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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瞬变电磁法由于其高效、轻便等诸多优点成为现

今应用较为广泛的地球物理勘探手段 ． 但由于二次场随时

间衰减较快，TEM 方法在勘探深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 ． 近几

年，低 温 SQUID ( 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 磁传感器硬件已经研发成熟，可以应用到 TEM 方法

中，用于磁场强度探测 ． 本文提出了均匀半空间 TEM 磁场

分量 Bz 的显式表达式，并借助正弦数值滤波变换，得到了

层状介质的磁场时间域计算公式 ． 针对均匀半空间地层，分

别进行了不同收发距、不同电阻率条件下的 Bz 响应特征计

算 ． 此外，对于层状介质模型，针对不同层厚的两层介质、低

阻薄层和高阻薄层的三层介质，均进行了 Bz 正演结果 ． 最

后，对 1 km 长偶极的 TEM 磁场响应在地表空间分布情况进

行讨论 ． 结果表明，Bz 作为 TEM 测量手段，对深部低阻薄层

的探测灵敏度优于高阻薄层 ; 且相对于传统 TEM 方法中测

量磁场变化量，直接测量磁场 Bz 可以明显地提高探测方法

的优势，增大勘探深度，并且电偶极其测量空间范围更大，

效率更高 ．

关键词 瞬变电磁法; SQUID;磁场强度; 正演

Abstract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has become a widely
used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method due to its advantages of high
efficiency，high resolution and portability． However，the secondary
field decays rapidly with time，TEM method is limited in exploration
depth． In recent years，low temperature SQUID ( 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 magnetic sensor has been developed．
It can be applied to TEM 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detection． In this
paper，an explicit expression of TEM field Bz in uniform half-space
is presented． By means of sinusoidal numerical filter transformation，
the Bz formula in the time domain for layered media is derived．
Firstly，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 response for half-space form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resistivity and transmitter-receiver
distance are calculated． In addition，for the layered medium model，
the magnetic field modeling results are obtained for the two-layer
medium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 The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ality well． The Bz modeling is also performed on three layers of
medium with low and high resistance thin layers． Finall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gnetic field response on
the surface for 1 km long dipole are also calculated． The calculation
of the ground space distribution of the electric dipole's magnetic
field shows that the vertical component of the magnetic field within
the angle of ± 75°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of the electric dipole can
be effectively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Bz is more sensitive
to low resistivity thin layer than high resistivity for deep detection
as TEM measuremen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M
measurement，the direct detection of magnetic field Bz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advantages of TEM and increase the exploration depth．
In other word，this method can improve the advantages of detection
method and increase the exploration depth significantly． More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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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surement space scope is larger and the measurement
efficiency is higher．
Keywords TEM; SQUID; 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Forward
modeling

0 引 言

瞬变电磁法( TEM) 是一种利用接地导线或不接地回线，
向地下发送脉冲电磁场，在一次脉冲电磁场的间歇期间通过
观测与研究二次场随时间的衰减变化规律，来探测地下介质
电性的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具有对低阻体反应灵敏、纵横向
分辨率高、工作效率高等优点( 方文藻等，1993; 牛之琏，

2007) ． TEM的
dBz

dt 测量取得了巨大成就，且应用在地面( Xue

et al．，2011;李建慧等，2012; Li et al．，2018) 、航空( 王卫平，
2005;王卫平和陈斌，2010; 殷长春等，2013，2015; 武欣等，
2019) 、半航空( 刘富波等，2017; Liu et al．，2018) 等各个领域
都取得多次理论、方法和实践进展．

TEM的二次场分为电场和磁场两种测量方法． 在测量
TEM 方法的感应电场时，由于受到接收机电路器件电子热
噪声的限制，放大电场强度的同时，噪声也随之增大，因此不
能得到高分辨的电场信号．在磁场测量时，TEM 二次场衰减
快的特征，要求磁场传感器具有大动态范围、测量速度快和
测量精度高这三个基本特性．目前一般使用线圈或者线框组

