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降低勘探风险

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大及老油气田产量的不断下降，正在促使油

气公司将勘探活动扩展到一些更具挑战性的环境，如深水区、盐下

和玄武岩下构造以及碳酸盐岩油气藏等。在这些环境下获得的地震

图像通常较模糊，不过应用新的海上地震技术能够获得高质量地震

图象，从而降低这些环境下的勘探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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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墨西哥湾获得的盐下发现蕴藏有数十亿桶原油储量。

油气勘探作业总是存在一定的风

险，而三维地震勘探技术通过提高钻井

成功率降低了勘探风险。就这一点而

言，任何其它现代技术或许都无法与三

维地震技术相比。在三维地震勘探技术

得到应用之前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

十年代，美国的勘探钻井成功率大约是

25%。但是自从勘探与生产公司广泛采

用三维地震勘探技术后，到2005年勘探

井成功率几乎提高到50%，开发井成功

率也达到了 88%[1]。尽管诸如钻井、随

钻测井、可视化和实时数据传输之类技

术的新进展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勘探工作者认为三维地震方法是最具

重要影响的因素。

尽管应用三维地震技术提高了总

体勘探钻井成功率，但在某些情况下，

勘探钻井成功率仍然较低。如 2006年，

墨西哥湾深水区（水深超过 1000 英尺

（300米））所钻的119口勘探井中，只有

11口井钻遇产层[2]，成功率只有10%。在

过去10年中，墨西哥湾深水勘探钻井成

功率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水平[3]。随着

深水井成本的增加（一口深水井的成本

高达1亿美元），各油气公司都在千方百

计寻求各类方法来降低干井发生率。

许多公司都认为目前的风险水平

难以接受。在1996年到2000年间，油气

公司在墨西哥湾购买了 3000 个租赁矿

区，而其中只有 8% 的矿区实施了钻井

作业[4] 。高涨的钻机需求使得钻井成本

在近期不可能下降，所以作业者只好将

提高勘探钻井成功率的希望寄托在新技

术成果之上。

虽然三维地震勘探技术已经为陆

地和浅海钻井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该技术并不一定适合深水区域和其它

复杂区域，如坚硬的海底之下、盐下以

及玄武岩下构造和碳酸盐岩储层等。复

杂的地质环境和高折射层能使射线弯

曲，导致地震波无法触及部分地下目

标，同时，近地表反射层的噪声也会掩

盖从深地层中返回的微弱信号。

一直以来，深水盐下构造准确成像

难度较大。在过去10年中，虽然利用三

维地震技术在墨西哥湾已经发现了多个

油田（Atlantis、Mad Dog、Neptune、
Puma、Shenzi 和 Tahiti只是其中几个油

田，这些油田的原油总储量达到数十亿

桶），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资源处于开

发之中（上图）。某些情况下，地震数

据的质量也许能满足油气勘探需要，但

还不足以用于建立准确的油藏开发模

型。

最近在地震数据采集和分析方面

取得的新成果可能是获得高质量地震

图像并以此降低复杂环境下钻井风险

的有效手段。本文对地震勘探采集和

数据分析新技术如何提高三维海上地

震勘探数据质量进行了详细说明，介

绍了通过应用多角度探测地震目标方法

形成的地震解释新技术，并对成像困难

区域提高信号质量的震源和检波器新的

纵向排列进行了讨论。地震成像新方法

还为一个海上碳酸盐岩油藏和一个深水

稠油油田重新部署开发井位提供了帮

助。通过墨西哥湾、设得兰西部和墨西

哥海上油田的实例，我们可以了解到利

用地震技术成果降低钻井风险的过程。

典型的海上地震勘探

典型的海上三维地震勘探是通过一

艘拖有气枪震源和海上拖缆（配有检波

器的电缆）的船只来完成的。在地震勘探

过程中，船只按预定航线行驶在海底目

1. 《1949-2005 年石油和天然气探井》，http://
www.eia.doe.gov/emeu/aer/pdf/pages/sec4_13.pdf
（2007 年 2 月 25 日浏览）。

《1949-2005 年石油和天然气探井与开发

井》，http://www.eia.doe.gov/emeu/aer/pdf/pages/
sec4_11.pdf（2007 年 2 月 25 日浏览）。

Farris A ：“Guest Editorial：Emerging Technology
and Its Impact on the Industry”，JPT Online（2006
年 10 月），http://www.spe.org/spe/jpt/jsp/
jptmonthlysection/0,2440,1104_11038_5742058_
5742529,00.html（2007 年 2 月 26 日浏览）。

