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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编写。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协会城镇基础设施分会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煤（西安）地下空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

线专业委员会，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物测队，江苏煤炭

地质物测队，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市天驰测绘技术有限公司，中公高科养

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岩土工程检测中心，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查院，沈阳

地球物理勘察院，河北九华勘查测绘有限公司，北京市道路及市政管线地下病害工程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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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地质雷达探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三维地质雷达探测的目的任务、仪器设备、技术设计、数据采集、处理与

解译、报告的编制和提交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三维地质雷达探测工作，也可作为多通道二维地质雷达探测工作的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JGJ/T87《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 

JGJ/T437《城市地下病害体综合探测与风险评估技术标准》 

CJJ/T7《城市工程地球物理探测标准》 

CJJ/T8《城市测量规范》 

CJJ/T73《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符号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三维地质雷达 3D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采用阵列天线激发、接收技术，通过面积采集，能够在某区域内形成高密度三维立体电

磁波数据的一种地质雷达。 

3.1.2 异常体 anomalous body 

引起地质雷达探测信号异常的物体。 

3.1.3 异常体属性 abnormal body attributes 

异常体的类别、平面位置、尺寸、埋深、净深等。 

3.1.4 脱空 cavity underneath pavement 

http://www.wfisi.cn/wzqd/bzg/ZhongDianHangye_ChaKan.aspx?id=402881b45e2662d8015ea72b7b9f2ff5&gj=


T/CAS XXX—20XX 

2 

   

发育于路面结构层面之间或结构层底面与下卧土层顶面之间的净空小于等于20cm、水平

方向有一定延伸宽度的规模较小的空隙。 

3.1.5 空洞 void 

发育在路面结构层内部或地下土层中净空大于20cm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洞穴。有大量直径

小于20cm的洞穴集中分布而又互不连通时，可称为蜂窝状空洞。 

3.1.6 测线束 lines surveying group 

三维地质雷达单幅数据每个通道的测线集合。 

3.1.7 辐射宽度 radiation width 

三维地质雷达单个测线束数据所覆盖的探测宽度。 

3.1.8 纵剖面 inline profile 

沿三维地质雷达探测前进方向且垂直地面剖切三维地质雷达数据体形成的剖面。 

3.1.9 横剖面 cross line profile 

垂直三维地质雷达探测前进方向且垂直地面剖切三维地质雷达数据体形成的剖面。 

3.1.10 任意方向剖面 arbitrary direction profile 

沿任意方向且垂直地面剖切三维地质雷达数据体形成的剖面。 

3.1.11 时间切片 time slice 

沿沿雷达波不同走时形成的数据切片。 

3.1.12 测线束长度 line length 

三维地质雷达测量系统中记录的阵列天线移动轨迹长度。 

3.1.13 剖面长度 profile length 

三维地质雷达采集触发系统中记录的测线束长度。 

3.1.14 电磁波属性 electromagnetic wave attribute 

从三维地质雷达数据中提取出来的运动学、动力学和统计学电磁波特征值。 

3.1.15 电磁波属性技术 electromagnetic wave attribut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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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显示、分析和评价电磁波属性，并利用其进行地质异常体解译的技术。 

3.2 符号和计量单位 

符号和计量单位见表 1。 

表 1 三维地质雷达探测常用术语、符号和计量单位 

术语名称 符号 计量单位 

真空中的电磁波速度 c  m/ns 

异常体埋深 h  m(米) 

电磁波在地下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v  m/ns 

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 r  
 

目标体电磁波反射时间 t  ns 

雷达天线距中点距离 X  m(米) 

不同距离雷达的反射时间 
xt  

ns 

中点反射时间 
dt  

ns 

时窗长度 T ns 

时窗加权系数 K   

最大探测深度 maxH
 

m(米) 

最小线束数 N min 
 

测区宽度 W area
 m(米) 

单束三维地质雷达数据覆盖宽度 w radar 
m(米) 

4 总则 

4.1 目的 

三维地质雷达在城市工作的目的是探测城市地下安全隐患、地下设施、地下建（构）筑

物等地质异常体，为城市地下安全维护、管线管理、基建施工等提供依据。 

4.2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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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三维地质雷达对城市地下异常体进行探测时，应完成以下任务： 

