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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等值反磁通原理的瞬变电磁法是一种新的探测地下纯二次场的方法．该方法采用上下平行共轴的两个

相同线圈通以反向电流作为发射源，且在该双线圈源合成的一次场零磁通平面上，测量对地中心耦合的纯二次场．

理论计算和物理实验论证了该方法能够有效消除接收线圈本身的感应电动势，从而获得地下纯二次场的响应．理

论推导和数值计算证明了该方法采用的双线圈源比传统瞬变电磁法采用的单线圈源对地中心耦合场能量更集中，

因而有利于减少旁侧影响、提高探测的横向分辨率．实测试验表明该方法是浅层探测的一种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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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瞬变电磁法（ＴＥＭ）是利用不接地回线或接地

线源向地下发射一次脉冲电磁场，且在一次脉冲间

歇观测地下涡流场的方法（ＮａｂｉｇｈｉａｎａｎｄＭａｃｎａｅ，

１９９１；蒋邦远，１９９８；李貅，２００２；牛之琏，２００７）．目前

瞬变电磁法普遍的接收方式是采用感应线圈测量磁

场的变化率．由于发射电流关断时，接收线圈本身产

生感应电动势，并叠加在地下涡流场产生的感应电

动势之上，因而造成瞬变电磁实测早期信号失真，形

成探测盲区（Ｔｅｌｆｏ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０；嵇艳鞠等，２００６；

王华军，２０１０）．随着铁路、公路和城市基础建设的快

速发展，浅层工程地质问题日益显著，通常要求在有

限场地条件下实现浅层高精度探测．为此，瞬变电磁

法的收发距离和发射回线边长越来越短，线圈匝数

越来越多（Ｍｅｊ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０；林君，２０００；Ｒａｎｉｅｒ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薛国强等，２００７；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然而

收发线圈的互感也越来越明显，不容忽视．

为了消除接收线圈本身的感应电动势，通常采

用收发分离的装置（ＭｃＮｅｉｌｌ，１９９１），但其效果并不

彻底．Ｓｍｉｔｈ和 Ｂａｌｃｈ（２０００），嵇艳鞠等（２００７），

Ｗａｌｋｅｒ和Ｒｕｄｄ（２００９）等通过全程观测瞬变响应和

发射电流波形，再采用数值计算从实测总场中剔除

一次场来获得地下二次场，然而理论计算与实际不

可避免存在偏差．Ｋｕｚｍｉｎ（２０１１），Ｃｈｅｎ（２０１２）等提

出采用磁抵消线圈降低一次场的影响，该技术在航

空瞬变电磁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该技术中要求发

射线圈、反磁线圈、接收线圈共面共轴，线圈半径差

别大，浅层地下一次场空间分布复杂．

接收线圈本身的感应电动势是由于接收线圈的

一次场磁通量不为零，一次场关断后磁通量变化导

致，因此只有关断前后接收线圈中的一次场磁通量

保持不变，才能消除之．基于此思路，我们提出基于

等值反磁通原理的瞬变电磁法，方法采用上下平行

共轴的两个相同线圈通以反向电流作为发射源（双

线圈源），并在双线圈源的中间平面接收地下二次

场．由于接收面为上下两线圈的等值反磁通平面，其

一次场磁通始终为零，而地下空间却仍然存在一次

场，因此一次场关断时，接收线圈测量的是地下的纯

二次场响应．方法采用的两个发射线圈相同，但它们

的电 流 大小相等 方向 相反，因而 我 们 译 之 为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ＣｏｉｌｓＴＥＭ，简称ＯＣＴＥＭ．

