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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校正可控源音频大地电

磁法静态效应的方法，其特征是：沿可控源音频

大地电磁法（CSAMT法）测线方向，以测点为四极

法的测量中心进行中心对称布线的浅层大地电

阻率四极法勘探，通过对四极法测量取得的大地

电阻率数据进行反演，从而获得表层土壤的等效

层状大地电阻率分布，并基于这一浅层大地模型

用来校正CSAMT的静态效应。本发明利用四极法

校正CSAMT静态效应，在电力系统内实现了基于

可测量的实际数据进行静态效应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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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校正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静态效应的方法，其特征是：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

法简称CSAMT法，沿CSAMT测线方向，以测点为四极法的测量中心进行中心对称布线的浅层

大地电阻率四极法勘探，通过对四极法测量取得的大地电阻率数据进行反演，从而获得表

层土壤的等效层状大地电阻率分布，并基于这一浅层大地模型用来校正CSAMT法的静态效

应；

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CSAMT测点为测量中心，使用对称布线形式的四极法测量沿CSAMT测线的视在大

地电阻率数据；

步骤2、对四极法测量数据进行反演解释，取得浅层的水平多层大地电阻率模型；

步骤3、按水平多层结构大地的传输线模型和视在阻抗的表达式，结合CSAMT法的测量

角频率 ，计算四极法的反演土壤模型的视在电阻率曲线，并与CSAMT法的视在电阻率曲线

做对比，判断是否存在静态效应；若不存在静态效应则直接按常规方式完成CSAMT法的反

演；若存在较明显的静态效应则转入步骤4；

步骤4、使用带约束的反演算法完成CSAMT法测量数据的反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校正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静态效应的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3中，视在阻抗的表达式为式（1）：

其中， 为角频率， 分别为第i层土壤的厚度、电阻率和磁导率， i为

第i层土壤的波数，ri为第i层土壤的波阻抗，R1为地表视在阻抗，Ri（i  =  2,  …,  m）为阻抗

系数，m为土壤的总层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校正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静态效应的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4中，CSAMT带约束的反演目标函数表达式为：

式中： 为均方根误差的目标函数；fi为测量频率序列；ZM和ZD分别为视在电阻率关于

测量频率序列f  =  {fi}（i  =  1,  …,  n .）的测量值和正演值；Zf为视在电阻率关于fi的正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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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SS为四极法反演取得的浅表土壤模型参数，反演过程中不会发生变化；SD为反演的深

部土壤参数，需要在反演过程中调整以满足均方根误差最小的寻优条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校正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静态效应的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1中，四极法布线为温纳布线方式，极距选取范围为0.3m~100m，相邻极距之比取为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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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校正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静态效应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力系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直流接地极极址大地电阻率勘探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在浅表大地电阻率对深层大地电磁法测量结果形成静态效应的情况下，利用

四极法的测量结果校正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CSAMT法）静态效应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直流接地极极址大地电阻率勘探通常是使用四极法（现场测量原理图见图1）、音

频大地电磁法（AMT法）和大地电磁法（MT法）。AMT法和MT法均是利用自然噪声作为测量信号

源来测量大地视在阻抗的方法，在现场应用时容易受到噪声的干扰。为了进一步提高测量

的准确度，出现了提出利用人工强信号源的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CSAMT法，现场测量原

