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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岩溶水分层判别与地下

水位观测方法，根据地下水监测仪器初步判断的

岩溶水分层层位，定量监测勘探孔施工过程中每

个回次进尺开始和结束时钻井液回水量数据；对

岩芯进行线性溶蚀率统计，获取每单位米线性溶

蚀率数据并绘制所述每单位米线性溶蚀率变化

曲线，分段进行压水试验，对比每单位米漏失量

数据变化曲线、每单位米线性溶蚀率变化曲线和

每单位米透水率数据变化曲线，进行各曲线波形

变化初步分析；当曲线波形变幅差异过大，提取

地层透水性变化特征进行岩溶水层位分层判别；

当曲线波形同趋势变化明显时直接进行岩溶水

含水层分层判别。本发明提高了岩溶水分层水位

观测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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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岩溶水分层判别与地下水位观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述步骤：

步骤1，根据地下水监测仪器初步判断的岩溶水分层层位，采取勘探孔施工，根据设定

的每个回次钻进尺度，定量监测并记录勘探孔施工过程中每个回次进尺开始和结束时钻井

液回水量数据，通过所述钻井液回水量数据计算每个回次钻井液的漏失量，将所述漏失量

数据换算成每单位米漏失量，记录所述每单位米漏失量数据并绘制每单位米漏失量数据变

化曲线；

步骤2，对岩芯进行线性溶蚀率统计，获取每单位米线性溶蚀率数据并绘制所述每单位

米线性溶蚀率变化曲线；每单位米线性溶蚀率=某回次岩芯表面岩溶累计发育长度/回次进

尺；

步骤3，在步骤1和步骤2进行的同时，分段进行压水试验；压水试验段与各个回次进尺

保持一致，获取各个回次地层整体透水率数据，将所述透水率数据换算成每单位米透水率

数据并绘制所述每单位米透水率数据变化曲线；

步骤4，在步骤1-步骤3的基础上，对比所述每单位米漏失量数据变化曲线、每单位米线

性溶蚀率变化曲线和每单位米透水率数据变化曲线，进行各曲线波形变化初步分析；当各

所述曲线波形同趋势变化规律特征明显、或者曲线波形变化拐点位置相近，则对岩溶水含

水层进行分层判别，然后进行步骤7；

步骤5，在步骤4的基础上，当曲线波形变幅差异过大、或者原始图形同趋势变规律特征

不明显较难进行初判，则利用MATLab中的Zscore函数分别对每单位米漏失量数据、每单位

米线性溶蚀率数据和每单位米透水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对所述归一化处理的三组

数据分别进行以10为底的对数函数转换，通过上述滤波方法，将三组数据以曲线的形式绘

制在同一个坐标系内，然后进行三条曲线的波形变化特征分析，提取地层透水性变化特征，

进而进行岩溶水层位分层判别；

步骤6，当所述曲线波形同趋势变化规律特征明显时，直接进行岩溶水含水层分层判

别，然后进行步骤7；当曲线波形同趋势化变化规律仍然不明显时，则通过观测孔进行钻孔

全孔壁光学成像，对岩溶含水层全孔壁成像进行分析和综合判断，同时结合压水试验数据

进行可视化岩溶含水层分层判别、或者对初步划分的各岩溶水分层层位成果的准确性进行

复判，然后进行步骤7；

步骤7，根据所述岩溶水分层层位判断成果，利用顶压式压水试验设备进行分层岩溶水

观测，通过单个或多个膨胀栓塞隔离不同的含水层位，配合钻杆透水管段在不同所述含水

层位的布置，实现不同含水层分层水位的观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岩溶水分层判别与地下水位观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8，对同一工程区域相近观测孔层位划分情况进行联合统计与分析，结合同一所述

工程区域钻孔或平硐揭露的岩溶发育现象，对含水层位的划分进行复判；

步骤9，进行分层水位资料统计分析与整理，录入地质综合管理数据库。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岩溶水分层判别与地下水位观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

中，所述定量监测并记录勘探孔施工过程中每个回次进尺开始至结束时钻井液回水量数

据，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步骤1.1，在勘探孔旁边设置回水池，在所述回水池内自下而上设置标尺，所述标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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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测量回水池内的钻井液回水量体积数据；即： ；

