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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心回线式直升机航空瞬变电磁法中因其发射源与
接收线圈相对位置不变，故在电导率深度成像 ( Conductivity
Depth Imaging，CDI) 中无需考虑偏移距带来的影响，但半航空
瞬变电磁法的工作方式是利用长导线源在地面发射，无人机搭
载接收线圈在空中采集电磁响应数据，发射源与接收线圈相对
位置一直变化，存在偏移距的问题，无法像航空瞬变电磁一样
实现 CDI快速成像．本文提出建立“库”的思想，根据不同实际
情况建立不同的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利用分段二分搜索
算法来消除“二值性”带来的问题，使得半航空瞬变电磁电导率
深 度 快 速 成 像 ( Semi-Airborn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Conductivity Depth Imaging，SATEM-CDI) 方法得以实现．通过正
演模拟及实测数据成像分析，表明 SATEM-CDI 理论简单、处理
过程中无需迭代，计算速度快，可对大量半航空瞬变电磁数据
进行实时成像，且成像结果可靠，可为反演模型和初步地质结
构判断提供重要资料．
关键词 半航空瞬变电磁法;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分段二
分搜索算法;二值性;电导率深度快速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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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6038 /pg2021EE0304

Abstract Central loop type helicopter aviation in th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because of its source and receiver coil
position unchanged，thus in the depth of the Conductivity imaging
Conductivity Depth Imaging ( CDI ) do not need to consider in the
offset the impact of air，but the workings of Semi-airborn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is to use the long wire source on the surface
of the launch，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carries a receiver coil
to collect electromagnetic response data in the air，source and
receiving coils have been changing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fset
problem， cannot like air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rapid CDI
imaging method．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a “database” was
proposed in this paper，and different Conductivity electromagnetic
response data networks wer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ctual
conditions． Meanwhile，the segmented binary search algorithm was
used to eliminate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binarization”，so
that the Semi-airborn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conductivity depth
imaging method c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forward simulation and
imaging analysis of measured data，it is shown that Semi-Airborn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Conductivity Depth Imaging ( SATEM-
CDI) is simple in theory，no iteration is needed in processing，and
the calculation speed is fast，and a large number of Semi-airborn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data can be real-time imaging，and the
imaging results are reliable，which can provide important data for
inversion model and preliminary geological structure judgment．
Keywords Semi-airborn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Conductivity-electromagnetic response data network; Segmented
binary search algorithm; Binarization; Conductivity depth rapid
imaging

0 引 言

半航空瞬变电磁法( Semi-Airborn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SATEM ) 是继航空瞬变电磁法 ( Aerial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ATEM) 后发展的一种新兴方法，采用
接地长导线源向地下供以阶跃电流，致使地下空间一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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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产生一次磁场，一次磁场通过激励地质体产生感应涡流，
变化的二次电流会产生变化的磁场，即为感应二次场，用无
人机搭载接收机和线圈在空中进行探测工作． SATEM 是近
年来的兴起一种新的高效的勘查手段，相对于传统地面瞬变
电磁法而言，大大提升了勘探效率与作业人员安全性．此方
法适合在山地、起伏地形、沼泽地进行探测，对地下良导体探
测如低阻覆盖层、浅埋煤层、积水采空区等有明显优势和
效果．

无论是半航空瞬变电磁法还是航空瞬变电磁法，其数据
资料都较庞大、且处理反演费时，但电导率-深度成像
( Conductivity Depth Imaging，CDI) 法可快速将实测数据转换
为视电阻率-视深度剖面，其处理数据量大且处理速度快，使
得 CDI方法在航空瞬变电磁领域得到快速发展．当前，ATEM
中的 CDI方法主要有:基于层状介质在均匀半空间中最大电
流的深度近似成像方法( Fullagar and Ｒeid，1992 ) 、Emax 电
导率深度转换方法( Flick，2001) 、基于假层半空间模型的查
表法、双分量联合电导率深度成像( 朱凯光等，2015) 、合成孔
径快速成像方法( 戚志鹏等，2015) 、基于二分法的电导率深
度成像方法( 杨聪等，2020) ．

