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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概述

地质雷达法是一种利用电磁波反射及散射确定地下或内部介质分布情况的电磁探

测方法，而使用这种方法的仪器称为地质雷达。

1.1 地质雷达工作原理

地质雷达在工作时，在雷达主机控制下，脉冲产生周期性的毫微秒信号，并直接发

送给天线，经过天线耦合到地下的的信号在传播路径上碰到介质的非均匀体（面）时，

产生反射信号。位于地面上的接收天线在接收到地下回波后，直接传输到接收机，信号

在接收机上经过整形和放大等处理后，经电缆传播到雷达主机，经处理后，传输到微机，

在微机中对信号按照幅度进行编码，并以伪彩色电平图/灰色电平图或波形堆积图的方

式显示出来，经信号处理，可以判定目标的深度、大小、方位等参数。

地质雷达的工作频率主要以MHz~GHz。在地质介质中以位移电流为主，电磁波动

方程与地震波类似。

1.2 地质雷达探测系统组成

地址雷达探测系统由地质雷达主机、天线、数据采集软件、数据分析处理软件等组

成。地质雷达天线可采用不同频率的天线组合，低频天线探测距离长、精度低；高频天

线探测距离短、精度高，天线频率有 50MHz、100MHz、400MHz、900MHz、1GHz、
1.5GHz、2GHz等。

1.3 雷达及地质雷达发展历史

1903年，Christian Hulsmeyer开发了第一个雷达原型（船用防撞雷达）。

1910年，G.Leimbach和 H.Lowy在德国专利中提出，用埋设在一组钻孔中的偶极

天线探测地下相对高导电性质的区域，正式提出探地雷达。

1922年，A.H.Taylor开发了第一部连续波雷达。

1926年，Hulsenbeck首先使用脉冲传播技术确定埋体位置，他提出，介电常数不同

的介质交界面会产生电磁波反射。

1960年，Cook用脉冲雷达在矿井中做了试验。

二十世纪七年代，地质雷达在弱吸收介质中应用，而我国在 1980~1990年，开始引

进探地雷达，进行相关领域研究，目前国产雷达以青岛电磁波研究所研制探地雷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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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地质雷达的特性

2.1 雷达波的基本原理

在各向同性体中，雷达波的传播可通过麦克斯韦方程得到，其电场 ( , )E z t


的矢量

表达，在大多数介质中传播时，电磁（雷达）波都会产生衰减，因此，其振幅会随着传

播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其中， 为介质的吸收系数（亦称衰减系数），其值越大，电磁

波在介质中的有效传播距离越短。

2.2 雷达波的传播

对于电磁波的传播而言，菲涅尔区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根据菲涅尔半波带的合成，对于

在自由空间中，从波源 A辐射到观察点 P的电磁波，起最重要作用的是第一菲涅尔区。

由此可见，不同位置的同一菲涅尔半波带的外围轮廓线在空间上是一个以收、发两

点为焦点的旋转椭球。其中，第一菲涅尔椭球为电磁波传播的主要通道。并有：

（1） 波长越短， 1F 半径越小，对应的第一菲涅尔椭球越细长；

（2） 如遮挡物进入了第一菲涅尔椭球，其对接收点的场强就会产生影响。

2.3 雷达波的反射

地质雷达在工作时，发射的电磁波在遇到：地表面、地下不同介质、地下介质不连

续面时，电磁波会发生反射，该反射信号的特征就是地质雷达探测的依据。

2.1.1 雷达波在地下不同介质间的反射

在对接收天线所接收到的雷达波进行分析和处理的基础上, 根据所接收到的雷达波

波形、强度、电性及几何形态, 从而达到对地下地层目标体的探测。

1）折射走时

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紧靠地面, 由发射机发射的短脉冲电磁波经发射天线辐射传入

大地。当电磁波传播到两种介质的交界部位时,由于介电常数的差异使得雷达波产生反射。

2）垂直反射

电磁脉冲反射信号的强度与界面的反射系数和穿透介质的波吸收程度有关。介质的

电磁参数(电性)差别大，则反射系数大，因而反射波的能量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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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从介电常数低的介质入射介电常数高的介质时，其反射信号与入射信号同向。

