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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阻率求解渗透系数不同方法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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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地下水开发利用、水利工程坝基渗漏安全、岩土工程等领域经常会出现渗流问题,因此,渗
流场的研究则显得尤为重要。而渗透系数的分布规律是模拟计算渗流场的前提。本文主要是基于

实测电阻率,采用经验公式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法求解渗透系数。对两种方法求得的渗透系数进行

对比,分析讨论了方法之间的优缺点及其适用条件,从而为经济、高效获取渗透系数分布规律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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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epageproblemsexistin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ofgroundwater,damfoundation
seepagesafetyofwaterconservancyproject,geotechnicalengineeringandotherfields.There-
fore,theresearchonseepagefieldisparticularlyofimportance.Thedistributionlawofhydraulic
conductivityisthepreconditionofsimulatingseepagefield.Thispaperisbasedmainlyonthe
measuredresistivity,withtheempiricalformulamethodandartificialneuralnetworkmethod
usedtosolvehydraulicconductivity.Thehydraulicconductivitiesofthetwomethodsarecom-
pared,with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thesemethodsandtheirapplicableconditions
discussed.Itlaysafoundationforobtainingthedistributionlawofhydraulicconductivityeco-
nomicallyande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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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洁净水资源短缺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
如何准确掌握地下水的运动规律,利用地下水的天

然可再生性,并通过人工调控方法对地下水资源进

行有效管理和科学利用已成为当前水文地质学研究

的前沿及今后的发展方向[1-3]。因渗流产生的渗透

变形、滑坡、溃坝以及地下水开采引起地面下沉、库
区渗漏,库岸滑坡等情形,一旦发生,往往后果严重,
因此掌握渗流场分布规律尤为重要。渗流分析通常

都是基于传统的确定性模型,但实际渗流场常常受

到诸多随机性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造成不确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渗流参数、初始条

件、边界条件、源汇项等[4-5]。而渗透系数是影响渗

流场的重要因素,因此获取较为精确的渗透系数的

分布规律至关重要。
渗透系数是表征含水层特性的一个关键要素。

通过压水试验计算渗透系数是实际工程的一贯做

法,可以获取直接的渗透系数,精度高,但同时也存

在成本高及操作繁琐的问题。加入间接测量数据电

阻率来获取渗透系数,与压水试验得到直接的渗透

系数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打井钻孔的数量,
在操作和成本上都是有益的。特别是在大范围区域

情况下,效果会更加明显。电阻率与渗透系数之间

34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Journalof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2018)Vol.34No.1 



的关系一直在被研究,有很多经验、半经验公式。电

阻率可由电测深、电剖面、高密度电阻率仪测量,操
作简单且数据量大。文献[6]利用ERT数据推求

出了非均质多孔介质渗透系数的分布。诸多国外学

者对电阻率与渗透系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7-18],最后皆得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利用电阻率测量数据求渗

透系数。一种是经验公式法,Archie公式利用电阻

率计算孔隙率,Kozeny-Carman公式利用孔隙率计

算渗透系数;另一种是人工神经网络法,利用MAT-
LAB训练电阻率与渗透系数的关系。然后借助

Surfer软件画出渗透系数分布的等值线图。最后对

这两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1 方法原理

经验公式法是将 Archie公式与 Kozeny-Car-
man公式结合,充分利用了电阻率、孔隙率和渗透

系数之间的关系。人工神经网络法是利用数学方法

直接建立电阻率与渗透系数的数学关系式。

1.1 经验公式法

Archie公式:

ρ0 =aρwφ-m (1)
式中,ρ0 和ρw 分别是地层电阻率和地层流体电阻率

(Ω·m),φ是介质的孔隙率,a和m 是与介质有关

的常数值。Archie公式只有在纯砂岩地层或者泥

层含量小于5%的地层中适用[19]。

Kozeny-Carman公式:

k= δwgd2φ3
180μ(1-φ)2

(2)

