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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极化声子测深技术的调研与试用

胥值礼，孟庆敏，崔志强，高卫东
（ 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

摘 要： 大地极化声子测深是探测地球内部电磁扰动的一种被动源地球物理勘查新技术。 与传统的地球物理电磁

勘查技术相比，该技术具有仪器设备轻便、工作方法灵活多样、测量简单快速、测量成本低廉等诸多优势。 本文分

析了该技术的原理、仪器设备、数据采集与处理分析方法，并提供了河北和陕西两处油田的合作勘查试验结果，为
开拓国内新型地球物理勘查技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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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一代被动源勘探系统的迅速发展，利用

地球天然脉冲电磁场进行的非地震勘探方法在研究

地球内部构造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地球内部岩石层

能对地球电磁场产生扰动，这种扰动能够通过电磁

场的变化到达地球表面，进而在地球上形成了复杂

多变的电磁场，这是我们研究地球内部性质和结构

的地球物理依据［１］。
大地极化声子测深（ГП３）是乌克兰人尤·阿·

博格达诺夫提出的一种被动源地球物理测量技术。
该技术由著名科学家阿．沃罗毕耶夫的“地球天然脉

冲电磁场（ＥИЭ П３）”发展而来，但不同的是，它记

录的是非线性过程所产生的辐射及辐射传播的信

号，这使得我们有可能研究地壳的任何深度的地质

结构（钻探所能达到的深度、开采有用矿产所能达

到的深度，甚至达到莫霍面）。

１　 研究现状

经过近 ２０ 年的探索和研究，大地极化声子测深

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利用该技术在乌克兰、哈
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土耳其、约旦、阿联酋、阿根

廷、南非、秘鲁、俄罗斯等多个国家进行过测量工作，
特别是在乌克兰及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石油地质勘

查领域，利用该技术能够准确地圈定油气藏的空间

位置，指导钻探和纠正石油井位。 乌克兰运用车载

和航空方式在 １２ 个油气田及铁矿床上进行了大地

极化声子测深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国内，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

查研究所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期间对该技术进行了调

查研究，并分别在河北某油田和陕西某油田进行了

石油油气藏勘查试验。

２　 技术原理

在含有复杂晶格体的固体中，由于机械运动可

使固体内部的应力状态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晶格变

形，晶格变形最终表现为裂隙的生成［２］。
晶格变形会引起两种类型的机械振动：声振动

和光振动。 前者将产生声波；后者的特征是晶胞中

的原子在 ｋ→０ 振动中会相互靠近，因此，它们的振

动在离子晶格中使偶极子晶格发生变化，从而产生

电磁波。 电磁波和晶格的光振动在波矢量和光能相

互靠近的地方尤其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晶格变化

产生的电磁波与横向光振动相互耦合的产物沿晶格

传播，这种扰动被称为极化声子（或电磁耦子）。 其

中，地球内部的岩石就是这一类固体，在岩石的晶胞

结构中包含一个或者两个原子，这就意味着极化辐

射可以沿岩石传播，相应的这种辐射也被称为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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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声子辐射。
在地球旋转模式变化和万有引力的影响下，地

