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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空瞬变电磁法结合地面和航空电磁法的优点，可实现探测深度和工作效率的平衡．当前地空瞬变电磁法

采用单一线源激发电磁辐射场，仅能从一个侧面与地质体耦合，难以获得地质体的全息影像．采用多辐射源是解决

这一问题的途径．本文采用三维矢量有限元法对两个不同地质体多个辐射源情况下的地空瞬变电磁响应开展了模

拟研究，分析了多辐射源在不同辐射方向、不同飞行高度电磁响应的分布特征．研究表明，由多辐射场源作为地空

电磁法的发射源，通过分散布设的线源，可以在地下激发与地质体多方位耦合的电磁场，能够获得地下地质体多方

位不同高度情况下的耦合信息．同时，多辐射场源能够增强源电磁场的辐射强度，减少单一线源体积效应影响，飞

行高度较低时可获得较强的响应幅值，研究结果为多辐射地空瞬变电磁法深部精细探测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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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电磁法通过观测天然或人工源激发的电磁响应

获取地下电性信息（何继善和薛国强，２０１８；底青云

等，２０１９）．传统地面电磁法观测方式在沙漠、戈壁、山

地和湿地等地区无法高效地开展工作，航空电磁法可

发挥替代作用（图１）．航空电磁法根据发射源布设方

式可分为全航空电磁法和地空电磁法，其中全航空电

磁法采集效率高，但由于受到载重限制，发射功率有

限．地空电磁法将发射系统放置于地面，接收系统布

设在飞行平台上（图２），充分地结合了传统地面电磁

法和全航空电磁法的优点，可实现探测深度和工作效

率之间的平衡．

图１　航空电磁探测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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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多辐射源地空电磁探测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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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空瞬变电磁探测系统通常采用单一接地线源

向地下发射电磁场信号，并根据地面长偏移瞬变电磁

法的模式进行数据处理和解释（Ｍｏｇ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２００９；嵇艳鞠等，２０１３；李肃义等，２０１３）．嵇艳鞠等

（２０１３）采用吉林大学研发的地空瞬变电磁系统在江

苏省如东县开展了海水侵蚀探测，并在内蒙古锡林郭

勒盟巴彦宝利格盆地开展了地下水资源探测．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引入基于多分辨分析的小波分析方法，克服

飞行中的基线漂移问题．Ｊｉ等（２０１６）利用小波阈值法

在最大限度上剔除数据中的白噪声，实现非平稳噪声

的识别与剔除．李貅等（２０１５）利用ＴＥＭ三维拟地震

解释技术，为地空电磁成像解释打下基础．Ｗｕ等

（２０１９）提出一种基于小波神经网络的噪声处理方法．

国内学者对多辐射场源下地空电磁法的数据处

理与反演开展了探索性研究．张莹莹等（２０１５）提出一

种基于多源的地空瞬变电磁方法，并给出多分量全域

视电阻率定义．张莹莹等（２０１６）推导了多源地空瞬变

电磁的视纵向电导和视深度计算公式．Ｚｈｏｕ等

（２０１６ａ，ｂ）解决了多源发射系统的野外装置布设问

题．Ｚｈｏｕ等（２０１８）提出一种张量探测方法，以提升基

于一对正交电性源的地空电磁系统对３Ｄ目标体的探

测精度．本文采用三维矢量有限元法对两个不同地质

体进行多辐射源地空瞬变电磁响应开展模拟研究，分

析了多辐射源在不同辐射方向、不同飞行高度的电磁

响应分布特征，从而推进多辐射源地空瞬变电磁理论

方法和技术体系的建立．

１　瞬变电磁场三维矢量有限元法原理

１．１　边值问题

时间域麦克斯韦方程组为（李贺，２０１６）：

Δ

×犈＝－μ０
犎

狋
， （１）

Δ

×犎＝σ犈＋犑ｓ， （２）

其中，犈为电场强度，犎为磁场强度，σ为介质电导率，

μ０ 为介质的磁导率，犑ｓ为源电流密度．对（１）式两端

取旋度：

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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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