但是针对半航空瞬变电磁的快速成像方法还不多，目前
已有多辐射场源地空瞬变电磁法快速成像方法的理论研究
( 张莹莹等，2016) ，为解决半航空瞬变电磁反演成像耗时长、
模型不精确等问题，本文提出建立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
来消除偏移距带来影响的一种半航空瞬变电磁快速成像方
法．根据不同线源长度、发射电流大小，建立不同的电导率-
电磁响应数据网，通过分段二分搜索算法消除“二值性”来
查询实测数据对应的电导率后建立视电阻率-视深度模型．

1 半航空瞬变电磁一维正演计算

在长导线瞬变电磁勘探中，接收线圈主要接收的是磁场
Hz 分量，本文一维正演模拟基于分析水平层状垂直分量 H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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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z ( ω) 为垂直分量的频率域磁场响应( A/m) ; ω为采样
角频率( rad /s) ; I 为电流强度( A) ; 设定导线源的中心位于
坐标原点，沿 x轴向两侧延伸至 L和-L; Ｒ为偏移距; rTE为 TE

模式下的反射系数; u0 = λ2 － k槡 2
0 ; k0 为空气介质波数; z 为

线圈接收高度( m) ; J1 为一阶 Bessel函数; λ为积分变量．
求解 Hz 主要可分为三步:
第一步通过汉克尔积分变换求解含一阶 Bessel 函数的

频域磁场 Hz ( ω) ，利用汉克尔积分变换计算公式:

f( r) = ∫
∞

0
K( r) Jn ( λr) dλ， ( 3)

线性数值滤波计算公式:

f( r) = 1
r∑

n

i = 1
K( λi ) Wi， ( 4)

λi 为抽样点位置:

λi =
1
r × 10［a + ( i － 1) s］， i = 1，2，…，n ， ( 5)

式中 r为收发距; Wi 为滤波系数点数，相关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滤波系数求解相关系数
Table 1 Filter coefficient to solv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ssel函数
阶数 Jn

滤波系数
点数 Wi

a s

一阶 J1 47 － 3． 05078187100 1． 1059901009510 －1

一阶 J1 140 － 7． 91001919100 8． 1796714395410 －2

在满足精度的情况下，本文采用 D． Gupatarsama等人提
出耗时较少的 47 点滤波系数计算频率域电磁场响应值．

第二步进行频时转换，长导线源瞬变电磁法属于时间域
电磁法，故电磁场频率域响应需通过频-时转换求得电磁场
的时间响应．本文利用余弦变换-折线逼近法进行频时转换，
得到磁场强度关于时间的变化率:

Hz ( t)
t ≈ － 2

πt2∑
N

i = 0

ＲeHz ( ωj +1 － ＲeHz ( ωj )
ωj +1 － ωj

×

［cos( ωj t) － cos( ωj +1 t) ］， ( 6)
感应电动势求得:

VZ ( t) = － NSμ0
hz

t
， ( 7)

( 6) 式中 ＲeHz ( ωj ) 为取 Hz ( ωj ) 的实部; ( 7) 式中 N为线圈匝
数; S为线圈的有效面积( m2 ) ; μ0 为真空下的磁导率( 4π ×
10 －7 H /m) ．

最后一步通过高斯数值积分实现对长导线进行积分，本
文利用 20 个点数的高斯积分系数和积分节点进行高斯数值
积分:

对含有外层积分 ∫
L

－L

y
Ｒ dx' ，其中 Ｒ 为公式 ( 2 ) ，通过

Gauss积分求解可以提高数值积分的代数精度． 对于 Gauss
积分公式有如下变换公式:

∫
b

a
f( x) dx≈ b － a

2 ×∑n

i = 1
Ai

a + b
2 + b － a

2 x( )i ， ( 8)