合，来测量 TEM 二次场磁场的时间变化率
dBz

dt ． 在测量
dBz

dt
时，可以增大线框的接收面积来放大二次场信号，提高信噪
比，从而增大勘探深度．所以，从 TEM 研究早期至今，一直主

要采用感应线圈对
dBz

dt 进行测量．

SQUID是一种直接测量磁场的传感器，具有噪声低、带
宽高和线性度高等优势，应用于 TEM 可显著提升探测精度
和深度． SQUID传感器用于 TEM勘探，在国外都有较为悠久
的历史．早在 1981 年美国的第七集团公司采用 SQUID 超导
磁力仪研制了野外仪器系统，并用 LOTEM技术，在丹佛—朱
尔斯堡盆地进行了测试 ( Strack，1992 ) ． 随后，Chwala 等
( 2001) 采用高温 SQUID 得到的磁感应分量与普通线圈的
TEM结果进行了对比研究，SQUID 低频时噪声明显更低，相

对于磁感应分量
dBz

dt ，磁场 Bz 的衰减更慢． Lee 等( 2002 ) 将

SQUID用于航空电磁的探测，与普通的感应线圈系统相比，
SQUID获得的晚期信号时间更长．近年来，我国对 SQUID 的
研究也取得了多项重要进展．陈晓东等( 2012a) 等人研制出
了适合在瞬变电磁法中使用的高温超导磁强计，并在内蒙古
某铜矿区进行测试 ( 陈晓东等，2012b) ． 通过这次野外实验
表明，在瞬变电磁法中使用高温超导磁强计比使用感应线圈
做传感器，提高了勘探深度．低温超导磁传感器( LT-SQUID)
可用于直接测量 TEM方法中的二次场( Du et al．，2017) ．近
期，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的低温超
导磁传感器也已完成( 荣亮亮等，2016) ，并且进行了野外测

试( 裴易峰等，2019) ．该传感器噪声低( 槡7 fT / Hz) ，带宽大

( ＞ 2 MHz) ，通带传输特性平坦，叠加后的时间域噪声水平
可达 50 fT，有效衰减时间对比传统感应线圈显著增加．利用
低温 SQIUD 完成的 TEM 野外测试实例中，反演深度大于
1000 m，在国内多个矿区成功开展了找矿应用，获得了较好
效果．图 1 是中科院微系统所研制的低温 SQUID 器件噪声
频谱的实验室测试特征曲线．

图 1 中三条颜色的曲线为在不同频段对 SQUID 器件进
行的噪声谱测量结果．蓝色和红色曲线为使用动态信号分析
仪( 35670A) 的噪声测量结果，黑色曲线为使用 4395A 网络
分析仪的测试结果． 是磁通的单位，一个 为 2. 07 × 10 －15

Wb /m2，除以 SQUID芯片的等效面积就等于磁场．  只作为
测量过程中的辅助参量．

考虑到目前对磁场探测的硬件系统已完成，且进行了野
外测试，本文就针对磁场分量 Bz 探测的优势，不同层参数下
的均匀半空间随偏移距变化情况，对典型层状介质的异常层
分辨情况，以及长偶极探测磁场分量的有效观测范围等几个
方面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1 均匀半空间一维正演

1． 1 均匀半空间
dBz

dt 与 Bz 的正演

相比于频率域电磁法，求解瞬变电磁法的一维准解析解
需将电磁场从频率域转换至时间域( Li et al．，2016) ．将负阶
跃波作为源的磁场频率域响应，通过拉普拉斯逆变换( － 1 )
得到其对应的时间域结果，即:

Hz ( ω) = － 3Ids
2πk2 r4

sinφ 1 － 1 + ikr － 1
3 k2 r( )2 e － i[ ]kr ，

( 1)
其中，σ为地下介质电导率，μ0 为真空磁导率，ds 为电偶极

长度，波数 k = － iωμ0槡 σ，收发距 r = x2 + y槡 2 ．当采用脉冲
信号 δ( t) 作为激励源时，可得到电偶极频率域的脉冲响应及
其时间域结果( Nabighian，1987) :

1·μ0Hz ( ω) →
－ 1 dBz

dt ( t) 
dBz

dt ( t) =
Ids

2πσr4
sinφ［3erf( θr)

－ 2

槡π
θr( 3 + 2θ2 r2 ) e － θ2 r2］， ( 2)

同理可以推导出负阶跃电流的时间域磁场分量 Bz ( t) :

