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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采用编制济南岩溶泉域地下水动态类型图的方法优化设计了地下水水位监测密度。通过对地下水水位多年

变化趋势的分析确定了手测监测频率。选取质量好的观测孔安装了水位自计仪 , 提出了地下水水位监测维护措施 。将

对相关政府部门和每个水用户提供所需的地下水信息 , 以便达到水管理者与水用户共同参与泉水保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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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济南位于山东省的中部 ,是山东省省会 ,同时也是

全省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济南以泉水著称 ,号称

“泉城” ,著名的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就位于济南岩

溶泉域 。济南岩溶泉域范围东至东郊 、港沟 、西营一

线 ,西部以长清 、马山一线为界 ,北部在市区以北以黄

河为界 ,南到南部地表分水岭 。地理坐标为 E116°40′

30″～ 117°14′10″, N36°28′50″～ 36°46′10″, 面积约

1 500km
2
。

泉水是泉城之魂 、泉城之光 、自然文化遗产 ,同时

也是齐鲁文化“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

泉域地下水水位进行有效监测 ,既是保护泉水喷涌 ,塑

造济南泉城形象 、弘扬齐鲁文化 、提高生活品位 ,同时

也是改善泉域生态环境 、保持旅游业和国民经济持续 、

稳定 、健康发展的需要。

2　济南岩溶泉域地下水位监测历史

济南岩溶泉域地下水水位监测工作始于 1958年。

1958 ～ 1959年为监测网初步建立阶段 ,原山东地质矿

产局通过对济南城附近进行供水水文地质勘测 ,初步

建立起济南泉域地下水水位监测网 ,开创了泉域地下

水水位监测的先河 ,但是监测范围主要局限在市区 ,监

测点数较少 。从 1973年开始为发展阶段 ,地下水监测

工作步入正轨 ,成立了专门地下水监测机构 ,监测点数

逐渐增加 ,至 1990年底 ,监测点数量增加到 94 个 ,监

测范围扩大至整个泉域 ,同时对泉域内水源地开采区

开展专门地下水水位监测 。从 1991年开始至今 ,地下

水水位监测进入调整 、完善阶段。

但是纵观济南泉域地下水监测历史可以看出 ,在

监测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监测手段落后 ,水位测量主要是委托当地村民

测量 ,测量工具为自制的测绳和电表 ,存在测量误差。

(2)数据存储丢失风险大 , 20世纪 90年代以前的

监测数据全部以纸质存放 ,基本无备份。20 世纪 90

年代后虽然将计算机应用于地下水监测工作中 ,但是

无正确的存储形式 ,存在数据丢失现象 。

(3)监测点分布不尽合理。目前 ,泉域大部分监测

孔分布在北部排泄区 ,补给区和径流区分布较少 ,对一

些重要水文地质单元尚未进行监测 。

(4)资料分析不足 ,地下水水位资料分析仅限于绘

制等值线图 、历时曲线等 ,其它如趋势 、周期等未进行

深入分析 。

从2004年开始 ,中国 —荷兰实施“中国地下水信

息中心能力建设”合作项目 ,国际上先进的新技术 、新

方法和新设备在泉域地下水监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

地下水水位监测网不断得到完善 ,监测能力和监测精

度得到提高。

3　济南岩溶泉域地下水位变化趋势

3.1　地下水水位空间变化趋势

泉域南部山区地下水水位高 ,北部地下水水位低 ,

地下水总体上从南向北径流。受人工开采等因素影

响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东郊 、西郊和市区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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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地下水降落漏斗。近年来随着“保泉 、封井”措施

的实施和落实 ,市区地下水源地及二环路以内自备井

停采 ,水位逐渐回升 ,漏斗范围不断减小。现在 ,市区

水位已基本回升至正常水位。

3.2　地下水水位时间变化趋势

泉水流量取决于泉口地下水位 ,二者存在密切相

关关系(图 1),年均水位与泉流量相关系数达 0.95。

只要监测泉口地下水位 ,即能准确预测泉流量 。

图 1　珍珠泉地下水水位与泉流量变化关系图

Fig.1　Hydrographs of groundwater level and spring

discharge at Pearl Spring

对地下水水位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已有许多分

析
[ 1 ～ 3]