式中：  Vi—表示在第i时刻回水池内的钻井液回水体积；

a—表示回水池底部的长度；

b—表示回水池底部的宽度；

hi—表示在第i时刻回水池内钻井液回水在标尺上的读数；

步骤1.2，在第n次进尺开始前，量测回水池内钻井液回水的体积，用Vn1表示；在第n次进

尺结束后，待钻井液回水稳定后，量测回水池内钻井液回水的体积，用Vn2表示；

步骤1.3，通过上述计算，获取第n次进尺钻井液漏失量，公式如下：

式中：  Vn回—第n次进尺结束时的钻井液回水量；

Vn漏—第n次进尺过程内钻井液的漏失量；

Vn1—第n次进尺开始前回水池内钻井液回水的体积；

Vn2—第n次进尺结束后回水池内钻井液回水的体积；

X—第n次进尺回次深度；

r—勘探孔的半径；

当Vn漏=0时，表示第n次进尺所在的地层不透水；

当Vn漏>0时，表示第n次进尺所在的地层存在钻井液漏失，数值越大，则表示地层透水性

越好；

当Vn漏<0时，表示第n次进尺所在的地层存在地层出水的情况，负值的绝对值越大，则代

表地层透水性越好；当Vn漏为负值时，在换算为每单位米漏失量时，采用Vn漏的绝对值进行

计算。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岩溶水分层判别与地下水位观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

中，所述岩溶水分层水位观测，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步骤4.1，将底部装有封堵螺帽的钻杆段安装在钻杆的底部，然后逐节相连将各钻杆段

下入勘探孔中，将开有透水孔的钻杆段安装在需要观测的目标含水层所处地层的中间位

置，用两个外周面附带有压水栓塞的钻杆段，将两个附带有所述压水栓塞的两个钻杆段分

别连接于开有所述透水孔钻杆段的上、下连端，使上、下两个压水栓塞分别位于所述目标含

水层上部的相对隔水层和下部相对隔水层位置，钻杆的顶端露出地面并安装一个三通接

头；

步骤4.2，将钻探平台与钻杆顶部连接，通过钻探平台的自重或通过钻机转轴的转动对

钻杆施加额外的动压力，使两个压水栓塞膨胀，实现目标含水层与其上、下部所述相对隔水

层之间的密封；

步骤4.3，通过钻杆顶部的三通头对钻杆内腔注水进行水位扰动，然后在钻杆内腔中放

置测线进行稳定水位测量，钻杆内腔的稳定水位即是需要观测的目标含水层的水位。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岩溶水分层判别与地下水位观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

中，所述每个回次钻进尺度在3.0m-5.0m之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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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水分层判别与地下水位观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岩溶水分布地区水文地质勘察中对岩溶水分层的判别与地下水位观

测，尤其是涉及岩溶水分层判别与地下水位观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岩溶水(cavern  water)赋存于可溶性岩层的溶蚀裂隙和溶洞中。可溶性岩层（包

括碳酸盐岩、石膏岩、石灰质砾岩等）作为岩溶含水介质中的空隙，包括成岩孔隙、溶孔、构

造裂隙、溶隙、溶蚀管道、溶洞及溶蚀通道。溶蚀作用在岩层中的进行是不均匀的，可溶岩层

作为一种各向异性的不均匀介质，同一含水层中不同部位其渗透系数变幅巨大。因此，岩溶

含水层、弱透水层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在特定的功能场合下，可以相互转化，此外岩溶含

水层具有系统性和垂直分带性特点。由于岩溶发育的不均匀性和垂直分带性特点，使得岩

溶水含水层常形成多层含水层结构，采用现有地下水监测仪器无法准确判断、正确观测多

层含水系统中不同层位含水层的水位。

[0003] 查明岩溶地下水位对于全面掌握岩溶发育地区水文地质条件、评价岩溶发育程度

以及岩溶渗漏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目前，对岩溶水分层水位观测方法多是沿用

常规的潜水-承压水分层水位观测法，即对不同的含水层水位观测采取以‘封堵措施’为主

要手段，将非目的层用防渗材料封堵后开展目的层水位观测工作，当非目的层较厚时则需

要大量的封堵材料，其施工工艺繁杂，且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部分封堵材料（如混

凝土）凝固也需要时间。而且，如果多层含水层分层层位较多时，其封堵方案和工艺将十分

复杂。因此，传统方法在分层水位观测方面成本高，整体观测效率低。同时，以‘封堵措施’为

主要手段的分层水位观测方法具有不可逆性，即封堵一旦实施，想恢复含水层原始状态是

不可能的，这就导致对含水层的影响较大。而封堵方案需要对含水层有全面而精准的了解，

且需要精准的方量计算和施工工艺作支撑，若封堵方案和施工工艺出现偏差，将造成分层

水位观测的失败，封堵材料止水效果的好坏也将影响分层水位观测效果，常出现混合水和

分层水分不清的情况，对含水层扰动大，水文观测效果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岩溶水分层判别与地下水位观测方法，实现提高工作效