理图见图2）进行直流接地极极址大地电阻率勘探。无论是AMT法、MT法，还是CSAMT法在现场

应用时均需要克服静态效应的问题。

[0003] 浅表大地存在电阻率局部不均匀（异常高于或者低于附近土壤电阻率）的电阻率

块会使相邻测点的视在电阻率曲线或者同一测点的两条视在电阻率曲线（TE线和TM线，我

国主要使用TM线，见图2）发生整体向上或者向下的平行移动，而相位曲线几乎不变，这种畸

变称为“静态效应”。反演前必须判断观测资料中是否含有静态效应，若有还需要进行校正。

当地表存在电阻率局部不均匀块时，静态效应在观测曲线表征深层大地电阻率的低频段仍

然包含着浅表大地电阻率局部不均匀块的影响。若对观测资料不做任何校正而直接进行反

演解释，所得结果将大大偏离实际。现实中我国有多个直流输电工程由于极址勘探的静态

效应导致了评估直流接地极对周边环境影响程度过于乐观，在工程后期运维时遇到了直流

偏磁风险超标等一系列问题。

[0004] 目前地质行业内静态效应校正多采用数据处理的方式来进行，主要包括空间滤波

法、阻抗张量校正、变换法和曲线平移等方法。由于地质专业设备并不对电力系统开放原始

数据，校正方案多依赖经验而不是基于可量测的客观实际，缺乏标准校正量。

[0005] 针对目前直流接地极大地电阻率勘探遇到的静态效应问题，本发明提出在CSAMT

目标函数内集成四极法反演的浅层大地电阻率模型作为约束条件从而有效校正静态效应。

根据图1的四极法和图2的CSAMT法原理示意图进行静态效应校正。以CSAMT法的测线为方

向，以测点为四极法的测量中心进行中心对称布线的浅层大地电阻率四极法勘探。获得了

表层土壤的等效层状大地电阻率分布以后就可以用来校正CSAMT的静态效应。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方法存在的不足，本发明从四极法勘探先获得表层土壤的等效层状

大地电阻率模型入手，提出了利用四极法测量结果校正CSAMT静态效应的方法。

[0007] 本发明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沿CSAMT法测线方向，以测点为四极法的测量中心进

行中心对称布线的浅层大地电阻率四极法勘探，通过对四极法测量取得的大地电阻率数据

进行反演，从而获得表层土壤的等效层状大地电阻率分布，并基于这一浅层大地模型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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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CSAMT的静态效应。

[0008] 本发明提供的利用四极法校正CSAMT静态效应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CSAMT测点为测量中心，使用对称布线形式的四极法测量沿CSAMT测线的视在大

地电阻率数据，推荐使用的四极法布线为温纳布线方式，极距选取范围为0.3m~100m，相邻

极距之比取为1.2~1 .5。本发明推荐的极距方案为：0.3m ,  0 .5m ,  0 .7m ,  1 .0m ,  1 .3m , 

1.5m,  1.7m,  2.0m,  2.3m,  2.5m,  2.7m,  3.0m,  3.5m,  4.0m,  4.5m,  5.0m,  6.0m,  7.0m, 

8.0m ,  9.0m ,  10.0m ,  13.0m ,  15.0m ,  17 .0m ,  20.0m ,  23.0m ,  25.0m ,  27 .0m ,  30.0m , 

35.0m,  40.0m,  45.0m,  50.0m,  60.0m,  70.0m,  80.0m,  90.0m,  100.0m。

[0009] 步骤2、使用四极法反演的专业软件，如CDEGS的RESAP模块、软件IP2WIN或

ZondIP1D等对四极法测量数据进行反演解释，取得浅层的水平多层大地电阻率模型。

[0010] 步骤3、依据水平多层结构大地的传输线模型得到视在阻抗的表达式公式（1），

 

其中， 为角频率， 分别为第i层土壤的厚度、电阻率和磁导率， i为

第i层土壤的波数，ri为第i层土壤的波阻抗，R1为地表视在阻抗，Ri（i  =  2,  …,  m）为阻抗

系数，m为土壤的总层数。

[0011] 进一步，步骤3中，依据水平多层结构大地的视在阻抗的表达式，结合CSAMT法的测

量角频率 ，计算四极法的反演土壤模型的视在电阻率曲线，并与CSAMT法的视在电阻率曲

线做对比，判断是否存在静态效应。若不存在静态效应则直接按常规方式完成CSAMT法的反

演；若存在较明显的静态效应则转入步骤4。

[0012] 步骤4，使用带约束的反演算法完成CSAMT法测量数据的反演。

[0013] 进一步，步骤4中，CSAMT带约束的反演目标函数表达式为：

式中： 为均方根误差的目标函数；fi为测量频率序列；ZM和ZD分别为视在电阻率关于

测量频率序列f  =  {fi}（i  =  1,  …,  n .）的测量值和正演值；Zf为视在电阻率关于测量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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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的正演函数；SS为四极法反演取得的浅表土壤模型参数，反演过程中不会发生变化；SD为反

演的深部土壤参数，需要在反演过程中调整以满足均方根误差最小的寻优条件。其中：目标

函数不再发生明显改进是指相邻两次迭代前后两次目标函数之差小于 ；目标函数小于

预设误差时即完成反演，预设误差可由用户指定，本专利要求预设误差取5%的相对误差；如

果目标函数未能小于预设误差，则反演运算调用目标函数的计算次数超出预设值也会完成

反演，运算量预设值可由用户指定，本专利要求运算量不少于5千次。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该方法能利用四极法校正CSAMT静