其中 n为积分点数，Ai 为积分系数，xi 为 Gauss积分节点，本
文选用 20 个积分点数的 Gauss计算系数．

图 1 半航空瞬变电磁工作布置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emi-airborn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work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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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均匀半空间下垂直感应电动势响应与电导率关系
Fi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ponse of the

vertical induced electromotive force and the
conductivity in uniform half space

半航空瞬变电磁法工作装置布置示意如图 1 所示，图 2
中可以看到，在均匀半空间情况下，不同时间道的电磁响应
值随电导率的增大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即一个电磁响
应值可能对于两个电导率值，称之为“二值性”，故对建立的
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直接进行查询时会导致查询的视电
阻率值紊乱的情况．针对出现的“二值性”问题，本文采取分
段二分搜索算法来规避此情况，即找出不同时间道的电磁响
应极值点分为两段进行二分法查询．

图 3 均匀半空间不同时间道场扩散趋势
( a) 10 Ω·m; ( b) 100 Ω·m．

Fig． 3 The diffusion trend of different time in uniform half space
( a) 10 Ω·m; ( b) 100 Ω·m．

半航空瞬变电磁法与航空瞬变电磁法最明显的区别在
于场源的变化，这使得半航空瞬变电磁的探测中必须考虑偏
移距这个变量，根据正演模拟出不同时间道下场的扩散状

态．为建立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提供重要依据．假定线源
长度为 1000 m、电流强度为 20 A、飞行高度为 30 m，模拟电
阻率值为 10 Ω·m 和100 Ω·m 的均匀半空间中不同时间道
感应场的扩散情况，图 3 为均匀半空间模型中不同时间道感
应场的扩散趋势，感应场在电阻率 100 Ω·m 的均匀半空间
内明显比电阻率10 Ω·m 的均匀半空间内衰减更快．但无论
电阻率值处在什么范围，均匀半空间下感应场都是关于线源
中心对称，故在建立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时只需建立测
区对称区间 1 /4 范围即可．

根据实际情况，模拟计算电磁响应值与电导率值的关
系．装置参数定为:线源长度 1000 m，接收高度 30 m，发射双
极方波，电流强度为 20 A，接收线圈的有效面积采用归一化
计算;采样时间道从 0． 09 ms至 10． 0 ms 中以对数间隔分布
抽取 15 道，电导率取值范围采样以 10 为底对数分布从 10 －4

S /m到 102 S /m之间采样 600 个点．

2 分段二分搜索算法原理

半航空瞬变电磁法 ( SATEM ) 与航空瞬变电磁法
( ATEM) 最大的区别是存在偏移距，且偏移距一直变化的．
在使用 CDI 方法进行视电阻率查询时，还必须考虑“二值
性”的问题，致使半航空瞬变电磁电导率-深度快速成像相比
航空瞬变电磁电导率-深度成像更为困难．本文提出建立电
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作为实测电磁响应查询数据库，并结
合分段二分搜索算法来解决“二值性”．
2． 1 分段二分搜索算法理论

当地下介质层厚变化不大时，相应电阻率值跃变情况很
少，即实际地层的电阻率值同深度变化具有一定连续性．故
在查询结果的基础上，根据上一层电阻率对下一层电阻率进
行约束控制．但由于建立的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中电导
率值与电磁响应值对应关系具有“二值性”，使得成像出现
多解性．本文对建立的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采用分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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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搜索算法( 刘俊，2012) ，使得不同测点电磁响应值通过快
速查询得到的结果符合客观事实情况．

基于分段二分搜索算法，其算法基本流程如下( 图 4) :
( 1) 假定 ti 时刻对应实测感应电动势为 Vz ( σi，ti ) ，对应

时刻真实电导率为 σi，根据工区的实际情况确定视电导率
的区间［σmin，σmax］，若无法确定则将视电导率区间定为
［0． 0001，100］．

( 2) 求取不同时间道电导率-电磁响应对应曲线的极值
点，极值点满足 V'z ( σi，ti ) = 0，即对应的电磁响应函数对电
导率的导数为零，极值点对应视电导率为 σk，对应电磁响应
值为 Vk ．求出极值点将电导率-电磁响应对应曲线划分为两
段，前一段为单调递增，后一段为单调递减．

