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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电阻率系数对瞬变电磁法资料解释成果影响因素探讨

——以山西成庄煤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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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视电阻率系数对瞬变电磁法在资料解释过程中的影响程度，选取山西成庄煤矿一定量实测案例，采

用聚类分析统计方法，分别从煤层条件、干扰因素、异常判定三个方面及其与视电阻率系数的作用关系进行了探讨，

发现不同条件下对应选取的系数具备较好的相关性，并呈现一定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根据矿井实际，合理运用

视电阻率系数，确保探测成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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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变电磁法是矿井地质勘查所采用的主要物探

手段之一，具备适应面广、操作方便、反应灵敏等优

势。但是，该方法本身存在一些限制因素。其中一

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在数据后期解释过程中，如

何使用合理的计算参数获取探测目标体最真实的视

电阻率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视电阻率系

数，它直接决定了视电阻率数值的大小[1]。本文选取

山西成庄煤矿已成功实施的矿井瞬变电磁探测案

例，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一定量样本进行视电阻率

系数对比研究，以期提供适合该矿瞬变电磁技术推

广应用的合理参数。

1概述
1.1视电阻率系数在瞬变电磁法资料解释中的作用

瞬变电磁法，是一类主要的电法勘探手段。矿

井瞬变电磁法是利用地层当中煤岩体的电性差异，

通过探测巷道不同方向上的视电阻率变化值，反演

得到岩层在空间上的结构特征。

视电阻率是表征岩层电性特征的基础参数，是

进行相关地球物理解释的重要依据。因此视电阻率

的计算结果直接影响瞬变电磁法探测成果的可靠程

度。运用瞬变电磁晚期场的计算方法计算视电阻率

的公式为：

式中：ρs为视电阻率；S为发射线圈面积（mm），N

为发射线圈匝数；s为接收线圈面积（m2），n为接收线

圈匝数；V/I为归一化二次场感应电压（V）；t为二次场

观测时间（s）。

实践表明，上述公式计算出的视电阻率与煤岩

实际阻值往往相差甚多，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视电

阻率理论模型与实际情况的反差[2～3] 。

为解决此问题，有学者根据大量试验，对上述公

式做了补充。根据地面与井下回线装置数据对比，

得到全空间响应校正系数C，后期经过现场经验又得

到视电阻率待定系数B[4]。由此确立了目前普遍使用

的矿井瞬变电磁法视电阻率计算方法，即在上述公

式计算得到的视电阻率值基础上乘以系数B及C，

B×C称之为视电阻率系数[4-5]。在实际应用中，该系

数的确定没有统一标准，只能凭经验推测。系数选

择过大时，计算结果偏大，电性异常的范围或强度随

之增强；选择过小时，低阻区间就会被人为凸显。这

样往往使得推断结论大相径庭，难以真实的反映地

质体形态特征和规模。因此，以科学的方式确定视

电阻率系数选值，对于矿井瞬变电磁法资料处理和

解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

1.2研究区主要概况

研究区成庄煤矿位于山西省泽州县境内，所属

井田主要含煤地层为二叠系下统山西组和石炭系上ρs = 6.32 × 10-12 × ( )S ×N × s × n 2 3 × ( )I
V

2 3 × t-5 3



统太原组，主采3#、9#、15#煤层，煤层厚度、硬度变化

较大，电阻率值差异性明显。井田范围内断层、陷落

柱发育，存在导通各含水层的通道。成庄矿区开发

较早，井下工业设施较为完善，工作面内电力设备、

金属支护体等干扰源较多。考虑到在这样复杂的地

质条件中进行瞬变电磁法探水作业，就需要综合研

判各因素对资料解释成果的影响程度，尤其是在视