。受地下水开采量及降雨量变化影响 ,多年来

济南泉域地下水水位动态总体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从

1959年监测以来 ,泉域地下水水位变化总体上分为下

述几个阶段(图 2)。

(1)1959 ～ 1964年 ,由于地下水开采量较少和降雨

量偏丰 ,地下水水位处于相对稳定的高水位阶段 ,泉口

水位标高一般稳定在 30 ～ 32m 。

(2)1965 ～ 1989 年 , 由于出现两个连续的干旱期

(1965 ～ 1968 ,1981 ～ 1986),加上地下水开采量持续增

大(图 3),地下水水位急剧下降 ,珍珠泉口年平均水位

在1989年下降到历史最低水位(24m)。趵突泉在1972

年枯水期第一次出现断流 。1986 ～ 1989年 ,珍珠泉出

现连续断流。

(3)1990 ～ 1996年 ,市区与近郊地下水开采达到稳

定 ,且逢一个丰水期 ,地下水水位得到一定程度恢复 ,

年平均地下水水位恢复至 26 ～ 28m ,泉水恢复出流 。

(4)1997 ～ 2002年 ,又出现一个枯水期 ,地下水下

降至最低水位。

(5)从2003年开始 ,受保泉封井及降水量增加的

影响 ,地下水水位持续上升 ,虽然水位有高有低 ,但是

总体处于 28m 左右 ,泉水持续喷涌 。

4　济南岩溶泉域地下水位监测网设计

4.1　地下水监测网优化设计目的

根据泉域内的地质 、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和人类活

图 2　珍珠泉地下水水位与降水量差变化关系图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water level

and precipitation deficient at Pearl Spring

图 3　珍珠泉地下水水位与市区地下水开采量

变化关系图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water level and

precipitation deficient at Pearl Spring

动条件 ,结合现有监测点分布情况 ,对监测网进行调

整 ,弥补原有监测网的缺点和不足 ,提高监测能力和监

测精度 ,争取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多 、最全的地下水水

位监测资料。

地下水水位监测网设计主要包括监测网密度优化

设计和监测频率优化设计 。

4.2　地下水监测网密度优化设计

地下水水位监测网密度优化设计有多种方法 ,例

如水文地质学方法 、地质统计学 、数值模型和最优化模

型方法等 。本次地下水水位监测点优化设计依据水文

地质学方法———地下水动态类型分区图法
[ 4]
。

4.2.1　地下水动态类型分区图编图

4.2.1.1　编图原理

地下水位空间分布与随时间变化表明地下水均衡

状态 ,一般称为地下水动态 。地下水水位的时空分布

是受气象 、水文 、地质 、地形 、生态和人类活动综合影响

的结果 。由于影响地下水动态的因素存在空间变化 ,

因此 ,可以把这些因素在空间上进行叠加从而划分出

许多不同的子区 ,每个子区可能存在不同的地下水动

态类型 ,这些区称为地下水动态类型子区 。将地下水

动态类型子区综合起来形成地下水动态类型分区图。

4.2.1.2　编图流程

在充分考虑泉域地层岩性 、水文地质条件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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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排 、水系分布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济南岩溶泉

域地下水动态类型分区图编制(图 4)。

图 4　地下水动态类型分区图编图框架

Fig.4　Delineation of groundwater regime zones

首先结合含水层和断层编制水文地质单元分区

图 ,用地层岩性 、水系和岩溶水 、孔隙水补排编制补给

过程分区图 ,在河流 、水库 、泉水溢出带和水源地周围

　　　　