a) 确定三维地质雷达在工作区的有效探测深度； 

b) 在有效探测深度范围内，对城市地下异常体进行探测，确定其属性及相关参数。 

4.3 一般规定 

a) 三维地质雷达探测应从工作区实际情况和探测目的出发，合理布置工程； 

b) 三维地质雷达探测应采用高精度定位技术和先进的采集、处理、解译技术，提高探测成

果的精度和准确性，以适应城市地下安全维护、管线管理、基建施工的需要； 

c) 对三维地质雷达探测确定的空洞和脱空，在处理前，宜采用现场观测、二维地质雷达、

浅层钻探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分析、复测与验证，提高准确性； 

d) 对探测出的其它异常，根据需要进行处置。 

5 仪器设备 

5.1 一般规定 

a) 三维地质雷达的数据采集系统配置包括雷达主机、阵列天线、采集触发系统、精确定位

系统、控制中心、工程车等，能够将三维地质雷达图像、图像坐标位置、地表特征物、

标记等多种数据信息同步采集，融入到原始数据中； 

b) 数据采集人员在控制中心能够控制或监视三维地质雷达的采集和定位系统运行状态； 

c) 三维地质雷达的定位系统可以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基准站系统或其他定位系

统进行定位。 

5.2 数据采集设备 

数据采集设备主要性能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增益不小于 150dB； 

b) 信噪比不低于 120dB，最大动态范围不低于 150 dB； 

c) 计时误差不大于 1.0ns； 

d) A/D转换不低于 16bit； 

e) 具有时间窗口、采样点数（采样频率）、信号叠加次数等重点采集参数调整功能； 

f) 具有测线束定位功能； 

g) 具有位置标记功能； 

h) 具有现场数据处理能力。 

i) 雷达通道数应不低于 8道，其各通道应保持良好的一致性。 

5.3 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可选择 RTK 测量接收机、全自动全站仪等，其性能指标应符合 CJJ/T73 的相

关规定。 

6 技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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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资料收集及现场踏勘 

6.1.1 资料收集 

    在技术设计书编制前宜收集以下资料： 

a) 测区地形图和测量控制资料； 

b) 测区人文、气象、交通方面资料； 

c) 测区相关的岩土工程、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地球物理资料； 

d) 测区内的道路工程、地下工程资料，特别是正在施工的地铁、地下隧道、大型基坑资料； 

e) 测区内的地下管线图及管线现状相关资料，特别是已有的排水管渠内窥检测成果资料、

给水管道漏水检测成果资料； 

f) 测区内近期地面塌陷及管线破损等相关资料； 

g) 测区内既有的探测情况或探测工作有关的其他资料。 

6.1.2 现场踏勘 

在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应对探测区域进行现场踏勘，主要包括： 

a) 了解测区的地形、地貌、通行、通视、交通运输和通信等工作环境条件； 

b) 核实拟布置测线束位置施工可行性； 

c) 了解三维地质雷达典型干扰源的分布； 

d) 核实已收集资料的完备性及可利用程度，评估现场作业风险。 

6.2 采集参数选择 

6.2.1 雷达天线频率 

天线频率应根据工作目的、探测深度及所探测的目标等综合分析选定，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a） 当多种频率的天线均能满足分辨率条件时，宜选择频率相对较低的天线； 

b） 当多种频率的天线均能满足探测深度条件时，宜选择频率相对较高的天线。 

表 2 是探测深度与天线频率参考数据。 

表 2 探测深度与天线频率参考数据 

天线主频（MHz） 200 400 600～900 1300 及以上 

有效

探测

深度

（m） 

潮湿

环境 
3 2 1.0 0.3 

干燥

环境 
5 4 1.0~1.5 0.5 

6.2.2 主要采集参数设置 

a） 记录时窗 

宜根据最大探测深度和地下介质的电磁波传播速度综合确定，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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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2H
T K

v


                               

（1） 

                  

 

式中：T ——时窗长度（ns）； 

K ——时窗加权系数，取 1.3，时窗选取时宜增加 30%，为地层速度与目标深度的变

化提供余量； 

maxH ——最大探测深度（m）； 

v——电磁波在地下介质中的传播速度（m/ns）。 

电磁波在地下介质中的传播速度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1) 已知介质的介电常数，计算电磁波波速： 

r

c
v




                       

（2） 

式中：v——电磁波在地下介质中的传播速度（m/ns）； 

c——真空中的电磁波速度，取 0.3 m/ns； 

r ——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 

2) 已知目标体埋深，计算电磁波波速： 

2h
v

t


                        

（3） 

式中：v——电磁波在地下介质中的传播速度（m/ns）； 

h ——已知目标体埋深（m）； 

t ——接收到已知目标体所反射的电磁波时间（ns）。 

3) 共中心点法（CMP），计算电磁波波速： 

2 2

x d

X
v

t t


                         

