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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内裂隙空间位置及填充物FDTD正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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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质雷达(GPR)常用于混凝土内部裂隙的检测。本文利用GprMax2D和Matlab软件对混

凝土内部裂隙进行时域有限元差分(FDTD)法正演模拟,分别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尺寸和内部不同

填充物的裂隙进行模拟,分析对比图像变化特征。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混凝土内部裂隙对电磁波

的传播影响不同,从而造成对图像的影响范围不同;裂隙内部不同的填充物对电磁波的传播影响较

大,其中水对电磁波有较强的吸收作用,使得电磁波反射增强,造成多次波的影响较深,图像特征较

为复杂。通过正演模拟可以为地质雷达实际探测结果的判读提供一定科学依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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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TDforwardmodelingofcrackandfillerinspaceof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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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GroundPenetratingradar(GPR)isoftenusedtodetectcracksinconcrete.Inthis
paper,thefinitedifferencetimedomain(FDTD)methodisusedtosimulatethecrackofconcrete
byusingtheGprmax2DandMatlabsoftware.Thefracturesofdifferenttypes,sizesanddiffer-
entinternalfillingsaresimulatedrespectively,withtheimagechangescharacteristicanalyzedand
compar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existstheinfluenceofdifferenttypesofconcretecracks
onthepropagationofelectromagneticwaves,soithasadifferentinfluenceontheimage;thein-
fluenceofdifferentfillersonthepropagationofelectromagneticwavesinthecracksisgreat,be-
causethewaterhasthestrongabsorptionofelectromagneticwave,andtheelectromagneticwave
reflectionisenhanced,resultinginthemultipleinfluenceondeepandmorecompleximagefea-
tures.Theforwardmodelingcanprovidesomescientificbasisandguidancefortheinterpretation
oftheactualdetectionresults.
Keywords:insideconcretecracks;groundpenetratingradar;geometry;filler;FDTDforward

modeling

  混凝土内部裂隙的产生会直接影响混凝土结构

的强度,引起渗漏、内部钢筋锈蚀和混凝土碳化

等[1-2]。在浇筑过程中,由于人为振捣不密实和一些

杂物的引入,会造成混凝土内部裂隙中存在不同的

填充物,如泥土、水等。混凝土裂隙的检测,常用的

方法有:地质雷达法、超声波检测技术[3]、红外热成

像法[4]、CT法[5]、冲击回波法[6]等。其中利用地质

雷达来检测裂隙的研究很多[7-10]。在前人的工作基

础之上[11-12],本文主要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利用

900MHz天线对混凝土内部存在的裂隙进行检测。
由于电磁波在不同介电常数的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会

不同,以此为理论依据,结合时域有限元差分法对混

凝土内部裂隙情况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据此获得相

应的地质雷达图像和波形信息,经过相关的对比分

析以识别裂隙的大致走向、宽度及填充物的图像特

征及变化趋势,为今后类似工程的检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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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雷达正演模拟方法

  时域有限元差分法(finitedifferencetimedo-
mainmethod,简称FDTD)是将麦克斯韦时域场旋

度方程中的微分式用有限差分式代替,这样使得连

续性问题变为离散型问题,得到关于场分量的差分

方程组,之后用相同电参量的空间网格来模拟被研

究的物体[11]。在二维直角坐标系中,横电磁波(TM
波)即当磁场和电场与z的方向均无关时,方程组可

表示成两个相互独立的方程,此时的麦克斯韦方程

组[13]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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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z 为z方向的电场强度;Hx 和Hy 分别为x
和y 方向的磁场强度;σ为电导率;σm 为导磁率;ε
为介电常数;μ为磁导率;t为时间。

时域有限元差分法是把 Yee元胞作为最小的

单位差分网格,电场与磁场在时间上交替出现且彼

此之间相差半个时间步长,可得到二维 TM 波的

FDTD公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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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A=2ε
(i,j)-σ(i,j)×Δt

