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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保证瞬变电磁场晚期信号计算正确，在时域有限差分正演中通常采用低频近似，即将磁场散度方程显式

的包含在电磁场迭代方程中，因而犎狕 的求解方式与犎狓、犎狔 不同，导致常规ＣＰＭＬ吸收边界无法施加．本文重新

推导了ＣＰＭＬ介质中的迭代方程，并将其与常规介质中的迭代方程在形式上进行了统一，提出了一种适用于瞬变

电磁低频近似下三维ＦＤＴＤ的ＣＰＭＬ边界条件及施加方法．首先采用均匀半空间模型来验证本方法的有效性，发

现模拟结果与解析解吻合较好，且模拟用时为采用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ＦＤＴＤ用时的一半；而且，反射误差实验验证了

本文的ＣＰＭＬ边界吸收效率较高．之后，模拟了典型的三层模型，发现本方法的模拟结果与线性数字滤波解吻合

程度较好．最后采用本方法计算了航空瞬变电磁带地形的复杂模型，实验证明了本文提出的ＣＰＭＬ具有广泛的

适用性．

关键词　瞬变电磁；三维正演；ＦＤＴＤ；低频近似；卷积完全匹配层（ＣＰ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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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ＭＬ

０　引言

瞬变电磁法通过接地长导线源或不接地回线源

发射一次脉冲电场，在脉冲间断期间观测二次磁场，

根据二次场的特征分析地下异常体的分布．因该方

法具有对低阻体敏感（闫述等，２００２）、施工方便等优

点，已被广泛用于金属矿勘探、煤矿采空区探测、环

境水文监测（薛国强等，２００７，２００８）以及碳氢水合物

勘探（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等领域．在勘探前的

可行性分析，方案设计以及勘探后的数据反演与解

释工作都需要三维正演的参与，而时域有限差分方

法（ＦＤＴＤ）是瞬变电磁三维正演中使用最为广泛的

方法之一．

Ｏｒｉｓｔａｇｌｉｏ和 Ｈｏｈｍａｎｎ（１９８４）使用 ＤｕＦｏｒｔ

Ｆｒａｎｋｅｌ形式的有限差分方法研究了二维均匀半空

间含低阻异常体模型的瞬变场分布特征．Ｗａｎｇ和

Ｈｏｈｍａｎｎ（１９９３）基于改进的ＤｕＦｏｒｔＦｒａｎｋｅｌ有限

差分形式，开发了瞬变电磁三维正演算法．宋维琪和

仝兆歧（２０００）研究了激发源为接地长导线，供电电

流为正负交替方波时，三维地电介质中瞬变电磁场

的有限差分计算方法．为了加快模拟速度，Ｃｏｍｍｅｒ

和Ｎｅｗｍａｎ（２００４）开发了电性源瞬变电磁三维并行

时域有限差分算法．岳建华等（２００７）以电偶极源作

为激发源，进行了矿井全空间瞬变电磁场的时域有

限差分正演计算．李建慧等（２０１３）基于电场异常场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方程实现了回线源瞬变电磁法的交错网

格有限差分算法．孙怀凤等（２０１３）提出了考虑关断

时间的回线源瞬变电磁三维有限差分正演方法．赵

越等（２０１７）针对带地形的复杂模型开展了航空瞬变

电磁的三维有限差分正演研究．之后，为了减少网格

数量，孙怀凤等（２０１８）开发了基于多尺度网格法的

瞬变电磁三维时域有限差分算法．

电磁波的传播是一个开域过程，由于计算机内

存容量有限，无法在数值实验中模拟电磁波的整个

传播过程．若要在有限的硬件空间内进行模拟，必须

人为引入边界条件．瞬变电磁正演中通常采用的是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条件，即将边界处的电场切线分量强

制赋为零．该边界条件实质是在边界处设置理想电

导体（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ＰＥＣ），电磁波传

到此处将会完全反射．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条件的优点是

理论简单、容易实现、可靠性高且满足物理规律；缺

点是要想反射回的电磁波对计算区域的影响足够

小，就必须将模型尺寸设置的非常大，从而使电磁波

能量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转换成热能而耗散掉（有耗

介质），但这不可避免会消耗大量内存以及计算时

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些年有多种吸收边界被相

继提出．最早提出的 Ｍｕｒ吸收边界（Ｍｕｒ，１９８１）理

论简单，方便施加，且具有资源消耗少的优点，但其

吸收效率随电磁波入射角度增加而降低，且在角

顶区域存在较大计算误差．廖氏吸收边界（廖振鹏

等，２００２）有着更高的吸收效率，且能很好的处理

高频振荡和零频漂移现象，但其高阶形式并不稳

定．Ｂｅｒｅｎｇｅｒ（１９９４）提出了完全匹配层（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ＭａｔｃｈｅｄＬａｙｅｒ，ＰＭＬ）吸收边界条件，通过设置合

适的本构参数使界面两侧介质的波阻抗达到完全匹

配，从而实现电磁波通过界面时完全无反射地进入

ＰＭＬ层．不同于常规介质，ＰＭＬ层是在截断边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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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添加的一种特殊介质，该介质可看作电磁波的

吸波材料，电磁波在ＰＭＬ介质中传播时会快速衰

减．Ｂｅｒｅｎｇｅｒ提出的ＰＭＬ边界条件（ＢＰＭＬ）的吸收

效率与电磁波的频率和入射角无关，但由于ＢＰＭＬ

是基于分裂场的方式施加，需要将场值分裂成子分

量并对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组进行改写，这无疑会占用大

量内存和时间．之后，Ｓａｃｋｓ等（１９９５）和Ｇｅｄｎｅｙ（１９９６）

提出了各向异性ＰＭＬ（ＵｎｉａｘｉａｌＰＭＬ，ＵＰＭＬ）吸收

边界，其通过合理设置单轴各向异性介质的本构参

数形成完全匹配层，ＵＰＭＬ对高频电磁波吸收效果良

好，但对低频电磁波的吸收效果欠佳．Ｃｈｅｗ和 Ｗｅｅｄｏｎ

（１９９４）提出了坐标伸缩ＰＭＬ（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ＰＭＬ，ＳＣＰＭＬ）．之后，为了改善ＳＣＰＭＬ对倏逝波和

