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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修订”是中国地质调查局下达的“地

质调查标准修订与升级推广项目”的子项目。具体工作任务如下： 

系统总收集国内外大地电磁测深法的技术资料，结合我国资源勘

探、基础地质调查等领域大地电磁测深法的应用现状，修订《大地电

磁测深法技术规程》，满足当前地质调查勘查工作的需要。 

工作起止时间：2017 年～2018 年 

本标准修订工作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管理要求，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通过了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组织

的标准成果评审，评为“优秀”级。 

    根据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度自然资源

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49 号》），该标准

列入 2019 年度部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计划编号 201913002。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牵头，联

合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安徽省勘查技术院等 5 家单位共同起草完成。 

    （三）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所作工作 

标准主要起草人共 8 人，具体分工由表 1 所示。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及所作工作一览表 

姓  名 专  业 职  称 单   位 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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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草案起草 

2017 年 3 月，根据“地质调查标准制修订与升级推广（中国地质

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二级项目设立的子项目逐步开

展“《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修订”的设计编制工作的要求，标准

编写组制定工作方案，广泛收集 GB、 DZ、DD 等各类别标准，研究

与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相关的各类标准的适应性程度，起草标准草案。

期间，共收集到相关标准资料及文献 82 份，包含相关行业标准以及参

考文献、专著等，资料分类如下： 

第一类：关于标准编写的国家标准及其相关文献 

方 慧 地球物理 教授级高工 物化探所 

主要编写人。主要负责工作总

体部署、术语、技术设计章节

的调研与部分内容起草。 

杜炳锐 地球物理 高级工程师 物化探所 

主要编写人。负责标准修订工

作的座谈调研与整体内容编

写。 

魏文博 地球物理 教  授 
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 

负责国内外 MT 技术资料收

集和技术设计章节部分内容

起草。 

赵国泽 地球物理 研究员 
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 

负责野外工作、符号章节部分

内容起草。 

王绪本 地 质 教  授 成都理工大学 
负责总则和仪器设备章节部

分内容起草。 

汪启年 地球物理 教授级高工 
安徽省勘查技

术院 

负责附录和报告编写及资料

提交章节部分内容起草。 

胡祥云 地球物理 教  授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负责野外工作章节部分内容

起草。 

金  胜 地球物理 教  授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负责资料处理解释与图件编

制章节部分内容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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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GB/T 1.1-2020 ； 

（2）《标准的编写》，白殿一等著，中国标准出版社，2017.4。 

第二类：与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相关的标准文献 

（1）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DZ/T 0173-1997）； 

（2）天然场音频大地电磁法技术规程（DZ/T 0305-2017）； 

（3）石油大地电磁测深法采集技术规程（SY/T 5820-2014）； 

（4）大地电磁测深法资料处理解释技术规程（SY/T 7072-2016）； 

（5）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勘探技术规程 （DZ/T 0280-2015）； 

（6）时间域激发极化法技术规程 （DZ/T 0070-2016）； 

（7）城市工程地球物理探测规范 （CJJ7-2007）； 

（8）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GB/T 33444-2016）； 

（9）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符号（GB/T 14499－1993）； 

（10）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 18314－2009）； 

（11）地球物理勘查图图式图例及用色标准（DZ/T 0069－1993）； 

（12）物化探工程测量规范（DZ/T 0153－2014）； 

（13）公路工程物探规程 JTGT C22-2009   

（14）水利水电工程物探规程 SL 326-2005  

（15）铁路工程物理勘探规程 TB 10013-2010  

（16）岩土工程勘察技术规范 GB50021-2009  

（17）陆上石油地震勘探资料采集技术规范 SY/T 531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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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时频电磁法勘探技术规程  SY/T 6688-2013 

（19）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精化基本技术规定 GB/T 23709-2009 

（20）国家大地测量基本技术规定 GB/T 22021-2008 

（21）国家重力控制测量规范 GB/T 20256-2006 

（22）重力调查技术规程（1：50000）DZ/T 0004-2015 

（23）大比例尺重力勘查规范 DZ/T 0171-2017 

（24）区域重力调查野外工作细则 (DD2014-07) 

（25）地面重力勘探技术规程 SY-T5819-2002 

第三类：近年公开发表的有关大地电磁测深法研究与应用的文献 

共搜集 1985 年～2019 年在《地球物理学报》、《地球物理学进

展》、《中国科学》、《物探与化探》、《地质学报》等刊物上公开

发表的 55 篇有关充大地电磁测深法研究与应用的文章，同时搜集了

《大地电磁测深法教程》（石应俊等，地震出版社，1985.9）、《大

地电磁测深研究》（刘国栋等，地震出版社，1984.6）等专著。详情

见表 2。 

表 2 收集近年公开发表的大地电磁测深法相关文献列表 

序

号 
文章名称 作者 期刊名称 刊载时间 

1 我国大地电磁测深的发展 刘国栋 地球物理学报 1994.1（37） 

2 我国大地电磁测深研究新进展 王家映 地球物理学报 1997.增

（40） 

3 我国大地电磁测深新进展及瞻望 魏文博 地球物理学进展 2002.2（17） 

4 电磁法及电法仪器的新进展和应用 刘国栋 石油地球物理勘

探 

2004.增

（39）  

5 地球电磁感应研究的新进展 赵国泽 地球物理学进展 1993.2（8） 

6 中国地震交变电磁场观测数据处理技

术新进展 

赵国泽 中国科学：地球

科学 

201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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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地球电磁法新进展和发展趋势 赵国泽 地球物理学进展 2007.4（22） 

