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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强干扰环境瞬变电磁响应规律与校正方法：

以犜犅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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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隧道掘进机（ＴｕｎｎｅｌＢｏｒ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ＢＭ）为例模拟了隧道强干扰环境下，瞬变电磁超前探测的响应曲

线，系统分析了异常体（以直立充水断层为例）与掌子面距离、围岩电阻率差异、ＴＢＭ长度、异常体规模等条件下的

曲线特征和影响规律，发现ＴＢＭ干扰源表现为低电阻率目标特征，其影响主要集中在早期，对于电性差异较大或

目标规模较大的低电阻率异常（充水断层）模型能够明显地通过衰减曲线区分．根据电磁场叠加原理，将隧道腔体

中包含ＴＢＭ模型的响应减去纯隧道腔体响应可以获得ＴＢＭ 的响应信号，以此作为干扰背景，从实际包含ＴＢＭ

和充水断层的隧道模型总响应中减除，获得去除ＴＢＭ干扰的响应信号．通过８组算例进行对比，发现经过校正的

衰减曲线与模型计算曲线吻合较好，视电阻率曲线差异相对较小，能够表现探测区域的电性分布情况，确认该方法

在不同情况下的适用性．即使在ＴＢＭ响应计算时给定背景电阻率与实际电阻率差异达到１００％的情况下，依然能

够通过校正获得合理的响应信号和视电阻率曲线．该方法不仅仅适用于隧道环境，对于其他诸如地面、航空、半航

空、海洋瞬变电磁勘探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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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ＴＢＭ；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ｒｏ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规模的

加大，以铁路、公路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

了较快的发展，带动了我国隧道建设的大发展．由于

各种地质条件复杂，隧道修建过程中面临的突水、突

泥地质灾害问题越来越多，使用地球物理方法进行

超前探测是有效避免突水突泥地质灾害的有效手段

之一，目前地震和电法勘探都在隧道超前探测中广

泛应用（薛国强和李貅，２００８；张霄等，２０１１；Ｓｕ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李术才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瞬变电磁法依靠低频电磁场可以实现较大深度

的勘探，而且对水体敏感，在隧道超前探测中已经得

到广泛应用．然而，隧道内电磁环境复杂，掌子面附

近遍布各种金属干扰源，对瞬变电磁场的影响非常

大，极易造成假异常．对于干扰源对瞬变电磁信号的

影响，目前的文献多集中在高压线（李风明等，２０１４）、

金属井壁（Ｕ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人文噪声（Ｊ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等方面，根据笔者了解，对强干扰源尤其

是大体积金属干扰源方面还没有相关文献．本文以

ＴＢＭ为例，讨论了隧道瞬变电磁超前探测中强干扰

源的响应规律，通过系统的建模和数值计算，发现

ＴＢＭ大体积金属干扰在瞬变电磁响应曲线上的形

态特征和规律，并根据叠加原理，采用减除的方法尝

试性的进行了校正，校正结果得到了数值算例的验

证．本文提供的研究思路和校正方法同样适用于其

他形式的瞬变电磁方法（地面、航空、半航空、海洋

等），例如，可以用于航空电磁勘探中飞行器影响的

去除、钻孔瞬变电磁中金属井壁的影响去除．

１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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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ＴＢＭ的瞬变电磁响应

