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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河流域地形地貌相差悬殊, 受西伯利亚和蒙古一带冷空气的影响, 冬春季干、支流有不同程度的冰情出

现。由于黄河凌情来势迅猛, 水位急剧壅高, 易决口成灾, 开展冰凌预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黄河封河期冰盖下流

凌量及冰塞体的生长状况是黄河冰凌预警的关键要素, 采用地电测试技术, 对冰水两相流进行视电阻率测量, 绘制

电测深曲线, 数字化模拟冰凌参数, 评估冰塞体的生长及冰块堆积状况, 为防凌减灾提供预警服务。测试结果表

明, 平稳流凌时, 测深曲线经子波分解后阈值为 10 m 左右, 当出现局部冰塞时阈值达到 100 m 左右, 数值易

于区分, 基于电测深曲线的差异性进行冰凌预警的方法是可行的, 可为防凌减灾提供预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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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河道流量常年保持在 300~ 1 000 m3/ s, 丰水年则更大。这样的流量一旦降温, 河道中就会出现较

大的流冰。由于黄河河道上游宽浅、下游弯曲, 河势不顺畅, 若上段开河而下段固封或下段封而上段未封, 势

必造成冰凌堵塞, 水位壅高没堤, 形成冰凌灾害。黄河冰凌洪水突发性强, 涨势猛、持续时间长[ 1] , 产生的灾

害有时更甚于暴雨洪水, 给泛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2~ 4]。

我国对黄河冰凌研究十分重视, 除工程防凌措施外, 积极研究冰凌运行规律和防凌监控手段。孙肇初根据

黄河河曲冰塞资料, 首次提出建立水内冰冰塞大小与水力条件的计算公式,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建立了黄河

防凌决策支持系统
[ 5, 6]

, 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封冻区和开河区, 用于辅助凌汛分析。

国外有关冰凌的研究亦有较长历史, Shen等
[ 7]
对 St Lawrence 河道实测资料进行对比的研究, Smith等

[ 8]
就

冰盖对水流及冲积河渠中泥沙输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Parkinson[ 9]曾对冰盖出现间隔较近的横向裂缝及冰盖破

裂现象进行了观察研究, Daly将水动力学方程和冰盖方程耦合进行线性化扰动分析, 对由水波引起间距较密的

横向裂缝进行了探讨。Shen等依据热交换原理和冰水力学理论建立数学模型, 用于黄河开河与封河时间预报。

冰凌预警涉及河道冰凌运行规律、热力条件、水动力条件及边界条件,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由于

室内试验与天然河道原型观测资料存在较大测量误差, 加之经验性参数与河流及气象条件的地区特征有关, 试

验成果的应用有很大的局限性。与非封冻或开敞式河道水流相比, 冰水动力学影响因素多且复杂[ 10] , 许多问

题尚处于探索阶段, 总体上河冰研究还处在较低的水平, 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在封河、开河平稳时, 部分冰凌会从冰盖下过流, 以保持河道冰水流自然、协调、顺畅; 非平稳开河、封

河时, 冰凌块体过大或出现大面积卡冰(冰塞体)以及河势不畅, 过流断面锐减, 断面过流能力大幅下降, 导致

水位壅高而出险
[ 11]
。因此, 及时掌握冰盖下流凌量的态势是开展冰凌预警的前提和关键。

随着热力因素、动力因素、河势的变化, 冰盖下流凌的体积、形状也不断变化, 冰水两相流的复杂程度甚

于泥沙, 若从冰凌发育、生长以至堆积的机理和成因入手开展研究是十分困难的。

河道内的冰塞体隐伏于冰盖下部, 当冰花逐渐加厚至阻碍水流运动时, 就出现水位壅高、水鼓破冰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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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冰凌的生长具有较大的隐蔽性, 不适合采用常规水文学测试手段, 为此, 本文采用地球物理学方法, 依据

冰盖下流凌的地电测试曲线来反演流凌特征, 为冰凌预警提供技术手段和方法。

1 方法原理

地电测试是通过地层电阻率测试反演地层岩性及其变化的地球物理学方法[ 12] , 由于冰与水的导电性有明

显差异, 随着冰凌密度的不断增加, 冰水混合体的视电阻率也会不断增大。黄河冰凌处于冰盖与河床所限的河

道内, 冰水混合物与冰盖和河床沉积层之间的地电物性差异显著, 所测电测深曲线是冰盖下冰水混合体的综合

反映, 测试原理是: 视电阻率公式

= K
V
I

(1)