低频波的吸收效果，Ｋｕｚｕｏｇｌｕ和 Ｍｉｔｔｒａ（１９９６）提出了

复频率参数完全匹配层（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ｈｉｆｔｅｄ

ＰＭＬ，ＣＦＳＰＭＬ），但由于其卷积项的计算需要计算

时刻之前所有时间步的场值，占用内存较大且计算

效率非常低．Ｒｏｄｅｎ和Ｇｅｄｎｅｙ（２０００）以非分裂场的形

式施加了ＣＦＳＰＭＬ，并使用循环卷积递归算法实现

了对卷积项的快速计算，该方法后来被广泛使用，被

称为卷积完全匹配层（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ＭＬ，ＣＰＭＬ）．李

展辉和黄清华（２０１４）、余翔等（２０１７）将ＣＰＭＬ应用

于瞬变电磁ＦＤＴＤ数值模拟中，并对参数选取开展

了研究．

ＣＰＭＬ边界对低频电磁波具有良好的吸收效

果，如果能将其应用在瞬变电磁方法（主要利用低频

电磁波勘探）的三维正演中，将可以有效的减小模型

的尺寸，从而减少模拟时间．然而，在进行瞬变电磁

响应计算时，为保证晚期计算结果的正确，需要将磁

场散度方程显式包含在迭代方程中（Ｂｅｓｔｅｔａｌ．，

１９８５；ＷａｎｇａｎｄＨｏｈｍａｎｎ，１９９３）．但是，低频近似

下的瞬变电磁ＦＤＴＤ正演中的磁场分量犎狕 的求解

方式与犎狓、犎狔 分量不同，这使得按照常规方法在

犎狕 上施加ＣＰＭＬ的方式不再适用．姜彦南等（２０１５）研

究了低频近似下二维ＴＭ狔 模式中ＣＰＭＬ吸收边界

的施加方式，其地空边界采用向上延拓的方法．考

虑到实际地质情况往往是复杂的三维结构，本文将

上述方法推广到三维：从麦克斯韦方程组旋度方程

出发并显式包含磁场散度方程，详细推导了低频近

似条件下ＣＰＭＬ介质内电磁场的迭代方程．不同于

地空界面采用延拓的方式，本文将空气层添加到计

算模型中，可以模拟复杂的地形．为了验证算法的有

效性和稳定性，首先采用均匀半空间模型验证其计

算精度，并将其与采用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的ＦＤＴＤ算法

进行计算效率对比；接着计算了反射误差，结果验证

了ＣＰＭＬ边界条件的吸收效率；之后，将新的算法

应用于典型三层模型的模拟；最后，将本文提出的方

法用于模拟航空瞬变电磁带地形的复杂模型，结果

验证了本文算法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１　控制方程

１．１　三维犉犇犜犇正演基本原理

在均匀、有耗、非磁性、无源媒质中，麦克斯韦方

程组（葛德彪和闫玉波，２００５）为

Δ

×犈＝－μ
犎

狋
， （１ａ）

Δ

×犎＝ε
犈

狋
＋σ犈， （１ｂ）

Δ

·犈＝０， （１ｃ）

Δ

·犎＝０， （１ｄ）

其中，犎和犈 分别为磁场强度和电场强度，σ和μ分

别为电导率和磁导率，ε为介电常数．

在瞬变电磁三维正演模拟中，通常不考虑位移

电流的影响（李貅，２００２），因此，在准静态近似后，

方程（１ｂ）变为

Δ

×犎＝σ犈． （２）

　　方程（２）由于缺少电场对时间的一阶导数，无法

构建显示的差分格式．因此向方程（２）中添加虚拟位

移电流项（ＷａｎｇａｎｄＨｏｈｍａｎｎ，１９９３），即人为引入

电场对时间的一阶导数，可重新构建显式差分格式：

Δ

×犎＝γ
犈

狋
＋σ犈， （３）

其中，γ为虚拟介电常数，和介电常数ε具有相同的

量纲．

将麦克斯韦方程组中新的双旋度方程（１ａ）和

（３）写成直角分量形式为

犈狕

狔
－
犈狔
狕

＝－μ
犎狓

狋
， （４ａ）

犈狓

狕
－
犈狕

狓
＝－μ

犎狔

狋
， （４ｂ）

犈狔
狓

－
犈狓

狔
＝－μ

犎狕

狋
， （４ｃ）

犎狕

狔
－
犎狔

狕
＝γ
犈狓

狋
＋σ犈狓， （４ｄ）

犎狓

狕
－
犎狕

狓
＝γ
犈狔
狋
＋σ犈狔， （４ｅ）

犎狔

狓
－
犎狓

狔
＝γ
犈狕

狋
＋σ犈狕． （４ｆ）

　　Ｂｅｓｔ等（１９８５）以及 Ｗａｎｇ和 Ｈｏｈｍａｎｎ（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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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若不能将麦克斯韦方程组中磁场的散

