ｄａｍ ａｒｅａ

  为获得工程区内岩土的电性特征，对地质钻探

时取得的坝体、坝基及坝肩岩芯进行电阻率测定，其
中坝体土芯取样位置从坝顶到坝底、左岸到右岸均

匀分布，坝基、坝肩岩芯从强风化到微风化也分布较

均匀。 由物性参数（表 １）可知库坝区岩土体电性特

征：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１ｑ）灰岩为中高阻，平均

电阻率约为 １ ２２７．４ Ω·ｍ；石炭系中上统娄山关群

（∈２＋３）白云质灰岩为中低阻，平均电阻率为 ６１３．８
Ω·ｍ；坝体含碎石粉质黏土则表现为低阻特征，平

表 １ 工程区岩土体电阻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

地层
代号

块数 岩土名称
电阻率范围
／ （Ω·ｍ）

平均电阻
率 ／ （Ω·ｍ）

Ｑ４ １８ 含碎石粉质黏土 ３８．４～１３３．７ ９７．３
∈２＋３ １２ 白云质灰岩 ２０３．８～７９９．２ ６１３．８
∈１ｑ ６ 灰岩 ４２６．５～１４６４．９ １２２７．４

均电阻率低于 １００ Ω·ｍ；可见，库坝区不同岩土体

相互之间电性差异较大，具备地球物理勘探前提。

２ 野外工作方法与技术

鉴于流场法、自然电场法和高密度电阻率法，以
及库坝区渗漏问题在垂直、水平和平面位置上的复

杂性，加之水库渗漏情况和原因查明的迫切性。 本

次现场综合采用流场法、自然电场法和高密度电阻

率法（表 ２），在充分利用三种方法各自优点的基础

上，并结合工程地质条件，相互补充、相互佐证，查明

渗漏情况，并深入分析其缘由，以期为水库防渗加固

提供基础资料和有力支撑。
２．１ 流场法

坝体（基）渗漏水和正常渗流形成的物性场具

有明显差异性，导致其在岩土体中的运移特点、水土

·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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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主要探测方法和仪器设备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探测方法 主要仪器设备 探测目的 主要工作内容