（4） 

式中：v——电磁波在地下介质中的传播速度（m/ns）； 

X ——雷达天线距中点距离（m）； 

xt ——不同 X 点上的雷达的反射时间（ns）； 

dt ——中点反射时间（ns）。 

b） 雷达设置采样频率宜不低于所采用天线主频的 15 倍； 

c） 信号的增益宜使信号幅值不超出信号监视窗口的 3/4； 

d） 宜采用叠加采集的方式提高信号的信噪比； 

e） 通过已知深度目标转换法标定测区地层平均电磁波传播速度； 

f） 调试测量参数，校检测量精度； 

g） 普查时纵向采样间距不宜大于 5.0cm，详查时纵向采样间距不宜大于 2.5cm。 

6.3 工程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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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一般规定 

a) 测线束布设应使三维地质雷达数据尽可能覆盖整个探测区域； 

b) 测线束宜避开地形及其它干扰的影响； 

c) 测线束长度、间距应使探测的异常体连续、完整，便于追踪； 

d) 测线束宜通过已知点布设。 

6.3.2 测线束布设 

测线束布设时，原则上应保证测区被全部覆盖。雷达的最小线束数可按公式 6.3.2 计算，

如果测线束数目不等于整数，则进位取整，且宜等间距布设。 

                        w
W

N
radar

area

min


                   （5） 

式中：N min——最小线束数； 

W area——测区宽度（m）； 

w radar——单束三维地质雷达数据覆盖宽度（m）。 

6.4 设计书编制 

6.4.1 设计书编制 

a) 设计书依据任务书、合同（协议）书及相关标准编制。 

b) 设计书应在资料收集、现场踏勘、方法可行性试验的基础上编制。 

c) 设计执行中如有重大变更（如工作方法、测区范围、工作量变更），应报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实施 

6.4.2 设计书内容 

设计书内容与要求参见附录 A。其主要内容宜包括以下方面： 

a) 工作目的与任务； 

b) 测区地质、地球物理特征； 

c) 以往资料收集与工作环境分析； 

d) 工作方法与技术； 

e) 项目存在的重难点及保障措施；  

f) 工程布置及工作量； 

g) 仪器设备、材料、车辆、安全防护等配备情况； 

h) 施工组织及工作进度计划； 

i) 质量保证措施； 

j) 预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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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料采集 

7.1 作业前准备 

7.1.1 技术准备 

a) 组织学习相关规范和设计，明确相关技术要求； 

b) 组织三维地质雷达数据采集技术与安全交底会，交底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 

2) 施工工艺； 

3) 施工中的重点、难点及注意事项； 

4) 安全施工注意事项； 

5) 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7.1.2 资料准备 

资料准备宜包括下列内容： 

a) 测区的地形图、控制点等资料； 

b) 详细施工顺序计划表； 

c) 工程布置图。 

7.1.3 设备准备 

设备准备宜包括下列内容： 

a) 须对测距轮进行标定，标定距离不小于 200m，误差大于 2‰需重新标定； 

b) 须对三维地质雷达通道一致性进行校检； 

c) 若采用多台雷达工作，要在同一地质目标上方检验仪器的一致性。 

7.2 测量作业 

7.2.1 一般规定 

测量工作应按照 CJJ/T8 和 CJJ/T73 规定执行。 

7.2.2 测量作业 

a) 测量设备设置合适的坐标系统及参数； 

b) 在三维地质雷达数据采集软件中设置与测量设备相适应的通讯方式及测量参数； 

c) 除三维地质雷达自动采集的测线束坐标点外，宜手动采集测线束的起终点。 

7.3 数据采集 

7.3.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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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三维地质雷达开机后应充分预热； 