度方程（１ｄ）显式的包含在迭代方程中，会造成瞬变

电磁场晚期的计算结果不正确．Ｗａｎｇ和 Ｈｏｈｍａｎｎ

（１９９３）提出了显示包含方程（１ｄ）的计算方法：先根

据方程（４ａ）和（４ｂ）计算犎狓、犎狔，即狓、狔两个方向的

磁场分量，再根据（５）式求解磁场的狕方向分量：

犎狕

狕
＝－
犎狓

狓
－
犎狔

狔
． （５）

　　用Ｙｅｅ元胞作为空间离散的基本单元，并将方

程（４ａ）—（４ｅ）在时间、空间均采用中心差分进行离散，

犈
狀＋１

狑 ＝犆犃·犈
狀

狑＋犆犅· 犇狑＋１犎
狀＋１／２
狑－１ －犇狑－１犎

狀＋１／２
狑＋［ ］１

，

（６ａ）

犎
狀＋１／２
狑 ＝犎

狀－１／２
狑 －犆犙·［犇狑＋１犈

狀

狑－１－犇狑－１犈
狀

狑＋１
］，（６ｂ）

其中，犆犃＝
２γ－σΔ狋
２γ＋σΔ狋

，犆犅＝
２Δ狋

２γ＋σΔ狋
，犆犙＝Δ狋／μ；

狑（狑＝狓，狔，狕）为坐标方向，满足循环移位规律，即

当狑＝狓时，狑－１＝狕，狑＋１＝狔，犇狑 为沿狑 方向的

一阶中心差分算子．狓、狔两个方向的磁场分量采用

式（６ｂ）计算，狕方向的磁场分量采用式（５）计算，将

其采用中心差分离散后，得到：

犎
狀＋１／２
狕
（犻＋１／２，犼＋１／２，犽＋１）＝犎

狀＋１／２
狕
（犻＋１／２，犼＋１／２，犽）－

Δ狕
犎
狀＋１／２
狓
（犻＋１，犼＋１／２，犽＋１／２）－犎

狀＋１／２
狓
（犻，犼＋１／２，犽＋１／２）

Δ［ 狓

＋
犎
狀＋１／２

狔
（犻＋１／２，犼＋１，犽＋１／２）－犎

狀＋１／２

狔
（犻＋１／２，犼，犽＋１／２）

Δ ］狔
． （７）

方程（６）和（７）组成低频近似下常规介质内电磁场的

迭代方程．

１．２　犆犘犕犔吸收边界

ＣＰＭＬ吸收边界一般远离源区域，无源区域频

率域麦克斯韦方程组为
Δ

狊×犈＝－ｊωμ犎， （８ａ）

Δ

狊×犎＝ｊωγ犈＋σ犈， （８ｂ）

Δ

狊·犈＝０， （８ｃ）

Δ

狊·犎＝０， （８ｄ）

其中算子

Δ

狊定义为

Δ

狊＝狓^
１

狊狓


狓
＋狔^

１

狊狔


狔
＋狕^

１

狊狕


狕
， （９）

狊狑 称为坐标伸缩因子：

狊狑 ＝κ狑 ＋
σ狑

犪狑 ＋ｊωε０
，狑＝狓，狔，狕， （１０）

式中，κ狑 是网格延拓因子；σ狑 是人为添加的电导率，

一个大于零的常数；ω为角频率；ε０ 为真空介电常

数；犪狑 是为改善对倏逝波和低频波的吸收效果而人

为添加的常数．

定义下列傅里叶逆变换：

珋狊狑（狋）＝犉
－１［狊

－１

狑
（ω）］， （１１）

其中，

狊
－１

狑 ＝
１

狊狑
＝

１

κ狑 ＋
σ狑

犪狑 ＋ｊωε０

＝
１

κ狑
＋ξ狑（ω），

ξ狑（ω）＝
－σ狑／ε０κ

２

狑

（σ狑／ε０κ狑 ＋犪狑／ε０）＋ｊω
，

将狊
－１

狑
变换到时间域有，

珋狊狑（狋）＝犉
－１［狊

－１

狑
（ω）］＝

δ（狋）

κ狑
＋ξ狑（狋）， （１２）

式中，

ξ狑（狋）＝
－σ狑

ε０κ
２

狑

ｅｘｐ（－α狑狋）犝（狋），

α狑 ＝
σ狑

ε０κ狑
＋
犪狑

ε０
，

其中，犝（狋）为单位阶跃函数．将（９）和（１０）代入（８ａ）

和（８ｂ）中，并通过傅里叶反变换式（１２）到时间域：

－
犅

狋
＝狓^

１

κ狔

犈狕

狔
－
１

κ狕

犈狔
狕

＋ξ狔（狋）
犈狕

狔
－ξ狕（狋）

犈狔
（ ）狕

＋狔^
１

κ狕

犈狓

狕
－
１

κ狓

犈狕

（ 狓
＋ξ狕（狋）

犈狓

狕
－ξ狓（狋）

犈狕

 ）狓
＋狕^

１

κ狓

犈狔
狓

－
１

κ狔

犈狓

狔
＋ξ狓（狋）

犈狔
狓

－ξ狔（狋）
犈狓

（ ）狔 ， （１３ａ）

γ
犈

狋
＋σ犈 ＝狓^

１

κ狔

犎狕

狔
－
１

κ狕

犎狔

狕
＋ξ狔（狋）

犎狕

狔
－ξ狕（狋）

犎狔

（ ）狕
＋狔^

１

κ狕

犎狓

狕
－
１

κ狓

犎狕

（ 狓
＋ξ狕（狋）

犎狓

狕
－ξ狓（狋）

犎狕

 ）狓
＋狕^

１

κ狓

犎狔

狓
－
１

κ狔

犎狓

狔
＋ξ狓（狋）

犎狔

狓
－ξ狔（狋）

犎狓

（ ）狔
， （１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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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星号代表卷积运算．（１３ａ）和（１３ｂ）采用余翔