文中首先分析 ＯＣＴＥＭ 双线圈源的一次场分

布规律，表明在双线圈源的中间存在一次场零磁通

平面，接收线圈置于该平面可测得地下纯二次场响

应；然后分析双线圈源在均匀半空间地下激励的瞬

变二次场，呈现其地下中心耦合场能量集中优势；再

通过数值计算证明ＯＣＴＥＭ 横向分辨率高的优势；

最后试验表明ＯＣＴＥＭ 可测得地下纯二次场，提高

早期信号质量，实现浅部探测．

２　方法理论

实现ＯＣＴＥＭ 的装置如图１：反向串联上下平

行共轴的线圈ＴＸ
（＋）和ＴＸ

（－），两线圈相同但电流犐

同步且等值反向．接收线圈ＲＸ置于双线圈源正中

间一次场零磁通平面，与双线圈源共轴（席振铢等，

２０１４）．

图１　ＯＣＴＥＭ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ＯＣＴＥＭｓｙｓｔｅｍ

２．１　犗犆犜犈犕一次场

ＯＣＴＥＭ一次场为ＴＸ
（＋）和ＴＸ

（－）两个线圈一

次场的矢量叠加．以电流环代替圆形线圈，其磁场计

算过程如下：

如图２，以水平电流环（半径犪，电流犐）中心为原

点建立柱坐标（单位向量分别为：狌ρ，狌θ，狌狕），令狉，狉′分

别为场点犘（ρ，θ，狕）和源点犘′（ρ′，θ′，狕′）的位置矢量．

在自由全空间中，有限区域直流源产生的矢量

９２４３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９卷　

图２　电流环磁场计算柱坐标

Ｆｉｇ．２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ｕｒｒｅｎｔ

势犃为（ＮａｂｉｇｈｉａｎａｎｄＭａｃｎａｅ，１９９１）

犃（狉）＝∫犞犑（狉′）犌（狉，狉′）ｄ犞′， （１）

式中犑（狉′）为电流密度矢量，犌（狉，狉′）为自由空间格

林函数，

犌（狉，狉′）＝
１

４π狉－狉′
． （２）

　　水平电流环的电流密度矢量犑与θ′无关，仅有

切向分量犑θ，即

犑＝犑θ狌θ＝犐δ（ρ′－犪）δ（狕′）狌θ． （３）

　　代入（１）式推导得（Ｊａｃｋｓｏｎ，１９９８）

犃＝犃θ狌θ＝
犐 ４犪槡 ρ
４πρ

（２－狇
２）犓（狇）－２犈（狇）［ ］狇

狌θ，

（４）

其中

狇＝
４犪ρ

（犪＋ρ）
２
＋狕槡 ２

， （５）

犓（狇）、犈（狇）分别为第一类、第二类完全椭圆积分．

再根据

犅＝μ０犎＝μ０

Δ

×犃， （６）

其中μ０ 为自由空间的磁导率，

Δ

×犃表示矢量犃 的

旋度，在柱坐标系中

　

Δ

×犃＝
１

ρ

犃狕

θ
－
犃θ
（ ）狕 狌ρ＋

犃ρ
狕

－
犃狕

（ ）
ρ
狌θ

＋
１

ρ

（ρ犃θ）

ρ
－
犃ρ［ ］θ

狌狕．

得该电流环产生的磁场各分量

犅ρ＝
μ０犐狕狇

８πρ ρ槡犪
－２犓（狇）＋

２－狇
２

１－狇
２犈（狇［ ］）， （７）

犅狕 ＝ μ０犐狇

８π ρ槡犪
２犓（狇）＋

犪狇
２
－（２－狇

２）ρ
（１－狇

２）ρ
犈（狇［ ］）， （８）

犅θ＝０． （９）

根据以上公式和矢量叠加原理计算 ＯＣＴＥＭ

双线圈源的一次磁场，其磁力线分布见图３．可见，

图３　ＯＣＴＥＭ双线圈源合成的一次场磁力线

Ｆｉｇ．３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ｃｏｉｌｓ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ＯＣＴＥＭ

双线圈源的中间平面磁力线是水平的，为一次场零

磁通面，此平面接收不受一次场关断影响，将接收到

地下纯二次场响应．

２．２　犗犆犜犈犕在均匀半空间的瞬变场

通过分析 ＯＣＴＥＭ 双线圈源在均匀半空间地

下激励的瞬变二次场，呈现其地下中心耦合场能量

集中优势．不接地线圈源可等效为磁源．本文根据磁

源矢量势求取地下均匀半空间的电场．先在频率域

分析，再通过逆拉普拉斯变换转变到时间域．

设水平电流环（半径犪，发射谐波电流犐ｅｉω狋）位

于地表以上犺位置，以电流环在地表投影为原点犗，

垂直向下为正，建立柱坐标系．均匀半空间简化为二

层模型（图４）：上层为空气，电导率σ０≈０；下层为均

匀地层，电导率σ１．水平电流环产生的磁矢量势仅

有垂向分量，且与θ无关，在地面以上和地面以下可

分别定义为犉０ ＝犉０（ρ，狕）狌狕，犉１ ＝犉１（ρ，狕）狌狕，犉０、

犉１ 为对应的标量势．

图４　均匀半空间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Ｈｏｍｏｇｅｎｏｕｓｈａｌｆｓｐａｃｅ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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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静态条件下，在上半空气层中某一点（ρ，θ，狕）

