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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高密度电法在海水入侵界面探测中应用
——以莱州湾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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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三维高密度电法探测海水入侵界线的可行性，并在莱州湾地区实际应用，结果表明，根

据三维高密度电法反演解析图勾划出来的咸淡水分界线与水文地质调查结果基本吻合，说明了该方法在莱州湾地

区探测海水入侵界面具有较好有效性、可行性。三维高密度电法反演结果包含丰富的地质信息，它不仅能反映地下

咸淡水水体层位垂向上的厚度变化、横向上的延伸情况，建立各层位的相互关系，还可以反映地层层位的埋深及起

伏形态，为查清海水入侵环境地质问题提供可靠的基础资料。

关键字：三维高密度电法；视电阻率；海水入侵；莱州湾地区

中图分类号：P6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135（2018）02－0134-04

收稿日期：2018-02-02

资助项目:国家地质调查项目：“莱州湾地质环境调查评价（12120113003800）”

作者简介：苏永军（1981-），男，高级工程师，地球物理和地质工程专业，主要从事地球物理勘查及研究工作，E-mail:

syj95123@163.com。

目前，全世界已经有六十多个沿海国家和地区的

几百个地方发现了海水入侵问题，海水入侵给各国

沿海地区带来严重危害，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严重阻

碍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全球范围海水入侵的普遍

性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已积极开展海水

入侵问题的研究和治理。我国首先于1964年在大连

发现海水入侵，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在莱州湾发

现海水入侵，进入 80年代，海水入侵现象又发现多

处，如大连、秦皇岛、寿光、莱州、龙口等地均发生不同

程度的海水入侵问题。在河北秦皇岛、沧州以及山

东的宁津、济阳、寿光、昌邑等地发生了咸水下移和

入侵，直接导致地下水环境的逐渐恶化，地下水的适

用性降低，使有限的地下淡水资源更为紧缺，且海水

入侵范围逐渐扩大[1]，入侵速度逐年加快，危害越来

越严重。其中以环渤海地区的山东莱州湾地区海水

入侵最为严重，区内海岸低平，入侵发生于沿岸平

原，分布于龙口、招远、莱州、平度、昌邑、寒亭、寿光、

广饶等县市。

地球物理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评估和监测地下水

和海水入侵调查研究中[2-5]，根据海水入侵界线来采

取防治对策和工程措施。笔者之前项目组在莱州湾

地区做了大量二维物探剖面测量工作，结合水文地

质调查勾划出莱州湾地区海（咸）水入侵界线。本文

通过在山东省寿光市侯镇东南马家庄附近海水入侵

界线布设三维高密度电法进行探测尝试，结果表明

三维高密度电法反演结果所含信息丰富，便于对地

层和海水入侵界线进行精细解释，所勾划出来的咸

淡水分界线与水文地质调查结果吻合，说明了三维

高密度电法在莱州湾地区探测海水入侵界线有效可

行。本次探测方法的成功尝试，为海水入侵动态监

测引入了新技术，提供了新思路。

1理论依据
海水入侵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人为因素最为主

要，当超量开采地下水，咸淡水平衡被破坏，极易使

滨海地区形成地下水负值区，而负值区一旦形成，海

（咸）水就会乘虚而入，使地下水的矿化度随含水层

中氯离子的增加而变大，其地层电阻率则相应降

低。地层电阻率的变化与地层的岩性、内部结构及

其含水、含盐状况有关，其关系可用阿尔奇公式[6]表

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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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为常数；φ为孔隙度，在滨海平原区测深



点附近，当地层岩性比较均匀时，其孔隙度基本相

同，所以φ和其指数m可视为常数；S为饱和度，由于

海水入侵主要发生在地下水位以下，岩层处于饱和

状态，饱和度S和其指数N亦可视为常数；Ac为与地

下水溶液化学成分有关的系数，因为海水成分主要

为氯化钠，化学成分基本稳定，所以Ac 变化也不大；C

为地下水的矿化度，是影响地层电阻率的决定因

素。依据海水侵入区与电阻率之间的关系[7]，便可确

定咸水入侵的变化规律。

2三维高密度电法
高密度电法[8]在原理上属于电阻率法的范畴，是

一种以地下介质体的电阻率差异为地球物理前提，

用直流电阻率法的阵列形式，即采用一次性布设几十

甚至几百根高密度电极布点，可进行一维（1D）二维

（2D）、三维（3D）[9]和四维（4D）地电断面测量的电阻

率层析成像勘查技术。该方法成本低、效率高、信息

丰富、解释方便，被广泛应用在水工环和物探工作中。

三维高密度电法是在二维高密度电法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一次性在多个“U”字形测线上布设电极

