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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覆盖区寻找隐伏矿成为当前找矿工作的热点问题，尤
以寻找厚覆盖层下陡倾斜无磁性脉状金属矿难度较大．由于某
些陡倾斜金属矿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并与围岩存在较大的电性
差异，利用大功率场源发射系统，向地下发射不同频率电流，同
时利用接收仪器在场源附近分别测量不同频率供电( 或供电前
后) 时矿体上方磁场强度，可根据矿体内外的电流密度分布情
况，判断金属矿体存在与否及其位置． 在五河金矿整装勘查区
开展了电流磁场法穿透低阻厚覆盖层精准探测金矿体的找矿
方法试验．通过分析电流磁场异常特征，在陡倾斜脉状金矿体
上方发现了极具意义的“笋状”多频电流磁场组合异常，说明电
流磁场法在厚覆盖区寻找陡倾斜脉状金属矿具有较好的成果．
关键词 电流磁场法;厚覆盖区; 金矿; 探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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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tecting the hidden ore in the covering area has
become a hot issue at present． In particular，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vein-like non-magnetic metal ore with steeply inclined．
Based on the goo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some steeply inclined
metal ores and the large electrical difference between host rock，the
current magnetic field method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or detecting
this kind of ore． When an artificial current magnetic field passes
through the orebody，the current density distribu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orebody will be different，the local current magnetic
field anomaly is formed around the orebody． Current magnetic field
method was carried out for detecting gold ore bodies with low
resistance thickness covering layer in Wulong gold ore． By analyzing
the abn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magnetic field，a significant
“bamboo shoot”multi-frequency current magnetic field combination
anomaly is discovered above the steeply inclined vein-like gold
body，and Ideal detection effect are obtained．
Keywords Current magnetic field method; Thick coverage area;
Gold ore; Exploration; Effect

0 引 言

近年来，我国在深地资源电磁探测理论及装备技术等方
面取得新进展( 底青云等，2019; 吕庆田等，2019 ) ，可为覆盖
区找矿和环境地球物理的前沿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方法技
术手段( 薛国强等，2017; Di et al．，2021) ．厚覆盖区是指覆

盖层厚度 30 ～ 500 m 的地区( 汪青松等，2018) ，覆盖层多松
散、富水、电阻率低，具有遮挡、隔离和屏蔽电流作用，使得地
球物理方法的有效探测面临一定的挑战( 柳建新等，2019) ．

通常情况下，在覆盖区找矿中，多采用地面磁法和航磁
异常查证容易发现磁性的铁矿( 含共伴生矿) ( 张利明和凌
丹丹，2019) ，对于含有硫化矿体的矿体，通常采用激发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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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测量( 强建科等，2005) ，在覆盖区二次电场信号减弱，
体积效应增强，找矿效果受到很大影响．对于无磁性金属矿
如金矿、铅锌矿等，通常通过电磁法进行探测( 张光之等，
2015) ．但是，对于陡倾斜金属矿定位难度大．

由于某些良导体( 如块状、网脉状金属硫化物矿石、以及
含水体) 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并与围岩存在较大的电性差异，
在人工电场作用下，良导体体内外的电流密度分布将存在差
异( 傅良魁，1984 崔光浩; 和张洪元，1986 ) ，表现出不均匀
性，良导体如同导线通电，将产生电流磁场，可形成局部电流
磁场异常．

流场法实际上就是近场近频情况下测量电场的传导类
电法．流场法是通过发射电极 A 和 B，向地下发射一定频率
的电流场，在地下形成拟流场，通过接收机可以采集到拟流
场电流密度、电场强度幅值异常增大数据，根据水流场与电
流场的相似性，当电流通过管涌通道到达水库漏水口，通过
观测数据和曲线来分析判断漏水口的位置和规模．从而明确
给出渗漏通道入口的位置，这种方法因其查漏速度快，效果
好，已在国内推广应用( He，2008) ．

图 1 电流磁场法平行矿体供电方法原理示意图
( a) 工作示意图; ( b) 磁场响应曲线．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power supply method for parallel orebody by current magnetic field method
( a) Survey configuration; ( b) Magnetic field response curve．

