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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查明地基岩土体结构是岩土工程勘察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地层中存在的不良地质结构勘察的准确性直接影

响到加固和设计方案的选择。通过引进、介绍多道瞬态瑞雷面波勘察的原理和方法，本文以一城建地基岩土结构勘

察工程为例，开展了多道瞬态瑞雷面波勘探工作。根据瞬态瑞雷面波勘探结果和少量钻孔资料，对场地内存在松散

层和空洞等不良地质结构体的分布进行了识别。在数据处理和分析中，瑞雷面波勘探结果与工程钻探数据相结合，

提高了面波反演解释的准确性，达到综合勘探的效果，最终解释地层松散层、空洞结构异常10处，其中有6处为钻探

工程所验证，研究结果为地基处理方案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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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雷面波勘探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种浅层工

程地球物理勘探方法。自从瑞雷波在非均匀层状介

质中传播的频散特征被发现后[1-2]，它就被用来进行

岩土体波速的测定研究[3-4]。此外，由于瑞雷波波速

与岩土体物理力学性质间有着很好的相关性，不少

学者建立了瑞雷波速和岩土体力学参数的数学模

型[5-7]，用以解决不同类型的工程地质问题。瑞雷面

波法分为稳态法和瞬态法两种[8-9]。稳态法采用震动

器提供连续频率，频率大小可控，主要用于公路和路

基测试，但是设备比较笨重，测试效率较低。瞬态法

采用人工锤击为震源，设备十分轻便，而且现场操作

也比较灵活，效率较高，该方法可消除高阶波干扰，

测试结果更为可靠，例如，吴华平[10]通过对比实验研

究发现，24道检波器数据比12道检波器数据勘探深

度深，分辨率高。

随着高精度、高分辨率浅层工程地震仪和低频

检波器的出现，瑞雷面波勘探方法精度和深度不断

提高，该方法在工程勘察和检测中也逐渐得到了应

用。兰中平等[8]将瑞雷面波应用到了公路工程勘察

中，对岩土体进行了工程性质划分。郑立宁等[11]采用

瞬态瑞雷面波法对岩溶路基质量进行了现场检测研

究；昝月稳和马远征[12]用瞬态瑞雷面波法对路基加固

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价；陈济锋[13]等采用瞬态瑞雷波对

万石阁边坡进行了勘察应用；吕耀志等[14]采用瑞雷面

波技术对人工填土的分布和厚度进行勘察研究。贺

会团等[15]采用瑞雷面波对碎石桩复合地基承载力进

行了检测研究。李嘉和董海文[18]采用瞬态瑞雷面波

法对路基压实度进行了检测研究。

从上述现有研究可知，目前瑞雷面波勘探和检

测主要集中在路基工程，特别是对路基注浆效果的

检测和压实度检测方面。除此之外，在边坡勘察中

也有少量的应用和研究，但是在市政地基基础不良

地质结构勘探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还比较少见。目前

建筑地基岩土体结构的勘察大多依赖于钻探工程、

地质雷达、高密度电法等[16-17]，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影

响探测结果准确性的因素也较多。因此，本研究利

用多道瞬态面波勘探的优势，对城建地基中发育的

空洞和松散地层进行了探测研究。将反演数据与地

质数据相结合，对研究区的不良地质结构进行了识

别和异常区的划分及验证工作，取得了较好的工程

效果，研究结果为地基处理方案的设计提供了重要

依据。



1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地处祁（连山）-吕（梁山）-贺（兰山）“山”

