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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电法探测技术
在山东杨王铁矿采空区勘查中的应用
刘文强
（ 天津市地球物理勘探中心，天津
摘

要

３００１７０）

通过开展莱州市杨王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勘查项目，采用高密度电阻率法对区内的铁矿采空区进行探测，
结合基础地质资料，利用 Ｖｏｘｌｅｒ 软件平台处理测量数据，构建采空区三维模型，实现了采空区立体展示，
为采空区治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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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莱州市杨王铁矿，已于 ２００８ 年停产，属于灭失
矿权的铁矿，位于莱州市西南 ２６ ｋｍ 处，行政区划隶
属莱州市土山镇管辖，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但也由于其存在资源的粗放型开采
和无序、非法乱采等现象，使得其开采活动给当地的

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破坏。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铁矿顶部农
田内发生了一个直径约 ３０ ｍ 的地面塌陷。 经调查
认为该地面塌陷正是由地下铁矿开采形成的采空区

揭露，岩性主要为黑云变粒岩、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
等，隶属于古元古界粉子山群小宋组。 矿区铁矿主
要产出于古元古界粉子山群，似层状（ 受小宋组二
段底部含铁岩系控制，与围岩地层产状一致） ，呈单
斜构造产出，为沉积变质型铁矿床。

矿体埋藏于第四系之下，沿走向呈舒缓波状展

布，总体形态呈似层状。 矿体沿走向最大长度 ５００
ｍ，垂直地表投影最大宽度 ２３０ ｍ，分布于 － ２２ ～ － １４４

ｍ 标高范围内，矿体倾向北西，倾角 ５０° ～ ６０°，平均
５５°，走向 ４０° ～ ６０°。 矿体内部结构简单，无夹石和
分支，局部发育黄铁矿细脉。

所致。
由于该区采矿情况不明确，采空区分布无法掌

杨王铁矿矿石量较小，矿山规模较小，开采不正

握，地面塌陷地质灾害潜在危险性大，严重制约着该

规，存在着一定的乱采、私采和偷采现象。 采矿系统
极其简单，无完整的地质及采矿资料，且 ２００９ 年已

区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居

民的正常生活（ 母昌平等，２０１３） 。 因此，笔者运用
高密度电法对其巷道和采空区进行探测并处理，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傅良魁，１９８７） 。

１

地质特征与采空区电阻率
特征

１ １

矿床地质特征

杨王铁矿区地表被第四系临沂组所覆盖，地表
无构造及基岩出露。 根据以往区域资料及探矿工程

勒令停产，开采过程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存在严重的
安全隐患。 开采深度多在 ４０ ～ １００ ｍ，浅部可达 ３０

ｍ，几乎与第四系粘土层接触；采用巷道采掘技术，
向两侧开挖分支巷道，呈网格状，巷道宽度 ２ ～ ３ ｍ，
具有临时支护，难以保持长期稳定。 矿山虽在采挖
过程中保留有大量矿柱，但大多不放顶板和支护，任
其自然坍塌，且后期回采率相当低，致使塌方、塌陷
现象发生。 众所周知，倾斜层状矿体采空区的变形
破坏在垂直方向分为 “ 冒落带、 裂隙带和弯曲 带”
（ 鲁辉等，２０１４） （ 图 １） 。 矿石采取后由于支护简陋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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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率等值线的扭动或弯曲（ 徐爱，２０１６） 。

２

高密度电法在铁矿采空区勘查中
的应用及三维立体展示
高密度电法是以岩土体的电性差异为基础的一

种电探方法（ 刘晓东等，２００１） ，根据在施加电场作
用下介质传导电流的分布规律，推断地下具有不同
电阻率的地质体的赋存情况（ 赵忠海，２０１６） 。 高密

度电阻率法的物理前提是地下介质间的导电性差异
（ 郝治国等，２０１２） 。

２ １

高密度电法在铁矿采空区勘查中的
应用
本次野外工作共部署 ６ 条高密度电法剖面，采

图１

铁矿采空区变形破坏垂直“ 三带” 示意

等原因，发生塌落，从而形成冒落带；冒落带上方岩
层由于重力作用导致四周应力的改变，两侧产生较
大的剪应力，且顶部产生较大的拉应力，产生大量的
呈扇形分布的裂隙，岩层整体发生位移和松动，从而
形成裂隙带；在自重应力作用下，裂隙带以上直到地

