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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表电磁勘探

勘探与生产工业一般都把重点放在较深的地层，但也常常需

要对近地表地层进行评价。陆上电磁测量能够对这一通常很复杂

的近地表区域进行详细分析。解释出的近地表电阻率能够帮助绘

制和确定近地表特征，用于地震研究和含水层描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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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描述变化磁场的原理是法拉第感应定律。包

括感应电流信号的是楞次定律。涉及到变化

电流或变化电场的逆原理是安培定律。以上

定律都包括在麦克斯韦方程组中。

地球的近地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区域，是风、水及其它自然力量动态

作用的结果。在地表下头数十米深度

内埋藏着各种风化碎屑。近地表地层

和其下的其他地层一样，其电阻率随

矿物和流体组成的不同而变化。这种

属性使得我们能够通过电磁（EM）测

量对近地表地层进行调查分析。

通常采用人工 EM 辐射源（而不

是太阳风与地球磁气圈相互作用产生

的大地电磁辐射）进行电磁测量。陆

上测量时，一般采用接地源和感应源

两种可控源电磁测量方法（CSEM）激

发电磁场并检测地层响应。接地源方

法要求埋置发射源和接收器电极，与

大地形成电接触。感应源方法采用地

表电流回路诱发可变磁场，然后用同

一个或另一个回路检测响应信号。

接地源方法比较有效，且对水平

高阻目标灵敏，因为感应电场有一个

垂向分量。用接地接收器测量感应电

场。同时也测量感应磁场，作为建模

时的质量控制手段。然而，陆上测量时，

地表条件必需适合产生并维持一定的

电接触。这个前提条件使得该方法无

法应用在大面积干旱沙丘地区，因为

沙粒是不导电的。但在有些地方，可

以通过钻组合井埋置发射源和接收器，

并在回填时湿润周围土壤来改善电接

触条件。深层调查需要较强的电流源，

对于陆上的高接触电阻就需要高压系

统来驱动强电流。

感应源方法不需要电接触，因为

电流回路通过时变信号产生磁场。该

磁场产生响应电场，但是，因为产生

的响应电场很大程度上是水平的，因

此对高阻油气藏的水平层成像效果不

如通过接地源方法直接输入电流那么

有效。另外，用感应源技术既可以测

量感应电场，也可以测量感应磁场。

形成电流回路的线圈是正方形的，近

地表调查使用的线圈边长一般为 10 －

300 米（30 － 1000 英尺）。深层低分辨

率调查使用大得多的线圈。

另一篇相关文章（请参见“电磁

法油气勘探”，第 4 页）介绍了 EM 与

大地相互作用的基本物理原理，并讨

论了海上 EM 研究。鉴于这些研究的

目标在陆上和海上环境下都相同，该

文章还详细介绍了大地电磁（MT）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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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EM_OPENER

本文重点介绍了采用感应环路方

法进行近地表成像，并通过西方奇科

在阿联酋的两个实例阐述了该方法的

实际应用。其中一个实例为阿布扎比

一项蓄水工程绘制了含水层构造图。

另一个实例确定了迪拜沙丘的近地表

电阻率变化，为该地区地震勘探静校

正处理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时序叠加

麦克斯韦方程组描述了时变电路

诱发的电场和磁场相互影响背后的基

本物理原理。电流回路产生磁场。如

果电流变化，感应磁场也变化。反之

亦然：导路磁通量的变化诱导电流发

生变化 [1]。产生这样一种电流的简单

方法就是让磁铁移向或离开线圈。通

过这种移动改变通过电流回路的磁通

量，从而产生感应电流。感应电流又

诱发响应磁场，以对抗移动磁铁造成

的电流回路磁通量的变化。

产生上述效果并不需要一个真实

存在的磁铁实物。给一个线圈通上时

变电流就能够建立时变响应磁场，从

而使位于其旁边的另一个线圈产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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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EM 感应方法。在测量现场地面放置一个大的方形回路（右上）。给该回路通上脉冲电流，产生