划分局部影响区。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进行空

间叠加合成 ,形成地下水动态类型分区图。

4.2.1.3　动态类型分区图编制

(1)水文地质单元分区图

依据水文地质条件
[ 5]
,由含水层和断层叠加生成

水文地质单元分区图。首先根据断层分布情况 ,将泉

域内断层划分成了马山断裂—炒米店断裂区 、炒米店

断裂 —千佛山断裂区和千佛山断裂 —东坞断裂区三个

断块区。其次根据含水层岩性将泉域划分为泰山群变

质岩 、寒武系下统馒头组—徐庄组 、张夏组灰岩 、崮山

—长山组 、凤山组—奥陶系 、火成岩及石炭—二叠系等

七个子含水层区。利用ARCGIS9空间属性叠加功能 ,

以含水层岩性和断层为关键字段 ,生成水文地质单元

分区图 , 该分区图共有 19 个水文地质单元子区

(图 5)。

(2)补给过程分区图

补给过程分区图由地层岩性 、水系和岩溶水与孔

隙水互补叠加而成。首先根据岩溶含水层的补给来源

不同 ,按补给过程划分成间接补给区 、补给-径流区和

图 5　济南岩溶泉域水文地质单元分区图

Fig.5　Map of hydrogeological zones in Jinan Karstic Spring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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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泄区三个补给子区。其次根据水系分布情况 ,将水

系划分成北沙河流域区 、玉符河流域区和小清河流域

区三个子水系区 。第三根据岩溶地下水与孔隙水的互

补关系 ,划分成第四系与岩溶水互补区和非互补区两

个区 。最后将三个子区进行属性叠加 ,以补给分区 、水

系分区和互补性为关键字段生成补给过程分区图 。该

分区中共包括 12个分区(图 6)。

图 6　济南岩溶泉域补给过程分区图

Fig.6　Map of groundwater recharge zones in Jinan Karstic Spring Basin

　　(3)影响因素分区图

对泉域地下水动态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泉水溢

出 、东郊 西郊水源地 、河流 、局部断裂带 、水库等 ,将影

响因素进行综合形成泉域地下水影响因素分区图 。该

分区图共包括 18个分区 。

(4)地下水动态类型分区图

将水文地质单元分区图 、补给过程分区图和影响

因素分区图进行逻辑叠加 ,最终生成地下水动态类型

分区图 。由于在图形叠加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小的碎

块 ,面积较小 ,因此 ,将面积小于 1km
2
的小区与相邻分

区进行合并。此外 ,由于泉域南部为变质岩分布区 ,对

灰岩分布区地下水动态影响不大 ,所以图层叠加时 ,将

相关该地区分区进行了合并 ,最终形成地下水动态类

型分区图 ,共划分了 77个动态类型子区(图 7)。

4.2.2　地下水监测网密度优化设计

本次地下水水位监测网密度优化设计是根据地下

水动态类型分区图进行的 ,在每个地下水动态类型分

区中至少布置一个地下水水位监测孔以监测不同类型

地下水位时空变化规律。在此布孔原则的基础上 ,同

时还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垂直水文地质边界设置一对观测孔 ,用以计算

边界的流入量和流出量;

(2)垂直河流设计一对观测孔 ,用以计算地下水与

河水的水量交换;

(3)在大的断层两侧设计一对观测孔 ,用以确定断

层性质;

(4)在孔隙水和岩溶水分布区布设观测群组分层

监测地下水水位 ,用以计算垂向水量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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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济南岩溶泉域地下水动态类型分区及监测网密度优化设计图

Fig.7　Groundwater regime zone map and locations of monitoring wells in Jinan Karstic Spring Basin

(5)在南部变质岩分布区 ,处于地下水间接补给

区 ,适当布设 1 ～ 2个监测点 。根据上述布置原则 ,泉

域共布置监测点 85个(图 7),由于原有监测网监测点

密度较低 ,同时保持监测资料的连续性 ,原有长期监测

点全部保留。新增监测点 31个 ,主要分布于泉域西北

部 、补给径流区 、主要断层两侧及河流沿线等地区 ,这

些地区优化前未设置监测点或布设监测点不足。通过

监测点优化布设 ,弥补了原有监测网存在的不足 ,做到

了全面控制 、重点突出 ,提高了监测能力和水平。

4.3　地下水监测频率优化设计

监测频率优化依据时间序列分析与统计检验
[ 4]
。

4.3.1　趋势分析

为了分析地下水水位监测频率 ,选择时间系列分

析的 5个监测点进行分析 ,选择的时间段为 1999 ～

2000年 ,监测频率为 1次 5d ,选取的总数据个数为 144

个 ,置信度为 95%。标准趋势变化幅度为 2。趋势能

力和样本频率关系见图 8。

当样本频率为 1次 2月 ,有 95%以上能力能检测

图 8　趋势能力和样本频率关系曲线图

(样本频率为 1 时的监测频率为 6次 月)

