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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明了一种新的找水方法
218
P0测深法。对其操作过程和根据实测曲线识别含水层、确定含水层数、分析

富水性, 以及计算含水层底板埋深的方法作了分析, 并对有关机理作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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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 在探测地下水实践中, 先后用过地质、水文地质及地质力学的勘察分析方法; 也用过电阻率、

声电、激电、甚低频电磁法等多种物探相结合的方法, 都取得了一定的实用效果, 为解决人畜缺水和工农业生

产用水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这些方法尚存一些不足, 其准确可靠性及成井率均不尽人意。由此, 笔者等从

1993年开始试验研究一种新的找水方法, 即
218
P0 测量法。历时 9 年多,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该法具有轻便、

高效、准确和适用范围广、影响因素少, 现场可直接取得测试成果的优点。经推广应用, 已成为很多找水定井

技术人员常用和首选的方法。

该法可分剖面和测深两种主要测试方法。而剖面法和测深法也是找水不可缺少的两个工作步骤。剖面法见

文献[ 1]。

1 同点多次等时距连续重复测试

218 P0测深法, 即采用 3017 RaA测氡仪, 在同一点施以多次等时距连续重复测试(简称连测)。近两年, 利

用218P0测量法找水定井, 首先是在测区范围内布好的剖面线上, 利用甚低频电磁仪按一定点距, 逐点测出所

有必要的参数值, 并在同线同点上测出222Rn衰变的第一代子体
218P0的 计数率; 然后根据各测值在剖面上的

变化规律, 经分析确认无干扰因素影响时, 便在218P0 计数率出现高值异常, 认为是富水部位并有可能选定井

位的点进行连测。时距一般为 150 s。连测次数根据预计含水层埋深、厚度和预定井深决定。根据山东省临沂

市及辖区水文地质条件和实践经验, 一般每点连测 10~ 15次, 个别点需测 18~ 20次。

2 连测曲线及其水文地质分析

连测曲线是反映连测点逐次测值大小变化的实测曲线。在直角坐标系中, 以横坐标表示某次测试的序次;

纵坐标表示该次测得的218P0 计数率, 用  N / cpm! 代表。用线段将代表各次测试的点连起来, 便是连测曲

线。

根据 130余条连测曲线与同点的井孔资料对比分析, 发现它们形态不一, 变化多样, 但也有共性和规律

性。连测曲线形态变化与井孔所遇到的断层破碎带、岩溶裂隙发育带及其形态、埋深、厚度、充填物和充填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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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存在密切关系。因此, 连测曲线的形态变化, 蕴含着丰富的水文地质信息, 并有可能用其作为分析连测点

在垂直剖面上水文地质条件的变化, 识别含水层, 判断含水层的层数、埋深、厚度、富水性等的科学依据。

2 1 含水层识别及层数分析

在对大量的连测曲线与同点井孔资料的进一步观察对比过程中, 发现其共同点是每个井孔中含水层与连测

曲线的上升段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连测曲线上出现几个上升段, 井孔就可能遇到几个含水层。而在无水井

孔旁, 测得的连测曲线上均无上升段。这就不难看出, 连测曲线的上升段即可表征为含水层的信息, 当然也就

是识别含水层的标志。而连测曲线的上升段数, 即为井孔中可能遇到的含水层层数。没有上升段, 便无含水

层。经数年的实践, 证明这一结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图 1( a)是罗庄搪瓷建筑材料厂供水井实际钻孔柱状图和218P0 连测曲线图。在连测曲线图上只出现一个上

升段, 即从第 3测次 30 cpm增加到第五测次的 76 cpm。定井时, 分析该点可能在 80m 左右穿过一个含水层。

成井后, 井深 120m, 基岩岩芯全为奥陶系中统石灰岩, 在井深为 74~ 80 m一段岩溶非常发育, 总体成大蜂窝

状, 最大溶洞直径达 15 cm, 富水性很好。其它岩芯均很完整。该井涌水量 78m3/ h, 水位降深 8 2m。

图1( b) ,是莒南县西岭泉村供水井的实际钻孔柱状图和218P0连测曲线图。在
218P0连测曲线图上出现两个上

升段。第一个上升段, 从第3测次的44 cpm上升到第四测次的68 cpm; 第二个上升段, 从第8测次的40 cpm上

升到第10测次的 88 cpm。据此分析, 该点打井可能遇到 2个含水层。成井后, 井深 180m, 全为白垩系上统王

氏组地层, 中上部为砾岩, 砾石成份复杂, 钙质胶结; 下部为砂页岩互层夹少量砾岩。其中井深在 51 4~ 64 8

m一段和 135~ 150m一段, 岩芯破碎、疏松、无胶结, 透水性很好。抽水试验, 出水量为 72 m3/ h, 水位降深

12 4m。抽水前自流量达 15m
3
/ h。

图 1 钻孔柱状图和218P0连测曲线

Fig 1 Drill log and 218 P0 continuous measurement diagram

2 2 富水性分析

富水性分析是确定井位的主要依据, 也是一项比较复杂和困难的分析工作。经大量试验与实践总结归纳如

下:

( 1) 连测曲线分析, 必须以连测点所在水平剖面曲线的富水性分析为基础, 也就是要以连测点首次测值与

所在水平剖面背景值之比, 即峰背比作为评判连测点总体富水性的前提和重要参数。根据剖面曲线峰背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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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钻孔出水量的方法见文献[ 1]。

( 2) 连测曲线上每个表征含水层的上升段首尾测值越大, 尾值比首值增加的幅度越大, 测值连续逐次增加

的次数越多, 则富水性越好; 反之, 则富水性较差。

( 3) 一条连测曲线上, 表征含水层的上升段数越多, 各上升段测值逐次增加的次数之和越多, 连测点的总

体富水性越好。

( 4) 具有多个上升段的连测曲线, 前一个上升段后, 测值不下降而成水平或缓升状; 且后一个上升段测值

比前一个上升段测值明显增大, 即成阶梯上升状的曲线, 则连测点的总体富水性较好; 反之, 后一个上升段的

测值小于前一个上升段的测值, 所有上升段的最大测值均小于连测点首次测值的曲线, 富水性较差。

( 5) 低值平稳, 变幅很小或缓降的连测曲线, 连测点富水性很差。在此类连测点上打井, 一般是遇不到含

水层, 其出水量也很小或成无水井。

( 6) 连测曲线首次测值很大, 峰背比也不小; 但从第 2测值往后, 测值逐次下降, 或急降后又变水平或缓

降, 一般情况下是表土污染搀杂所引起的假异常(无根异常) ;若连测点水位很浅, 也可能是浅部风化层裂隙岩

溶较发育, 富水性较好的反映。

上述分析富水性的方法, 有的只适用于地层岩性相同或相近的地区。在分析过程中, 上述各点所起的作用

和占的份额不全相同。哪个为主, 哪个为次, 不同的分析研究者, 对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地质与水文地质环

境, 甚至不同的测点, 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在通常情况下, 是以曲线上升段测值连续逐次上升的次数和上升段

的个数为主; 其次是上升段尾值比首值增加的幅度和首尾测值的绝对大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也有例外, 使

它们的主次地位倒过来, 后者比前者为重。所以在分析时, 要全面考虑, 综合分析, 灵活权衡, 不可拘同。

2 3 含水层埋藏深度分析

在分析研究连测曲线和井孔柱状图的过程中, 发现连测曲线上升段尾端的累计连测次数与井孔含水层底板

的埋深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 前者越多, 后者越深。这启示我们是否有可能根据连测曲线上升段的尾端累计

连测次数, 粗略估算相应含水层底板的埋深? 后经大量井孔的统计计算, 用计算埋深与实际埋深对比, 结论是

肯定的。采用的计算公式为

Hi = hi ∀Ni (1)

式中 Hi 是连测点可能遇到的第 i 个含水层底板埋深的近似值; Ni 是连测曲线第 i 个上升段尾端点的累计连

测次数, 可从实测连测曲线上确定; hi是连测曲线第 i 个上升段尾端点前平均每连测一次所增加的测深值,

可根据大量实际资料统计计算求得。

1996年从 130余份资料中, 选用了 112份。首先在钻孔柱状图上确定出各含水层的底板埋深值; 在连测曲

线上确定各上升段尾端点的累计连测次数。并要尽量使钻孔的各个含水层与连测曲线的各上升段一一对应。然

后对每个钻孔所遇到的每个含水层, 分别计算出平均每连测一次所增加的实际探测深度。采用的公式为

hi =
hi
Ni

(2)

式中 hi 表示某钻孔第 i 个含水层底板以上每连测一次所增加的实际埋深数; hi 表示该钻孔第 i 个含水层底

板的实际埋深; Ni 表示实际连测曲线上第 i 个上升段尾端点的累计连测次数。将计算所得的全部 hi 值, 按

不同含水层层数和不同含水层层序数分别列表; 又按 hi 值的大小, 从大到小排列成序列表; 再按序列表列

出分组表。最后根据 hi 值的变化情况和分布特征, 选用如下公式:

hi =
 hi
n

(3)

hi =
 f h#i
n

(4)

式中 hi为 hi的算术平均值; hi 同式(2) ; n 为 hi的总个数; h#i为每组 hi 的中值; f 为各分组 hi 的

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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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各具第 i个含水层的所有 hi的算术平均值或加权平均值。 hi 的个数少时用式(3) ; hi 的个数多

时用式(4)。

在此基础上,又计算出了 hi的标准差S 和变差系数Cv。

计算结果表明, S 和Cv 均较大,说明 hi的变异程度较大, hi的代表性不很强。其主要原因是计算方法未

全面考虑所有主要影响因素。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所算出的 hi还是有一定代表性和实用价值的。试验研究阶