反之，则为反向。或者说，从电磁波低速区进入高速区时，其反射信号与入射信号反向。

3）倾斜反射

对于以一定角度入射的电磁波，其在界面上会产生折射与反射。

4）折射率的影响因素

雷达接收到信号的大小与雷达天线的特性、地层的衰减、目标体的深度和反射特征

以及雷达的工作频率和发射功率均有关系。在仪器性能和地下介质一定的情况下, 探测

深度取决于工作频率选择及地层的衰减系数。

一般天线频率越高,则探测深度越浅,分辨率越高；天线频率越低,则探测深度越深,
分辨率越低。因此, 地质雷达技术存在着探测深度与分辨率的取舍或优选问题。目前地

质雷达所能探测的深度在 50m以内,分辩率最高达几毫米, 但由于深度的增加, 分辩率

有较大的下降。同时探测深度与介质的含水量和电导率有较大的关系。

实际勘测时,一般采用剖面法(CDP)或展开法两种方式,在一些特殊应用中还可采用

透射法。

地质雷达资料的解释主要依据剖面的反射信号特征, 特别是反射信号的同相轴变化

以及信号的强弱 ( 幅度), 一般主要表现为层状(线性同相轴) 、管线状(双曲线同相轴) 、

洞穴状 (双曲线同相轴) 异常特征。

2.1 地质雷达散射

目前在雷达检测和勘测应用的解释中，习惯上采用反射理论。但是，反射理论法的

适用条件是反射面尺度 D远大于波长λ，D>>λ。而实际的工程检测中，目标体、异常体

的尺度多为分米级和厘米级，对于弹性波或是电磁波都很难满足反射条件，应该使用散

射理论。散射理论适用的范围更广泛，反射只是散射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散射体足

够大时的一种背向散射。

实际地质雷达探测中，多数情况下探测对象结构大、异常尺度小，比波长短，不符

合反射理论的适用条件，雷达波的记录应该用散射理论来解释。如混凝土中钢筋、空洞

等孤立异常体的探测记录是最典型的散射记录。散射与反射理论的适用条件主要决定使

用的波长与目标体尺度的关系，可以简单的表述如下。即目标体远小于波长时使用瑞利

散射理论，目标体与波长相近时适用散射理论，目标体远大于波长时适用反射理论。

工程结构多数是非均质的，特别是混凝土结构。混凝土结构中有骨料、钢筋，震捣

不密实形成的孔隙，施工不当形成的脱空区等都是结构中的非均体，或称异常结构微元

体。这些异常微元体的存在使工程介质的性质表现出强烈的不均匀性和局部异常，大小

不等、分布不均。在电磁波的造射下，这些异常体都会发生散射，散射波的传播遵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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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波动方程。

假定检测的工程结构存在一定的局部缺陷，为均匀介质中存在有

限体积的异常，均匀介质的电磁波速为 0V ，异常体的波速异常幅度用 ( )r 来描述，总

体系的波速分布用 ( )V r 表示。

2.2 雷达波相识别要点

为获得雷达探测的结果，需要对雷达记录进行处理与判读，判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综合分析，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雷达记录的判读也叫雷达记录