的标量势直接引用Ｎａｂｉｇｈｉａｎ（１９９２）推导结果：

犉０ ＝
ｉωμ０犐犪

２∫
∞

０

ｅ－狌０
（狕＋犺）
＋狉ＴＥｅ

狌
０
（狕－犺）

狌０
Ｊ１（λ犪）Ｊ０（λρ）ｄλ，

（１０）

其中

狌０ ＝λ，狉ＴＥ≈
λ－狌１

λ＋狌１
，狌１＝ λ

２
－犽槡

２

１
，犽

２

１＝－ｉωμ０σ１．

（１１）

Ｊ０、Ｊ１ 分别为零阶、一阶贝塞尔函数．

地下层作为无源底层，其标量势犉１ 满足

Δ

２犉１＋犽
２犉１ ＝０． （１２）

　　在地表（狕＝０）时，满足边界条件犅狕０＝犅狕１，犎ρ０＝

犎ρ１．如果地上空间和地下空间的磁导率都假定为

μ０，则有犎０ ＝犎１，因此犉０＝犉１．

结合边界条件，参考 Ｎａｂｉｇｈｉａｎ（１９９２）推导解

（１２）式可得

　犉１（ρ，狕）＝
ｉωμ０犐犪

２∫
∞

０

２ｅ－λ犺

λ＋狌１
Ｊ１（λ犪）Ｊ０（λρ）ｅ

－狌１狕ｄλ，

（１３）

再根据

犈＝－

Δ

×犉， （１４）

得地表以下电场仅有切向分量

犈θ＝
犉１

ρ
＝ｉωμ０犐犪∫

∞

０

ｅ－λ犺

λ＋狌１
λＪ１（λ犪）Ｊ１（λρ）ｅ

－狌１狕ｄλ

＝
犐犪

σ１∫
∞

０

（狌１－λ）ｅ
－λ犺
λＪ１（λ犪）Ｊ１（λρ）ｅ

－狌１狕ｄλ． （１５）

通过逆拉普拉斯变换到时间域，可得阶跃波形

电流激励的地下瞬变场

εθ＝
犐犪

σ１

１

犮槡π
ｅ－

狕
２

４犮
（ ）２
∫

∞

０
λｅ

－λ犺ｅ－λ
２
犮
２

Ｊ１（λ犪）Ｊ１（λρ）ｄλ

－
犐犪

σ１∫
∞

０
λ
２Ｊ１（λ犪）Ｊ１（λρ）ｅ

λ（狕－犺）ｅｒｆｃ
狕
２犮
＋λ（ ）犮 ｄλ，

（１６）

其中

犮＝
狋

σμ槡０

． （１７）

　　为方便计算，取

　　τ＝
犪２

４犮槡２
，犚＝ρ

犪
，犣＝

狕
犪
，犎 ＝

犺
犪
，

　　狓＝λ犪，ε ＝
σ１εθ犪

２

犐
． （１８）

则式（１６）可转化为

ε

＝
２槡τ

槡π
ｅ－犣

２
τ

∫
∞

０
狓ｅ

－狓犎
ｅ
－
狓
２

４τＪ１（狓）Ｊ１（犚狓）ｄ狓

－∫
∞

０
狓２Ｊ１（狓）Ｊ１（犚狓）ｅ

狓（犣－犎）
ｅｒｆｃ犣槡τ＋

狓

２槡
（ ）

τ
ｄ狓．

（１９）

令

狔１ ＝狓ｅ
－狓犎
ｅ
－
狓
２

４τＪ１（狓）Ｊ１（犚狓），

狔２ ＝狓
２Ｊ１（狓）Ｊ１（犚狓）ｅ

狓（犣－犎）
ｅｒｆｃ犣槡τ＋

狓

２槡
（ ）

τ
． （２０）

当σ１，狋，犎，犚，犣为任意符合地球物理观测范围

内的常数，计算得狔１、狔２ 随狓增加在０上下振荡衰

减至无穷接近于０（图５）．

图５　狔１、狔２ 及其绝对值函数曲线

Ｆｉｇ．５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狔１，狔２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ｖａｌｕｅｓ

