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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麦克斯韦旋度方程出发可以直接导出瞬变电磁场扩散方程，然而扩散方程不含电场对时间的一阶导

数，不能构成显式的时域有限差分方程，借鉴ｄｕＦｏｒｔＦｒａｎｋｅｌ有限差分离散方法引入虚拟位移电流项构建显式时

域有限差分方程．对 Ｗａｎｇ和 Ｈｏｈｍａｎｎ的经典时域算法进行了两点改进：第一，通过将矩形回线源电流密度加入

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安培环路定理方程，实现回线源瞬变电磁激发源加入；第二，在计算中考虑关断时间．第一点改

进使时域有限差分方程考虑了一次场的计算，并且源的计算不再依赖均匀半空间模型响应作为初始条件，使算法

能够适应表层电阻率不均匀时的三维复杂模型．由于实际观测中不可能出现阶跃电流的关断形式，第二点改进可

以方便设置发射电流下降沿．采用改进的三维时域有限差分正演算法对均匀半空间模型、四类三层模型、均匀半空

间中含有低阻块体模型进行了计算并分别与解析解、线性数字滤波解、积分方程解和 Ｗａｎｇ的三维时域有限差分

解进行了对比验证．以 Ｈ模型为例，采用建立的三维时域有限差分正演算法计算了不同关断时间的斜阶跃脉冲回

线源瞬变电磁中心点感应电动势衰减曲线．以实际地质资料为基础，构建包含两层采空区的三维复杂模型，以１μｓ

的极短关断时间进行了复杂模型定回线源瞬变电磁响应计算，并计算了该复杂模型的视电阻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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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中心回线装置和大定源装置是应用最广泛的瞬

变电磁探测方法之一，近年来在煤田采空区探测、金

属矿勘察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探测方法是在

地面敷设一正方形或矩形不接地回线作为发射线

圈，线圈内供矩形脉冲电流，电流关断后，在线圈内

和线圈外测量由地下低阻地质体引起的感应二次

场，通过分析二次场得到低阻地质体的位置和深度．

瞬变电磁正演是研究瞬变电磁响应规律的有效

途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瞬变电磁正演方面有

了很快的发展．目前常采用的正演算法主要有一维

线性数字滤波法，二维、２．５维有限差分法和有限元

法、三维积分方程法、时域有限差分法等［１］．一维层

状模型的正演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

熟［２４］．在积分方程正演方面，殷长春等
［５］、唐新功

等［６］基于张量格林函数的体积分方程对三维异常体

的瞬变电磁响应进行了正演模拟，并对瞬变电磁的

探测能力进行了分析，前者的研究还考虑了瞬变电

磁的激电效应．Ｚｈｄａｎｏｖ等
［７８］、ＳａｎＦｉｌｉｐｏ等

［９］对复

杂模型进行了三维积分方程正演，前者考虑了非均

匀背景电阻率并对复杂模型的偶极瞬变电磁响应特

征进行了分析，后者则重点分析了三维异常体的瞬

变电磁响应特征．Ｃｏｘ等
［１０］也采用体积分方程法对

航空电磁数据进行三维正演计算．在有限差分、时域

有限差分正演方面，宋维琪等［１１］采用有限差分法对

电偶源瞬变电磁进行了三维正演计算．Ｃｏｍｍｅｒ和

Ｎｅｗｍａｎ
［１２１３］采用并行有限差分法建立了电偶源瞬

变电磁三维正演算法．Ｏｒｉｓｔａｇｌｉｏ等
［１４］，闫述等［１５］采

用ｄｕＦｏｒｔＦｒａｎｋｅｌ有限差分方法研究了二维地电

断面下线源产生的瞬变电磁场，并分析了均匀半空

间中包含二维异常体时的瞬变电磁场分布特征．闫

述等［１５］、石显新等［１６］还研究了低阻覆盖层对瞬变电

磁场分布的影响．Ｗａｎｇ等
［１７１８］、肖怀宇［１９］、陈丹

丹［２０］采用改进的ＤｕＦｏｒｔＦｒａｎｋｅｌ有限差分形式建

立了三维时间域正演算法，其算法采用地面均匀半

空间瞬变电磁场的解析解作为初始条件加入到迭代

方程中，并对多种三维模型进行了分析．岳建华

等［２１］、杨海燕等［２２］采用电偶源激发进行了矿井瞬

变电磁探测三维时域有限差分正演．Ｈａｂｅｒ等

（２００７）
［２３］，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 等 （２００８）

［２４］，Ｙ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２）
［２５］则采用有限体积法进行了时间域航空瞬