进行数据采集，采集的三维数据获得的反演结果具

有信息丰富，多方位、多层次地质信息，可运用切片

技术进行高精度数据解释，具有二维高密度电法所

不能比拟的优点。笔者根据海水入侵区具有明显视

电阻率差异特征，利用三维高密度电法反演出的视

电阻率图确定咸淡水水体的顶、底界面埋深，研究咸

淡水水体的空间分布情况，划出海水入侵的界线。

本次工作采用的是美国AGI公司的SuperStin-

gR8/IP高密度电阻率仪器，一次性分四段布设192根

电极（每段 48根电极，测线长度 470 m），点距为 10

m，线距为10 m，三维高密度电法剖面呈“U”字形布

置（图1），采用偶极-偶极装置，滚动测量方式，每个

排列采集完成后，单次沿Y方向滚动两段96根电极，

进行下一次测量，本次研究区工作滚动两次，共八段

电法剖面，研究区面积为470×70 m2（图1）。

3应用实例

3.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在大地构造上，位于中朝准地台的两个Ⅱ
级构造单元—华北台坳和鲁西中台隆，以齐河-广饶

断裂为界相应划分为华北平原、鲁西两个地层分

区。华北平原地层区位于齐河-广饶断裂以北，全区

为第四系覆盖。前寒武纪结晶基底由花岗片麻岩和

片岩组成，古生界由灰岩、砂岩、泥岩组成，中生界由

砂岩、泥岩组成。区内第三系厚度巨大，古近系为一

套以泥岩、砂岩为主夹灰岩的含油沉积；新近系主要

为细砂岩、泥岩。

工作区地处莱州湾凹陷，该凹陷为渤海湾盆地

东南部郯庐断裂带内一个箕状凹陷，是在中生界基

底之上发育的新生代凹陷。工作区内第四系沉积厚

度在200 m左右，第四系各统基本发育齐全。下更新

统-中更新统岩性以棕色粘土和黄褐色粉土为主，夹

粉细砂；上更新统岩性与现代黄河冲积物相似，为灰

黄色粉土、粉砂互层，夹部分褐黄色粉质粘土；全新

统一般均可三分，中部为海相层，上下均为陆相沉积

层，但在近海岸区则常为海相层和滨岸相地层。流

经工作区内的主要河流有小清河、淄河、弥河、白浪

河、潍河等，水系较发育，工作区地势平坦。

1976年莱州湾沿岸的寿光、寒亭、莱州等地的地

下水动态长期监测井中首先发现水质变咸、CI-浓度

增高等海（咸）水入侵现象，当时仅为几处孤立的点

状入侵，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比较缓慢，入侵

面积小；到80年代中后期，入侵面积迅速扩大，入侵

速度增大，整个莱州湾东、南沿岸入侵区连为一片；

90年代以来，海水入侵速度减慢，局部地段有减弱趋

势[10]。

3.2 电性特征

研究区的主要地层为第四系和第三系，其岩性

以粘土、粉砂、细砂为主，由于该区地下水位浅，各地

层均处于饱和状态，矿化度就成为影响视电阻率变

化的主要因素。根据以往资料[11]和笔者项目组在该

区做的工作成果，从该地区含水层矿化度的变化可

知该地区主要含水层为咸水和淡水（分浅层淡水和

深层淡水），其电阻率具有明显的差异。将矿化度大

于2 g/L的地下水定为咸水，咸水（矿化度>2 g/L）电

阻率一般为1～10 Ω∙m ，卤水（矿化度>50 g/L）电阻

率一般为1～2 Ω∙m ，高浓度卤水（矿化度>100 g/L）

图1 三维高密度电法“U”字形工作布置图

Fig.1 The“U”arrangement plan of the three-

dimensional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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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率一般小于1 Ω∙m，最低可达0.4～0.6 Ω∙m；淡

水电阻率一般为10～30 Ω∙m，其中浅层淡水的电阻

率相对高些，一般为20～30 Ω∙m ，深层淡水的电阻

率相对低些，一般为10～20 Ω∙m ；不含水的地层或

基岩电阻率一般大于30 Ω∙m，甚至大于100 Ω∙m。

含水层的矿化度与其电阻率呈负相关关系，矿

化度越高，电阻率越低。在实际工作中，咸淡水没有

严格的界限，在其分界面附近，咸淡水基本呈逐渐过

渡的状态（咸水—半咸水—微咸水—淡水），只是不

同地段过渡区的梯度大小不同而已。在研究区的南

段（远离海岸线），为全淡水区，地下无咸水体，其电阻

率一般较大，含水层电阻率多为10～30 Ω∙m ，无水

层电阻率多大于30 Ω∙m，与靠近海岸线的北段含咸

水区具有明显的电阻率差异，可利用视电阻率断面

图确定咸淡水体的分界线，咸淡水水体的平面分布

情况和垂向变化情况，为查清海水入侵等环境地质

问题提供可靠的基础资料。

3.3 解释原则

三维高密度电法反演结果具有多方位、多层次

等地质信息，可运用切片技术进行高精度数据解释，

它不仅能反映地下各层位垂向上的厚度变化、横向

上的延伸情况，建立各层位的相互关系；还可以反映

层位的埋深及起伏形态、断裂构造及构造单元等特

征。视电阻率反演推断解释，要根据工作区海水入

侵区电阻率的背景值、低阻异常的形态及低阻异常

值等地球物理特征，结合区域地质及水化学分析等

水文地质资料建立解释原则，在此基础上来进行三

维反演结果的推断解释。

3.4 成果分析

在山东省寿光市侯镇东南马家庄附近布设“U”