2ε(i,j)+σ(i,j)×Δt

CB= 2Δt
2ε(i,j)+σ(i,j)×Δt

CP=2μ
(i,j)-σm(i,j)×Δt

2μ(i,j)+σm(i,j)×Δt

CQ= 2Δt
2μ(i,j)+σm(i,j)×Δt

式中:Δx和Δy分别是Yee元胞x和y 方向上的空

间步长;Δt为时间步长;n为时间步;(i,j)为节点坐

标,其中i和j取值依据模型差分情况而定;Ex 为x
方向的电场强度。

2 混凝土结构面模型及数值模拟方案

2.1 混凝土内部裂隙结构面模型

本文模型假设混凝土、砂砾石垫层均为半无限

空间连续均匀各向同性的完美介电体;反射和折射

过程均在二维平面中进行,反射界面平滑,符合

Snell原理。
混凝土结构面较为连续,内部裂隙分布较为规

律。忽略内部某些非连续的情况,可将其探测范围

以内的部分看作是连续的介电体。根据上述假设,
建立二维地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混凝土内部裂隙示意图

Fig.1 Sketchofcracksinconcrete
 

图1中,“T”,“R”分别为地质雷达的发射和接

收装置;底部垫层为砂砾石,其厚度为10cm,介电

常数为ε2、电导率σ2;混凝土厚度为50cm,介电常

数为ε1、电导率σ1;混凝土中裂隙内部不同填充物的

介电常数设为εk、电导率σk。
文中涉及的各种材料参数如表1所示。

表1 混凝土各材料属性参数[7,8,14]

Tab.1 Propertyparametersofeachmaterialofconcrete

材料 介电
常数

电导率/
(S·m-1)

衰减率/
(dB·m-1)

电磁波速度/
(m·ns-1)

砂砾石 5 1.4×10-4 0.01 0.134
混凝土 7 0.5 0.4~1 0.120
泥土 5~30 1×10-3~0.11 1~100 0.070
纯水 81 1×10-4 2×103 0.033
空气 1 0 0 0.300

2.2 混凝土内部裂隙数值模拟方案

本文以混凝土内部裂隙常出现的形式:横向裂

隙、竖向裂隙、横向平行裂隙为基础进行研究,并以

空气、水、泥土分别作为裂隙内的填充物。同时,还
进一步研究了较复杂的分叉状裂隙的情况。具体的

模型情况为:

1)横向裂 隙 模 型:设 置 裂 隙 的 宽 度 分 别 为

1cm、3cm、5cm,填充物分别为空气、水、泥土;

2)竖向裂 隙 模 型:设 置 裂 隙 的 宽 度 分 别 为

1cm、3cm、5cm,填充物分别为空气、水、泥土;

3)横向平行裂隙模型:设置裂隙为两条且相互

平行,其中上层裂隙的宽度分别为1cm、3cm、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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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裂隙的宽度为3cm,上层填充物分别为空气、
水、泥土,下层内部无填充;

