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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率测深法技术规程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阻率测深法(以下简称电测深法)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技术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能源、金属、非金属矿产地质找矿中的电测深法工作，其中的技术规则也适应水文、工

程、环境、灾害地质勘察中的电测深法工作。

引用标准

DZ/T 0069 地球物理勘查图图式图例及用色标准

3 总则

11 电测深法是以地下岩(矿)石的电性差异为基础，人工建立地下稳定直流电场或脉动电场，通过逐

次加大供电(或发送)与测量(或接收)电极极距，观测与研究同一测点下垂直方向不同深度范围岩(矿)

层电阻率的变化规律.以查明矿产资源或解决与深度有关的各类地质问题的一组直流电法勘查方法。

3.2 电测深法的装置形式

I2门 对称四极装置

装置符号

装置简图

}-AM NB}

  (AB与MN同步或
不同步向两翻移动)

装置系数K计算公式((1):

  {ABI92一{MN9“

      2{臀 l2
(1)

当AB/2比MN/2为定比，且比值为n(n=3,4, """"""100)时，装置系数K值公式可简化为公式

(2)

‘一2f九一刹·AB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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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三极装释

3.2-2. 1 单侧 三极装胃

    装)服符号一AMN--

    件丫欲简M

F-111一mA习’“ t单.移动A与对称f
0向两一移动MN)

装置系数K值计算公式(3),(4):

K = rz

(AO)2一(MN')
MN

(3)

或  天一二(，一与AO (4 )

三极联合装置

装笠符一号 }-AMNW

    既 几rNA

装置简图

，!mA一       Bm

(两.三极 ，

    装置系数K值计算公式同((3)或(4)式。

3.2. 3 偶极装置

3,2.3.1 轴向偶极装置

    装置符号 CAB       MN-}

    装 置简图

(单侧移动ABAMN)

装置系数K值计算公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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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一下一一 t     t
    AM一  ;TN-一T 十IAN

当AB=b1N=a, BM=na时，则:

K= nnaCn+ 1)Cn}2) (6)

n= 1,2 ............ n

3.2-3.2 赤道偶极装置

        装置符号

                  A

......一 一

                  习
1"
一 N

装置简图

AmA
序 丫‘’一’4AB$gMN)
  卜卜---~-~， nAB 曰

    装置系数K值计算公式同(5)式，

当AB=MN=a. AM=BN=na时，则公式(7):

K一下里a (7)

      Jn-'十 1

3.2.4 五极纵轴装置

        装 置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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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_价流:

护汽
黔

即.拓 砂、

0
上
1.

装置系数K值计算公式。设AB, =ABz =7, , AM=Y, . AN =Y} ,则公式(cs>:

                  2-

Y2一Y,       1          1
(8 )

                Yz·Y,丫丁舀 丫丁不
3. 3 电测深法的应用条件

3.3.1 电测深法的应用，必须同时满足下列地球物理前提:

    a. 勘查对象与其围岩或其他地质体之间应存在较明显的电阻率差异;

    b. 勘查对象产生的电阻率异常能从干扰背景中分辨出来。

13.2 遇下列条件，一般不宜设计电测深工作或不设计提交定量解释成果的工作。

    a. 接地严重困难;

    b. 地电断面中存在强烈的电性屏蔽层;

    c. 地下经常存在无法克服的强大的工业游散电流;

    d. 地形影响难以改正。

工作设计

  工作任务

1 电测深法的具体任务应在任务书中明确规定，其内容包括:

a. 项目名称、工作地区及范围;

b 工作目的、勘查对象;

c. 实物工作量及技术经济指标;

d. 提交成果资料的内容及期限。

2 开展电测深工作，必须先编制工作设计。设计内容应包括:

a. 任务及目的要求;

b. 地形地貌、地质、地球物理特征;

c 工作方法与技术;

d. 拟提交的成果资料;

e. 技术经济指标与生产管理;

f、 设计附图.

4

4.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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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资料收集

4.2.1 编写电测深工作设计前，应收集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下列资料:

    a. 地质及水文地质资料;

    b. 以往的物探成果及有效的方法技术资料;

    c. 地理及测绘资料;

    d. 工程设施及输变电网布局。

4.2.2必要时应进行野外现场踏勘其内容应为:

    a. 实地考察测区地形、地貌、交通及生活条件;

    b. 核对已收集的地质、物化探及测绘资料;

    c. 测定某些岩(矿)石的电性参数，并分析它们与勘查对象的相关性;

    d. 对某些典型地段进行方法有效性试验

4-3 方法有效性分析

4.3.1 电测深工作设计，必须对方法有效性进行分析，并区别定性与定量解释的不同要求。分析时可依

据下列资料:

    a. 本区、邻区或条件类似地区的实际工作成果;

    b. 正演运算或模拟实验结果;

    c. 野外现场踏勘试验结果;

    d. 以往的经验勘查模式

4-3-2 当引用邻区或条件类似地区的实际工作成果来说明设计地区电测深法有效性时，必须以充分的

资料佐证设计地区的地质、地球物理条件与其相仿，且方法技术切实可行;

    当以正演运算或模拟实验来佐证本区电测深法有效性时.必须充分说明假设的地电断面、电阻率

值、勘查对象的空间位置和赋存形态等条件与本区实际情况大体相同;

    当引用踏勘试验成果来说明电测深法有效性时，必须充分论证踏勘试验的代表性和成果的可靠程

度 。

4-4 技术代验:

    开工初期的技术试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试验测点应选在地质情况比清楚，地电断面相对简单的地段，并尽可能靠近已知钻孔;

    b. 试验测点应选择具有不同地电断面、不同接地条件和不同地形的地段，使试验具有代表性;

    c 试验时应采用较密电极系列、不同方位布极和足够大的供电电极距。试验结果应达设计的观测

精度 。

4.5 工作精度

4-5.1 设计电测深法总精度，应遵循下列原则:

    :， 电测深法总精度应首先考虑能够观测与分辨最小勘查对象产生的最弱异常，一般应使最大误

差的绝对值小于任何有意义异常的1/3;

    b. 电测深法总精度，不应超过非勘查对象所引起的干扰水平的1/2;

    。 应根据仪器设备的技术性能合理设计，其总精度不应超过现有仪器设备所能达到的精度标准。

4.5.2 电测深法的总精度，应以均方相对误差衡量。其分级标准与各影响因素引起的误差分配值列于

表 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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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崔少一
  ix    v7 一一 一之么

电测均方相对误差.m

无位均方

相对误差 功

    %

装置均方

相对误差

    %

有位均方相对

误差(总均方

相对误差)M

      %

电位差U

    %

电流强度 1

    %

其他

  %

I 士 0.3 士0. 5 士 1.3 士 1.5 士 2 5 士 3 0

l 士 1.5 士 1.5 士2 0 士3.0 土 4.0 士 5. 0

田 士 3. 0 士3.U !士4·。 土6.0 士 8 0 士 10.0

    表1中无位误差为U,1的观测误差和其他误差的合成。“其他”误差包括布极不准、电极极差变化、

自然电位变化、仪爷零点漂移等引起的误差和因湿度变化引起的表层电阻率变化而产生的误差的合成;