因此可将无穷积分区间［０，∞）近似化为有限积

分区间［０，犿］，并转化为离散数值积分：

ε

＝
２槡τ

槡π
ｅ－犣

２
τ

∫
∞

０
狔１（狓）ｄ狓－∫

∞

０
狔２（狓）ｄ狓

≈
２槡τ

槡π
ｅ－犣

２
τ

∫
犿

０
狔１（狓）ｄ狓－∫

犿

０
狔２（狓）ｄ狓

≈
２槡τ

槡π
ｅ－犣

２
τ

∑

犿
Δ狓

狀＝０

狔１（狀Δ狓）Δ狓－∑

犿
Δ狓

狀＝０

狔２（狀Δ狓）Δ狓．（２１）

在ｍａｔｌａｂ中计算以上离散数值积分．理论上，

积分上限犿越大，积分步长Δ狓越小，积分值越接近

真值．实际计算表明当犿＝２，Δ狓＝０．０１即可满足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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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要求．先计算出ε
，再根据公式犼θ ＝σ１εθ ＝

犐ε
／犪２ 求得地下电流密度，如图６ａ、６ｂ所示分别为

单线圈源和 ＯＣＴＥＭ 双线圈源在地下的电流密度

分布示意图．虽然后者地下电流密度值更小，但其分

布范围更窄，其犼θ 最大值的扩散轨迹线与狕轴的夹

角也更小（见图７）．表明ＯＣＴＥＭ双线圈源的中心耦

合能量集中优势，可减弱旁侧响应，提高横向分辨率．

２．３　模型计算

采用澳大利亚ＥＭＩＴ公司开发的 Ｍａｘｗｅｌｌ软

件，进行数值计算来证明 ＯＣＴＥＭ 的横向分辨率

优势．

模型参数：自由半空间，两块直立平行的良导

体，尺寸和电性参数、观测装置参数见图８，点距

２ｍ．图８ｂ、８ｃ分别为单线圈源和双线圈源的瞬变

响应剖面曲线．可见，单线圈源发射时，两块良导体

呈一个大异常显示；而双线圈源发射时，在两块板状

体正上方分别出现隆起异常，异常分布范围窄，能识

别出是两个异常体的反映．表明ＯＣＴＥＭ 横向分辨

率更高．

３　试验

为检验ＯＣＴＥＭ 方法的有效性，采用样机（图

９）在长沙岳麓区麓谷公园试验．样机参数：发射线圈

ＴＸ
（＋）和ＴＸ

（－）直径１．２４ｍ，各１０匝，二者距离０．３ｍ；

接收线圈直径０．５ｍ，１００匝，接收机采样率６２５ｋＨｚ；

发射５０％占空比双极性方波，实际发射波形见图

１０，在关断后开始观测（ｏｆｆｔｉｍｅ观测）．

图６　均匀半空间地下犼θ（单位：μＡ）等值线分布

（ａ）单线圈源；（ｂ）双线圈源．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犼θ（ｕｎｉｔ：μＡ）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ｏｕｓｈａｌｆｓｐａｃｅ

（ａ）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ｃｏｉｌｓｏｕｒｃｅ；（ｂ）Ｆｏｒｏｐｐｏｓｉｎｇｃｏｉｌｓｏｕｒ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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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犼θ 最大值位置随时间扩散轨迹

Ｆｉｇ．７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ｐａｔｈｏｆ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犼θ