电阻率系数的选取方面，归纳总结出一套适合该矿

井实际条件的依据和标准。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可有

效解决复杂地质条件矿井的综合性研究工作，在后

期物探资料整理和归类分析方面能得到一个较为全

面的认识和结论。

2 影响因素分析
2.1研究方法概述

视电阻率系数的确定，主要取决于煤岩体自身

性质与外部探测环境影响程度。本例中依据聚类分

析原理，选取山西成庄煤矿主采煤层3 #煤、15 #煤共

计20个瞬变电磁超前探测案例作为研究样本，详细

记录了每次探测所在的位置、干扰体类型、异常体的

圈定以及所选用的视电阻率计算系数（表1）。为直

观表示分析结果，把视电阻率系数分为1 000～ 2 000

以及3 000～ 5 000两个区间，结合下表其他资料进行

分述。

2.2不同煤层下视电阻率系数选择结果

从成庄井田的总体地质情况看，其各部分煤层

的沉积序列比较稳定。煤岩电性特征在纵向上存在

固定的变化规律，而在横向上则相对比较均一。经

验表明，煤化水平越高，煤的导电性能就越强。变质

水平较低的煤，内部芳香原子数量较少，自由基浓度

较低，电阻率就越大[7]。图1为在1 MHz 测试频率的

条件下，所测定的电阻率与煤变质程度的关系。

煤化程度的高低，本质上是在一定物性储层改

造下产生的结果。根据煤的变质梯度理论，其赋存

位置每加深40 m变质程度都会相应提升。因为煤系

下部煤层或煤组一般都会受到大于上部的压力和温

度，形成煤质的垂直分带现象。成庄矿15#煤相距3#

煤层超过85 m以上，压力及煤质变异系数平均相差3

倍，煤岩的视电阻率值原理上也会相应提高。由图2

可见，选择视电阻率计算系数为1 000～2 000时，探

测结果主要指向 3 #煤层；选择视电阻率系数为 3

000～5 000 范围内的探测结果主要对应 15#煤层。

结果表明，对3 #煤层瞬变电磁结果进行解释时，需要

图1 电阻率随煤质变化趋势图

Fig.1 Trend of resistivity and coal

metamorphism diagram

图2 不同煤层视电阻率系数选择对比图

Fig.2 Comparison diagram of apparent resistivity

coefficients for different coal seams

～～

～～

注：表中所列探测项目由山西晋煤集团技术研究院协助完成

表1 瞬变电磁探测样本情况一览表

Tab.1 List of TEM detection samples

煤
层

3
#

15
#

探测位置

43124巷反掘3#横川602 m

53133巷4#横川65 m

43124巷反掘1#横川155 m

43211巷B12#横川139 m

43211巷B12#横川209 m

23231巷7#横川50 m

53133巷4#横川135 m

33111巷4#横川420 m

53133巷4#横川205 m

53133巷4#横川275 m

23231巷7#横川190 m

23231巷7#横川260 m

53133巷4#横川345 m

XV13073巷2#横川830 m

XV13071巷2#横川70 m

XV13073巷2#横川630 m

XV13073巷2#横川760 m

XV13073巷2#横川690 m

XV回风大巷开口70 m

XV回风大巷开口140 m

高阻
干扰

无
无

浮煤
无

浮煤
浮煤
无

浮煤
浮煤
浮煤
无
无

浮煤
无

浮煤

浮煤

夹矸、
浮煤

夹矸、
浮煤

浮煤

低阻干扰

铁器
积水
铁器
无
无
无

积水
铁器

淋水、积水
积水

铁器、积水
无
无
无

积水、淋
水、铁器

铁器

积水

铁器、积水

铁器、淋
水、积水

积水、铁器

异常圈定

无异常
无异常
无异常
无异常
无异常
无异常
无异常
低阻

高阻、低阻
低阻

无异常
无异常
低阻

无异常

无异常

无异常

无异常

低阻

高阻

高阻

视电阻
率系数

1 500

1 000

2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5 000

3 000

5 000

4 000

5 000

4 500

2 000

1 500

2 000

5 000

3 000

3 000

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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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差别明显：其中3#煤中单一干扰源对