有位误差为无位误差和装置误差的合成。

    表1中所规定的指标原则上适用于所有种类的电测深法。对不同测区、不同勘查对象、不同目的要

求及不同干扰水平的总精度的设计可在本规程范围内合理选择。

4. 5.3 在不改变设计总精度和不影响地质效果的原则下，可根据测区地形、地电条件、干扰水平及装备

配置等具体情况，灵活调整各项误差分配关系。

46 测区与测网

4.6.1 确定电测深测区范围应考虑下列原则:

    a. 测区范围应能完整而经济地解决地质任务;

    b. 应尽可能包括一些地质情况比较清楚的地段，特别是某些天然露头或探矿工程的分布地段，当

上述地段远离测区时，应通过测深剖面联系对比;

    c. 根据勘查对象的分布范围来设计测区时，应使测区不仅包括勘查对象的分布区域，而且应将测

区扩延至该分布区域之外，直至勘查对象的异常被完整地反映出来;

    d. 当测区外围曾进行过电测深工作，应尽可能使一部分拟设计的测深点与已知测深点重合。

4.6.2 确定电测深测线的原则:

    a. 测线方向应尽量垂直勘查对象的总体走向，必要时也可分段控制;

    b. 测线应尽可能与有(或设计有、探矿工程的勘探线重合;

    。. 测线应尽可能避开不利于施工的地形地物;

    d. 对于局部不均匀地质体，应设计不同方位的主测线与旁测线。

4.6.3 电测深工作的比例尺和测网密度，应根据测区地电断面的复杂程度与工作任务，按照既能满足

地质任务所要求的详细程度和精确程度，又经济合理的原则进行设计。

    测网密度应保证最小的勘查对象至少在两个相邻测深点上有清晰的反映。还应满足相邻电测深点
的最小距离不宜小于主要勘查对象埋深的一半或所设计的最大测量电极距的一半的条件。

    需要同时勘查测区内不同埋藏深度的标志层时，可在较疏的大极距电测深网中用小极距测深点加

密

4.6.4 电测深工作比例尺与测网密度的关系应满足按工作比例尺绘制的电测深成果图上，电测深点的

基本点距为10̂-40mm和平均每100̂-800mm,面积应分布一个测深点。

    面积性电测深工作的常用比例尺和测网密度列于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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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例 尺 测线间距 沿测线点距 测点数/km=

1:20万 2- 8k. 2- 4k. 1/4-1/32

1，10万 1一Am 1~  2km 1- 1/8

I:5万 0.5̂  2km 0. 5̂  lkm 4̂ 1/2

1:2. 5万 0. 25-1km 0. 25-0. 5km 16-2

1:1万 100- 500m 100-250m 100-18.5

1:5千 50--250m 50- loom 400 -̂40

1:2千 20- 100. 20- 50- 2500- 200

4.了 测地工 作

4-7.1 电测深点的平面位置应根据地形图、航空照片或测量仪器确定。其点位误差在工作比例尺的成

果图上应不大于2mm;高程误差应满足:当勘查对象的最小埋深超过50m时不得超过最小埋深的2%;

当勘查对象的最小埋深不足50m时，其高程误差应小于lm,

4.7-2 测网基线或重要剖面的端点，均应埋设固定标志并与测区附近的三角点或物探测网控制点联

测;无控制点地区，应自行建立坐标系统或与区内已有的独立坐标系统联测。

    有正式地形图而缺少三角点或物探测网控制点资料时，允许与测网附近的永久性地物标志联测，并

按联测关系将测网标绘在地形图上。

4.7.3 电极接地点实测值与设计值之误差必须小于表3要求:

                                                表 3

精度级别 AO及 BO M(〕及 NO 方向偏差

l 士1% 士1% 30

l 土2% 士2% 50

. 士3% 士3% 100

4. 7.4 接地点一般应在观测前按电极接地表用测量仪器定向、测距、定位，并打下醒目标志;对于障碍
物较少的平坦测区，可用罗盘、标杆定向，导线标记量距;对于大极距连续放线时，也可依导线节数量距

定位，但必须每500-1000m有一个校正极距的控制点。

4.7.5 必须进行地形改正时，应沿电极排列方向测绘地形剖面。

4.8 装置与电极距

4.8.1 电测深工作的电极系列、最大供电电极距及电极排列方向的设计原则应根据勘查任务、测区地

质、地球物理特征及施工条件等而定。

4.8.2 供电电极系列的各电极距在模数为6. 25cm双对数坐标纸上沿AB 12轴应大致均匀分布，相邻

电极距的比值在 1. 2-1. 8(0. 5-1. 5cm)之间;测量电极距与相应的供电电极距之比值应不大于1/30

4.8.3 最小供电电极距应能保证电测深曲线有明显的前支渐近线(某些特殊目的不受此限);最大供电

电极距应以能获得完整的电测深曲线，满足解释推断的需要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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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正常条件下完整的电测深曲线标准是:

    a. 曲线前支以能追索出第一层渐近线为宜;

    b. 当以“无穷大”电阻率值的电性层为底部电性标志层时，在反映该电性标志层呈45。上升的曲

线尾支渐近线上应有3个电极距的A值;

    c. 当以有限电阻率值电性层为底部电性标志层时，测深曲线尾层应获得明显的渐近线，或反映该

电性标志层上升(或下降)的拐点之后应有三个电极距的P:值;
    d. 对新测区，应通过“控制电测深点”观察电测深曲线的尾支渐近线特点和最下部电性标志层的

电}沮率情况
4. 8.5 三极或联合测深中的“无穷远”极B二一般应位于MN的中垂线上，偏差不得大于150,B-长

度应大于最大供电电极距AO(或A'O)的五倍;不能垂直布设时，应增大B-长度，一般可增至10AO

(或A'O)
4.8.6 五极纵轴测深的极距，一般可选L大于2-3倍勘查对象的埋深 MN=L130-L/40

4.8.7 电极距的排列方向，应使地形、构造和水平方向的各种电性不均匀畸变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或最

易分辨。同时，也应适当照顾通行、接地和施工方便。

    电极排列方向一般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同一测区的电测深点的电极排列方向应大体相同;

    b. 有条件时，应尽可能与电测深剖面方向一致;

    c. 地形坡度大时，可与地形等高线平行;

    d. 倾斜或垂直分界面，可布成平行与垂直于界面两个方向;

    e. 地电断面沿水平方向变化时.应设计一定数量的十字电测深点。

4.8.8某些特殊方法的电极排列及方向，应按实际需要和方法特殊规定设计。

4.9 参数测定与模拟实验

4.9. 1 电测深参数测定工作设计，应注意下列几点:

    a. 明确各种测定方法的目的、任务及精度;

    b. 提出各种测定方法的布置原则，测定技术措施;

    。. 确定出计算、统计及图示方法和上交的参数成果资料。

4-9.2 在露头发育的测区，应设计露头参数剖面或参数电测深点。具体设计时，应了解露头的分布面
积.可能的厚度，使参数电测深曲线能够反映出所测岩层电阻率的水平渐近线，并尽量设计十字电测深。