变电磁的三维正演工作．此外，也有许多学者采用有

限单元法或者其他方法进行瞬变电磁场的三维正演

模拟［２６２９］．综合不同方法的优势与缺点，并考虑到任

０５０１



　３期 孙怀凤等：考虑关断时间的回线源激发ＴＥＭ三维时域有限差分正演

意三维复杂模型的正演问题，时域有限差分法被认

为是一种有潜力的三维正演方法．前人采用时域有

限差分的研究过程中均基于二次场的计算，没有考

虑一次场部分，以初始条件的方式加入负阶跃脉冲

的解析解作为激励源．这种使用初始条件作为激励

源的方式不能适用于两种情况：第一，表层电阻率不

均匀的模型不能采用均匀半空间的解析解来近似；

第二，进行隧道超前探测时，发射线圈位于隧道掌子

面上，该情况不存在解析解也无法进行简化得到解

析解．采用初始条件的方式施加激励源的另一个局

限是地面向下一定范围内只能按照均匀半空间的模

型进行设计，无法正确地反应浅层的地质信息．

由于观测设备的限制，不能做到数学上以ｄｅｌｔａ

函数表示的阶跃关断，由于关断时间的存在使实际

勘探中瞬变电磁响应与阶跃脉冲模拟的响应存在差

别．在瞬变电磁的关断时间方面，国内外许多学者也

进行较多的研究．早在１９７２年，Ｖｅｒｍａ
［３０］就研究了

６种不同输入波形对导体球的瞬变电磁响应，同期，

Ｐａｔｈｏｒ
［３１］对极化半空间在锯齿函数和斜阶跃函数

下的瞬变电磁响应进行了研究．Ｒａｉｃｈｅ
［３２］专门针对

关断时间中的斜阶跃函数进行了讨论，给出了层状

模型 瞬 变 电 磁 响 应 的 影 响 规 律．Ｆｉｔｔｅｒｍａｎ 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３３］也研究了发射机关断时间对瞬变电磁

测深的影响．Ｑｉａｎ
［３４］将下降沿宽度和发射机测量时

间之间构成时窗并分析了单极性脉冲和双极性脉冲

两种 不 同 时 窗 的 瞬 变 电 磁 响 应．Ｐｏｄｄａｒ 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３５］研究了发射机的关断效应以及接收机

的频带宽度对视电阻率的影响．于生宝和林君
［３６］针

对瞬变电磁发射机的关断时间进行了研究并通过硬

件改进实现了较小的关断时间．嵇艳鞠等
［３７３８］针对

ＡＴＴＥＭ系统求解了关断电流期间的瞬变电磁场，

并提出了校正方法，形成了软件系统．白登海和

Ｍｅｊｕ
［３９］研究了线性关断电流和指数关断电流对瞬

变电磁响应的影响并给出了相应的校正方法．杨海

燕和岳建华［４０］针对多匝线圈的关断效应与校正问

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对线性和半正弦关断函数

的响应特征进行了分析．杨云见等
［４１４２］采用将斜阶

跃响应分割为多个小电流元的方法进行考虑关断时

间的瞬变电磁一维正演，并进行了马奎特反演．前人

针对关断时间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断时间的校

正，均采用一维模型．但实际的地质模型应当是复杂

的三维模型，三维复杂模型中关断时间对瞬变电磁

衰减曲线的影响尚未见报道．

另外，随着仪器技术、航空电磁以及ＭＴＥＭ的

发展，对不同发射波形的瞬变电磁响应也提出了新

的要求，部分航空电磁勘探以及新兴的 ＭＴＥＭ 方

法要求进行ｏｎｔｉｍｅ的测量．为了弥补原有方法的

不足和适应新型探测方法的正演要求，本文以文献

［１７］的方法为基础，直接采用时域有限差分方程进

行推导，并进行了两点改进：第一，通过将矩形回线

源电流密度加入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安培环路定理方

程，实现回线源瞬变电磁激发源加入；第二，在激发

电流源的计算中考虑关断时间．文献［１７］的激发源

是以均匀半空间模型在关断后非常短的某一时刻，

地面及地下一定范围内的电场作为初始条件加入

的，这就要求地面在一定深度范围内是均匀的，本文

的第一点改进使时域有限差分方程考虑了一次场的

计算，并且源的计算不再依赖均匀半空间模型响应

作为初始条件，而是首先在计算区域内通过电流源

的激发和电磁场在有耗媒质中的传播特性形成一次

场，这样就可以考虑地表电阻率的不均匀性和模型

的任意复杂性．另外，由于实际观测中不可能出现阶

跃电流的关断形式，第二点改进可以设置激发电流

波形和下降沿，通过设置不同的关断时间，可以研究

关断效应对三维复杂模型瞬变电磁响应的影响规

律．为了验证论文算法的可行性和程序的可靠性，采

用建立的方法进行回线源瞬变电磁三维正演，均匀

半空间模型计算结果与解析解对比、四种典型三层

模型计算结果与线性数字滤波解对比、均匀半空间

包含三维低阻块体模型计算结果与积分方程解［４３］

对比，并且与 Ｗａｎｇ
［１７］的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证明

论文改进的时域有限差分方法可行并且精度可靠．

考虑关断时间对瞬变电磁响应存在较大影响，以 Ｈ

模型为例计算了不同关断时间中心点的感应电动势

衰减曲线，与负阶跃脉冲的线性数字滤波解进行对

比，发现关断时间的存在对晚期瞬变电磁衰减曲线

影响较小，对早期衰减曲线影响较大，关断时间越

小，早期的计算结果越接近负阶跃脉冲的线性数字

滤波解，关断时间越大，早期的计算结果与线性数字

滤波解偏差较大，就丧失了对浅层地质体的分辨能

力，因而缩短关断时间对于提高瞬变电磁勘探早期

结果的可用性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结论与前人采用

一维方法研究［３２，３９］的结论是相同的，说明本文建立

的三维方法对关断时间的考虑是合理的．以实际地

质资料为基础，构建包含两层采空区的三维复杂模

型，以１μｓ的极短关断时间进行了复杂模型定回线

源瞬变电磁响应计算．

１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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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控制方程