２．１　犜犅犕时域有限差分建模

ＴＢＭ是一种隧道开挖施工机械，如图１所示，

ＴＢＭ尺寸大并且内部结构十分复杂，均为金属构

件，如果要进行精细化的数值模拟需要的网格尺寸

需维持在厘米或毫米级，所需的总体网格数目亦会

达到惊人的水平．综合考虑模拟精度和建模可行性，

对细部构件进行忽略，采用最小尺寸为２０ｃｍ的均

匀网格对ＴＢＭ 刀盘所在区域、瞬变电磁激发源所

在区域和掌子面前方异常体区域进行均匀剖分，其

他位置采用非均匀剖分，在计算硬件和剖分时间能

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精细化剖分．在实际剖分

时将ＴＢＭ在水平方向上简化为几个单元，每个单

元具有一定的长度，最后将所有的单元连接在一起

组成整体的ＴＢＭ模型（卢绪山等，２０１４）．

图２给出了作者使用 Ｙｅｅ晶胞格式剖分的

ＴＢＭ网格图，最前方为 ＴＢＭ 的刀盘部分，直径

６ｍ，厚２ｍ，实际剖分的ＴＢＭ 机长度为１００ｍ，剖

分完成后ＴＢＭ所占网格总数为１５２１００个，整个模

型所需总网格规模为５２９６３０７４个，所需内存接近

５ＧＢ，可以看到目前采用的网格尺寸已经足够精

细．计算过程中，ＴＢＭ网格电阻率取值为０．１Ωｍ，隧

道空腔的电阻率取值为１０５Ωｍ，围岩背景电阻率取

值为１００Ωｍ．

数值模拟采用时域有限差分法，三维正演计算

程序由作者开发，其理论和方法说明请参考文献（孙

怀凤等，２０１３；孙怀凤，２０１３；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２．２　纯隧道腔体中犜犅犕的瞬变电磁响应

２．２．１　ＴＢＭ刀盘与掌子面距离对瞬变电磁响应的

影响

纯隧道腔体模型仅包含隧道腔体、周边围岩和

ＴＢＭ，不包含其他任何高阻或低阻异常目标．该类

图１　ＴＢＭ内部结构图
１）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ａＴＢＭ
１）

１）图片引自ｈｔｔｐｓ：∥ｙｏｕｔｕ．ｂｅ／ｑｘ＿ＥｊＭｌＬｇｑＹ

图２　网格剖分的ＴＢＭ模型

Ｆｉｇ．２　ＭｅｓｈｉｎｇｇｒｉｄｓｏｆＴＢＭｍｏｄｅｌ

图３　包含ＴＢＭ的纯隧道腔体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ｓｋｅｔｃｈｗｉｔｈＴＢＭａｎｄｔｕｎｎｅｌ

模型主要是为了考察ＴＢＭ 的响应规律特征，与不

包含ＴＢＭ的纯隧道腔体模型对比可以获得ＴＢＭ

的瞬变电磁响应．图３给出了该类模型的示意图，

为了对比研究，采用两种形式的激发源进行模拟计

算，常规的回线源采用在掌子面上布设回线的形式

给出，回线源边长为３．０ｍ，激发电流１Ａ；电性源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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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子面上布设接地电极，通过接地电极向掌子面

前方供电，极距３ｍ，供电电流５Ａ．

本组模型还研究ＴＢＭ刀盘与掌子面不同距离

时的瞬变电磁响应，图４给出了ＴＢＭ 刀盘与掌子

面距离为２ｍ、５ｍ和１０ｍ时的瞬变电磁响应曲

线，幅值较高者为回线源激发，幅值较低者为电性源

激发，同时给出了只有隧道空腔而不包含 ＴＢＭ 时

的响应曲线作对比．从图中可以发现 ＴＢＭ 的影响

随其与掌子面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小，当ＴＢＭ 刀

盘与掌子面相距２ｍ时，其在掌子面处产生的响应

与纯隧道腔体响应相比，无论是电性源还是回线源

幅值都增大了接近３个量级，从衰减曲线上看对应

着非常大的低阻异常．当ＴＢＭ 与掌子面距离增大

到５ｍ时其响应迅速减小，在异常峰值处与纯隧道

腔体模型相比只增大了不到两个数量级．当距离进

一步增加到１０ｍ时，ＴＢＭ 在掌子面处的瞬变电磁

响应已经变得非常小，并且从模拟过程中可以看出

电性源激发时ＴＢＭ的瞬变电磁响应随距离增加衰

减的趋势要明显大于回线源，这是由于回线源激发

时在回线框内各边产生的磁场产生叠加，具有能量

汇聚的作用，ＴＢＭ中心在掌子面上的投影基本上位

于回线框中心附近，因此回线源在 ＴＢＭ 机中引起

的涡流要明显大于电性源在 ＴＢＭ 机中引起的涡

流．由于电性源在近区采集涉及到更加复杂的视电

阻率转换问题，后续主要研究回线源的影响．

显然，ＴＢＭ与掌子面距离越远，所造成的干扰越

小．后续研究均假设ＴＢＭ与隧道掌子面距离为５ｍ．

２．２．２　ＴＢＭ长度对瞬变电磁响应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ＴＢＭ 长度可达百米，并且靠近掌