态效应，在电力系统内实现了基于可测量的实际数据进行静态效应校正。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四极法测量大地电阻率的示意图。

[0016] 图2是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测量大地电阻率的示意图。

[0017] 图3是传输线模型示意图。

[0018] 图4是带约束的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测量数据反演算法流程图。

[0019] 图5是四极法测量结果与反演曲线的对比图。

[0020] 图6是CSAMT测量结果与反演曲线的对比图。

[0021] 图7是综合勘探反演结果与四极法正演数据以及CSAMT法测量数据的对比图。

[0022] 图8是电位拟合法测量数据与表2模型计算结果的对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但本发明的

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

等价形式同样在本申请所列权利要求书限定范围之内。

[0024] 本发明提供的利用四极法校正CSAMT静态效应的方法，分如下五个步骤完成：

步骤1：CSAMT测点为测量中心，使用对称布线形式的四极法测量沿CSAMT测线的视在大

地电阻率数据，推荐使用的四极法布线为温纳布线方式，极距选取范围为0.3m~100米，相邻

极距之比取为1.2~1 .5。本发明选择的极距方案为：0.3m ,  0 .5m ,  0 .7m ,  1 .0m ,  1 .3m , 

1.5m,  1.7m,  2.0m,  2.3m,  2.5m,  2.7m,  3.0m,  3.5m,  4.0m,  4.5m,  5.0m,  6.0m,  7.0m, 

8.0m ,  9.0m ,  10.0m ,  13.0m ,  15.0m ,  17 .0m ,  20.0m ,  23.0m ,  25.0m ,  27 .0m ,  30.0m , 

35.0m,  40.0m,  45.0m,  50.0m,  60.0m,  70.0m,  80.0m,  90.0m,  100.0m。

[0025] 本实施例选取了某直流接地极的备选极址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四极法、

CSAMT、AMT和MT法对极址进行了精细大地电阻率的勘探。勘探仪器为：四极法采用美国AVO

公司的Megger  DET2/2型全自动数字式接地电阻测试仪；CSAMT采用美国ZONGE公司的GDP-

32II型多功能电法探测系统；AMT和MT法采用美国Crystal  Globe公司的Aether全新一代大

地电磁测量系统。

[0026] 步骤2：使用四极法反演的专业软件，如CDEGS的RESAP模块、软件IP2WIN或

ZondIP1D等对四极法测量数据进行反演解释，取得浅层的水平多层大地电阻率模型。

[0027] 步骤2a：使用CSAMT以25m间距测点的标准测量了700m长测线的沿线地下电阻率分

布，使用ZONGE公司的SCS2D软件进行测线地下0~3km深度范围电阻率分布的二维反演。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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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0m深度范围内的CSAMT反演结果，结果表明在250m和600m处，附近存在着较大的局部电

阻率不均匀，本实施例选取600m测点进行静态效应研究。

[0028] 步骤2b：按图1的四极法原理，四极法的测量中心选取为600m测点，沿测线方向选

取不同极距作测量，测量数据与反演结果对比见图5。四极法的测量结果表明测线沿线大地

呈现水平多层土壤的特性，表面的土壤电阻率较低，而深层的大地电阻率较高。反演取得水

平五层大地参数（电阻率分别为99.2  、70.1  、28.7  、150.6  、2487.2 

，厚度分别为0.51m、0.97m、9.92m和1.12m），反演的均方根误差为2.06%。

[0029] 步骤3：按图3水平多层结构大地的传输线模型和视在阻抗的表达式公式（6），结合

CSAMT法的测量角频率 ，计算四极法的反演土壤模型的视在电阻率曲线，并与CSAMT法的

视在电阻率曲线做对比，判断是否存在静态效应。若不存在静态效应则直接按常规方式完

成CSAMT法的反演；若存在较明显的静态效应则转入步骤4。

[0030]  

 