字形南北向脊柱构造的北段，地形总趋势为东高西

低，黄河自南向北流经本区，研究场地位于黄河东

岸，距河堤约200 m，工程区地震特征周期为0.35 s，

地震峰值加速度0.20 g，地震基本烈度为Ⅷ度[19]。该

工程场地属黄河Ⅱ级阶地，在0～6 m范围，为风积细

砂和冲洪积形成的砂砾石地层，在6 m以下，主要以

粉砂为主，夹有粉土或粉质粘土薄层或透镜体，局部

夹层或透镜体厚度较大。

基岩裂隙水赋存于岩石裂隙中，主要补给源为

大气降水入渗，排泄于黄河。第四系松散层孔隙水，

主要赋存于砂土层以及一级阶地、河漫滩的卵石混

合土、级配不良砾、砂层中。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

水入渗或侧向径流，以蒸发和径流方式排泄，与地表

水水力联系密切。钻探揭露的地下水位埋深在

21.0～24.0 m之间。流经场地西侧的黄河是地表唯一

水系，原黄河水位标高约在1 054 m左右，黄河水利枢

纽工程建成蓄水后，场地地下水位一般标高为1 066

m左右。

由于该场地地处滨河地区，地下水补给河流，地

下水的长期渗流和机械潜蚀，在场地不同位置和不

同深度形成了大小不一的空洞和松散地层，主要表

现为钻探工程中岩芯采取率差、泥浆漏失等现象现

象。为满足场地建筑地基设计的需要，实施了钻孔

勘察，孔深50 m左右。上述钻孔工程施工过程中，共

有 30个钻孔存在地下空洞或松散层，埋深 3～30 m

左右，厚度2～3 m左右。由此可见，尽管研究区地层

和构造简单，但由于后期地下水的潜蚀作用，地质结

构极为复杂，钻探工作仅能获取点状数据，需结合物

探研究才能有效掌握地层结构的真实状态。

2瞬态瑞雷面波法勘探原理
瑞雷面波是由地面受击作用产生的压缩波和SV

型剪切波在地层界面附近干涉叠合而产生，波动能

量集中在自由地表附近的一种弹性波。瑞雷面波在

传播时，质点在以波传播的反方向做椭圆轨道运动，

且在垂直平面内运动，具有频率低、能量大、速度低

和衰减慢的特征[9]。在各向均匀的介质中，瑞雷面波

的波速与频率无关，面波振幅随深度增大而减小，没

有频散性。在非均匀分层介质中，瑞雷面波的波速

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即瑞雷面波具有频散性，这正是

面波勘探的理论基础[9]。瑞雷面波的传播深度和它

的波长有关，波长大时能量高，传播深度也更深。瑞

雷面波传播时，它的能量主要集中在距地表一个波

长尺度范围内[8]，沿地表传播速度和纵向穿透的深度

主要与介质的密度、泊松比和横波波速等有关，其中

介质的横波波速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常见的

地基土体，瑞雷面波波速通常满足如下关系式[9, 13]：

VR = Vs∙(0.87 + 1.12 μ)/ (1 + μ) （1）

上式中，Vs 为横波波速，μ为泊松比。不同的介

质在不同状态下的传播波速不同，因而可以用来分

辨不同深度岩土介质的物理特性。通俗来讲，岩土

介质水平方向的物理特征可用同一波长波的传播特

征来表征，而随深部变化的岩土体性质则可由不同

波长波的传播特征来表征。

瞬态瑞雷面波勘探是利用瑞雷波的频散特性和

波速与岩土体物理力学性质的相关性，来解决浅层

工程中的地质问题。在地面上沿瑞雷波传播方向，

以一定的道间距布设检波器，假定瞬态面波频率为

f ,相邻检波器记录的面波时差为 Δt（或相位差为

Δφ），则相邻道 Δx 长度范围内，瑞雷面波的波速满

足如下表达式[9,13]：

VR =Δx/Δt 或 VR = 2πfΔx/Δφ （2）

测量范围 NΔx内的平均波速为：

VR =NΔx/∑
i = 1

N Δti 或VR = 2πfNΔx/∑
i = 1

N Δφ （3）

在同一测段内测量获得一系列频率对应的瑞雷

面波波速 VR 值，就可以得到面波的频散 VR~f 曲线。

频散曲线的变化与地下岩土介质的性质有关，通过

对频散曲线的反演解释，建立频率-速度与速度-深

度的对应关系，并获得速度随深度的分布，用于划分

岩土体层界面和分布形态，对岩土性质和结构做出

评价。

3勘探系统设计与数据反演
3.1系统设计与参数优化

根据前期钻探情况和场地内已有建筑物的布

局，测线布设遵循全局覆盖，重点加密的原则。工程

测量使用中海达Q5测量系统，根据现场地表情况布

置测线，用GPS实测测线端点坐标，用皮尺进行内插

测量，并在草图上标记测线位置。最终，完成多道瞬

态二维瑞雷面波剖面38条，剖面长度3 174 m，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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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点1 794个。

