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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全空间效应的影响因素及变化规律，可以有效地
丰富地下瞬变电磁法的正、反演理论体系．为此，首先建立层状
全空间模型，推导了全空间的瞬变电磁响应公式，采用快速汉
克尔变换和余弦变换求出了回线中心处的感应电动势，对比分
析了叠加方法得到的全空间响应，并引入全区视电阻率来分析
瞬变电磁场扩散规律和全空间效应影响因素，最后通过实测模
型来验证模型的计算效果． 结果表明，层状全空间模型计算出
的响应值相对误差低于 3%，精度较高;叠加方法计算的瞬变电
磁响应不是真正的全空间，且全空间响应均大于半空间响应的
值;在低阻层存在时，全空间响应早期受电阻率和厚度的影响
较强烈，由此发现在全空间条件下减少巷道内低电阻率干扰体
是减小盲区的重要手段; 在超高阻层存在时，半空间响应仅仅
是全空间条件下观测点以上的地层电阻率为无穷大的特殊情
况;低阻目标层的视电阻率受目标层埋深与层厚差异的影响，
若埋深与厚度相差小则分层效果越好;实测数据的建模结果显
示计算方法有一定的正确性．本研究填补了矿井瞬变电磁一维
全空间响应研究内容，为实际应用提供了验算基础．
关键词 矿井瞬变电磁法; 层状介质; 全空间效应; 全区视电
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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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hanging laws of the
whole-space effect can effectively enrich the forward and invers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underground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 TEM) ． In this paper，the layered whole-space model is
established firstly， and th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response
formula in the whole-space is derived． The induced electromotive
force at the center of the loop i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Fast Hankel
transform and cosine transform． The whole-space response obtained
by the superposition method is compared and analyzed，and uses
all-time apparent resistivity to analyze the diffusion rule of th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field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whole-
space effect． Finally，the calculation effect of the model is verified
by measuring th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ve error of
the response value calculated by the layered whole-space model is
less than 3%，and the accuracy is high; th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response calculated by the superposition method is not the real
whole-space，and the whole-space response is greater than the value
of the half space response; When the low-resistivity layer exists，the
effect of resistivity and thickness on the whole-space response is
strong at the early stage． It is found that reducing the low-resistivity
interference body in the roadway under the whole-space condi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duce the blind area; when the ultra-high
resistivity layer exists，the half space response is only the special
case that the formation resistivity above the observation point is
infinite under the whole-space condition; the apparent resistivity of
the low resistivity target layer is affected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uried depth and the thickness of the target layer， i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uried depth and the thickness is small，the
stratification effect is better; the modeling results of the measured
data show that The calculation method is correct． This study fills in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one-dimensional whole-space response of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in mine， and provides a checking
calculation basi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Min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Layered
media; Whole-space effect; All-time apparent resis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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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层状全空间模型能近似表达煤田水平分层结构，该模型
的瞬变电磁响应特征可以直观地反映全空间效应．对于激发
源在地面，接收线圈位于地面或井中的瞬变电磁法在正、反
演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主要研究空间
上瞬变电磁场随时间衰减的规律( 朴化荣，1990; 白登海等，
2001;刘志新等，2007; 胡兵等，2010; 胡博等，2013; 李建慧
等，2013，2015; 范涛等，2016; 李锋平等，2016; 陈丁等，
2018) ．从场源的激发来看，与地面瞬变电磁法不同，矿井瞬
变电磁法的观测仅位于巷道内，无法灵活地改变发射与接收
线圈的相对位置，适应能力较弱;又加之，接收到的目标体响
应来自有效观测距离内( 可能是巷道顶、底板内部或者掌子
面前方) ，这给研究该响应随空间与时间的分布规律带来困
难，但仍有学者探索全空间瞬变电磁响应的本质．