流场法 ＤＢ-３Ａ堤坝管涌仪 库区渗漏进水口检查
在大坝及左坝肩山体近水面布设测线 ３ 条、右坝肩
山体近水面布设 ２条

自然电场法
ＤＺＤ-６Ａ 多功能直流电法（激
电）仪

大坝及坝肩山体自然电位异
常区探测

平行于大坝坝轴线布置 ３条测线

高密度电法 ＤＵＫ-２ 高密度电法测量系统
大坝坝体、坝基渗漏通道及异
常区探测

大坝坝体上布设 ２条测线，共计 ９３０个测点数据

（岩）作用方式和作用时间显著迥异［９］。
正常情况下，地下水流场为正常场，当水从高水

头渗漏源向渗漏出口发生运移，则变成异常场，其中

高水头区渗漏入口位置异常最显著，其水流速度的

矢量场同时指向下游渗漏排泄口，这种流场异常性

成为探测渗漏入口可以利用的物理实体［１０］。
实践中现场采用伪随机流场法在渗漏出口和库

内高水头区发射信号电流形成异常信号电流场，同
时异常渗流场得到强化，综合两种流场成果，利用其

数学形式上的相互关系，拟合其时空分布形态间内

在联系。 通常情况下，信号电流主要沿漏水通道运

移，信号电流场差异显著，而其他地段信号电流很

小，处于正常场状态，因此测定到异常场位置就大致

测定渗漏源位置［１１］。 可见，伪随机流场法适合用于

探测渗漏源位置，无法揭露库坝区岩土体中渗漏通

道和缺陷的位置，更无法测定渗漏量大小。
工作时，在大坝及左坝肩山体近水面布设测线

３条（测线 ｃ、测线 ｄ 和测线 ｅ）、右坝肩山体近水面

布设 ２条（测线 ａ和测线 ｂ），共计 ５ 条测线，测线间

距为 ４ ｍ。 依次将 Ａ电极放置在库坝区下游多个集

中渗漏处，Ｂ电极放置库区离 ５条测线距离皆约 ２００
ｍ左右位置处；分别用绝缘导线将 Ａ、Ｂ 电极连至大

坝坝顶上的发送机上（见图 １）。
沿每一根测线划船行走，每隔 １ ～ ２ ｍ 先将探头

置入水下至触碰到岩（土）体，后拉起约 ２０ ｃｍ，读取

接收机上显示数据，大于等于 ２０ ｍＡ 时进行定位标

记。 主要探测近坝库区内渗漏源位置。 根据伪随机

流场法接收机测得强度值 Ｊ判断是否属于异常。 测

区电流密度一般在 １～１５ Ａ ／ ｍ２ 范围属于正常场， 异

常部位电流密度通常为正常值 ２～３ 倍以上，且渗漏

进水口电流密度曲线呈“峰”形［１２］。
２．２ 自然电场法

当水在岩土体孔隙中运移时，地质体表面的过

剩离子键会与水中的 Ｈ＋或 ＯＨ－离子结合，导致流动

水体中 Ｈ＋ 或 ＯＨ－ 离子局部过剩，造成了电位异

常［１３］。 在水库高水头作用下，库坝区渗漏通道中运

移的水一般流速较快，导致水体中 Ｈ＋或 ＯＨ离子不

均衡性更严重，引起渗漏源和通道一定区域内自然

电位出现显著异常，利用这种异常性可大致推测出

岩土体中渗漏通道和渗漏缺陷等的水平位置。 但自

然电场电位易受地电干扰，时有波动，出现异常电

位，即并非一切异常皆为渗漏隐患所致，但显著出现

较大负或正电位部位常为渗漏隐患。 据统计，当自

然电位异常值超过正常值的 １．３ ～ １．５ 倍时，渗漏隐

患的可能性高达 ９５％以上［１４］。
在工作现场平行于大坝坝轴线布置 ３ 条测线。

Ⅰ测线位于大坝上游侧近水面斜坡（高程约 ２９０．７０
ｍ），测线起点为桩号 Ｄ０＋０１６（０＋０００ 桩号均从坝顶

面与右岸山体交界处起算），终点桩号为 Ｄ０＋１４６，
测点间距为 ４ ｍ。 Ⅱ测线位于坝顶面与右岸山体交

界处（高程 ２９７．３０ ｍ），测线起点桩号为 Ｄ０＋０００，终
点桩号为 Ｄ０＋１５５，测点间距为 ４ ｍ；Ⅲ测线位于主

坝下游一级平台（高程约 ２８９．００ ｍ），测线起点桩号

为 Ｄ０＋０２０，终点桩号为 Ｄ０＋１５０，测点间距为 ４ ｍ，
主要为探测坝体、坝基及坝址区左右岸山体中渗漏

通道的水平大致位置。 测线上出现连续自然电位小

于 ０或大于 ０时，为异常电位，可判断为渗漏通道疑

似位置，且异常的幅度越大，其可能性就越高。
２．３ 高密度电阻率法

高密度电阻率法是一种将电法勘探技术与计算

机数字技术相结合的阵列式电阻率测量方法，集中

了电剖面法和电测深法的特点，能揭示地下一定深

度范围内岩土体横向和纵向电性变化情况。 当地下

埋藏岩土体中出现渗漏通道、空洞、缺陷或与周围显

著差异时，这些区域的电阻率会出现明显异常，结果

显著偏高或偏低。 因此，可利用该方法探测岩土体

中渗漏通道或缺陷大致位置，但结果多为定性分析，
对渗漏量等无法进行定量分析［１５ １７］。 且若岩土体

受到干扰电差异不明显或不敏感，将导致其探测结

果失真。
在大坝坝体上布设 ２ 条测线（测线 α 和测线

β）。 测线 α位置位于自然电场法Ⅰ测线上游侧（高
程约 ２９３．８０ｍ），测线 β位于大坝下游二级坝坡中上

部（高程约 ２８６．７０ ｍ）。 两条测线长均为 １５０ 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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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距 ３．０ ｍ，主要为探测坝体、坝基中渗漏通道的水

