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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
城市浅地表介质精细探测是实现城镇地下空间安全高效
利用的迫切需求。城市地质调查两项需求：

     1. 200米以浅地下空间结构精细刻画；

    （如基岩面起伏、隐伏构造断裂及松散覆盖层结构和空
间变化，地下岩溶、空洞等分布情况）

     2. 获取浅地表介质岩土力学参数。

      （如Vs30）

n 地球物理勘查为城市地质调查提供重要手段

一、引言



n 城市地球物理勘查面临的挑战：

     1. 浅地表介质结构复杂；

浅地表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叠置，非均质性强

     2. 人为干扰强烈；

噪声干扰强、类型多、时空变化大

     3. 场地限制；

探测和成像孔径受限，物理场和探测目标难以实现最佳耦合

     4. 单一的物探方法难以同时满足探测精度和深度要求。

n 发展适应城市环境的时空高分辨物探方法势在必行

一、引言



一、引言

二、面波成像方法原理

三、应用实例

四、总结和建议



二、面波成像方法原理

l 高振幅 (能量)

l  低频率

l  低速度

l  频散

地震面波



n 主动源面波方法

二、面波成像方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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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被动源面波方法

二、面波成像方法原理

传统的面波方法从主动源（人工激发）地震信号中提取有
用的面波信号。基于地震干涉的被动源（微动）面波多道
分析方法从环境噪声信号中提取有用的面波信号。

背景噪声记录 伪炮集记录
        获取

面波



Lecocq et al., 2020, Science

n 城镇环境背景噪声特点

二、面波成像方法原理

>1Hz；

强能量；

与人类活动相关。 

Central Park, New York

Global temporal changes in seismic 
noise



n 多源面波方法

二、面波成像方法原理

多源（主动源和被动源）面波方法结合：

1. 抗干扰（城镇环境中强噪音即为有效信号）

2. 主动源浅部高分辨率

3. 被动源较大探测深度

在城镇环境中，联合利用多源（主动源和被动源）面波进
行浅地表结构探测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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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实例

实例一：城市地下结构精细分层

n 杭州市钱江新城二期测区

(Mi et al., under review)



三、应用实例

实例一：城市地下结构精细分层

n 仪器设备

198套FairField 3C 
ZLand三分量5Hz节
点式地震仪

主动源：
机械式夯源和人工锤击源



三、应用实例

实例一：城市地下结构精细分层

n 数据采集
主动源和被动源面波数据可同时采集



三、应用实例

实例一：城市地下结构精细分层

n 噪声分析

(Mi et al., under review)



三、应用实例

实例一：城市地下结构精细分层

n 噪声分析

NE-1

NE-96 

NE-192

10:50 am
Monday



三、应用实例

实例一：城市地下结构精细分层

n 主动源面波数据

机械式夯源炮集记录

   1-12道         5-40Hz, 100-250m/s 

频散分析



三、应用实例

实例一：城市地下结构精细分层

n 主动源面波数据

频散分析人工锤击源炮集记录

   1-12道         3-30Hz, 100-350m/s 



三、应用实例

实例一：城市地下结构精细分层

n 被动源面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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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实例

实例一：城市地下结构精细分层

n 被动源面波数据

10 min 15 min 30 min

1 h 2 h 4.5 h

9 h 18 h 36 h



被动源

三、应用实例

实例一：城市地下结构精细分层

n 频散测量准确性分析

主动源

聚束分析

(Mi et al., under review)



三、应用实例

实例一：城市地下结构精细分层

n 横波速度反演

(Mi et al., under review)



三、应用实例

实例一：城市地下结构精细分层

n 横波速度剖面 主动源面波测量结果

(Mi et al., under review)



分层由浅至深依次为：杂填土、砂质粉土、粉砂、粉质粘土、

圆砾、粉质黏土、全风化泥质粉砂岩、中风化泥质粉砂岩、中

风化泥质粉砂岩、弱风化泥质粉砂岩、泥质粉砂岩

三、应用实例

实例一：城市地下结构精细分层

n 地质分层
SE测线地质剖面图



NE测线地质剖面图（部分）

分层由浅至深依次为：杂填土、粉土、砂质粉土、粉土、粉质

粘土、圆砾、粉质粘土、强风化泥质粉砂岩、中风化泥质粉砂

岩、弱风化泥质粉砂岩、泥质粉砂岩

三、应用实例

实例一：城市地下结构精细分层

n 地质分层



三、应用实例

实例二：岩溶探测

n 杭州市云栖小镇测区

    
    工作区  120m*110m



三、应用实例

实例二：岩溶探测

n 杭州市云栖小镇测区

       区内第四系地层发育齐全，第四系沉积物厚度变化大，基岩面埋深不
等，沉积类型复杂多样，岩相变化剧烈，岩性组合复杂，区内有岩溶、断
裂、砾石层发育。场地因需进行项目建设，先前已进行了场地工程勘察。
以往勘察共布置了勘探孔39个。孔距为15.0～30.0m。



三、应用实例

实例二：岩溶探测

n 杭州市云栖小镇测区

       钻探孔深为45.0～75.0m。根据野外钻探揭露，结合原位测试和室内土
工试验成果综合分析，地基土在勘探孔控制深度范围内划分为土层、砂层、
砾石层、溶洞、砂岩、灰岩层等11个地质层，15个地质亚层。

n 多个钻孔中揭露溶洞，深度
30-60米不等，所在岩层为
可溶性岩，灰岩区易出现石
笋、石芽、溶槽等特有的地
质现象，分布无规则，为本
场地的主要不良地质作用。
由于拟建场地为灰岩地区，
为可溶性岩，现场勘察揭露
存在溶洞，不排除在勘探孔
位置以外区域存在溶洞、溶
槽、溶沟、石柱等溶蚀现象。



三、应用实例

实例二：岩溶探测

n 杭州市云栖小镇测区

三维多源面波观测系统

12条近东西向测线：
检波器点距5米
线距约10米

外围环形测线：
根据场地条件布设

29个检波点



三、应用实例

实例二：岩溶探测

n 杭州市云栖小镇测区



三、应用实例

实例二：岩溶探测

n 数据处理

双台法提取频散能量 拾取18721条有效频散曲线
频率范围1~20 Hz



三、应用实例

实例二：岩溶探测

n 射线覆盖



三、应用实例

实例二：岩溶探测

n 分辨率检测板试验



三、应用实例

实例二：岩溶探测

n 杭州市云栖小镇测区

推测溶洞发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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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和建议

n 城镇环境下多源面波方法优势：

1. 抗干扰

（背景噪音即为有效信号）

2. 高效率

（一维线性沿道路排列代替传统二维；超短噪音记录成像）

3. 高精度

（高分辨率频散能量图；高精度反演结果）



四、总结和建议

n 城市地下空间探测方法技术组合

        多源面波组合浅层体波反射、折射勘探，高密度电法，地
质雷达等多种物探方法，同时与钻孔、PS测井以及井中物探结
合，可以更好的刻画城市复杂的地下空间结构，实现基岩面起
伏刻画、覆盖层和基岩内部精细分层，以及地下空间不良地质
体的精确探测。

浅层体波勘探进行精细分层 三维随机分布电极

高密度电法技术



谢谢大家！

长三角一体化地下空间高质量发展论坛
城市地下空间

主动源和被动源面波成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