8 扇形边界条件下的龙门山壳幔电性结

构特征 

王绪本 地球物理学报 2013.8（56） 

9 龙门山逆冲构造带大地电磁测深初步

结果 

王绪本 成都理工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2008.4（35） 

10 中国大陆深探测的大地电磁测深研究 金 胜 地质学报 2010.6（84） 

11 地形对大地电磁勘探的影响 徐世浙 西北地震学报 1985.4（7） 

12 大地电磁测深反演方法现状与评述 陈向斌 地球物理学进展 2011.5（26） 

13 大地电磁测深二维反演对“准二维”

地质构造的适应性研究 

贾 煦 

 

2016.6（31） 

14 大地电磁测深资料的噪声干扰 孙 洁 物探与化探 2000.2（24） 

15 大地电磁测深二维反演方法求解复杂

电性结构问题的适应性研究 

董 浩 地球物理学报 2012.12

（55） 

16 大地电磁资料精细处理和二维反演解

释技术研究 

陈小斌 地球物理学报 2014.6（57） 

17 基本结构有限元算法及大地电磁测深

一维连续介质正演 

陈小斌 地球物理学报 2004.3（47） 

18 青藏高原东北缘合作-大井剖面地壳

电性结构研究 

金 胜 地球物理学报 2012.12

（55） 

19 大地电磁各向异性二维模拟及实例分

析 

胡祥云 地球物理学报 2013.12

（56） 

20 大地电磁三维数据空间反演并行算法

研究 

胡祥云 地球物理学报 2012.12

（55） 

21 发展地球立体探测技术，提高地学仪

器装备水平 

刘光鼎 地球物理学报 2013.11

（56） 

22 深部探测：诠释成矿过程、拓展深部

资源 

刘光鼎 地球物理学报 2015.12

（58） 

23 回顾与展望--21世纪的固体地球物理 刘光鼎 球物理学进展 2002.2（17） 

24 广域电磁法在湘西北页岩气探测中的

应用 

何继善 石油地球物理勘

探 

2014.5（49） 

25 地球深部探测国际发展与我国现状综

述 

董树文 地质学报 2010.6（84） 

26 地球物理学专业地电学野外教学实习

探索 

张文波 教育教学论坛 2017.3 

27 新一代陆用 MT 观测系统 陈 凯 物探与化探 2015.4（39） 

28 长周期大地电磁测深仪中电场信号采

集电路研究 

高 嵩 物探化探与计算

技术 

2016.3（38） 

29 中国大陆岩石圈导电性结构研究 魏文博 地质学报 2010.6（84） 

30 我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进展综

述 

董树文 地球物理学报 2012.12

（55） 

地球物理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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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地电磁测深法教程 石英俊 地震出版社 1985.6 

32 大地电磁测深研究 刘国栋 地震出版社 1984.9 

33 大地电磁测深资料处理与解释 陈乐寿 石油工业出版社 1989.9 

34 
Magnetic distortion of the magnetotelluric 

tensor: a numerical study 

Agarwal, 

A.K., 

Weaver, 

J.T.  

Earth Planets Space 

 

2000, 52. 

 

35 
Geological noise in magnetotelluric data: a 

classification of distortion types 

Bahr, K.  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1991, 66: 

24-38. 

 

36 
A study of static shift removal from 

magnetotelluric data 

Beamish, 

D., 

Travassos

, J.M. 

Journal of Applied 

Geophysics 

1992, 2: 

157-178. 

37 
 A  simple  almost  exact  method  of  

MT  analysis 

Bostick, 

F.X. 

US  Geological  

Survey  

1977, 

14080001-140

80008-140803

59 

38 
Occam’s inversion: A practical algorithm  

for  generating  smooth  models  from  

electromagnetic  sounding  data 

Constabl

e, S.C 

Geophysics 1987 52: 

289-300. 

39 
Magnetotellurics with a remote magnetic 

reference 

Gamble, 

T.D.,  

Geophysics, 

 

1979a, 44: 

53-68. 

40 
Anomalous phases exceeding 90° in 

magnetotellurics: anisotropic model studies 

and a field example 

Heise, 

W., Pous, 

J 

 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 

 2003, 155: 

308-318 

41 
Static shift of magnetotelluric data and its 

removal in a sedimentary basin environment 

Jones, 

A.G 

Geophysics  1988, 7: 

967-978 

42 
Diagrams for magnetotelluric data Lilley, 

F.E.M 

Geophysics 1976, 41 

43 
Three-dimensional magnetotelluric inversion: 

data-space method 

Siripunva

raporn, 

W 

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2005a, 150: 

3-14. 

 

44 
Lithospheric heterogeneity in the Kyrgyz 

Tien Shan imaged by magnetotelluric 

studies. 

Bielinski

, R.A., 

Park, 

S.K., 

Rybin, 

A., 

Batalev, 

V., Jun, 

S., Sears, 

C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9.30, 

n/a-n/a. 