瑞雷面波的勘探深度与波速和排列长度有关，

根据研究对象特征和研究目的及场地条件，本次采

用了2个观测系统，图1为正常条件下的观测系统，

即24道固定排列接收，从左到右依次放26炮。图2

为场地比较开阔时，排量2边各多放8炮，排列外炮

点距5 m，共放42炮。检波器为4.5 Hz低频检波器，

检波点距2 m，基本炮点距2 m。采用多次叠加技术

增强面波信号强度，提高了勘探深度。

根据本次勘探的目的，选择用24磅铁锤做为激

发震源，并做了参数选择试验，通过试验可以看出

（图3），铁锤激发可以得到清楚的一阶面波，面波特

征较复杂。

3.2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采用日本OYO公司生产的McSEIS-

SXW浅层24道工程地震仪。瞬态法勘探结果受面

图1 24道接收26炮观测系统

Fig.1 Recording system for the 24 receiving channels stimulated by 26 shot processing

图2 24道接收42炮观测系统

Fig.2 Recording system for the 24 receiving channels stimulated by 42 shot processing

图3 单炮记录(24通道接收) 原始数据与剔除异常道后数据

Fig.3 The original waveform recording and the optimized data obtained through

24 receiving channels stimulated by a single-shot

波频率影响比较突出，本研究测试中，道间距以小于

最小探测深度所需波长的二分之一为原则，采用的

道间距为2 m。为提取采样精度和能够获得更多的

数据信息，瑞雷面波探测沿剖面连续观测，采样率

200 μs，采样点数1 024个。

3.3 数据处理

面波探测资料的处理主要是求取频散曲线，其

数据处理工作包括：数据优选预处理、道集重采样、

提取频散曲线和数据反演。

数据处理前期，可根据基阶波组份和干扰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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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对每个探测剖面检查道的完整性、剔除异常道

数据后再进行处理。图3为该测试中一个原始数据

与剔除异常道后数据的对比实例。

道集重采样是将具有共同中心点的相关道抽取

出来，将相同间距的道数据在时间域上叠加合成道

集，然后对道集进行分析，通过多道、多次叠加，可大

幅度提高面波勘探深度。

提取频散曲线是对重采样的道集数据进行二维

F-K处理。因为瑞雷面波的传播具有频散特性，不同

频率（波长）的瑞雷面波具有不同的传播速度，所以

在频率-波数域内提取瑞雷面波，根据瑞雷波能量最

大特征，形成频散曲线进行频散分析（图4）。

最后，依据提取的频散曲线的曲率及疏密变化，

对数据进行反演成图，采用多道信号叠加计算面波

的相速度，确定各层厚度和横波波速用于最终解释。

3.4解释方法

面波频散数据反演的结果可视为地层的综合信

息。当地层为近水平层状，面波频散数据反演的结

果可视为检波器排列中点处竖直方向地层的面波波

速分布。依据面波频散曲线的分层结果和地层钻孔

柱状数据图，进行瑞雷面波速度的地质分析，综合考

虑同点位同深度处的面波波速与地层特征的关系。

在以往的试验研究中发现，面波波速Vs与地层

标贯次数值N具有指数相关关系[20-22]。因此，可以利

用面波波速的等值线近似代表标贯等值线图进行勘

探区异常的对比分析，通过面波波速的相对高低对

地层岩土体介质的密度进行判定。当面波波速均匀

平缓变化，则说明所探测的岩土体密度变化较小，存

在异常地质体的可能性也较小，反之如果面波波速

在某一深度急剧变化，则说明存在高速或低速地质

体。在本此研究工作场地，正常情况下，地层波速在

纵向上具有随深度增大的特征。

由于本次面波勘探的目的是识别地基中发育的

松散层和空洞，数据反演解释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分

析已知松散层、空洞上面波的异常响应。通过已知

松散层、空洞的波速低的特点，解释工区其它位置的

松散层、空洞，利用这一原则对全区资料进行解释，

将不同测线剖面上存在地层结构异常区标识出来。

3.5 反演结果解释

通过对测区内38条面波波速结构图的分析，在

27条断面上发现42处地层结构异常区，分布深度在

5～40 m之间，以20～40 m为主。本次面波勘探最大

有效勘探深度40 m，本文仅以两条典型测线例进行

说明。

图5为地质断面1-1'对应的二维波速断面图，从

该面波速度断面图上可以看到，横向上在桩号210～

226 m和 142～175 m有处明显低速异常，疑似为地

层松散层或空洞区。

图6为1-1'地质剖面图，5ZK5、5ZK7、5ZK8钻遇

过程中发生显著的泥浆漏失和掉钻现象，这与本研

究中通过瑞雷面波波速结构分析结果吻合，证实了

方法的有效性。

图4 频率—相速度曲线图（红色虚线对应计算速度）

Fig.4 Curves of frequency vs. phase velocity

（The dotted line corresponds to the computer velocity）

图5 二维瑞雷面波波速结构图

Fig.5 The inversed two-dimensional Rayleigh wave velocity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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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二维瑞雷面波波速结构图