在全空间正演研究方面，利用模式分解理论，得出层状
空间电磁位和电磁场的关系( 沈金松等，2012) ．基于有限差
分得到电磁场扩散形态，研究巷道环境下的全空间瞬变电磁
场分布变化规律，并且认为全空间效应和巷道畸变影响是矿
井瞬变电磁法固有的特殊问题( 岳建华等，2007; 岳建华和
杨海燕，2008; 杨海燕和岳建华，2008) ．对多匝回线发射源进
行三维瞬变电磁数值计算，并应用在煤炭超前探中，证实该
方法有较好的效果 ( CHANG et al．，2016 ) ． 通过改进 CPML
吸收边界、优化循环迭代方式进行三维瞬变电磁正演模拟
( 余翔等，2017) ．多尺度网格的三维有限差分能够高效地提
高模拟精度( 孙怀凤等，2018) ．在实际应用方面，研究者采用
小波变换、波场变换原理等数学方法及物理模型实验方法求
解由金属支护和铁轨引起的井下噪声、低阻屏蔽层影响特征
等问题 ( 唐新功等，2000; 王华军和罗延钟，2003; 王华军，
2004;于景邨等，2007;薛国强等，2008;闫述等，2009; 杨海燕等，
2009;张欢和彭刘亚，2010;岳建华等，2012; Yan et al．，2016) ．

虽然多维空间瞬变电磁场的数值模拟众多，但对实测资
料的直接帮助有限; 物理实验对实测资料处理帮助较大，但
未涉及层状全空间解析响应问题． Krivochieva 和 Chouteau
( 2002) 将全空间认为是两个半空间响应的叠加，并研究了
叠加空间与半空间的响应特征，没有得出真正的全空间瞬变
电磁响应．本研究结合 Swidinsky 等( 2012 ) 提出在海洋环境
下的瞬变电磁响应，引入到呈层状分布的煤炭领域，采用汉
克尔变换和时频变换的方法计算垂向感应电动势，阐述全空
间效应对响应特征影响的变化规律，同时，利用视电阻率的
综合表现特性来分析瞬变电磁场在全空间介质中的传播规
律，丰富了矿井瞬变电磁法的理论基础．

1 全空间层状瞬变电磁理论

1． 1 全空间层状介质瞬变电磁响应
建立一维全空间层状介质模型如图 1 所示，半径为 a的

发射线圈置于 i = 0 层内，其中心点与圆柱坐标( r，，z) 原点
重合，方向沿 z轴正向． 在 + z 方向上，介质的电导率和厚度
分别为 σi 和 di ( i = 1，2，…，N) ;在 － z方向上，介质的电导率
和厚度分别为 σj 和 dj ( j = 1，2，…，M) ．

Swidinsky等( 2012 ) 提出发射线圈激发的电场分量 E

( r，z) 满足赫姆霍兹方程，其柱坐标形式为:
2E ( r，z)
r2

+ 1
r
E ( r，z)
r

－
E ( r，z)

r2
+
2E ( r，z)
z2

= α2E ( r，z) ， ( 1)
式中:层内波数 α2 = sμ0σ，s为拉普拉斯变量，μ0 为真空磁导
率，σ为介质电导率．

式( 1) 的解 E ( r，z) 经汉克尔变换:

E ( r，z) = ∫
∞

0
e ( λ，z) λJ1 ( λr) dλ， ( 2)

得到:

E = sIa∫
∞

0

P1Q1

P1 + Q1
λJ1 ( λa) J1 ( λr) dλ， ( 3)

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可以得到，发射线圈中心处的感应电
动势为:

V( s) = sπIab2∫
∞

0

P1Q1

P1 + Q1
λ2J1 ( λa) dλ ， ( 4)

式中: b为接收线圈半径，P1、Q1 分别为 － z 方向 ( 后文统称
为 2π －半空间) 与 + z方向( 后文统称为 2π +半空间) 的核
函数递推值，全空间介质称为 4π 空间与 Krivochieva 和
Chouteau( 2002 ) 一致，J1 是第一类贝塞尔函数，I 为发射
电流．

图 1 一维层状全空间模型
Fig． 1 One dimensional layered whole space model

( 4) 式中的被积函数含有贝塞尔函数，对该积分的求解
方法主要有 Anderson ( 1979 ) 自适应快速汉克尔变换、
Guptasarma和 Singh ( 1997 ) 改进的快速汉克尔变换、以及
Knockaert( 2000) 基于快速正余弦算法的汉克尔变换，本文则
采用第二种方法．进而，可采用朴化荣 G-S 逆拉普拉斯变换
或王华军余弦变换数值滤波算法将得到的拉式域解变换回
时间域．
1． 2 全空间视电阻率

在均匀全空间介质情况下，Swidinsky 和 Nabighian
( 2015) 得出水平发射线圈中心处的感应电动势为:

V( t) =
μ0πIab

t
θ槡π e － θ( a2 + b2) I1 ( 2θab) ， ( 5)

式中: t为延时时间，I1 为第一类修正的贝塞尔函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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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 μ0σ /4t．

