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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隧道二次衬砌混凝土不密实容易导致应力集中、积水受冻融影响加大以及衬砌开裂等问题． 然而，相对于

隧道衬砌中其他缺陷而言，不密实属于渐变的、较隐晦的缺陷，后续处理人员难以准确判断． 时间域有限差分法是
探地雷达数值模拟中较为常用且成熟的方法，利用时间域有限差分探地雷达数值模拟方法，建立不密实衬砌的理
论电磁场分布，总结出不密实衬砌在探地雷达探测结果中的反射特征以及判别方法，可为隧道检测人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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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Ground Penetrating Ｒadar
of Non-Compactness of Tunnel L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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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n-compactness of tunnel secondary lining concrete is likely to cause problems such as concentration of stress，
more effects of gathered water on freezing and thawing， and lining cracks． However， different from other faults of tunnel lining，
non-compactness is a fault which gradually varies and indiscoverable． Finite difference time domain is a commonly used and
efficient method to numerically simulate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This method is used to build electromagnetic field distribution
of non-compactness of tunnel lining． The refl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n-compactness of tunnel lining are summarized， and
the way of discovering the lining is found， which can provide help for tunnel detecting personnel．
Key words: non-compactness of tunnel lining; finite difference time domain;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numerical simulation

隧道二次衬砌是隧道的重要承载结构和最后一道防水防线 ，其安全对整个隧道工程质量起着至关重
要的影响． 其常见缺陷有空洞或与初期支护脱空 、强度不够以及不密实等，工程中通常利用探地雷达配合
［1 － 3］

高频天线进行无损检测

． 其中密实度通常被解释为材料的固体物质部分的体积占总体积的比例 ，说明

材料体积内被固体物质所充填的程度 ，实际工作中隧道衬砌不密实通常反映为衬砌混凝土中有蜂窝 、离
析、开裂等． 对于空洞或脱空这类孤立缺陷，因其电性差异与周围介质相差极大 ，在雷达扫描结果中形态清
晰，容易判识； 而衬砌混凝土不密实是探地雷达或后期处理人员较为难以识别的缺陷之一 ，主要原因在于：
不密实段混凝土与周边介质介电性质差异一般不显著 ； 在雷达扫描结果中无清晰的、固定的形态． 为此，文
中从正演角度，建立隧道衬砌不密实模型，利用 FDTD 数值模拟方法，模拟探地雷达扫描过程，并据此总结
出利用探地雷达进行隧道衬砌检测时衬砌混凝土不密实缺陷的电磁反射特征及辨别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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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简介
探地雷达探测原理
探地雷达探测原理是利用发射天线向地下发射高频电磁波 ，通过接收天线接收反射回地面的电磁波 ，

电磁波在地下介质中传播时遇到存在电性差异的界面时发生反射 ，由于电磁波在传播过程中其路径、电磁
场强度与波形将随所通过介质的介电性质及几何形态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从而根据接收到电
磁波的波形、振幅强度和时间的变化等特征推断地下介质的空间位置 、结构、形态和埋藏深度等信息，其测
［4］

试原理如图 1 所示

． 探地雷达具有探测效率高、成本低、无损、宽频带、分辨率高、抗干扰能力强、使用灵

活方便等诸多优点，在考古、矿产资源勘察、岩土勘察、工程建筑物结构调查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近些
年，探地雷达系统被引入到公路、铁路隧道检测领域，利用高频天线的高分辨率特征，对隧道衬砌进行快
速、无损检测，可以得出隧道衬砌厚度、内部缺陷（ 如裂缝、空洞、与初支或围岩接触不紧密、衬砌混凝土局
部不密实等） 等有效信息．
1. 2

FDTD 正演原理
FDTD 法是求解 Maxwell 微分方程的直接时域方法，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数值方
［5］

法，最初是 Yee 于 1966 年首次提出

． 其原理是对电磁场 E、H 分量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离散化，每一个

E（ 或 H） 场分量周围有 4 个 H（ 或 E） 分量环绕，使得电场分量与磁场分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 ，这样
就将麦克斯韦微分方程转化为一组差分方程 ，在时间轴上采用“蛙跳法 （ leap-frog scheme） ”逐步推进求解
空间电磁场，并在时间轴上逐步推进地求解空间电磁场，从而求得每个网格空间节点上的场值． FDTD 离
［6 － 8］

散中电磁场分布图如图 2 所示． 其计算机求解步骤

： 1） 建立模型并离散化； 2） 对各节点电磁场赋初

值； 3） 初始化信号源并对发射天线处的电场赋值 ； 4） 利用差分方程计算下一时间步长各节点的电磁场；
5） 计算边界处的电场值； 6） 重复 3） 、
4） 、
5） 直到设定的采样时长．