子面的部分产生的响应所占比重较大．仍然采用纯

隧道腔体模型，研究ＴＢＭ 长度对瞬变电磁响应的

影响，为此分别设计了长度为５ｍ、１０ｍ和１５ｍ的

ＴＢＭ模型，其他参数与前述模型保持一致．图５给

出了三个模型的感应电动势衰减曲线，可以看出

ＴＢＭ的长度从５ｍ增加到１０ｍ时，在其响应的晚

期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当从１０ｍ进一步增加到

图４　ＴＢＭ刀盘与掌子面不同距离时纯隧道腔体模型的瞬变电磁响应曲线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ｕｎｎｅｌ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Ｂ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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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ＴＢＭ长度的瞬变电磁响应

Ｆｉｇ．５　ＴＥ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ＢＭｌｅｎｇｔｈｓ

１５ｍ时，产生的响应几乎没有变化，更多的数值模

拟表明，更大长度的 ＴＢＭ 响应与长度为１０ｍ 的

ＴＢＭ响应基本相同．即，当ＴＢＭ 与掌子面距离为

５ｍ时，由其所引起的瞬变电磁响应主要是由ＴＢＭ

机刀头后方１０ｍ的机身部分所造成的，超过１０ｍ

后的机身部分对于整体的瞬变电磁响应已经几乎没

有任何贡献，因而可以在建模中只建立前面１０ｍ

部分的模型，从而减少网格数量，节省计算时间．

２．２．３　直立充水断层的瞬变电磁响应

ＴＢＭ在瞬变电磁超前探测中的响应表现为较

大的低阻假异常，而在隧道中进行超前探测时的目

标一般是断层、溶洞以及裂隙等含水地质构造，它们

在瞬变电磁勘探中也表现为低阻异常．由于 ＴＢＭ

规模大、电阻率低，其造成的低阻异常在一定范围内

会将掌子面前方的含水地质体所产生的异常淹没，

从而使瞬变电磁丧失探测能力．通过在掌子面前方

布设充水断层（图６），考察同时存在充水断层和

ＴＢＭ时的瞬变电磁响应曲线特征．

设置断层规模在狓、狔方向为５０ｍ，狕方向厚度

为５ｍ，电阻率为１Ωｍ．断层与隧道掌子面的距离

为２０ｍ．图７给出了纯隧道腔体模型、ＴＢＭ机模型

以及存在ＴＢＭ机时直立充水断层模型的感应电动

势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仅存在ＴＢＭ 或仅存在断

层时，两者的异常响应峰值在时间上出现的先后顺

序不同，ＴＢＭ的响应最先达到峰值然后快速下降，

而直立充水断层所造成的响应峰值出现更晚并且整

体幅值要小于ＴＢＭ 所引起的响应的幅值，在早期

直立充水断层的响应完全淹没在了ＴＢＭ 的强干扰

当中，只有在晚期ＴＢＭ 机的响应衰减变小之后才

图６　掌子面前方存在直立充水断层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ｌｅｄｆａｕｌｔ

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ａｔｕｎｎｅｌｆａｃｅ

图７　包含直立充水断层模型时的瞬变电磁响应曲线

Ｆｉｇ．７　ＴＥ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ｆｏｒ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ｌｅｄｆａｕｌｔ

有所体现．整体来看，ＴＢＭ 模型以及存在 ＴＢＭ 机

时的直立充水断层模型的感应电动势曲线表现为典

型的低阻异常特征，并且ＴＢＭ 在早期就表现出了

低电阻异常，当同时存在ＴＢＭ 与断层时，低电阻率

异常响应出现叠加，在早期和晚期均表现出低电阻

特征．

采用回线源全空间瞬变电磁视电阻率计算方法

计算了回线中心处纯隧道腔体、只包含ＴＢＭ、只包

含充水断层和同时包含ＴＢＭ和充水断层的４组模

型的视电阻率曲线，如图８所示．纯隧道腔体作为高

阻异常，在视电阻率曲线中并没有明显的反映，这符

合瞬变电磁对于高阻不敏感的认识．当隧道腔体中

包含ＴＢＭ时，视电阻率曲线出现了低阻异常，该曲

线在早期对应的是围岩的电阻率，之后视电阻率值

４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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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降低到１０Ωｍ，随即很快又恢复到围岩的背景