Fig.8　Power of trend detection as a function of

sampling frequency

到116 、440和 111孔线性趋势或阶梯趋势 ,但 227孔还

没有把握。当样本频率达到 1次 月时 ,能同时监测到

这4个孔的线性趋势或阶梯趋势 。因此 ,1次 月的监

测频率可以有 95%的能力检测到样本的趋势 。

4.3.2　周期分析

周期波动检验选取段静态系列的标准偏差为

0.60m ,自相关系数为 0.90。学生检验置信度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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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趋势变化幅度为 2 ,分析结果见图 9。

图 9　标准半置信区间和样本频率关系曲线图

(样本频率为 1 时的监测频率为 6次 月)

Fig.9　Standard half-width of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identify-

ing periodic fluctuations as a function of sampling frequency

从图 9可知 ,当样本频率超过 0.14时 ,标准半置

信区间并不随着监测频率增高而明显降低。相应的监

测频率为 0.84次 月 ,因此 ,1次 月的样本频率能够检

测到样本的周期性。

综上所述 ,每月 1次的样本监测频率能够监测到

地下水水位时间系列的趋势和周期性 。因此 ,每月 1

次的样本频率为最佳监测频率 。

5　济南岩溶泉域地下水位自动监测

通过水位监测网优化设计 ,地下水最佳监测频率

　　　　

优化为1次 月 ,这个监测频率能够监测到区域性地下

水动态变化规律如趋势 、周期等 ,如果需要监测小尺度

地下水水位动态变化规律(如:一次降水地下水水位响

应 、机民井开采时地下水升降等),优化后的监测频率

及现有监测频率远远不能达到要求 ,需要安装自计水

位仪监测高频率变化。通过对泉域地质 、水文地质条

件分析 ,选择了 29个有代表性的地下水水位监测点安

装自动监测仪。

目前 ,示范区使用的是由荷兰范爱森仪器公司生

产的地下水监仪(TD-DIVER),该仪器为不锈钢圆柱

形 ,直径 22mm , 长度为 125mm ,重为 160g , 可以存储

24 000个数据 , 测量间隔为 0.5s ～ 99h ,电池寿命 8 ～

10a 。仪器上部为一安装帽 ,电池和传感器安装在下部

的圆柱内。在 DIVER上有仪器的名称 、类型编码 、测

量范围和系列号 。信息是由激光生成的 ,不易擦除。

该仪器可以测量地下水水位 、水温 。

自动监测仪监测频率设定为 1次 h ,该监测频率

完全可以监测到一次降水地下水水位动态响应及地下

水开采对地下水水位的影响变化等特征 ,较原有的 1

次 5d的监测频率所取得的监测信息更加丰富(图

10)。自动监测仪的监测数据每个月到观测井采集一

次 ,便于及时分析和掌握地下水动态变化情况 。

图 10　2005 年 8月 1 日～ 8月 31 日 DIVER与人工监测珍珠泉地下水水位对比情况图

Fig.10　Comparison between DIVER and hand measurements from 1 to 31 of August in 2005

6　济南岩溶泉域地下水位监测网维护

从2004年开始 ,国务院和山东省相继颁发了《地

质灾害防治条例》和《山东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这

两个条例对地质环境监测设施保护都做出了明确的规

定 ,地下水水位监测设施的保护从此有法可依 。

山东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对监测网实施积极保

护 ,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 。对于监测设备 ,每次监测前

必须进行检查 ,每半年对设备进行精度校核 ,对于不合

格的监测设备及时进行修理或更换 。每 5年对所有的

监测井进行一次维护 ,确保监测井的正常工作 。

除了有监测设施保护条例 、定期维护 ,同时采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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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加装特殊的保护装置 ,减少人为破坏的可能性;

