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旱半干旱区找水技术与设备新进展 

牧科所  刘伟、张志夫、李振刚 

1 调研背景概述 

找水技术属于地下水勘查技术。 初是基于地质构造理论来进行的，在地下水资源贫乏的

地区寻找地下水。随着找水工作的不断深入，遇到的问题也愈来愈多，环境地质条件的多变性、

复杂性对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了技术的进步。目前，找水技术已发展成为地质学、地

球物理学、遥感、数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技术，技术的核心归属为水文地质物探。 

水文地质物探是用地球物理方法对含水地质体的水文地质特征进行勘查的技术，依据相应

的物理理论，通过地面（井中）仪器探测，获得目标地质体的相关信息。与其它勘查手段相比，

物探勘查资金投入少，工作效率高，能够为随后开展的水文地质钻探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因

此成为地下水勘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作环节。 

地下水勘查是为资源量评价提供基础数据的，可以确定局部或区域性的与地下水流场有关

的水文地质参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基本完成，

尤其在发达国家。人们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宏观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方面。然而，由于经济

发展的不均衡性（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在干旱半干旱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

干旱半干旱区，地下水勘查仍然是很重要的工作。从水文地质的角度来看，贫水区大多分布在

干旱半干旱区。在干旱半干旱区开展地下水勘查工作，找水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找水技术是建立在找水设备基础上的技术，找水设备的能力从根本上

决定了找水技术水平。我国在 50 年代开始找水设备的研制，上海地质仪器厂、北京地质仪器厂

和重庆地质仪器厂等先后生产了多种找水设备，诸如 DDC 直流电法系列、DZD 多功能电法系

列等，基本属于仿制国外产品。进入 21 世纪后，自主研发的找水设备开始投入批量生产，重庆

地质仪器厂研制出了 ATEM-IV 瞬变电磁仪，吉林大学研制出了 JLMRS-I 型核磁共振找水仪。

但是，国产找水设备无论在设计、工艺、精度和稳定性等方面，较国外同类产品还存在一定差

距。 

近年来，找水技术发展迅速，涌现出了一些新的方法。与常规的方法相比，在设备方面表

现出了强稳定性；在数据采集方面表现出了高精度；在数据解译方面表现出了智能化。这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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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解译成果的多解性、主观性，使得水文物探勘查向着精细化、定量化

方向发展成为可能。 

本项调研所收集的调研材料来源于 Magnetic Resonance in the Subsurface(Processings of the 

5th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agnetic Resonance,September 25-27,2012,Hannover,Germany)、

Near-Surface Geophysics and Geohazards(Processings of the 4th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and Engineering Geophysics 14-19 June 2010,Chengdu,China)、Near Surface 

Geophysics、Journal of Applied Geophysics、IRIS instrument 官方网站、GEOMETRICS & EMI

官方网站、AGI Advanced Geosicences, Inc 官方网站、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共查阅文献

29 篇，详见参考文献。 

2 选择本专题调研的原因、必要性与意义 

干旱半干旱区是指年降水量在 400 毫米以下的地区，涉及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宁夏、

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大部和吉林、辽宁二省的西部等 11 个省区，总面积约 470.48 万平

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49%。总人口约 2.6 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 21.5%。其中西北五省（区）

（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的干旱半干旱区的面积占全国干旱半干旱区面积的 83%，

干旱是区域气候的主要特征。 

在西北地区的甘肃、宁夏、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等地，分布着许多贫水区，人口相对密

集，存在一定数量的饮水困难人口。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区域的突出水情，干旱

缺水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有些地区，持续的干旱就可使已实现安全饮水的人口重

新陷入困境。以甘肃为例，在全国旱情总体偏轻的 2012 年，仍有 73.20 万人，52.32 万头牲畜

存在饮水困难，数量在全国各省区中居前
［1］

；而在 2013 年春，据有关媒体报道，又有 96 万人，

50 万头牲畜发生饮水困难。 

在干旱半干旱区，地质环境变化很大，有山区、高原、盆地、戈壁、沙漠等多种类型。气

候基本受大陆性气候控制，降水量少，年内分配不均，空气干燥，蒸发量大。在干旱半干旱区

的贫水区，地表水资源匮乏，地下水往往是当地社会用水的主要水源，在有些地区甚至是唯一

水源。 

干旱半干旱区贫水区的形成有二方面原因。一个是气候条件的因素，区域降雨量小，地下

水天然补给量不足；另一个则是地质环境的因素。从水文地质的角度来看，干旱半干旱区地下

水大致可分为基岩山区裂隙水区、红层裂隙孔隙水区、石灰岩裂隙溶洞水区、厚湿陷性黄土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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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层区、沙漠凝结水区等，见表 2-1。在每个区域，宏观上，地下水基本服从其赋存类型的基

本规律，在局部，地质构造控制着则地下水的分布。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贫水区，限于国家

和地方的经济条件，普查类的基础地质工作大多只做到了中小比例尺的程度，对一些地质构造

的性质不能做出判断，因此无法准确掌握地下水的赋存状况。 

表 2-1                        干旱半干旱区地下水基本水文地质特征 

类型区 基岩山区 红层区 岩溶区 黄土区 沙漠区 

分布范围 普遍存在 内蒙古大部，四

川、云南局部 

云南、贵州等集

中分布，其它地

区零星分布 

陕西大部，山西、

内蒙古局部 

内蒙古西部，甘

肃、青海、新疆

局部 

地下水分类 裂隙水 裂隙水、孔隙水 岩溶水 裂隙水 裂隙水、孔隙水

地下水基本特

征 

含水层呈线状，

分布受构造控

制，水位动态大。 

含水层呈面状，

分布范围不等，

层薄。 

含水层呈线状，

有垂直和水平分

带性，时空分布

不均。 

含水层呈线状，

隐伏，埋深普遍

较大，分布受构

造控制。 

含水层呈面状，

浅层水缘于沙漠

凝结水，深层水

受构造控制。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干旱半干旱区的地下水勘查还存在着一些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对地下水的有效开发。环境地质条件不同，所适宜的找水技术也不一样。在有些构造发育且隐

伏的地区，地质环境尤其复杂，如果要确定地下水的分布规律，必须要准确勘查地质构造的形

态，有时需要同时应用几种勘查方法才能够做到。找水技术都有各自的理论基础和专门化的设

备，对于勘查目标地质体和所赋存的地质环境是有选择性的。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除了个别

智能化程度很高的方法外，绝大多数都不能进行自主选择，还要依靠物探工程师的经验来具体

把握。 

为了突破技术的瓶颈，国家相关部门启动了一些研究项目，取得了许多具可操作性的成果。 

中国地质调查局实施了“西部严重缺水地区人畜饮用地下水勘查”项目。应用高频大地地

电磁法、高密度电法和直流电阻率测深法在塔里木盆地、银川平原、河西走廊、鄂尔多斯盆地、

柴达木盆地进行了大量试验研究工作，图 2-1。在经过了地层真电阻率的求取、孔隙参数的选

择、岩性系数和孔隙指数的确定等过程后，发现了电性参数与地下水矿化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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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视电阻率等值线图            b 地下水矿化度分布图 

图 2-1   新疆疏勒县英尔力克 EH-4 勘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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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2。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咸淡水共存地区寻找淡水体勘查技术模式，图 2-2。 

 

 

    

 

 

 

 

 

 

 

 