等（２０１７）的方法，即可得到离散后的电场犈和磁场

分量犎狓、犎狔 的迭代公式，在此不再赘述．但低频近

似下需要将式（８ｄ）显示的包含在电磁场的迭代方程

中，犎狕 的迭代方程与犎狓、犎狔 的迭代方程具有不同

的形式，现对犎狕 的迭代方程进行推导：

将式（９）代入式（８ｄ），

１

狊狓

犎狓

狓
＋
１

狊狔

犎狔

狔

１

狊狕

犎狕

狕
＝０． （１４）

根据式（１２）将式（１４）变换到时间域，有

１

κ狓

犎狓

狓
＋
１

κ狔

犎狔
狔
＋
１

κ狕

犎狕

狕
＋Ψ犎狓狓＋Ψ犎狔狔＋Ψ犎狕狕 ＝０，

（１５）

其中，Ψ犎狑狑 ＝ξ狑（狋）
犎狑

狑
，狑＝狓，狔，狕．

观察式（１５）可以发现，其含有三项形式相似的

卷积项，对Ψ 函数进行如下构造：

Ψ
狀＋１／２
犎狑狑 ＝ζ狑（狋）

犎
狀＋１／２
狑

狑
＝犮狑犇狑犎

狀＋１／２
狑 ＋犫狑Ψ

狀－１／２
犎狑狑
，

（１６）

其中，犫狑 ＝ｅｘｐ（－α狑Δ狋），犮狑 ＝
σ狑

σ狑κ狑 ＋κ
２

狑犪狑
（犫狑－１）

当狑＝狕时，将式（１６）代入式（１５），得：

　
１

κ狓

犎
狀＋１／２
狓

狓
＋
１

κ狔

犎
狀＋１／２

狔

狔
＋
１

κ狕

犎
狀＋１／２
狕

狕
＋Ψ

狀＋１／２
犎狓狓

　　　＋Ψ
狀＋１／２
犎狔狔 ＋犮狕犇狕犎

狀＋１／２
狕 ＋犫狕Ψ

狀－１／２
犎狕狕 ＝０，（１７）

对式（１７）采用中心差分策略离散，整理后得：

犎
狀＋１／２

狕
（犻＋１／２，犼＋１／２，犽＋１）＝犎

狀＋１／２
狕
（犻＋１／２，犼＋１／２，犽）

－
Δ狕

κ狓（１／κ狕＋犮狕）
犎
狀＋１／２
狓
（犻＋１，犼＋１／２，犽＋１／２）－犎

狀＋１／２
狓
（犻，犼＋１／２，犽＋１／２）

Δ狓

－
Δ狕

κ狔（１／κ狕＋犮狕）
犎
狀＋１／２

狔
（犻＋１／２，犼＋１，犽＋１／２）－犎

狀＋１／２

狔
（犻＋１／２，犼，犽＋１／２）

Δ狔

－
Δ狕

（１／κ狕＋犮狕）
Ψ
狀＋１／２
犎狓狓
（犻，犼＋１／２，犽＋１／２）－

Δ狕
（１／κ狕＋犮狕）

Ψ
狀＋１／２
犎狔狔
（犻＋１／２，犼，犽＋１／２）

－犫狕
Δ狕

（１／κ狕＋犮狕）
Ψ
狀－１／２
犎狕狕
（犻＋１／２，犼＋１／２，犽）， （１８）

其中，

Ψ
狀＋１／２
犎狓狓
（犻，犼＋１／２，犽＋１／２）＝犮狓

犎
狀＋１／２
狓
（犻＋１，犼＋１／２，犽＋１／２）－犎

狀＋１／２
狓
（犻，犼＋１／２，犽＋１／２）

Δ狓

＋犫狓Ψ
狀－１／２
犎狓狓
（犻，犼＋１／２，犽＋１／２），

Ψ
狀＋１／２
犎狔狔
（犻＋１／２，犼，犽＋１／２）＝犮狔

犎
狀＋１／２

狔
（犻＋１／２，犼＋１，犽＋１／２）－犎

狀＋１／２

狔
（犻＋１／２，犼，犽＋１／２）

Δ狔

＋犫狔Ψ
狀－１／２
犎狔狔
（犻＋１／２，犼，犽＋１／２），

Ψ
狀＋１／２
犎狕狕
（犻＋１／２，犼＋１／２，犽）＝犮狕

犎
狀＋１／２
狕
（犻＋１／２，犼＋１／２，犽＋１）－犎

狀＋１／２
狕
（犻＋１／２，犼＋１／２，犽）

Δ狕

＋犫狕Ψ
狀－１／２
犎狕狕
（犻＋１／２，犼＋１／２，犽）．

　　综上，式（１８）即为磁场分量犎狕 的迭代公式，再

结合式（１３ａ）和（１３ｂ）离散后得到的公式，即构成瞬

变电磁低频近似下三维ＦＤＴＤ正演计算中ＣＰＭＬ

介质中的迭代公式，并且该组迭代公式在ＣＰＭＬ介

质与常规介质具有统一的迭代格式．例如，对比

ＣＰＭＬ介质与常规介质中 犎狕 的迭代公式，可以看

到，式（１８）的等号右边比式（７）多出了第二和第三项

中κ狓（１／κ狕＋犮狕）和κ狔（１／κ狕＋犮狕）两个系数以及最后

的三项．当选取ＣＰＭＬ参数κ狑 ＝１，σ狑 ＝０时，式中

κ狓（１／κ狕＋犮狕）＝κ狔（１／κ狕＋犮狕）＝１，且后三项均为

零．在选取上述参数组合时，ＣＰＭＬ介质退化为常

规介质，本文建立的迭代方程在ＣＰＭＬ介质区域与

常规介质区域具有统一的迭代格式，且不增加额外

步骤，即同一套电磁场迭代方程，通过改变参数同时

适用于常规介质和ＣＰＭＬ介质两个区域，这使得编

程实现较为简单．

２　精度验证与复杂模型对比

为了验证本文施加ＣＰＭＬ边界条件方法的有

效性和可靠性，将新算法用于均匀半空间模型并将

计算结果与解析解进行对比，同时计算了ＣＰＭＬ边

界的反射误差．接着将其用于典型三层模型模拟，并

将模拟结果与线性数字滤波解进行了对比．最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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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用于带有山脊和山谷地形的复杂模型中，并