( 3) 在( 2) 步骤中将整个区间划分为两段单调区间，分
别为［σmin，σk］单调增区间和［σk，σmax］单调减区间．在两个
单调区间进行二等分，单调增区间内二等分点设为 σk1，单调
减区间内二等分点设为 σk2 ．

( 4) 实测电磁响应值在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中进行
查询，实测电磁响应数据在不同区间内进行对应 σi 查询时
会出现这几种情况:①若实测电磁响应 Vz ( σi，ti ) 值等于 Vz

( σK1 / k2 ) ，则 σi = σk1 / k2 ;②若实测电磁响应值 Vz ( σi，ti ) 大于
Vz ( σK1 / k2 ) ，则重新定义查询区间范围为［σk1 / k2，σk］，继续在
新区间中进行二分搜索查询，直到满足所设定的精度要求;
③若实测电磁响应值 Vz ( σi，ti ) 小于 Vz ( σK1 / k2 ) ，则重新定义
查询区间范围为［σmin /max，σk1 / k2］，继续在新区间中进行二分
搜索查询，直到满足所设定的精度要求; ④若实测电磁响应
值 Vz ( σi，ti ) 不在任何一个区间的电磁响应值范围内，则舍

去计算．本文精度定义为 ε =
Vz ( σi，ti ) － Vz ( σk1 / k2，tk1 / k2 )

Vz ( σi，ti )
，当

精度值小于所设上限值时即满足条件跳出查询步骤，进行下
一点的查询．

( 5) 通过二分算法在两段单调区间内进行实测电磁响
应查询，不同测点对应时间道电磁响应数据在电导率-电磁
响应数据网中查询出两组对应视电导率值，在符合实际地质
条件电导率值范围中选择两组对应时间道的视电阻率值，测
区表层可测得其大致电阻率值，最早的时间道对应视电阻率
选用最接近表层地质体的电阻率值，后续时间道对应的视电
阻率值通过上一层来约束下一层，确保地层视电阻率连续
变化．
2． 2 成像视深度计算理论

航空瞬变电磁法( ATEM) 中视深度表达式( HUANG and
PUDD，2008) 为:

d = ( 2tρ /μ0 )
1 /2 － h ， ( 9)

式中 d为不同时间道数据查询的视电阻率对应视深度，h 为
接收线圈距地高度．但当地下介质电性变化过大时，计算出
的视深度可能会发生下一时刻成像深度小于上一时刻成像
深度．故采用成都理工大学毛立峰( 2013 ) 提出的一种成像
算法:

Dk =
d1 k = 1

Dk － 1 + dk － dk － 1 k{ ＞ 1
， ( 10)

式中 d1 是由( 9) 式得到，dk 是第 k 个延时的视深度，使用这

图 4 分段二分算法查询流程
Fig． 4 The query process of piecewise dichotomy algorithm

种定义表示当前时间道的视深度是由前一时间道对应视深
度加上下一延时扩散的视深度，故通过这种计算出的视深度
值不会出现紊乱．

通过各时间道查询出的视电阻率和视深度值即构成快
速成像结果，将一条测线不同测点不同时间道的响应数据进
行成像处理，即可得到一条测线剖面成像结果．

3 算例分析与实际应用

3． 1 单点 SATEM-CDI模拟分析
通过一维正演模拟出不同的薄层模型，不同地质模型设

置参数表 2、表 3 所示．装置参数设定为: 线源长度 1000 m、
电流大小 20 A、测点位置均为( 0，250) ，接收高度 30 m．针对
半航空瞬变电磁工作方法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需提前建立
对应偏移距的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从而消除偏移距所
带来的影响．