45 
Crustal and upper mantle structure of 

northern Tibet imaged with magnetotelluric 

data 

Unswort

h, M., 

Wenbo, 

W., 

Jones, 

A.G., Li, 

S., 

Bedrosia

n, P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 . 

 

2007.109, 

n/a-n/a. 

 

46 
Crustal structure of the India–Asia collision 

zone, southern Tibet, from INDEPTH MT 

Spratt, 

J.E., 

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2009.150, 

22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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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s Jones, 

A.G., 

Nelson, 

K.D., 

Unswort

h, M.J 

Interiors 

47 
Deep resistivity structure of the northwest 

Indian Himalaya and its tectonic implications 
Arora, 

B.R., 

Unsworth

, M.J., 

Rawat, G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9.34, 

n/a-n/a. 

48 
Electromagnetic and geoelectric 

investigation of the Gurinai Structure, Inner 

Mongolia, NW China 

Hölz, S., 

Polag, 

D., 

Becken, 

M., 

Fiedler-V

olmer, R 

Tectonophysics  2005.445, 

26-48. 

49 
Deep geoelectric structure of the Sikkim 

Himalayas (NE India) using 

magnetotelluric studies 

Patro, 

P.K., 

Harinaray

ana, T 

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2009.173, 

171-176. 

 

50 
Quantifying crustal flow in Tibet with 

magnetotelluric data 

Rippe, D., 

Unsworth

, M 

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2010.179, 

107-121 

51 
Electrical resistivity structure at the 

northern margi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tectonic implications 

Xiao, Q., 

Zhao, G., 

Dong, Z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  

 

2011.116, 

n/a-n/a. 

 

52 
Electrical resistivity structures between the 

Northern Qilian Mountains and Beishan 

Block, NW China, and tectonic 

implications 

Xiao, Q., 

Zhang, 

J., Wang, 

J., Zhao, 

G., Tang, 

J 

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2012.200, 

92-104. 

 

53 
Crustal structure and rheology of the 

Longmenshan and Wenchuan Mw 7.9 

earthquake epicentral area from 

magnetotelluric data. 

Zhao, G., 

Unswort

h, M.J., 

Zhan, Y 

 Geology 2012.40, 

1139-1142 

54 
 Eastern termination of the Altyn Tagh 

Fault, western China: Constraints from a 

magnetotelluric survey 

Xiao, Q., 

Shao, G., 

Liu-Zeng

, J., 

Oskin, 

M.E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  

 

2015.120, 

2014JB01136

3. 

55 
Electrical resistivity structures of the 

Kunlun–Qaidam–Qilian system at the 

northern Tibet and their tectonic 

implications 

Xiao, Q., 

Shao, G., 

Yu, G., 

Cai, J., 

Wang, J 

 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2016.255, 

1-17. 

 

 

2、征求意见阶段 



 

 8 

（1）2017 年 3 月 -9 月，就《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

（DZ/T0173-1997）应用情况，以现场走访、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的形

式向 35 家来自不同行业的相关单位开展调研（调研单位及反馈情况见

表 3），获取其最新的大地电磁测深工作近况以及现有标准在实际工

作中的情况。其中反馈信息的 24 家单位包括地调局系统的部分单位

（成都、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震局、各省地勘院、大学、石

油、核工业、冶金、煤炭等，获得了各单位在大地电磁测深法应用方

面的整体情况以及在各单位地球物理相关项目中开展大地电磁测深工

作的相关资料。 

（2）2017 年 10 月-11 月，根据调研收集的信息，参考物探领域

各类最新技术规程、国内外资料文献以及收集的调研情况，总结大地

电磁测深技术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在原标准基础上，编制

《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初稿））。 

（3）2017 年 12 月，召开《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征求意

见稿（初稿））研讨会（见图 1），以长期从事大地电磁测深行业、

行业被认可度高、负责过多个大地电磁测深相关项目、培养多名大地

电磁测深硕士、博士为专家标准，邀请了中国地震局、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成都理工大学、安徽一物以及项

目承担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等 6 家单位的

8 名专家与会。会议期间，商讨了规程结构、增加了部分术语、修订

了应用范围部分内容、细化了野外工作中的技术要求，据此形成征求

意见稿。 

表 3 调研单位及反馈情况表 

序号 意见分发单位 是否反馈 

1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

查研究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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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意见分发单位 是否反馈 

2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是 

3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是 

4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否 

5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是 

6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否 

7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是 

8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是 

9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查院 是 

10 大庆油田钻探工程公司物探一公司研

究院 

是 

11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否 

12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物化探研究所 是 

13 黑龙江省地球物理勘察院 是 

14 辽宁省物测勘查院有限责任公司 是 

15 广东省地质局地球物理探矿大队 是 

16 福建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否 

17 河北省地球物理勘查院 是 

18 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 否 

19 安徽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技术院 否 

20 海南省地质调查院物探队 是 

21 新疆地矿局物化探大队 是 

22 湖南有色地质勘查局 247队 是 

23 上海市地质调查院 否 

24 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 否 

25 湖北省地质局第四地质大队 是 

26 安徽省勘查技术院 是 

27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 是 

28 山东省物化探勘查院 否 

29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 是 

30 长安大学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地球物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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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意见分发单位 是否反馈 