b) 视测区情况，调整三维地质雷达天线的离地高度且保证与路面平行； 

c) 测距轮触发连续采集时，天线移动速度不应使采集数据出现丢道； 

d) 三维地质雷达全覆盖探测时，不应使相邻测线束雷达数据重叠过多； 

e) 定期校核并更新测距轮标定信息。 

7.3.2 采集过程 

a) 连接三维地质雷达天线各部件及数据采集系统； 

b) 设置三维地质雷达通道数量、采集时窗长度、采样频率、信号叠加次数、增益、滤波参

数、雷达记录时间零点、图像显示模式、测距轮标定文件等参数； 

c) 校准发射子波； 

d) 按要求进行数据文件命名和数据存储； 

e) 探测过程中，及时关注各通道数据状态和测量设备工作状态，及时记录信号异常，并分

析异常原因，必要时复测； 

f) 发现疑似探测目标时，应做好标记，并复核； 

g) 探测区域局部不满足探测条件时，应记录其位置和范围，待具备探测条件后补充探测； 

h) 按要求记录班报，备注各类干扰源、地面积水、形变等环境情况，参见附表 C。 

7.3.3 安全保障措施 

7.3.3.1 一般规定 

为保障安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项目要求，在现场探测工作开展前应由项目负责

人组织安全生产培训，城市道路作业时应符合交通管理部门相关管理规定，野外场地作业时

应保证人员和设备安全。 

7. 3.3.2 在车辆通行的道路上探测时，应做好以下安全防护措施：  

a) 设置专职安全员； 

b) 相关人员应穿戴反光安全服、佩戴警示灯； 

c) 车载三维地质雷达探测行进速度不得超过雷达正常采集速度； 

d) 工程车和三维地质雷达须粘贴安全反光条，打开车辆示宽灯、双闪灯、三维地质雷达上

安装的 LED 箭头灯。 

7.3.3.3 在人行道探测时，应做好以下安全防护措施： 

a) 设置专职安全员； 

b) 所有探测人员应穿戴反光安全服、佩戴警示灯； 

c) 三维地质雷达探测时，宜采用人工拖拉方式进行； 

d) 所有参与探测三维地质雷达均须粘贴安全反光条。 

7.3.3.3 在野外场地探测时，应做好以下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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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前踏勘，排除人员和设备施工安全隐患； 

b) 避免雨天施工； 

c) 相关人员应穿劳保服，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d) 配备应急药品； 

e) 严禁使用明火； 

f) 严禁单人野外作业。 

7.3.3.4 设备安全措施 

三维地质雷达组装、拆卸应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雷达拆卸后，逐件清点设备附件，

保证无遗漏，并注意雷达的运输安全。 

7.4 质量控制 

7.4.1 数据采集质量控制 

a) 数据采集时出现信号中断情况，需重新采集或补测；  

b) 探测数据每个通道剖面上不应出现连续坏道，不应出现某通道无图像； 

c) 探测数据的信噪比应满足数据处理、解释需要； 

d) 雷达测线束间距应满足全覆盖要求； 

e) 班报记录应填写工整、无错误，且与探测数据保持一致。 

7.4.2 测线束定位质量控制 

a) 测线束采用差分 GPS 进行定位时，应合理设置基准站和定点测量验证，GPS 信号强度

应满足采集系统运行要求； 

b) 测线束应与雷达图像一一对应，且已知地物实际位置应与雷达图像上对应定位一致； 

c) 测量平面定位中误差为图上 0.5mm，并应以两倍中误差作为极限误差； 

d) 测区内随机选取测线束中已知位置的标志物坐标，对测线束平面定位精度和测线束长度

进行校核，计算中误差，三维地质雷达测线束标志物坐标核算表参见附录 D，三维地质

雷达测线束长度比对统计表参见附录 E。 

8 资料处理 

8.1 一般规定 

a） 处理流程和处理方法应保持简单，应按真实性、规则性和一致性的原则，以达到提高数

据信噪比、压制干扰和凸显地下管线、构筑物、异常体的目的； 

b） 处理参数应按照物理准则和实际应用准则进行选择； 

c） 处理时雷达数据应带有坐标信息； 

d） 时间零点校正应与实际地面位置对应，以保证探测数据深度准确度； 

e） 在数据处理各步骤均可选择频率滤波，剔除某一频段干扰波影响； 

f） 探测数据反射信号弱、信噪比低时，不宜进行反褶积、偏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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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采用反褶积压制多次反射波干扰时，反射子波宜为最小相位子波； 