率，降低资金投入和人力、时间成本。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下述技术方案：

本发明所述岩溶水分层判别与地下水位观测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步骤1，根据地下水监测仪器初步判断的岩溶水分层层位，采取勘探孔施工，根据设定

的每个回次钻进尺度，定量监测并记录勘探孔施工过程中每个回次进尺开始和结束时钻井

液回水量数据，通过所述钻井液回水量数据计算每个回次钻井液的漏失量，将所述漏失量

数据换算成每单位米漏失量，记录所述每单位米漏失量数据并绘制每单位米漏失量数据变

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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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对岩芯进行线性溶蚀率统计，获取每单位米线性溶蚀率数据并绘制所述每单位

米线性溶蚀率变化曲线；每单位米线性溶蚀率=某回次岩芯表面岩溶累计发育长度/回次进

尺；

步骤3，在步骤1和步骤2进行的同时，分段进行压水试验；压水试验段与各个回次进尺

保持一致，获取各个回次地层整体透水率数据，将所述透水率数据换算成每单位米透水率

数据并绘制所述每单位米透水率数据变化曲线；

步骤4，在步骤1-步骤3的基础上，对比所述每单位米漏失量数据变化曲线、每单位米线

性溶蚀率变化曲线和每单位米透水率数据变化曲线，进行各曲线波形变化初步分析；当各

所述曲线波形同趋势变化规律特征明显、或者曲线波形变化拐点位置相近，则对岩溶水含

水层进行分层判别，然后进行步骤7；

步骤5，在步骤4的基础上，当曲线波形变幅差异过大、或者原始图形同趋势变化规律特

征不明显较难进行初判，则利用MATLab中的Zscore函数分别对每单位米漏失量数据、每单

位米线性溶蚀率数据和每单位米透水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对所述归一化处理的三

组数据分别进行以10为底的对数函数转换，通过上述滤波方法，将三组数据以曲线的形式

绘制在同一个坐标系内，然后进行三条曲线的波形变化特征分析，提取地层透水性变化特

征，进而进行岩溶水层位分层判别；

步骤6，当所述曲线波形同趋势变化规律特征明显时，直接进行岩溶水含水层分层判

别，然后进行步骤7；当曲线波形同趋势化变化规律仍然不明显时，则通过观测孔进行钻孔

全孔壁光学成像，对岩溶含水层全孔壁成像进行分析和综合判断，同时结合压水试验数据

进行可视化岩溶含水层分层、或者复核初步划分的各岩溶水分层层位成果的准确性，然后

进行步骤7；

步骤7，根据所述岩溶水分层层位判断成果，利用顶压式压水试验设备进行分层岩溶水

观测，通过单个或多个膨胀栓塞隔离不同的含水层位，配合钻杆透水管段在不同所述含水

层位的布置，实现不同含水层分层水位的观测。

[0006] 本发明还包括：步骤8，对同一工程区域相近观测孔层位划分情况进行联合统计与

分析，结合同一所述工程区域钻孔或平硐揭露的岩溶发育现象，对含水层位的划分进行复

判；步骤9，进行分层水位资料统计分析与整理，录入地质综合管理数据库。

[0007] 本发明步骤1中，所述定量监测并记录勘探孔施工过程中每个回次进尺开始至结

束时钻井液回水量数据，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步骤1.1，在勘探孔旁边设置回水池，在所述回水池内自下而上设置标尺，所述标尺用

于测量回水池内的钻井液回水量体积数据；即：

；

式中：  Vi—表示在第i时刻回水池内的钻井液回水体积；

a—表示回水池底部的长度；

b—表示回水池底部的宽度；

hi—表示在第i时刻回水池内钻井液回水在标尺上的读数；

步骤1.2，在第n次进尺开始前，量测回水池内钻井液回水的体积，用Vn1表示；在第n次

进尺结束后，待钻井液回水稳定后，量测回水池内钻井液回水的体积，用Vn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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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通过上述计算，获取第n次进尺钻井液漏失量，公式如下：