面部位发生弯曲变形，形成弯曲带（ 肖敏等，２０１４） 。
由于支护不完善，采深较小，残留空洞垮塌，以及矿
石破坏严重且不规律等原因；加之该区内地表为农
田，农业活动频繁，水位变化较大，防范措施缺失；因
此杨王铁矿容易造成地表突然塌陷且难以估测，对
地面安全影响极大。

１ ２

采空区电阻率特征
该区铁矿体被回采后，在地下岩层间将形成一

定的自有空间，即采空区。 采空区与其围岩存在一

定的电性差异，电阻率总体特征分为 ３ 种：（１） 采空
区域的空隙被泥质或水所充填后，该处的电阻率将
明显低于周围完整岩石的电阻率，表现出一定的低
阻特征；（２） 采空区域的空隙没有被泥质或水所充
填，该处的电阻率将明显高于周围完整岩石的电阻

率，表现出一定的高阻特征；（ ３） 由于重力作用，采
空区顶部岩层发生塌落，导致空区被充填，造成上覆
岩体发生一定程度的位移，从而失去原有平衡状态，
破坏了岩石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致使岩层出现大量
的空隙、裂隙，甚至破碎等，会出现高阻或低阻视电
１２３４

用的仪器设备为重庆奔腾数控技术研究所研制的
ＷＤＪＤ － ３ 型多功能数字直流激电仪和配套的 ＷＤＺＪ
－ ３ 型多路电极转换器及相应的配件。 野外数据采

集参数为采用温纳 α 装置，点距 ５ ｍ，采集道数为

１２０，单排列长度为 ５９５ ｍ，采集层数为 ３９ 层，供电电
压为 １８０ Ｖ。 利用 ＢＴＲＣ２００４ 进行格式转换，将转换
后的数据通过瑞典高密度数据处理软件进行相应的
编辑，主要包括排列数据合并、排列信息确认、飞点删
除、反演参数设定，然后采用最小二乘法对编辑完的
数据反演， 最后评定理论计算数值和实测视电阻率
的拟合程度，即通过反复修改地电模型参数，计算拟
合差来判定拟合程度，直到拟合差达到事先给定的精
度。

Ｗ２６ 号测线位于测区的南部，距 Ｗ２４ 测线南西

约 ５０ ｍ，测线全长 １５０ ｍ，起止点号分别为 ２２５ 号和

３７５ 号，方位角为 １４１°。 高密度视电阻率反演断面
图显示（ 图 ２） ，断面电性层状特征明显，与 Ｗ２４ 测
线相似，根据电阻率自上而下的变化特征大致可分
为浅部第四系松散岩层（ ０ ～ － １５ ｍ） 、中浅部全—强
化岩层（ － １５ ～ － ３５ ｍ） 、中深部中—弱化岩层（ － ３５ ～
－ ４５ ｍ） 及深部的稳定岩层（ － ４５ ～ － １００ ｍ）４ 个电性

特征层。 中浅部全—强风化岩层局部低阻区域可能
与风化基岩裂隙带富含水有关，局部高阻可能与抗
风化致密基岩有关。

在测线的 ２８０ 号点附近，中深部电阻率等值线

呈低阻漏斗状分布，且浅部伴有局部低阻异常，等值
线分布不甚连续。 经于该异常处布置的 ＺＫ００ － ２ 号
钻孔验证，在孔深 ８５ ８５ ～ ８８ ２５ ｍ 处见有采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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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图３

Ｗ２６ 号测线高密度视电阻率反演断面图

采空区高密度电法三维可视化成果图

与物探异常及开采分支巷道深度吻合。 因此，该测
线在 ２８０ 号点处附近出现的低阻漏斗状电阻率异

常，与铁矿开采形成采空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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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合钻探及基础地质资料，构建采空区三维模

采空区三维可视化展示

型，实现采空区立体展示，使勘查成果更加实用和直

通过钻探验证后认为在测线上出现的电性畸形
异常（ 包括高阻异常和低阻异常） 为有意义的物探
异常，通过异常形态并结合地质资料可对采空区及

开采巷道进行有效划分。 利用 Ｖｏｘｌｅｒ 软件平台，通

白，为采空区治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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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高密度电法数据输入和处理等操作，构建采空

区三维模型。 从图 ３ 可以看出，Ｗ２４、Ｗ２６ ～ Ｗ２９ 测
线中部低阻异常体，通过 Ｖｏｘｌｅｒ 软件三维可视化表

明，其异常体展布较为连续、规则。 通过钻探工程验
证，低阻异常体主要有铁矿开采形成的采空区所引
起。 低阻异常体在空间上与采空区较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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