２．１　无源区域的电磁场方程

准静态条件下，均匀、有耗、非磁性、无源媒质中

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为

　　　　

Δ

×犈＝－
犅

狋
，　　　　　　　　　 （１ａ）

Δ

×犎＝σ犈， （１ｂ）Δ

·犈＝０， （１ｃ）Δ

·犎＝０， （１ｄ）

其中犈为电场强度，犎 为磁场强度，犅为磁通量密

度，σ为电导率，狋为时间．

对方程（１ａ）取旋度，并考虑（１ｃ）可以得到电场

的扩散方程，类似的也可以得到磁场的扩散方程，分

别为

Δ

２犈－μσ
犈

狋
＝０， （２）

Δ

２犎－μσ
犎

狋
＝０． （３）

前人的研究已经表明，阻尼波动方程和扩散方程是

可以通过准静态条件相互转化．在一定的边界条件下，

可以使用阻尼波动方程的解来代替扩散方程的解［１４］．

瞬变电磁勘探中一般忽略位移电流［４４］，因而其

电磁场问题符合准静态条件下的麦克斯韦方程组［３］．

由于忽略了位移电流，方程（１ｂ）缺少电场对时

间的导数，无法构成ＦＤＴＤ计算所需要的显式的时

间步进格式．由于ＦＤＴＤ数值计算的需要，并根据

阻尼波动方程与扩散方程的相互转化关系，人为地

加入一项虚拟位移电流，将方程（１ｂ）变为

Δ

×犎＝γ
犈

狋
＋σ犈， （４）

其中，γ具有介电常数的量纲，本文称其为虚拟介电

常数，γ的取值需要满足一定的稳定性条件．部分学

者的研究发现引入该虚拟位移电流项并给定合适的

取值能够放松ＦＤＴＤ迭代过程中对时间网格的划

分要求，并且不影响计算结果［１７］．事实上，如果不进

行准静态近似而直接采用麦克斯韦方程组进行求解

并取大地的实际介电常数，同样能够得到合理的结

果，这是因为在有耗的大地中电磁场的波动特性会

很快消失而只剩下电磁场的扩散特性，但是由于迭

代稳定性的要求，时间步要求非常短，总的计算时间

将会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例如，取灰岩的相对介电

常数为７，按照１０ｍ的立方体网格计算，为了满足

Ｃｏｕｒａｎｔ稳定性条件要求，最大的时间网格必须小

于８．８２３２×１０－９ｓ．如果计算１ｍｓ的纯二次场响应

至少需要进行１１３３３８步迭代，这将导致程序占用大

量的计算资源．

引入虚拟位移电流后，麦克斯韦方程组的时域

有限差分离散与未进行准静态近似的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

程组的离散方式类似．在直角坐标系中对 Ｍａｘｗｅｌｌ

方程组中（１ａ）和方程（４）写成分量的形式为
［４５］

犈狕

狔
－
犈狔
狕

＝－
犅狓

狋
，

犈狓

狕
－
犈狕

狓
＝－
犅狔
狋
，

犈狔
狓

－
犈狓

狔
＝－
犅狕

狋

烅

烄

烆
．

（５）

犎狕

狔
－
犎狔

狕
＝γ
犈狓

狋
＋σ犈狓，

犎狓

狕
－
犎狕

狓
＝γ
犈狔
狋
＋σ犈狔，

犎狔

狓
－
犎狓

狔
＝γ
犈狕

狋
＋σ犈狕

烅

烄

烆
．

（６）

　　Ｃｈｅｗ和 Ｗａｎｇ
［１７］的研究发现，在进行电磁场

数值计算的过程中，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组中的第四方程

（１ｂ）必须显式包含在迭代过程中，否则对低频电磁

场的计算结果是不可靠的．因而，对于磁场的计算，

可以通过电场先求解磁场的狓和狔两个分量，然后

通过这两个分量以及
Δ

·犅＝０来求解磁场的狕分

量．将方程（５）变形得到下面的表达式：

－
犅狓

狋
＝
犈狕

狔
－
犈狔
狕
，

－
犅狔
狋

＝
犈狓

狕
－
犈狕

狓
，

犅狕

狕
＝－
犅狓

狓
－
犅狔
狔

烅

烄

烆
．

（７）

　　方程（６）和（７）即为无源区域电磁场计算的基本

方程．

如图１所示，Ｙｅｅ元胞格式中电场和磁场分布

图１　ＦＤＴＤ计算采用的Ｙｅｅ晶胞格式

Ｆｉｇ．１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ＹｅｅＧｒｉｄｉｎＦＤ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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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位置，每个电场周围都有４个磁场分量，同