图 2-2   咸淡水共存地区寻找淡水体勘查模式 

科技部实施了“农村安全供水集成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应用常规电法、高分辨率电法、

瞬变电磁法、高频大地电磁法（EH4）、核磁共振法等，在内蒙古红层地区进行了试验研究。红

层是典型的沉积地层，含水层的主要特征是薄层，厚度多小于 1m，常与阻水的泥岩交替沉积

成为含水层组。由于薄层含水层的物理特征，勘查的准确率一直不高。通过对选定方法在不同

收集分析工作区水文地质、物探、钻

探以及工作区环境条件等资料 

选择合理的高分辨率电法 

选择孔隙度、岩性、孔隙指数等参数 

温度校正 

计算地层水电阻率 

评价工作区地下水矿化度 

掌握工作区地层岩性与物性特征，分

析影响电阻率测量的主要因素等。 

定量准确求取地层真电阻率值 

尽量获得准确的孔隙参数 

消除温度对地层电阻率的影响 

建立地层电阻率与地下水矿化度数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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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定点位的野外试验、组合对比后发现，核磁共振法能够在深度 30m 以内直接探测到厚度小

于 1m 的含水层，见表 2-2。高分辨率电法的垂向分辨率可达到 0.05，即在 100m 的深度范围 

表 2-2                              脉冲与探测深度关系表              

脉冲（mv） 10 12 14 18 22 26 32 40 48 59 

深度（m） 1 2 3 4 5 6 7 8 9.6 12.3 
脉冲（mv） 72 88 107 131 159 194 237 289 352 429 
深度（m） 15.8 20.3 26.1 33.5 43.1 55.4 71.1 91.4 117.5 150 

 

内探测出 5m 厚的含水层。核磁共振法对浅层地下水的识别，可为高分辨率电法确定区域含水

层的标准电性层，为深层水的综合解译提供指导，二者具有互补性，因此构建了薄层含水层勘

查技术模式，图 5-3［2］。 

 

图 5-3  薄层含水层勘查技术模式图 

水利部实施了“948” 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计划。通过该计划，牧区水利科学研究

所先后完成了“贫水区先进找水技术和设备引进”、“深层地下水先进找水技术引进”、“饮水困

难地区地下水先进找水技术引进”等项目，引进了 Numisplus、EH4、SuperSting R8/IP、GMS-07e

等先进找水技术设备。在对技术进行了充分的消化吸收后，广泛推广到了贫水区的找水技术工

作中，取得了大量实践成果。 

内蒙古东胜区罕台川供水水源地核磁共振勘查。使用仪器：Numisplus，匹配矩阵：

Cs100100.mrm，总磁场：55337nT，拉莫尔频率：2356.3hz,平均信躁比：2.06，拟合误差 6.15 %。

解译结果与钻孔验证见图 5-4。 

薄层地下水勘查技术模式模式 

高分辨率电法 核磁共振法 区域地质模型 

划分电性层 确定浅部薄层含水层 

推断深部薄层含水层 

确定井位及开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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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内蒙古东胜区罕台川核磁共振法勘查成果与钻孔对比图 

内蒙古清水河县荣乌高速公路房建工程水源井高频大地电磁法勘查。使用仪器：

StratagemEH4，测深点距：30m， x、y 方向的电极距：30m，工作频率 10～100KHz，叠加次

数：12 次以上。平行试验结果见图 5-5，解译成果见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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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仪器平行实验电阻率、相位对比图 

 

图 5-6     内蒙古清水河县高频大地电磁法勘查成果图 

内蒙古卓资县旗下营供水水源地高密度电法勘查。使用仪器：SuperSting R8/IP，测量模式：

RES，循环计算次数：2， 大误差：2.0，测量时间：1.2s， 大电流：1250mA。勘查成果见

表 2-3，图 5-7。 

表 2-3                     区域地层与电性层对照表 

地层 电性层 

第四系粉土，风积沙等 50—300Ω•m 

第四系卵石、砾石、基岩及其风化壳 300—1000Ω•m 

白垩系地层(泥岩,砂质泥岩层等) < 50Ω•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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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内蒙古卓资县旗下营 F2 剖面高密度勘查成果图 

干旱半干旱区找水技术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首先是工作效率和找水成功率得到很大提高。在干旱半干旱区的贫水区，利用常规方法定

一个井位需要 4-5 天时间，找水的成功率一般在 50-60%，一些地质条件特别复杂的贫水区成功

率则更低。从“农村安全供水集成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的推广应用情况来看，定一个井位仅

需 1-2 天，工作效率提高达 50%。从成功率上来看，过去定 10 个孔位，成功率 高不足 60%，

而应用适宜的找水技术模式定井的成功率可超过 90%，比原来提高 30%至 40%。 

其次是极大地降低了勘探成本。从勘查成本来分析，过去定一个井位需 4-5 天，综合成本

总计约 2 万元，现在仅需 1-2 天，综合成本在 1 万元左右，勘查成本降低 50%。若考虑找水成

功率的话，勘探成本降低的幅度更大。过去一眼 100 米深的井，勘查费、施工费两项就需 8 万

元，10 眼井总费用 80 万元，成功率按 高的 60%计，有效费用为 48 万元，浪费达 32 万元。

而现在 100 米深的一眼井，勘查费、施工费两项费用按 7 万元计，10 眼总费用 70 万元，成功

率按 90%计，有效费用达 63 万元，浪费 7 万元，勘探成本降低十分可观
［2］

。 

再次是产生的间接经济效益。一眼涌水量为 5m3/h 的水井可以解决 1200 人的饮水和 1500

头大牲畜的饮水问题，可以使 200 亩旱地变成水浇地。在内蒙古牧区，目前尚有 6910 万亩供水

不足草场的人畜供水条件需要改善，3328 万亩无水草场待开发利用，因此，找水技术的应用前

景非常广阔。 

我国的干旱半干旱区的贫水区有许多分布在偏远地区，边疆地区，有些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滞后。通过项目的研究，引进先进的找水技术，可以解决人畜饮水困

难，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有助于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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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显著。 

贫水区找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目前，在干旱半干旱区，除了少数涉及大型能源基地和城

镇供水水源地外，分散的贫水区的地下水勘查工作还很薄弱。通过本项目的调研，梳理找水技

术的发展脉路，贮备国际先进找水技术的既有成果，可以在适当时机和条件下推广到我国的找

水实践中。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和技术发展的日益成熟，开展此项调研工作是必要的、

可行的、适时的。 

3 找水技术与设备的新进展 

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分布面积广，水文地质特征差异大（见表 2-1），对于贫水区找水工作

所存在的技术瓶颈，客观上决定了不是哪一种或哪一类找水技术可以完全解决问题的，任何方

法都存在环境适宜性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因此，在对调研技术的选择上，要面向干旱半干旱

区，面向未来。在本项调研中，对所要跟踪的技术的选择主要考虑了以下四个方面： 

1. 应用效果。找水的技术很多，诸如电法、电磁法、磁法、地震法、重力法、放射性法等，

在干旱半干旱区的找水工作中均有过成功的实践。但由于物探方法的多解性，一些探测成果的

确定性程度不高，不能持续地产生理想的找水效果。因此，所选择的技术应当是应用效果好的，

确定性程度高的。 

2. 先进性。找水技术是一项发展中的技术，在实践中随着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逐

