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公示内容

（2020 年度）

一、候选人基本情况

姓名：何继善

从事专业：地球物理

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中南大学

受教育情况：

1956.9－1960.7 长春地质学院物探系金属物探专业大学本科

二、提名者及提名意见

提名者：湖南省

何继善院士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工程管理学家，双频激电法、伪随机信号电法

和广域电磁法的奠基人。长期致力于地球物理方法理论、探测技术和仪器装备的研究，

创建了完备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电磁勘探理论体系，攻克了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

电磁法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成为地球物理探测的“中国范本”；发明了一系

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地电场观测仪器和装备，创建了第一个以地电

场与观测系统为特色的国家重点学科，为中国资源勘探和工程勘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

献，使我国在电磁法勘探领域独树一帜，居国际领先地位，为保证国家资源和能源安

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技术保障。

何继善院士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2

项。2000年获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200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14年获

湖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对中国地球物理学和工程管理学的

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何继善院士具有强烈的国家使命感，科学研究与国家共命运，治学严谨，淡泊名

利，言传身教，在国内外地球物理和工程管理领域具有很高的威望和道德感召力。

对照国家科学技术奖授奖条件，提名何继善院士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三、候选人的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贡献

何继善从事高等教育及科学研究 60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工程管理学家。创

建了完备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电磁勘探理论体系，攻克了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电磁

法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成为地球物理探测的“中国范本”；发明了系列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地球物理探测装备，创建了第一个以地电场与观测系统为

特色的国家重点学科，为中国资源勘探和工程勘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使我国在电磁

法勘探领域独树一帜，居国际领先地位，为保证国家资源和能源安全，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技术保障。

何继善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2项；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200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何继善在勘探地球物理方面的众多成就，得到全世界同行的公认。国际电磁法著

名专家、加州大学（伯克利）F. H. Morrison 教授称其“…outstanding work in Induced
Polarization and Controlled Source Audio MagnetoTellurics”；美国著名应用地理物理学家

G.W.Hohmann教授认为：“何继善的双频理论和实践是近年来应用地球物理学界的一项

重大事件”；俄罗斯著名科学家 B. A.柯马罗夫教授称何继善是一位‘激电人(IPman)’”。
何继善为人师表，耄耋之年仍奔波在教学、科研一线，继续为我国“深地探测”

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对中国地球物理学和工程管理学的发展有

重要指导意义。

(一) 地球物理学
1960年起，何继善开展地球物理探测方法技术研究，选题始终与国家发展共命运，

创立的方法技术均形成了工程化系统，在全国推广应用，为我国矿产资源勘探和工程

勘察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1970年代，针对当时探矿主力方法-“电阻率法”地形校正不准确的问题，基于三

维点源场提出“电阻率法地形改正”方法，极大的提高了探测准确度，由冶金部向全

国推广，相关成果获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1980年代发明了“双频道激发极化法”，实现了激电参数的轻便-高效-高精度测量，

成为 1km以浅金属矿勘探和工程勘察的利器。

1990年代开始，针对我国生产矿山的资源危机，发明了“伪随机信号电法”，实现

了 2km以浅矿产资源的快速-高效-高精度-高可靠探测，为资源增储和国民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1998年，我国遭遇世纪大洪水，发明了“流场法”，实现了堤坝管涌渗漏入水口的

高分辨率-快速检测，探测准确率 100%，为病险水库隐患探测和汛期堤坝查险提供了

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撑和科学抢险决策依据。

21世纪，发明了“广域电磁法”，探测深度、分辨率和信号强度分别是世界先进方

法-CSAMT法的 5倍、8倍和 125倍，探测深度达 8km，实现了探得深、探得精、探得



准，为保证国家资源和能源安全提供了技术保障。

(1)“广域电磁法”为深地探测提供了“中国范本”

建立了以曲面波为核心的电磁勘探理论，构建了全息电磁勘探技术体系，颠覆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沿袭平面波近似公式计算视电阻率的历史，实现了频率域电磁法由平

面波到曲面波的理论跨越。

“深地”战略提出向地球深部进军。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CSAMT）是国际上

最先进的人工源频率域电磁法，但 CSAMT法是一种粗放的方法，探测深度一般小于

1.5km，成为“深地”战略的关键瓶颈。何继善发明了广域电磁法，研发了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大深度高精度探测技术与装备，实现了电磁法由粗放到精细的跨越，有