样每一个磁场周围都有４个电场分量包围，形成电

磁场的交替迭代模式．采用图１的Ｙｅｅ元胞格式和

坐标系进行均匀网格划分（图２），每个立方体网格

表面的中心设置为磁场分量，这样地面上可以恰好

设置每个网格的中心点作为垂直磁场分量的接收点．

将电场和磁场对时间和空间的一阶偏导数采用

中心差分近似可以得到离散的电场、磁场迭代格式，

详细的差分格式表达式请参见文献［４５］第１２—１６

页．磁场的狕分量由于采用了不同的离散方程其形

式与文献［４５］中不同，根据 Ｏｒｉｓｔａｇｌｉｏ的方法将其

离散得

犅狀＋１
／２

狕 犻＋
１

２
，犼＋

１

２
，（ ）犽 ＝犅狀＋１／２狕 犻＋

１

２
，犼＋

１

２
，犽＋（ ）１ ＋Δ狕×

犅狀＋１
／２

狓 犻＋１，犼＋
１

２
，犽＋（ ）１２ －犅

狀＋１／２
狓 犻，犼＋

１

２
，犽＋（ ）１２

Δ狓
＋

犅狀＋１
／２

狔 犻＋
１

２
，犼＋１，犽＋（ ）１２ －犅

狀＋１／２
狔 犻＋

１

２
，犼，犽＋（ ）１２

Δ

熿

燀

燄

燅狔

．

（８）

图２　均匀网格剖分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ｕｎｉｆｏｒｍ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Ｙｅｅｇｒｉｄ

式中的磁场分量节点位置与文献［４５］相同．

２．２　激励源的施加

与文献［１７，１９２０］中采用初始条件的方法加入

激励源不同，本文采用回线中加入阶跃电流的方式

进行加载，考虑激发电流的上升沿、持续时间和下降

沿．由于ＦＤＴＤ计算需要一个平滑的开始来保证稳

定性，为了方便与负阶跃脉冲激励下的瞬变电磁响

应进行对比，采用梯形波的发射电流波形．在有源区

域，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组中的（１ｂ）修改为

Δ

×犎＝γ
犈

狋
＋σ犈＋犑ｓ， （９）

其中，犑ｓ为源电流密度．

图３　回线源与网格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ｏｐ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ｇｒｉｄｓ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

　　采用如图３所示的网格分布施加回线源，回线

源采用电流密度施加在网格线上，与电场分量的空

间位置重合．根据图１中的坐标系及网格划分形式，

有源区域方程（９）的直角坐标分量形式为

犎狕

狔
－
犎狔

狕
＝γ
犈狓

狋
＋σ犈狓＋犑ｓ，

犎狓

狕
－
犎狕

狓
＝γ
犈狔
狋
＋σ犈狔＋犑ｓ，

犎狔

狓
－
犎狓

狔
＝γ
犈狕

狋
＋σ犈狕

烅

烄

烆
．

（１０）

　　以中心差分格式离散方程（１０）并整理，考虑软

源的加入方式将发射回线所在网格仍然按照差分格

式进行正常迭代［４６］，可得到电场迭代的ＦＤＴＤ形式：

犈
狀＋１

狓 犻＋
１

２
，犼，（ ）犽 ＝２γ－σΔ狋２γ＋σΔ狋

·犈
狀

狓 犻＋
１

２
，犼，（ ）犽 ＋ ２Δ狋

２γ＋σΔ狋
×

犎
狀＋１／２
狕 犻＋

１

２
，犼＋

１

２
，（ ）犽 －犎狀＋１／２狕 犻＋

１

２
，犼－

１

２
，（ ）犽

Δ狔
－

犎
狀＋１／２

狔 犻＋
１

２
，犼，犽＋（ ）１２ －犎

狀＋１／２

狔 犻＋
１

２
，犼，犽－（ ）１２

Δ

熿

燀

燄

燅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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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Δ狋