4)分叉裂隙模型:设置裂隙的宽度为1cm,填
充物分别为空气、水、泥土。

3 裂隙空间结构及填充物分析

本文着重讨论最常见的内部裂隙形式:横向裂

隙、竖向裂隙、横向平行裂隙,紧接着研究了较为复

杂的分叉状裂隙,并人为设定对裂隙内部进行气体、
液体、固体三者的分别填充来进行数值模拟分析。

3.1 横向裂隙及填充物

此处模拟横向裂隙,其宽度分别为1、3、5cm的

结构面的理想地电模型如图2所示。在图2所示裂

隙内部分别填充空气、泥土和纯水。通过对以上模

型的时域有限元差分计算,得到扫描的结果如图3
所示。

图2 混凝土内部横向裂隙模型图

Fig.2 Modeloftransversecrackinconcrete 

图3 混凝土内部横向裂隙扫描图

Fig.3 Scanningoftransversecrackinconcrete
 

  就其裂隙宽度变化而言:由图3中(a)、(d)和(g)可
知,随着横向裂隙宽度的增大,图中裂隙形成的弧形反

射成像越发显著,且裂隙对其下方的混凝土成像的干

扰也会越发严重,这是由于电磁波在混凝土及空气之

间的反射在逐渐增强;由图3中(b)、(e)和(h)可知,随
着裂隙宽度的增大,图中裂隙形成的弧形成像影响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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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变大,可直观得出裂隙在逐渐变宽,这是由于电磁

波从混凝土传播变为在泥土中传播,在两种介质的分

界面会发生反射;由图3中(c)、(f)和(i)可知,由于裂隙

内部充水,且水与混凝土的介电常数相差较大,使得在

裂隙处的图像更为复杂,反射更加强烈,多次波的反射

会对裂隙下部混凝土成像干扰不断增强。
就其裂隙填充物变化而言:由图3(a)、(b)和

(c)中填充物质的不同,可以看到其成像的特征和影

响的深度亦在发生变化,电磁波在填充物中传播形

成的反射和折射多次叠加,使得裂隙的成像也在逐

渐增强。图3中(d)、(e)和(f)的规律与上述相同,
但裂隙成像特征在不断增强,到图3中(g)、(h)和
(i)裂隙成像特征达到最强,此时裂隙对其下部混凝

土成像干扰深度最大,成像最为明显,其中泥土填充

的图像成像最好,纯水填充的图像最差,这是由于水

对电磁波的强烈的吸收作用。

3.2 竖向裂隙及填充物

此处模拟竖向裂隙,其宽度分别为1、3、5cm的

结构面的理想地电模型如图4所示。
在图4所示裂隙内部分别填充空气、泥土、纯水。

通过对以上模型的时域有限元差分计算,得到扫描的

结果如图5所示。

图4 混凝土内部竖向裂隙模型图

Fig.4 Modelofverticalcracksinconcrete
 

图5 混凝土内部竖向裂隙扫描图

Fig.5 Scanningofverticalcracksinconcrete 

  就其裂隙宽度变化而言:由图5中(a)、(d)和(g)
可知,随着竖向裂隙宽度的增加,图中裂隙顶部和裂

隙下方对应垫层顶部图像干扰最为明显,形成上下两

个弧形图像信息,这是由于电磁波的反射增强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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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图5中(b)、(e)和(h)可知,随着裂隙宽度的变

化,图中裂隙顶部与底部,以及裂隙下方对应垫层顶

部,弧形图形信息较为清晰,可大致判断出混凝土内

部裂隙的位置;由图5中(c)、(f)和(i)可知,随着裂隙

宽度的变化,仅能显示出裂隙的顶部和裂隙下方对应

垫层顶部的反射信息,而裂隙底部信息未能显示,这
是由于水对电磁波的强吸收,造成其无法正常显示。

就其裂隙填充物变化而言:由图5(a)、(b)和
(c)中填充物质的不同,可以看出裂隙部位的成像亦

在逐渐增强,并对裂隙下部混凝土与垫层的成像干

扰越来越大,这些都是由于电磁波在不同物质内部

反射、折射和吸收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图5中(d)、
(e)和(f)的规律与上述相同,但其图像特征在增强,
到图5中(g)、(h)和(i)裂隙成像与其所干扰的图像

特征达到最强,裂隙顶部的位置可通过弧形特征大

致判断,其对裂隙下部的影响也达到最大。

3.3 横向平行裂隙及填充物

本文将下层裂隙宽度设置为3cm,内部无填充,将
上层裂隙宽度分别设置成1、3、5cm,且其裂隙内部分

别进行空气、泥土和纯水填充,该种结构面的理想的地

电模型如6图所示。
在图6所示裂隙内部分别填充空气、泥土、纯水。

通过对以上模型的时域有限元差分计算,得到扫描的

结果如图7所示。

图6 混凝土内部横向平行裂隙模型图

Fig.6 Modeldiagramoftransversecracksinconcrete 

图7 混凝土内部横向平行裂隙扫描图

Fig.7 Scanningoftransversecracksin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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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7分析可知,双层裂隙较单层裂隙对图像