的波相识别或波相分析，它是资料解释的基础。在此首先介绍波相分析的基本要点。

2.2.1 反射/散射波的振幅与方向

从反射系数的菲涅耳（Fresnel）公式和散射定律中可以看出，界面两侧介质的电磁

学性质差异越大，反射波越强。此外，反射与散射与电磁波的波长也有关系，一般来说，

大体积缺陷散射低频，小体积缺陷散射的高频。

从反射振幅上可以判定两侧介质的性质、属性的差异大小；波从介电常数小进入介

电常数大的介质时，即从高速介质进入低速介质，从光疏进入光密介质时，反射系数为

正，即反射波振幅同向。反之，从低速进入高速介质，反射波振幅与入射波反向。这是

判定界面两侧介质性质与属性的又一条依据；如从空气中进入土层、混凝土反射振幅不

反向。从混凝土后边的脱空区再反射回来时，反射波反向，结果脱空区的反射与混凝土

表面的反射方向正好相反。如果混凝土后边充满水，波从该界面反射也发生反向，与表

面反射波同向，而且反射振幅较大。混凝土中的钢筋，波速近乎为零，反射同向且反射

振幅特别强。因而，反射波的振幅和方向特征是雷达波判别最重要依据。

2.2.2 反射波的频谱特性

不同介质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内部反射波的高、低频率特征明显不同，这可以作为

区分不同物质界面的依据。如混凝土与岩层相比，比较均质，没有岩石内部结构复杂，

因而围岩中内反射波明显，特别是高频波丰富。而混凝土内部反射波较少，只是有缺陷

的地方有反射。此外，围岩中的含水带也表现出低频高振幅的反射特征，易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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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反射波同向轴形态特征

雷达记录资料中，同一连续界面的反射信号形成同相轴，依据同向轴的时间、形态、

强弱、方向反正等进行解释判断是地质解释最重要的基础。同向轴的形态与埋藏的物界

面的形态并非完全一致，特别是边缘的反射效应，使得边缘形态有较大的差异。对于孤

立的埋设物其反射的同向轴为向下开口的抛物线，有限平板界面反射的同向轴中部为平

板，两端为半支下开口抛物线。

2.2.4 天线移动进行干扰波识别

雷达检测场地的环境干扰较多，如隧道侧壁、台车等都会形成反射，空气中的雷达

波速是岩体中的 3倍，干扰波可能与衬砌、岩体内反射波叠加在一起。路基路面检测中，

路边的陡坎、电线杆都可以形成明显的侧反射，呈弧形，容易误认为是路基下有空洞。

测量中改变天线位置，注意记录地表地形地物，排除干扰波。

2.3 介质的介电常数

介质在外加电场时会产生感应电荷而削弱电场，原外加电场（真空中）与最终介质

中电场比值即为介电常数（permittivity），又称诱电率，与频率相关。介电常数是相对

介电常数与真空中绝对介电常数乘积，一般用εr表示。

如果有高介电常数的材料放在电场中，电场的强度会在电介质内有可观的下降。金

属等理想导体的相对介电常数为无穷大。

2.3.1 矿物的介电常数

岩石是由矿物组成的。研究矿物的介电常数是研究岩石、地层、土壤等介电常岩石

是由矿物组成的。研究矿物的介电常数是研究岩石、地层、土壤等介电常数的基础。矿

物的介电常数在相当宽的范围内变化。如某些钛锰化合物如金红石具有较高的相对介电

常数εr(可达 170)。绝大多数矿物具有电子或离子位移极化，他们的介电常数较低,约为

4~12。主要的造岩矿物的相对介电常数为 4~7之间。

矿物的介电常数与密度有关。实验还表明，矿物的介电常数与温度也有一定的关系。

水的介电常数的研究非常重要，也是探地雷达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2.3.2 岩石的介电常数

岩石是由各种不同成分组成的复杂体系。它的介电常数与构成岩石的固体液体、气

体的成分和相对百分比有关。电磁场的频率和温度也影响介电常数的大小。如上所述,

主要造岩矿物的相对介电常数等于 4~7,而水等于 80。所以具有较大孔隙度岩石的介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4%9F%E5%BA%94%E7%94%B5%E8%8D%B7/105995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AF%B9%E4%BB%8B%E7%94%B5%E5%B8%B8%E6%95%B0/27341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AF%B9%E4%BB%8B%E7%94%B5%E5%B8%B8%E6%95%B0/273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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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主要取决于它的含水量。这种岩石骨架的矿物成分对介电常数的影响比对低孔隙度