表 2 三层模型参数
Table 2 Three-layer model parameters

模型
参数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电阻率
/Ω·m

厚度
/m

电阻率
/Ω·m

厚度
/m

电阻率
/Ω·m

厚度
/m

模型1 50 100 5 20 100 ∞

模型 2 100 150 10 50 100 ∞

模型 3 10 100 100 20 10 ∞

表 3 四层模型参数
Table 3 Four-layer model parameters

模型
参数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电阻率
/Ω·m

厚度
/m

电阻率
/Ω·m

厚度
/m

电阻率
/Ω·m

厚度
/m

电阻率
/Ω·m

厚度
/m

模型4 10 40 50 75 20 15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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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模型 1( a) 和 2( b) 的视电阻率深度成像结果
Fig． 5 Apparent resistivity depth imaging results of model 1( a) and 2( b)

图 6 模型 3( a) 和 4( b) 的视电阻率深度成像结果
Fig． 6 Apparent resistivity depth imaging results of model 3( a) and 4( b)

图 7 正演测线 SATEM-CDI查询结果
Fig． 7 Forward test line SATEM-CDI query results

从图 5 中可以看到，对不同模型的低阻薄层，电导率深
度快速成像结果反映较好，伴随深度的增加，其对低阻薄层
的分辨能力也较好．从图 6 中可看到，快速成像对高阻薄层
的分辨能力不强，只能稍微反映出大概的电性差异趋势．对
不同薄层的反映来说，电导率深度快速成像曲线对 H 型地

质体反映的幅度和范围要比 K型地质体反映明显．针对多层
薄层模型时，电导率深度快速成像仍能反映低阻薄层模型．
从不同的模型反映结果来看，电导率深度快速成像方法对低
阻层模型的反映远大于对高阻层模型的反映，同时这也是大
多数电磁法所共同特点( 闫国翔等，2017) ．利用半航空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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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实测数据单测线电磁响应( dB /dt) 曲线图
Fig． 8 Electromagnetic response( dB /dt) curve of single measurement line of measured data

图 9 半航空瞬变电磁快速成像结果-阻尼最小二乘反演方法结果-结合模型反演结果
( a) CDI; ( b) INV; ( c) CDI-INV．

Fig． 9 SATEM-CDI results-Damped least squares inversion method results-Combine the model inversion results
( a) CDI; ( b) INV; ( c) CDI-INV．

图 10 实测数据地质剖面解释
Fig． 10 Geological section interpretation of measured data

电磁电导率深度快速成像方法对不同模型单点进行快速成
像，成像结果均能大致反映地下地层结构特征，单点模拟结
果表明 SATEM-CDI方法可靠．
3． 2 测线 SATEM-CDI模拟分析

单测点 SATEM-CDI 模拟分析后，进行测线 SATEM-CDI
模拟分析，正演模拟四层地质体模型，装置参数固定为:线源
长度 2600 m、电流大小 20 A、接收高度 30 m、测线偏移距为
250 m、测点间距为 50 m，根据模拟测线的参数提前建立相
对应模型偏移距的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模型参数见

表 4．

表 4 模拟测线地质模型
Table 4 Simulated line geological model

模型
参数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电阻率
/Ω·m

厚度
/m

电阻率
/Ω·m

厚度
/m

电阻率
/Ω·m

厚度
/m

电阻率
/Ω·m

厚度
/m

测线
模拟

20 40 10 60 20 5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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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演模拟出四层地质模型，偏移距 250 m 处测线( 点距
50 m) 的电磁响应值后，将正演出来的电磁响应值代入对应
偏移距的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中通过分段二分搜索算法
进行查询．图 7 所示为正演测线经 SATEM-CDI 方法查询得
到视电阻率-视深度结果，其视电阻率分布范围与建立模型
对应良好，对低阻层反映良好．目标低阻层成像深度在 50 ～
100 m范围，成像视深度与模型深度对应较好．

单点正演数据和测线正演数据通过 SATEM-CDI查询均
取得较好结果，可以反映模型电阻率的大致趋势及大致深度
分布．表明 SATEM-CDI理论可行，查询结果可靠，可用于实
际应用进行快速成像．
3． 3 实例应用