理系 

3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物理与信息

技术学院 

是 

32 重庆大学成果转化学院 是 

3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是 

34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物理学院 是 

35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是 

注：共向全国 35家地勘单位、院校和科研机构分发调研函和征求意见函，反馈单

位 24家，行业涉及地矿、煤炭、冶金、石油以及高校等。其中反馈积极、信息量

较多单位 9家。分别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大庆油田钻探工程公司物探一公司研究院、核工业北京

地质研究院物化探研究所、安徽省勘查技术院、地大（北京）地球物理与信息技

术学院、重庆大学成果转化学院、地大（武汉）、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物理学院。 

 

 

图 1 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征求意见稿（初稿）研讨会 

（4）2018 年 1 月-8 月，继续向之前取得反馈的单位和专家分发

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征求修订意见与建议，并专门赴意见反馈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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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包括成都理工大学、安徽一物、大庆油田物探一公司、成都地调

中心等进行现场调研，就分歧较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见图 2），部

分达成共识。修改内容主要包括：①增加对工区测点的总体质量评价；

②规范视电阻率定义；③增加定性和定量解释相关内容，共收集专家

提出了 89 条意见。重点对专家以及行业单位就《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

规程》（征求意见稿）的反馈，开展野外实验（见图 3），主要包括：

①井旁专门布设测量点的专项实验（详情见图 6）；②开工前后的平

行试验（详情见图 8）；③电极距在不同地形地区分别 50m、100m 和

150m 时的数据采集实验（详情见图 10、11）。 

（5）2018 年 9 月-11 月，完成了《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送

审稿（初稿））的编制工作并在成都召开了《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

程》（送审稿（初稿））研讨会（见图 4）。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发

展研究中心、成都理工大学、地大（北京）、地大（武汉）、安徽一

物、中国地震局、重庆大学、成都地调中心以及中国地质学会勘探地

球物理专业委员会等 9 个单位机构的 12 位从事管理、物探、地质等领

域的专家与会。与会专家就规程征求意见的内容与技术指标进行了热

烈的交流研讨。商议主要内容包括：①结合重磁比例尺考虑，测网密

度加入 1:25000；②野外采集工作中遇到表层为砂岩的地区，电极坑中

必需埋土；③提交材料内容中应删除地层综合柱状图；④6.1.2 节中按

照检查仪器--仪器标定--一致性测量顺序编写；⑤统一整个规程的数字

精度。会议收到专家意见表 10 份，整理意见建议计 137 条。根据本次

研讨会专家提供的意见展开修改完善，将整理修订后形成的内容再次

与专家研讨、修订，2018 年 11 月形成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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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赴安徽省勘查技术院开展专题研讨 

 

图 3 在不同地质结构地区分别开展大地电磁测深实验 

 

图 4 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送审稿（初稿）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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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审查阶段 

2019 年 10 月，原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勘查技术方法

分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在北京对修订后的《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

进行了审查。审查结论认为：本标准在征求意见和建议基础上，结合

行业专业队伍技术能力，合理确定了大地电磁测深法具体技术指标和

有关要求，修订依据充分。会后，标准编写组按照专家意见对《大地

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送审稿文本进行修改完善，逐条回应了审查专

家所提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编制说明等文档，形成了标准报批稿。 

2021 年 1 月-3 月，基于 GB/T 1.1-2020（代替 GB/T 1.1-2009）新

标准的发布，按照勘查技术标准化委员会最新报批要求，再次对前期

形成的报批稿进行了格式上的修改，包括目次、前言、范围、规范性

引言文件和附录的相关格式内容，简化了缩略语的表达方式，对编制

说明的格式和相关内容也进行了补充完善，于 2021 年 3 月形成最终报

批稿。 

二、标准修订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修订原则 

本标准的修订坚持以下原则： 

1、瞄准国际勘查地球物理前沿，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

提升勘查水平和促进技术进步为目的，聚焦能源资源、地球深部结构

探测与环境地质调查中开展大地电磁测深工作所需的新方法、新技术、

新仪器规程，提高调查精度，兼顾工作效率，优化大地测深调查工作

各环节。在充分调研的前提下，以 1997 版规程为基础，广泛征求专家

意见，在继承原《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基础上，体现出技术进

步和发展，力求条理清晰，易读，可操作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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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化工作手册》和 GB/T 1.1-2020 《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有关规定的程

序和方法进行编制，其成果应符合《物探化探遥感勘查技术规程规范

编写规定》（DZ/T0195-97）的要求。 

3、大地电磁测深是一项涉及多学科的工作，应广泛邀请相关领域

的专家参加《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的修订，特别是使用过《大

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DZ/T0173-1997）的专家共同参与，从各技

术设计、仪器设备、野外工作以及资料处理解释与图件编制等各环节

出发，达到广为应用的行业技术规程。 

4、《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修订过程技术指标的确定，应以

当前技术实践为基础，在调研了解全国目前大地电磁测深法主流应用

基础上，确定合理的技术指标，使标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引导技术

应用，满足当前地质勘查需要为目标。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主要内容修订依据 

本标准修订结合当前技术发展现状，对原标准主体内容进行修改

完善，部分内容予以保留；新增章节及所需附录按 GB/T 1.1-2020 《标

准化工作导则》要求，依据《物探化探遥感勘查技术规程规范编写规

定》（DZ-T 0195-1997）要求补充完整；所有章节附录的排列次序以

及文体格式按《标准化工作导则》 GB/T 1.1-2020 和《物探化探遥感

勘查技术规程规范编写规定》DZ-T 0195-1997 规定，参考实际工作流

程进行调整。修订后的标准总体布局与内容由封面、目次、正文、2

个附录组成。正文和附录具体包括： 

正文：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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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缩略语、符号和计量单位 