Fig.7 The inversed two-dimensional Rayleigh wave velocity distribution

图6 钻探工程揭露的松散地层剖面图

Fig.6 The unfavorable geotechnical structures revealed by drilling engineering

图8 钻探工程揭露的松散地层剖面图

Fig.8 The unfavorable geotechnical structures revealed by drill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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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为区内典型的二维波速断面图，从该面波速

度断面图上可以看到，横向上在桩号 52～66 m 和

74～87 m有处明显低速异常，异常深度在1 038 m高

程附近，分析为疑似为地层松散层或空洞区。为验

证方法的有效性，在断面上布置了4个孔（图8），其中

WY2、WY3设计钻孔穿过低波速异常正中，经过钻

孔证实，WY2孔在1 036～1 039 m深度泥浆漏失严

重，WY3孔在1 039.5～1 041 m深度泥浆漏失异常，

与区内局部地层松散或存在空洞区特征一致。

此外，通过对测线剖面瑞雷面波速结构解释的

异常分析和工程钻孔勘察结果的综合分析，对研究

区不良地质结构体进行了平面分布位置的划定和分

布面积的计算，解译出10个不良地层结构异常区（表

1，图9），其中有6个异常区通过钻探资料已验证，比

较可靠，另外4个异常区还需要做进一步的钻探验证

工作。由此可见，多道瞬态瑞雷面波与钻探手段结

合，可充分发挥其特点和优势，达到优势互补，以提

高勘探工作效率，是浅层地球物理勘探中较为理想

的手段。

4结论
多道瞬态瑞雷波法探测方法通过多道信号叠加

增强了信号，通过面波波速对地层岩土体各层的界

面进行判断，具有操作简便，检测速度快，分辨率高

的优点。

针对建筑地基中的不良地质结构，采用瞬态瑞

雷面波测试方法，对地基场地内不同岩土层的分布

和厚度进行了探测，共完成二维面波测线38条，经数

据处理和反演解释，在27条剖面上发现42处异常，经

钻探资料综合分析，解释地层松散层、空洞结构异常

10处，其中有6处为钻探工程所验证，研究结果为设

计方案的最终确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多道瞬态二维瑞雷面波勘探在施工时受到噪

音、震动等干扰影响，资料采集、处理解释的多解性

和面波勘探的体积效应也会影响解释成果。因此，

在实际工作中，要紧密结合现场地质情况进行数据

解释以避免解释的片面性。此外，在勘探区域

内，适量的钻探工程，一方面可以辅助物探结果

分析，另一方面可以进行结果的验证，通过对比

两种勘探方法的结果，提高瑞雷面波反演解释的

准确性，达到综合勘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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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ulti-channel transient rayleigh wave technique in
prospecting the unfavorable geotechnical structure of a municipal

foundation in a community in Wuhai city

ZHANG Jian-zhi1, ZHAO Hai-jun2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al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of China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Coal Geology, Zhuozhou 072750；

2. Key Laboratory of Engineering Geomechanics,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Identify the geotechnical structure of foundation is one of most important works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The prospection accuracy of the unfavorable geotechnical structure of foundation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selection of the strengthening and designing scheme. By introducing the mechanism and method

of the multi- channel transient Rayleigh wave technique, this paper put forward a case study of prospecting the

geotechnical structure of a municipal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the Rayleigh wave test results and a few borehole

data,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unfavorable geotechnical structures were found out accurately. To achieve an

integrated exploration, the accuracy of the inverse interpretation was greatly improve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ransient Rayleigh wave technique and drilling technology. Finally, 10 unfavorable geotechnical structures

were interpreted and 6 were verified by drilling engineering. The study results will pro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designing of the foundation treatment scheme.

Key words: transient Rayleigh wave; frequency-depth curve; foundation structure; prospection; c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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