２γ＋σΔ狋
犑
狀＋１／２
ｓ
， （１１ａ）

犈
狀＋１

狔 犻，犼＋
１

２
，（ ）犽 ＝２γ－σΔ狋２γ＋σΔ狋

·犈
狀

狔 犻，犼＋
１

２
，（ ）犽 ＋ ２Δ狋

２γ＋σΔ狋
×

犎
狀＋１／２
狓 犻，犼＋

１

２
，犽＋（ ）１２ －犎

狀＋１／２
狓 犻，犼＋

１

２
，犽－（ ）１２

Δ狕
－

犎
狀＋１／２
狕 犻＋

１

２
，犼＋

１

２
，（ ）犽 －犎狀＋１／２狕 犻－

１

２
，犼＋

１

２
，（ ）犽

Δ

熿

燀

燄

燅狓

－
２Δ狋

２γ＋σΔ狋
犑
狀＋１／２
ｓ ． （１１ｂ）

　　激发源加载方式仅与电场的狓和狔分量有关，

因而犈狕 的迭代公式与无源区域的相同．实际进行

数值计算的过程中，将梯形波施加到回线源中，上升

沿和下降沿采用线性变化，由于上升沿和下降沿导

致电磁场剧烈变化，因而需要足够短的迭代时间步

来保持稳定，根据笔者的计算，采用１μｓ的上升沿

和下降沿时，采用１ｎｓ的时间步可以满足稳定．当

只关心下降沿的作用时，为了得到一个平滑的上升

过程，可以采用正弦波形或者指数波形作为上升沿

函数．图４给出了一种典型的梯形波发射电流波形

示意图，发射电流上升沿、电流持续时间以及下降沿

按照图中的时间段给出．

图４　梯形发射电流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

２．３　源所在单元的处理

对于无源区域和有源区域可以分别采用上述的

方程进行迭代计算，但回线源瞬变电磁的激发源是

细导线，在实际建模中细导线的尺寸远小于晶胞尺

寸，因而不能通过晶胞来模拟细导线，由于回线的存

在，源所在的单元网格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基于有

源区域的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实际建模时将发送线圈与

电场分量的空间位置重合（如图５所示），因而临近

单元仅需要处理网格中心的磁场分量［４５］．

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和安培环路定理，有

－∫犾犈·ｄ犾＝μ０

狋狊

犎·ｄ狊， （１２）

∫犾犎·ｄ犾＝ε０

狋狊

犈·ｄ狊， （１３）

对于某一时刻，发送回线附近的环向磁场和径向电

场按照１／狉的规律变化，其中狉为距导线中心的距

离．如图５所示，使用方程（１２）和（１３）可以求得源所

在网格环路的场值．由于导线临近单元的磁场仅与

该元胞表面的电场分量和上一时刻的磁场分量有

关，本例中仅需要求解 犎狕 分量，而前面为了保证

ＦＤＴＤ对低频电磁场求解的正确性，没有采用电场

分量求解犎狕 而是采用磁场的狓和狔分量来求解狕

分量，论文中的处理方法恰好回避了源所在网格的

特殊处理要求．

２．４　稳定性条件与边界条件

进行ＦＤＴＤ计算时必须满足Ｃｏｕｒａｎｔ稳定性

条件，针对三维 ＦＤＴＤ 问题，均匀网格剖分下的

Ｃｏｕｒａｎｔ稳定性条件为

１

γ槡μ
Δ狋≤

δ

槡３
， （１４）

其中，δ表示均匀网格剖分时的网格尺寸．

整理上式可以得到时间网格划分的条件

Δ狋≤δ
γμ
槡３， （１５）

从方程（１５）可以看出，通过适当放大虚拟介电常数

γ的值可以使时间间隔Δ狋的取值适当增大，减少迭

代次数．当γ取值为真实介电常数时，上式即为电磁

场波动方程的稳定性条件．事实上，γ的取值又取决

于时间网格Δ狋的取值．方程（１５）的另一个形式是

γ≥
３

μ

Δ狋（ ）δ
２

， （１６）

γ与Δ狋的相互依赖关系使问题更加复杂．虚拟位移

电流是为了方便构建显式的ＦＤＴＤ差分格式而引

入的，必须对虚拟位移电流项进行适当的限制以保

证其不致于太大而淹没了扩散场的特性．Ｏｒｉｓｔａｇｌｉｏ

和Ｈｏｈｍａｎｎ在分析二维ｄｕＦｏｒｔＦｒａｎｋｅｌ差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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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细导线与相邻单元的位置示意图

（ａ）发射回线与网格位置示意；（ｂ）发射回线角点与网格位置示意．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ｌｏｏｐ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ｉｄ

（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ｌｏｏｐ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ｉｄ；（ｂ）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ｌｏｏｐ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ｉｄａｔｔｈｅｂｅｎｄｉｎｇｐａｒｔ．

时给出了对虚拟位移电流的限制条件［１４］．结合三维

问题可以得到

Δ狋δ μσ狋

槡６ ， （１７）

根据 Ｗａｎｇ和 Ｈｏｈｍａｎｎ
［１７］的经验，时间网格按照

下式进行划分：

Δ狋ｍａｘ＝αδ μσ狋

槡６ ， （１８）

控制系数α的取值为０．１到０．２．狋取值自关断电流

后开始取值．实际实现过程中，先按照方程（１８）得到

满足要求的时间网格，然后通过方程（１６）求解合适

的虚拟介电常数，以此来满足Ｃｏｕｒａｎｔ稳定性要求．

为了保证激发源能够产生合适的一次场，在开始至

电流关断的时间范围内采用真实介电常数代替γ并

采用等间距时间网格剖分．

在外边界条件以及地空边界条件的施加上，本

文采用与文献［１７］相同的方法．地空边界条件中，将

地面的磁场向空中延拓半个网格的高度，根据电磁

波在空气中满足的拉普拉斯方程进行求解，在进行

地面电场迭代时，使用得到的空中半个网格处的磁

场进行计算．模型的另外５个外边界上，分别设置电

场的切向分量和磁场的垂向分量为０．

采用上述的稳定性条件和外边界，笔者对３０１×

３０１×１００个网格的模型进行ＦＤＴＤ计算时发现可

以迭代十几万步而不发散．

３　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建立的回线源瞬变电磁三维

ＦＤＴＤ正演算法及程序的可靠性，分别对均匀半空

间模型、四类典型三层模型、均匀半空间包含三维低

阻块体模型进行了计算与对比．

３．１　均匀半空间解析解与三维犉犇犜犇解的对比

以１００Ωｍ的均匀半空间为对比模型，发射线

圈采用７０ｍ×７０ｍ的方形回线，激发电流１Ａ，上

升沿、下降沿均为１μｓ，脉冲持续时间为５ｍｓ．如果

采用占空比为１∶１的双极性矩形脉冲时，相当于５０

Ｈｚ的发送频率．计算模型采用１０ｍ的均匀网格剖

分，模型狓、狔、狕方向的网格数为３０１×３０１×１００．在

解析解的求解过程中，将方形回线按照等效磁矩折

算成圆形回线计算．图６分别给出了均匀半空间解

析解与三维时域有限差分解的感应电动势衰减曲线

对比和视电阻率曲线对比图以及各自的相对误差．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早期时间得到的感应电动势衰