（4）总则 

（5）技术设计 

（6）仪器设备 

（7）野外工作 

（8）资料处理解释与图件编制 

（9）报告编写与资料提交  

附录： 

附录 A  大地电磁测深野外工作用表（资料性） 

附录 B  测点质量检查与评价表（规范性） 

（1）“前言”部分增加了本标准依据的编写规则、如何编制、对现

行的规程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外进行了哪些改动、说明了提出单

位、归口管理、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以及历次版本的发布情况等。 

（2）“范围”部分根据当前行业需求以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规定了大地电磁测深

法涉及的应用范围、术语定义、技术设计、仪器设备、野外工作、资

料处理解释与图件编制、报告编写和资料提交等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方

法，以及大地电磁测深法适用的领域。 

（3）“规范性引用文件”部分增加了本标准引用的其它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其中国家推荐标准 1 项，行业推荐标准 2 项。 

（4）增加了“术语和定义、缩略语、符号和计量单位”章节。根据

修订后规程中出现的文字内容，增加了 5 项术语和定义（3.1.1~3.1.6）、

3 项缩略语（3.2）、12 个符号和计量单位（3.3）。 

（5）“任务与应用条件”（原第 2 章）更名为“总则”（修订版第 4

file:///M:/00时间域激发极化法技术规定最新611.doc%23_Toc1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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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根据当前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实际应用现状，将

内容调整为“应用范围”（4.1）和“应用条件”（4.2），下分若干条目。 

（6）“技术设计”（5）中增加“设计准备”（5.1）；“测网设计”（原

3.2）更名为“测线、测网设计”（5.2）；“设计书的内容”（原 3.3）变

更为“设计书编写”（5.3）；“设计书的审批、变更和修改”（原 3.4）变

更为“审批与变更”（5.4）；下设若干条目。通过实验验证，主要修订

内容如下： 

①提出了应建立测区地电模型进行正演计算，研究所需探测的主

要电性层在大地电磁测深曲线上显示的特征，合理设计观测频段，必

要时开展野外现场试验，进一步明确方法的有效性（5.1.3）。 

原模型： 

 

在原模型中加入3公里厚50Ωm的高电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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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左侧为原模型正演计算结果，右侧为设置高导层后模型的 

正演计算结果曲线 

可以明显的看到，与没有设置高导层的模型相比，视电阻率曲线

从0.1s的位置减小，0.1s-1s这个频段的变化是对高导层的反应。据此可

以合理设计采集频段。 

②提出了当测区或周边存在已知钻井时，应在井旁专门布设测量

点的要求（5.2.5）。通过在钻井旁布设加密MT测点以在东北开展MT

工作为例，某井根据其他物探方法反演结果定钻，认为在1000m下存

在大套低阻层。该井在910m处钻遇花岗岩，与原先推测不符，为确定

花岗岩体的规模，试验人员在井旁设计部署3.5km长的MT剖面，点距

自端点至井依次为450m、300m、150m，单点采集时间大于20小时。

通过对井旁MT进行精细二维反演，结果显示下部为侵入岩体，继续钻

井工作无意义，因此向工程项目方建议停止钻探，但考虑到工作量的

完成情况，钻井继续，钻至1500m完钻结果均为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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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井旁MT剖面二维反演断面图及井旁测深曲线对比图 

（7）增加“仪器设备”（6）章节。根据当前基于大地电磁测深法

原理研制的国内外多套仪器设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编写了“基本要

求”（6.1）和“仪器设备使用与维护”（6.2）；下设若干条目并在附录

中增加了仪器设备维护保养记录表（A.2）。 

（8）“野外工作”（原 4）变更为“野外工作”（7）；“野外期间，

仪器设备的检测和维护”（原 4.6）调整为“仪器检测”（7.1）；新增“技

术参数选择”（7.2）；“观测装置的敷设”中增加了“感应式磁探头和磁

通门磁探头的布设”（7.4.3），删除了“斜交装置”（7.4.4）；“野外提

交的资料”（原 4.7）变更为“野外资料验收”（7.7）；“野外资料质量评

价”（原 4.8）变更为“质量检查与评价”（7.6）；优化了若干条目。通

过试验验证，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①明确了仪器标定实验的内容并增加了平行试验的要求（7.1.2）。

开工前、收工后以及仪器发生故障修复后应对主机和磁探头分别进行

标定，相邻两次标定结果相对误差应不大于2%，仪器和磁棒标定曲线

正常，则可进行后续的试验和数据采集，仪器发生故障修复后应重新

进行标定或平行测试。以加拿大凤凰公司生产的MTU-5A型大地电磁



 