2. Paganie D：“Deepwater GoM Key with 50 Bboe of
Undiscovered Reserves”，Offshore，67 卷，第 1
期（2007年 1月）：46，http://www.offshore-mag.

com/display_article/283060/9/ARCHI/none/none/
Deepwater-GoM-key-with-50-Bboe-of-undiscovered-
reserves/（2007 年 3 月 29 日浏览）。

3. “Deepwater Gulf of Mexico 2006：Interim Report of
2005 Highlights”，美国内务部，矿产管理服务
局，墨西哥湾近海大陆架地区，http://www.
gomr.mms.gov/homepg/whatsnew/techann/2006/
2006-022.pdf（2007 年 2 月 27 日浏览）。

“Deepwater Gulf of Mexico 2005：Interim Report of
2004 Highlights”，美国内务部，矿产管理服务
局，墨西哥湾近海大陆架地区，http://www.
gomr.mms.gov/homepg/whatsnew/techann/2005/
2005-023.html（2007 年 2 月 27 日浏览）。

4. Paganie，参考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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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三维海上地震勘探数据采集示意图。一艘拖曳震源和拖缆检波器的船只按地震勘探方案所制定的方向在目标上方行驶（下）。每个环路的长度已经

包括了每次转弯后拖缆伸直所需要的长度。地震勘探目标被细分成“面元”（即数据处理时作为反射点的小区域）。大多数海上地震工程在一定方位角范
围内采集数据，具体的方位角范围取决于炮检距（震源 -检波器距离）。方位角（上）是震源组合内船只航线与某一给定检波器方向之间的角度。对于靠
近拖缆顶端的一些检波器来说，炮检距较短，方位角较大，但是由于拖缆长度远远超过其覆盖度，因此大部分地震波射线以小方位角（或近乎与航线平

行）传播。

标上方水域，在气枪释放震源之后，检

波器对从震源向下传输到地下反射层并

返回的信号进行记录。在获得所要求的

一定数量的地震道记录之前，需要按照

确定的空间间隔不断重复该过程（下

图）。

地震采集标准已经从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的单个拖缆拖曳和 10 分钟的爆炸

等待时间发展到了当前高效的现代地震

勘探作业[5] 。现在，每艘船只可以同时

拖曳8－10根海上拖缆，拖缆之间的距

离为 50－ 150米（160－ 490英尺），每

根拖缆的长度在6－8千米（4－5英里）。

震源由 12 － 18 个气枪组成，气枪点火

间隔为每 10 － 20 秒一次，上述数值适

用于很多三维地震勘探作业，但是采集

的参数不同，具体取决于地震勘探方

案，而地震勘探方案必须对地球物理勘

探目标和经济条件限制进行权衡[6]。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噪声和增加信号

强度，地震勘探方案中还具体明确震源

和拖缆的拖曳深度。虽然较浅的拖缆拖

曳深度（不超过8米（26英尺））能使高

频信号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但却会对

低频信号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还会扩大

波浪及气候原因所导致的噪声。较深的

拖曳深度可以保存低频信号，提高穿透

深度，但却以牺牲高频信号作为代价。

通常拖缆拖曳深度小于10米（33英尺）。

同样，在确定震源拖曳深度时，也

应做出类似权衡考虑。空气枪震源组合

的拖曳深度一般为5－10米（16－33英
尺），具体取决于所需要的频带宽度。

典型海上地震勘探的另一方面是采

集检波器组的信号，并将其汇入一个单

一的记录道内。标准拖缆配有数百个间

距为 0.5－ 1米（1.6－ 3.3英尺）的海洋

检波器，每个记录道的资料由12－24个
海洋检波器提供。从理论上讲，在记录

之前将记录道叠加在一个组内可以提高

信噪比。但是该过程将不可避免地破坏

信号保真度，从而影响降噪处理效果。



>多次波。地震能量脱离震源后，在到达检波器之前可以经过多次反射。与
其它多次波不同，虚反射多次波在反射之前向上传播。多次波的能量增加了

地震记录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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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震源与检波器的排列方式具有