电阻率值．对于仅包含直立充水断层的模型，其视电

阻率曲线中也对应有一个明显的低阻异常，但异常

值比ＴＢＭ模型的视电阻率最小值大，并且在时间

上出现更晚，这是因为断层距离掌子面更远，并且与

前述图７表现的规律相对应．当ＴＢＭ 与直立充水

断层同时存在时，视电阻率曲线与感应电动势曲线

具有类似的规律，早期基本与ＴＢＭ 模型视电阻率

曲线重合，晚期基本与直立充水断层模型视电阻率

曲线重合，但是在中间过渡区域与这两者曲线存在

一定的差异．

将回线框内设置１５条测线，每条测线１５个点

进行接收，共计２２５个接收点，如图９所示．将仅包

含ＴＢＭ 模型、仅包含充水断层模型和同时包含

ＴＢＭ和充水断层的３个模型计算所有接收测线的

视电阻率并进行三维插值成图（图１０）．可以看出，

仅包含ＴＢＭ和仅包含充水断层的模型均能够在掌

子面前方发现低电阻率异常区域，同时包含时低阻

异常区域扩大，但无法明显地将２个目标区分开来．

２．２．４　直立充水断层与掌子面距离对瞬变电磁响

应的影响

为了考察直立充水断层与掌子面距离对瞬变电

磁响应的影响，采用前述相同规模的模型，并设计断

层与掌子面的距离为２０ｍ、３０ｍ和５０ｍ．图１１给

出了掌子面上回线中心点垂直感应电动势曲线，计

算结果表明：当设计断层距掌子面为５０ｍ时，同时

包含断层和ＴＢＭ的模型响应曲线与不包含断层的

模型响应曲线几乎重合，说明设计尺寸的断层在掌

子面前方５０ｍ 时所产生的瞬变电磁响应几乎被

ＴＢＭ异常响应淹没；当距离减小到３０ｍ时，晚期

响应存在明显的差别，说明能够识别２个异常体的

存在．这说明ＴＢＭ的异常响应主要集中在早期，并

且在晚期快速衰减，因此晚期从感应电动势曲线上

也可以判断出掌子面前方是否存在低阻异常．

２．２．５　围岩与断层电阻率差异对瞬变电磁响应的

影响

围岩与充水断层之间的电阻率差异是进行瞬变

电磁超前探测的地球物理基础，二者比值越高则瞬

图８　不同模型的视电阻率曲线图

Ｆｉｇ．８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图９　掌子面上回线内网格剖分与接收测线布置图

Ｆｉｇ．９　Ｇｒｉｄｍｅ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ｌｏｏｐ

图１０　不同模型的视电阻率三维图

Ｆｉｇ．１０　３Ｄ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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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磁的探测能力越强，比值越低则充水断层产生

的瞬变电磁响应越微弱，也就越难分辨．维持围岩背

景电阻率为１００Ωｍ不变，断层与掌子面距离固定

为２０ｍ，断层规模为１５０ｍ×１５０ｍ×５ｍ，设置围

岩电阻率与充水断层电阻率的比值分别为１００、２０、

１０、５，即直立充水断层的电阻率分别为１Ωｍ、

５Ωｍ、１０Ωｍ、２０Ωｍ进行计算．从图１２可以看出

无论二者电阻率差异多大，早期的响应都与 ＴＢＭ

响应重合无法分辨，明显的差异表现在晚期，差异越

大，曲线分辨越好．甚至当二者电阻率的比值为１００

时，由于直立充水断层的存在产生了非常大的低阻

异常，并且异常在关断后１ｍｓ时仍然没有衰减到只

有纯隧道腔体的背景场值．此时，曲线还表现出了两

图１１　充水断层与掌子面不同距离时的瞬变电磁衰减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ＴＥ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ｕｎｎｅｌ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ｌｅｄｆａｕｌｔ

图１２　围岩与断层不同电阻率之比时的瞬变电磁响应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ＴＥ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ｏｃｋａｎｄｆａｕｌｔ