Δ

×犈＝－μ０


Δ

×犎

狋
， （３）

将（２）式代入（３）式中得：

Δ

×

Δ

×犈＝－μ０
（σ犈＋犑ｓ）

狋
， （４）

整理可得：

Δ

×

Δ

×犈＋μ０σ
犈

狋
＋μ０

犑ｓ

狋
＝０， （５）

　　根据电磁场理论，在无源区的两种导电介质界

面，电磁场满足如下四个边界条件：

狀×（犈１－犈２）＝０

狀·（犇１－犇２）＝０

狀×（犎１－犎２）＝０

狀·（犅１－犅２）＝

烅

烄

烆 ０

， （６）

式中，狀为两种介质界面处的单位法向分量，犅为磁

感应强度，犇为电位移矢量．

对于无穷远边界，电场和磁场在无穷远边界上的

切向分量为零，即：

Δ

×犈狘Γ＝０

Δ

×犎狘Γ＝
｛ ０

． （７）

１．２　矢量变分方程

根据加权余量法，电场控制方程的加权余量方程

为

∫犞犳·

Δ

×

Δ

×犈＋μ０σ
犈

狋
＋μ０

犑ｓ

（ ）狋 ｄ犞＝０，

（８）

其中，犳为矢量基函数．根据矢量分析恒等式、高斯公

式以及边界条件，可将（８）式写为

∫犞 （

Δ

×犳）·（

Δ

×犈）＋μ０σ犳·
犈

狋
＋μ０犳·

犑ｓ

［ ］狋 ｄ犞

＝０， （９）

（９）式即为矢量有限元法的矢量变分方程．

１．３　矢量有限元法

采用六面体单元进行网格剖分，在单元中棱边

与节点的关系如图３所示．在六面体单元中，将电场

切向分量赋予各个单元的棱边上．采用 Ｗｈｉｔｎｅｙ型

插值基函数（李贺，２０１６），使得插值基函数的散度为

０，而旋度不等于０．因此，在计算区域存在介质不连

续性时，电场强度的切向分量连续，法向分量不连

续，可以有效地避免“伪解”的现象．

在（９）式中，含有电场对时间的偏导数项，采用

向后差分的方式进行离散，即：

犈狀

狋狀
＝
犈狀－犈狀－１
狋狀－狋狀－１

， （１０）

将（１０）式代入（９）式，通过单元分析，可将（９）式写成

图３　单元中节点与棱边的关系（引自：李贺，２０１６）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ｏｄｅｓａｎｄｅｄｇｅｓ

ｉｎａ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ＬｉＨ，２０１６）

矩阵形式：

犃ｅ犈
狀

ｅ ＝犫ｅ， （１１）

其中：

犃ｅ＝∫犞 （

Δ

×犖犻）·（

Δ

×犖犼）＋
σμ０

狋狀－狋狀－１
犖犻·犖［ ］犼 ｄ犞，

（１２）

犫ｅ＝
σμ０

狋狀－狋狀－１∫犞犈狀－１·犖犻ｄ犞－
μ０

狋狀－狋狀－１∫犞（犑狀－犑狀－１）
·犖犻ｄ犞， （１３）

式中，犈
狀

ｅ
为待求第狀个时刻的电场在六面体单元的

各个棱边上投影值形成的列向量，犑狀 为第狀个时刻

外界所施加的电流密度．

在求得六面体单元棱边上的电场强度犈
狀

ｅ
后，可

进一步求得磁感应强度对时间的导数：

犅狕

狋
＝－

犈狔
狓

－
犈狓

（ ）狔 ， （１４）

即可求得电磁响应的垂直分量．

１．４　源的加载

将电流密度直接施加到与电场的水平分量重合

的单元棱边上，如图４所示．一般瞬变电磁场的正演

均采用矩形脉冲进行激发，实际工作中，发射机不可

能做到矩形脉冲发射，为了符合实际情况，在正演计

算中，本文采用梯形波作为激发源．

２　多辐射源地空瞬变电磁法响应模拟

为了对比多辐射场源和单辐射场源的电磁响

应，设计两个不同的三维地质模型，并利用自主开发

的瞬变电磁三维模拟软件对其单辐射源和多辐射源

下的电磁响应特征进行了模拟分析．地空电磁系统

所采集的为垂直磁场分量或其感生电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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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多辐射源加载示意图（参考：孙怀凤，２０１３）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ｕｌｔｉ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ａｄ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ＳｕｎＨＦ，２０１３）