研究了航空瞬变电磁的响应规律．

２．１　均匀半空间模型模拟结果对比及吸收效率

验证

采用中心回线装置，发射线圈为１００ｍ×１００ｍ，发

射电流１Ａ，电流波形采用文献（孙怀凤等，２０１３）

中用开关函数处理后的梯形波，上升沿与下降沿均

为１μｓ，发射电流持续时间为５ｍｓ，观测时间为５ｍｓ，

即占空比为１∶１．计算模型设置如图１ａ所示，整个

模型分为内外两部分，内部为常规介质区域，包裹在

常规介质区域外部的为ＣＰＭＬ介质．常规介质采用

２０ｍ均匀网格进行剖分，狓、狔、狕三个方向的网格数

量分别为６１×６１×６０（实际尺寸为１２２０ｍ×１２２０ｍ×

１２００ｍ），其中空气层采用１０层网格，空气电阻率设

置为１０６Ωｍ，其余５０层网格代表大地，大地电阻率

设置为１００Ωｍ．ＣＰＭＬ区域厚度为１５层网格，同

样采用２０ｍ均匀网格剖分．

将ＣＰＭＬＦＤＴＤ数值模拟结果与均匀半空间解析

解进行对比，对比时间范围为关断后１０μｓ至５ｍｓ．

为获得良好的吸收效果，根据经验选取的ＣＰＭＬ边

界条件的参数分别为：κ狑 ＝１，σ狑 ＝１００，α狑 ＝０．０１，

且在本节后续所有模型模拟中均采用这一ＣＰＭＬ

参数组合．图１ａ给出了ＣＰＭＬＦＤＴＤ模拟结果与

阶跃波下均匀半空间模型的解析解的结果，作为对

比，我们还将采用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的ＦＤＴＤ的结果一

同绘制在图１ａ中，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ＦＤＴＤ模型的计算域网

格数仍为６１×６１×６０，在各个方向均扩边２ｋｍ，总

共需要计算的模型网格数为１６１×１６１×１６０．图１ｂ

给出了ＣＰＭＬＦＤＴＤ和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ＦＤＴＤ的模拟结

果与解析解的相对误差．从图１ｂ可以看到，一方面，

ＣＰＭＬＦＤＴＤ和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ＦＤＴＤ两者和解析解的

相对误差曲线趋势一致，ＣＰＭＬＦＤＴＤ的相对误差

值稍大于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ＦＤＴＤ的相对误差值，但在整个

观测阶段，大部分时间内ＣＰＭＬＦＤＴＤ的相对误差

都不超过５％，仅在极晚期（关断后５ｍｓ），相对误差

超过了５％（为５．２％）；另一方面，在电流关断后早

期ＣＰＭＬＦＤＴＤ和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ＦＤＴＤ的模拟结果与

解析解的结果相差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在我们的三

维计算中考虑了关断时间的影响，而在解析解计算

中是直接采用负阶跃脉冲函数．而随着关断效应的

逐渐减弱，三种方法的感应电动势衰减曲线在双对

数坐标系下基本吻合．

为了对ＣＰＭＬＦＤＴＤ算法的计算效率进行评

估，将该算法与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ＦＤＴＤ在计算效率上进行

对比，两种算法均采用 ＯｐｅｎＡＣＣＧＰＵ并行．实验

中的计算平台选用的是腾讯云ＧＰＵ计算型ＧＮ１０Ｘ．

２ＸＬＡＲＧＥ４０（ＣＰＵ采用８核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Ｓｋｙｌａｋｅ，配

置１块ＴｅｓｌａＶ１００ＧＰＵ计算卡）．计算的模型仍采

用均匀半空间模型，模型参数与上面实验相同，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ＦＤＴＤ完成计算需要６７０ｓ．作为对比，本

文的算法ＣＰＭＬＦＤＴＤ需计算的网格数为９１×９１×

９０，由于计算的网格数少于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ＦＤＴＤ的模

型，因此计算时间也相应更少，仅需３００ｓ，计算效率

提升了一倍以上．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ＣＰＭＬ边界的吸收效率，对

ＣＰＭＬ边界的反射误差进行分析，反射误差计算公

式（ＲｏｄｅｎａｎｄＧｅｄｎｅｙ，２０００）：

ＥｒｒｏｒｄＢ ＝２０ｌｏｇ１０
犻（狋）－ 犻ｒｅｆ（狋）

犻ｒｅｆ，ｍａｘ（狋）
， （１９）

式中 犻（狋）代表施加ＣＰＭＬ吸收边界的模型采样

点犻处的场值， 犻ｒｅｆ（狋）表示算法采用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

条件下同一采样点犻处的场值， 犻ｒｅｆ，ｍａｘ（狋）表示

犻ｒｅｆ（狋）中的最大场值（绝对值）．

如图２ａ所示（俯视图），采样点Ａ位于地、空分

图１　均匀半空间模型ＣＰＭＬＦＤＴＤ模拟结果与解析解对比

（ａ）感应电动势衰减曲线对比图；（ｂ）相对误差曲线．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ＰＭＬＦＤＴ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ｈａｌｆｓｐａｃｅｍｏｄｅｌ

（ａ）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ＰＭＬＦＤＴ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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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的角点处，采样点Ｂ位于地、空分界面的棱边

中点处，均与边界相隔一个网格，计算模型仍采用均

匀半空间模型．最后，根据公式（１９）计算得到的两个

采样点狕方向磁场的反射误差曲线如图２ｂ所示．

由图２ｂ可以看出，棱边处的反射误差小于角点

处的反射误差，且角点处 犎狕 的反射误差最大值小

于－４０ｄＢ．本次反射误差实验考虑的是极端情况，

即接收点距离吸收边界仅一个网格，真实模拟时接

收点不会距离边界如此近，即使如此极端的测试也满

足Ｊｉａｎｇ等（２０１９）中提到的反射误差不超过－４０ｄＢ

的工业标准．本次实验证明了本文开发的吸收边界

效果良好．

上述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ＣＰＭＬ吸收边界有

着良好的吸收效果，算法ＣＰＭＬＦＤＴＤ数值计算结

果的精度可以得到保证且由于计算的网格数量更

少，模拟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

２．２　三层经典模型计算结果对比

为了进一步验证ＣＰＭＬＦＤＴＤ算法的精度，选

用Ａ型典型三层模型进行测试，其参数设置如图３

所示．本次试验中的发射装置形式以及参数设计与

上节一致，常规介质区域在狓、狔、狕三个方向的网格

数分别为６１×６１×６０，设有１０层网格厚度的空气

层，外围包裹的ＣＰＭＬ区域厚度为１５层网格．

图３给出了Ａ型模型的ＣＰＭＬＦＤＴＤ模拟结

果与数字滤波解的垂直感应电动势衰减曲线对比图

和相对误差曲线，对比时间范围为关断后的１０μｓ

至５ｍｓ．由图３ａ可以看到ＣＰＭＬＦＤＴＤ的结果与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ＦＤＴＤ的结果吻合的很好，二者在早期与数字