岩石的影响要小。含较多泥质的岩石除外，它们的介电常数与泥质含量有明显的关系。

很多火成岩的孔隙度常常只有千分之几,介电常数主要取决于造岩矿物的介电常数,一般

变化范围 6~12之间。

2.3.3 常用介电常数

表 3-1列出了常见的介质电性参数和电磁波传播参数。这些参数是某一种介质在一

定条件下获得的。自然界介质变化很大，即使是同一种岩石这些参数也有较大差别。表

3-1的参数是一个参考值,较精确的值需要进行测定。

表 2-3-1 常用介质介电常数表

介质 相对介电常数 电导率（mS/m） 电磁波速度（m/ns） 衰减（dB/m）

空气 1 0 0.3 0

蒸馏水 80 0.01 0.033 2000

淡水 80 0.5 0.033 0.1

海水 80 3∗103 0.1 1000

干砂 3~5 0.01 0.15 0.01

饱和砂 23~30 0.1~1 0.06 0.03~0.3

灰岩 4~8 0.5~2 0.12 0.4~1

页岩 5~15 1~100 0.09 1~100

石英 5~30 1~100 0.07 1~100

黏土 5~40 2~1000 0.06 1~300

花岗岩 4~6 0.01~1 0.13 0.01~1

盐岩 5~6 0.01~1 0.13 0.01~1

冰 3~4 0.01 0.16 0.01

第 3章 地质雷达的应用

地质雷达的应用非常广泛同时也非常成熟，本文主要讲述地质雷达在混凝土结构及

隧道检测上的检测应用。

实测时将雷达的发射和接收天线密贴混凝土结构或衬砌表面，雷达波通过天线进入

混凝士衬砌中，遇到钢筋、钢拱架、材质有差别的混凝土、不连续面或分界面（如混凝

土中间的不连续面，混凝士与空气、混凝土与岩石分界面、岩石中的裂面）等产生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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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天线接收到反射波，测出反射波的入射、反射双向旅行时，就可计算出反射波走过

的路程长度，从而求出天线距反射面的距离。

3.1隧道衬砌质量检测

在隧道衬砌质量检测中，最常用的无损检测方法之一是探地雷达，可用于检测喷射

混疑土、二次衬砌混凝土厚度，仰拱深度、混凝土衬砌内部情况及空洞、钢筋及钢架位

置等。其检测和数据处理方法均相同，差别主要在于天线的选取，部分参数的设定和各

自反射图像的特征。

3.1.1 天线的选取

探地雷达法进行隧道衬砌质量检测的主要内容是混凝土密实性、脱空和衬砌厚度。

检测中一般采用 400MHz或 900MHz高频天线，检测厚度可达几十厘米。

根据探测对象和目的不同、探测深度和分辨率要求综合选择探测天线。

(1)对于探测深度≤l.3m的混凝土结构（如隧道衬砌结构、路基路面密实性）宜采用

400～600MHz天线；900MHz天线探测深度<0.5m；900MHz加强型天线探测深度<l.lm；
l.5GHz天线探测深度<0.25m，宜作为辅助探测。

(2)对于探测深度为 1.3~15m的混凝土结构（如仰拱深度、厚度等）或较大不良地质

（空洞、溶洞、采空区等）宜采用 100MHz和 200MHz天线。

3.1.2 现场检测

隧道施工过程中质量检测以纵向布线为主，环向（横向）布线为辅。两车道纵向测

线应分别在隧道拱顶、左右拱腰、左右边墙布置测线，根据检测需要可布置 5~7条测线；

三车道、四车道隧道应在隧道的拱腰部位增加两条测线，遇到衬砌有缺陷的地方应加密；

隧底测线根据现场情况布置，一般 1~3条，特殊要求的地段可布置网格状测线，主要是

探测密实情况或岩溶发育情况，宜在施作完成路基或路基调平层后进行。为将测线名称

和编号与隧道实体对应和统一，建议面向隧道出口方向（里程增大方向），各测线从左

到右依次编号，并标注各测线高度及其在纵向上的起伏变化。路面中心测线应避开中央

排水管及其影响。

环向测线实施较困难，可按检测内容和要求布设测线，一般环向测线沿隧道纵向的

布置距离为 8~12m。若检测中发现不合格地段，应加密测线或测点。

测量方式采用连续点测方式，测点间隔一般为几厘米，由测距轮跟踪测量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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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检测布线及现场注意事项