4.9.3测区或其附近有正在施工的钻孔或原有钻孔可被利用时，应设计电测井及井旁十字测深。

    有坑道时，还应设计坑道壁系统参数测定。

    对于短极距电测深工作，应设计浅井或民用水井的井旁十字测深。

4.9.4 电测深的物理和数值模拟应遵循下列原则:

    a. 数值模拟尽可能按野外实际地电断面、勘查对象与围岩的电阻率、电性标志层的空间位置、产

状等参数布置。物理模拟应大体符合相似性原理;

    b. 提出模拟实验的研究课题，并初步估计地质问题被解决的可能性;

    c 选择合适的模拟方案与具体布置，规定各项技术要求和精度指标;

    d. 明确应上交的模拟实验成果。

仪器及设备

仪器的技术指标

电测深法常用仪器的一般技术标准应达到表4所列技术指标。



Dz/T 0072一 93

表 4

次祥举 模拟类型仪器 数字类型仪器

输入阻抗 > 6Mf2 > 1Mn

ABj11̀，外壳三者间绝缘电阻 >100MS1/500V > 100M12 /500V

电位差侧量精度分辨率

  0-3.v档<13写!

lomV以上各档<11. 5% 1

          0. 01.V

<12%士1个字

    0. O1-V

电流测量精度分辨率

  0̂-30mV档<13%1

loo-A以上各档<一1.5%I

            0. 1mA

<12%}士1个字

      0. 1.A

极化补偿范围 士500m v 士500mV(自动)

电零点漂移及补偿办法 0. Olm V /20min不能补偿 自动补偿

对50H:工频抑制 > 30dB > 40dB

表头或显示窗 表头指针活动自由 液晶显示，显示位3专
工作温度 一20̂ -50 C 一 20̂ -50C

工作湿度 <90% <85%

5.2 装备的技术指标

5-2.1 控制面板的技术指标

    a. 供电线路、测量线路及外壳三者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50MS1;

    b. 供电与测量线路间应装有金属隔离接地线;

    c. 控制开关应装有消弧装置;

    d. 电流表应与仪器电流表同精度。

5.2-2 电源的技术指标

5.2-2.1 干电池必须配备对地绝缘电阻大于lom11的电池箱，新电池的开路电压与额定电压之差不

大于5%,短路电流不小于额定值的2/3,

5.2-2.2 福镍密封碱性蓄电池(组)的技术指标

    a. 在10̂-30 C的环境温度下，以规定的放电率使用时能保持额定容量正常、稳定。在高于30 C或

低于10℃时也可使用。

    b. 耐过充性能良好。在小于0. 1C5A(五小时制放电的容量)的电流、10-30℃范围内能承受较长

时间过充而不变形、不漏液。

    c. 耐自放电。充电后在10̂ 30℃的环境温度开路搁置28昼夜，仍具有一定容量，并能保证使用。

    d. 在正常条件下，连续充放电使用可达500次以上。

5.2-2.3 交流发电机供电，必须配置相应的调压，整流与平衡负载装置，供电电流应足够稳定。在数分

钟内其变化值不应超过士3 ;发电机外壳对地绝缘电阻应大于l OMII，其他技术性能应符合出厂规定。

5.2.3 导线与线架的技术指标

    a. 导线应为抗拉力强、导电良好、绝缘性高、耐磨损的被复线或探矿线。

    b. 供电导线电阻应小于17Cl/km,耐压强度不应小于1000V/5A,

    c. 供电与测量导线的断力不应小于500N,

    d. 供电导线对地绝缘电阻应不小于2MO/km,测量导线对地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Mfl/k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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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架‘怪便坚固"转动灵活，与守线的绝缘性能}司睁软对I的绝 电h1i

52.4 :达极h9报术43怀

    a.   1;l电fif极为比拈八状电极或金属棒状电极.金属棒状电极口:长60~            100cm,直径1. 6̂  2. 2cm

叫!,,.I; TS 9 r成;水卜l 3 K,}用}i制作。
    卜. "; ̂j " .; "3-极组必须同质同规格，常采用铜电极、高炭钢电极或不枝化电极;铜电极长60 ̂-8Ucm.

直1工.6一2.Gcm
    。 r,极化电极有瓷罐式、塑料管式及甲电池式，其技术指标:电化学性稳定·极差变化小于

  olm%sm川甲电池应剥去金属外壳，包扎好绝缘胶布。
    d. 电极表面清洁、无锈无冰渣;固定接线坚固，导通良好

野外工作

6门 准 备工作

6.1.1 技术准备

    a‘ 学习设计和本标准的有关内容，明确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各项技术要求，必要时可进行技木培

训 ;

    b 实地了解测区概况，合理安排野外工作进度，征集并拟定各项工作的协同办法。

6.，.2 仪器设备准备

    a. 按设计要求的规格和数量，领取并调试全部仪器和各类技术装备、备齐常用的检测校验仪表和

工具;备齐专用记录、计算本或表格以及记录、计算、绘图等用具;

    b. 领取安全生产防护用品和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c. 使用两台(包括备用)以上仪器在同一地区施工，必须对仪器作一致性校验.其均方相对误差应

不大于设计无位均方相对误差的三分之二.计算公式(9):

一v '}' .., / (},71 ,一)·····································一 )
式中:。一一某次观测值与该点各观测值平均数的相对误差，i = 1， 2 ....... rr ;

      ，，— 一致性校验测点数;

      。，— 参与校验的全部仪器在全部校验点上观测次数之和。

6. 1.3 开工前，作业组长或操作员，应向全组人员交待每日观测的测线和测点，布极方式及电极排列方

向。接地技术措施、收放线方式以及各种联络信号。

6-2 野外作业技术

6 2. 1 电测深点的布设与施工

6.2-1.1 按设计要求敷设测网。当设计的电测深点位置遇到居民点、悬崖边、变电所及其他工业设施等

障碍时.可在1/2测深点距的范围内将测点移到合适的地方。但必须使位置移动后的该测深点的所有极

距及电极排列方向，仍能满足接地点精度要求。

6.2.1.2 按4.7. 3和4.7.4的规定布设每一电测深点的各电极接地点 对于短极距的电极接地点用皮

尺或测绳丈量.

6.2-2 测站与导线的布设

6.2.2.1 测站应布置在测点附近，且仪器、电源应分开置放;电池箱与测量电极应有一定的距离。

    当最大供电电极距超过1 000M时，短电极距和长电极距的导线应分别敷设。

6.2-2.2 供电导线与测量导线应分别固定在测站的绝缘桩上，沿电极排列方向的两侧，相距约MN的

I/lo.顺地表面向外敷设，两者不得相互交错或扭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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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3 测量导线应尽可能远离输电线或通讯电缆，当必须通过时，应使导线与输电线方向垂直;测童

导线一般应避免悬空架设.当必须架空时，应注意将导线拉紧。如遇水域，无法架空只能漫水通过的导

线 应事先向测站报告并进行漏电检查，在测量导线常需架空的地区作业，M和N导线可使用同一条双

股绝缘绞合线。

6.2.2.4 导线通过公路、铁路、村庄时，应架空、埋土或从地下穿过

6.2.2.5 在放收导线过程中，宜边松边放或边收边绕，并随时察看导线有无破损或扭结。破损处应及时

包扎绝缘，扭结处宜放松理顺，阻卡收绞不动时，应及时查明处理，严禁硬拉硬拽。

    连接断线时应使接头短小平整、金属丝接合牢固、通导良好，外表包扎严实绝缘，严防钢丝刺破胶布

而产生漏电，检查隐伏断点时，不得以刺破绝缘包扎物的方法进行。

6.2.3 电极接地

6.2.3门 所有电极均应靠近预定接地点标志布设。在布设MA时，可与AB的方向有一定的偏离。但

偏离角度不应大于士30;M和N电极埋设之后，应拔除可能触及电极的杂草。

6.2-3-2 当电极无法Rit-.于已布接地点时.可垂直放线方向移动，移动的距离应小于AB/2的1/40。如

沿放线方向移动，应小于AB/2的1%，超过1%应重新计算K值。

6.2.3.3 铝箔片状电极应平敷在接地点上，并用湿土或沙袋压实。金属电极必须垂直打入接地点，与土

层密实接触。其入土深度.对长极距至少应为电极长度的2/3;对短极距应大体满足点电源的要求，一般

不应超过极距的1/10。通过单根供电电极的电流宜不大于。.2A.