力的支撑了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深地”战略。

(a)在国际上首次严格从电磁波方程出发，将几何（观测系统）和物理（电磁感应）

参数全部考虑在内，定义了在任意位置都正确的广域视电阻率，结束了人工源频率域

电磁法沿袭大地电磁法视电阻率定义 40多年的历史；发明了可在不限于“远区”的“广

大区域”测量的广域电磁法，颠覆了人工源频率域电磁法只能在“远区”测量的思想。

广域电磁法公式严格，保证了深部信息，探测深度为收发距 r 的 1/3，是 CSAMT法的

5倍；电磁波信号以 r3衰减，信号强度是 CSAMT法的 125倍；解决了人工源电磁法探

测深度小、精度低、分辨率低等核心难题，成为人工源频率域电磁法的“领跑者”。

(b)发明了有源周期电磁信号有效信息高效提取技术，实现了由“去噪”到“解噪”的
跨越。首次基于傅里叶反变换和勒让德多项式联合逼近，构造噪声的超定方程组，采

用反演方法解出噪声，实现了信号-噪声的高度分离，获得主频及其谐波信号，颠覆了

传统的只提取主频信号的滤波“去噪”方法，理论测试的数据量是常规方法的 58倍，

实测资料达到 8倍以上，攻克了电磁法数据量少的世界难题，数据量和分辨能力是世

界先进方法的 8倍以上。

(c)发明了高精度电磁勘探技术装备及工程化系统，实现了强干扰环境下电磁信号

的高信噪比测量。攻克了人工源频率域电磁法宽频带大功率同步发射与接收的技术难

题；成功将“数字相干检波技术”应用到人工源频率域电磁法，解决了传统电磁法同

频干扰压制效果差的技术难题；实现了分布式接收机阵列式大数据三维勘探，打破了

国外电磁法仪器的长期垄断。

该技术在中石油、中石化、地调局等 50多家单位成功应用，提交页岩气资源量或

地质储量 4641.22亿 m3；获得常规油气地质储量 1.86亿吨；获得生物气储量 80亿 m3；

释放了 2000多万吨煤炭；潜在经济价值超过 15000亿元。

广域电磁法被誉为“绿色、高效、低成本”的勘探技术，为油气勘探，深部找矿，

煤矿水害探测、地质灾害防治、压裂监测、城市物探、潜艇探测等提供了全新的技术

手段。目前，何继善正在带领团队进行“高效频谱拖曳式海洋电磁法探测技术与装备”

和“低空无人机电磁法探测技术与装备”的攻关，向陆、海、空三位一体全面推进。

“大深度高精度广域电磁勘探技术与装备”获 2018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2)“伪随机信号电法”为中国矿产资源可持续供给开辟新路

提出了三元素群的自封闭加法，实现了 2n序列伪随机信号的快速递推编码，形成

了伪随机信号电法的理论方法体系，为电磁勘探提供了理想信号源，实现了电磁法测

量由“单频”到“多频”的跨越。工作效率是传统方法的 5~8倍，可有效区分矿与非

矿，已在湖南、广西等地的危机矿山和成矿区带成功应用，多个生产矿山深边部强干

扰区找到了新的接替资源，解决或缓解了这些矿山的资源危机状况，为资源增储和国

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我国的矿产资源保有储量严重不足，许多老矿山因资源枯竭而面临破产关闭，因

此必须尽快寻找新的有效勘探方法技术，在生产矿山深边部和西部中高山地区寻找新

的接替资源，走资源自给之路。这就要求勘探方法技术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勘探深度