h） 可采用空间滤波的有效叠加或道间差方法，提高异常信号连续性、独立性和可解释性； 

i） 改变反射信号的振幅特征宜在其他方法处理完后进行。 

8.2 处理前的资料准备 

a） 工程布置图；  

b） 测量资料；  

c） 班报记录； 

d） 原始数据。 

8.3 处理方法及要求 

8.3.1 常用处理方法及要求 

a） 时间零点校正； 

b） 增益调整：增益方式可选线性增益、平滑增益、反比增益、指数增益、常数增益等； 

c） 滤波：滤波方式可选低通、高通、带通滤波等； 

d） 噪声衰减：包括去直流漂移、背景噪声消除等； 

e） 反褶积； 

f） 偏移处理。 

g） 显示：包括灰度和彩色显示； 

8.3.2 处理技术要求 

a） 增益调整技术 

以突出信号为目的，应尽可能保持数据的相对振幅关系及动力学特征。 

b） 滤波技术 

首先对数据进行频谱分析，得到较为准确的频率分布范围，然后设定滤波参数，进行滤

波处理。 

c） 显示技术 

以突出有效异常体为目的，对图像进行色标调整，以获得最佳视觉效果。 

d） 噪声衰减技术 

1) 在噪声衰减过程中，应注意保持振幅能量的相对关系； 

2) 检查有代表性的剖面，检查噪声衰减效果； 

3) 噪声衰减后的雷达数据信噪比应有所提高，衰减的噪声数据中应无明显的有效信号。 

e） 反褶积技术 

选择反褶积前后有代表性的地质雷达剖面和振幅谱，检查反褶积处理方法、参数应用的

合理性。反褶积前后应达到压缩子波，提高纵向分辨率的目的。 

f） 偏移技术 

绕射收敛，在有效波范围内无画弧现象。 

8.4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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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处理环节中应对数据处理流程和参数全检查，对处理结果实施抽查。 

a） 结合原始数据，对单个处理步骤的必要性和处理流程的合理性进行 100%检查； 

b） 结合处理后雷达图像，对处理方法中相关处理参数的设置进行 100%检查； 

c） 处理结果中均匀、随机抽取测区内不少于 20%的雷达图像 

1) 对雷达电磁波单道波形的初至拾取、零漂现象进行检查； 

2) 对雷达图像的干扰压制、增益等处理情况进行检查； 

3) 对地下异常体的显示情况进行检查。 

9 资料解译 

9.1 解译前的资料准备 

在资料解译前宜准备以下资料： 

a） 经过处理后的三维地质雷达数据、测线束坐标数据； 

b） 三维地质雷达探测现场记录； 

c） 前期收集的各类资料。 

9.2 异常体特征 

9.2.1 异常体分类 

常见的异常体可划分为地下异常体和地下建（构）筑物，如表 3 所示。 

表 3 异常体分类表 

异常体类型 异常体描述 

地下异常体 

因自然原因而形成的地质异常体，如空洞、脱空、疏松、富水等地下病害体、

岩溶、采空区等； 

因建设期间的质量原因、或因运营期间的自然损坏等原因，导致人工设施出现

的缺陷或病害，如路基脱空、路面龟裂、堤坝掏空、管线及检修井结构破坏、

暗涵暗渠内部坍塌、人防巷道内部坍塌等。 

地下建（构）筑

物 

因人工建设而形成的各类地下建（构）筑物，如公路、桥梁、堤坝、地下管线、

地下管线检修井等构筑物、暗涵暗渠、人防巷道、地铁隧道等地下建筑。 

9.2.2 常见地下异常体雷达图谱特征 

地下异常体应根据三维地质雷达图像的波组形态、振幅、相位和频谱结构等特征进行识

别，常见地下异常体图谱特征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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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常见地下异常体的三维地质雷达图谱特征 

异常体 
图像特征 

振幅 相位与频谱 
水平切片 垂直剖面 

管线 

（图

谱见

附录

H） 

金属

管线 

顶部呈带状异常，随

着时间、深度变大，

带状异常先变宽再

变窄 

平行于管线剖面：顶部

水平同相轴发育，多次

波发育且随时间、深度

变大而减弱 

垂直于管线剖面：顶部

表现为倒悬双曲线形

态；绕射波明显；多次

波最明显 

整体振幅

最强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

波反向；频率高于

背景场 

非金

属管

线 

平行于管线剖面：顶部

水平同相轴发育，多次

波发育且随时间、深度

变大而减弱 

垂直于管线剖面：顶部

表现为倒悬双曲线形

态；绕射波明显；多次

波明显 

整体振幅

强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

波同向；频率高于

背景场 

管涵 

（图谱见附录

H） 

顶部呈带状异常，随

着时间、深度变大，

带状异常宽度无变

化 

平行于管线剖面：顶部

水平同相轴发育，多次

波发育且随时间、深度

变大而减弱 

垂直于管线剖面：表现

为正向连续平板状形

态，在管涵边界处绕射

波较发育；多次波明显 

整体振幅

强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

波同向；频率高于

背景场 

空 洞 

（图谱见附录

H） 

顶部呈与空洞水平

形状相近的闭合图

形，图形内部色系单

一，随着时间、深度

变大，图形形状随着

空洞的变化而变化，

图形内部逐渐变成

雪花状 

似球形空洞反射波组

表现为倒悬双曲线形

态；似方形空洞反射波

表现为正向连续平板

状形态；绕射波明显；

多次波明显 

整体振幅

强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

波同向，底部反射

波与入射波反向；

频率高于背景场 

脱 空 

（图谱见附录

H） 

顶部呈与脱空水平

形状相近的闭合图

形，图形内部色系较

单一 

顶部形成连续的同向

性反射波组，表现为似

平板状形态；多次波明

显 

整体振幅

强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

波同向，底部反射

波与入射波反向；

频率高于背景场 

疏松 

（图

谱见

严重

疏松 

顶部呈与疏松水平

形状相近的闭合图

形，图形内部呈雪花

顶部形成连续的同向

性反射波组；多次波较

明显；绕射波较明显；

整体振幅

强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

波同向，底部反射

波与入射波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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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状，随着时间、深度