6.2.3.4 供电及测量电极可使用单根或并联电极组 并联电极组中的单根电极应以接地点为中心对称

分布且垂直放线方向排列或成环形分布，或者沿测线方向排列。电极组中单根电极与接地点间的最大距

离d应满足:

    : 垂直排列.d应不大于AB 12的1/10;

    b. 环形分布，d(半径)不应大于AB/2的1/20;

    c. 沿测线方向排列，d不应大于AB 12的1/200

6.2.3.5 随着电极距的增大，应尽量减小接地电阻，减小接地电阻的方法应根据客观条件优化选择。当
接地十分因难或需大供电电流时.宜用铝箔电极。

6.2.3.6 水面布极或水底布极应及时测量测点的坐标位置;冰上布极应在敲掉电极表面的薄冰后，立

即放入冰孔内，并使电极位于冰层稍下的水中。每一个测深点应测量冰厚和水深。

6.2.4 Ail站观测

6. 2.4.1 每日野外观测前.应检查仪器的工作电压、零点、稳定性及绝缘性状，不达指标时应及时排除。

6.2.4.2 使用数字仪器应对工作方法，几何参数及时间参数的选择进行试验，试验点应在测区内不同

地电断面上均匀分布，全区应使用统一的时间参数。时间参数应包括供电时间、电流和电位差采样延迟

时间及迭加次数.在保证观测数据可靠的前提下，应尽可能采用较小的供电时间和较少的迭加次数。

6.2.4.3 基本观测的技术要求

    a. 读数方式应根据设计总精度和电流的稳定程度合理选择;

    b. 供电电压不宜低于15V;

    c. 对于单个测回，应采用短暂而相同的观测时间;

    d. 读数时应选择合适的测程，对模拟仪器.其指针偏转不宜小于刻度的1/3，否则应改换小量程，

在指针稳定的情况下，最小读数U不得小于。. 25mV .I不得小于2. 5mA;指针不稳定时最小读数应加

倍。数字仪器最小观测电位差不应小于。.1mv;

    e. 每个测深点开始观测和观测结束时。应采用两次供电观测来检查供电电流的稳定性，电流稳定

性应符合表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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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精度级别 电流变化应小于

l 士o.5%

l 士1.5%

. 士3.0%

    f. 观测供电电流和电位差应估读或读至三位有效数字，视电阻率P，值应算至三位有效数字。

6.2-4.4 采用非等比装置进行观测时，每变换一次测量电极距，必须在两个相邻供电电极距上同时测

得两组测量电极距上的观测值。若此两组值引起曲线接头脱节或脱节位贵反常、喇叭口、大交叉等变异

现象超过4mm时，应连续在3-4个供电极距上用两组测量极距观测，并查明供电、测量电极附近的地

表电性、地形及浅层地质构造情况，找出变异的原因。

6.2.4.5 当曲线出现畸变时，在排除读数原因后，还应改变野外观测现场的工作条件，自检几组数据，

当检查结果与原始观测一致时，应继续检查其相邻极距点或在相邻极距之间的加密极距点。

6.2-4.6 进行大极距观测，必须使每次观测的供电时间不少于电场的建立时间，但应注意测量电极极

差，大地电场的变化及电源稳定性。

供电极距譬、500m后所有读数应进行重复观测，其技术标准应按6.3-1.2的规定执行。
6.2-4. 7 在野外观测现场，当干扰影响造成观测困难而不能正常观测时.应先检查仪器设备的性能，当

确信J14y响观测的原因来自仪器外部时，应根据干扰的表现特征判断其原因并对症处理。

    当外部干扰不致影响观测时，可适当增加重复观测次数，严重影响观测且无法避免时应停止观测工

作

6.2.4.8 在一个观测点上，更换仪器观测时，两台仪器的一致性应满足6.1.2的规定，并在更换处同时

或者检查观测两个连接极距，其误差应满足(12)式。一个测深点当天不能观测完毕时，可第二天补测完

整，补测时在接续处至少应重测两个极距，其相对误差应符合(12)式，如连接处超差应继续增加检查观

测极距数.直至出现连续两个极距都满足要求时为止。

6.2-4.9 在野外观测现场，记录计算员必须及时复述操作员的读数，且边复述边记录，操作员在记录员

复述过程中，应仔细校对自己的报数、测程及档位。

6.2-4-10 野外观测现场的所有基本观测数据、各种检查观测数据，必须当即如实地记录在专用的记录

本上，严禁追记、混记或转抄;记录本不得空页、撕扯或粘贴其他纸张，更不得兼做他用。

    记录必须使用中等硬度铅笔，字迹清晰、页面清洁、项目齐全、备注明确，原始数据不得涂改或擦抹，
记错了的数据必须划去，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原因。另起一行重记正确数据。

    记录本记满后或不再记录。应于目次页进行测点登记。

6.2-4- 11 每一极距观测完U和I后，计算员必须立即进行视电阻率Pa值的计算，并点绘草图;对重复

或检查观测，应计算相对误差和视电阻率的平均值。
    自动记录的数据磁带盒上，应附有测区名称、施工时间、测点号及存储号的说明卡片。

2-4-12 电测深野外草图应绘在模数为6. 25cm的双对数坐标纸上，并应注明测深点号、电极排列方

、非等比装置的各组MN值，始末极距的Pa值或各极距的P.值，观测日期、操作者及记录计算者姓

_.__ ._._ ..._ __ .二 _ ._ _ .，_， ， 二二t一 _ 吟。 、，Y}+ Y,
五极纵轴fR曲线，一殷厘绘在异术直用坐你杀甲·w细#T Po+恢aye刀一2--   0

2-5 漏电检查

2.5， 野外观测系统的仪器、电源、供电导线和测量导线，除在准备工作中采取绝缘措施外，在野外

已

向

名

6.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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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过程中必须于下列时间与部位对其例行漏电检查:

    a. 一个独立测区的观测之前和工作结束之后;

    b. 每日开工、收工、新测站布设以及导线被迫浸水作业;

    c.   AB/2<500m短线的最后一个极距、AB/2>500m长线的始末极距及三极电测深的“无穷远”
供电导线;水上纲绳与导线之间;

    d. 水系发育，空气潮湿地区或雨季作业应按上述时间及部位全面检查;干旱地区或干燥季节施

工，可只做每日开工、收工检查。

6.2-5.2 仪器、电源、导线的绝缘性能应用兆欧表测定。其结果必须达到5.1和5. 2的相应标准

6.2.5.3 供电导线的漏电检查一般可轮流断开供电电极，测量漏电电流;