个明显的峰值，第一个峰值应该对应ＴＢＭ 的响应，

第二个峰值对应直立充水断层的响应．当二者电阻

率比值降至２０时，由直立充水断层所引起的低阻异

常幅度大大减弱，已经不再能够分辨出第二个峰值．

而当这一比值进一步下降至１０时由直立充水断层

所造成的响应幅值进一步下降．当比值为５时，由直

立充水断层所引起的低阻异常响应已经几乎与只存

在ＴＢＭ的响应重合，很难分辨．

围岩电阻率与直立充水断层电阻率的比值对于

瞬变电磁响应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直立充水断层规

模和距离掌子面距离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一比值越

高就越容易分辨直立充水断层的响应．从数值模拟

的结果看，如此规模的直立充水断层要想直接从感

应电动势曲线上分辨出来，必须要保证围岩电阻率

值与断层电阻率值的比值大于１０，小于这一比值时

已经不能从衰减曲线上分辨．

２．２．６　断层厚度对瞬变电磁响应的影响

在满足一定探测距离的条件下，对于掌子面前

方的直立充水断层，采用瞬变电磁是比较容易分辨

的，然而，不同的断层厚度对于瞬变电磁的响应曲线

势必具有一定的影响．为了考察断层厚度对瞬变电

磁响应的影响规律，固定前述相同的断层规模，固定

断层与掌子面距离３０ｍ，改变断层厚度分别为２．５ｍ、

５ｍ和１０ｍ，进行数值模拟，并给出回线框中心点

处的垂直感应电动势曲线（图１３）．

图１３　断层不同厚度下的瞬变电磁响应曲线

Ｆｉｇ．１３　ＴＥ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断层厚度越大，在晚期引起的异常也越大．当断

层的厚度减小到２．５ｍ时，晚期不存在由断层引起

的第二个异常峰值，并且总体响应幅值较小，但仍然

能够明显地与ＴＢＭ 响应曲线进行区分．随着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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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增加，晚期异常响应幅值增大，并且与ＴＢＭ 曲

线的差异也越来越大．此时，同样出现了前述的两个

异常峰值现象．当断层厚度增大到１０ｍ后，由断层

所引起的响应已经非常强，第二个异常峰值也非常

明显．这一现象表明对于厚度较大的断层，即使存在

ＴＢＭ的影响，也可以使用瞬变电磁进行分辨．

２．２．７　断层规模对瞬变电磁响应的影响

当断层厚度、电阻率和断层与掌子面的距离保

持不变时，断层规模的变化也会引起瞬变电磁响应

的变化．为了考察断层规模变化对于瞬变电磁响应

变化的影响规律，固定断层电阻率为１Ωｍ，断层厚

度５ｍ，断层与掌子面距离５０ｍ，设计１００ｍ×１００ｍ、

２５０ｍ×２５０ｍ和５００ｍ×５００ｍ的３种不同规模断

层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图１４所示）．当断层规模达

到一定程度时，即使与掌子面的距离达到了５０ｍ，

由断层产生的异常响应也可以在垂直感应电动势曲

线中明显分辨出来，可见断层规模越大，引起的瞬变

电磁异常响应也越大，即使存在ＴＢＭ 的强干扰源，

仍然可以通过引起异常的时间差异来区分．

图１４　不同断层规模时的瞬变电磁响应曲线

Ｆｉｇ．１４　ＴＥ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ｓｉｚｅｓ

３　异常响应校正方法

３．１　干扰来源与分离思路

通过前述的数值计算结果分析可以发现不论是

断层规模、断层与隧道掌子面的距离以及断层电阻

率与围岩电阻率的比值如何变化，在垂直感应电动

势曲线前期的响应都几乎相同，差别只存在于晚期，

也就是由ＴＢＭ 之外的异常体自身响应的差别．因

此，对于ＴＢＭ施工隧道掌子面前方含有直立充水

断层异常体时，在掌子面上测得的瞬变电磁响应可

以近似看成由ＴＢＭ 响应、纯异常体响应以及纯隧

道腔体背景响应的叠加．

理论上，低频电磁勘探为主导的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

组满足准静态近似条件，即忽略了位移电流项，控制

性方程变为（ＺｈｄａｎｏｖａｎｄＫｅｌｌｅｒ，１９９４）：

Δ

×犈＝－
犅

狋
， （１）

Δ

×犎＝σ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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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组满足线性叠加原理，