 19 

仪为例，对仪器主机和磁探头进行标定并开展平行试验，在仪器设备

正常情况下得到的曲线图如下： 

 

图 7  MT 野外工作试验 

 

图 正常工作的主机标定曲线图 

 

图 4 正常工作的磁棒标定曲线图（仪器和磁棒时间序列曲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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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平行试验曲线图（电道与磁道存在线性关系，时间序列一致。） 

②提出了在没有开展技术参数选择试验的测区，正式开工前应进

行技术参数试验调整（7.2）。试验参数主要包括：增益设置、观测频

率范围、观测时长、电极距长度等。通过一系列试验，确定适合于本

地区的方法技术参数，基本摸清了天然场信号规律和试验区主要地质

构造特征，设置了最佳采集参数，提高了数据采集质量。 

大地电磁在盆地覆盖区中信号衰减快，中频段信号弱，为提高大

地电磁信噪比，解决数据质量差的问题，进行了远参考试验和采集参

数试验，通过对比试验，发现设置电道 E 和磁道 H 增益参数有效，改

善了中频段数据质量差问题，提高了数据采集质量（数据对比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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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测点 A 的电道磁道 1 倍（上图）及 16 倍（下图）增益设置的 

视电阻率曲线对比图 

电极距大小的选择取决于电道信号的强弱和噪音的大小以及表层

不均匀性影响的程度等情况。在开阔的平原地形及构造不复杂的地质

条件下，施工中可尽量加大电极距,在仪器噪音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可以

提高信噪比，另外能减小表层不均匀性的静态影响。因此，极距愈大，

信号愈强，有利于资料采集，较大的电极距有较强的抗低频干扰效果，

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静态干扰。但如果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加大电极

距，可造成电极跨断裂构造、岩性变化等地质环境的变化，从而引起

地表不均匀体的影响产生静态效应，另外如果测区水系发育，地表湖

泊多, 矿化度高，加大电极距易引起电位差的变化，进而影响数据质

量，电极距过长，地形起伏变大，可引起视电阻率曲线畸变，此时应

采用中小极距的电极距，为了获取极距对资料的影响情况, 进行了长

度分别为 50m、100m 和 150m 的试验，试验结果见图。说明在同一测

点上不同极距的视电阻率曲线和阻抗相位曲线形态基本一致,均反映

了异常形态, 综合考虑数据质量和工作效率，电极距选择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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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50m（左上）、100m（右上）和 150m（下）不同电极距试验 

（银额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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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50m（上）、100m（中）和 150m（下）不同电极距试验（松辽盆地） 

③对在沙漠、戈壁、高阻岩石露头区，应采用多电极并联、加培

黏土、周围浇水等措施来改善电极与大地耦合条件的章节内容进行了

验证（7.4.2）。以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开展试验为例，大地电磁测深

采集正交的电场和磁场数据，电场数据测量和大地耦合接触的不极化

电极对组成的偶极子之间的电位差。接地电阻通常指电场测量偶极子

两个测量电极之间的直流电阻，是衡量测量电极和大地之间的耦合状

态和某一测点浅表导电情况的重要参数，也是大地电磁测深过程中的

质量控制参数，对数据采集质量有一定的影响。接地电阻的大小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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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电极所在介质的电阻存在一定的关系，在一些特殊地区如干沙较

厚的沙漠区、基岩出露区、砾岩区，高电阻的介质导致高接地电阻。 

为了从实际数据上说明接地电阻对大地电磁测量的影响，在沙漠

戈壁地区部分测点接地电阻较大、水流水快的情况下，进行了野外采

集对比试验。采用了常规的电极布设和布袋装泥浇水的方式，试验结

果表明，接地电阻主要影响大地电磁测深采集数据的低频部分，接地

电阻越小，观测频率越低，接地电阻对测量电场影响就越大。通过试

验总结认为在沙漠、戈壁、高阻岩石露头区，采用相关措施改善电极

与大地耦合条件对数据采集质量有着关键作用。 

  

图 12 常规的电极布设和布袋装泥浇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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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布袋装泥浇水（左）和常规的电极布设（右）的方式 MT 数据曲线 

④对远参考站布设要求进行了修改和验证。认为当工作区存在电

磁干扰影响采集质量时，宜采用远参考道法测量，远参考站应选在电

磁干扰小、地形平坦、构造简单的位置，不一定必须在测区内或者对

距离进行限定（7.4.5）。项目组人员在松辽盆地、雄安新区和华南地

区进行了试验，使用同一型号仪器在同一时间布置了MT点，分别为雄

安测点A、雄安地区远参考B以及松辽测点C。以地电干扰较强的雄安

新区测点为标准，分别采用B和C的磁道参考对比，结果显示B远参考

测点对A测点TM模式（图中蓝色曲线）的低频部分（100s-1000s）有

微弱改善，松辽的C点对A测点TM模式（图中蓝色曲线）数据的低频

部分（100s-1000s）有更明显的改善。三组数据整体形态一致，未有明

显变化，C测点较B测点周边地电干扰小，距离更远，对低频部分的数

据改善明显；不同地块内的数据，用来做远参考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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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雄安A测点的视电阻率及相位曲线（左），雄安A测点经过雄安附近B测点进