与流场法相类似的方法为电流磁场法．电流磁场法实际
上就是近源低频情况下观测磁场的传导类电法． 1980 年傅
良魁教授出版了《磁电勘探法原理》，系统地阐明了磁电勘
探法的探矿原理和室内模型实验以及部分野外实际观测资
料( 傅良魁，1984) ; 1996年郭大江等研制了“低频电流磁场法
观测系统”，发射频率为 9． 75 Hz、19． 5 Hz、39． 0 Hz、78. 1 Hz、
156． 25 Hz、312． 5 Hz、625 Hz、1250 Hz，开展低频电流磁场法
( 低频磁场充电法) 找矿，在矿山确定已知发现矿体或矿化
带的空间分布，并发现被钻孔或坑道漏掉的隐伏矿( 郭大江
等，1996) ; 2010 年李建华等利用林品荣等研制的“阵列电磁
接收系统与大功率发射机”仪器，在内蒙古某矿区开展了磁
激电法( MIP) 与电激电法( EIP) 的剖面性对比试验工作，工
作频率为 2． 5 Hz、1． 25 Hz、0． 625 Hz，得出了“2 种方法在同
一测区获取的异常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的结论 ( 李建华等，
2010) ．然而到目前为止，利用电流磁场法开展地质实际找矿
成果不多，很有必要开展厚覆盖区陡倾斜矿体的电流磁场法
探测研究．

作者在五河金矿整装勘查区开展了电流磁场法穿透低

阻厚覆盖层精准探测金矿体的找矿方法试验． 试验结果表
明，采用多频率组合的电流磁场法具有穿透低阻覆盖层能
力．试验发现的“笋状”多频电流磁场异常具有重要意义，既
是厚覆盖层下陡倾斜金矿脉找矿标志，又是低频电流穿透低
阻覆盖层进入基岩矿化带的标志．试验结果表明电流磁场法
在厚覆盖区寻找陡倾斜脉状金属矿效果较好．

1 电流磁场法探测方法

电流磁场法是属于测量磁场变化的电法勘探，是在地
面、井中或者坑道中，利用低频交变电场对矿体或者矿化带
进行激发，在地面或者地下进行观测磁场各分量，从而发现
地下矿化目标体．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将一般电法中测量地面
上两点间的电位差改成逐点观测磁场的一类找矿方法．由于
观测磁场参数，受地形影响较小．磁电法中观测的磁异常主
要取决于地质目标体的导电性、导磁性和电化学作用( 邓靖
武，2005，翁爱华等，2017) ．

由安培定则和毕奥-萨伐尔定律可知，矿体周围产生
的电流磁场强度与供电电流大小正相关，如果矿体上部
存在低阻覆盖层时，地下电流分布存在趋胅效应，进入矿
体的电流大小还与供电频率有关 ． 低阻覆盖层具有屏蔽
电流作用，而低频电流具有一定的穿透低阻覆盖层能力，
频率越低穿透覆盖层进入矿体的电流越多，磁场越强 ． 如
果在地面沿平行矿体走向方向供电时( 图 1a) ，电流源 A、
B 发射的电流在地下沿电阻小的岩矿石中聚集流动，当
遇到待预测矿化带位置时，并且矿化带及矿体电阻率低
至一定程度时，电流大量聚集在矿体上，以此特征可以预
测出矿体的位置 ．

通过导线周围空间的磁场强度可有毕奥-萨伐尔公式计
算．水平电流源的磁场分别特征，如图 1b 所示． Hx 为是电流
磁场的水平分量，Hz 是垂直向纸面进去电流的磁场的垂直
分量，H⊙z 是垂直从纸面出来的电流的磁场的垂直分量．从图
1b中可以看出，线电流源在 X 轴上的投影与 Hx 极大值点
位，Hz 、H⊙z 交点位置对应． 当在地下存在低阻矿体时，由于
矿体的电阻率比围岩的电阻率低，电流相对集中于矿体，可
以通过分析磁场分布特征，确定矿体在地表的投影位置( 崔
光浩和张洪元，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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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五河金矿整装勘查区基岩地质图
1-新近系，2-白垩系上统邱庄组，3-白垩系下统新庄组，4-白垩系下统青山群，5-新太古-古元古代五河群峰山李组，

6-新太古-古元古代五河群庄子李组，7-新太古-古元古代五河群西崓堆组，8-古元古代花岗闪长岩，9-燕山期钾长花岗岩，
10-燕山期钾长花岗斑岩，11-花岗闪长斑岩，12-花岗斑岩，13-钾化带，14-推断 /实测断层及编号，15-地质界线，

16-小型金矿，17-中型金矿，18-整装勘查区．

Fig． 2 Geological map of bedrock in Wuhe gold mine
1-Neogene，2-Qiuzhuang formation of Upper Cretaceous，3-Xinzhuang formation of Lower Cretaceous，4-Qingshan group of Lower Cretaceous，

5-Fengshanli formation of Neoarchean Paleoproterozoic Wuhe group，6-Zhuangzili formation of Neoarchean Paleoproterozoic Wuhe group，
7-Xigudui formation of Neoarchean Paleoproterozoic Wuhe group，8-Paleoproterozoic granodiorite，9-Yanshanian potash feldspar granite，