1
s μ0Hz ( ω) →

－ 1

Bz ( t) ， ( 3)

Bz ( t) = － Ids
2πσr4

sin [φ 6 槡(a t － 1

槡π
e － θ2r2 － 2θr + θrerf( θr ))

+ erf( θr) ( 3t + 4a2 ) + 6a ]2 + B0， ( 4)

其中，θ =
μ0σ
4槡t ) ，erf( θr) 为误差函数，a =

μ0σ槡4 r，B0 = － Bz

( t0 ) ，t0 为 Bz 在晚期达到稳定状态时对应的时间值． 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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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超导磁传感器实测噪声谱与实测方波信号输出
Fig． 1 Superconducting magnetic sensor measurement noise spectrum and the actual square wave signal output

图 2 400 m方框 20 A电流均匀半空间中心点
dBz

dt 与 Bz 的一维正演曲线

Fig． 2 One dimensional forward modeling of half space
dBz

dt and Bz with 400 m square frame and 20 A current

图 3 收发距为 10 m均匀半空间不同层参数下米安培
电偶极子的 Bz 正演结果

Fig． 3 Bz modeling of electric dipole under different

layer parameters with 10 m offset in half space

图 4 收发距为 100 m均匀半空间不同层参数下米安培
电偶极子的 Bz 正演结果

Fig． 4 Bz modeling results of electric dipole under different

layer parameters with 100 m offset in half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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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收发距为 1000 m均匀半空间不同层参数下米安培
电偶极子的正演 Bz 结果

Fig． 5 Bz modeling of electric dipole under different layer

parameters with 1000 m offset in half space

图 6 收发距为 10000 m均匀半空间不同层参数下米安培
电偶极子的 Bz 正演结果

Fig． 6 Bz modeling of electric dipole under different layer

parameters with 10000 m offset in half space

本文选取了一组模型参数，分别在均匀半空间对
dBz

dt 和 Bz 进

行一维正演．
模型参数:发射线圈 400 m × 400 m，电流源 20 A，地层

电阻率 50 Ω·m，接收框面积 100 m2 在中心点位置
dBz

dt 与 Bz

均匀半空间曲线的对比．根据现有的技术
dBz

dt 分辨率 0. 1 μV，

Bz 分辨率 50 fT．由于荣亮亮等( 2016) 中提到传感器噪声低

( 槡7 fT / Hz) ，考虑到仪器的最小分辨率总会受到外部噪声
及地层电阻率多方面的影响，本文将最小分辨率按照 50 fT
计算( 图 2 只显示达到各自分辨率以上的数值曲线) ．

图 7 不同层厚的地层的两层介质的 Bz 正演与均匀

半空间 50 Ω·m地层离差结果
Fig． 7 Bz deviation of two-layer medium in different

thickness strata with half space parameter 50 Ω·m

首先对
dBz

dt 进行一维正演，在电阻率 50 Ω·m 的情况下，

其分辨率可达到的探测时间大约在 0． 026 s． Bz 在同样的模
型参数下，其分辨率可达的探测时间大约在 1． 380 s，由此说

明 Bz 相对于
dBz

dt 在探测深度上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生产实

践中，TEM 方法一直受到勘探深度的限制．基于低温 SQUID
的 Bz 测量方法，能够大幅度地增加有效接收时间，进而极大
地增加 TEM的勘探深度，这对 TEM勘探方法将可能产生一
个极大的促进．
1． 2 不同偏移距下均匀半空间不同层参数的 Bz 正演

为了得到均匀半空间 Bz 不同电阻率正演衰减曲线，本

文设置电偶极子源，其收发距分别为 10 m、100 m、1000 m、
10000 m，时间区间 10 －6 ～ 10 －1 s，考虑到 SQUID的分辨率为
50 fT，正演计算时，设置电流源 50 A，偶极长度 2000 m 条件
下，则米安培电偶极子产生的的幅值至少高于 10 －10 nT才能
被分辨．

在收发距较短时，早期曲线就出现明显衰减，电阻率越
低，开始衰减越晚，电阻率越高，开始衰减越早，且在晚期不
同电阻率之间有明确地区分，说明 Bz 在收发距为 10 m 时，
对不同层参数反应敏感( 图 3) ．