变大，图形形状随着

疏松的变化而变化 

内部波形结构杂乱 频率高于背景场 

一般

疏松 

顶部形成连续的同向

性反射波组；多次波不

明显；绕射波不明显；

内部波形结构较杂乱 

整体振幅

较强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

波同向，底部反射

波与入射波反向；

频率高于背景场 

富水体 

（图谱见附录

H） 

顶部呈与富水体影

响范围大小相近的

闭合图形，图形内部

色系单一，随着时

间、深度变大，图形

形状随着富水体影

响范围的变化而变

化 

顶部形成连续的反向

性反射波组；绕射波不

明显；底部反射波不明

显 

顶部反射

波振幅

强；衰减

快 

顶部反射波与入射

波反向，底部反射

波与入射波同向；

频率低于背景场 

9.2.3 典型干扰源 

典型干扰源分为地上干扰和电磁干扰，如表 5 所示。 

表 5 影响地质雷达探测的典型干扰源分类 

干扰源类型 典型干扰源 

地上干扰 临近建筑物、过街天桥、高架桥、指示牌、金属栅栏、车辆等 

电磁干扰 路灯、架空线缆等 

9.3 解译流程及技术要求 

9.3.1 一般规定 

a） 用于成果解译的三维地质雷达图像应清晰、信噪比高； 

b） 解译宜通过多个不同方向切取三维雷达数据形成图像，至少包含纵横向垂直剖面和水平

时间切片； 

c） 重点异常体解译，除采用纵横向垂直剖面和水平时间切片外，还可采用任意方向切取垂

直剖面、属性体技术等综合解译； 

d） 开展大面积三维地质雷达工作时，宜采用人工智能雷达图谱异常体识别技术先进行自动

识别，再由技术人员针对识别出的异常体进行定性解译。 

9.3.2 解译流程 

三维地质雷达资料解译流程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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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地质雷达

数据体

切取纵横剖面和时间切片

圈定疑似目标异常体

排除虚假异常体

确定异常体属性

形成解释成果图表

 

图 1 资料解译流程 

9.3.3 技术要求 

a） 宜根据三维地质雷达不同方向切片的同相轴及振幅、相位和频率等属性特征提取异常

体； 

b） 应根据踏勘资料及探测现场记录的干扰源资料，排除干扰异常体； 

c） 将有效异常体与经过验证的异常体图谱进行比对分析，确定异常体的属性； 

d） 进行地下病害体解译时宜结合地面变形、管线破损和历史塌陷等调查资料及测区地质资

料进行综合分析； 

e） 进行管线解译时在雷达剖面异常处（双曲线顶部）应结合该深度的水平切片进行对比分

析确定； 

f） 确定异常体的位置、尺寸、埋深，并在雷达切片上进行注释。 

9.4 异常体复测与验证 

9.4.1 异常体复测 

若发现异常体，需对异常区域进行复测。对于疑似空洞、脱空的异常体应 100%复测，

其它异常体视情况复测，但应不低于总数的 20%。复测时，可采用三维或二维地质雷达网

格化加密布置测线束复测。加密测线束布设宜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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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异常体复测测线束布置 

复测测线束布设要求，如图 2： 

a） 沿道路方向的测线束长度宜超过异常体沿道路方向长度两边各不小于 10m 范围； 

b） 垂直道路方向的测线束根据实际道路条件尽可能延长； 

c） 采用二维雷达复测时，复测测线间距原则上不大于 1m，且超出异常区域范围外仍需布

置不少于 2 条测线； 

d） 确定异常体范围后，在实地用喷漆做标记，在附近明显的地方标注其点号、收测异常位

置坐标，并将相关信息填写于附录 C。 

9.4.2 异常体验证 

9.4.2.1 异常体验证前应进行场地危险源辨识，作业过程中应避开地下市政设施。 

9.4.2.2 地下异常体的验证应确定异常体的类型、位置、埋深、净深、尺寸等属性。 

9.4.2.3 异常体验证点的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空洞、脱空应全部验证； 

b） 地下管线探测时隐蔽点验证数量不宜少于总数的 5%，且不宜少于 3 处； 

c） 其它地下异常体的验证数量宜不少于总数 20%，且不宜少于 3 处。 

9.4.2.4 异常体验证的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验证方法可选用钻探、挖探、钎探等方法； 