利用“地球日”或乡村大集等时间 ,采用宣传 、海报等形

式进行宣传 ,增加公民对监测点的保护意识;在监测点

上设立醒目标志 ,减少人为破坏的可能等措施进行监

测网的维护。

7　济南岩溶泉域地下水位监测信息发布

为了充分保存地下水水位监测数据 ,同时也便于

分析 、利用 ,山东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从荷兰地质调查

局(TNO)引进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DINO数据库进

行地下水水位监测及相关数据存储 、分析和使用。在

此基础上 ,结合 ARCGIS 和 REGIS-China 系统 ,进行地

下水水位分析 ,形成年平均水位等值线图 、枯 丰水期

地下水水位等值线图 、不同年份地下水水位变差图及

历年地下水水位变化曲线图 、地下水水位变化趋势图

等 ,为保护地下水提供详实而直观的信息。

地下水水情发布主要是根据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

需要进行发布 ,以达到有求必供。

地质环境主管部门:提供地下水监测月报 、季报 、

年报及 5年报 ,及时提供泉域地下水水位不同时间和

空间变化情况 ,同时提供地下水水位变化趋势及可能

造成的影响 ,为地质环境管理部门及时掌握地质环境

变化进行决策和采取措施提供依据 。以报表 、图件及

文字形式通过网络进行定期提供。

水管理部门:提供泉域及主要水源地地下水水位

年内 、枯 、丰水期及时间系列变化 ,同时提供下一年度

地下水水位变化趋势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为水管理部

门进行决策和采取措施提供依据。以图件及文字形式

通过网络进行提供。

社会公众:提供地下水水位现状及变化等信息 ,使

社会公众了解地下水水位现状 。通过山东省地质环境

信息网进行发布 。

8　结论

济南岩溶泉域地下水水位监测优化设计工作的开

展和实施及新技术 、新设备等使用 ,使泉域地下水水位

监测点分布和监测频率更加符合实际 ,所取得的信息

更加全面 ,工作投入更为合理 ,监测精度和监测能力得

到提高 ,监测数据存储更加安全可靠 ,监测信息更为科

学合理 ,总体监测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 ,随着

监测信息的及时发布 ,越来越多的部门及社会公众更

加了解泉域地下水监测的重要性 ,积极参与泉域地下

水管理和保护工作 ,增强泉水保护意识 ,从而保证泉水

喷涌 ,塑造济南泉城形象 。

致谢:该项目得到了中国和荷兰政府的经费资助 ,

济南岩溶泉域地下水水位监测网优化设计工作得到了

荷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资源学院(UNESCO-IHE)、荷

兰应用地学研究所(TNO)、荷兰范爱森仪器公司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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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率1 次 月即能监测地下水位的趋势下降和周

期性变化 。局部地区地下水水位高频率的变化可由自

动监测仪监测。

乌鲁木齐河流域具有典型的内陆河流域特征 ,因

而水位监测网的优化与实施 ,不仅提高了流域内监测

质量及监测水平 ,同时为西北干旱地区地下水水位监

测提供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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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 、王光文等协助项目实施;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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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esign of a regional groundwater level monitoring network in Urumqi River

Basin.The monitoring network density was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regional groundwater regime zone map which

was created using ARCGIS by combining the hydrogeological zone map , unsaturated zone map , recharge zone map
and local influence zone map.The sampling frequency was determined using time series analysis.Eleven new

observation wells were drilled and 73 old wells were cleaned and protected with a special cover.Twenty eight
automatic data loggers (TD Divers)were installed , which provide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groundwater level

variations.
Key words:Urumqi River Basin;Groundwater level monitoring;optimum network density;sampling frequency;
automatic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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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regional groundwater level monitoring network was optimally designed for the Jinan Karstic Spring

Basin.The network density was optimized by delineating groundwater regime zone map.The sampling frequency was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time series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test of historical groundwater level time series.Automatic
recorders were installed to monitor high frequent variations.Procedures for protecting groundwater monitoring wells
were set-up.Information from the monitoring network will be disseminated to water managers , water users and
public for protecting Karstic groundwater and maintaining spring outflows.
Key words:Jinan Karstic Spring Basin;groundwater level;network density;sampling frequency;automatic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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