    测量导线的漏电检查，一般可在测站设一电极，分别与M和N线串接成供电回路，同时断开M或

N级，测其漏电电流。如有漏电，应立即予以排除。

    当供电系统有微弱漏电时，因漏电引起的等效电流和等效电位差应符合表6的要求 测1导线不允

许漏电。

                                                表 6

精度级别 等效电流总和 等效电压总和

1 士0.5% 工0.3今认

I 士15% 士15灯

. 士3.0%                   士3.0%
I

    进行漏电检查的电源电压一般应小于300V ,潮湿地区应小于180V"
6.2-5.4 漏电检查结果，不论有无影响，均应记录在相应极距的备注栏内。

    有不能允许的漏电现象存在时，应立即查明原因，予以消除。绝缘状况改善后，应逆放线方向逐个极

距进行检查观测，直到连续有三个极距的观测结果满足(12)式.漏电影响才算消除。

6.3 观测结果的质量检查与评价

6.3门 重复观测

6.3门.1 在基本观测中遇到如下情况，必须进行不改变接地条件的重复读数。

    a. 外部干扰较大，读数困难或过小，单次观测难以保证精度的极距或测段;

    b. 供电电极距大于500m的大极距测段;

    c. 电测深曲线畸变点或无规律的极距;

    d. 勘查对象异常段的特征不明显的极距;

    e. 数字仪器显示错误指示或数字尾数跳跃较大的极距口

6.3-1.2 重复观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参加平均的一组视电阻率读数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相对于二者的算术平均值应满足公式

(10):

P.- 一房 }"

P罗二+P"'
      2

Y. 100 毛 不奋m (10、

式中:，— 参加平均的Pa值个数(不含舍去数);

    。— 设计的无位均方相对误差。

b. 两次重复读数不能满足(10)式时。应增加观测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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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IT(复观测应改变供电电流，改变过不限;

    d. 在一组重复观测数据中，误差过大的观测数据可以舍去，但必须少于总观测次数的 1/3,超差

i卖数较多时，应停止观测;

    。. 重复观测数据中有效数据的37术平均值作为该测点最终的基本观测数据，记录在相应极距的

「一行‘

    舍弃的读数应在备注栏内注明原因

6.3.2 自检观测

5.3.2.1 对电测探曲线上的畸变点。畸变线段以及基本观测质量有疑义测段。操作员应进行自我检查

现测

    自检观测应将测量电极重新布设或改变供电电极的接地状况，且供电电流的改变量应大于25X o

    自检观测中64重复观测按6. 3. 1的规定执行。

3.3.2.2 荃本观测与自检观测的相对误差应满足公式(11)的要求:

I Po一PI}

P-+P'
      2

X 100'K- v石2m

式中:p与对J分别为第;个电极距上，同组MN的原始观测与自检观测的视电阻率值。

6.3-2.3 检查结果证明基本观测确实有误时，可以用检查观测数据代替基本观测数据;其误差统计，不

做为衡粉测区观测质量的指标。只做为分析质ILt的参考。

6. 3.3 系统检查观测

6.3.3.1 电测深的系统检查.应以一条完整的电测深曲线为单元，必须是检查一个测深点的全部极距。

6.3.32 系统检查应独立于基本观测，可在基本观测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全区基本观测结束后，对总工

作续的3Y-5%的测深点，由不同操作员，在不同日期，重新布极观测.原操作员可以在场，也可以带出

基本观测记录和草图，但在未取得系统检查观测数据之前，不得参看基本观测结果。

6.3. 3. 3 系统检查点应随机抽取，抽取的重点应放在对解释推断、验证工程或地质效果有重要意义的

IX段或曲线无规律、质量有疑义的测点，并大体均匀分布于全测区。

6. 3-3.4 系统检查观测结果.应以单个测点为单位，编列出各个极距相对误差统计表，必要时应绘制误

差分布曲线，单个极距相对误差的计算公式为(12);

P,一Pie
P"+P'
    2

X 100务 (12

式中:Pl,与衬分别为第i个供电极距上同组MN的基本观测数据与系统检查观测数据。

6.3-3- 5 单个测深点的系统检查结果，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以不合格论:

    普C过设计精度的电极距数目大于该测深点极距总数的32%;
  b. '. jE'过2倍设计精度的电极距数目大于该电测深点电极距总数的5%0;

    誓超过设计精度的观侧值在相邻的三个电极距上连续出现;
    d. 均方相对误差M大于设计精度。均方相对误差的计算公式为(13):

M=f厚......................................⋯⋯(13
其中:“，— 第d个供电极距上同组MN的Pai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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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参加统计的电极距数

    当可以肯定由于地表及浅层湿度变化使得电测深曲线起始段的系统检查出现规律性偏差时.可将

其剔除。然后再评价质量。

6.3.3.6 评价全区或一个地段的电测深观测质星.应在单个电测深点系统检查评价的荃础上进行 分

合质量标准的电测深工作，应达到下面两点要求:

    a. 不合格的电测深点数应不超过被评价区域内经系统检查的电测深点总数的32Y,

    b. 根据全区系统检查观测结果所统计的均方相对误差M，应符合本技术规程表1或设 十规走的

精度。统计时不得剔除经单个侧深点系统检查评价为不合格的电测深点。

6.3. 3.7 当各测深点的电极距相同或相近时，全区的观测精度可按单个测深点的均方相对误差M 流

计，其公式为(14):

M一士在如?.....................................IFNI ·一
式中:M— 第i个测深点的均方误差;

      N— 全区系统检查观测的电测深点数。

6. 3.3.8 对于较大面积的电测深测区当区段之间的观测条件相差较大时，应分区段评价质量。其标准

应符合6.3-3.5,6.3-3.6,6.3-3.7的规定。

6.3-3. 9 系统检查工作量已达总工作量的20Yo.基本观测质量仍达不到合格标准时，不得再增加检查

工作量，此测区的全部观测资料作废

6.4 技术保安及其措施

6.4. 1 野外安全用 电事项

    a. 野外作业人员应具备安全用电和触电急救的一般常识。当工作电压超过500V时，供电作业人

员应使用绝缘防护用品，与工作无关人员不得接近电源、测站及电极;“无穷远”供电电极附近应设警告

标志或派专人看守。

    b. 担     A电源前，应检查各个线路的连接是否正确，确认无误后方可接上电源;拆线时，应先拆去甩

源，后拆其他线路。

    c. 在测站布设和电极接地完成之后，测站应通知电源工、跑极工开始供电观测。观测结束后.应先

切断电源，然后才能通知跑极工跑极或收线。作业人员处理供电线路故障的过程中，不得带电作业。

    d. 进行漏电检查时，必须遵守事先约定的时间，在该时间内，作业人员不得触及导线的裸露部分

和进行导线的检修连接.在约定时间外，测站应停止漏电检查或重新联系。

    e. 严禁用耳机在连续放线的连接点上监听。

6.4.2 在使用高压电源工作的测区，应主动向当地居民做好宣传，防止触电事故发生;山区放线经过德

压输电线及其电力设施时，严禁抛抖导线或其他手持长物。

6.4.3 放线需要过河时，除处理好导线外，应保证过河安全、严禁手托导线涉水(或泅渡)过河;水上或

冰上作业必须制定各项安全制度和应急措施。

6.4.5 野外作业时间，仪器和电源应有防雨、防晒设施，雷雨天气应停止野外作业，并将全部导线收好

6.5 参数测定

6.5.1 参数测定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a. 测定点应分布于测区及其附近具有代表性的各种岩(矿)石的天然及人工露头上、坑道内、钻孔