b） 验证点一般应布设在地下异常体的雷达图像异常反应最强部位或中心部位； 

c） 对采用单一方法探测的地下异常体，当不具备钻探、挖探、钎探等作业条件时，可选用

其它物探方法进行验证。 

9.4.2.5 当采用钻探法进行验证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钻探操作，钻探、挖探、钎探验证完成后的回填应按 JGJ/T 87 执行； 

b） 每回次钻孔进尺不宜大于 0.2m，宜采取减压、慢速钻进或干钻等方法； 

c） 宜采用内窥设备记录地下异常体影像。 

9.4.2.6 异常体验证信息应根据采取的方式和现场情况填写于附录 F。 

9.4.2.7 异常体验证完成后应根据验证结果修正相关探测结论、完善解释成果。 

10 报告编制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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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报告编制 

10.1.1 一般规定 

10.1.1.1 报告编写应根据任务书、设计书及有关标准进行； 

10.1.1.2 成果报告应在系统收集、分析、整理工作区的岩土工程、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地

球物理资料和管线等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编写； 

10.1.1.3 成果报告应在普查发现异常体、复测验证确定异常体的基础上完成； 

10.1.1.4 成果报告文字应章节合理、内容全面、重点突出、立论有据、结构严谨、文字简练、

图文并茂、结论明确； 

10.1.1.5 报告附图、附件目的明确，配置合理，美观整洁。 

10.1.2主要内容 

编写的主要内容及要求见附录 G，主要包括： 

a） 工程概况； 

b） 工作依据； 

c） 工作技术方法； 

d） 工作量完成情况及质量评述； 

e） 工作成果； 

f） 结论与建议； 

g） 附图、附表。 

10.2 成果报告提交 

10.2.1 文档类 

文档类成果应包括： 

a） 技术设计书； 

b） 成果报告。 

10.2.2 数据类 

数据类成果宜包括： 

a） 原始探测数据及最终的数据处理文件； 

b） 异常体复测数据文件； 

c） 三维地质雷达数据图像电子文件。 

10.2.3 图件类 

图件类成果宜包括： 

a） 测区控制点与测线束位置图； 

b） 异常体平面分布图； 

c） 成果解译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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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设计书编制内容与要求 

A.1 概况 

宜包含以下内容： 

a) 工作目的与任务：任务来源、任务书编号、具体任务、通过工作达到的目的； 

b) 测区概况：测区范围、地理坐标及所属行政区划、自然地理、交通、经济、气象、

人文干扰、施工条件等情况。道路工程、地下工程等设计和施工资料，地下管线图

及管线现状等资料； 

c) 以往地质工作：简述以往地质、物探工作程度、以往地球物理异常特征、解译推断

结果及其依据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说明对以往资料的利用情况。 

A.2 测区地质、地球物理特征 

宜包含以下内容： 

a) 地质概况：简述测区地层、构造及水文地质情况； 

b) 地球物理特征：提供目标体与干扰体的雷达图像特征或地质-地球物理模型，分析地

质雷达法的有效性及其干扰因素（地质和人文设施干扰体）。 

A.3 工作方法与技术 

宜包含以下内容： 

a) 工作方法 

1) 测区范围、测线束布置确定及其依据； 

2) 三维地质雷达中心频率、定位设备、相关参数选择及其依据； 

3) 三维地质雷达采集系统和定位系统与技术要求； 

4) 试验段选择、试验内容及其依据； 

5) 重点区域、重点路段三维地质雷达测线束布置及其依据； 

b) 工程布置及质量要求：明确测区范围、测线束密度、测线束方向、线号编排、设计

工作量明确施工影响区及质量要求； 

c) 工作流程、时间安排、抗干扰措施及外业异常工作预案； 

d) 测地工作：简述测地工作依据、采用系统、选用仪器设备及方法、控制定线和定点

工作； 

e) 质量检查方法与要求 

A.4 资料处理、解译及成果提交 

宜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a) 资料处理：简述资料处理的方法、目的、方案及流程； 

b) 资料解译：简述资料解译依据、应用软件及预期成果； 

c) 成果提交：简述拟提交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报告、图件、数据）和提交时间。 

A.5 施工组织管理与措施 

宜包含以下内容： 

a) 组织管理：简述仪器设备、材料、车辆、投入人员、人员分工和责任、施工程序等； 

b) 技术措施：简述项目探测特点、存在的重难点及保障措施； 

c) 简述安全措施和环保措施等； 

d) 工作周期、外业和内业各项工作进度安排。 

A.6 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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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编制预算，并提供依据或说明。 