渐成熟。因此，所选择的技术应当是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具备探测成果定量化的。 

3. 环境适应性。干旱半干旱区自然环境条件普遍恶劣，例如内蒙古二连浩特贫水区：气温

高 39.9℃， 低-40.2℃，昼夜温差在 15℃以上； 大风速 29.36m/s，瞬间可达 80m/s，全年

≥8 级的大风日数在 80 天左右。因此，所选择的技术应当是能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正常工作，

达到探测所要求的可靠性与灵敏性的。 

4. 工作效率。找水技术的核心是物探方法，在现有的物探方法中，有些是不适合用于找水

的，例如大地电磁法（MT）,外业工作强度大，探测时间长（若干工作日），野外工作效率低，

就找水而言，经济上不合理。因此，所选择的技术应当是野外工作方便的，效率高的。 

有鉴于此，结合既有的实践与研究成果，选择了高密度电法、核磁共振法、高频大地电磁

法三种找水技术做为本项目的跟踪调研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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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高密度电法 

高密度电法是以地层导电性差异为物性基础，研究人工施加稳定电流场在地下传导电流分

布规律的一种物探方法。它与常规电法原理相同，区别在于测量的实现方式。高密度电法采取

的是阵列勘探方式，野外测量时将全部电极置于观测剖面的各测深点上，利用程控电极转换器

和微机工程电测仪来实现数据的快速和自动采集。将测量结果送入微机后，能对数据进行处理，

给出关于地电断面分布的各种图示结果，如图 3-1-1，3-1-2 所示。 

 

图 3-1-1   高密度电法工作原理图 

 

图 3-1-2   高密度电法的数据采集 

相比传统电阻率法，高密度电法具有以下优点： 

① 电极布设是一次完成的，减少了因电极设置而引起的故障和干扰，为野外数据的快速和

自动测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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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能有效地进行多种电极排列方式的扫描测量，因而可以获得较丰富的关于地电断面结构

特征的地质信息。 

③ 野外数据采集实现了自动化，采集速度快（每一测点需 2～5s），避免了手工操作所出

现的错误。 

④ 可以对资料进行预处理，显示剖面曲线形态，脱机处理后还可自动绘制和打印各种成果

图件。 

⑤ 成本低，效率高，信息丰富，解释方便
［3］。 

正是由于高密度电法所具备的种种优点，使得其在越来越广的领域里得到应用，方法的研

究发展迅速。 

3.1.1 探测仪器 

（1） SuperSting R8/IP，八通道高密度电法和激电仪，由美国AGI公司设计制造，如图3-1-3

所示。 

 

图 3-1-3   SuperSting R8/IP 外观图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模式：视电阻率、电阻率、自然电位、极化率、电池电压； 分 辨 率：≤30nV； 测

量范围：+/- 10V；输入电流：1mA—2000mA（连续），大功率 10KW/1500V； 大输出电压：

800Vpp，实际电极电压取决于发射电流和接地电阻率；输出功率: 200W；输入通道数：8 道；

输入增益范围：自动，一般使用全动态范围的接收器；输入阻抗：>150MΩ；IP 测量方式：时

间域极化率（M）测 6 个时段并存储；IP 发射波形：ON+,OFF,ON-,OFF；IP 周期：0.5，1，2，

4，8s；自动补偿自然电位：在测量中自动消除自然电位；噪音压制：在 f>20Hz 时，优于 10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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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频下优于 120dB；测量精度：优于 1%，取决于野外测量噪声和接地电阻；工作装置：

Shlumberger，Wenner，dipole-dipole，pole-dipole，pole-pole 等所有排列装置；数据储存能力：

≥79000 次电阻率读数和 26000 个电阻率和极化率复合读数；信号处理：连续对每次测量之后求

平均值，自动计算信噪比，电压，电流和视电阻率,电阻率值根据用户所选择的装置自动计算；

工作温度范围：-5—50℃；野外电源：12V 或 2×12V 外接电源，内置节电设置；电缆技术指标：

11 芯，8 或 9 道同步读数，直径：12mm；主机外观尺寸：长 406mm，宽 184mm，高 273mm，

重量：10.9Kg［4］。 

（2） RESECSⅡ三维高密度电阻率仪，由德国 DMT 公司设计制造，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RESECSⅡ三维高密度电阻率仪外观图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模式：视电阻率、电阻率、IP、输入电流、测量电压、复视电阻率；分 辩 率：≤30nV；

测量范围：+/- 5V；输出电流： 大2.5A；输出电压：内部输出电压400Vpp，外接电源逆变器

可达800Vpp；输出功率：250W；输入通道：8道；输入增益范围：自动，始终用接受机 大量

程，也可以在软件中选择手动设置；输入阻抗：30MΩ；输入电压：5V（可以根据情况调节输

入电流）；IP测量方式：全段时间域极化率；IP发射波形：ON+,OFF,ON-,OFF；IP波形周期：

在控制软件中任意选择；测量周期：0.4s，0.8s，1.6s，3.6s，7.2s，14.4s,可任意设定；自动补

偿自然电位：在激电测量中自动消除自然电位；噪音压制：f>20Hz，100dB；工业频率：120dB；

测量精度：优于1%；工作装置：Schlumberger，Half Schlumberger，Wenner alpha，Wenner bata，

Wenner gamma，dipole-dipole，pole-dipole，pole-pole，dipole-pole，以及用户自己定义的装置；

数据存储能力：≥30000个测量点，用户自定义需要存储的物理量，一般可达10个工程以上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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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据传输：RS-232，打印口和网卡；自动滚动和测量装置切换：测量装置自动滚动，多电

极测量装置间自动转换；野外电源：10-30VDC，并可外接电源；操作系统：Windows，内置硬

盘，完全是一个PC机；软件工作环境：完全Windows方式，防水键盘，防潮鼠标；图形显示器，

高分亮度的彩色TFT图形显示
［5］

。 

（3） SYSCAL Pro 高密度电阻率成像系统，由法国 IRIS 公司制造，如图 3-1-5 所示。 

 

图 3-1-5  SYSCAL Pro 高密度电阻率成像系统主机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模式：视电阻率，电阻率，自然电位，极化率，电池电压；分辩率：1000nV；测量范

围：+/- 15V ； 大电流输出：2.5A，大功率 10KW，3000V ； 大电压输出：800V（1600Vpp）；

大功率输出：250W；输入通道数：10道；输入电压:15V；输入阻抗: 100兆欧；IP测量方式：

时间域极化率（M），测20个时段并存储；自动补偿自然电位：在测量中自动消除自然电位；噪

音压制：电力线频率50/60Hz下，优于120dB；测量精度:0.2%；工作装置：Shlumberger,Wenner，

dipole-dipole，pole-dipole，pole-pole等任何装置；内存：40000记录，可接USB或数据转换器SD；

信号处理：连续对每次测量之后做平均值，自动计算信噪比，电压，电流和视电阻率；自动计算

电阻率；工作温度范围：-20 到 +70℃；野外电源：内置 12V，7Ah 电池，外接电源插头；玻

璃纤维外壳，防水设计
［6］

。 

3.1.2 数据处理方法 

高密度电法测量得到的数据是各个电极在不同位置时测得的视电阻率，这些数据还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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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反演，以计算出地下各深度的视电阻率并以图件形式显示，直观反映地下介质的电阻率变