减曲线与解析解差别较大，计算相对误差时发现早

期最大相对误差达到４５％，这主要是由于解析解场

源采用负阶跃脉冲函数，而ＦＤＴＤ解考虑了关断时

间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１０μｓ之后的时间，感应

电动势衰减曲线吻合较好，相对误差在５％以下．采

用晚期视电阻率公式计算得到的视电阻率曲线在较

早的时间范围内差异较大，晚期吻合较好，晚期视电

阻率曲线的相对误差均在３．５％以下．

为了进一步对比说明本文给出的考虑关断时间

的三维计算方法的可靠性，作者采用文献［３９］中给

出的方法进行了均匀半空间条件下考虑关断时间的

瞬变电磁正演，在图６ａ中给出了采用该方法计算得

到的衰减曲线，并给出了早期阶段的相对误差（见

图６ｂ），由于ＦＤＴＤ解与解析解在早期存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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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均匀半空间模型ＦＤＴＤ解与解析解计算结果对比曲线

（ａ）感应电动势衰减曲线；（ｂ）感应电动势相对误差；（ｃ）视电阻率曲线；（ｄ）视电阻率相对误差．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ＤＴ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ｈａｌｆｓｐａｃｅｍｏｄｅｌ

（ａ）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ＭＦ；（ｂ）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ｅＥＭＦ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ｓ；（ｃ）Ｔｈ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的误差，为了更好地体现晚期的相对误差，在图６ｂ

中采用底部的横坐标轴，时间范围为１０μｓ～５ｍｓ；

文献［３９］中提供的方法考虑了关断时间的影响，因

而其早期响应与本文考虑关断时间的三维ＦＤＴＤ

解差别较小，为了体现出全部计算时间内的相对误

差，该误差曲线采用顶部的坐标轴作为横坐标，时间

范围为１μｓ～５ｍｓ．

３．２　三层模型计算结果对比

选取 Ａ、Ｈ、Ｋ、Ｑ 四种典型三层模型，将三维

ＦＤＴＤ解与负阶跃脉冲的线性数字滤波解进行对

比．除地电参数外，其余计算参数与均匀半空间模型

计算时采用的参数相同．四种模型的每层厚度和电

阻率参数分别绘制在相应的衰减曲线对比图中．图

７—１０分别给出了这四种三层模型的感应电动势衰

减曲线和视电阻率曲线对比结果．

通过图７—１０中四种模型的感应电动势衰减曲

线与视电阻率曲线对比可以看到，三维ＦＤＴＤ计算

模型得到的感应电动势衰减曲线与负阶跃脉冲的线

性数字滤波解仅在早期存在较大的差异，晚期两条

曲线吻合较好，在双对数坐标系中几乎重合．层状模

型的线性数字滤波解并不是真正的解析解，从四种

模型的视电阻率曲线对比图中可以看出，三维

ＦＤＴＤ计算结果得到的视电阻率曲线明显地反应了

该类型地层模型的视电阻率特征，并且与成熟的一

维层状模型正演结果吻合较好，论文建立的改进的

三维ＦＤＴＤ正演方法是有效的．

３．３　均匀半空间中存在低阻三维块体模型结果对比

为了验证改进的ＦＤＴＤ算法与原算法的一致

性，选取文献［１７］中包含三维低阻块体的均匀半空

间模型进行计算对比．Ｗａｎｇ在文献［１７］中采用该

模型将三维ＦＤＴＤ解与 Ｎｅｗｍａｎ的积分方程解进

行了对比．本文亦采用该模型进行计算并且与

Ｗａｎｇ的三维ＦＤＴＤ解以及 Ｎｅｗｍａｎ的积分方程

解进行对比验证．

将 Ｗａｎｇ在文献［１７］中的计算结果截图并将本

文三维ＦＤＴＤ解采用相同的坐标系进行绘制得到

如图１１所示的对比结果图．Ｗａｎｇ与Ｎｅｗｍａｎ给出

的计算结果是从０．１ｍｓ开始的，本文除给出 Ｗ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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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Ａ型模型的ＦＤＴＤ解与线性数字滤波解对比曲线

（ａ）感应电动势衰减曲线；（ｂ）视电阻率曲线．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ＤＴ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ｔｙｐｅｍｏｄｅｌ

（ａ）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ＭＦ；（ｂ）Ｔｈ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

图８　Ｈ型模型的ＦＤＴＤ解与线性数字滤波解对比曲线

（ａ）感应电动势衰减曲线；（ｂ）视电阻率曲线．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ＤＴ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ｔｙｐｅｍｏｄｅｌ

（ａ）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ＭＦ；（ｂ）Ｔｈ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

图９　Ｋ型模型的ＦＤＴＤ解与线性数字滤波解对比曲线

（ａ）感应电动势衰减曲线；（ｂ）视电阻率曲线．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ＤＴ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Ｋｔｙｐｅｍｏｄｅｌ

（ａ）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ＭＦ；（ｂ）Ｔｈ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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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Ｑ型模型的ＦＤＴＤ解与线性数字滤波解对比曲线

（ａ）感应电动势衰减曲线；（ｂ）视电阻率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ＤＴ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Ｑｔｙｐｅｍｏｄｅｌ

（ａ）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ＭＦ；（ｂ）Ｔｈ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