大、分辨率高、观测参数多，勘探设备轻便、能耗低、机动性好，能快速进行矿与非

矿区分等特点。

何继善早在“八五”末期，针对原有电磁法“变频”方案工作效率低、不能实现

一发多收、观测精度难以保证；“奇次谐波”方案设备的笨重、机动性差、不适应在西

部中高山区开展面积性工作；常规激电法测量参数单一、不能有效区分异常源性质等

缺点，发明并提出了“2的 n 次幂系列均匀广谱伪随机电磁法的主动源方法技术”，并

研制了相应的观测系统。

伪随机信号电法的核心是发送机将不同频率的电流合成为伪随机电流后向地下供

电，接收机接收这些频率电流经大地后的响应并将其分离，具有以下特点：1）波形所

含的主频率均按 2的 n 次幂步进；2）各主频率点的振幅值基本相等，电源利用率高；

3）各主频点起始相位相同，可进行每组多个频率的振幅值、绝对相位等参数测量，能

实现相位谱精确测量；可根据振幅谱和相位谱特征判别地下异常源性质，进而判别“矿

与非矿”异常；4）观测系统轻便，可一发多收，满足西部中高山地区快速面积性探测；

5）能压制生产矿山工业电磁干扰，可在生产矿山深边部开展接替资源勘探。

伪随机信号一次供电，便可以完成所有频率的测量，具有快速、高效、电源利用

率高、仪器轻便、抗干扰能力强、相对观测精度高、异常可靠等优点。

伪随机信号电法为生产矿山深边部隐伏资源的勘探和西部中高山区的资源勘探提

供了一种轻便、快速、观测精度高的新方法和一种异常源性质快速评价的新技术和评

价指标。科技部将伪随机信号电磁法关键技术列入国家“九五”和“十五”科技攻关

计划。

该技术在国内外成功应用，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所找到的矿产资源潜在经济

价值达 3000多亿元人民币，解决或缓解了多个矿山的资源危机状况，为资源增储和国

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为中国矿产资源可持续供给做出了突出贡献。

“均匀广谱伪随机电磁法理论及应用”获 2006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3)“双频道激发极化法”成为金属矿勘探和工程勘察的利器

实现了激电参数的轻便-高效-高精度测量，是首个由中国人发明、在广袤中国大地



上成功应用的电法勘探技术。

1960年代后期，国内学者开始对频率域激电方法开展研究，所应用的方法技术是

国外引进的变频法或奇次谐波法。这两种方法由于理论缺陷，在我国的应用并不成功。

何继善于 1970年代初期开始激电法研究，并在 1980年代初期正式提出双频道激发极

化法。

双频激电法的中心思想是把两种频率的方波电流叠加起来，形成双频组合电流，

同时供入地下，接收来自地下的含有两个主频率（也含其它频率成份）的激电总场的

电位差信息，一次同时得到低频电位差和高频电位差，计算视幅频率，也可根据需要

测多组双频信号以形成频谱测量。

双频激电法与变频方案和奇次谐波方案相比有一系列重要的优点。1)两种频率的

频差可根据需要而人为选择，二者的振幅是接近的，在减小供电功率的条件下，可准

确地测量视幅频率或相对相位差；2）发送电流的变化不影响测量结果；3）抗干扰能

力强；4）发射电流为传统技术的 1/50，观测装置轻便；5）快速、灵活；6）稳定性好，

观测精度高；7）可方便地抑制电磁耦合影响。

双频激电法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系列产品，成为了金属矿勘探和工程探测利

器。双频激电法在各种地质环境、各种气候条件、不同矿种上进行了大量工作，找到

了一大批工业矿体，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双频道激电法是最早的一种由中国人提出原理，由中国人发明仪器，在辽阔的中

国国土上取得成功应用的电法方法和仪器。

“我国双频激电研究与应用”获 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流场法”准确探测堤坝管涌渗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建立了水流场与电流密度场的理论关系，发明了高分辨率-快速检测堤坝管涌渗漏

入水口的“流场法”，为病险水库隐患探测和汛期堤坝查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支

撑和科学抢险决策依据。

水患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切肤之患”，1998年长江发生了全流域性特大洪水，

溃堤是汛期的最大灾害，90%以上的溃堤是由管涌渗漏造成的。国内外当时都没有查

找管涌的科学方法和仪器，只能人工拉网式沿堤巡查或派潜水员水下摸探，不仅效率

低、危险性大，而且探测结果不精确，对深水处的管涌无法查找，因此快速准确查明

管涌渗漏的进水部位是汛期处险的关键。

何继善根据电流密度场和水流场的相似性原理，创立了全新的探测堤坝管涌渗漏

隐患的“流场法”理论，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在汛期恶劣环境下快速准确探测堤

坝管涌渗漏入水口的仪器设备-“普及型堤坝管涌渗漏检测仪”。该方法具有灵敏度高、

分辨率高、抗干扰能力强、操作简便、工作高效、可靠性强的特点。

1999年、2000年汛期，抗洪现场应用“流场法”堤坝管涌渗漏检测仪快速准确探

测出近 100个管涌渗漏的进水部位，为多个重大险情的成功抢险发挥了巨大作用。仅

在湖南省汉寿县阁金口闸溃垸性特大管涌抢险过程中，及时准确地找到了漏水点和闸

前的集中涌漏区，为现场抢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决策依据。

十几年来，堤坝管涌渗漏检测仪先后在湖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探测发现一百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