中。

    b. 测定点可为孤立点或密集连续的测点群及全钻孔。

    c 测定的范围应是:勘查对象或电性标志层与围岩或上下层的电阻率;电阻率变化范围大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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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地下水性质复杂地段的岩石;不均匀覆盖层

    d. 对解释推断与方法有效性有直接关系的岩(矿)石，至少应有30个以上的有效观测数据。

    e. 测定的电阻率值必须现场计算或点绘草图，并分析同类岩(矿)石的数据差异及其与地质环境

的关系;参数测深曲线应尽可能反映出所测岩层电阻率的渐近线.

6.5.2 野外电阻率测定方法，通常采用露头法，测井法和已知点测深反演法，应根据需要与可能灵活选

择，确定地层电阻率时应特别重视电测井资料。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测定方法。

6.5.3 测区或其附近有钻探和测井同时施工时，必须收集钻孔柱状图和电测井成果，必要时应选择一

定数址的钻孔作电阻率测井。

6.5- 4 在岩层出露较少的覆盖地区或无测井资料地区，应大量采用分析法来确定中间层或深部岩层的

电阻率:

    a. 井旁测深与钻孔柱状图对比通过反演算出各层的电阻率。

    b. 电性层厚度大分层明显、等值现象不明显电测深曲线，可反演求出中间电性层的电阻率.

    c. 某一地区电测深曲线存在规律性渐近线，可视该渐近线为对应岩层的电阻率。

    d. 电剖面及十字测深、联合测深、环形测深，可为水平方向的电阻率变化提供依据。

65.5 与岩层电阻率有关的地表水或地下水的电阻率应根据需要与可能，设法在现场测定，其方法可

用小四圾.泥浆杯、泥浆电阻仪测定。

6.5. 6 参数测定记录，除必须记录观测数据和装置形式外，还应记录观测点编号、位置、岩性及含水性

状

6.5.7 同类岩(矿)石电阻率测定结果的统计方法

    a. 算术平均值公式((15):

b.  IL何平均值公式(16):

、一P,....... P.n

p=n了APL, """P. (16)

c. 加权平均值公式((17):

m1PI+仇:夕:⋯⋯moP.

P= m,+mz十⋯ +成

式中:P- h--p.— 一厚层中各小分层的电阻率值

    m, , m.......M.一 各小分层上测定个数。
    d. 当测定数超过30个数据时应绘制直方图、频率曲线及概率格纸散点图。

6.5.8 同类岩(矿)石电阻率的系统检查观测结果，应按(13)式计算其测定精度，要求M<20%.

资料验收与图件编绘

原始资料的检查与验收

  电测深工作的原始资料应包括:

了

川
7.1

各类原始观测记录本(带)、记录表、试验分析鉴定报告及原始曲线草图;

资料整理和解释推断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记录、图件和表册;

a.

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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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成果报告的底稿、底图、透明图。

了门.2 原始资料的检查验收工作，应严格地贯穿于电测深工作的全过程.并做到及时检查及时处理 确
保电测深成果质量和提高地质效果。

了门.2.1 一个野外工作日或一个测深点观测完毕，操作员和记录员应逐页审查观测记录和草图或将仪

器内存数据打印、转存。签名后交野外室内组;室内组对野外记录数据、计算结果及打印记录、原始曲线，

应进行百分之百的检查复核，签名后例行登记。

7.1.2.2 原始观测记录本的检查应包括:

    a.记录本(表)中各栏是否填写齐全.数据的记录是否符合本规范6. 2. 4和6. 5. 6的规定;
    b. 观测始未仪器设备性能和各项技术指标是否达到本技术规程或设计的规定要求，漏电检查是

否符合要求;

    c. 电测深草图是否绘制准确，曲线是否完整，畸变现象是否进行了必要的重复观测与自检观测.

其观测结果是否符合本技术规程6. 3. 1和6. 3. 2的要求，草图注明是否齐全。

7.1.3 原始观测记录的验收

7.1.3.1 凡符合本技术规程规定或已达到设计要求的原始观测记录应予验收;经检查不合要求的资

料，应不予验收或建议报废;质量有疑义但与相邻测深点的曲线对比仍有利用价值的资料应列为补测对

象，补测结果认为资料可靠的应予验收;有严重缺陷的可依其程度确定是否作为参考资料或予以报废

7.1.3.2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原始记录应予作废:

    a. 采用不符合本技术标准的仪器设备所取得的全部观测结果;观测过程中某些主要技术指标未

达到本技术规程或设计要求而严重影响质量的观测结果;

    b. 电极接地不满足4. 7.3和6. 2. 2规定所取得的观测结果;

    c. 系统检查达不到6. 3. 3要求的全部观测结果;

    d. 不能辨认的观测数据，擦改过的观测数据、记录欠完整无法被利用的观测数据、伪造的观测数

据;

    e. 解体的原始记录本。

7.2 原始资料的编录

7.2.1 具有长期使用价值的原始资料应予详细编录、分类归档，妥善保存。作为汇交的原始资料，还应

统一整饰、装订及编目。其编录、归档和管理的具体要求应符合有关制度的规定

7.2.2 电测深野外记录本的编录程序是:

    a. 当电测深野外观测记录本不再被用来记录新的观测数据时;室内组应将其统一编列目录。一般

可按线、点号顺序编列。

    卜. 在编目的基础上.可进一步编列索引。索引应以测区、装置.测深点种类进行分类。按线、点号

顺序登记。

    c. 同一测区的全部野外观测记录本，应进行统一编号。统一编号由总编号与分编号组成。一般可

采用下列格式:

    总编号 地区一工作年度一总顺序号

    分编号 测区一工作方法一分顺序号

    具体编定时各项内容应缩写。

7.3 图件编绘

7.3.1 图件编绘必须遵循下列原则:

    a. 简化草图，可在野外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原始数据绘制;

    b 电测深应提交的正式图件，必须在原始资料正式验收之后，根据工作目的、期望研究程度、测区

地电断面特点及草图的使用效果等有选择地拟编绘制;

    e 电测深正式图件的编制、审校及验收必须符合《地球物理勘查图图式图例及用色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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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图的数据与曲线J必须经检查者百分之百的复核;

    d. 凡需要综合，而且能够综合到一张图上的内容，应尽可能绘到一张图上，并应做到重点突出、目

灼明确、结构完整、整齐美观。

7.12 电测深工作的正式图件除应有交通位置图(插图或角图)工作布置图以及其他有关的地质、测绘

类图件之外，还应编制的主要图件及编绘要求如下:

7.3-2. 1 电测深工作实际材料图

    电 '.深工作实际材料图宜在简化了的地形地质图上编制，绘图比例尺与工作比例尺相同。电测深工

作实际钊料图的特殊要求为:

    a. 标绘电测深点的位置及电极排列方向;

    b. 以不同的符号图示出普通电测深点，控制电测深点、十字电测深点、环形电测深点及系统质量

检查电测深点;

    C. 区别有电测井资料与无电测井资料的钻孔，区别巳作井旁电测深和未作井旁电测深的钻孔;

    d. 标绘露头电参数测定位J1及编号。

7.3-2-2 电测深曲线图(册)

    子E沁IT质的电测深工作，必须逐点绘制电测深曲线图并装订成册.电测深曲线图应符合下列特殊要

f

    a. 绘制在模数为6. 25cm透明双对数坐标纸上，纵坐标轴为pa(n " m),横坐标轴为AB/2(m、或

AO(三级)或00(偶极);

    b. 按实测数据点图，并以直线分段连接，曲线的首尾端应分别注明相应的Pa值，在曲线上方标明

点号、坐标、高程、电极排列方向、测量电极距系列及日期;

    。. ri同测点的电测深曲线，不得绘制在同一图中的同一坐标系内，但电测深对比图不受此限;

    d. 经定量解释的电测深曲线。应注明解释所得参数。并沿AB/2轴以相同比例尺绘出由解释推断

沂得的电性#t状图:用量板法解释时，应注明所用量板编号和理论曲线参数;经消差或圆滑处理的实测

曲线应以虚线绘制。

7.3.2.3 电测深曲线类型图

    屯测深曲线类型图可绘制成平面图或剖面图。可用缩小的电测深曲线表示，也可用曲线类型符号表

示当以曲线图表示时.应以P.为横坐标轴，AB/2为纵坐标轴，曲线首尾应标明其Pa值。
7.12.4 等视电阻率断面图

    等视电阻率断面图应符合下列特殊要求:

    a. 测深剖面线为横坐标轴，用算术坐标;垂直向下的AB 12为坐标纵轴，诸测深点位置为纵轴原

点 ;

    b. 在相应供电极距上标出P..值;

    C. 沿垂向断面勾绘P=等值线。

7.3-2. 5 地电断面图必须符合下列特殊要求:

    a. 绘制测深剖面的实测地形线及地表地质情况;

    b. 标绘地质工程位置及被揭露的地质情况;

    c. 绘出电性层并注明电性参数及参数变化段;

    d. 对于己确定与某一地层有对应关系的电性层还应标注地层符号。

7.3-2.6 等AB/2的Pa平面图及剖面图
    P.平面图及剖面图，应在综合视电阻率断面图绘制之后，选取反映勘查对象较明显的供电极距成

图。

7.3-2-7 编制电测深曲线极值点坐标平面图或剖面图时，同一图中的各极值点必须反映同一电性层。

7.3-2.8 编制总纵向电导((S)平面图及剖面图、总横向电阻(T)平面图及剖面图、“中间层”纵向电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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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横向电阻)平面图或剖面图时，必须使同一图中所示参数属于同一标志层的全布卜班地层或同一“尸

间层”。

7.3-2. 9 标志层顶板高程图、或等高线图)，标志层埋深图(或等深线图)以及二中间层”等厚度l?̀ 或等

厚线图)必须符合下列特殊要求:

        标绘测深点位置，并注明定量解释的高程、深度或厚度值;

    b. 等值线间距应不小于定量解释的可能误差;

    。. 绘出推断断层.褶皱轴等构造线及岩层界线:

    d. 若标志层顶面与一定地层顶面重合，应将图名中的电性层名称改为地层名称。

7. 3.2门0 电性柱状图应符合下列要求:

        与地层柱状图绘在一起，单个钻孔电性柱状图可同测井曲线图合并绘制;

    b. 注意区别电性参数种类，对于各向异性的电性层应同时标绘其横向电阻率、纵向电阻率.-千均

电阻率及各向异性系数;

        注意区别电性参数值的测定方法，不同测定方法的电性参数值应分别绘图或有区别的绘制在

同一图中，不得互相混淆。

7.3.2.11 电性参数平面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按同一电性层的同类电性参数绘制;

    b. 同一电性参数层在测区中电性参数变化较大，除已知资料足够详细，可统一勾绘等泣线，否则

应分区表示;

        图中必须同时绘出全部有关电性参数观测点位界，并在其旁标注所取得的电性参数的深度

8 成果提交

8.1 提交的成果分为两类

提交经正式检查验收合格的电测深原始资料;

提交经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电测深工作成果报告

氏

阮

8.2 成果报告

8.2.， 成果报告应实事求是、内容全面、重点突出、立论有据、文字简练、结构严谨;报告附图、插图应日

的明确.配置得当;附件、附表适中

8.2.2 成果报告附图

    a. 交通位置图;

    b. 电测深工作布置图;

    c 电测深工作实际材料图;

    d. 定性分析推断成果图;

    e. 定量解释成果图;

    f. 建议施工1.程布置图。

8.2.3 成果报告附件

    a. 电;fd深曲线定量解释成果表;

    b.  III 工作总结或Ajl地成果表;

    c. 系统质量检查统计表戈册):

    d. 验证工程成果表或71证工程与解释成果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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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电阻率测深法工作设计提纲

        (补充件)

Al 工作任务

Al-1 洲区概况

Al门.1 位?I.与交通 包括地理坐标、行政区划、交通状况。

Al. 1-2  FJ然地理简况，包括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土壤植被、气候特点。

Al. 1. 3 工程设施.包括地上地下工程设施、输变电网布局。

Al. 1-4 村镇、居民集散特点。

Al. 2 工作任务

Al. 2.1 地质任务。要求电测深解决的具体地质任务，并说明其任务性质和解决上述任务的必要性与

可能性

Al. 2.2 电测深的工作任务 包括工作范围、工作比例尺、网度(或者剖面数、测深点数)、计划工作量

Al. 2.3 野外工作期限与提交成果资料的期限。

A2 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

A2. 1 以往地质工作简况

A2.1.1 地质工作简况，包括测区所在大地构造单元中的位置.地质工作程度，主要成果。

A2.1. 2 物探工作简况，包括测区或邻区曾开展过的物探方法、工作程度、推断解释成果、资料完善程

4, ,其中尤应注意是否有电测深或电剖面的成果资料。

A2.1- 3 对以往工作的评价，通过评价阐明本次工作的重要意义。
A2.2 地质特征

A2. 2. 1 测区地质特征，包括地层、构造、岩浆岩、水文地质、矿产及第四纪覆盖的范围、性质、厚度等

A2.2-2 勘查对象或电性标志层特征，包括赋存形态、层位(位置)、岩性、顶、底板或围岩的岩性、局部

构造等等
A2.3 地球初理特征

A2.11 岩(矿)石电阻率及其他有关物性参数(列表)。

A2.3- 2地电断面特点，根据勘查对象或测区的地质断面.结合电阻率特点，构制出测区的地电断面雏

形，并分析其特点。

A2. 3. 3 测深曲线类型的基本估计，构制可能出现的曲线类型

AZ 工作方法与技术

A3. 1 方法有效性分析

    说明所设计的各种装置形式所要解决的具体地质问题。并分析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A3.2 野外工作方法与技术