字形三维高密度电法进行海水入侵界线探测，测线

方位角77°，研究区面积为470×70 m2，完成了384个

测点，对获得三维高密度数据体突变点进行剔除、数

据预处理、建立反演模型，最后对三维数据体进行反

演，得到三维高密度电法反演解译图（图2）和不同反

演切片图（图3）。

从三维高密度电法反演解译图2可以看出，反演

结果总体视电阻率等值线平稳连续，与研究区地质

特征相吻合，从上而下地下介质按视电阻率值可以

划分为两层，地表至-70 m附近，介质视电阻率值多

在10 Ω∙m 以上，推测该层为淡水区，与水文地质调

查结果70 m以浅为淡水层一致，图中地表局部显示

视电阻率高值达数百 Ω∙m，是由地表已知高阻干扰

物所致；地下-70 m至-94 m之间视电阻率值多在10

Ω∙m 左右及以下，推测为海水入侵区；在相对位置

50 m处，深度在-60 m至-94 m之间，视电阻率值为

10 Ω∙m 左右，视电阻率等值线呈低缓梯度变化，推

测为咸淡水分界线（见图 2标注位置），该界线与水

文地质调查绘制的2 g/L水样矿化度等值线位置吻

合较好。

三维高密度电法反演切片图所含地质信息丰富

（图3）。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取水平切片、垂直切片

以及旋转三维反演结果分析地球物理特征，查看视

电阻率值大小来推断解释咸淡水层及咸淡水分界

线，其结果能直观显示咸淡水过渡界面、地下咸淡水

水体层位垂向上的厚度变化、横向上的延伸情况、海

水入侵范围、建立各层位的相互关系，还可以反映层

位的埋深及起伏形态，便于成果的解释和表达，具有

很强实用性。

4结论和建议
（1）通过三维高密度电法在山东省寿光市侯镇东

图2 三维高密度电法反演解译图

Fig.2 The inversion interpretation result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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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马家庄附近进行海水入侵界线探测尝试，利用多

向切片技术以及旋转三维反演结果分析海水入侵引

起视电阻率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根据三维高密度

电法探测所推断解译的咸淡水界线与水文地质调查

绘制的2 g/L水样矿化度等值线位置吻合较好，说明

三维高密度电法在莱州湾地区探测海水入侵界线有

效可行，为该地区海水入侵动态监测引入了新技术，

提供了新思路。

（2）三维高密度电法反演结果所含信息丰富，具

有多方位、多层次地质信息，利用不同方向切片图和

旋转图能更直观的表达地质调查成果，有很强实用

性、具有二维高密度电法所不能比拟的优点，三维高

密度电法在探测海水入侵界线具有很好的应用研究

价值。

（3）本次应用三维高密度电法探测海水入侵界

线取得了可靠的物探资料，建议以后每年在重点地

段进行海水入侵动态监测，建立莱州湾地区海水入

侵地球物理动态监测网，为有效预测莱州湾地区海

水入侵发展变化趋势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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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lide. With the continuous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of slope body after the initial sliding，the calculation

methods, such as Bishop method, Sweden method and M-P method,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lope stability. The

stability factor of the slope under natural and rainstorm condition are obtained. The design trusts of landslide are

obtained based on Bishop method. The anti- slide pile is considered as reinforcement measure to reinforce the

landslide. The stability factor of the reinforced landside meets to design value of code and the slope is in stability

state.
Key words: Xiashu soil；landslide；landslide cause；failure mode；reinforcement treatment

Applica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to
detection the interface of saltwater intrusion：a case study of Laizhou bay

SU Yong-jun1,2, HUANG Zhong-feng1, FAN Cui-song1, LIU Ji-hong1,

LIU Hong-wei1,2, ZHANG Guo-li1,2

(1.Tianjin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Muddy Coast Geo-Environment,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CGS, Tianjin 30017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expound theoretically the feasibility of exploring saltwater intrusion with the

three-dimensional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through effect analysis of an example in Laizhou bay area, it

shows that the result of saltwater freshwater interface with the invers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is almost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 of hydrogeological survey, and it is effective and feasible in

Laizhou bay area. The inversion result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contains a large

amount of geological information, the inversion result reflects not only the strata thickness variation of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extension on saltwater and freshwater, and establishes the relationships of every strata, but

also the burial depth of stratum and the strata of ups and downs, this method provides reliable basic data for

environmental and geological problems.

Key words: the three- dimensional high density resistivity method; apparent resistivity; saltwater intrusion;

Laizhou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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