滤波解相差较大，是由于ＣＰＭＬＦＤＴＤ和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

ＦＤＴＤ均考虑了关断时间的影响，而数字滤波解并

没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晚期它们与数字滤波解

的结果基本吻合，在双对数坐标系下感应电动势衰

减曲线基本一致．由误差曲线（图３ｂ）可以看到相似

的结果，在早期时ＣＰＭＬＦＤＴＤ和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ＦＤＴＤ的

结果与数字滤波解误差较大，随后随着关断效应的消

失，结果误差逐渐减小，大部分时间内误差均小于

５％．上述实验结果证明了本文的ＣＰＭＬＦＤＴＤ算

法能满足计算精度要求．

图２　模型示意图及反射误差曲线

（ａ）模型及采样点位置示意图（俯视）；（ｂ）反射误差曲线．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

（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ｂ）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

图３　Ａ型模型ＣＰＭＬＦＤＴＤ数值解与解析解对比

（ａ）感应电动势衰减曲线；（ｂ）相对误差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ＰＭＬＦＤＴ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ｔｙｐｅｍｏｄｅｌ

（ａ）Ｄｅｃａ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ＣＰＭＬＦＤＴ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

８７４１



　４期 柳尚斌等：瞬变电磁低频近似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的ＣＰＭＬ吸收边界及施加方法

２．３　复杂模型计算结果对比

为了进一步验证ＣＰＭＬＦＤＴＤ方法对复杂模

型的适用性，设计带有山脊地形和山谷地形且都埋

藏有低阻异常体的两个复杂模型，使用吊舱式航空

瞬变电磁系统贴地形飞行．

２．３．１　三维山脊含低阻异常体模型

三维山脊含低阻异常体模型如图４ａ所示，山脊

底部面积为２２０ｍ×２２０ｍ，顶部面积为２０ｍ×２０ｍ，

山脊高度为１２０ｍ．山脊与大地电阻率一致，均为

１００Ωｍ．低阻异常体位于山脊中心点正下方，异常

体尺寸为１４０ｍ×１４０ｍ×８０ｍ，位于地面下８０ｍ，

电阻率为１Ωｍ．飞行测线贴地形设置，测线位于犢＝０

剖面处，测线总长度８００ｍ，每隔４０ｍ布置一个接

收点，共２１个接收点．发射与接收距地面高度均为

２０ｍ，发射线圈尺寸为６０ｍ×６０ｍ，发射磁矩为

３．６×１０３Ａｍ２，采样时间为关断后的７×１０－５ｓ至

４×１０－３ｓ，采用对数等间隔选择３５个采样时刻，绘

制感应电动势多测道图．整个模型尺寸设置同２．１

节一致，同样采用２０ｍ均匀网格进行剖分，外围包

裹１５层网格厚度ＣＰＭＬ介质．

从图４ｂ多测道曲线图可以看到，山脊地形对航

空瞬变电磁探测有着明显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在早

期更为明显．早期同一时间道不同接收点的感应电

动势变化较大，曲线在平地与山脚过渡区域呈现上

凸趋势，即感应电动势逐渐增大；而在山脚过渡至山

顶的整个区域中曲线整个呈现下凹趋势，即感应电

动势逐渐减小，在山顶处减小至最小．随着时间的推

移，多测道曲线的起伏程度逐渐减小而趋于平缓，表

明山脊地形的影响在减小，而在晚期的时候感应电

动势逐渐趋于一致．从多测道曲线图可以看到在中

期的时候，犡＝０处左右两端的多测道曲线明显变

得密集，在整个观测时间内表现为早期稀疏、中期密

集、晚期稀疏的变化规律，表明犡＝０附近即山脊中

心的地下存在一个低阻异常体，该模拟结果与赵越

等（２０１７）和张博等（２０１６）结果的特征相吻合．

２．３．２　三维山谷含低阻异常体模型

三维山谷地形含低阻异常体模型如图５ａ所示，

山谷顶部面积为２２０ｍ×２２０ｍ，山谷底部面积为

２０ｍ×２０ｍ，山谷深度为１２０ｍ．低阻异常体位于山

谷中心点正下方，异常体尺寸为１４０ｍ×１４０ｍ×８０ｍ，

距谷底中心点８０ｍ，电阻率为１Ωｍ．飞行测线随着

地形起伏，测线布置、接收点设置、发射与接收设置、

采样时间、采样间隔等均与山脊模型相同．同样采用

２０ｍ均匀网格进行剖分，外围设置１５层网格厚度

ＣＰＭＬ介质．

从图５ｂ多测道曲线图可以看到山谷地形对航

空瞬变电磁有着明显影响，且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于

早期．早期同一时间道不同接收点的感应电动势差

异较大，在地面与山谷交界区域多测道曲线呈现下

凹形状，即感应电动势的值逐渐减小；而从山谷与地

面交界处至山谷谷底中心点区域多测道曲线呈现上

凸形状，即感应电动势的值逐渐增大，在山谷中心点

处增大至最大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测道曲线的起

伏程度逐渐减小，表明山谷地形的影响在减小．从多

测道曲线图可以看到，在中期的时候，在犡＝０左右

两端的多测道曲线变得密集，在整个观测时间内表

现为早期稀疏、中期密集、晚期稀疏的变化规律，表

明犡＝０附近即谷底中心的地下存在一个低阻异常

图４　山脊地形正演模型

（ａ）山脊模型示意图；（ｂ）山脊模型感应电动势多测道曲线图（犡＝０为山脊中心位置）．

Ｆｉｇ．４　３Ｄ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ａｌｈｉｌｌｍｏｄｅｌ

（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３Ｄ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ａｌｈｉｌｌｍｏｄｅｌ；（ｂ）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ｏ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３Ｄ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ａｌｈｉｌｌｍｏｄｅｌ