由若干场源产生的总场等于每一个场源在采集位置

产生电磁场的线性叠加．当掌子面处的激发源关断

之后，模型中的异常体会感应出涡流，不同的异常体

（ＴＢＭ、充水断层）产生的涡流可以看作二次场源，

它们所产生的电磁响应可以在掌子面接收位置线性

叠加．因此，ＴＢＭ在整个模型中所造成的响应可以

近似地认为不随模型的变化而变化，只随ＴＢＭ 型

号和周围围岩背景电阻率的不同而变化．对于背景

电阻率，可以根据区域地质情况进行确定．所以，只

要给定了ＴＢＭ 型号，通过精确地建模和正演计算

便可以得到其瞬变电磁响应，然后在总响应数据中

减去即可剔除ＴＢＭ的强干扰．其具体的实施步骤为：

①对不包含任何异常的纯隧道腔体模型进行正演得

到其响应犅狕／狋ｂ；②对包含 ＴＢＭ 的隧道模型进

行正演并得到其响应犅狕／狋ＴＢＭ；③计算ＴＢＭ产生

的纯异常场犅狕／狋ａ＝犅狕／狋ＴＢＭ－犅狕／狋ｂ；④对

于总场数据进行校正后的瞬变电磁响应犅狕／狋ｔ＝

犅狕／狋ｍ－犅狕／狋ａ．其中，犅狕／狋ｍ 表示在掌子面

处实测的瞬变电磁响应，在本文中采用数值模拟

获得．

３．２　误差分析与假设

在通过正演计算确定ＴＢＭ 所产生的纯异常时

需要先给定模型的背景电阻率，在实际操作时背景

电阻率的值应该通过大量的现场标本采集和岩石物

性实验并结合工区的地质情况确定．然而这一过程

中最后给出的背景电阻率不可避免地与实际的背景

电阻率存在差异，那么ＴＢＭ 干扰消除校正时必然

存在误差．另外，ＴＢＭ 正演建模中给定的参数也必

然与真实ＴＢＭ存在一定的差异．

总体来讲，去除ＴＢＭ 干扰的过程中的误差来

源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来源于正演时背景电

阻率与真实的背景电阻率差异引起的误差，另外一

７２７４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９卷　

部分来自ＴＢＭ建模结果与真实ＴＢＭ之间的误差．

本研究仅就第一部分的误差进行讨论，对由于ＴＢＭ

建模失真引起的误差暂不考虑．

３．３　犜犅犕干扰消除模型验证

３．３．１　不考虑背景电阻率误差模型验证

算例１：断层１００ｍ×１００ｍ×５ｍ，距离掌子面

５０ｍ，断层电阻率１Ωｍ，背景电阻率１００Ωｍ

在不考虑正演时背景电阻率与真实背景电阻率

差异的前提下，按照前述的方法尝试对计算的隧道

掌子面前方含有直立充水异常体不同模型进行校正

和去除ＴＢＭ干扰．首先对图１４中断层规模为１００ｍ×

１００ｍ×５ｍ，距离掌子面５０ｍ的直立充水断层进行

了干扰消除．根据流程分别计算纯隧道腔体响应、包

含ＴＢＭ 的响应和同时包含ＴＢＭ 和充水断层的响

应，其中认为同时包含ＴＢＭ 和充水断层时的响应

对应着总场数据（实际应用中是实测响应）．图１５ａ

中，可以看出去除ＴＢＭ 干扰后的瞬变电磁响应曲

线与直接正演得到的纯异常体的瞬变电磁响应曲线

吻合较好，这说明本文采取的去除方法是可行的．图

１５ｂ给出了去除ＴＢＭ 干扰瞬变电磁衰减曲线与直

接正演得到的充水断层异常的瞬变电磁衰减曲线之

间的相对误差．

从相对误差曲线图中可以看出去除ＴＢＭ 影响

后整体相对误差较小，最大值不超过８％，最大误差

出现在关断后１０μｓ和１００μｓ之间，说明干扰消除

效果较好．采用校正后的数据与不包含 ＴＢＭ 直接

正演的数据分别计算回线范围的三维视电阻率图

（图１６）．尽管存在８％的最大误差，但根据两者计算

的三维视电阻率图不管是低阻体的位置还是视电阻

率幅值来判断都对应较好．

算例２：断层１００ｍ×１００ｍ×５ｍ，距离掌子面

５０ｍ，断层电阻率１０Ωｍ，背景电阻率１００Ωｍ

对于与算例１相同规模，但电阻率差异不是特

别大的模型进行计算和验证．图１７给出了算例２中

图１５　算例１去除ＴＢＭ影响的数据与断层数据对比

（ａ）衰减曲线；（ｂ）相对误差．

Ｆｉｇ．１５　Ｃａｓｅ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ｄａｔａａｆｔｅｒＴＢＭ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ｒｅｍｏｖｅｄａｎｄ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ｄｉｒｅｃ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ｂ）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