当收发距进一步增大时，相较于图 3 早期 Bz 的衰减明
显延迟，且数值上减少了两个量级．在满足 SQUID 分辨率的
前提下，时间基本上在 100 ms ～ 10 s 之间，能达到一定的测
深效果( 图 4) ．

收发距增大到 1000 m时，早期数值减少两个量级，晚期
时间基本上处于 1 ms 之后，相较于图 4 有效数据的长度进
一步缩短( 图 5) ．

选取极端情况，当收发距增大到 10000 m后，早期数值继续
减少两个量级，晚期探测时间基本上在 0． 1 s之后，有效数据长
度进一步缩减．由此，较长的收发距对实际勘探不利( 图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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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米安培电偶极子在三种不同模型参数下的
dBz

dt 正演结果

( a) 磁场变化分量; ( b) 模型 1、模型 2 与模型 3 的离差; ( c) 相对误差．

Fig． 8
dBz

dt forward modeling of three different model parameters for electric diploe

( a) Magnetic induction component; ( b) Deviation for model 1，2 and model 3; ( c) Ｒelative error．

图 9 米安培电偶极子在三种不同模型的 Bz 正演结果
( a) 磁场分量; ( b) 模型 1、模型 2 与模型 3 的离差; ( c) 相对误差．

Fig． 9 Bz modeling of three different model parameters for electric diploe
( a) Magnetic field component; ( b) Deviation for model 1，2 and model 3; ( c) Ｒelative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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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长偶极及观测点在直角坐标中的对应位置
Fig． 10 The corresponding position of the long dipole and

the observation point in rectangular coordinate system

图 11 1 km的长偶极在任意点的 Bz 正演结果
( 根据 SQUID最小分辨率，截取以上部分)

Fig． 11 Bz modeling for 1 km long dipole at any point

( intercept the part above 50 fT according to the
minimum resolution of SQUID)

2 层状介质的一维正演

2． 1 不同层厚的两层介质的 Bz 正演

首先( 何继善，2010;朴化荣，1990) 给出频率域磁场的一
维正演公式:

Hz ( ω) = － Ids
2π

sinφ r ∫
∞

0

λ

λ +
m1

Ｒ1

J0 ( λr) dλ ， ( 5)

其中 J0 ( λr ) 为零阶贝塞尔函数，涉及到汉克尔变换
( Anderson，1982) ，本文采用 Guptasarma 和 Sigh ( 1997 ) ，140

点的汉克尔滤波系数 λj =
1
r * 10［a + ( j － 1) s］，( j = 1，…，140 ) ，

a = － 7． 91001919000，s = 0． 0879671439570，mi = λ2 － ki槡 2，

图 12 1 km的长偶极在任意点的 Bz 正演结果
Fig． 12 Bz modeling at any point for the dipole length 1 km

k为波数，i = 1，…，n为层数，hi 为 i层层厚:

Ｒ1 = coth m1h1 + arcoth
m1

m2
{coth m2h2 [+ arcoth

m2

m3

[
coth

m3h3 +… (+ arcoth
mn － 1

m ) ] ] }
n

． ( 6)

考虑到正弦变换在任何条件下精度都较高，在此选用正
弦变换法( 王华军，2004; 徐振平和胡文宝，2011 ) 做频时转
换，对层状介质进行的一维正演．模型采用两层介质，主要讨
论 SQUID的探测深度．模型参数，的地层，收发距 1000 m，电
流 50 A，长度 2000 m 的发射源，计算第一层层厚分别为
500 m、1000 m、2000 m、5000 m的地层对应的正演曲线并与
均匀半空间地层做离差，得到的结果如图 7 所示．

由于不同深度的两层介质的实际 Bz 正演在数值上存在
可分辨的异常差异，但无法直观地从曲线上看出差异，因此，
本文将其结果与均匀半空间地层进行离差，得出的曲线如上
图所示．第一层层厚 500 m 时，早期数值最高，晚期衰减最
快;相较于 500 m 的结果，1000 m 的 Bz 早期数值上明显减
小，衰减速率小于 500 m; 2000 m 和 5000 m 次之，晚期层厚
5000 m的数值最大，说明能量衰减最慢，电阻率最低，与实
际相符．此外，虽然图中有三条曲线较为接近，但通过计算我
们知道，对于第一层层厚 2000 m 和 5000 m 的两条曲线，在
早期的差异也是 SQUID 的分辨率的 100 倍，在晚期 0． 1 s
时，两条曲线的差异约为 SQUID的分辨率的 11 倍，由此说明
该深度可测．
2． 2 不同层状介质模型的对比