图１１　包含三维低阻块体的均匀半空间模型对比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３Ｄｌｏｗ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ｂｏｄｙｉｎ

ａ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ｈａｌｆｓｐａｃｅｍｏｄｅｌ

计算结果的全部时刻曲线外还给出了该模型早期

（０．０１～０．１ｍｓ）的计算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本文

的ＦＤＴＤ计算结果与 Ｗａｎｇ的计算结果吻合非常

好，并且与积分方程计算结果也吻合较好，晚期的响

应本文的计算结果更接近积分方程解．

４　Ｈ 模型不同关断时间的三维正演

计算

瞬变电磁勘探中，关断时间是考察采集设备的

一项重要指标，越短的关断时间就越接近基本理论

的负阶跃脉冲假设．通过对前述计算模型的对比发

现，关断时间对采集的信号存在较大的影响．由于多

数情况下的勘探更关心地下低阻体的响应特征，选

取具有代表意义的 Ｈ模型进行不同关断时间的三

维数值模拟，并将计算结果与一维层状模型线性数

图１２　采用三维ＦＤＴＤ计算的 Ｈ模型中心点

不同关断时间的感应电动势衰减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Ｃｅｎｔｒ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ｍｐｔｉｍｅｓ

ｆｏｒａＨｍｏｄｅｌｂｙ３ＤＦＤＴ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字滤波解进行对比．采用与图８相同的模型与观测

参数，设置关断时间分别为１μｓ、１０μｓ、２０μｓ和１００μｓ．

图１２给出了不同关断时间影响下线圈中心点的感

应电动势衰减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到，关断时间越小，计算结果越接

近负阶跃脉冲的线性数字滤波解，关断时间越大，早

期的响应曲线与滤波解差异越大，并且感应电动势

数值越小．关断时间越大，“早期影响”持续时间越

长，即“关断效应”越明显，这一点与前人采用一维方

法研究［３２，３９］的结论是相同的，说明本文建立的三维

方法对关断时间的考虑是合理的．图中关断时间为

１００μｓ时，０．３ｍｓ以前的信号均不能正常反应实际

地电模型的感应电动势衰减规律．而关断时间为

１μｓ时，可以认为自４μｓ之后的信号能够反应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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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电模型．所以，如果在实际的工作中想使用采集

的早期信号就必须进行适当的校正，文献［３２３３，

３９４０，４２］针对一维问题提出了多种校正方法，但是

对于三维复杂模型情况下关断时间的影响规律以及

现有校正方法的适用性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５　三维复杂模型回线源瞬变电磁响应

三维时域有限差分正演的真正意义在于其对任

意复杂介质瞬变电磁响应的正演模拟能力．前面的

分析与对比已经验证了论文建立的考虑关断时间的

瞬变电磁三维时域有限差分正演方法的可靠性，能

够适应三维复杂模型的正演计算．以某煤矿真实地

层为基础进行简化，设计了如图１３所示的含有两层

煤、两层采空区的三维复杂模型，两煤层间存在砂页

岩，详细的地电参数以及地质体尺寸列于表１．

表１　两层采空区复杂模型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犪犮狅犿狆犾犲狓犿狅犱犲犾

狑犻狋犺狋狑狅犿犻狀犲犱狅狌狋狑犪狋犲狉犫狅犱犻犲狊

地层 尺寸（长×宽×高）（ｍ） 电性参数（Ωｍ）

细砂岩 ３０００ｍ×３０００ｍ×１００ｍ １００

上层煤 ５１０ｍ×５１０ｍ×１０ｍ ５００

上层采空区 １６０ｍ×１００ｍ×１０ｍ １０

砂页岩 ３０００ｍ×３０００ｍ×４０ｍ １５０

下层煤 ８１０ｍ×８１０ｍ×１０ｍ ５００

下层采空区 ２００ｍ×１１０ｍ×１０ｍ １０

石英砂岩 ３０００ｍ×３０００ｍ×８００ｍ ８００

　　图１４给出了该复杂模型的俯视图，结合三维示

意图１３可以明确定位煤层与采空区的位置．模型设

计仍然采用３０１×３０１×１００的１０ｍ立方体均匀网

格，设计采用１５０ｍ的发射线框．进行数值计算时

可以方便设置多点阵列式接收，针对本模型定回线

源的方式提取了图１４中所示的 ＬｉｎｅＸ１４８、Ｌｉｎｅ

Ｘ１５１、ＬｉｎｅＸ１５４共３条测线的结果进行分析，每条

测线的测点按照网格在犢 方向的编号进行设置，这

样设计测线和测点的编号恰好与网格的狓坐标和狔

坐标重合，发射回线恰好在模型正中间，过回线中心

点的测线为ＬｉｎｅＸ１５１线．

　　为了更好地表现电流关断后不同时刻地面的磁

场分布以及磁场的向外扩散过程．选定关断后１、

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４００、１０００μｓ共６个时刻绘制了地面垂

直磁场强度分布等值线图（图１５）．由于采用均匀网

格的划分方式，图中给出的等值线图是没有经过插

图１４　两层采空区复杂模型俯视图与

发射回线位置和测线布置

Ｆｉｇ．１４　Ｔｏｐ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ｔｗｏｍｉｎｅｄ

ｏｕｔ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ｌｏｏｐ

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值的各点实际计算值．可以看出，在电流关断前以及

刚刚关断很短的时间内，地面磁场分布围绕回线中

心呈矩形，与发射回线的形状相同，随着时间的推

移，逐渐退化为圆形，磁场强度的数值也由发射回线

处最大逐渐变化为中心点最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地面不同位置的磁场强度差异越来越小，这显示