图１６　算例１不包含ＴＢＭ直接正演数据（左）与校正后的数据（右）三维视电阻率图像

Ｆｉｇ．１６　Ｃａｓｅ１：３Ｄ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ｆｒｏｍｄｉｒｅｃ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ｌｅｆｔ）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Ｂ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ｓｒｅｍｏｖｅｄ（ｒ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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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算例２去除ＴＢＭ影响的数据与断层数据对比

Ｆｉｇ．１７　Ｃａｓｅ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ｄａｔａａｆｔｅｒＴＢＭ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ｒｅｍｏｖｅｄａｎｄ

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ｄｉｒｅｃ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距离掌子面５０ｍ的直立充水断层模型消除 ＴＢＭ

干扰后的响应曲线与直接正演得到的纯异常曲线对

比．可以看出，由于异常体本身规模较小并且距离掌

子面较远，其在掌子面处产生的异常较小，但是经过

干扰消除之后的瞬变电磁响应曲线与异常体正演响

应曲线还是能够很好地对应．从相对误差曲线来看，

消除干扰的效果比算例１效果好，最大的相对误差

不超过１％．

３．３．２　考虑背景电阻率误差模型验证

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利用正演模拟获取 ＴＢＭ

响应时给定的围岩背景电阻率不可能完全符合真

实围岩的背景电阻率情况，因而有必要分析两者

存在差异时对于ＴＢＭ干扰消除带来的误差．本文

全部使用均匀背景电阻率进行研究，这一方面是

为了模拟建模方便，更重要的是通过均匀背景能

够发现模型变化的规律，便于开展研究．实际上，

采用三维建模的方法可以模拟非常复杂的背景电

阻率情况．

首先，在通过正演获得ＴＢＭ干扰校正量时，分别

设置隧道模型中的背景电阻率为１３０Ωｍ、１７０Ωｍ和

２００Ωｍ，设计获取总响应（模拟实测数据）时背景电

阻率为１００Ωｍ，如表１所示，设计模型的最大相对

误差为１００％．掌子面前方的异常体采用１５０ｍ×

１５０ｍ×５ｍ，距离掌子面２０ｍ，电阻率为１０Ωｍ．

图１８、图１９和图２０分别给出了表１中３个算

例的衰减曲线和视电阻率曲线对比．可以发现，在利

用正演模拟获取ＴＢＭ响应的过程中如果给定的围

岩背景电阻率大于真实背景电阻率，则直接进行

ＴＢＭ干扰消除后获得的瞬变电磁响应与真实响应

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衰减曲线中表现为衰减电

表１　考虑背景电阻率差异的模型背景和相对误差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犿狅犱犲犾狊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狉犲狊犻狊狋犻狏犻狋狔犪狀犱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犲狉狉狅狉

序号
获取ＴＢＭ响应

背景电阻率／Ωｍ

获取总场响应模型

背景电阻率／Ωｍ
相对误差／％

算例３ １３０ １００ ３０

算例４ １７０ １００ ７０

算例５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算例６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算例７ １３０ ２００ ３５