平和垂直方向上大致位置。 本次采用温纳四极排列

装置，电极数为 ６０，勘探工作使用的电极距测线 α、
测线 β为 ３ ｍ，测量层数为 １０层。

３ 探测结果与分析

３．１ 流场法探测结果

根据现场测定结果，大坝及右岸山体近水面只

有测线 ｅ，测量数值均在 １～１５ Ａ ／ ｍ２ 以内，属于正常

场范围。
测线 ｃ、测线 ｄ测线的中部出现明显异常，测值

高达 ４２～６８ ｍＡ，该测点位于封堵老隧洞的正上方，
距离水面约 １２ ｍ，可判断为集中渗漏入口 Ｂ。

测线 ｃ测线的大坝坝体中部出现明显异常，测
值高达 ５２～６４ｍＡ，可判断为大坝坝体上游坝坡一集

中渗漏入口 Ａ。
测线 ａ 和测线 ｂ 两条测线，在测量过程中 ３ 处

区域出现明显异常，分别位于左岸小山包中部、断层

Ｆ２与测线相交处和小山包左侧近坝区测值维持在

４０～９０ ｍＡ，属异常场，因此可判断该三处区域为 ３

个集中渗漏口 Ｅ、Ｄ、Ｃ（如图 １）
３．２ 自然电场法探测结果

自然电场法 ３ 条测线测量结果见图 ２。 可见，
大坝坝顶Ⅱ测线从 Ｄ０＋００６ ～ ０＋０１４ 段处于低电位

区，Ｄ０＋１１８～０＋１２２存在高电位异常；上游坝坡Ⅰ测

线 Ｄ０＋１１４～０＋１１８存在高电位异常；下游一级坝坡

中上部Ⅲ测线 Ｄ０＋１２２ 存在高电位异常；Ⅰ、Ⅱ、Ⅲ
测线在 Ｄ０＋０７０～０＋０８８ 皆存在低电位异常。 为此，
可做如下推断：

１） 大坝 Ｄ０＋００６ ～ ０＋０１４ 段可能存在渗漏通道

或积水区，应为 Ｆ２断层破碎带渗漏通道或破碎带内

积满水；
２） 从上游坝坡Ⅰ测线 Ｄ０＋１１６ 至下游坝坡Ⅲ

测线 Ｄ０＋１１２连线及两侧 ３～６ｍ内应存在一渗漏通

道，现场发现此处为已被封堵的老隧洞，隧洞封堵不

密实，存在渗漏水。
３） Ⅰ、Ⅱ、Ⅲ测线在 Ｄ０＋０７０ ～ ０＋０８８ 连线范围

内存在严重渗漏通道。
３．３ 高密度电阻率法探测结果

高密度电阻率法 ２ 条测线 α、β 测量结果见图

３、４。 两图深度 １～３ ｍ处有一低阻异常（浅蓝色），

图 ２ 大坝Ⅰ、Ⅱ、Ⅲ测线自然电位曲线

Ｆｉｇ．２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ａｐｓ ｏｆ ｄａｍ ｌｉｎｅｓ Ⅰ，Ⅱ ａｎｄ Ⅲ

图 ３ 大坝 α测线高密度电阻率反演结果

Ｆｉｇ．３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α 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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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大坝 β测线高密度电阻率反演结果

Ｆｉｇ．４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β ｌｉｎｅ

应为下雨形成的潜水区所导致的。 图 ３ 深度 ９ ～ １２
ｍ处有 ９２．８～１２０ Ω·ｍ的低阻异常，为渗水区，图 ４
点位 Ｄ０＋０６９～０＋０８５，深度 ４～１０ ｍ处有 ４０～８０ Ω·
ｍ的大面积低阻异常体（蓝色、深蓝色），为严重渗