球内部岩石的应力状态会发生变化，岩石因受到挤

压而产生形变直至破碎，从而产生电磁波扰动和声

波信号。 从实验中得知，变形、破碎产生的速度由晶

格的变形决定。 受压越大的部位产生的电磁信号越

强烈。 在此过程中，单位时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与

岩石受力变形的程度有一定的关系，在岩石变形到

破碎的临界状态时，辐射强度最大。 实验还证明，辐
射强度的空间异常及其关系几乎与介质的电磁特征

（介电常数、磁通量）和介质的传导性无关［３－４］。
图 １ 显示了该技术原理的实验过程及结果。 使

用图 １ａ 所示的实验装置，对岩石（１０ ｃｍ×１０ ｃｍ×４０
ｃｍ 柱体）进行挤压；在挤压过程中接收岩石内部产

生的电磁脉冲信号（图 １ｂ），在压力为 ４ ～ ８ ｔ 之间，
岩石处于变形到破碎的临界状态，此时的电磁脉冲

信号最为强烈；图 １ｃ 为高频道接收的电磁脉冲信号

强度随挤压强度的变化关系曲线，在压力为 ４ ｔ 和 ８
ｔ 时，信号强度最为强烈。

图 １　 极化声子原理实验过程及结果［１］

３　 仪器设备

乌克兰研制的大地极化声子测深仪由电磁辐射

信号接收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ＧＰＳ）、储存器、传
输软件和处理软件组成（图 ２）。

每个接收装置包含 １０ 个磁性通道天线系统，每
个天线系统又包括滤波器、放大器、原始资料处理模

块、完成数字转换的指示系统。
接收器通过特别设计的宽频天线来接收电磁信

号并记录数据。 宽频信号的利用是该技术最重要的

特点之一，因为它能够以最适宜的频率记录来自地

球岩层的辐射信号。 目前接收器有 ３８ ０００ 个探测

点，并且有可能扩充到 １１４ ０００ 个探测点。 因此，它
能够接收较大深度范围内的详细信息。

数据测量利用 ３ 组相互垂直的传感器系统来完

成，分别同时测量 ３ 个正交方向（ｘ、ｙ、ｚ）的电磁辐射

信号强度（ Ｉｘ、Ｉｙ、Ｉｚ 分量）。 其数据处理和资料解释

系统是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平台开发的，能够快速完

成数据处理、解释与成图。

图 ２　 大地极化声子测深仪

４　 应用领域

该技术可解决的主要地质问题有：追踪与圈定

含油气的储层、划分与圈定挤压带与拉张带、划分与

追踪断裂带、普查有用矿产、追踪不同年代地层的界

·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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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评价古盆地深度、圈定各种地质体的空间分布

（如火山、裂谷、岩楔等）。

５　 工作方法

５．１　 数据采集

该技术的测量方式灵活多样，根据搭载工具和

工作目标的不同，可在空中、水上、地面进行测量，可
通过飞行器、船只、汽车、人员进行测量；根据测区规

模和地形条件，可选取合适的测量方式，进行快速移

动测量。
测网布设一般由 ２ 个相互垂直的方向组成，测

线以直线最佳。 根据测区的地质构造情况，以垂直

地质构造线的测线为主测线，同时在平行于地质构

造线方向上进行测量，以提高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测线的长度和测区的大小及所要勘查目标体的

深度成正比，具体计算方法为：Ｌ ＝ ｌ＋２ｈ，其中，Ｌ 为

测线长度，ｌ 为测量区域的长度，ｈ 为地质体的深度。
５．２　 数据处理原理及基本方法

该技术的数据处理方法主要有空间域小波分

析、空间域相关分析、奇异谱分析等。
通过处理后的数据内容包括：归一化的信号值、

小波分析数据、奇异频谱分析的低频部分和高频部

分、信号的空间变异性和信号的极化。
５．３　 数据分析

５．３．１　 信号形式

如图 ３ 所示，Ｉｘ１为 ｘ 方向的低频电磁辐射信号，
Ｉｚ１为 ｚ 方向的低频电磁辐射信号，Ｉｚ８为 ｚ 方向的高频

电磁辐射信号。
５．３．２　 初始信息分析

图 ４ 为 ｚ、ｘ 方向的高频电磁脉冲辐射强度剖

面。 根据这些初始信息，可确定地质脉体的水平位

置（图中靠近横坐标轴的标注），但不能确定其埋藏

深度。
５．３．３　 空间域小波分析

通过小波分析，分解出的小波信号表示来自不

同深度的信号，它不会歪曲整个信号的形状，可用这

些信号划分出异常的界线，确定异常的深度和宽度。
如图 ５ 所示，图 ５ａ 为将归一化的剖面电磁辐射信号

进行小波变换后得到的小波信号，它们反映了断层

在不同深度上的信号特征；图 ５ｂ 为根据图 ５ａ 的小

波信号特征推断的断层。

图 ３　 大地极化声子信号［１］

图 ４　 初始信息分析示意［１］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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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空间域小波分析示意［１］