２．１　模型一模拟结果

模型一：半空间电阻率为１００Ωｍ；异常体尺寸

为２００ｍ×２００ｍ×３０ｍ，电阻率１Ωｍ，顶板埋深

１００ｍ；测线位于狔＝０ｍ处，飞行高度分别为１０ｍ、

３０ｍ、５０ｍ；分别计算在单源和双源激发情况下的

电磁响应．

（１）单一地质体、单一辐射源电磁响应特征

单辐射场源与单一三维模型立体图如图５ａ所

示，其中源１长３００ｍ，位于（－１５０，－１５０，０）至

（１５０，－１５０，０），供电电流１５Ａ．沿测线（狔＝０ｍ）在不

同飞行高度１０ｍ、３０ｍ、５０ｍ的感生电动势多测道

图分别如图５ｂ、ｃ、ｄ所示，由图可知垂直分量多测道

图呈单峰分布，１０ｍ飞行高度的感生电动势幅值较

大，而５０ｍ飞行高度的感生电动势幅值较小．

（２）单一地质体、多辐射源磁场响应特征

当两个辐射源的电流方向相反时的地电模型如

图６ａ所示，源１与以上模型一致，源２位于（１５０，

１５０，０）至（－１５０，１５０，０），供电电流均为１５Ａ．图６ｂ、ｃ、ｄ

分别为沿测线（狔＝０）在不同飞行高度１０ｍ、３０ｍ、５０ｍ

的感生电动势多测道图，由图可知感生电动势多测

道图呈单峰分布，１０ｍ飞行高度的感生电动势幅值

较大，而５０ｍ飞行高度的感生电动势幅值较小．同

时，通过与图５计算结果比较，可以得知：当两个辐

射源以相反方向的电流进行发射时，所激发的能量

在空间具有一定的叠加作用，地下目标体的响应特

征虽然彼此相似，但是两个电流方向相反且相互平

行的辐射源电磁响应幅值明显大于单一发射源的情

况，从而大大加强了探测信号强度．

２．２　模型二模拟结果

模型二：半空间电阻率为１００Ωｍ，异常体为两

个直立板目标体，尺寸均为３００ｍ×２００ｍ×５０ｍ，

顶板埋深均为１００ｍ，电阻率均为１Ωｍ，两板间水

平距离５００ｍ，关于狔轴对称放置（如图７ａ所示）；

电源长均为５００ｍ，电源距犗点５００ｍ，供电电流１５Ａ．

取飞行高度２０ｍ，分别计算在单源、双源和四源激

发情况下的电磁响应．

（１）两个地质体单辐射源垂直磁场分量响应

特征

单辐射源激发模型如图７ａ所示，激发源１长

５００ｍ，由（－２５０，－５００，０）至（２５０，－５００，０），供电

电流１５Ａ，飞行高度２０ｍ．图７ｂ所示的垂直磁场平

面分布图，说明由单源激发时，由垂直分量响应不能

区分这两个目标体．

（２）两个地质体、两个辐射源磁场垂直分量响应

特征

两个目标体水平距离５００ｍ，模型参数不变，如

图８ａ所示，激发源１与图７模型一致，激发源２长

５００ｍ，位于（２５０，５００，０）至（－２５０，５００，０），供电电

流１５Ａ．当利用双源同时激发时，取飞行高度３０ｍ，在

图８ｂ所示的垂直磁场平面图中，出现了两个异常体

的外边界轮廓，但是两个异常体之间的边界仍然显

得比较模糊．

（３）两个地质体、四个辐射源磁场垂直分量响

应特征

两个目标体模型参数不变，如图９ａ所示，利用

四个激发源同时进行激发（源长均为５００ｍ，源１、

源２与以上模型一致，源３位于（５００，－２５０，０）至

（５００，２５０，０），源４位于（－５００，２５０，０）至（－５００，

２５０，０），供电电流均为１５Ａ，飞行高度为３０ｍ），可

以明显看到两个目标体分异明显．当利用四个辐射

源激发时，由图９ｂ所示的垂直磁场平面分布图可

知，两个目标体的异常对称，异常幅值较高，其内边

界的清晰度提高．通过与图８所示的计算结果相比，

可以认为四个发射源的垂直磁场响应比两个发射源

的响应效果更好，所反映的地质目标更真实．

３　结论

地空电磁法兼具探测深度大和探测效率高的优

点，对于深部资源调查具有重要意义．在目前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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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飞行高度感生电动势多测道图

（ａ）模型三维立体图；（ｂ）飞行高度１０ｍ感生电动势多测道图；（ｃ）飞行高度３０ｍ感生电动势多测道图；

（ｄ）飞行高度５０ｍ感生电动势多测道图．

Ｆｉｇ．５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ｄ犅狕／ｄ狋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ｉｇｈｔｈｅｉｇｈｔｓ

（ａ）３Ｄｖｉｅｗｏｆｍｏｄｅｌ；（ｂ）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犅狕／ｄ狋ｗｉｔｈｆｌｉｇｈ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１０ｍ；（ｃ）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犅狕／ｄ狋

ｗｉｔｈｆｌｉｇｈ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３０ｍ；（ｄ）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犅狕／ｄ狋ｗｉｔｈｆｌｉｇｈ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５０ｍ．

应用中，地空电磁法一般单源激发，导致所接收到的

信号较弱，难以获得高精度解释结果．本文基于自主

研发的三维矢量有限元法正演模拟软件对多辐射源

地空瞬变电磁响应进行三维模拟，当采用单源激发

时，由于仅在一个方向激发，场的幅值和分辨率受到

限制，获取的地质体的信息不全面，或者目标体并不

能得到有效的识别．当采用多辐射场源作为地空电

磁法的发射源时，能够获得不同角度的电磁场的辐

射信息，从而获得比单源激发更高的分辨率．特别是

四个源同时进行激发时，对于两个目标体有很好的

识别能力．利用源的排列及电流方向等因素对信号

影响的差异，合理布设电性源，可以达到加大勘探深

度，提高多个目标体的分辨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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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飞行高度感生电动势多测道图

（ａ）模型三维立体图；（ｂ）飞行高度１０ｍ感生电动势多测道图；（ｃ）飞行高度３０ｍ感生电动势多测道图；

（ｄ）飞行高度５０ｍ感生电动势多测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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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双地质体、双辐射源模型和垂直磁场分量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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