水区域；推测该两处上下游渗水区与大坝右坝段距

离相当，应在坝体内相连通。 图 ４ 深度 １１ ～ １５ ｍ 处

有 １００～１５０ Ω·ｍ的低阻异常，为渗水区，此位置大

致位于已封堵隧洞上方，推测封堵隧洞应存在渗漏

水。
３．４ 综合分析讨论

综合流场法、自然电场法和高密度电阻率法三

种物探法的探测结果，可得出库坝区渗漏情况如下

结论：
１） 小山包上游侧中部的集中入渗点 Ｅ 与其下

游山脚涌水点可能是相连通的，山体内可能发育有

岩溶通道。
２） 库内渗漏入口 Ｃ、Ｄ 应与 Ｆ２ 断层带及下游

断层露头相连通，断层内存在从上游库内至下游贯

通的渗漏通道。
３） 大坝坝体中部渗漏入口 Ｂ 应与下游坝体坝

坡散浸区相连通，大坝坝体中部存在向下游渗漏的

渗漏通道。
４） 库内渗漏入口 Ａ 应与下游左岸坝脚集中渗

漏点和散浸区相连通，封堵老隧洞内存在向下游渗

漏的渗漏通道。 据水库管理人员回忆，老隧洞为前

部四分之三隧洞段和出口四分之一涵管段组成，涵
管段于 ２００５年进行彻底挖除，并用坝体填土夯实压

密；隧洞段上、下游段进行砼回填。 本次综合物探法

探测结果表明，２００５ 年封堵老隧洞的封堵质量较

差，存在渗漏，且水从老隧洞出口渗漏出溢流至下游

侧坝体回填土内，造成坝体外坡左侧大面积散浸区

和集中渗漏。

４ 除险加固措施及效果分析

根据综合物探结果，对库坝区针对性采取了以

下加固措施：①大坝右岸小山包集中入渗点 Ｅ、Ｄ、Ｃ
进行注浆封堵，表部 ５ ｍ×５ ｍ 范围内加设黏土铺盖

防渗；②断层 Ｆ２走向与坝轴线相交位置采用双排帷

幕灌浆，第二排灌浆孔布置于第一排孔之间，并向左

右岸延伸 ３０ ｍ；③老隧洞进行重新灌浆封堵，渗漏

入口 Ｂ、Ａ挖开，更换防渗土料重新回填压实，并在

大坝坝轴线上坝体自然电位异常位置进行双排高压

旋喷灌浆加固，灌浆孔深入坝基 １ ｍ。
２０１６年年底除险加固方案实施后，库坝区下游

散浸区和集中渗漏点消失，效果显著，极大降低了库

坝区防渗加固工程造价，且在经历了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年汛期水库水位连续多天高于正常蓄水位的

考验下，水库下游依然未见明显的散浸和集中渗漏

水现象。 可见，综合物探法探测的库坝区渗漏源、渗
漏通道等信息是较为准确、可靠的。

５ 结论

１） 综合利用流场法、自然电场法、高密度电阻

率法探测某岩溶水库渗漏源、渗漏通道位置等信息，
揭露了渗漏发育特征和原因。 且依据探测分析结果

对该水库进行了针对性重点部位堵漏防渗，效果显

著。 可见，综合物探法探测的水库渗漏信息是可信

的，并与实际较为相符。
２） 探测结果表明：每一种物探方法在探测渗漏

和渗流通道有其侧重和不足，单一物探法具有片面

性和多解性，而多种物探法却可相互补充、相互印

证，去伪求真，可较准确地获得渗漏源、渗流通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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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３） 探测结果还表明：老隧洞封堵质量较差，存

在渗漏问题，并导致其下游侧坝体集中渗漏和大面

积散浸；大坝坝体中部存在从上游坝坡至下游渗漏

通道，是坝体下游二级坝坡出现散浸的主要原因；大
坝右岸低矮山体存在渗漏入口，并可能与下游山脚

的泉水点相连通；大坝右坝肩 Ｆ２ 断层带防渗性差，
存在与下游断层露头集中渗漏点相通的渗漏通道。

４） 综合物探法只能定性在空间上大致确定渗

漏源和渗流通道位置，但无法精准获得其空间位置、
规模大小和渗漏量大小等定量信息，应加强水库渗

漏缺陷探测手段、理论模型、信息化监测和成果处理

等方面优化创新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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