式中：  Vn回—第n次进尺结束时的钻井液回水量；

Vn漏—第n次进尺过程内钻井液的漏失量；

Vn1—第n次进尺开始前回水池内钻井液回水的体积；

Vn2—第n次进尺结束后回水池内钻井液回水的体积；

X—第n次进尺回次深度；

r—勘探孔的半径；

当Vn漏=0时，表示第n次进尺所在的地层不透水；

当Vn漏>0时，表示第n次进尺所在的地层存在钻井液漏失，数值越大，则表示地层透水

性越好；

当Vn漏<0时，表示第n次进尺所在的地层存在地层出水的情况，负值的绝对值越大，则

代表地层透水性越好；当Vn漏为负值时，在换算为每单位米漏失量时，采用Vn漏的绝对值进

行计算。

[0008] 本发明步骤7中，所述岩溶水分层水位观测，按照下述步骤进行：

步骤7.1，将底部装有封堵螺帽的钻杆段安装在钻杆的底部，然后逐节相连将各钻杆段

下入勘探孔中，将开有透水孔的钻杆段安装在需要观测的目标含水层所处地层的中间位

置，用两个外周面附带有压水栓塞的钻杆段，将两个附带有所述压水栓塞的两个钻杆段分

别连接于开有所述透水孔钻杆段的上、下连端，使上、下两个压水栓塞分别位于所述目标含

水层上部的相对隔水层和下部相对隔水层位置，钻杆的顶端露出地面并安装一个三通接

头；

步骤7.2，将钻探平台与钻杆顶部连接，通过钻探平台的自重或通过钻机转轴的转动对

钻杆施加额外的动压力，使两个压水栓塞膨胀，实现目标含水层与其上、下部所述相对隔水

层之间的水密封；

步骤7.3，通过钻杆顶部的三通头对钻杆内腔注水进行扰动，然后在钻杆内腔中放置测

线进行稳定水位测量，钻杆内腔的稳定水位即是需要观测的目标含水层的水位。

[0009] 本发明步骤1中，所述每个回次钻进深度不是一个定值，可在3.0m-5.0m之间选择，

也可根据场地岩溶地质条件进行适当调整。

[0010] 本发明优点在于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0011] 相较于传统方法省去了需要布设专门的观测孔、采购大量的封堵材料以及复杂的

封堵施工手段；本发明不单独施工观测孔，结合现有地质勘察手段和成果，利用压水试验设

备提高含水层位判别的效率和准确性，实现提高岩溶水分层水位观测的便捷性，进而总结

出一套高效的、操作便捷的、系统化的岩溶水分层判断和地下水位观测方法。

[0012] 2、改进观测手段，实现绿色水位观测。

[0013] 既提高了操作方法的便捷性和灵活性，又不影响各含水层位的天然状态，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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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水分层水位观测效果的同时，降低对含水层的扰动，实现“绿色”分层水位观测。

[0014] 3、增强了岩溶水分层水位观测方法的系统性和可推广性。

[0015] 本发明方法提供了系统化的岩溶水分层判别和地下水位观测，其可靠性、灵活性

较高，具有良好的可推广性和可复制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所述岩溶水多含水层双膨胀栓塞指定层位水位观测方法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所述岩溶水双含水层单膨胀栓塞分层水位观测方法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本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

提下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

述实施例。

[0019] 实施例1：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述的岩溶水分层判别与地下水位观测方法，现以四个含水层位的

地质结构为例进行说明：

步骤1，根据地下水监测仪器初步判断的岩溶水分层层位，采取勘探孔施工，设定每个

回次钻进尺度为3.0m，定量监测并记录勘探孔施工过程中每个回次进尺开始和结束时钻井

液回水量数据，通过钻井液回水量数据计算每个回次钻井液的漏失量，将漏失量数据换算

成每单位米漏失量，记录每单位米漏失量数据并绘制每单位米漏失量数据变化曲线；具体

步骤如下：

步骤1.1，在勘探孔1旁边设置回水池2，在回水池2内自下而上设置标尺，标尺用于测量

回水池2内的钻井液回水量体积数据；即： ；

式中：  Vi—表示在第i时刻回水池内的钻井液回水体积；

a—表示回水池底部的长度；

b—表示回水池底部的宽度；

hi—表示在第i时刻回水池内钻井液回水在标尺上的读数；

步骤1.2，在第n次进尺开始前，量测回水池2内钻井液回水的体积，用Vn1表示；在第n次

进尺结束后，待钻井液回水稳定后，量测回水池2内钻井液回水的体积，用Vn2表示；

步骤1.3，通过上述计算，获取第n次进尺钻井液漏失量，公式如下：

式中：  Vn回—第n次进尺结束时的钻井液回水量；

Vn漏—第n次进尺过程内钻井液的漏失量；

Vn1—第n次进尺开始前回水池内钻井液回水的体积；

Vn2—第n次进尺结束后回水池内钻井液回水的体积；

X—第n次进尺回次深度；

r—勘探孔的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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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Vn漏=0时，表示第n次进尺所在的地层不透水；