３．１　纯二次场观测物理试验

双线圈源中间平面为一次场零磁通面（狕＝０），

试验中，ＲＸ从零磁通面以下（狕＞０）沿狕轴向上逐

步移至零磁通面之上（狕＜０），在不同位置狕犻时观测

感应电压（见图１１，纵坐标ε／犐为按发射电流归一化

的感应电压）．发现：随着ＲＸ逐渐靠近零磁通面，感

应电压初始幅值逐渐减小，当跨过零磁通面后，初始

感应电压符号反向，且随着远离零磁通面，初始幅值

增大．另外不同位置测得的感应电压曲线在衰减约

９０μｓ后趋于重合．可见：当ＲＸ不在零磁通平面时，

早期（持续时间达９０μｓ）感应电压受一次场关断影响

严重，地下二次场完全被覆盖；当ＲＸ无限接近零磁通

平面时，若忽略噪声影响，则近似测得地下纯二次场．

ＯＣＴＥＭ 样机中配置了机械微调旋钮，接收线

圈上下位置调节精度达０．１ｍｍ，可以准确地将接

收线圈调至一次场零磁通面（简称“调零”）．在实际

应用中，每个工区可选择调零参考点进行早校、晚

校，保证仪器调零准确．

３．２　浅层探测试验

麓谷公园某人工水渠，其中一段宽１．８ｍ，埋藏

于地下０．４ｍ，上方覆盖石板．为了试验ＯＣＴＥＭ浅

层探测能力，分别采用发射线圈尺寸相同的单线圈

源ＴＥＭ和ＯＣＴＥＭ探测石板下方水的响应．试验

剖面从０．５～９ｍ每隔０．５ｍ一个测点，水渠中心

在５ｍ测点下方．测得感应电压剖面曲线见图１２．

可见，两种观测方式对水都有反映．然而，单线圈源

发射时，狋＝１．６μｓ、９．６μｓ、３０．４μｓ时信号因一次场

影响过强而饱和溢出（在图上成单一水平直线），狋＝

图８　Ｍａｘｗｅｌｌ模拟计算瞬变二次响应

（ａ）模型参数；（ｂ）单线圈源响应；（ｃ）双线圈源响应．

Ｆｉｇ．８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Ｅ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ｕｓｉｎｇＭａｘｗｅｌｌｓｏｆｔ
（ａ）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ｂ）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ｃｏｉｌｓｏｕｒｃｅ；

（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ｏｒｏｐｐｏｓｉｎｇｃｏｉｌｓｓｏｕｒｃｅ．

图９　ＯＣＴＥＭ样机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ｏｆｏｕｒＯＣＴＥＭ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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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ＯＣＴＥＭ样机发射电流

（ａ）周期波形；（ｂ）关断波形．

Ｆｉｇ．１０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ｆＯＣＴＥＭ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ａ）Ｐｅｒｉｏ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ｂ）Ｔｕｒｎｏｆｆ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图１１　ＲＸ沿狕轴移动至不同位置时实测感应电压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ｄｕｃｅｄｖｏｌｔａｇｅｗｉｔｈＲＸｃｏｉｌ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狕ｐｌａｎｅ

９８μｓ时信号因一次场影响而失真；而 ＯＣＴＥＭ 双

线圈源发射时从关断后即近似测得纯二次场响应数

据，早期浅表异常相对弱，随延时增加，响应剖面对

水渠反映渐明显，符合理论．

图１２　瞬变电磁法探测水渠剖面响应

Ｆｉｇ．１２　Ｉｎｄｕｃｅｄｖｏｌｔ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ｄｉｔｃｈ

４　结论

ＯＣＴＥＭ 根据等值反磁通原理，采用双线圈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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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次场零磁通接收平面来消除一次场对接收线

圈的影响，以观测到地下纯二次场响应，从而提高瞬

变电磁探测准确度，缩小浅层盲区．ＯＣＴＥＭ双线圈

源发射虽然比传统ＴＥＭ的单线圈源发射时能量相

对减弱，但是其正下方地下中心耦合场能量更集中，

旁侧影响范围变小，可提高浅层异常的横向分辨率．

ＯＣＴＥＭ采用微小线圈发射和接收，便于收发天线

一体制作，既利于狭小工区野外施工，也利于各测点

观测的一致性．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ＣｈｅｎＳＤ，ＷａｎｇＹＪ，ＺｈａｎｇＳ．２０１２．Ｂｕｃｋｉｎｇｃｏｉｌｕｓｅｄｉｎ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７８４８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ＩＣＩＣＥＥ．２０１２．１３３．

ＪａｃｋｓｏｎＪＤ．１９９８．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３ｒｄ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

ＪｉＹＪ，ＬｉｎＪ，ＹｕＳ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ｕｒｎｏ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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