典型三层介质模型对比，偏移距 1000 m，电偶极 1 m，电
流 1 A．分别考察含水采空区和无水采空区．

模型 1:含水采空区电阻率 ρ1 = 100 Ω·m，ρ2 = 10 Ω·m，
ρ3 = 1000 Ω·m，层厚 h1 = 200 m，h2 = 5 m;

模型 2:无水采空区电阻率 ρ1 = 100 Ω·m，ρ2 = 5000 Ω·m，
ρ3 = 1000 Ω·m，层厚 h1 = 200m，h2 = 5 m;

模型 3:无异常层介质电阻率 ρ1 =100 Ω·m，ρ2 =1000 Ω·m，
层厚 h1 = 205 m．

由
dBz

dt 的正演曲线可以看出，异常值明显出现在 10 －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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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其主要反映浅层穿透率受层参数的影响，最终达到分
辨率以上的有效数据是在 20 ms 以内( 图 8 ) ． 随后，对三组
模型进行 Bz 正演，得到的结果如图 9 所示．

不同于
dBz

dt 的正演曲线，Bz 曲线在早期就可以明显分

辨，且在 10 －4 ～ 10 －3 s处，三条曲线的曲率发现明显的变化，

与
dBz

dt 的正演结果相对应，亦是浅层不同层参数穿透率不同

的体现．图中的离差和相对误差曲线是模型 1、模型 2 分别与
模型 3 做离差和相对误差得到的结果． 结果显示，模型 1 的
相对误差约保持在 6%以内，模型 2 的相对误差约保持在
2%以内，可以明显看出相较于高阻区，Bz 对低阻区的异常
敏感．

3 1 km长偶极有效观测范围的选取

长度为 1 km的发射源 AB，电流强度 20 A，分别在位于
其正北 10 m、2 km、正东 2 km、北东方向的四个点做其时间
域 Bz 正演( 图 10) ．本文将 AB等分为 1000 个 1 m长的电偶
极子，分别在其对应的坐标位置得到每个偶极子的磁场值，
累加得到各点的总响应结果．

图 11 可以明显看出，靠近偶极中心处 10 m 的点，在早
期有不用于其他曲线的快速衰减情况，当数值衰减到一定程
度，曲线斜率发生变化，处于加速衰减的状态． 此外，在平行
于偶极的位置( 2000，0) 处的点，相较于其他曲线，早期值明
显少了两个数量级，由此导致探测时间受限，数据其包含深
部信息较少，进而无法获得有效结果．随后，提出了一种对长
偶极探测，寻求最佳探测角度的有效方案，分别选取( 1000，
1000) 和( 2000，933) 作为观测点，正演结果如图 12 所示．

由图 12 可知，( 1000，1000) 和( 2000，933) 通过 Bz 得到
的正演结果在 1 s之后仍有数据，说明可以到达一定的勘探
深度，满足勘探要求． 说明在该范围内做 TEM 勘探是可行
的，由此推算出夹角约为 75°，也就是说在以( 0，0) 为原点放
置一个 1 km长的电偶极，在两公里的矩形范围内，以北东方
向 75°以内的点 Bz 是可测的．

4 结 论

( 1) 通过相同模型参数下的电偶极
dBz

dt 和 Bz 的正演曲

线，证明 Bz 在信号有效接收时间和勘探深度上具有明显优
势，极大地提高了 TEM勘探方法的性能．

( 2) Bz 正演结果表明，在较小的收发距条件下，Bz 场也
能得到大深度地层的有效信息，使得 Bz 场方法能够以较强
的信号条件下，进行大深度勘探．

( 3) 正演结果表明，Bz 方法对深部低阻薄层的探测灵敏
度优于高阻薄层．

( 4) 对电偶极 Bz 场地面空间分布的计算研究表明，电偶
极垂直方向上 ± 75 为夹角内的 Bz，均可进行有效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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