图1

2
2. 1

探地雷达测量原理图

图2

FDTD 离散中电磁场分布图［6］

模型测试
正常衬砌模型试算
本次测试模型主要参照隧道衬砌实际情形略作简化而成 ，如图 3 所示，其中： 第一层模拟隧道二次衬

砌，第二层为隧道初期支护，模型参数如表 1 所示． 正演计算中雷达观测方式为剖面法 ，即探地雷达发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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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天线间距固定，测量过程中同步移动采集数据，模拟结果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中可见，正演结果中反射
界面平直、连贯，形态上基本与模型维持一致，除模型界面处外，其余区域反射较平静 （ 文中所有正演结果
除经相同增益处理外，暂未进行滤波、偏移等其他处理） ．
表1
模型层

［4］

相对介电常数

［4］

电导率

/ （ s·m － 1 ）

第一层

6. 5

0. 005

第二层

7

0. 005

图3

2. 2

表2

模型参数取值

正演计算参数取值

天线中心频率 / MHz 采样长度 / ns 测量方式 道间距 / m
900

图4

正常衬砌模型

15

点测

0. 02

正常衬砌模型正演模拟图

不密实衬砌模型正演计算
本次测试模型中衬砌不密实主要通过在衬砌内随机选择 1 000 个位置、直径在 0. 1 ～ 1 cm 的空心圆进
［4］

行模拟，如图 5 所示． 空气的相对介电常数设置为 1. 0

，其余模型参数见表 1 所示； 正演计算中各参数见

表 2，测试结果如图 6 所示． 为进一步探明测试中电磁波能量变化和反射界面波动情况，在正演结果中不
同位置（ 分别位于正常衬砌中的第 2 道和通过不密实区域的第 80 道数据，如图 6 中竖线所示位置 ） 提取 2
道数据进行比较，如图 7 所示．

图5

图6

不密实衬砌模型

不密实衬砌模型正演模拟图

A： 第 2 道、第 80 道数据波形图（ 实线表示第 2 道，虚线表示第 80 道）
B： 图 A 中椭圆区域的放大显示图； C： 图 A 中矩形区域的放大显示图

图7

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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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6 中可见，不密实区域对应位置电磁反射强烈 ，波形杂乱； 部分位置可见双曲线型反射波同相轴 ；
区域内绕射现象明显，多次反射较为发育； 初支与二衬接触界面反射同相轴不再平直 ，而是略微向上弯曲，
该界面反射能量较图 4 也有所衰减． 在图 7（ b） 中可以看到，反射波能量较之正常衬砌处的显著增强 ； 在图
7（ c） 中能清晰地看到，来源于不密实区域的第 80 道数据在初支与二衬接触界面处的反射波波峰略微提
前，说明因空气的影响，反射波走时减少，造成图 6 中反射界面稍稍向上弯曲．
2. 3

充水不密实衬砌模型正演计算
［4］

本次测试模型仅将图 5 所示模型中的空心圆以水填充，如图 8 所示，水的相对介电常数设置为 81

，

其余模型参数见表 1； 正演计算中各参数同表 2，测试结果如图 9 所示． 图 10 为正演计算结果中第 2 道、第
80 道数据（ 如图 9 中竖线位置所示） 的波形显示．
从图 9 中可见，不密实区域对应位置电磁反射较图 6 更为强烈，波形杂乱； 部分位置依稀可见双曲线
型反射波同相轴； 区域边缘绕射现象明显，多次发射较为发育； 强烈的能量衰减以及多次反射带来的数据
信噪比降低使初支与二衬接触界面反射同相轴难以分辨 ，含水不密实区后段雷达回波能量急剧衰减． 图
10（ B） 图中依然可见含水不密实区内反射波能量远大于正常区域反射能量 ，且高于图 7 中对应位置的反
射能量； 图 10（ C） 中含水不密实区域在衬砌分界面上的反射回波不明显 ．

图8

图9

含水不密实衬砌模型

含水不密实衬砌模型正演结果

A： 第 2 道、第 80 道数据波形图（ 实线表示第 2 道，虚线表示第 80 道）
B： 图 A 中矩形区域的放大显示图； C： 图 A 中圆形区域的放大显示图

图 10

3

正演计算结果波形

结论
1） 不密实区域反射波能量异常增强 ，因为不密实通常意味着孔隙结构较为发育，所以在区域内反射

波形多较杂乱，且依稀可见细微双曲线型反射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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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衬砌不密实区域与正常区域相比 ，介电性质发生改变，导致反射波旅行时间发生改变，若该区域
下方存在平直反射界面，该界面会随着不密实区域的厚度、介电性质而发生起伏，这一点可以借助单道波
形进行较为准确的判断；
3） 因电磁波在不密实区域反射、散射、绕射现象增强的缘故，能量衰减相对较为剧烈，导致后段雷达
回波能量减弱，造成一定程度的屏蔽效应，充水后尤为明显；
4） 在不密实区域多次反射波大量发育 ，容易在往后区域造成假象；
5） 因大量绕射现象的存在，对不密实区域边界的判断造成较大困难，偏移成像或能较大程度改善这
一现状，但优质速度模型的获取是高精度偏移成像的难点 ，此为本文的下步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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