为验证半航空瞬变电磁电导率深度快速成像方法在实
际工作中的可行性，利用半航空瞬变电磁法对某古河道区域
进行结构探测，选用测区中一条实测数据进行 SATEM-CDI
成像．

采集的电磁响应数据经数据预处理后得到电磁响应曲
线如图 8 所示．根据工区实际情况建立线源长度为 2600 m，
电流大小 15 A，偏移距为 150 m的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
将实测电磁响应数据放入建立的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中
进行查询．将查询得到的视电阻率值和计算的视深度进行成
像，图 9a为 SATEM-CDI成像所示，其横向分辨率与纵向的
连续性都较好，剖面整体表现为二元电性特征，在古河道地
区明显反映其低阻特征，通过与实际地质资料对比，吻合度
较好，验证了 SATEM-CDI 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 与图 9b
阻尼最小二乘反演( 杨聪，2019) 结果相比，但在 － 200 ～ 0 m
位置对应不是太好，推断是由于 SATEM-CDI 以均匀半空间
为理论出发点建立的，在针对带地形或地下不均匀时，场值
分布与均匀半空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 － 200 ～ 0 m 区间
成像结果与阻尼最小二乘反演结果存在差异．其余范围整体
对应一致性较好，验证了此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

图 9c为结合 SATEM-CDI 成像结果给定初始反演模型
后通过阻尼最小二乘反演得到的视电阻率断面图，阻尼最小
二乘算法对初始地质模型要求很高且仅靠拟合数据往往会
降低可靠性，故建立准确的地质模型对反演尤为重要，通过
SATEM-CDI建立初始地质模型进行反演的结果其视电阻率
连续性好，更符合实际情况．且在细节部分反映更好，－ 200 ～
0 m段相对高阻异常是由于瞬变电磁法这种勘探方法存在
一段屏蔽区，导致中部高地浅表层的第四系覆盖物没有得到
很好的体现，下覆基岩为砂泥岩互层．中部高地区域与低洼
地区相比含水率较低，导致反演得到的视电阻率体现为相对
高阻异常．在 － 600 ～ － 200 m 和 400 ～ 700 m 范围内准确反
映了古河道所在范围．表明 SATEM-CDI 给定的初始模型对
后期反演是有效的，更能准确反映地质体的细节部分．图 10
为 SATEM-CDI得到结果给出的初始模型通过反演计算得到
视电阻率-视深度剖面图推断的地质结构剖面解释，测线所
在地形形态表现为 W型，中部高地浅表层为第四系覆盖层，
多为耕植土，厚度较薄，测线区域下覆基岩为砂泥岩互层;左
右两侧古河道区域为砂砾层覆盖;其余浅部覆盖层为第四系
亚黏土．

4 总 结

本文基于半航空瞬变电磁系统，实现一种半航空瞬变电
磁电导率-深度快速成像( SATEM-CDI) 方法．此方法可为大
规模测区半航空瞬变电磁数据进行快速成像，通过理论模拟
计算和对实例的应用，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 1) 不同于航空瞬变电磁( ATEM) 法中的 CDI 方法，本
文提出的 SATEM-CDI 通过建立电导率-电磁响应数据网的
方式来消除半航空瞬变电磁法中偏移距不断变化所带来影
响，使得半航空瞬变电磁快速成像得以实现．

( 2) 通过分段二分搜索算法解决瞬变电磁响应数据“二
值性”的问题，通过上一层对下一层约束得到符合实际情况
的视电阻率值和视深度，使视电阻率断面图结果可靠．

( 3) 半航空瞬变电磁电导率-深度快速成像 ( SATEM-
CDI) 方法理论简单、处理过程中无需迭代，计算速度快，可
对大量半航空瞬变电磁数据进行实时成像，且成像结果可
靠，为反演初始模型和初步地质结构判断提供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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