算例８ １７０ ２００ １５

压幅值高于真实的衰减电压，相应的在视电阻率曲线

中表现为视电阻率幅值小于真实的视电阻率，但整

体差异不大．即使背景电阻率相对误差增大到１００％，

经过校正后的曲线仍然表现了原有曲线的形态．

在背景电阻率相对误差逐渐放大的过程中，

无论是从衰减曲线，还是视电阻率曲线来看，相对

误差越大，采用本文方法消除ＴＢＭ 干扰的响应与

真实响应差距越大．从视电阻率曲线对比图中还

可以发现，低电阻率异常得到了放大，最低值出现

的时刻也有所提前，通过前述响应规律分析可知，

这是ＴＢＭ干扰去除不干净造成的．但这一结论是

偏于安全的．

当计算ＴＢＭ响应时设置的背景电阻率较真实

电阻率低时，采用算例６、算例７和算例８来考察．

此时设计采集总场时的背景电阻率为２００Ωｍ，正演

计算ＴＢＭ 响应时的背景电阻率分别为１００Ωｍ、

１３０Ωｍ和１７０Ωｍ，其余参数不变．

从图２１、图２２和图２３给出的衰减曲线和视电

阻率曲线对比可以看出，获取ＴＢＭ响应的正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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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算例３衰减曲线（左）和视电阻率曲线（右）对比图

Ｆｉｇ．１８　Ｃａｓｅ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ｌｅｆｔ）ａｎｄ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ｒｉｇｈｔ）

图１９　算例４衰减曲线（左）和视电阻率曲线（右）对比图

Ｆｉｇ．１９　Ｃａｓｅ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ｌｅｆｔ）ａｎｄ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ｒｉｇｈｔ）

图２０　算例５衰减曲线（左）和视电阻率曲线（右）对比图

Ｆｉｇ．２０　Ｃａｓｅ５：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ｌｅｆｔ）ａｎｄ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ｒｉｇｈｔ）

程中给定背景电阻率值小于实际背景电阻率值时，

消除ＴＢＭ干扰后所得异常响应感应电动势曲线幅

值比原始异常值小，对应的视电阻率曲线中整体视

电阻率值大于真实异常的视电阻率值，而且视电阻

率曲线的极小值在时间上出现了滞后．这对于判定

掌子面前方的低电阻率目标是不利的，有可能错过

０３７４



　１２期 孙怀凤等：隧道强干扰环境瞬变电磁响应规律与校正方法：以ＴＢＭ为例

图２１　算例６衰减曲线（左）和视电阻率曲线（右）对比图

Ｆｉｇ．２１　Ｃａｓｅ６：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ｌｅｆｔ）ａｎｄ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ｒｉｇｈｔ）

图２２　算例７衰减曲线（左）和视电阻率曲线（右）对比图

Ｆｉｇ．２２　Ｃａｓｅ７：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ｌｅｆｔ）ａｎｄ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ｒｉｇｈｔ）

图２３　算例８衰减曲线（左）和视电阻率曲线（右）对比图

Ｆｉｇ．２３　Ｃａｓｅ８：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ｌｅｆｔ）ａｎｄ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ｒｉｇｈｔ）

低电阻率异常目标或将大异常判定为小异常．因而

在实际过程中，选择计算ＴＢＭ 响应的背景电阻率

应尽量接近真实，在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应整体高于

实际电阻率，使计算结果偏于安全．

４　结论与讨论

采用时域有限差分法对ＴＢＭ 的瞬变电磁响应

１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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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数值模拟，对ＴＢＭ 存在时的瞬变电磁影响

规律进行了分析．在分析基础上，根据瞬变电磁场的

叠加原理，提出了一种电阻率减除的校正方法，通过

数值算例表明，给出的减除校正法能够去除大部分

的ＴＢＭ影响，即使考虑建模误差带来的ＴＢＭ响应

差异，也能够很好地保持去除后视电阻率曲线与真

实情况的趋势一致性．该方法不仅仅适用于隧道环

境，对于其他诸如地面、航空、半航空、海洋瞬变电磁

勘探同样适用．

但本研究仍然存在如下需要改进的问题：①本

研究仅以ＴＢＭ 为例考虑单一干扰源的情况，但在

实际探测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干扰源，必须对所有可

能的干扰源进行建模计算后才能够想办法去除．②

实际数据采集过程中一般采用多匝小回线，由于线

圈自感和互感的影响，此时采集的感应电压幅值可

能会大于数值模拟的幅值，需要在实际数据采集时

考虑校正．③由于目前没有试验条件，没有对实测数

据进行分析，对实测数据的分析过程中可能会发现

更多的问题．

致谢　感谢曾友强硕士提供ＴＢＭ 复杂模型建模和

三维时域有限差分网格剖分．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

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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