图 ６　 空间域相关分析示意［１］

５．３．４　 空间域相关分析

通过空间域相关分析，可确定地质体在空间上

的相互关系（图 ６）。
５．３．５　 奇异谱分析

通过奇异谱分析（一种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

一维时间序列数据的周期振荡规律，并从含有噪声

的有限时间尺度时间序列中提取信息。 如图 ７ 所

示，Ｉｘ 为剖面的 ｘ 方向辐射信号，Ｉｚ 为剖面的 ｚ 方向

辐射信号，ｄｚ 为剖面的 ｚ 方向辐射信号经过奇异谱

分析得到的结果，图的顶部为奇异谱分析得到的局

部应力地段引起的异常特征。
５．３．６　 亮点分析

亮点分析是一种剖面最终推断解释技术。 对岩

石圈产生的电磁辐射的观测基本是在近场中完成的

（频带 １～ １００ ＫＨｚ，相当于特征埋深 ３ ～ ３００ ｋｍ）。
在此频谱范围内，地质对象在应变状态的突出和凹

图 ７　 奇异谱分析示意［１］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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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剖面亮点分析示意［１］

陷部位，电磁辐射较强烈，在剖面图上表现为“亮
点”，据其可以推断地质对象的结构特征（图 ８）。

６　 勘查试验

２０１０ 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

查研究所与乌克兰专家进行了技术交流，并利用该

技术分别在河北和陕西进行了油气藏勘查试验。
在河北某油田，通过车载方式，在已知油田上进

行了 ３ 条不同方向的剖面测量，经过数据处理，圈定

了可能的含油区。 图 ９ａ 中圈定的可能含油区与已

知油区具有一定的吻合度。 图 ９ｂ 为其中一条测线

的辐射强度解释剖面，其指示的可能油气层深度与

实际深度接近。

１—已知油区；２—已知无油区；３—推断含油区；４—测线；５—推断

断裂；６—辐射强度

图 ９　 河北某油田极化声子解释

在陕西某油田，采用地面步行方式测量了 ８ 条

剖面，６ 条东西向，２ 条南北向。 经过数据处理后，首
先对各个剖面分别进行分析解释。 图 １０ 给出了其

中 ２ 条测线的辐射强度和解释剖面，在剖面中划分

出了地层界线及可能含油区的范围。
综合各个解释剖面，对油气层范围进行了圈定。

与已知资料进行对比，证实所圈定的油气层范围与

图 １０　 陕西某油田极化声子解释剖面

·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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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基本吻合。

７　 结语

综上所述，该技术与其他地球物理电磁勘查技

术相比，具有以下主要特点：观测的电磁信号不是来

自地球外部空间，而是在地球内部由于介质应变状

态发生改变而形成的；观测的电磁信号频段为 １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Ｈｚ，是迄今所有被动源地球物理电磁勘查

技术中观测信号频率最高的技术；运用空间域小波

分析、空间域相关分析、奇异谱分析等独特的数据处

理方法；数据处理的最终结果为来自不同深度地下

介质的电磁辐射强度，依据不同频率的电磁波来自

不同深度的原理来获得大地由浅至深的地层结构；
具有仪器轻便、施工简单、抗干扰能力强、运载工具

灵活多样、测量成本低廉等优点，是一种能适应大面

积的快速高效的勘查新技术。
乌克兰对该技术经过了长达 ２０ 年的探索和研

究，在国外开展了大量的试验和勘查测量工作，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此调研成果，对国内开拓新型被动

源地球物理勘查技术，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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