一个原始磁场。根据法拉第定律，该磁场在地面诱发一个二级涡电流回路（右中）。二级电流诱发

响应磁场，该磁场可通过地面上的接收线圈记录。本例中，同一个回路既用作源回路，也用作接收

回路。原始磁场随地层深度增加而不断减弱，其下地层产生响应磁场（右下）。信号时间和响应磁

场如左侧图所示。

^ 基本感应回路。交变电流通过一组线圈（蓝色）

诱发循环磁场。当该磁场通过第二组线圈（红色）

时，在该电路诱发循环电流。这样，不需要直

接电接触，能量就从一个电路传到另一个电路。

这就是变压器的基本原理，其作用是通过两组

线圈中数量不同的回路把输入电压转变成不同

的输出电压。

LAND EM_FIGURE 03

同轴独立线圈这样的典型组合方式。

在所有感应回路 TDEM 测量中，一个

时序从接通恒定直流电开始。地下瞬

态响应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会衰

退。接下来，电流以快速可控的斜坡

方式关闭，从而在其下面地层诱发一

个已知电动势。该瞬态电动势激发一

组涡电流，涡电流又产生一个随时间

不断减弱的二级磁场。通过接收线圈

可以检测这个二级磁场。经历足够长

时间后，以上顺序以相反的极性开始

重复进行。将多个重复响应叠加起来

可以改善信噪比。

随着涡电流逐渐向地层深处传导，

响应磁场包括了较深地层的电阻率信

息。基本上电阻率随深度的变化决定

了瞬态磁场的衰减速度；导电率越高

磁场衰减越慢。基于 TDEM 探测的叠

加数据反演结果能够提供近地表电阻

率分布情况。

测量的信号一般都很小，因此，

陆上测量时必须充分考虑并尽可能避

免干扰源。电动火车、动力线、电篱笆、

地下电缆、管线和水泵等会造成局部

测量信号畸变；较大的温差变化和风

力影响信号的稳定性 ；土壤湿度和渗

透率的变化影响信号的一致性 [3]。

尽管 TDEM 方法在地面静校正评

价非常有用，但它一般不直接用于油

气勘探。该方法广泛应用于采矿业的

勘探，需要用到地面和机载源。该方

法也是一个环境和水资源管理工具，

具体见下文来自中东的第一个实例。

蓄水层评价实例

最近在阿联酋通过陆上 EM 应用

帮助确定了潜在蓄水层的位置 [4]。阿

布扎比环境局（EAD）正进行一项政

府研究项目－在阿联酋东北部地区储

存 300 亿英加仑（1.36 亿方，360 亿美

加仑）的淡水，对该工程计划进行评

估 [5]。阿联酋希望通过储存淡水资源

应对紧急用水需求，并满足夏季用水

高峰时期的淡水供应。含水层储存和

回采项目（ASR）所需的水将从富查

伊拉酋长国水淡化厂通过管道输入。

应电流，只要该线圈距离第一个线圈

足够近，能够感知通过第一个线圈的

磁通量变化。这就是变压器的结构（左

图）。能量通过变化的磁场从第一个电

路流向第二个电路。

采用感应测量技术评价近地表的

一种方法是时间域电磁（TDEM）测量。

在地面放置一个方形导路充当第一个

线圈，第二个线圈就是大地本身的导

电地层。发射器回路诱导的原始磁场

产生水平电流，称为涡电流，紧挨该

回路下面。随后，涡电流诱发响应磁场，

该磁场可用地面接收线圈检测。该磁

场也向地下深层传播，激发一系列逐

渐变弱的涡电流回路，这些回路波及

面积更大，但响应磁场更小（下图）[2]。

当电流级时序适当时，发射回路

和接收回路可用同一个线圈，或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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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EM 探测结果与测井电阻率剖面对比。TDEM 电阻率探测结果与附近井的电阻率测井结果对比

良好。其中 S049 和 S013 的探测结果表明含水层和其下富含粘土的地层单元（紫色）之间的接触面

对比良好，调查区东部大部分探测结果都是这样。而 S071 的探测结果和测井结果差异不明显，其

下电阻率较大的深层单元没有为 TDEM 结果提供足够的差异。探区西部大部分探测结果都呈现这种

趋势。潜水面顶（蓝色虚线）通过本地区井间内插建立的水深图确定。

2. Nabighian MS ：“Quasi-Static Transient Response 
of a Conducting Half-Space － An Approximate 
Representation”，Geophysics，44 卷，第 10 期（1979
年 10 月）：1700-1705。

3. Constable SC，Orange AS，Hoversten GM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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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oleum Exploration，Part I ：A Sea-Floor 
Equipment System”，Geophysics，63 卷， 第 3
期（1998 年 5-6 月）：816-825。

4. 关于蓄水的详细信息，请参见：Black B，
Dawoud M，Herrmann R，Largeau D，Maliva R
和 Will B ：“珍贵水资源的管理”，《油田新技