行远参考后的结果（中），雄安A测点经过松辽C测点的远参考道处理结果（右） 

（9）“室内资料处理与图件编制”（原 5）更名为“资料处理解释与

图件编制”（8）；根据大地电磁测深法国内外数据处理技术的最新进

展以及常规处理软件的工作流程，补充完善了“资料处理”（8.1），

新增“资料解释”（8.2）；优化了若干条目。通过试验验证，主要修订

内容如下： 

①补充完善了数据处理章节中资料处理的流程顺序、基本要求和

应用原则，包括资料整理、数据处理与分析、数据反演三个部分（8.1）。

主要流程包括功率谱分析、电性主轴分析、地形影响分析、静态效应

影响分析、维性分析以及模式识别等。数据反演应根据工区地质背景、

地电特征、探测目标、地形条件及数据质量等因素，通过试验选择合

适的反演方法和反演参数，依据测点分布情况和地质条件选择开展一

维、二维或三维反演；最后还应根据反演模型的正演响应与实测曲线

对比、反演模型与已知地质资料对比等方式进行反演结果评价。根据

室内资料处理解释流程及要求，进行的几个关键分析软件界面截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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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二维偏离度分析 

 

图 16 地形校正反演 

 

图 17 参考某一个标准点静位移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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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电性主轴分析 

②提出应根据反演模型的正演响应与实测曲线对比、反演模型与

已知地质资料对比等方式进行反演结果评价（8.1.3）。以在松辽盆地

的项目为例，目标探测松辽西缘火山岩覆盖区隐伏凹陷的构造格架、

分布特征及主要目的层系发育状况，由于目标层相对于高阻火山岩为

低阻特征，又考虑到凹陷内沉积地层“横向连续，纵向分层”的主要

特点，地下介质构造从浅部整体呈现一维或近二维的特征。因此MT

一维反演选择Occam法，初始模型采用测点中心网格法设计模型；二

维反演选择NLCG法，初始模型采用一维Occam反演结果模型，边界效

应弱，互补性好，它保留了已有反演结果的宏观轮廓，去掉其可能因

为过拟合而带来的局部细节构造，反演结果更接近真实地电模型且利

于地层划分。依据数值求导方法对目标区测点的一维反演结果数据进

行一阶偏导和二阶偏导计算并绘制成图（图19），一般来说，地层界

面在一阶偏导曲线的极大值或极小值处，对应二阶偏导曲线的零值处，

该方法可大大提高地层顶底界面划分的精度（图20 红色实线），为井

位优选和后期钻进决策工作提供技术支撑。针对研究区深部电性结构

的研究，MT二维反演方法采用NLCG法，初始模型选择均匀半空间模

型，它保证了深部电性结构的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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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松辽盆地某井旁BMT剖面反演解释断面图 

 

图20  地层界面精细分层对比图 

（10）“成果报告编写”（原 6）更名为“报告编写及资料提交”（9）,

新增“资料提交”（9.3）；优化了若干条目。 

（11）修订了 1997 版附录 A 和 B，根据修订后规程的内容要求和

顺序增加了 8 个表格，原部分附录局部修订后给予保留。 

根据工作环节情况调整、增补了以上章节等内容后，本标准的完

整性、先进性和适用性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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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原地矿部于 1997 年发布实施了的《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

（DZ_T 0173-1997），迄今已超过 20 年，原规程从规程结构、应用条

件、野外工作、室内资料解释、成果报告编写等方面没有紧跟仪器设

备的研发、数据处理技术的提高而及时修订，从而导致实际生产中产

生了周期性的数据采集不准确、反演解释方法与实际偏差大等问题。

当前新形势下，修订后的《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将面向高质量

发展的经济主战场、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重大需求，围绕资源、

能源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创新深地科学，保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

高质量发展的能源资源持续供应。主要调整内容及创新点如下： 

1. 新版规程调整了应用范围及相关规范内容。以应用于地球深部

结构探测以及能源资源勘查与环境地质调查为应用范围，响应国家“一

核两深三系”为主体的自然资源重大科技创新战略和习近平主席提出

向地球深部进军的科技需求，提升地球深部探测识别能力，为建立完

善以大深度、高精度为特征的地球探测技术方法体系提供支撑。（第

4 章） 

2. 新版规程为我国“十四五”期间开展区域地球物理基础调查扫

面提供技术依据。新版规程根据目标任务和地质条件提出了适合开展

区域大地电磁测深扫面的测线、测网的布设原则以及全新的大比例尺

与测网密度对应关系，可获得高质量地球物理数据，为探测含油气盆

地结构和基底构造以及预测油气成藏有利区提供支撑服务（5.3）。 

3. 提高观测精度，提升工作效率。提出工作前应收集岩石电性资

料，建立区域地电模型进行正演计算，研究测区主要电性层在大地电

磁测深曲线上显示的特征，以便设计合理观测频段；在没有开展技术

参数选择试验的测区，正式开工前应进行技术参数试验调整，参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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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测频范围、观测时长、电极距长度等；补充了在沙漠、戈壁地区开