化。在反演之前需要对实测数据进行预处理，以消除或减少数据采集过程中各种干扰因素的影

响。目前常用的数据预处理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 剔除突变点 

在对采集数据进行预处理检查时，会发现某些测点与相邻其他测点视电阻率值相比有数十

倍的差异，且往往呈离散跳跃状态，这些点即为突变点，应将其剔除掉，然后在原位置根据临

近测点视电阻率值进行线性插值。 

② 数据平滑 

为消除数据采集过程中的随机干扰，可采用滑动平均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需要注意的

是，数据平滑程度不宜过大，避免影响到对地下真实异常的判断。 

③ 数据滤波处理 

在数据采集过程中，经常发生电极接触不好的情况，外界干扰的情况。此时，数据会出现

虚假点或突变点，造成视电阻率断面图上的虚假异常。采用数据滤波处理技术，可以有效地压

制虚假异常
［7］

。 

④ 小波分析降噪 

传统的降噪方法多为平均或线性平滑方法,效果往往不够理想。通过建立小波降噪模型，与

传统五点线性平滑降噪效果进行对比，从而确定以 sym4 小波为降噪小波，采用软阈值和分解

层数为四层的降噪方法。经过工程验证，小波变换降噪技术对高密度电阻率信号的处理是非常

有效的
［8］

。  

在找水技术中，对测量数据的反演非常重要，通过探测而得到的对地下的认知基本来源于

反演的结果。在高密度电法反演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多解性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人工电场

的等效性，另一方面是数据资料的局限性和计算误差。为了解决多解性的问题，一些数学方法、

数学物理方法被引进到反演的工作中来。 

目前常用的反演方法有二维快速松弛反演方法（RRI）、Bostic反演法、一维和二维Occam

反演法、非线性共轭梯度反演法（CG）等，反演结果比较见图3-1-6。Occam反演方法比Bostic

反演方法和RRI反演方法有较高的分辨率，但计算时间较长；CG反演方法与Occam反演方法有

相似的分辨率，计算时间介于RRI与Occam之间。上述反演均是通过对场源模型参数取值范围、

函数形式等加以限制，对测量误差进行预测与剔除等方式来进行的，力求获得高质量的唯一解

的勘探成果，均有各自的使用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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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点评 

高密度电法可称之为电法的更新换代，方法设计始于20世纪的70～80年代。 初的数据采集

是通过地面电极转换板来实现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技术创新不断涌现。主要体现在倒转测

量与滚动测量方式的相结合，减少了重复工作量，提高了野外工作效率；主机中有独立的测量命

令文件存储空间，可在任何时候调用和运行，在野外不必使用计算机；采用了双模式电极，可以

在同一个电极位置上安放钢电极（供电）和不极化电极（接收），可同时测量电阻率和极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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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常用反演方法成果对比图 

独立多道测量系统，可同时进行多条剖面测量；显示器采用高亮度的彩色 TFT 显示屏，可以实

时并且直观的对剖面测量进度、数据采集质量、视电阻率异常进行观测；工作温度范围在-20

—+70℃，仪器有更好的环境适用性等等。目前，高密度电法已经可以在地面，井中，水面以

及水下等多种环境中进行电阻率、极化率等参数的测量。今后，为了满足客观环境条件的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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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高密度电法将朝着大功率、大探测深度、高分辨率、多参数测量和一机多能的方向发展。 

随着高密度电法仪器技术能力的提高，数据处理的热点开始从低级的一维、二维向高级的三

维、四维转变。三维高密度电法测量、反演已经在煤矿巷道、采空区探查、管线探查
［20］

等工程

物探领域开始试验性应用。当前的三维反演均是以地下介质各向同性为前提的，反演的数据可以

通过真三维观测和多条二维测线合并为三维测网这两种方式得到。相比较而言，第一种三维观测

所得数据为实际三维测量所得，根据该数据所进行的三维反演结果更为精确，可以获取测线方向

和垂直测线方向的电阻率，但需要较多道数才能获得较大的探测深度，此外，投入成本也较后者

高。在进行第二种三维观测时，相邻测线距离不能过大，具体标准因仪器而定，否则垂直测线方

向反演结果会有较大偏差。四维高密度电法是在三维高密度电法中增加一个时间维，电阻率（极

化率）是三个空间坐标和一个时间坐标的函数:ρ=ρ（x，y，z，t）。数据采集方式是同样的电极

排列在同一地点，不同时间重复进行三维数据采集。四维反演使用差分反演算法，反演出不同时

刻同一地点电阻率（极化率）与初始时刻的差异，从而研究地下三维介质电阻率随时间的变化。

其基本思路是先用正常的方法反演背景数据，再用差分反演的方法一组接一组地反演多组监测数

据，背景模型（第一次测量数据反演结果）用作所有监测数据的先验模型。四维反演可以在地下

水环境监测、海水入侵过程、大坝泄露等领域得到应用。 

3.2 核磁共振法 

核磁共振法找水技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前苏联，Varian提出了基本理论方法与设备雏

形，Semenov等于70年代研制出了第一台样机。1995年，法国地质调查局（BRGM）购买了该项

技术专利，1997年开始设备的批量生产并在找水等相关领域应用
［9］

，在非洲、蒙古、奥地利、

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等几十个国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我国于1997年引进了该项技术，在内蒙古、新疆等干旱半干旱区进行了大量找水实践，取得了许

多应用性研究成果。 

核磁共振法的基本原理是在适当的频率下（拉莫尔频率），水分子中的氢原子被施加于地面

环路中的交变电流脉冲所形成的交变电磁场激发而产生共振，当环路中的电流关闭后，水分子中

的氢质子因相位的改变而产生驰豫磁场，该驰豫磁场的特征可体现在地面的环路中，被地面接收

机接收到，因此可对各脉冲所激发的氢质子所产生的磁场进行测量、分析，进而得到有关地下水

的信息（图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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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核磁共振原理图 

图中,B0—地球磁场，用以确定氢质子发生共振的拉莫尔频率，F（Hz）=0.04218B0（nT）；

B1—激发磁场；θ—氢质子共振相位；M0—氢质子总量；ω0—脉冲的频率；LOOP—地面发射/

接收闭合线圈；TX/RX—脉冲发生器/信号接收器；Energizing pulse—施加的脉冲；PMR signal—

核磁共振信号；Water layer—含水层；H protons—氢质子。 

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e(t) = e0 exp(- t / T2* ) sin( w0t +ω0 )、(t,q)=e(q)exp(-t/T2*)cos(w0t+&0)、

e0(q)=ω0M0∫h⊥sin(0.5rhi⊥q)n(r)dv(r)等计算，可得到不同脉冲下信号的振幅、频率、相位、信

躁比、衰减时等参数，这些参数能够对探测的有效性与成果解译的合理性作出判断，从而确定地

下水的存在状况
［10］

。 

近年来，核磁共振技术发展迅速。法国Iris-Instruments公司在NUMIS系统的基础上研发出了

NUMIS Lite和NUMIS Poly,美国Vista Clara公司研发出了GMR，代表了设备制造行业的 高水

平。方法研究方面，自2002年始，每二年举办一次核磁共振找水技术国际研讨会，至2012年已完

成了五届，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强，许多成果被收录到《Journal of Applied Geophysics》和《Near 