段完全可以参考采用。在后 5年的试验与实践中, 根据计算值与实测值的差异, 考虑其它因素对 hi的影响,不断

修正。到目前实际采用的 hi值列于表 1、表 2。

表 1 沉积岩 hi的采用值

Table 1 Adopted hi values for sedimentary rock

含水层序数/层
深度/ m

< 50 50~ 100 100~ 150 150~ 200 > 200

第 1层 16 0~ 17 0 15 5~ 16 0 15 0~ 15 5 14 5~ 15 0 14 0~ 14 5

第 2层 15 5~ 16 0 15 0~ 15 5 14 5~ 15 0 14 0~ 14 5 13 5- 14 0

第 3层 14 5~ 15 0 14 0~ 14 5 13 5~ 14 0 13 0~ 13 5

第 4层 13 5~ 14 0 13 0~ 13 5 12 5~ 13 0

表 2 变质岩、岩浆岩 hi的采用值

Table 2 Adopted hi values for metamorphic rock and magmatic rock

含水层序数/层 第 1层 第 2层 第 3层 第 4层

hi /m 11 5~ 12 0 11 0~ 11 5 10 5~ 11 0 10 0~ 10 5

含水层的序数从上往下数;上升段的序数从前往后数。

由多个单位和个人的大量试验和实践证明,采用表中所列 hi的数值,能使含水层底板埋深的计算值与实测

值较为接近,其误差一般小于 5%。如图 1( b) , 在井点连测曲线上出现两个上升段。N1 为 4, N 2 为 10; 并从

表1可查出, h1为15 5~ 16m, h2为 14 5~ 15m。根据上述参数值和式( 1)可计算出 H1 为62~ 64m,H 2为 145

~ 150 m。而成井后,两个含水层底板的实测埋深 H 1实为 64 8m,H 2 实为 150m。可看出, 两个含水层底板埋深

的计算值和实测值非常接近。当然,个别误差较大的现象还存在,有待继续研究。且整个计算方法也需进一步改

进、充实、完善。

3 218P0连测抽吸效应的机理初探

连测抽吸效应就是在人为抽吸作用下,地壳表层与深部222Rn 气的均衡补偿过程。由于多次连续抽气,在取

样器周围形成一定 真空!,破坏了天然的222
Rn 气平衡,形成附加压力差和附加浓度差,促使下部和外围的

222
Rn 气

向低压低浓度区运移。由于地壳中气体压力从地表向地下深处逐渐加大,有些地下水中的222Rn 浓度也比表层土

壤空隙中高,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纵向形成的附加压力差和附加浓度差比横向的大。尤其是压力和浓度的变化梯

度,纵向比横向更大。抽吸次数越多,这种差别越大。从地下深处, 特别是地下水中222Rn 气上移的速度、浓度和

总量,一是决定于含水层富水特征、汇水条件、水分交替快慢和水分中
222
Rn气之浓度、压力等, 即

222
Rn气上移来源

大小和水气动力特征; 二是决定于抽吸作用形成的压力差及压力梯度的大小, 此即与地下水气压力配合,

构成222Rn气上移能量的大小;三是决定于
222Rn 气上移通路的形态特征和通气性能。在对流和抽吸作用下,通路

有汇集抽拔222Rn 气上移的功能,促使地下深处,特别是含水层中的
222Rn气争先恐后的向通路集中, 上移至地表进

入取样器中,或发散到大气中去。

连测抽吸作用, 所形成的附加压力差和附加浓度差,引起地下
222
Rn 气上移的速度加快,数量增多。而且,随

着抽吸次数的增加, 所形成的附加压力差和附加浓度差,逐次叠加,逐次向下深处延伸传递。当其达到第一个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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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层时,其中的222Rn气便成为与附加压力差和附加浓度差均衡补偿的主体。含水层越厚,富水性越好,补给条件

越优, 水交替越快,水气压力越大, 222Rn浓度越高,上移速度和上移量的增加也越快, 能保持上移速度和上移量连

续增加的抽吸次数也越多。但每抽吸一次,使附加压力差和附加浓度差在含水层中向下延伸传递深度的增加量

越小,即 hi值越小。

一定数量的地下水中,所含的222Rn气量是有限的, 单位时间内由循环交替补充新水源带来的
222Rn 气也是有

限的。当抽吸到一定次数时, 特别是当附加压力差和附加浓度差延伸传递到含水层底板再向下延伸传递的时候,

就会逐渐改变222Rn气的上移速度和上移量,在新的条件下出现新的平衡过程,随而使连测一次抽取的
222Rn 气数

量呈显平稳状态或下降趋势。以此类推,当附加压力差和附加浓度差延伸传递到第2、第3和第 n个含水层时,同

样会出现与第 1个含水层相类似的状况。

由此可看出, 218P0 连测抽吸效应能揭示连测曲线形态变化与钻孔水文地质条件变化以及曲线上升段与钻孔

含水层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同时,两者间之内在联系也是218P0 连测抽吸效应所显现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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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the 218P0 sounding method to search for bedrock undergroun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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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18P0 sounding method is a new way of searching for water This art icle mainly studies the operat ion progress of

the method, and how to identify aquifers,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aquifers, analyze water rich nature and calculate the depth

of the base plate of aquif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act ically measured diagrams The related theory is tentat ively pro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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