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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电法勘探在黄河北地质环境承载力调查中的应用。本次电法勘探工作结合地质条件、
钻孔资料、电剖面曲线、电测深曲线推断了地下浅层含水层咸、淡水分界面及地下水矿化度变化情况,
为地质环境承载力评价提供了重要信息,并对电法勘探在探测地下咸水体中存在的问题及前景做了简
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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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果分析

表 1 地下介质电性参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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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率测深法更是电法勘探的常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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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有简单、直观、经济的优点

。

1 工作区地质地球物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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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电剖面曲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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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含水层水质化验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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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地下水稳定水位为14.7m,第四系表层
粉土富水性较差,故在电性上反应为视电
阻率阻值较高,随着粉细砂富水性增大,
视电阻率阻值逐渐降低,尾支渐近线阻值
约8Ω·m,说明地下含水层矿化度较高。

4 存在的问题及应用前景
电法勘探探测地下咸淡水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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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电阻率剖面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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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目前,探测地下咸水体的电法探测

地下水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潜水,地下稳

如图3所示,该曲线为H型曲线,曲线

技术无论从方法技术,还是数据处理解

定水位埋深一般在1.50～18.70m,绝对

首支电阻率约12Ω·m,电阻率上升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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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处地下水稳定水位在1.5m,曲线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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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含水层岩性松散,颗粒较细,砂

总之,电法勘探具有操作简单、经济
易行等特点,随着勘探精度的提高,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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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应用效果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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