隧道衬砌的地质雷达检测布线应遵循以下原则：

(1)纵向布线采用连续方式，特殊地段或条件不允许时，可采用点测方式，测扯点距

不宜大于 200mm，测线每 5~10m应有里程标记。

(2)环向测线尽量采用连续方式检测；也可采用点测方式，每道测线不小于 20个测

点。天线的定位方法可采用常用的手动打标定位法和测量轮测距定位法。测量轮定位法

一般用在表面平整的二次衬砌地段，且应加强定位的误差标定或实施分段标定。

隧道检测时雷达天线的快速运动往往形成天线贴壁不良，有较强的多次波出现,此外,
隧道内电缆、钢管排架以及混凝土内部钢筋等对雷达数据有较大干扰，为了压制干扰,
对隧道检测的探地雷达数据在解释前必需经过水平滤波、反褶积滤波和偏移滤波等数据

处理，消除剖面上的多次波和其他背景干扰波。

3.1.4 衬砌厚度评价

首先在探地雷达剖面上确认出混凝土与岩石界面间的反射波同相轴，根据反射波双

程旅行时间和电磁波波速来计算厚度。其中，电磁波波速可通过明洞地段标定，。

3.1.5 混凝土结构背后回填密实性分析

地质雷达法检测混凝土结构背后回填的密实性（密实、不密实、空洞），可可根据

探地雷达剖面反射波振幅、相位和频率特征划分为三种类型，主要判定特征如下：

（1）密实：反射信号弱，图像均一且反射界面不明显。

（2）不密实：反射信号强，信号同相轴呈绕射弧形，不连续且分散、杂乱。

（3）空洞：反射信号强，反射界面明显，下部有多次反射信号，两组信号时程差

较大。

3.1.6 混凝土内部钢架、钢筋、预埋管件判定

地质雷达法检测衬砌钢架、钢筋、预埋管件主要判定特征如下：

（1）钢架、预埋管件：反射信号强，图像呈分散的月牙状。

（2）钢筋：反射信号强，图像呈连续的小双曲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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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地质雷达案例

3.2.1 铁路隧道二衬质量检测（甘肃，2020）

甘肃某铁路隧道在二衬浇筑完成后，使用地质雷达对其二衬质量进行了检测，检测

的主要内容是针对混凝土厚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及是否有较大脱空。检测时使用 40ns

采样时间，用测距轮跟踪测试里程。

图 3-2-1 某铁路隧道二衬结果图

从结果图上来看，二衬内部钢筋十分容易识别，下部波形出现明显增强现象，判定

其内部存在混凝土内部脱空。

图 3-2-2 验证照片

现场使用手持电钻进行了钻孔，用内窥镜拍摄验证照片，照片显示，混凝土二衬与

防水板之间有明显脱空存在，与现场雷达判定结果一致。

3.2.2 铁路隧道二衬质量检测（某高铁，2020）

二号隧道上行在二衬浇筑完成后，使用地质雷达对其二衬质量进行了检测，检测的

主要内容是针对混凝土厚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及是否有较大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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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二号隧道上行 C剖面

从结果图上来看，二衬内部基本无钢筋，在结果图 0.20m深度，测线长 10~12.5m
处，电磁波信号出现明显异常增强情况，判定为脱空欠厚，实际开孔二衬厚度为 18.5cm，
与雷达情况一致。

使用地质雷达对二号隧道上行在二衬浇 B剖面进行了检测，检测的主要内容是针对

混凝土厚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及是否有较大脱空。

图 3-2-4 二号隧道上行 B剖面

从结果图上来看，二衬内部基本无钢筋，在整体深度 25~30cm电磁波信号出现明

显异常增强情况，判定为脱空欠厚，实际开孔情况与雷达判定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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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铁路隧道二衬质量检测（浙江，2020）