十多处堤防险情和二十多处水库大坝渗漏点，准确率 100%，为这些地方及时准确地排

除重大险情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

2002年，堤坝管涌渗漏检测仪被列为国家防汛抗旱储备物资，并列入“国家火炬

计划项目”；2005年被国家发改委将列为重点产业化示范项目；2006年被评为“国家

重点新产品”；2008年列入国家“堤防隐患探测规程”。科技部、水利部召开堤坝隐患

探测技术交流大会，重点向全国洪涝灾害地区推广堤坝管涌渗漏检测仪，装备了中国

主要省份的水利技术单位和防汛管理部门。

“流场法探测堤坝渗漏及汛期管涌研究”获 1999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二) 继往开来，推动工程管理发展

何继善长期重视并积极推动工程管理学科的发展，积极参与推动成立中国工程院

工程管理学部。20 多年来，对我国古代-近代-现代工程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大

量的系统、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主持了多项中国工程院重点项目。提出“以人为本、

天人合一、协同创新、构建和谐”的工程管理核心价值观。

提出并长期推动我国工程管理发展的“四个一”方针：组织一个全国性工程管理

论坛；创办一本工程管理期刊；创办一个工程管理学科；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工程管理

学会。现任《Frontiers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主编，美国《Engineering Management
Journal》编委。被美国工程管理学会（ASEM）评为Meritorious Service Award Outstanding
Non-Board Member。

主持起草并完成了《关于设置工程管理硕士（MEM）专业学位的建议与培养方案》

和《关于工程管理设置为一级学科的报告》两个重要文件并递交到国务院学位办与教

育部。MEM专业学位已经获得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并正式招生，实质性的推动了工程管

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2017年出版的《工程管理论》是我国工程管理领域的集大成的代表作。

(三) 诚心善教，芬芳满园

何继善从事高等教育 60年，培养了 70多名博士和大批高层次中青年人才，建成

了国家重点学科；任湖南省科协主席 15年，积极推动科普教育，深入基层开展科普教

育和科技报告 200余场次。

2002年 12月，何继善基金会成立。奖励在教学、科研和高新技术开发等工作中作

出贡献的教师和学生，资助有益于国家建设的科研项目及社会公益活动，每年有 20~50
名同学获得该项奖学金。此外，何继善设立了“双频激电”奖学金，用于激励学生为

繁荣和发展地质科学作贡献。

由于何继善在教书育人方面的杰出贡献，1990年被授予“全国高等院校先进科技

工作者”，1993 年获得地质学界最高荣誉奖-第三届“李四光地质教师奖”；2000年获

“宝刚教育特等奖”。

近 5 年的主要工作和贡献



2013年-2017 年：执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三维矢量广域电磁法仪

器研制》。超额完成任务，结题评分为优。提出了全区观测多次覆盖电磁法理论，建立

了三维矢量广域电磁法理论体系；研制了大功率三维矢量广域电磁系统；实现了三维

矢量广域电磁数值模拟和反演，开发了广域电磁法数据处理与解释软件系统平台；在

常规油气、页岩气、固体矿产探测等领域成功应用。

2014年：基于广域电磁法的页岩气勘探技术。建立了适合于我国复杂地质、地表

条件的富有机质页岩电磁法识别与预测评价技术体系。

2015年：广域电磁法资料处理解释软件系统。实现了任意复杂地形条件下海量数

据的广域电磁法快速精细反演成像。

2016年：有源周期电磁信号有效信息高效提取方法技术。实现了信号-噪声的高度

分离，数据量是常规方法的 8倍以上，攻克了电磁法数据量少的世界难题。

2017年：高效频谱拖曳式海洋电磁法探测技术与装备。建立了高效频谱拖曳式海

洋电磁理论方法体系。

2018年：页岩气水力压裂电磁实时监测系统。实现页岩气压裂三维电磁实时监测，

形成页岩气压裂三维电磁实时监测采集-处理-解释方法技术流程。

2019年：干热岩水力压裂电磁实时监测系统。实现干热岩压裂三维电磁实时监测，

形成干热岩压裂三维电磁实时监测采集-处理-解释方法技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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