式中 为视电阻率, m; V 为供电电压, V ; I 为供电电流, A ; K 为装置系数, 与 AB 和MN 电极极距有

关, 由仪器自动给出。

调整 AB 极距和MN 极距, 通过仪器测量电压和电流, 计算出相应各极距的冰水两相流视电阻率, 绘制电

测深曲线( - AB / 2) [ 13]。

对电测深曲线进行子波分解, 确定冰水两相混合流视电阻率曲线阈值和曲线特征, 提取冰凌预警参数。

2 现场测试

试验地点选择在山东济南河段的泺口浮桥和新徐西外环浮桥, 于2004年12月底至2005年 1月上旬进行了

野外地电数据测试。黄河济南河段从 2004年底持续流凌。由于浮桥的阻断, 桥两侧可明显分为封冻区(有冰

盖)和未封冻区, 有利于进行测深曲线的对比研究。

经实地调查, 封河期间大部分冰层厚度在 10~ 30 cm, 为此, 野外测试断面均以浮桥为依托, 沿浮桥布线,

以确保安全。

野外现场布置了电测深剖面线 10条, 剖面线总长 3 000 m, 所测量的河道宽度为 250~ 320 m, 河水位标高

27~ 28m(黄基) , 河水深5~ 10m, 流量 350~ 400m3/ s, 气温- 9~ 2  , 河道开阔, 笔直顺畅。试验方案包括了

冰盖封冻区和未封冻区; 少量流凌、大量流凌等各类组合条件, 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黄河流凌特征。

测量仪器为重庆地质仪器厂生产的 DDC 6型电子自动补偿仪, 外接高压电源 10~ 700V, 最大供电电流

3 000mA, 电压测量范围- 3 000~ + 3 000 mV、精度 ! 1 5% ! 0 1mV, 电流测量范围 0 1~ 3 000 mA、精度

! 1 5% ! 0 1mA,自然电位补偿范围- 1000~ + 1000mV, 输入阻抗> 30M 。选用对称四极测量装置进行河道
冰凌剖面视电阻率测量。

测试结果表明, 由于水是导电性能良好的介质、冰是绝缘的物质, 河床以下沉积物和地层的导电性能又与

水和冰有明显的差异, 介质的地球物理特性为本方法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实际测试中也证实了上述推

断。在较大极距时, 视电阻率数值仍然较低, 表明电流主要是在导电性能良好的水中穿过, 而不是穿越河床以

下的地层中。小极距时, 电流尽量绕过表面封冻的冰盖, 在下部的水流中通过, 在此地球物理背景的有力支持

下, 表面和深部介质的影响可降低到最低限, 为提高地电测试精度、分辨流凌量等级、开展定量研究和预警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图 1)。

黄河封河期间, 冰凌的分布、冰盖厚度、流凌量的大小与电测深曲线有较明显的相关性, 视电阻率 ( m)

的数值和曲线变化特征可以间接地反映冰盖下流凌量的变化, 初步揭示了黄河封冻区冰凌的特点和规律。

为深入分析电测深曲线的特点, 运用子波分解技术对图 1( b)和( c)测深曲线进行 2个水平的分解, 并进行

曲线全局阈值计算。

测深曲线经 2个水平子波分解后, 平稳流凌和局部地段有冰塞的电测深曲线在 2个分解水平上差异都非常

显著, 曲线特征是不同的, 可以判读为 2种不同类型的曲线。通过进一步的阈值判别分析, 可以数量化提取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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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预警指标。

图1( a)曲线为平稳流凌的例子, 视电阻率在 10~ 20 m之间, 曲线无明显异常。

图1( b)曲线是出现冰塞的例子,曲线有明显异常点(视电阻率在 100 m左右) , 进行 2个水平的 Haar子波

分解后, 阈值为 6 68。此阈值的剩余能量 99 57% , 零点数占 57 14%, 对全局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该曲线

总体阈值 6 68为局部冰塞情况下冰水二相流视电阻率阈限。

图1( c)曲线经过 2 个水平 Haar 小波分解后, 总体阈值 15 52, 此阈值的剩余能量 87 97%, 零点数占

71 43%, 阈限不是十分明显的, 流态呈平稳状态。

图1( d)曲线是浮桥上下游断面视电阻率曲线对比图, 由于上游冰塞、下游少量流凌, 因此, 曲线总体形态

接近, 但异常点是有明显差异的, 也是是否出现冰塞的典型曲线类型。

图 1 典型电测深曲线

Fig 1 Typical curve of ground resistivity measurement

3 成果分析

西外环测量断面曲线(图 1( b) )上有一处电阻率值异常(高) , 该处电阻率值超过 100 m, 根据该地段河床

地质条件, 参考相关河段电阻率曲线特征, 推断该处异常可能是河床本身冰块堆积壅塞所致, 由于冰的导电性

较差, 故出现电阻率较高的情况。此情况可视为冰凌预警的指示性条件。

采用电测深曲线可有效地模拟和显示黄河封河过程中冰盖下流凌量的变化特征。测试数据证实, 冰水二相

混合流平稳流凌时视电阻率在 10 m左右, 当局部测点视电阻率数值偏高( 100 m)时, 可能是冰下局部壅塞

或卡冰引起的, 如果监测断面上呈多点壅高, 可能是冰塞体形成并上溯的前兆, 应予以高度重视。

4 结 论

( 1) 野外现场测试结果表明: 采用地电测试方法可以模拟黄河封河过程中冰盖下流凌量及其变化。测试仪

器DDC 6型电子自动补偿仪工作状态稳定, 测量结果符合精度要求。数字测量技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降