当Vn漏>0时，表示第n次进尺所在的地层存在钻井液漏失，数值越大，则表示地层透水

性越好；

当Vn漏<0时，表示第n次进尺所在的地层存在地层出水的情况，负值的绝对值越大，则

代表地层透水性越好；当Vn漏为负值时，在换算为每单位米漏失量时，采用Vn漏的绝对值进

行计算。

[0020] 步骤2，对岩芯进行线性溶蚀率统计，获取每单位米线性溶蚀率数据并绘制所述每

单位米线性溶蚀率变化曲线；每单位米线性溶蚀率=某回次岩芯表面岩溶累计发育长度/回

次进尺；

步骤3，在步骤1和步骤2进行的同时，分段进行压水试验；压水试验段与各个回次进尺

保持一致，获取各个回次地层整体透水率数据，将所述透水率数据换算成每单位米透水率

数据并绘制所述每单位米透水率数据变化曲线；

步骤4，在步骤1-步骤3的基础上，对比所述每单位米漏失量数据变化曲线、每单位米线

性溶蚀率变化曲线和每单位米透水率数据变化曲线，进行各曲线波形变化初步分析；当各

所述曲线波形同趋势变化规律特征明显、或者曲线波形变化拐点位置相近，则对岩溶水含

水层进行分层判别，然后进行步骤7；

步骤4.1，将底部装有封堵螺帽3的钻杆段4安装在钻杆的底部，然后逐节相连将各钻杆

段下入勘探孔1中，将开有透水孔的钻杆段5安装在需要观测的目标含水层6（本实施例为第

三含水层）所处地层的中间位置，将两个附带有所述压水栓塞7的两个钻杆段8、9分别连接

于开有透水孔钻杆段5的上、下连端，使上、下两个压水栓塞7分别位于目标含水层6上部的

相对隔水层10和下部相对隔水层11位置，钻杆的顶端露出地面并安装一个三通接头；

步骤4.2，将钻探平台12与钻杆顶部连接，通过钻探平台12的自重，或者通过钻机转轴

的转动对钻杆施加额外的动压力，使两个压水栓塞7膨胀，实现目标含水层6与其上、下部所

述相对隔水层10、11之间的密封；

步骤4.3，通过钻杆顶部的三通头对钻杆内腔注水进行扰动，然后在钻杆内腔中放置测

线进行稳定水位测量，钻杆内腔的稳定水位13即是需要观测的目标含水层的水位。

[0021] 步骤5，在步骤4的基础上，当曲线波形变幅差异过大、或者原始图形同趋势变化特

征不明显较难进行初判，则利用MATLab中的Zscore函数分别对每单位米漏失量数据、每单

位米线性溶蚀率数据和每单位米透水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对所述归一化处理的三

组数据分别进行以10为底的对数函数转换，通过上述滤波方法，将三组数据以曲线的形式

绘制在同一个坐标系内，然后进行三条曲线的波形变化特征分析，提取地层透水性变化特

征，进而进行岩溶水层位分层判别；

步骤6，当所述曲线波形同趋势变化规律特征明显时，直接进行岩溶水含水层分层判

别，然后进行步骤7；当曲线波形同趋势化变化规律仍然不明显时，则通过观测孔进行钻孔

全孔壁光学成像，对岩溶含水层全孔壁成像进行分析和综合判断，同时结合压水试验数据

进行可视化岩溶含水层分层、或者复核初步划分的各岩溶水分层层位成果的准确性，然后

进行步骤7；

步骤7，根据所述岩溶水分层层位判断成果，利用顶压式压水试验设备进行分层岩溶水

观测，通过两个压水栓塞7（膨胀栓塞）隔离勘探孔1内不同的含水层位，配合钻杆透水管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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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含水层位的布置，实现不同含水层分层水位的观测。

[0022] 步骤8，对同一工程区域相近观测孔层位划分情况进行联合统计与分析，结合同一

所述工程区域钻孔或平硐揭露的岩溶发育现象，对含水层位的划分进行复判；

步骤9，进行分层水位资料统计分析与整理，录入地质综合管理数据库。

[0023] 实施例2：

如图2所示，是本发明所述岩溶水分层为两个含水层位的地质结构情况，实施步骤与实

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所使用的压水栓塞7.1的个数为一个。本实施例需要观测的目标含水层

6.1为第二层，第二层的上、下部为相对隔水层，因此，只需在透水孔钻杆段5.1的上端连接

套装有压水栓塞7.1的钻杆段8.1，即可完成目标含水层6.1的稳定水位13.1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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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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