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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物探方法在辽宁省新邱区地热资源普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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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热能是一种清洁能源,它目前的利用水平尚无法与传统能源相比,然而,地壳里蕴藏着丰富的
地热能是不争的事实,辽宁省阜新市地热资源丰富,新邱区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为查明该区地热
赋存状况,采用重力勘探、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等多种方法进行了综合地球物理推断解释。结果表
明,综合地球物理勘探对地下地质体的研究更接近实际,对地质构造的认识也更全面,为下一步钻探及综
合利用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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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method in geothermal resources survey in Xinqiu
District of Liaoning Province
Zhiwei Bu
Liaoning Fourth Geological Team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bstract] geothermal energy is a kind of clean energy, and its utilization level is still unable to compare with
the traditional energy . However, it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that there are abundant geothermal energy in the
earth's crust. Fuxin City, Liaoning Province, is rich in geothermal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geothermal resources in Xinqiu district is relatively low The comprehensive geophysical inference
and interpretation are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force exploration and controlled source audio frequency
magnetotelluric sound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udy of underground geological body by comprehensive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is closer to reality,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geological structure is more comprehensive,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scientific basis for drilling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in the next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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