Surface Geophysics》中
［9］

。 

3.2.1 探测仪器 

（1）GMR4000V/600A/25A*s,4-Channel Surface NMR Instrument，GMR四通道核磁共振找水

仪，由美国Vista Clara公司生产，见图3-2-2。 

主要技术指标： 

具有四个通道，可进行二维数据采集和处理；基于参考线圈的自适应对消、人文噪音抑制和

FID图像积分等信号检测与处理方法的抗干扰技术，提高了仪器信噪比，噪声密度500ρV/rt(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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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线圈可以任意组合发射；配备电力逆变系统，可使小直径地面电缆线圈产生更高的电流；

小衰减时5ms，在高电磁地质环境中具有高灵敏度；接收电路输入噪音500ρv/rt(Hz)，24位宽带采

样；全天侯坚固外壳，100%全环境高电压联接接头；具备错误报警与自动保护功能；探测深度

可达150m［11］
。 

 

图 3-2-2   GMR 核磁共振找水仪系统示意图 

（2）NUMISPoly Multi Channel MRS System, NUMISPoly多通道核磁共振找水系统，由法

国Iris-Instruments公司生产，见图3-2-3。 

 

图 3-2-3   NUMISPoly 核磁共振找水仪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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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指标： 

组成系统各部件净重<25kg，适合野外工作； 多可配置4个数据采集通道，能进行二维数据

采集；滤波器带宽150Hz,噪声0.1nV/sqrt(Hz), 大样本频率76.8kHz；单台电容调节能力6-30μF，

二台 大可至60μF；转换器电容84mF,输出±430V DC,0.5A；发射器频率0.8-3kHz, 大输出

4000V，600A；40ms标准脉冲的脉冲矩100-24000A.ms；400m地面电缆线圈阻抗0.7ohm，感抗

0.8mH；600m地面电缆线圈阻抗1.0ohm，感抗1.2mH； 大探测深度150m，可在低纬度地区工

作
［12］

。 

3.2.2 数据处理方法 

一次完整的核磁共振探测会得到大量数据，所谓的水文地质特征则隐含其中，通过后期的数

据处理与计算，能够被一一的抽象出来，形成对测点处地下水状况的判断。数据处理可分为二部

分，一部分是对原始数据的处理，另一部分是后期的模型模拟和数据反演。 

原始数据的处理，涉及核磁共振信号中的振幅、衰减时间、脉冲时间和频率的叠加、过滤、

计算等，目的是为了压制噪声，提高信噪比，采集到真实的含水层数据，见图3-2-4。一般常用

的方法是电力线陷波、窄带通滤波、增加信号叠加次数和铺设“8”字形线圈等。 

          

随着多通道仪器的出现，Walsh等利用基于参考线圈的自适应性对消和FID（free induction 

decay）图像积分等技术压制供电线路等干扰源的电磁噪声干扰，可将噪声密度压至小于

0.4nV/Hz1/2［9］
。Esben Dalgaard等发现，利用多通道仪器，在数据采集时，噪声的记录是先于信

号记录的。基于此，可通过时间域或频率域的滤波逼近来估算发射器的发射函数。在测量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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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了接收机间样本频率的抖动与补偿，致使发射函数不能被准确计算，噪声压制失效的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从信号记录入手来估算发射函数。为了防止信号记录中各种来源的脉冲

影响电磁噪声干扰去除，创建了脉冲检测计算模型，从而大大提高了滤波的效果与效率
［13］

。Jakob 

Juul Larsen等人认为，没有任何一种过滤器能够同时滤掉供电线路产生的电磁噪声和各种随机出

现的脉冲干扰，但是可以通过细化信号处理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主线圈P（t）所采集到的信

号可概化为P（t）=FID(t)+xh(t)+w(t)+spike(t)，式中，FID(t)表征地下氢质子被激发后的衰减信号。

供电线路产生的电磁噪声可概化为xh(t)=∑Aqcos（2πqf0t+φq），式中，xh(t)为激发的总噪声，瞬

时的短脉冲为spike(t)，w(t)代表全部剩余的噪声。试验表明，根据这种方法所进行的噪声去除优

于常规使用的各种滤波理论
［14］

。 

模拟模型和数据反演属于探测成果推断与解译的过程。从接收机采集到的地层电磁信号中，

通过计算和数据转换来推断出地层含水率、岩性、含水层层位、厚度、渗透系数和导水系数等水

文地质参数。限于探测仪器的能力，以往的数据解译都是一维的，所得到的结果只能表征探测点

处的情况。随着多通道设备的出现，一维解译技术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二维解译也逐渐推广开来。 

Trevor等认为，核磁共振信号数据可以转换为傅里叶函数数据。核磁共振信号数据是受频带

约束的，只在拉莫尔频率（Larmor frequency）附近的一个窄的频段内存在，其它的数据在成果

解译中是无用的，可以很容易地被剔除。这个数据处理方法极大地节省了计算空间，减小了解译

被干扰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数据转换和剔除过程中，不会发生信号数据丢失的事故
［15］

。 

通过核磁共振探测可以估算含水层渗透系数（K），这是该方法胜于其它水文物探方法并得

到迅速推广的原因之一，估算的准确性取决于核磁共振衰减时与含水层孔隙率的相关程度。然而，

实践和试验均证明，由激发产生的自由衰减时（FID）所获得的衰减时T2*不只取决于孔隙率，还

受磁场的各向异性影响，而T1的衰减则不受此影响。在Walbrecker 等人的研究基础上，Mike 

Müller和Jan O.Walbrecker提出了一种解译方法来估计T1在地层中的分布。由于核磁共振的核函数

就是T1在地层中分布的函数，在解译时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高度的非线性和耗费的大量时间，

Mike Müller和Jan O.Walbrecker的思路是通过在核函数中加入T1的影响来解决这个问题
［16］

。 

数据解译的目标是在探测所能达到的分辨率内，通过运算来获得表征地层特征的模型参数，

由区域优化模型派生出的计算方法能够快速地得到计算值。但是，如果计算模型不适宜则会使结

果产生很大的偏差。为了克服这个问题，Irfan Akea 等人提出了用复合的GA(遗传算法，由受环

境条件控制的生物进化而产生的)解译核磁共振数据，用多目标的GA来进行核磁共振数据与电测

深数据的联合解译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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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点评 

核磁共振技术进入找水领域是近二十年的事。在过去的十年间，方法研究、设备研制进入快

速发展期，目前的技术能力已远非当年可以比拟。 先进的设备能够探测泥砂吸附水、包气带毛

细管水、构造裂隙水和岩溶水等非层状地下水；具备全气候环境条件工作能力；系统组成模块化，

每个模块均为独立的功能单元，便携式设计，野外工作相当方便；可通过纵向弛豫时间常数（T1）

与横向弛豫时间常数（T2）来估计含水层的渗透系数与导水系数，实现探测成果定量化。 

多通道技术的应用是近年来核磁共振设备研制的一个突破性进展。以往的设备都是一个通

道，对探测环境的噪音压制比较困难。随着干旱半干旱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各种人文噪声、工业

电流等日益增强，客观上造成方法应用环境的不断恶化。多通道技术可以设置远参考道，各接收

器分别对数据进行滤波和放大，从而大大提高探测信噪比,能够在外界干扰强烈的地点完成探测

工作。此外，多通道技术的出现，实现了核磁共振法的二维探测。以往的探测都是一维的，在复

杂的地质环境条件下对地下水的探测相对困难，所以，基本用于层状地下水的勘查。多通道技术

的出现克服了方法应用的短板，能够测量出含水层的二维剖面，从而寻造构造裂隙水和岩溶水，

拓展了方法的应用空间。多通道技术是物探技术的研究热点，许多方法已经有相当成熟的设备，

用于核磁共振法是近几年开展起来的，需要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代表着核磁共振设备的未来。  