式中,k 是渗透系数(m/s),δw 是水的密度(1000
kg/m3),g是重力加速度(9.81m/s2),μ是运动粘

滞系数(kg/m·s),d是地层岩性颗粒粒径值(m)。
通过公式(1)求出孔隙率,代入公式(2)就可得

到渗透系数。

1.2 人工神经网络

传输函数:

a=f(wp+b) (3)
隐含层节点的输出:

yj =f ∑
i
wijxi-b( )j (4)

输出节点的计算输出:

zl =f ∑
j
vljyj-b( )l (5)

误差函数:

E= 12∑l (tl-zl)2 (6)

  在上述公式中,p是输入数据,w 和v 是权重,b
是阈值,t是目标数据。误差函数分别对隐含层节

点、输出层节点和阈值求导。求导的目的是修正变

量Δvlj和Δwji。根据方程(4),沿着负梯度方向修正

w 和b。训练直到满足精度要求为止。

2 工程案例

本文案例取自于文献[8],研究区域位于德国波

鸿鲁尔大学南部的鲁尔河谷,在凯姆纳德湖西南部

河岸,覆盖面积大约占199016m2。这个区域有6
口已经存在的钻井,6个渗透系数值作为实测值。
用电测深法测量20个点的电阻率。已知的地质和

水文地质资料详见文献[8],测量资料见表1[8]。
表1 测量资料

Tab.1 Surveydata

点数 ρw/(Ω·m) ρ/(Ω·m) 井号 k/(10-2m/s)

ves1 17 121 W6 1.85

ves2 17 241

ves3 16 155 W5 2.80

ves4 14 87

ves5 12 69

ves6 11 157

ves7 14 256

ves8 17 142

ves9 29 104

ves10 18 165

ves11 13 216

ves12 10 105 W4 2.13

ves13 10 65

ves14 10.5 87

ves15 19 235

ves16 34 439 W1 1.83

ves17 27 284

ves18 12 118 W2 2.03

ves19 7 103 W3 2.30

ves20 9 45

2.1 经验公式法

根据已有6口井的渗透系数反推常数a和m,
最终求得a=0.8,m=1.4。结合式(1)(2)求出20
个渗透系数。计算的渗透系数与电阻率的关系见

图1。
地层因子F=ρ/ρw。图2是计算渗透系数与地

层因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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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经验公式法求解的渗透系数与电阻率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betweenhydraulicconductivityand
resistivitycalculatedbyempiricalformulamethod

 

图2 经验公式法计算的渗透系数与地层因子的关系

Fig.2 Relationshipbetweenhydraulicconductivityand
formationfactorcalculatedbyempiricalformulamethod

 

由图1和图2可以看出用地层因子F 表达渗

透系数更为合适。经验公式法渗透系数的计算值与

渗透系数的观测值之间的关系见图3。因为w6 与

ves1 相差很大,可能是由于测量上的误差或者是这

一点上变异大非均质性强,所以在图中未画出点。

图3 经验公式法渗透系数的计算值与渗透系数的

观测值比较

Fig.3 Comparisonbetweenthecalculatedvaluesandthe
observedvaluesofhydraulicconductivityfromthe

empiricalformula
 

最后渗透系数与地层因子的关系式为:

k=129.44F-2.445+1.8522 (7)

  平均误差百分比为:

PE = 1N ∑
N

i=1

obsi-compi

obs
æ

è
ç

ö

ø
÷

i

2

×100 (8)

式中,N 是渗透系数观测数据的个数,obsi 是渗透系

数观测值;compi 是渗透系数计算值。

最后用6个点的测量数据和计算数据计算经验

公式法的平均误差百分比。PE=10.82%。除去

ves1 的值,计算的PE=5.9%。误差较小,证明预

测的效果是较为理想的。

2.2 人工神经网络法

利用BP神经网络对电阻率进行训练。公式

(3)是训练的基础公式,变量由输入数据、权重和阈

值组成。输入变量为ρ和ρw,输出变量是6口井观

测的渗透系数。训练出合适的函数,然后再求20个

电阻率对应的渗透系数。
人工神经网络法渗透系数的计算值与渗透系数

的观测值之间的关系见图4。两种方法得到的20
个渗透系数数据见表2。

图4 人工神经网络法渗透系数的计算值与渗透系数的

观测值比较

Fig.4 Comparisonbetweenthecalculatedvaluesandthe
observedvaluesofhydraulicconductivityfromartificial