（犡＝０ｉｓｒｉｄｇｅｃｅ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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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山谷地形正演模型

（ａ）山谷模型示意图；（ｂ）山谷模型感应电动势多测道曲线图（犡＝０代表山谷中心）．

Ｆｉｇ．５　３Ｄ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ａｌｖａｌｌｅｙｍｏｄｅｌ

（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３Ｄ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ａｌｖａｌｌｅｙｍｏｄｅｌ；（ｂ）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ｏ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３Ｄ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ａｌｖａｌｌｅｙｍｏｄｅｌ

（犡＝０ｉｓｖａｌｌｅｙｃｅｎｔｅｒ）．

体，该模拟结果与赵越等（２０１７）和张博等（２０１６）结

果的特征相吻合．

３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瞬变电磁低频近似下ＦＤＴＤ

三维正演的ＣＰＭＬ吸收边界和施加方法，相对于传

统的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条件，可有效缩小正演模型的尺

寸，从而提高计算效率．通过与均匀半空间模型解析

解对比验证了算法的精度，而反射误差实验验证了

本文提出的ＣＰＭＬ施加方法具有良好的吸收效果；

之后，将算法用于模拟典型三层模型，并将模拟结果

与数字滤波解进行了对比，结果验证了二者吻合程

度较好；最后将ＣＰＭＬＦＤＴＤ用于模拟带山脊与山

谷地形的复杂模型上，计算结果证明了该方法具有

良好的适用性．

致谢　本文研究在孙怀凤等（２０１３）开发的ＴＥＭ３ＤＦＤＴＤ

代码基础上完成．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ＢｅｒｅｎｇｅｒＪＰ．１９９４．Ａ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ｍａｔｃｈｅｄｌａｙ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ｗａｖｅｓ．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狅犿狆狌狋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犺狔狊犻犮狊，１１４

（２）：１８５２００．

ＢｅｓｔＭＥ，ＤｕｎｃａｎＰ，ＪａｃｏｂｓＦＪ，ｅｔａｌ．１９８５．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

ｉｎａｌａｙｅｒｅｄｅａｒｔｈ．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５０（４）：６６５６７６．

ＣｈｅｗＷＣ，ＷｅｅｄｏｎＷ Ｈ．１９９４．Ａ３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ｍａｔｃｈｅｄｍｅｄｉｕｍ

ｆｒ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ａｘｗｅｌｌ＇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犕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犪狀犱犗狆狋犻犮犪犾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犔犲狋狋犲狉狊，７（１３）：５９９６０４．

ＣｏｍｍｅｒＭ，ＮｅｗｍａｎＧ．２００４．Ａ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３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ｇａｌｖａｎ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ｓ．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６９（５）：１１９２１２０２．

ＧｅＤＢ，ＹａｎＹＢ．２００５．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Ｗａｖ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Ｘｉ＇ａｎ：Ｘｉｄ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ｅｄｎｅｙＳＤ．１９９６．Ａｎ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ｍａｔｃｈｅｄｌａｙｅｒ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ｍｅｄｉｕｍ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ｕｎ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ＤＴＤｌａｔｔｉｃｅｓ．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狀

犃狀狋犲狀狀犪狊犪狀犱犘狉狅狆犪犵犪狋犻狅狀，４４（１２）：１６３０１６３９．

ＪｉａｎｇＨＬ，ＷｕＬＴ，ＺｈａｎｇＸ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ＮＰＭＬｆｏｒ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狀 犕犻犮狉狅狑犪狏犲

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６７（１２）：４６４６４６５５．

ＪｉａｎｇＹＮ，ＬｉｕＷ，Ｗ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ＣＰＭＬ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ｓ．犆犺犻狀犲狊犲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狅犿狆狌狋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２（６）：７０１７０８．

ＫｕｚｕｏｇｌｕＭ，ＭｉｔｔｒａＲ．１９９６．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ａｕｓａｌ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ｍａｔｃｈｅｄ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ｂｓｏｒｂｅｒｓ．犐犈犈犈

犕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犪狀犱犌狌犻犱犲犱犠犪狏犲犔犲狋狋犲狉狊，６（１２）：４４７４４９．

ＬｉＪＨ，ＨｕＸＹ，ＺｅｎｇＳ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ｏｏｐｓｏｕｒｃ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ｅｑｕａｔｉｏ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６（１２）：４２５６４２６７，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

ｃｊｇ２０１３１２２８．

ＬｉＸ．２００２．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Ｘｉ＇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ＺＨ，ＨｕａｎｇＱＨ．２０１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ｈｉｆｔｅ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ｍａｔｃｈｅｄｌａｙｅｒ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７（４）：１２９２１２９９，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

ｃｊｇ２０１４０４２６．

ＬｉａｏＺＰ，ＺｈｏｕＺＨ，ＺｈａｎｇＹＨ．２００２．Ｓｔａｂｌ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ｉ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ｖｅｍｏｔｉｏｎ．

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４５（４）：５３３５４５．

０８４１



　４期 柳尚斌等：瞬变电磁低频近似 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的ＣＰＭＬ吸收边界及施加方法

ＭｕｒＧ．１９８１．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狀犈犾犲犮狋狉狅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犆狅犿狆犪狋犻犫犻犾犻狋狔，ＥＭＣ２３（４）：

３７７３８２．

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ＤＷ，ＨａｂｅｒＥ，ＳｈｅｋｈｔｍａｎＲ．２０１２．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ｄａｔａ．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

７８（１）：Ｅ４７Ｅ５７．

ＯｒｉｓｔａｇｌｉｏＭＬ，ＨｏｈｍａｎｎＧＷ．１９８４．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ｔｏａ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ｔｈ；ａ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４９（７）：８７０８９４．