术》，20 卷，第 2 期（2008 年夏季刊）：18-33。

5.  1 英国标准加仑等于 1 英加仑。

6.  奥克姆反演是平滑反演，这种反演方法不预

先设定层数。

EAD 请斯伦贝谢帮助确定潜在

ASR 地点，并进行相应试验，工作内

容包括界定地下储水层位置，了解储

水层周围地层情况，确定含水层厚度，

估算有关水力参数。斯伦贝谢选了一

个最佳地点，并钻了三口试验井，通

过对这三口井进行试验，确定了含水

层的潜力。

对该地区的地质情况进行研究后，

发现在晚第三纪因为阿拉伯半岛向东

北方向运动重新激活了地层深处的断

层，结果造成了一系列严重褶皱的断层。

第四纪沉积物的上覆层，包括风成砂

岩和冲积层，主要沿被重新激活的断

层和断层之间的向斜构造沉积，造成

沉积物厚度呈现方向性偏差。这种方

向上的厚度差能够影响地下水的流动，

使得地下水优先沿平行于构造的方向

流动。

斯伦贝谢在 2006 年钻井、测井和

实验阶段对该地区地质构造进行了评

估。试验井测井结果表明砂岩 - 砾岩

含水目的层和下伏富粘土层间存在电

阻率差异。因为 TDEM 数据在描述含

水层构造特征方面很有用，所以在评

估 ASR 地点时就通过 TDEM 调查确定

含水层的横向展布－用来计算潜在蓄

水量。通过时间域勘探，根据响应电

场和响应磁场的时变信息确定了下伏

层的视电阻率。进行这项 ASR 研究时，

在地面放置的一组线圈，既用作发射

线圈，也用作接收线圈。这次勘探覆

盖面积为 6 x 7 公里（3.7 x 4.4 英里）。

在每个接收点上进行的一维奥克

姆反演得到的电阻率数据作为建立三

维模型的输入数据 [6]。反演得到的最

大深度约为 250 米（820 英尺）。将三

口井的电阻率测井记录和反演结果在

相邻测量位置上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右

图）。探区东部下伏粘土层顶非常清晰，

但在西部不是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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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R 场地的沙漠地形。图中蓝色电缆是 TDEM 探测环路的一部分。建筑物

内有潜水泵和水罐，是为附近 ASR 工程布置的水井（图中蓝色盖子）准备的。

^ 含水层底部的电阻率不连续。不连续范围是 15 － 20 欧姆米的电阻率（黄色和绿色），这与该电阻

率立方体上其他地方的 1－ 10欧姆米的电阻率（蓝色和紫色）形成鲜明对比。不连续区东侧含水层（紫

色）底的粘土电阻率比西侧的低。这种不连续大致和根据地震解释识别出的深度大约在 3000 米（9800
英尺）的逆冲断层（棕褐色）一致。对该地区南部的地层露头（图中没有显示）研究结果支持位于

深层地震解释成果稍西位置的断层的地表面貌，并且，地表观测结果与近地表电阻率不连续位置也

一致。图中还显示了地震解释出的向斜轴（蓝色），另一个逆冲断层（紫色）和一些井的位置。（地

震测线根据 Woodward 和 Al-Jeelani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7）。

7. Woodward DG 和 Al-Jeelani AH ：“Application 
of Reprocessed Seismic Sections from Petroleum 
Exploration Surveys for Groundwater Studies，
Eastern Abu Dhabi，UAE”，SPE 25583，发表在

SPE 中东石油展上，巴林，1993 年 4 月 3-6 日。

8. 井口是浅井，目的是为地震勘探确定近地表

速度。

9. Colombo D，Cogan M，Hallinan S，Mantovani M，

Vergilio M 和 Soyer W ：“Near-Surface P-Velocity 
Modeling by Integrated Seismic，EM，and Gravity 
Data ：Examples from the Middle East”，First 
Break，26 卷（2008 年 10 月）：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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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EM 数据清晰地表明粘土层电