neuralnetwork
 

表2 两种方法的20个渗透系数

Tab.2 20hydraulicconductivitiesbythetwomethods

点数
经验公式法

k/(10-2m/s)
人工神经网络法

k/(10-2m/s)
1 2.92 2.83
2 2.05 2.29
3 2.35 2.54
4 3.34 2.68
5 3.65 2.57
6 2.05 2.24
7 1.96 2.15
8 2.57 2.71
9 4.55 3.55
10 2.43 2.69
11 1.99 2.20
12 2.26 2.30
13 3.18 2.42
14 2.59 2.38
15 2.13 2.44
16 2.10 1.83
17 2.26 2.76
18 2.34 1.84
19 2.03 2.20
20 4.38 2.42

54许增光,等:基于电阻率求解渗透系数不同方法的对比研究



按公式(8)计算人工神经网络法的平均误差百

分比,PE=9.23%。除去ves1 的值,计算的PE=
3.2%。这个误差百分比也比较小,预测效果比较

理想。

2.3 地质统计法

利用地质统计法中的克里格插值分别对这两种

方法计算出的渗透系数分布。Surfer软件有很强大

的插值功能,并且可以绘制等值线图。图5和图6
分别是经验公式法和人工神经网络得到的渗透系数

分布图。

图5 经验公式法得到的渗透系数分布

Fig.5 Hydraulicconductivitydistributionobtainedby
empiricalformulamethod

 

图6 神经网络法得到的渗透系数分布

Fig.6 Hydraulicconductivitydistributionobtainedby
artificialneuralnetworkmethod

 

图5与图6分布图,证明两种预测方法是可行

的,基于实测的电阻率数据可以得到渗透系数的分

布。不仅操作简单还可以获取大量的数据,效果很

理想。从中也可以看出经验公式法得到的渗透系数

值比人工神经网络法大,而人工神经网络法分布较

为均匀。在本工程案例上,人工神经网络预测的效

果最佳。计算值与观测值相差较小,其平均误差小

于经验公式法的平均误差。
通过对两种预测方法的对比分析,经验公式法

是依据电阻率、孔隙率和渗透系数之间的关系而定,
预测值比较大,这与a和m 的确定和地质条件都有

关系。神经网络的预测是依赖目标数据,由于观测

数据分布均匀(1.83~2.8cm/s)而且数量较少(6
个),这导致神经网络预测的整体效果也比较均匀。
但是总体的趋势是一致的。从平均误差来看,本案

例预测效果最佳的是人工神经网络法。

3 结 论

本文主要是采取两种方法利用电阻率数据得到

渗透系数数据。从而减少压水试验带来的高成本和

复杂操作问题。可以经济高效地获取渗透系数的

分布。
经验公式法是结合Archie公式和Kozeny-Car-

man公式,结合前人的经验,理论方法简单。但是

在a和m 的确定上存在着误差,a和m 的值影响着

最后的计算结果。Archie公式不适合在黏土中使

用,所以经验公式法是不适合黏土地层地质情况。
同时也不适合太复杂地层,影响渗透系数的因素不

仅仅是孔隙率,影响的因素越多,预测精度就会

越低。
人工神经网络法是把工程问题数学化,采用人

工神经网络,利用计算机庞大的计算能力训练出电

阻率与渗透系数之间的关系,但人工神经网络法不

适合在没有已知的渗透系数情况下使用。
两种方法得到的ves1 的渗透系数与测量值相

差都很大,可能这一点上渗透系数的观测值存在着

误差或者是此处的非均质变异性较其他地方强。根

据平均误差百分比的计算,两种方法的平均误差都

较小。根据最后的插值等值线图,预测的结果很

理想。
在这个工程案例下两种预测方法都是可行的,

而且预测的效果都是很理想的。虽然两者之间有一

些偏差,可能是由于研究区域的面积大,已知数据太

少造成的,再加上测量出现一些误差等情况都会导

致结果的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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