低了野外工作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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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冰凌的地电测试曲线受到一定的外界条件干扰, 如水温、气温、地球物理背景值等, 通过对测深曲线

进行子波分解后, 去除干扰(噪声) , 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冰凌的实际分布状态, 提高了冰凌模拟和预警的精度。

( 3) 冰凌测试是水动力学的难点问题。本文提出的冰凌地电测试技术, 可以有效地构建冰凌监控网络, 实

施断面定点监控, 为凌情模拟与预警提供科学、合理、有效的手段与方法。

参考文献:

[ 1] 姚昆中, 程原生.黄河小北干流河津段冰凌灾害及抢险措施[ J] .山西水利, 2000( 1) : 24- 25.

[ 2] 蔡 琳. 黄河防凌工作 50年[ J] .人民黄河, 1996( 12) : 1- 4.

[ 3] 牛运光. 凌汛危害及其防护措施[ J] . 人民黄河, 1997( 2) : 9- 13.

[ 4] 孙绵惠. 1996年凌汛黄河小北干流冰塞壅水成因分析[ J] .人民黄河, 1997( 4) : 12- 14.

[ 5] 蔡 琳, 卢杜田.水库防凌调度数学模型的研制与开发[ J] .水利学报, 2002( 6) : 67- 71.

[ 6] 顾明林, 王 静.黄河内蒙古河段冰凌研究与冰凌预报数据库系统的设计[ J]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1999, 34( 3) : 287- 290.

[ 7] Hammar L, Shen H T. Frazil Evolution in Channels[ J] . J ournal of Hydraulic Res, 1995, 33( 3) : 291- 306

[ 8] Smith, Tand Robert, Ettema. Flowresistance in Ice covered Alluvial Channels[ J] .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1997, 123( 7) : 432- 440

[ 9] J H Li, Michel A N, PorodW.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a class of neural networks: linear systems operating on a closed hypercube[ J] . IEEE

Trans, CAS, 1989, CAS- 36, 11: 1 405- 1 422.

[ 10] 陈守煜, 冀鸿兰.冰凌预报模糊优选神经网络 BP 方法[ J] .水利学报 , 2004( 6) : 1- 7.

[ 11] 茅泽育, 吴剑疆, 佘云童. 河冰生消演变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进展[ J] . 水力水电学报, 2002( 1) : 153- 161.

[ 12] 毕占义, 朱庆俊.直流电测深法在大西湾地下水资源勘察中的应用[ J] .勘察科学技术, 2001( 2) : 62- 64 .

[ 13] 徐德传. 电测深法在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J] . 物探与化探, 1985, 19( 4) : 307- 311.

Ground resistivity technique measurement for ice jam early warning at

freeze up period of the Yellow River

CONG Pei tong, WANG Rui lan, LI Cui xia

( Tianj in Normal University , Tianj in 300074, China)

Abstract: The terrain landform and the topographic feature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vary considerably Affected by the cold

air flow from the areas of Siberia and Mongolia, the noteworthy icing arises to various extents in the main and branch streams

in winter and spring The fierce violence of the formed ice jam flooding and abruptness in increment of water level could easily

result in crevasse and cause natural calamity It is, therefore, very important to carry out studies on ice jam early warning sys

tem The amount of ice flows under the ice cover and the growth of ice bodies in the freeze up period of the Yellow River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Yellow River ice jam early warning In the study, we measure the two phase resistivity of ice water with

the ground resistivity measurement technology, plot the resistivity diagrams, digitalize the parameters of the ice jam formation,

and the evaluate the growth of ice bodie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ice bulks, which provides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ice

jam protection and the natural disaster reduc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t the stable stage of ice flow, the threshold is

around 10 m following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resistivity cure by wavelet analysis During partial blockage of ice jam, the

threshold increases up to about 100 m The apparent difference in the thresholds can be a criterion for judging the ice jam

early warning A practical method for ice jam early warning is, therefore, proposed the based on differences shown on the

ground resistivity curves

Key words: Yellow River; ice jam; ground resistivity measurement; threshold; early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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