了磁场的扩散消退过程．

将回线中心点的衰减曲线在双对数坐标下成图

（图１６ａ），从衰减曲线可以看出明显的异常，由于存

在关断时间，早期的衰减曲线存在一段抬升之后迅

速衰减．从关断后１０μｓ开始采用晚期视电阻率公

式计算了中心点的视电阻率曲线（图１６ｂ），从视电

阻率曲线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两层低阻体的存在，第

一层低阻体位于４０μｓ左右，第二层低阻体位于１～

７ｍｓ左右，在７ｍｓ以后视电阻率逐渐变大，说明探

测深度已经达到了模型的石英砂岩层（高阻层）．对

选定的３条测线分别进行数据处理并绘制视电阻率

等值线图（图１７）．由于采用的测点超出了回线边长

１／３的范围，视电阻率等值线断面图中两侧的测点

存在一定的边框效应，但这并不影响本例中对模拟

结果的分析．三条视电阻率等值线图显示在４０μｓ

左右存在一层低阻异常，在７ｍｓ左右存在另一层低

阻异常体．针对ＬｉｎｅＸ１４８测线和ＬｉｎｅＸ１５４测线，

以测点１５１为中心，这两条测线的视电阻率断面中

第一层低阻体并不完全对称，右侧的低阻体明显大

于 左侧，且第一层低阻体的规模明显小于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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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不同时刻地面垂直磁场分布

（ａ）关断后１μｓ；（ｂ）关断后１０μｓ；（ｃ）关断后１００μｓ；（ｄ）关断后２００μｓ；（ｅ）关断后４００μｓ；（ｆ）关断后１０００μｓ．

Ｆｉｇ．１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

（ａ）１μｓａｆｔｅｒｔｕｒｎｏｆｆ；（ｂ）１０μｓａｆｔｅｒｔｕｒｎｏｆｆ；（ｃ）１００μｓａｆｔｅｒｔｕｒｎｏｆｆ；（ｄ）２００μｓａｆｔｅｒｔｕｒｎｏｆｆ；（ｅ）４００μｓａｆｔｅｒｔｕｒｎｏｆｆ；（ｅ）１０００μｓａｆｔｅｒｔｕｒｎｏｆｆ．

图１３　两层采空区复杂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１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

ｔｗｏｍｉｎｅｄｏｕｔ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ｉｅｓ

Ｘ１５１测线中的第一层低阻体规模．这与模型设计是

相符合的．

６　结　论

采用三维时域有限差分法对回线源瞬变电磁正

演进行了求解，引入虚拟位移电流项以构建显式时

域有限差分格式，以矩形回线的方式改进了激发源，

并考虑一次场计算和关断下降沿的影响．对三类模

型进行了计算与结果对比．以Ｈ模型为例采用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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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中心点感应电动势与视电阻率曲线

（ａ）中心点感应电动势；（ｂ）中心点视电阻率．

Ｆｉｇ．１６　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ｏ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ｏｉｎｔ

（ａ）ＴｈｅＥＭＦａｔｔｈｅｌｏｏｐｃｅｎｔｅｒａｎｄ（ｂ）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图１７　选定测线的视电阻率等值线断面

（ａ）ＬｉｎｅＸ１４８测线视电阻率等值线图；（ｂ）ＬｉｎｅＸ１５１测线视电阻率等值线图；（ｃ）ＬｉｎｅＸ１５４测线视电阻率等值线图．

Ｆｉｇ．１７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ｔｉｍ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ｌｉｎｅｓ

（ａ）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ｌｉｎｅＸ１４８；（ｂ）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ｌｉｎｅＸ１５１；（ｃ）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ｌｉｎｅＸ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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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计算了不同关断时间的衰减曲线形态．设计了

一个包含两层采空区的三维复杂模型并进行正演计

算．得到以下结论：

（１）将回线源电流密度加入迭代方程代替初始

条件激发源，模型不再依赖表层电阻率均匀的假设，

因而算法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论文建立的正演方

法能够进行任意复杂模型的三维瞬变电磁正演．在

改进地空边界条件后有望实现起伏地形的三维

正演．

（２）论文建立的方法能够合理进行关断效应的

三维模拟．由于关断时间的影响，三维时域有限差分

结果与均匀半空间解析解早期存在较大差别，晚期

信号一致，说明关断时间仅对早期的瞬变电磁响应

信号存在较大影响，而对晚期的瞬变电磁响应信号

影响不大．对于同一模型，关断时间的长短与早期的

感应电动势幅值存在明显的关系．关断时间越短，早

期的感应电动势信号越接近负阶跃脉冲的计算结

果．考虑关断时间的衰减曲线更接近实际仪器采集

的衰减曲线．关断效应对于三维复杂模型的影响规

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致　谢　作者在瞬变电磁三维时域有限差分正演研

究过程中与ＴｓｉｌｉＷａｎｇ进行了许多有益的讨论，并

得到了许多好的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作者还

要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专业评述和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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