在晚期条件下，即 t→∞，则 θ→0，将 e － θ( a2 + b2) 和 I1
( 2θab) 进行泰勒展开，即:

e － θ( a2 + b2) = 1
I1 ( 2θab) = θ{ ab

， ( 6)

由式( 5) 和式( 6) 得到全空间晚期视电阻率为:

ρs =
μ0

4πt
μ0SaSb( )t

2 /3 V( t)( )I
－ 2 /3

， ( 7)

式中: Sa 为发射线圈面积，Sb 为接收线圈面积．比较可知，该
视电阻率公式与杨海燕等( 2010 ) 相同． 而对于全区视电阻
率，本文则采用杨海燕等( 2014) 的平移算法进行求解．

2 均匀介质的瞬变电磁响应

建立一个电阻率为 100 Ω·m 的均匀全空间模型( 2π －
半空间、2π +半空间介质电阻率均为 100 Ω·m) ，分别采用
层状介质响应式( 4) 和均匀介质瞬变表达式( 5) 计算感应电
位．在对式( 4) 的计算中，分别采用 47 点和 140 点汉克尔变
换求解积分中的贝塞尔函数，以及 G-S逆拉普拉斯变换和余
弦变换数值滤波法进行频时转换，由此确定计算层状全空间
瞬变响应的最优方法组合．在装置参数方面，发射线框边长
为 100 m，接收面积 1 m2，发射电流为 10 A．

图 2 为采用上述方法得到的感应电动势曲线．从图中可
以得出，采用余弦变换数值滤波法得到的两条曲线与解析曲
线吻合度整体上比 G-S逆拉普拉斯变换法高，G-S 变换曲线
在晚延时严重偏离解析曲线并出现正负值交叉． 误差统计
( 表 1) 也验证了这一结论，即余弦变换法与解析解的相对误
差低于 3%，而 G-S 变换的相对误差则高于 100% ．从表 1 也
可得出，采用余弦变换方法时，140 点汉克尔变换的精度好
于 47 点，因此在下文的计算中均采用这一组合．

表 1 不同算法的平均相对误差
Table 1 Average relative error of different algorithms

模型 均匀全空间

时频转换 余弦变换 G-S变换

汉克尔变换 140 点 47 点 140 点 47 点

相对误差 /% 1． 68 2． 93 126． 51 125． 85

对于电阻率为 100 Ω·m 的均匀半空间模型，分别采用
半空间公式和全空间公式计算该模型的瞬变响应，在应用全
空间公式时将该模型视为上半空间电阻率趋于无穷大的全
空间模型，绘制出的感应电动势曲线如图 3 所示． 图中曲线
在晚期随时间按 t － 5 /2衰减，而在感应电动势数值上，全空间
公式计算结果为半空间的 2． 5 倍，因而由其得出的视电阻率
值为半空间的( 2． 5) 2 /3约( 1． 842) 倍．

3 层状半空间和全空间响应特征

对于半空间水平层状模型，已有学者进行响应计算和特
征分析，使地面瞬变电磁的理论和应用更加成熟．而对于全
空间瞬变电磁响应的求解方面，Krivochieva 和 Chouteau
( 2002) 认为发射回线的中心处响应值是其上部半空间

图 2 不同方法得到的感应电动势曲线
实心点为余弦变换数值滤波法;空心图形为 G-S逆拉普拉斯变换法．

Fig． 2 Induced electromotive force curves obtained
by different methods

The solid point is the cosine transform algorithm; the hollow
figure is the G-S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algorithm．

图 3 均匀全空间、半空间瞬变电磁衰减曲线
Fig． 3 Uniform whole space and half spac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attenuation curve

( 2π －半空间) 和下部半空间 ( 2π +半空间) 的响应叠加而
成，并且在钾盐矿中得到验证，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这种
叠加方法不能得到真正的全空间．为了分析叠加方法的正确
性，如图 4 所示，本文建立了半空间模型( 图 4a、b) 以及全空
间模型( 图 4c) ，得到了图 5 所示的响应曲线，其中 4π 空间
是叠加方法，全空间解析解是式 ( 4 ) 的方法． 由图 5 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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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三个层状模型
( a) 2π －半空间; ( b) 2π +半空间; ( c) 4π空间．

Fig． 4 Three layered models
( a) 2π － half space; ( b) 2π + half space; ( c) 4π space．