A.7 附表与附图 

根据工作任务目的按设计需要提供相应的附表及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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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图表性附录） 

三维地质雷达探测现场记录表 

工程名称：                                      探测地点：             

仪器型号：              天线主频（MHz）：          编号：              

测线束编号 

测线束相对

位置描述 

测线束起终点 

测线束方向 

剖面长度（m） 误差 

（m） 

备注/异常

情况 起点 终点 

        

        

        

        

        

        

        

        

        

        

        

测线束位置示意图 

 

 

 

 

备注：误差指三维地质雷达剖面长度与坐标定位测线束长度的差值。 

操作人：            记录人：            日期：              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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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图表性附录） 

三维地质雷达复测现场记录表 

工程名称：                                                            探测地点：              

仪器型号：                          天线主频（MHz）：                    编号：              

异常体编

号 

测线束编号 测线束方向 道路名称 测线束相对位置描述 

测线束起终点 

测线束长度（m） 备注 

起点 终点 

         

         

         

         

         

         

         

操作人：                  记录人：                     日期：                                              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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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图表性附录） 

三维地质雷达测线束标志物坐标核算表 

工程名称：                                                            探测地点：              

 

核算人：                                             日期：                                         第   页/共   页               

测线束编号 标志物点名 

地形数据中标志物坐标 雷达测线束中标志物坐标 

ΔX/m ΔY/m ΔS/m 中误差 

X（m） Y（m） X（m） 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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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图表性附录） 

三维地质雷达测线束长度比对统计表 

工程名称：                                                                  

道路名称  

道路长度  测线束数量  

 

测线束编号 
测线束长度

/m 
剖面长度/m 误差/m 误差百分比 

     

     

     

     

     

     

     

     

     

     

     

     

     

     

     

统计人：                         日期：                      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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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图表性附录） 

三维地质雷达异常体验证现场记录表 

工程名称：                                                                     

异常体编号  异常体位置描述  

解译人  验证人  

验证方式  验证日期  

验证结果 

异常体类型  

异常体埋深（m）  

异常体净深（m）  

异常体尺寸（m）  

验证位置草图 

（异常体位置示意、异常体规

模、范围、区域及周边附属物分

布情况、验证孔位等，可另附图

片） 

 

 

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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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成果报告编写内容与要求 

G.1前言 

叙述项目来源与工作过程。 

G.2 概况 

G.2.1 目的与任务 

任务来源、任务书编号、目的与任务； 

G.2.2 测区概况 

测区范围、地理坐标及所属行政区划、自然地理、交通、经济、气象、人文干扰、施

工条件等情况。 

G.2.3 工作依据 

 项目合同、设计及执行的相关技术标准。 

G.3 资料采集 

G.3.1 工作方法 

雷达探测原理、三维地质雷达设备的选择、采集参数的选择、工作布置、定位测量原

理及方法等。 

G3.2 试验工作 

试验工作内容及结论。 

G.3.3 资料采集过程 

三维地质雷达采集、复测采集、补测采集等情况。 

G.3.4 完成工作量及质量评述 

a) 雷达探测预计和实际完成探测区域的长度或面积； 

b) 雷达探测预计和实际完成的测线束长度。 

c) 资料采集质量评价。 

G.4 资料处理与解译 

G.4.1 资料处理 

a) 资料处理流程； 

b) 资料处理参数； 

c) 资料处理完成工程量及质量评价。 

G4.2 资料解译 

a) 资料解译基础资料； 

b) 解译流程与方法； 

c) 主要异常体解译。 

G.5 工作成果 

G5.1 异常体的类型和三维地质雷达图谱特征 

G5.2 异常体分布及数量 

G5.3 主要异常体成因分析（可选） 

G5.4 异常体复测与验证 

G.6结论与建议 

a) 取得的主要成果、方法应用效果分析等； 

b)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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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附图 

成果图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成果图件应层次清晰，图式、图例、注记和比例尺等要素齐全； 

b) 测线束、测点、验证点等应根据测量成果展绘； 

c) 附图包含实际材料图；主要异常体分布图；典型三维地质雷达异常图像等。 

G.8附表 

成果中包含的各类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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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图表性附录） 

典型异常体三维地质雷达图谱 

雷达型号：MALA MIRA200；道间距：0.05米 

图谱上部为水平切片，下部为垂直剖面。 

H.1 管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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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管涵图谱 

 

 

H.3 空洞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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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脱空图谱 

 

 

H.5 疏松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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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 富水图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