受方法理论基础的限制，核磁共振法找水技术的 大弱点是探测容易受到供电线路和游离工

业电流的干扰，而在目前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类似的情况无所不在。仪器性能的提高可在一定程

度内改善其抗干扰能力，但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何将噪声干扰从核磁共振信号中尽可能多

的剔除出去一直是业界研究的问题。从目前来看，Esben Dalgaard等人提出的优化的温纳滤波技

术（Wiener filtering）、Jakob Juul Larsen等人提出的电力谐波去除模型、Stephan Costabel和Mike 

Müller-Petke等提出的脉冲噪声特征识别和剔除技术等均取得不错的效果，是今后数据处理技术

的关注重点。 

在探测数据的解译阶段，数据反演与解译模型均是有约束条件的，一般假定地形是水平的，

地磁场分布是均匀的，发射频率是固定的（Larmor frequency）。然而在实测中，发射频率总会

有一些背离，地磁场会随着时间、深度而变化，解译结果会产生一定的误差。Legchenko等人研

究了一个方法，在信号相位模型计算中引入频率背离因子，可在一定程度上对解译结果进行矫正。

因此，可以确定的是，解译假设条件拟真实化技术是数据解译的关键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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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频大地电磁法 

高频大地电磁法找水技术是以地层导电性差异为基础，根据电磁感应原理来探测和研究地球

电磁场空间与时间的分布规律，从而达到寻找地下水的目的。探测系统对天然电磁场（在天然场

弱到无法采集足够用于数据解译信号时附加人工源）的电、磁特征依一定的频率域进行测量，测

量结果经傅立叶变换计算出不同深度地层的视电阻率，获知地层的电性结构，进而发现有利的储

水构造。其理论基础是磁大地电流的基本理论。 

在磁大地电流的基本理论中，阻抗Z为天然电场和磁场水平分量的比值。在均匀大地的情况

下，此阻抗与入射场的极化无关，和大地电阻率以及电磁场的频率有关,即 fz ρπμ= 。式中,f

是频率，ρ是电阻率，μ是磁导率。由此可得到计算大地电阻率的公式:
2

/)5/1( HEf=ρ 。式

中，E-电场，单位：mv／km；H-磁场，单位：nT。对于水平分层大地，此表达式仍然适用，但

用它计算得到的电阻率将随频率的改变而变化，因为大地的穿透深度或趋肤深度与频率有关, 

f/5002/ ρωμσδ == （δ的单位：m）。此时所计算得到的电阻率则为视电阻率。因此，

在一个宽频带上测量E和H，计算出相应的视电阻率和相位，可确定地下构造的空间形态
[18]

。 

近年来，高频大地电磁法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轻便灵活、分辨率高的探测仪器进入实践

领域，性能上表现出高精度、高可靠性、高稳定性和高功效。德国Metronix公司研发出了第七代

综合电法仪GMS-07，加拿大Geonics公司研发出了瞬变电磁仪PROTEM。在实测中，新型的仪器

不受高阻盖层的影响，既可用于单点测量又可用于连续剖面测量。在数据处理方面，正在由一维

反演向拟二维反演、真二维反演方向转变。 

3.3.1 探测仪器 

（1）GMS-07e大地电磁仪，由Metronix公司生产，见图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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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GMS-07e 大地电磁仪示意图 

主要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为直流—256KHz；具有10个通道；两个频带（直流—500Hz，1Hz—256KHz），

用数字滤波器可建立亚频带；配有2种24位A/D转换器，低频采样率4000Hz，高频采样率600000Hz；

动态范围>130 dB；32位嵌入式控制器,LINUX；对所有的重要功能，包括传感器和仪器指标都

可自动检测、标定和显示并建立文档；输入阻抗：电道>10兆欧,磁道20千欧；标准的100兆双绞

电缆，USB1.1,2.0；Wi-Fi；GPS时钟±30ns,可以确定和存贮测点位置；功耗：3-5W低频，15W高

频；工作温度：-40℃— +70℃；传感器噪声：3×10-2 nT/Hz@0.01Hz、3×10-4 nT/√Hz@1Hz、

5×10-7 nT/√Hz@1000Hz(斩波器关断)；输出灵敏度：0.02 V/(nT*Hz)f<<32Hz、0.64 V/nT f>>32Hz；

标定输入灵敏度：1.6nT/V[19]
。 

（2）PROTEM-47瞬变电磁仪，由加拿大Geonics公司生产，见图3-3-2。 

 
图 3-3-2  PROTEM-47 瞬变电磁仪示意图 

主要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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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量感应磁场的衰减比，nv/m2；电磁传感器为空心线圈；可用单道接收线圈顺序测量或

用三分量接收线圈同时测量；能够在两个量级时间轴上20个门测量，或三个量级时间轴上30个门

测量；信号分辨率24位，包括1个符号位，系统分辨率29位；基本频率：0.3、0.75、3、7.0、30、

75、285Hz（60Hz工频时），0.25、0.625、2.5、6.25、25、62.5、237.5Hz（50Hz工频时）；积

分时间：0.5，2，4，8，15，30，60和120s；发射机关断时间取决于发射线圈尺寸，匝数和发射

电流大小，在20-115μs；发射线圈单匝可任意尺寸，但 小电阻不低于0.7Ω， 大发射线圈可到

300×600m；输出电压在18—60V间连续可调，当外接电源时可达180V；电缆或高稳定性晶体同

步；输出电流 大28A；工作温度：-40℃—+60℃[20]
。 

3.2.2 数据处理方法 

高频大地电磁法探测会得到大量数据。有表征磁场的，有表征电场的；有关于一次场的，有

关于二次场的；有自功率谱的，有互功率谱的。这些数据都会参与到频率、噪声、相位、相关度

的运算中， 终计算出地层的阻抗。为了得到真实的或接近真实的地层电性特征，需要对所有的

原始数据利用一些方法进行处理。 

在实测中，高频大地电磁法经常会受到噪声的干扰。噪声源基本可归为三类，分别是系统噪

声、社会环境噪声和地质噪声。系统噪声是仪器自身产生的，噪声水平取决于设计和制造工艺水

平；社会环境噪声是测点附近游离工业电流产生的，噪声水平取决于当地的社会文明程度；地质

噪声则来自于测点的地质环境。因此，自高频大地电磁法问世以来，围绕着噪声的消除一直是数

据处理的研究焦点。 

Yaoguo.Li和Kristofer.Davis等人研究发现，描述磁场衰减率的结构指数（SI）是测点至场源

的距离与场源类型的函数。在由点源场源形成的总磁场中，异常随反向距离的三次方而衰减, 结

构指数为3，而使该场强增强的其它附加场源的结构指数接近2，通过在异常中识别出结构指数为

3的异常则能确定出真异常和噪音异常。为了达到此目标，在分析了迭代的Wiener和Wavelet滤波

技术提取残余异常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基于拟场强的振幅分析技术，能够批量地剔除由噪音产生

的假异常
[21]

。 

在真实的地质环境中，许多含水层介质会表现出很低的磁化系数和磁场的各向异性。如果仪

器的噪声水平不够高，有关地质体磁场信息往往会淹没在噪声的海洋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改