10-Yanshanian potash feldspar granite porphyry，11-Granite Diorite porphyry，12-Granite porphyry，13-Potassic zone，14-Inferred /measured
fault and its number，15-Geological boundary，16-Small gold deposit，17-Medium gold deposit，18-Integrated exploration area．

2 试验区地质地球物理特征

2． 1 大地构造位置及地貌概况
五河金矿整装勘查区位于华北陆块东南缘与秦岭大别

造山带交汇部位，郯庐断裂带呈近近南北向穿过整装勘查区
中部，西侧为徐淮地块蚌埠隆起，基岩为前寒武纪变质岩;东
侧为大别构造带张八岭构造亚带，基岩为白垩系“红层”，参
见图 2．该整装勘查区处于安徽省蚌埠市东部，皖东北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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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0 号勘探线地质剖面
Fig． 3 Geological section of exploration line 10

图 4 电流磁场法试验磁场测点分布图
Fig． 4 Distribution of test magnetic measuring points

by current magnetic field method

中下游，横跨淮河两岸，为平原和低丘地貌，地表大部分被
第四系松散层覆盖，厚度 80 ～ 160 m，属于厚覆盖区 ． 基岩
为新太古-古元古代变质岩系 ． 前人在五河地区做了大量
地质矿产勘查和科研工作，但未取得重大突破，原因主要
为该区大面积被第四系覆盖，缺少有效的找矿方法 ．
2． 2 试验区地质特征

电流磁场法试验区位于五河金矿整装勘查区内河口铅

图 5 电流磁场法仪器设备观测装置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observation device by current magnetic field method

金矿Ⅰ号矿体 10 号勘探线附近，为淮河漫滩，地形平坦． 基
岩为上太古界-下元古界五河岩群西堌堆岩组( Ar3-Pt1x) 主
要岩性为角闪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岩，角闪岩、条痕状混合
岩，穿插有闪长玢岩、花岗斑岩等多种脉岩．覆盖层为新生代
第四系( Q) ，厚度 98 m，主要为亚黏土、黏土和砂土，含钙质
砂礓和铁锰结核． 10 号勘探线Ⅰ号矿体如图 3 所示．埋藏深
度 98 ～ 390 m，上端与与第四系接触，倾角 65°，倾向东南．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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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0 线地质勘探剖面多频组合电流磁场振幅( ΔH) 曲线图
Fig． 6 Multi-frequency combined current magnetic field amplitude ( ΔH) curve of 10 line geological exploration profile

化蚀变带厚度 10 ～ 15 m，其中矿体厚度 1． 25 ～ 3． 35 m，矿石
自然类型为黄铁矿-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型、黄铁矿-石英脉
型、蚀变岩型，主要金属矿物为自然金、银金矿、方铅矿、黄铜
矿、黄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云母长石、方解石等，金含

量 5． 17 ～ 31． 8 g /kg3，铅含量 0． 79% ～ 2． 27%，围岩为五河岩
群西堌堆岩组变质岩．
2． 3 岩矿石电性特征

五河金矿整装勘查区内岩矿石中斜长角闪麻岩、混合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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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频率电流磁场振幅( ΔH) 平面等值线图
( a) 1 Hz; ( b) 1 /4 Hz; ( c) 1 /16 Hz; ( d) 1 /64 Hz．

Fig． 7 Plane contour map of magnetic field amplitude ( ΔH) at different frequencies
( a) 1 Hz; ( b) 1 /4 Hz; ( c) 1 /16 Hz; ( d) 1 /64 Hz．

图 8 河口铅金矿Ⅰ号矿体电流磁场振幅( ΔH) 剩余异常图
Fig． 8 Current and magnetic field amplitude ( ΔH)
residual abnormal map of hekou lead gold mine No． I

电阻率最高，约 4000 ～ 6000 Ω·m; 其次是角闪岩类、斜长片
麻岩、变粒岩、闪长岩等，约 2000 Ω·m;多金属硫化物矿石电
阻率最低，约 n × 10 －1 × 102 Ω·m;构造蚀变岩电阻率高于多
金属硫化物矿石，较完整围岩低很多，第四系电阻率 20 ～
100 Ω·m．主要岩矿石电性特征参见表 1．由表 1 可知，矿体
和矿化蚀变带电阻率低，斜长角闪麻岩、混合岩的电阻率高，
矿体和矿化蚀变带相对于围岩属于低阻良导体，具备开展电
流磁场法地球物理条件．