的影响更大。由图7中(a)、(d)和(g)可以看出,随
着上层裂隙的不断增大,电磁波的反射叠加增强,对
下层裂隙的识别干扰加大;由图7中(b)、(e)和(h)
可以看出,随着上层裂隙的不断增大,其对电磁波的

干扰使对下层裂隙的图像的识别变得模糊,但大体

上还可以判断出裂隙的位置;由图7中(c)、(f)和(i)
可以看出,随着上层裂隙的不断增大,且由于上层裂

隙内部充水,会对电磁波产生较强的吸收作用,导致

下层信息难以识别。随着上层裂隙内填充物质的变

化,对图像的影响亦不相同,当内部填充纯水时,由
于水对电磁波的强吸收作用,导致上层同相轴出现

轻微的错动并且会使裂隙下部混凝土成像干扰范围

达到最深;当内部填充空气时,也会出现同相轴微弱

的变化,且其对下层检测干扰较大;当内部填充泥土

时,图像最为清晰,虽上层裂隙亦会对下层裂隙图像

信息造成干扰,但由于电磁波在不同界面的反射特

征不同,也可大致判断出下层裂隙的存在。

3.4 分叉裂隙及填充物

在混凝土施工结束之后,由于后期的养护不合

理或者运行后受温度等的影响,常会出现由一条主

裂隙引发出分叉裂隙的情况,且其内部会引入不同

的填充物质,诸如空气、泥土和水等,该种结构面的

理想的地电模型如图8所示。在图8所示裂隙内部

分别填充空气、泥土、纯水。通过对上述模型的时域

有限元差分计算,得到扫描的结果如图9所示。

图8 混凝土内部分叉裂隙模型图

Fig.8 Modelofinternalcrackofconcrete
 

图9 混凝土内部分叉裂隙扫描图

Fig.9 Scanningofinternalcracksinconcrete
 

  对比图9与图3、图5的单条裂隙扫描图像可

知,分叉裂隙存在多条裂隙的多次反射与折射,图中

会出现多条弧形特征,相比较单条裂隙图像更为复

杂,并随着填充物的改变,对电磁波的反射和吸收影

响也在不断变化,使得图像特征信息出现不同的响

应,但可大致识别出裂隙的范围及其所影响的区域。

4 结 论

1)混凝土内部物质的介电常数差异是地质雷

达进行探测的根本机理,当混凝土内部存在裂隙时,
由于裂隙内部填充物与混凝土的介电常数不同,这
将对电磁波的传播造成影响,从而使得雷达图像出

现异常,所以地质雷达波对裂隙具有一定的识别性,
但对其具体尺寸的识别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混凝土内部裂隙宽度的增大,对探测效果有

比较大的影响,随着裂隙宽度的增大,雷达检测效果

在下降。裂隙内部的填充物亦对探测效果影响较

大,三种填充物中,泥土填充时,图像效果最佳,这是

由于泥土与混凝土的介电常数差异不大;纯水填充

时,图像信息最差,这是由于水的介电常数与混凝土

相差很大,对电磁波的强烈的吸收作用所导致;气体

填充时,探测结果主要受到电磁波接触面反射的影

响,并在相应缺陷的底部,出现多次反射干扰探测的

图像信息。

3)混凝土内部裂隙结构复杂,常会出现分叉

状、树枝状等一些复杂的内部裂隙形式,地质雷达对

其内部裂隙检测具有一定的探测能力,从而在混凝

土施工和运行中可进行及时准确的内部裂隙的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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