善探测数据的信噪比，使方法的应用范围更广、数据质量更高，Andrea R. Biedermann等人提出

了数据叠加的理论AMS（averages of repeated susceptibility）。应用该理论，可以根据地质体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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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小尺度地形(A)的 TE 极化(C)和 TM 极化(E)视电阻率断面图； 
     浅层不均匀体(B)的 TE 极化(D)和 TM 极化(F)视电阻率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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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异性，确定其构造的主轴方向，并可持续地沿此方向获得数据。应用该方法时，地质体的磁化

率可在仪器的噪声水平内，甚至可略低
[22]

。 

在大地电磁法的探测中，由于地形的起伏，地表电流是不连续的，从而导致电场的不连续，

近地表电阻率表现出不均匀性。在数据解译时，视电阻率测深曲线会产生所谓的静态位移，影响

解译成果的准确性，见图3-3-3。图中，(A) 是小尺度地形模型；(B)是浅层电性不均匀体模型；

(C)、(E)是小尺度地形模型的TE极化和TM极化的视电阻率响应；(D)、(F)是浅层电性不均匀体模

型的TE极化和TM极化的视电阻率响应。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浅部的地形变化还是电性不均

匀体都会引起探测的畸变。常规的解决办法一般是用滤波的方法，在数据采集时就把它们消除，

或者使用大电极距在大于近地表不均匀性尺度的距离上提供场的积分。但是在实践中，不论哪种

方法都是有一定局限的。 

S.P. Sharma 和V.C. Baranwal分析了频率域电磁场、多种频率电磁场在近地表的电性结构。

由于近地表的地层电性结构不是一个频率的电磁场能够探测出来的，他们因此建立了一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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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KHz频率范围的二维数据模型，用以研究对于给定地质体的 大响应频率。研究发现，一个

特定地层会有一个 大响应频率，二个或多个地层会有各自不同的 大响应频率。因此，在实践

中，用单一频率数据所进行的解译是不能够准确地反映近地表地层结构的，而用多个频率的数据

解译则会实现对地层真实形态的有效逼近
[23]

。 

D. Moghadas等人从电磁场激发天线模型方面入手，研究了地表附近视电阻率的近似量化。

在电磁法的勘探中，EMI(电磁激发)系统用来测量电磁波的传输与反射系数， Green函数常用来

表达围绕偶极的波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传播，而其中的激发天线模型则偏于概化，使得测量的准

确性受到影响。在研究中，他们用新开发的EMI发射模型，沿一个180m长的断面，进行了二个

距地表不同高度的、不同方位角和频率的电磁测量。为了便于验证测量的准确性，从该剖面中取

了11个原位岩样，进行了电阻率试验，以作为参考背景值。通过对解译成果与样本物性试验数据

比对，尽管有些矛盾，但大部分是吻合良好的
[24]

。 

目前在数据处理中，二维数据模型应用的很多，比较成熟。然而在实践中，很多地方的地层

都不是标准的二维结构，普遍具有三维的几何特征。因此，三维数据反演成果更接近真实的地质

情况。 

A.Rödder和B.Tezkan用大地电磁法勘查了约旦的Araba断层。沿垂直断层走向布置了一条2km

长的剖面，平行断层走向布置了一条1km长的剖面和一条500m长的剖面，共计72个测深点，对测

量数据分别进行了一维、二维和三维解译。一维解译用的是常规的Occam 和 Marquardt模型，解

译结果与断层特征有较大出入，二维综合模型的解译较一维的解译则有明显改善，而由二维模型

延展的三维模型解译在每个测深点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断层西盘视电阻率为100 Ωm，东盘为

10 Ωm，断层破碎带视电阻率处于二者之间，断层的物性断面与真实地质断面相当吻合
[25]

。 

C.Arango和A.Marcuello等人用三维大地电磁模型研究了Liucmajor含水层组（位于西班牙的

Majorca岛）的地热异常。目的是通过大地电磁法的探测，勾勒出区域地层的地电结构，进而确

定产生异常的地质构造。在对测量数据进行Wavelet反演后的维数分析时发现，地层是以三维为

主的结构，因此要构建三维模型来进行数据解译。三维模型的构建是用试差法来完成的，期间考

虑了来自阻抗张量行列式的反应。模型运算结果显示了垂向上三个明显的水平条带，条带之间厚

度不一。 上部为浅层潜水含水层，中间为弱含水层， 下部为深层承压水含水层，一条断层贯

通了潜水含水层与承压水含水层。随后施工了深达700m的水文地质钻孔，经过比对，所揭露的

地层、层位与模型计算结果基本相同
[26]

。 

232



 

 
 

3.2.3 点评 

以往的高频大地电磁法仪器普遍有2个电场分量，2个磁场分量，能够进行拟2维张量测量。

实际上，严格来说，能够实现的应为1.5维。GMS-07e大地电磁仪在设计上有所突破，有x、y、z

三个磁道，能够探测地下二维磁场的分布，使地电断面更逼近真实的地质断面；具有10个数据采

集通道，可以采集多达10个电磁场信号或其它地球物理场信号；通频带宽，从直流至256kHz，

覆盖了所有地球物理电磁场的频率范围，除固定的频带外，还可自由设置频带范围。在GMS-07e

仪器中，多偶极张量源发射系统是首创，可以形成地下三维人工电磁场，这是电磁法仪器研究的

一个创新。在瞬变电磁法探测中，发射回线中电流突然变化将在其周围产生一次磁场，一次磁场

在周围传播过程中，如遇到地下良导电的地质体，将在其内部激发产生感应电流，由于二次电流

随时间变化，因而在其周围又会产生二次磁场，包含着与地质体有关的地质信息，形成对地层的

探测。受方法和仪器的制约，大地电磁法对近地表的测量分辨率一直是个难题，从理论上来看，

关断时间愈短则一次场愈强，一次场愈强则二次场愈强愈稳定。PROTEM-47瞬变电磁仪的出现

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关断时间可短至0.5μs，可进行三分量同时观测，有30个观测道，信

息量大；信号分辨率24位，系统分辨率29位，动态范围175dB，分辨率高，动态范围大；采用“聪

明叠加”技术和提高重复采样率等方法提高了信噪比，在30秒观测时间内可以发射14,250-2,400

个脉冲信号和接收到同样多的瞬变电磁信号。仪器性能的改进提高了地层浅部的分辨率，确保探

测到近地表异常。 

高频大地电磁法是一种利用天然变化的电磁场或人工发射的电磁场向地下穿透并在介质中

感生出受性结构的探测方法。方法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应用的客观条件。环境干扰、静态效应、趋

肤深度等问题使方法的应用受到困扰。与任何新技术一样，高频大地电磁法的研究也是在不断的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的。基于剖面数据的连续采样的EMAP法、基于相位曲线

的相位数据校正法、TEM资料校正法等，已经将方法的限制因素的影响程度减小了许多。近年

来，随着基于拟场强的振幅分析技术、数据叠加的理论、多频率二维数据模型、优化的电磁场激

发天线模型以及三维数据解译模型的研究等，又将方法的数据处理技术提高了一个层次，方法的

实践应用范围趋于更广。 

4 找水技术的应用前景及建议 

找水技术的发展经历了若干阶段，从 初的水文地质学方法找水发展到地质学、地球物理学、

遥感、数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找水技术，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源于复杂的客观问题。找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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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是建立在水文地质物探基础上的，任何一种理论或方法都是有特定的应用条件的。然而，客观