阻率分布是不连续的（左图）。探区东

西两部分的电阻率也有差别。在指定

深度处，西部电阻率明显要大得多。

电阻率异常与根据地震资料绘制的逆

冲断层吻合 [7]。采用的地震解释成果

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采集的地震

资料，后来在 1992 年对资料进行了重

新处理，重点突出了浅层构造特征。

电阻率异常层上面的浅层单元预

计将表现出一定的构造复杂性，表现

为饱和厚度上的迅速变化，某些地方

可能没有饱和厚度。在电阻率不连续

的东侧，饱和厚度水平方向上的延伸

范围适合做 ASR 单元。西侧有一定的

潜力，但风险较大：因为饱和砂岩层

和其下伏粘土层之间的电阻率差异较

小，因此在该地区的解释成果不确定

性较大。不应该把粘土层中的不连续

构造当成是较浅含水层中的水力阻隔

段，那些走向与逆冲断层垂直的古河

道或撕裂断层将提供从东到西穿过不

连续构造线的优先水流通道。

这项 TDEM 研究表明大约 40 亿英

加仑（1800 万方或 48 亿美加仑）的

水能储存在这个地方，以日抽 2000 万

英加仑（91000 方，或 2400 万美加仑）

以上的水量计算，可连续供应 200 天。

沙丘地区绘图实例

在与前例蓄水层相同的地区，斯

伦贝谢为迪拜石油公司（DPE）完成

了一项二维地震勘探项目。在该地区

发现了相同的粘土层，是蓄水地含水

层底，可作为本地区风化层的底部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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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地震测线进行探测。在探测点之间内插获得详细的测线沿线地层电阻率二维模型。图中的窄条

（上）代表每个探测点（黑方块）的层状模型。井口位置（UH-09，-06，-08）包含风化层（黄点区域）

的常速度，大约为 1400 米 / 秒（4600 英尺 / 秒），也包含下伏粘土和石灰岩层（灰点区域）的常速度，

超过 2000米 /秒（6560英尺 /秒）。沙丘内部和下部地层的属性变化在整条地震测线上都非常明显（下）。

底部地层的电阻率较高（地震测线的南端），表明该区域粘土含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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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土层深度在探区内是变化的，

沙丘加大了风化层深度的局部变化。

沙丘一般表现为低地震速度，有效确

定表层速度变化和厚度对计算地震资

料长波长度静校正非常重要。

地震队钻了几口井，以测量表层

和下伏粘土层的速度 [8]。这些井一般

布置在测线交叉位置上，并且一般远

离较高的沙丘顶。但这种排列方式总

是不能对沙丘地带发现的近地表变化

正确取样，因此希望得到精细取样数据。

DPE 选择采用 TDEM 电阻率调查方法

绘制该地区地质构造图，因为这种方

法比钻多口井节省成本，并能避免在

环境敏感的沙丘地带钻井。

这次调查采用边长为 50 米（164

英尺）的正方形环路共布置了 505 个

探测点，个别位置采用了边长为 75 米

（246 英尺）的方形环路，目的是获得

较深的探测深度 [9]。探测点间距一般

是 1000 米（3280 英尺）左右；使用

了 GPS 进行探测点定位。有效衰减时

间是 0.01 － 10 ms ；脉冲重复率为 6.3 
Hz。

鉴于调查区构造特征接近水平，

并且与 TDEM 站间距相比其深度较浅，

因此选用一维电阻率反演模型进行了

分析。共采用了两个一维电阻率反演

模型。第一个大约包含了 15 层，层深

延伸到 200 米（650 英尺）左右。层厚

随深度增加呈对数级增加。电阻率是

一个自由参数，这次反演得出了一个

详细、平滑的电阻率变化结果。

第一次反演得到的详细拟合为第

二次反演提供了一个好的开端。层状

拟合要求最小层数拟合数据需达到均

方根不拟合度小于 5%。这种情况的典

型层数是 2 － 5 层。分析人员从详细

拟合数据中选择了这些层的起始定义

道。层状模型比详细模型得出的电阻

率差异更大。

解释人员用宽 200 米、深 5 米的

网格沿测线建立了一个二维模型。他

们通过沿测线的探测点估计地表分层

情况。通过在探测点上的一维平滑反

演数据进行内插处理计算模型电阻率

值（左图）。获得的结果对低速带底部

的边界粘土层位置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电阻率数据没有根据地震速度进行标

定。

地震资料处理组在表层静校正估

算过程中采用了这些图件。表层速度

通过井内测得的速度内插获得。解释

人员从 TDEM 调查结果得到一个可靠

的地质方法清除横向变化的砂岩速度

的影响。电阻率分析结果也重点突出

了低速风化带内及其下伏地层的电阻

率变化。

深层探测

两个实例都通过 TDEM 方法研究

近地表特征。但是，因为采用感应源

技术确定深目标层无效，所以这种方

法不是研究深层构造的最佳勘探工具。

目前业界正在对采用接地源方法向地

下输入电流改善电磁探测的技术进行

完善。

接地方法使用的电源必须能够向

地下注入较大电流，注入电压要足以

克服土壤干燥地区的接触面电阻。一

般这种组合不容易实现。使用直接输

入电流的方法更能灵敏地探测高阻目

的层，这种优势使得接地源法比感应

电路法更可能成为进行烃类直接检测

的方法。                                         － M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