其中， 为角频率， 分别为第i层土壤的厚度、电阻率和磁导率， i为

第i层土壤的波数，ri为第i层土壤的波阻抗，R1为地表视在阻抗，Ri（i  =  2,  …,  m）为阻抗

系数，m为土壤的总层数。

[0031] 步骤3a：四极法反演的土壤模型关于CSAMT测量频率响应曲线（正演曲线）与CSAMT

测量视在电阻率曲线对比见表1和图6。为了方便对比静态效应的严重程度，图6同时引入了

相邻两测点的CSAMT测量视在电阻率曲线。

[0032] 步骤3b：对比图6曲线可以看出，CSAMT勘探结果存在比较严重的静态效应，575m和

600m测点的浅表电阻率高于625m测点，与的图5结果吻合。CSAMT反演的浅层大地电阻率均

远高于四极法的勘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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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步骤4：使用带约束的反演算法完成CSAMT法测量数据的反演，首先设置约束条件和反

演初值，并运用反演算法迭代寻优，当目标函数小于预设误差时输出结果，否则加一层大地

层数并设置初值再次进行迭代计算，具体流程见图4。

[0034] 如图4所示，整个反演过程由CSAMT带约束的反演目标函数控制，通过优化方法的

迭代寻优从而取得满足反演精度的可行解。图4通过两种退出机制完成反演迭代，一是取得

满足反演精度要求的可行解后正常退出，另外一种情况是超出运算量未能达到反演精度，

反演结束返回当前最优的可行解。

[0035] CSAMT带约束的反演方法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 为均方根误差的目标函数；fi为测量频率序列；ZM和ZD分别为视在电阻率关于

测量频率序列f  =  {fi}（i  =  1,  …,  n .）的测量值和正演值；Zf为视在电阻率关于测量频率

f的正演函数；SS为四极法反演取得的浅表土壤模型参数，反演过程中不会发生变化；SD为反

演的深部土壤参数，需要在反演过程中调整以满足均方根误差最小的寻优条件。其中：目标

函数不再发生明显改进是指相邻两次迭代前后两次目标函数之差小于 ；目标函数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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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误差时即完成反演，预设误差可由用户指定，本专利要求预设误差取5%的相对误差；如

果目标函数未能小于预设误差，则反演运算调用目标函数的计算次数超出预设值也会完成

反演，运算量预设值可由用户指定，本专利要求运算量不少于5000次。

[0036] 取SS为四极法反演取得的浅表土壤模型参数，按图4算法进行反演，取得一组水平

9层的大地模型，具体的参数如表2所示。土壤模型的反演曲线与四极法反演土壤模型关于

CSAMT的频率响应曲线、CSAMT测量数据的对比见图7。

[0037]

由于四极法在勘探时测量电流很难穿越高阻层，故无法发现高阻层以下的电阻率分

布，故在图7中四极法的正演曲线在低频段只能趋于高阻层的电阻率，这是四极法最大缺

点。磁法勘探可以克服电法勘探的缺点，磁场信号可以轻松穿越高阻层从而勘探取得高阻

层以下更大深度的大地电阻率分布，但图7中CSAMT高频段的结果极不理想，静态效应和趋

肤效应都会让磁法勘探的高频测量结果严重偏离实际。本专利将两种方法混合使用，取长

补短，提高了四极法勘探深度（表2的模型测深超过了12km），也有效提升了反演结果的准确

度。

[0038] 步骤5：使用电位拟合法和电测井法分别开展600m测点反演模型的验证工作。电位

拟合法在距离测点10.08km处布置了一个回流接地极，通过大功率的试验电源，在试验回路

内通入6.7A的直流试验电流。测量600m测点附近的地表电位与电流极中点之间的电位偏

差，测量数据与表2模型结果的对比见图8。从实测结果的对比可以看出，联合反演取得的大

地模型和电位拟合法的测量结果比较吻合。在600m测点附近大地电阻率存在一定的局部不

均匀性，故误差稍大，随着观测点远离测点，实测结果和仿真模型得到的曲线较为一致。

[0039] 目前的大地电阻率勘探方法主要是间接法，而电测井法是一种直接型地球物理勘

探方法，它可以通过钻井开挖的方式实测样本的电阻率。然而在钻井开挖过程中存在地下

水入侵钻孔的情况，故现场测得电阻率偏小，在此不列举具体的测井数据。在钻井深度约

12m处遇到了岩石，现场的钻井结果与表2大地模型地下高阻层位于地下12.5m深度的情况

基本一致。

[0040] 本专利方法初步的应用效果表明，联合运行四极法和CSAMT法可以有效实现直流

接地及大地电阻率模型的精细勘探和反演。

[0041] 本说明书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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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上面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构

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构思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

方案做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到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术内容，

已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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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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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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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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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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