水文地质状况是有变化的，同一套地层，在不同的地质环境、气候环境中会有差异性。所以，在

基础水文地质理论在微观层面上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找水技术得到了发展的契机，常规方法持

续创新，新技术不断涌现。 

找水技术是由设备和方法二部分构成的，方法是设备研发的基础，设备是方法实现的载体，

二者不可分割。在过去的十年里，应用地球物理理论来解决干旱半干旱区地下水和与之相关的环

境地质问题的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理念先进的仪器结构设计、计算机硬件镶入和数据处理软

件研发、更广更丰富的数据信息量等，使得从前被认为有些玄异的甚至有时遭人诟病的探测方法

成为地下水勘查的常规技术手段。勘查的目标也从找到地下水，发展到探测水文地质参数、地下

水质量评价等，以高效、低成本的优势，为区域地下水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G. Böhm,和 R. Brauchler 等人对特定点位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与物性参数的相关性进行了评

估。通过对水文地质剖面与物性剖面的研究，确定了勘探点位含水层的物性参数与真实水文地质

参数之间的关系，以此指导区域地下水调查工作。试验所使用的物性参数有由地震剖面探测所得

到的 P 波波速，电测深所得到的地层视电阻率与电导率，由水文地质试验所得到的含水层给水度、

渗透系数和持水度。通过各参数的相关函数计算，含水层 P 波波速与含水层给水度高度相关
[27]

。 

P.A. Bedrosian, M.K. Burgess 和 T. Nishikawa 通过大地电磁法探测，研究了沙漠地质环境中

断层对地下水的控制作用。在 Mojave 沙漠的西南部，一条走向近 E-W 向的平移断层（Pinto 

Mountain Fault）横贯地下水的补给区。在勘查工作中，瞬变电磁法（TDEM）是主要的勘查技术

手段。在野外数据采集和室内数据处理时，充分考虑了断层的二维产状特征。在利用测量数据进

行地层划分时，同时使用了三维递进模型和时间—距离传播估计。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在断层的

二侧，地下水位存在近 40m 的落差，表明该断层是低渗透性，对于附近补给区的地下水流动起

了一定的阻隔作用。断层南部的含水层厚度大，近地表渗透性好，更适合于作为地下水人工回灌

区
[28]

。 

N. Perttu 和 K. Wattanasen 等人在老挝的万象盆地，用综合物探方法结合水样分析数据，开

展了确定含水层水质参数的试验研究。试验所用的物探方法为核磁共振法和电法，水质分析样分

别采自浅井和深井中。研究的目标是利用物探方法从咸水层中分辨出淡水层，获取利用物探测量

数据评价地下水水质的方法。通过对三个试验区内 46 个测深点的数据和 38 个水样化验结果的分

析发现，决定区域地下水水质的主要指标为总溶解性固体（TDS）、硬度和少量的氯化物，这几

个指标均与地下水的电导率（EC）高度相关。而地下水的电导率（EC）与含水层的电阻率是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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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联系的，可归纳为 EC[μS/cm] = 0.4694VES[μS/cm], R2 = 0.69。这个公式可用来评价试验区的区

域地下水水质，对其它地区的水质调查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核磁共振数据在本项试验中是

用来识别电法解译成果中的含水层的，以减低成果解译的不确定性。试验成果表明，二方法的联

合应用能够从含水层中区分出高导电性的粘土和泥岩，从咸水中区分出淡水，可以在供水井的施

工前对地下水水质进行粗略评价
[29]

。 

长期以来，找水技术更偏重于结果，即有水或没水的结论。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定性

化判断的范畴。找水成果的定量化一直是追求的目标，但又很难真正做到，根本原因在于设备的

精度达不到方法所要求的程度。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可定量的或接近定量化程

度的找水设备。在固体矿产物探领域，已经开始进行精细化勘查的研究工作，期望能够相对准确

的定量化矿产资源的潜在资源量。在水文地质物探领域，定量化的研究也已经开始起步，取得了

一些初步的成果。业界普遍认为，在下一个十年，找水设备和数据处理仍然会保持快速发展的态

势。对于解决复杂的水文地质问题，综合物探方法的应用与水文学、地质学、环境工程学的交叉

融合将是不可或缺的，多源数据的评估与集成是大势所趋。 

在许多发达国家，社会对水资源的需求已达到了相对的动态平衡，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已有较

为成熟的解决方式，从社会层面上看基本不存在饮水困难人口。因此，找水技术更多的是用于地

下水监测与改良。在我国的干旱半干旱区，城镇化、工业化在近 20 年来发展迅速，对水资源依

赖程度越来越高，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饮水困难人口。因此，寻找地下水源有很大的需求，先进

找水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根据国际找水技术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干旱半干旱区找水技术的实际情况，建议开展如下

方面的研究： 

⑴ 先进找水设备的研制。在水文地质复杂的贫水区，单一的方法往往解决不了问题。从国

际找水设备的发展趋势来看，多方法集成的设备正在成为找水的主流设备，例如 V8 工作站、

GDP32 多功能电法仪等。因此，应当开展多通道、多参数、多功能、大功率的找水设备研发，

填补国内的空白，提升我国找水设备的整体技术水平。 

⑵ 三维解译方法的研究。在干旱半干旱区的贫水区中，含水层的几何特征大多是三维的。

限于找水设备的能力，以往的对含水层的三维描述基本是推断的，可称为假三维，带有一定的主

观性。现在，随着多通道技术的逐渐成熟， 先进的仪器已经可以进行真三维测量，而只有建立

在实测数据上的解译才能够相对精确地描述含水层特征。 

⑶ 定量化找水技术模式研究。干旱半干旱区的贫水区都是水文地质复杂区，寻找地下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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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要用到多种找水技术，优势互补。从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既有的找水技术模式基本处于定

性化的，能够对有水或无水进行判断。定量化找水技术模式则不仅如此，还应对含水层的深度、

厚度、渗透系数、导水系数甚至水质的特定指标给出量化的判断，这是找水技术的学科前沿。 

⑷ 多源数据集成的研究。将 3S 技术、物探找水技术模式、区域地质模型通过某种方法（例

如 Irfan Akea 等人提出的遗传算法）集成起来，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平台，用全球定位系

统（GPS）精确定位，用定量化物探找水技术模式进行探测，用区域地质模型来约束数据解译，

实现多源数据的无缝对接。在目前的干旱半干旱区找水工作中，多源数据已经有了许多联合应用，

但是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性的集成方法研究。 

⑸ 地下水质探测技术模式研究。在干旱半干旱区，由于气候、地下径流、含水层原生地质

环境等因素，存在许多苦咸水与淡水共存区，苦咸水含水层与淡水含水层往往交替沉积，在找水

时若区分不开则会在开采时造成不良的后果。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的赛乌素水源地是一个典型的咸

淡水共存区，含水层由浅层含水层和深层含水层二部分组成。浅层含水层埋深小于 20m，矿化度

大于 2g/L,CI-离子含量大于 1g/L，SO4
-2
离子含量大于 1g/L，水质差，深层含水层埋深大于 40m，

矿化度小于 2g/L,SO4
-2
小于 300mg/L，水质相对较好。由于部分开采井将二层水混采，沟通了浅

层与深层含水层，导致水源地局部地下水成为劣质水，贫水区宝贵的地下水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由此可见，开展地下水质探测技术模式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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