应低值，复合干扰源对应为较高值，15 #煤

与之相反。对存在有单一低阻干扰的情况

来说，3 #煤层比15 #煤层更需要有较高的

视电阻率系数调节。这一现象可能与作为

浅层煤种的3#煤采区开拓范围更广，时间

更长，井巷设施较为完善有关，因此测区内

布置有大量电力及金属设施，造成整体阻

值偏低，需要靠增大视电阻率系数来完成

正常值的恢复[10]。

2.4异常判定与视电阻率系数的关系

物探工作的目标是发现地质异常、合

理圈定异常并解释成因[11]。对井下瞬变电

磁资料解释工作来说，使用切合实际的视

电阻率计算公式、特别是视电阻率系数显

得尤为重要。系数选择不当，可以人为放

大或缩小异常体的范围，最终导致误判。

图4所示为同一瞬变电磁探测成果断面图在

分别选择视电阻率系数为600、1 000、1 500

时的反演结果。由图4可知，虽然等值线的

变化基本趋同，但整体阻值已经畸变。使用

相同色标后，系数低的等值线拟断面图低阻

范围变大，系数选取较大时，高阻区增大。

图3 不同类型干扰体对视电阻率系数选择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fering body on the choice of apparent resistivity coefficient

～～ ～～ ～～ ～～

适当调增视电阻率系数大小，以获得客观的数据。

2.3干扰体对视电阻率系数的影响

在井下采掘工作面进行瞬变电磁探测时，获得

的数据是一个含有多种干扰的感应电动势信号，比

如机电设备运行时发射的电磁波，以及来自探测地

点周围的金属体响应，会拉低瞬变场整体阻值；而底

板堆积的浮煤、浮矸，以及相邻空巷则会造成阻值升

高[8～9]。这些干扰因素在现有技术水平下难以消除，

以至于成果报告中对异常体不能正确辨识，极易引

起误报，物探结果不能正确指导矿井安全生产。采

用平行样本统计的方法将探测成果中因干扰导致的

误报案例进行汇总分析，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总结出

规律性，并提出改进措施，提升数据与实际情况的匹

配程度。

由图3可知，在不同煤层条件下，根据干扰体存

在情况，为达到正常的探测效果，所选择的视电阻率

图4 不同视电阻率系数下等值线拟断面综合比较图

Fig.4 Synthetic comparison diagram of contour lines under

the different visual resistivity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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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5可见，选择的系数越大，异常出现的概率也随

之增大。

3结论
（1）本文分析了矿井瞬变电磁法应用下有关视

电阻率系数选取时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思路，探讨了

各类型因素对视电阻率结果的影响；

（2）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成庄矿瞬变电磁探测

案例统计分析后显示，无论从矿井地质条件、干扰因

素到电性异常的识别，都与视电阻率系数的运用有

一定关联。要求我们在对数据的后期反演解释过程

中，审慎选择视电阻率系数，避免造成结果偏差甚至

误报；

（3）鉴于物探成果的多解性，技术人员需要密切

结合矿井实际，总结出成熟的数据解释理论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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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visual resistivity coefficient on
interpretation results of TEM method：a case of Chengzhuang coal

mine，Shanxi province

SHANG Hui1，XU Pei-si2

（1. Ji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ncheng 048026；2. Chengzhuang Coal Mine，Jincheng 048021）

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f apparent resistivity factor on the process of data inter-

pretation in TEM method, three kinds of actual measurement cases in Shanxi Chengzhuang coal mine were select-

ed, and the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was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coal seam conditions, interference factors and

abnormality respectively. The aspec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pparent resistivity coefficient are discussed. It

is found that the corresponding coefficient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have a good correlation and a certain regu-

larity. On this basis, it is proposed to use the apparent resistivity coefficient reasonabl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

uation of the mine to ensure the authenticity and accuracy of the detection results.

Key words：TEM; apparent resistivity factor;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图5 主要异常出现频率与所选视电阻率系数关联性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major anomalies and the selected

apparent resistivity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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