A3. 2. 1 测网的选择与布设

A3.2-2 装置形式与极距的选择

A3.2-3 观测精度与基本观测方法的确定

A3.2- 4 配合测深的其他物探方法的选择

A3-2-5 参数测定方法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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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6 仪器设备的k'i5:.调试及标定

A3.2.7 保证质址的技术措施

A3.2- 8 与其他工种配 合程序

A3. 3 野外室内的工作方法

A3-11 原始资料的检查验收方法及技术要求

A3.3-2 主要数据处理方法与技术

Al 3.3 简述拟采用的资料综合分析、解释推断方法及其精度。

A3.3.4 列举最终提交的主要成果图件

A3.3.5 成果报告的编写与提交日期

A4 技术经济指标与生产管理

A4.1 生产指标

    根据测区条件和装置形式，最大供电极距等具体情况确定出各生产工序的工作量，台日效率及沪工

工期。

A4.2 劳动组织

    仪器设备、型号、数量;人员配备;工作进度安排(最好列表)

A4.3 保安措施

设计附图 :

    交通位置图

    工作布置图(可用测区简化地形地质图为底图编制)

    地层综合柱状图

            附 录 B

电阻率测深法成果报告编写提纲

            (补充件)

Bl 序言

B1.1 测区概况

B1.1.1 位置与交通:地理坐标，行政区划、交通等。
Bl.1.2 自然地理简况: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土壤植被气候特点等。

B1.1. 3 工程设施:地上地下工程设施、输变电网布局。

Bl.1.4 村镇、居民集散特点。

Bl. 2 工作任务

川.2门 地质任务:详述本次电测深工作要解决的地质任务。

Bl.2.2 电测深的具体任务:测区范围、面积、工作比例尺、网度、主要装置形式、计划工作量(基本观测

点数、十字测深点数、系统检查点数)，设计执行情况(列表)。

B1. 2.3 组撤队、装备、工作期限(列表)

B1. 3 工作主要成果

81.3.1 基础成果:岩(矿)石电性资料、地电断面、地质断面、电性一地质平面、剖面等成果及方法技术

的新成就。

B1.12 测深的地质效果:解决了哪些地质间题、程度如何、有哪些新的认识，资料质量级别等。
B1.13 存在问题:未解决的地质任务、方法与技术条件的欠缺等。

                                                                                                                                                          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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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

B2门 以往地质工作简况与评价

B2.1门 地质工作简i3t

B2.，.2 物探工作简况

B2.1.3 以往工作简况的评价。同时阐明本次工作的重要意义.

B2.2 地质特征

B2. 2. 1 测区的地质特征，包括地层、构造、岩浆岩、水文地质、矿产及第四纪覆盖的范围、性质、厚度
等

B2. 2. 2 勘查对象或电性标志层特征，包括它们的赋存形态、层位(位置)岩性、顶、底板或围岩的岩性、

局部构造等等。

B2.3 地球物理特征

B2. 3.1 岩(矿)石的物性:根据以往和本次所获资料、列举与测深及其配合方法的有关电性参数、参数
曲线、地层物性综合柱状图。

B2.12 地电断面特点

    根据正演模拟和本次工作结果，说明勘查对象或电性标志层所处地电断面及其变化和特点。

B2.3.3 标准曲线的基本类型或突出特征点。

B3 工作方法技术及质量评价

B3.1 VF外工作

1;3. 1 1 装置的选择及依据:根据具体地质任务，选择最佳装置形式，并分析其合理性、有效性及测深
曲线形态或异常部位的明显特征标志。

B3.1.2 测地工作:工作比例尺、测网与电极接地点的布设方法及精度。

83.1. 3野外观测:观测总精度的确定及配置.极距选择与电极接地形式、基本观测方法、记录方法、改
正方法及保质措施，仪器设备的选择与校验、漏电检查方法、重复和检查观测方法、电极接地条件的改善
与抗干扰措施等。

B3.1.4岩(矿)石电阻率测定:测定方法与技术。

B3.1.5野外工作质量评价:测地精度、基本观测精度、参数测定精度、所取资料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B3.2 室内工作

B3. 2.， 原始资料的检查验收及处理

B3.2.2 各种数据的计算、复核、改正、统计整理方法.

B3. 2. 3 图件与表册的编绘:制图精度、编制方法、主要图件和表册。

B3. 2.4 资料整理的质量及其评价;

B4 解释推断

B4.1 电测深曲线的一般特征:供电电极距的长度情况，曲线首尾渐近线特点，主要曲线类型，十字或
控制电测深点的曲线类型。

B4. 2 定性解释

B4. 2.1 定性图件的综合分析方法:平面分析、断面分析、综合分析.
B4. 2. 2 电阻率参数的确定及应用效果

B4.2. 3 典型地电断面的正演计算
B4.2.4 地龟断面与地质断面对应关系的概述

B4. 3 定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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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3门 解释曲线的筛选及消差处理 简捷定hT解释法的曲线.Q板法的曲线._I按解释法l CGS}

曲线.其他锌释方法的曲线

B4. 3. 2 解释方法的确定
B4. 3. 3 解释成果的对比与改正

B4.14 地电断面、地质断面参数的确定与正演计算。

B4. 4 推断成果图的绘制

B5 结论与建议

B5.1 工作成果:对所解决的地质任务提出地质结记并进行评价，未解决或未肯定的地质问题及厂因

方法应用的成效。

B5. 2 建议:具体提出地质工作、物化探工作及异常工程查证的建议.说明这些工作的意义、任务 飞

围、配合程序及应注意的问题。

    附图

    附 件

        附 录 C

电阻率测深法记录本格式

        (参考件)

C1 一般记录本格式

测区 测深点号

天气_ _ _装置形式
仪器工 作电压

放线方向

接地 条件

最大供 电电压

序号 AB12
MN/2

    m

K

              一
                                    一

U

mV

l
.

        t

      mA 。P=f1"m   P.
日 ·m

备注

一}

一一
一

日期 操 作 记录计算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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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仪器电测深记录表格式

官则f}.

!义器工作电压

夭气

测深点号

装t1形式

      _ 放线方Ill

迭 加次数

          接地 条件

V门

!
一 飞1;2

i n了

}

一。In，72
一

乙，

mV

                一

        1

      mA

l

n分m 。P.S2"m 存贮号 备注

土 一 } } } }
{ } }

3 i
4 一 一 } } }
5 一} }
6 }

一

一 ‘ } {
b } }
9 一 }
1门

11 {
1之 一 }
13 } } 」 }
l} } { 一}
15 }
16

1i

is } }

[
2n } {
21 }
9 9

} } }
24 } { 一}
25 } 一} } {
26 一} 一}
27 厂
26

29 }
36 } } } }

记

1j.

    日期 操作 记录 计算 复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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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系统质且检查相对误差统计表

测区

原始观测 日期

检查观测 日期

_测深点号

观测者

观测者

天气 仪器型号

序号 一，B/2MN12 P. P. P. P.一P. 料 对 备 注

一

记事:该点均方相对误差 M=

计算者 复核者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地质矿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物探化探分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主持，地质矿产部、统配煤矿总公司、冶金工业部、核工业

总公司派员参加共同制订。

    本标准起草人王玉和、李玉国、昊海成、张道纲、崔焕敏、阎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