3 野外试验与成果解释

3． 1 测线布设
电流磁场法试验在五河金矿整装勘查区 10 号勘探线

Ⅰ号矿体所在区域进行． 采用类似直流电法中梯装置的工
作观测方式，供电 AB平行Ⅰ号矿体预测矿化带走向布设，
测线垂直矿化带，线距 50 m，点距 20 m． 在 1 /3 AB 区间范
围内测量．共完成 10 条测线，每条测线 25 个磁测点． 参见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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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五河金矿整装勘查区主要岩矿石电性特征表
Table 1 Electrical parameter table of rock ore

in wuhe gold orefield

序号 岩矿石名称 标本数
电参数( 几何均值)

电阻率 /Ω·m 极化率

1 第四系 20 ～ 100 1 ～ 2

2 含金多金属硫化物 10 42． 7 68． 57

3 含金多金属硫化物石
英脉、石英脉

12 119． 3 18． 79

4 构造蚀变岩 3 835． 4 2． 11

5 闪长玢岩、闪长岩 6 1322． 0 1． 89

6 混合花岗岩 13 1426． 6 1． 54

7 石英正长岩、正长斑岩 6 1508． 8 1． 26

8 黑云斜长片麻岩、斜长
片麻岩

36 1809． 8 1． 39

9 辉长岩、辉绿岩 4 2021． 3 1． 43

10 角闪岩、斜长 ( 黑云
母) 角闪岩

66 2400( 众值) 1． 60( 众值)

11 变粒岩、浅粒岩 17 2460． 6 2． 65

12 糜棱岩、绢英岩 4 2575． 2 1． 47

13 混合岩 66 4200( 众值) 2． 0( 众值)

14 黑云斜长角闪片麻岩 129 6400( 众值) 3． 2( 众值)

图 9 激电中梯和地面高精度磁测常规方法对比
( a) 河口铅金矿Ⅰ号矿体激发极化法极化率异常分布图; ( b) 河口铅金矿Ⅰ号矿体地磁异常分布图( ΔT化极) ．

Fig． 9 Comparison of conventional methods of IP intermediate ladder and ground high precision magnetic survey
( a)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induced polarization method polarizability anomaly of Hekou lead gold mine No． 1 orebody;

( b) Geomagnetic anomaly distribution map of Hekou lead gold mine No． 1 ore body ( ΔT polarization) ．

3． 2 试验仪器与观测参数
电流磁场法观测系统由发射机、接收机和磁传感器组

成，使用加拿大凤凰公司 V8 多功能电法勘探系统及有关磁
探头( 金仁贵等，2016) ，发射功率大、接收灵敏度高、抗干扰
能力强． TXU30 发射机的频率范围 0． 0039 ～ 10000 Hz; V8-
ＲXU接收机的频率范围 10000 ～ 0． 00005 Hz; MTC-50 H接收
磁探头的频率范围 400 ～ 1 /50000 Hz; 玉柴 KW-30 GF 发电
机功率为 30 kW，频率为 50 Hz．

采用类似于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 CSAMT法) 的场源
信号发射方式，供电导线矩形布设，边长为 1500 m × 750 m．
供电电极 AB位于一条长边两端，发射机、发电机位于另一
条长边中间位置，观测装置系统参见图 5．测量时，发射电流
固定为 20 A，磁探头垂直放置，同一测点分别测量 20 Hz、
2 －1 Hz、2 －2 Hz、2 －3 Hz、2 －4 Hz、2 －5 Hz、2 －6 Hz磁场振幅垂直
分量 ΔH．
3． 3 成果解释

将实测的磁场 ΔH进行电流归一化处理后，编制多频率
组合电流磁场振幅剖面曲线图和单频率电流磁场振幅平面
等值线图( 图 6) ．在已知矿体的河口铅金矿 10 线地质勘探
剖面上发现了“笋状”多频组合电流磁场异常，在Ⅰ号矿体
预测矿化带发现了带状电流磁场异常．

( 1) “笋状”多频组合电流磁场异常
如图 6，磁场振幅曲线高频部分基本平直，如同地下水

平竹根，无明显异常显示;高频部分则随着频率的降低，磁场
振幅曲线逐渐凸起，异常强度逐渐增大，如同竹笋节节高升，
故名“笋状”异常．解释如下:

20 Hz、2 －1 Hz电流磁场振幅曲线基本平直，无明显异常
存在，主要反映的是第四系覆盖层的电性均匀性，表明电流
未进入基岩;供电频率为 2 －2 Hz 时，矿体上方( 对应 1500 ～
1400 号位置) 电流磁场振幅曲线略向下弯曲，表现为弱负异
常，略低于矿体围岩电流磁场强度，推测由矿体外围硅化蚀
变电阻率增高引起; 2 －3 Hz 电流磁场振幅曲线平直，表明进
入基岩电流增多，在矿化带中产生的电流磁场增强，振幅强
度与硅化弱负异常相等抵消为零; 2 －4 Hz、2 －5 Hz、2 －6 Hz 电
流磁场振幅曲线在矿体上方均向上突出，异常显著，且频率
愈低异常强度愈大，表明进入基岩电流愈多．这是由于存在
电流趋肤效应引起，五河金矿整装勘查区新生代第四系覆盖
层电阻率低，地表供电具有屏蔽电流作用．

( 2) 带状电流磁场异常
对观测值经过供电电流归一化后，获得五河金矿整装勘

查区河口铅金矿推测Ⅰ号矿化带上不同频率电流磁场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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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等值线如图 7．图 7a 供电频率 1 Hz，最大磁场强度 ΔH
0. 044 nT，无明显异常存在; 图 7b 供电频率 1 /4 Hz，最大磁
场强度 ΔH 0． 106 nT，在推测Ⅰ号矿化带西南段有一条弱负
磁异常带显示，存在 0． 08 nT 等值线圈闭; 图 7c 供电频率
1 /16 Hz( 2 －4 Hz) ，最大磁场强度 ΔH 0． 23 nT，在推测Ⅰ号矿
化带上出现了串珠状正磁异常呈带状分布，圈闭等值线值
0. 18 ～ 0． 2 nT;图 7d供电频率 1 /64 Hz( 2 －6 Hz) ，最大磁场强
度 ΔH 0． 9 nT，推测Ⅰ号矿化带上带状正磁异常带进一步显
现，圈闭等值线值 0． 3 ～ 0． 8 nT．随着频率的降低，最大磁场
强度愈来愈大，带状磁场异常愈来愈明显．判断带状电流磁
场异常由推测Ⅰ号矿化带引起．后经河口金矿普查钻孔得到
证实( 汪青松等，2019) ．

4 分析与讨论

( 1) 找矿效果
电流磁场法寻找陡倾斜薄层金矿频率越低效果越好．频

率为 2 －4 Hz、2 －5 Hz、2 －6 Hz的低频电流磁场，在已知矿体上
方和推测矿化带上有明显异常存在，如图 6、图 7． 且频率愈
低，磁场强度愈大，不同频率间磁场强度差值也增大，有剩余
磁场异常( 如图 8 ) ．频率为 20 Hz、2 －1 Hz、2 －2 Hz、2 －3 Hz 的
相对较高频率的电流磁场，在矿体上方异常不明显．说明频
率低于 2 －4 Hz的低频电流磁场法可以穿透类似于五河金矿
整装勘查区内厚度为 100 m左右的低阻覆盖层，具有寻找低
阻金属矿体的能力．

( 2) 找矿对比
在本次电流磁场法试验之前，开展了同比例尺激电中梯

和地面高精度磁测等常规物探方法测量工作，河口铅金矿Ⅰ
号矿体上方极化率均异常显示( 图 9a) ，矿体上方也无条带
状正磁异常显示( 图 9b) ．

5 结 论

可以利用大功率场源发射系统，向地下发射不同频率电
流，同时利用接收仪器在场源附近分别测量不同频率供电
( 或供电前后) 时矿体上方磁场强度，根据磁场变化情况，判
断金属矿体存在与否及其位置．电流磁场法在厚覆盖区寻找
陡倾斜脉状金属矿具有理论优势，避免了偶极测量电法勘探
的体积效应，异常容易解释，定位效果好．

本次试验之前，为了观测参数设计和预估试验成果，进
行了数值模拟．在低阻覆盖区进行电磁法勘探，需要设计出
合理的供电频率，才能确保供电电流能够穿透低阻覆盖层到
达基岩矿体中．供电频率是方法设计的最大难题，在开展类
似的覆盖区找矿工作时，可首先开展已知矿区由高频到低频
依次测量多频率供电电流磁场试验工作，以便获得完整的电
流磁场“笋状”异常，以此作为面上工作参数设计和质量评
价的依据．

本次试验只测量了磁场垂直分量，没有进行三分量电
流磁场测量，缺少寻找平缓产状矿体试验成果，需要对该方
法进行深入研究和更多矿床类型更多地区的推广试验，不
断积累经验．基于现有仪器组合可以开展电流磁场法测量
工作，节约了购仪器设备资金．但是现有仪器组合野外数据
采集成本高，生产效率低，还需要研究轻便化和更多通道专

用仪器设备．同时开发直流场源发射系统，开展直流供电模
式电流磁场法探测技术研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工作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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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