图 5 叠加方法瞬变电磁响应值
Fig． 5 Superposition method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response value

出，对于模型的分层，全空间响应没有半空间响应变化明显;
全空间响应主要受低阻层的影响大，在早期，全空间响应主
要表现为 2π －半空间的电阻率 100 Ω·m，而受 2π +半空间
的影响，在晚期全空间主要表现为电阻率 50 Ω·m．相比单一
半空间，叠加方法的结果只是更为接近真实的值．

本文建立了文献 Krivochieva 和 Chouteau( 2002 ) 一样的
全空间模型，如图 6 所示，发射回线上方为一层 4 m 的空气
层( 电阻率 105 Ω·m) 和电阻率相对较小的 H型;其下方为电
阻率相对较大的 H型．以发射回线所在层为界限，分别得到
2π －半空间、2π +半空间、4π 全空间和全空间解析解的 4
条响应曲线．由图 6 可以看出，在上下空间的共同影响下，受
全空间效应作用，全空间响应值普遍大于半空间响应值;
2π －半空间的电阻率较小，得到的响应贡献越大，与全空间
更加接近，反之亦然;叠加方法的响应在复杂模型中存在较
大的误差，不能准确的反映层位信息．

4 典型的层状全空间响应

4． 1 三层模型
图 7 为 2π －半空间电阻率固定、2π +半空间两层模型

图 6 叠加方法和全空间解析解的响应曲线
Fig． 6 Superposition method and response curve of

analytical solution in whole space

低阻层介质参数变化时，得到的瞬变电磁感应电压曲线．在
低阻层的厚度一定的情况下，由于电磁波在低阻介质中传播
较慢，响应在早期特征受低阻层与均匀 2π －空间共同的影
响，在晚期时回归到均匀全空间曲线( ρ = 100 Ω·m) ．由于低
阻对电磁波的吸引大，当低阻层电阻率为 1 Ω·m 时，该“回
归”时间跨度较大，低阻层电阻率变化 1 个数量级时间跨度
为 2 个数量级，视电阻率也表现的较为明显． 半空间瞬变电
磁法响应受地表的低阻屏蔽的影响大，同样，全空间响应受
低阻围岩影响较大，得出的低阻层厚度大于实际厚度，这也
是在实际采集矿井数据时，需要避开金属等低阻干扰的原
因．而对于 ρ2 为高阻时瞬变响应表现为不敏感，与地面瞬变
电磁理论一样，文中不再阐述．

图 8 为低阻层厚度变化时，低阻电阻率为 50 Ω·m( 与围
岩电阻率相差较小) 时曲线表征全空间响应． 由图 8a、b 可
知，响应基本形态没有变化，电磁波传播受低阻厚度的增加
而表现更多的低阻特征，这种厚度变化直接体现在视电阻率
曲线上;厚度小于 5 m 时，早期的视电阻率在薄层时基本重
合，而厚度的增加使视电阻率表现出了更多低阻的特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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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第一层电阻率 ρ2 变化的响应与视电阻率曲线
Fig． 7 Ｒesponse and apparent resistivity curve of the first layer resistivity ρ2 change

图 8 第一层低阻厚度 d2 变化的响应与视电阻率曲线
Fig． 8 Ｒesponse and apparent resistivity curve of first layer low resistivity thickness d2 change

归时间也相应增加，反之亦然．图 9 为超高阻层厚度变化( 装
置位于巷道顶板时，厚度变化) ，高阻电阻率为 105 Ω·m( 电
阻率接近空气) 时，厚度的增加让响应曲线从全空间响应向
半空间转变;由图 9a、b可知，当高阻厚度为薄层( 1 m) 时，响
应只在早期产生影响，与均匀全空间响应类似; 当高阻厚度
d2 = 10

3 m时，在采样时间为 t ＜ 20 ms 都表现为均匀半空间
特征，在采样时间为 t ＞ 300 ms后回归到全空间介质特征，由
此可知，半空间介质只是全空间介质的特例．
4． 2 四层模型