展 MT 工作的电极布设具体要求，通过规范开工前的设计准备以及野

外工作过程中的布设细节，为采集高质量数据提供了依据，减少了工

作中因为技术因素产生的“废点重做”问题，保障工作按期完成（5.2、

7.2、7.4）。 

4. 提升了质量评价标准。全频段视电阻率曲线和相位曲线的质量

评价标准内容中增加了对曲线畸变情况以及项目整体数据情况的评价

的标准；增加了对物理点质量的评价标准以及工区资料质量整体评价

标准，为开展大地电磁测深工作提供了具体的质量控制约束，有利于

管理部门以及各级项目组进行三级检查（7.6.2-7.6.5）。 

5. 规范了数据处理解释流程与内容。编制了资料处理的流程顺序

并就模式识别、地形分析、静态效应等小节给出了较具体的规范内容；

增加了数据反演中二维、三维反演；增加了地质综合解释内容，为阵

列式大地电磁测深采集数据提供高质量处理解释依据，对提升地球深

部探测识别能力，深化地球深部结构、物质组成与深部过程的认知程

度提供技术支撑（8）。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和预期的经济效果 

开展的试验（或验证）主要包括： 

1.建立测区地电模型的试验，通过正演计算明确方法有效性； 

2.野外工区的技术参数（观测频率范围、观测时长、电极距长度

等）选择试验，通过现场试验确定测点最佳采集参数，提升资料质量

和工作效率； 

3.远参考站设置试验，通过在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区同时开展 MT，

互用磁道参考处理数据后分析，认为建立远参考站不宜以具体距离进

行约束，对未来开展区域性大地电磁测深工作提供了技术指引。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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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电磁测深技术适合开展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地质调查，对深地

探测、能源勘查、环境与工程调查等基础地质问题具有重要技术支撑

作用，是我国“十四五”开展深地探测工作，研究地球系统科学、保

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主要方法技术之一。新标准的颁布实施，将为

大地电磁测深方法应用标准化提供操作性更强的技术文件，确保方法

技术应用效果，对深地探测、能源勘查、环境与工程调查等探测中大

地电磁法提供质量保障，推动大地电测测深技术更好地发挥技术优势，

取得更好地探测效果。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国外矿业勘探开发发达国家如意大利、瑞士、俄罗斯、加拿大以

及美国等制定相关标准较早，可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早期是为了石

油勘探、地热勘探和地下水勘探而制定的，随着大地电磁被广泛认同

作为探测地壳和上地幔的电性结构工作的一种手段，该标准又被多次

修订来作为深地探测、研究欧美大陆板块演化等工作的技术依据。国

外目前正在积极将阵列式的大地电磁测深观测纳入基础地质调查工作

中，如美国“地球透镜计划 (EarthScope)”的大地电磁测深阵列，加拿大

的“Lithoprobe”计划（1984-2005 年），澳大利亚的“石圈结构大地电磁

测深探测工程（AusLAMP）”和“地球探测计划（AuScope）”等。这些

包括区域大地电磁测深的地球物理基础调查工作取得了地球系统科学

理论中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如美国西太平洋板块俯冲的特征等与地球

深部结构、大陆岩石圈演化相关的一系列关键地质问题。 

本次修订后的《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面向我国自然资源领

域和国民经济主战场，修订完善了针对深地探测、区域性大地电磁测

深以及高精度、立体数据反演解释的相关内容，对接国家科技发展计

划，积极“跟跑”国外技术及行业规程，以期新规程在实施与应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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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逐渐完善。 

国内同类规程主要是石油天然气行业发布的 SY/T5820-2014《石

油大地电磁测深法采集技术规程》和 SY/T7072-2016《大地电磁测深

法资料处理解释技术规程》。该系列规程由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

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物化探处起草，国家能源局发布。本次修订

的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与其相比，在原理、仪器准备、数据采集

和资料解编方面的内容基本相同，但石油行业的规程更注重陆地油气

勘探的大地电磁测深法野外采集和资料解释处理，其应用范围集中在

探测盆地典型基地起伏、埋深及盆山接触关系，研究局部构造形态、

断裂性质及展布特征等，更注重于结合钻井和电测井、试油、试采和

分析化验等相关资料去开展工作。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化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要求，技术先进、切实可行，有利于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及科技成果

转化，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自然资源技术标准体系。 

本标准所使用的专业名词术语、符号符合《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符

号》（GB/T 14499）的规定；单位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

单位标准》（GB 3100—3102）要求；图件编制符合《地球物理勘查图

式图例及用色标准》（DZ/T 0069）及其最新版。  

本标准涉及的相关技术标准如下： 

GB/T 14499  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符号 

DZ/T 0069   地球物理勘查图图式图例及用色标准 

DZ/T 0153   物化探工程测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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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经过多轮调研和讨论，专家意见已达成一致，无原则上的重大分

歧。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修订后的《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作为行业标准颁布实

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鉴于《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已纳入地质行业标准体系，建

议自然资源部有关业务主管机构按照标准工作程序，以技术标准形式

颁布实施。加强学习交流，组织举办大地电磁测深方法技术交流培训

会，进行应用效果与经验交流、方法技术研讨，开展全国性的大地电

磁测深法技术规程的宣传和推广，进一步促进大地电磁测深工作规范

化开展。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启用本标准代替 DZ/T 0173-1997《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

程》，原规程废止。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