ＲｏｄｅｎＪＡ，ＧｅｄｎｅｙＳＤ．２０００．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ＭＬ（ＣＰＭＬ）：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ＤＴ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ＦＳＰＭＬｆｏｒ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ｍｅｄｉａ．

犕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犪狀犱犗狆狋犻犮犪犾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犔犲狋狋犲狉狊，２７（５）：３３４３３９．

ＳａｃｋｓＺＳ，ＫｉｎｇｓｌａｎｄＤＭ，Ｌｅ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Ａ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ｍａｔｃｈｅｄ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ｂｓｏｒｂｅｒｆｏｒｕｓｅａｓａｎ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狅狀犃狀狋犲狀狀犪狊犪狀犱犘狉狅狆犪犵犪狋犻狅狀，４３（１２）：１４６０

１４６３．

ＳｏｎｇＷＱ，ＴｏｎｇＺＱ．２０００．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３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犗犻犾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５（６）：７５１７５６．

ＳｕｎＨＦ，ＬｉＸ，ＬｉＳ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ＤＴ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

ＴＥＭｅｘｃｉｔｅｄｂｙａｌｏｏｐ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ｒａｍｐｔｉｍｅ．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６（３）：１０４９１０６４，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

ｃｊｇ２０１３０３３３．

ＳｕｎＨＦ，ＣｈｅｎｇＭ，ＷｕＱ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ｇｒｉｄｓｃｈｅｍｅｉｎ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ＦＤＴＤ．

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６１（１２）：５０９６５１０４，

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８Ｌ０６５９．

ＷａｎｇＴ，ＨｏｈｍａｎｎＧ Ｗ．１９９３．Ａ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

５８（６）：７９７８０９．

ＸｕｅＧＱ，ＬｉＸ，ＤｉＱＹ．２００７．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２（４）：１１９５

１２００．

ＸｕｅＧＱ，ＬｉＸ，ＤｉＱＹ．２００８．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ＥＭｆｏｒｗａｒ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３（４）：１１６５１１７２．

ＹａｎＳ，ＣｈｅｎＭＳ，ＦｕＪＭ．２００２．Ｄｉｒｅｃｔ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４５（２）：２７５２８４．

ＹｕＸ，ＷａｎｇＸＢ，ＺｈｕＸＱ，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ＣＰＭＬｉｎＦＤＴＤ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３Ｄｆｏｒｗａｒ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２（４）：１７０５１７１０，

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ｐｇ２０１７０４３９．

ＹｕｅＪＨ，ＹａｎｇＨＹ，ＨｕＢ．２００７．３Ｄ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ＥＭｉｎｍｉｎｅ．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２（６）：１９０４１９０９．

ＺｈａｎｇＢ，ＹｉｎＣＣ，ＬｉｕＹ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３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ＥＭｓｙｓｔｅｍｓ．犆犺犻狀犲狊犲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９（４）：１５０６１５２０，ｄｏｉ：１０．

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６０４３１．

ＺｈａｏＹ，ＬｉＸ，ＷａｎｇＹＰ，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

３ＤＡＴＥＭ．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６０（１）：

３８３４０２，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７０１３２．

附中文参考文献

葛德彪，闫玉波．２００５．电磁波时域有限差分方法．西安：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出版社．

姜彦南，刘文，王娇等．２０１５．瞬变电磁场模拟中的ＣＰＭＬ吸收边

界条件．计算物理，３２（６）：７０１７０８．

李建慧，胡祥云，曾思红等．２０１３．基于电场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方程的回线

源瞬变电磁法三维正演．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１２）：４２５６４２６７，

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３１２２８．

李貅．２００２．瞬变电磁测深的理论与应用．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

版社．

李展辉，黄清华．２０１４．复频率参数完全匹配层吸收边界在瞬变电

磁法正演中的应用．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４）：１２９２１２９９，ｄｏｉ：

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４０４２６．

廖振鹏，周正华，张艳红．２００２．波动数值模拟中透射边界的稳定

实现．地球物理学报，４５（４）：５３３５４５．

宋维琪，仝兆歧．２０００．３Ｄ瞬变电磁场的有限差分正演计算．石油

地球物理勘探，３５（６）：７５１７５６．

孙怀凤，李貅，李术才等．２０１３．考虑关断时间的回线源激发ＴＥＭ

三维时域有限差分正演．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３）：１０４９１０６４，

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３０３３３．

孙怀凤，程铭，吴启龙等．２０１８．瞬变电磁三维ＦＤＴＤ正演多分辨

网格方法．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１２）：５０９６５１０４，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

ｃｊｇ２０１８Ｌ０６５９．

薛国强，李貅，底青云．２００７．瞬变电磁法理论与应用研究进展．地

球物理学进展，２２（４）：１１９５１２００．

薛国强，李貅，底青云．２００８．瞬变电磁法正反演问题研究进展．地

球物理学进展，５１（４）：１１６５１１７２．

闫述，陈明生，傅君眉．２００２．瞬变电磁场的直接时域数值分析．地

球物理学报，４５（２）：２７５２８４．

余翔，王绪本，朱湘琴等．２０１７．ＣＰＭＬ在瞬变电磁法时域有限差

分三维正演中的应用分析．地球物理学进展，３２（４）：１７０５

１７１０，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ｐｇ２０１７０４３９．

岳建华，杨海燕，胡搏．２００７．矿井瞬变电磁法三维时域有限差分

数值模拟．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２（６）：１９０４１９０９．

张博，殷长春，刘云鹤等．２０１６．起伏地表频域／时域航空电磁系统

三维正演模拟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９（４）：１５０６１５２０，ｄｏｉ：

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６０４３１．

赵越，李貅，王鹏等．２０１７．三维起伏地形条件下航空瞬变电磁

响应特征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０（１）：３８３４０２，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

ｃｊｇ２０１７０１３２．

（本文编辑　汪海英）

１８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