考虑 2π －半空间电阻率( 高阻) 固定，2π +半空间为典

型三层的模型，图 10 为其低阻目标层电阻率变化时的全空
间响应曲线．由图 10a、b可知，厚度一定时，早期的电磁波位
于高阻层中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规律，得到的视电阻率为
100 Ω·m和 500 Ω·m的共同作用且介于两者之间．相反，低
阻对电磁波的离开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使得瞬变电磁法对低
阻的分辨能力更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响应在低阻层
的停留时间．图 11 为高阻层厚度变化，即低阻层的埋藏深度
变化时的全空间响应曲线． 由图 11a、b 可知，在高阻层的厚
度小于目标层的厚度情况下，视电阻率只在早期不同，且总
体表现为低阻，晚期基本重合．而对于厚度较大的高阻层，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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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第一层超高阻厚度 d2 变化的响应与视电阻率曲线
Fig． 9 Ｒesponse and apparent resistivity curve of the first layer ultra-high resistivity thickness d2 change

图 10 第二层电阻率 ρ3 变化的响应与视电阻率曲线
Fig． 10 Ｒesponse and apparent resistivity curve of second layer resistivity ρ3 change

阻层仍然能得到反应，说明瞬变电磁法对于低阻能更好的
识别．

5 应用实例

为查明湖南某煤矿巷道底板含水区域分布情况，采用重
叠回线瞬变电磁法对巷道顶底板进行探测．图 12a为实测数
据采用全区视电阻率( 全区视电阻率公式也适用于重叠回线
方式) 计算得到的视电阻率断面图，视深度计算采用于景邨
( 于景邨，2007 年矿井瞬变电磁法勘探中) 提出的矿井瞬变
电磁法时间-深度转换公式．由图可知，在横坐标为 0 m的位
置有一个低阻，由于巷道实际情况无法获取更多的资料，给

解释带来困难;在横坐标为 20 m的位置有一个低阻异常区，
深度下限为 50 m，上限为 63 m的区域，推断该处存在含水区
域，建议打钻验证．

根据图 12a的电性结构，建立了二维模型图，模型参数
如图 12b所示．在 X轴上设置点距为 2 m的测线，共计 21 个
测点，每个测点的 Z 方向上为层状全空间模型，装置参数与
前文一致．如图 12c所示为二维模型对应的视电阻率拟断面
图．由图可知，正演与实测数据得出的视电阻率断面图能够
较好的吻合，对于位置在( 30，0) 至( 40，0) 的高阻区域不能
分辨，这是瞬变电磁法对高阻探测不适用性．通过该模型，验
证了层状全空间响应计算方法的正确性，同时提升了数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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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第一层厚度 d2 变化的响应与视电阻率曲线
Fig． 11 Ｒesponse and apparent resistivity curve of the first layer thickness d2 change

图 12 采用全区视电阻率计算的视电阻率断面、建立的二维模型图和二维模型的视电阻率断面图
Fig． 12 Apparent resistivity section calculated by whole area apparent resistivity，established two-dimensional model map

and apparent resistivity section map of two-dimension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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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可靠性．

6 结 论

( 1) 全空间瞬变电磁研究参考成熟的地面瞬变电磁法，
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即推动了矿井瞬变电磁法的正、反演理
论体系，又为实际工作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空间与
半空间模型下，建议采用 140 点的快速汉克尔变换和余弦变
换数值滤波算法计算时间域瞬变电磁法响应，该组合得到的
精度更高．半空间是全空间条件下观测点以上的地层电阻率
为无穷大时的特殊情况，响应在晚期具有相同的衰减规律并
满足 2． 5 倍，晚期视电阻率约 1． 842 倍的关系．

( 2) 层状全空间不仅仅是两个半空间的叠加而成，受上
下两个空间的共同作用，其响应强度普遍大于半空间，这是
由于非空气介质相对于空气高阻对扩散场的吸引作用更强;
而叠加方法计算出的 4π空间响应，考虑了空气高阻的影响，
非真正的全空间响应．

( 3) 低阻层的电阻率和厚度对早期、纵向分辨率影响
大，即厚度大、电阻率越小的响应的作用时间更长．空气高阻
层的厚度变化让全空间响应逐渐转变为半空间响应，若厚度
较薄，只对响应早期产出较小的影响． 2π －半空间为均匀空
间时，低阻目标层对电磁波的吸引作用，所求得的视电阻率
影响程度依赖于目标层的埋深与厚度，若埋深与厚度相差不
大则分层效果越好．而 2π －半空间为 H型时，响应对目标层
的分辨能力与 2π +半空间的第一层厚度、第二层厚度成反
比，与目标层电阻率成正比．另一方面，通过对实测数据的模
拟，验证了层状全空间计算方法的正确性，确定了全区视电
阻率的适用性．

致 谢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编辑部的大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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