在浙江某隧道，使用地质雷达对其二衬浇筑质量进行了检测，检测的主要内容是针

对混凝土厚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及是否有较大脱空。

图 3-2-5 浙江某隧道二衬 B 剖面

从结果图上来看，在时间 5ns位置处，电磁波信号存在明显异常增强情况，且形状

类似三角形，判定此处为混凝土内部脱空。

图 3-2-6 开孔验证结果

开孔后使用内窥镜进行窥视，其具体情况与实际判定结果一致，该处存在明显的混

凝土内部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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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地质雷达的技术升级

为提高地质雷达的检测精度和成像能力，在我公司技术积累的基础上，与青岛电波

所合作对地质雷达进行了信号分析、三维展示等功能的升级。

4.1地质雷达三维展示

三维地质雷达可实现雷达原始数据的数据切割、数据获取处理、道间均衡、雷达数

据三维结构展示等机能。

4.1.1 雷达原始数据获取

采用雷达设备以测距轮采样方式对已有混凝土试块进行布线采集，试块及雷达采集

仪器如下图。

图 4-1-1 混凝土布线示意图

图 4-1-2 雷达采集仪器设备

如上采集数据后目前已有平台对雷达数据的展示多为二维平面图形展示，其展示效

果不够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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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雷达原始数据二维平面展示图

4.1.2 雷达数据三维展示

如下图布线，并使用测距轮采集方式，可以得到结构的几何信息（长、宽、高），

以及所对应方向的采样次数，有

（1） X方向采样次数：测距轮记录次数；

（2） Y方向采样次数：布线条数；

（3） Z方向采样次数：雷达采样点数

以此可得到三维体结构的基本几何信息。但是，由于每条布线的测距仪记录点数不

一致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对数据需先进行数据切割的分析工作。将雷达原始数据进行数

据获取、数据切割（图 4-1-3）、数据重排列、数据描画等工作可以得到（图 4-1-4）三

维雷达数据。

图 4-1-3 雷达采样数据多采样点切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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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雷达原始数据三维结构展示图

在体结构描绘中，还可描绘雷达检测布线信息，便于后续对雷达检测时的布线信息

进行回放。

图 4-1-5 雷达检测布线图

雷达三维结构内部体展示可以非常直观的观测检测结构的内部信息，相较于二维面

图，三维体图极大的优化了数据的分析展示功能。

图 4-1-6 雷达内部体结构三维展示图

4.1.3 铁路隧道衬砌三维检测实例（2021.10，四川雅安）

应中铁十一局邀请，对某铁路隧道衬砌用地质雷达的二维、三维检测，以及与声频

IAE的效果进行了对比。



第 17页共 25页

图 4-1-7 地质雷达二维图形

图 4-1-7 地质雷达三维图形

图 4-1-8 IAE 测试结果

可以看出：

（1） 三维成像较二维成像更加直观；

（2） 在钢筋密集的条件下，IAE图中在红圈位置有很明显的缺陷反应（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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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管是二维还是三维雷达则难以识别。

4.2 雷达数据的高分辨率频谱处理

4.2.1 MEM分析

我公司开发的高分辨率频谱分析方法MEM（最大熵法）算法在冲击弹性波无损检

测技术 IE/IAE中得到了巨大的成功。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雷达的电磁波信号也导入了MEM频谱分析。通过对频谱数据

的三维描画，可以有效地增强对缺陷的识别能力。

图 4-2-1 雷达 MEM 频谱数据内部渲染及切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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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技术的雷达检测技术，是我公司与青岛电波所联合研制，倾情打造的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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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现有的技术，我们在三维展示技术、高分辨率频谱分析技术方面进行了大幅的

升级。试验验证表明，这些升级可以有效地提升对结构内部状态的识别能力。

最后，衷心向各位合作伙伴以及关心、支持我们的各位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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