两大优势： 一是提高多数地下目标数

据采集效率（海上地震行业就是以这种

方法为核心），二是提高标准处理技术

获得足够图像的能力。尽管如此，该排

列方式在问题区域或次优环境下还是存

在明显缺陷，这些条件下形成的地震图

像非常模糊，或根本无法对其进行解

释。气候或海洋环境造成的拖缆噪声对

所有级别的地震记录产生不利影响。更

糟糕的是，海上平台及其它设备可能会

阻碍地震勘探船只的航线，从而造成覆

盖范围不全，必须通过增加放炮和地震

勘探时间才能得以弥补。而且震源和检

波器组合之间的紧密排列也将限制方位

角覆盖范围，也就是说储层只能受到一

个方向的照射[7]。

部分上述问题可以通过 2000 年推

出的 Q-Marine 单传感器海上地震系统

加以克服[8]。Q-Marine系统记录的是每

个检波器（而非检波器组合）的信号，

从而改善了噪声和目标波场的空间采样

状况，使其比常规数据采集更具有优

势。Q-Marine地震勘探所获得的平均带

宽值比应用检波器组合技术获得的带宽

值高了40%，从而大大提高了地震图像

分辨率。应用该技术可以对拖缆噪声进

行充分采样，在不影响信号带宽的条件

下采用信号处理技术抑制噪声。因此，

即使在恶劣气候环境下，应用Q-Marine
系统也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地震数据，从

而减少气候原因所导致的停工时间。

另外，促成地震图像分辨率显著提

高的因素还包括：可重复的校准震源、

拖缆定位以及可以准确掌控和重复操作

拖缆的能力。尽管如此，在某些方面还

有待进一步改进。

地震勘探新方向

大多数海上地震勘探（包括 Q -
Marine地震勘探）方法都是沿一个很窄

的方位角采集数据，因此基本上都是从

同一个方向照射目标。假设所有地下层

位都是平整且光滑的，那么窄方位角地

震勘探就足以提供足够的地震图像。但

5. “Why Norwegian Seismic Is Still Running in Anders
Farestveit’s Direction” ，First Break，24卷（2006
年 12 月）：11-14。

6. Vermeer GJO：3－D Seismic Survey Design。Tulsa：
勘探地球物理家协会，2002 年。

7. 方位角是指从震源到检波器的方位。

8. Christie P，Nichols D，Özbek A，Curtis T，Larsen
L，Strudley A，Davis R 和 Svendsen M：“提高地

震数据质量的标准”，《油田新技术》，13 卷，
第 2 期（2001 年夏季刊）：16-31。

9. 一个面元是指位于目标表面的一块面积，大

小通常为 25 米× 25 米（82 英尺× 82 英尺），
根据其共中心点（CMP）将地震记录道指定到
相应的面元。

10. 叠加是指将各个信号相加，其目的是提高信

噪比。

11. Regone C：“Using 3D Finite-Difference Modeling to
Design Wide Azimuth Surveys for Improved Subsalt
Imaging”，详细摘要，SEG第 75 届国际年会暨

展览会，新奥尔良（2006 年 10 月 1-6 日）：
2896-2900。

在勘探开发的目标区域，地下目标层位

及其上覆岩层极少有平整光滑的。这些

条件下的窄方位角地震勘探的缺陷可以

通过下面的比喻来说明。向一个不规则

地形打一束光，在山后以及峡谷内就会

投下阴影。但是如果光束从另一个不同

方向照射，原先处于阴影下的区域就会

被照亮。

尽管被称为窄方位角地震勘探，但

大多数海上地震勘探都是在一定方位角

范围内采集数据，具体的方位角范围取

决于炮检距（震源-检波器距离）。某些

条件下一些短炮检距的方位角可能很

大，但大多数短炮检距的方位角较窄

（大约是航线任意一侧的 10˚ 左右）。由

于短炮检距、大方位角地震勘探所获得

的记录道数量不多，所以它们对于应用

标准处理技术处理的图像的贡献也就不

大。因此这种地震勘探技术的应用基本

上是通过窄方位角来完成的，这就导致

信噪比差和地震分辨率不佳。多数窄方

位角地震勘探设计方案都试图通过对地

下同一点（或面元）的重复采样来弥补

方位角范围小的缺陷[9]。增加覆盖次数

（或每个面元记录道的数量）是提高信

噪比的方法之一。

一种称为“多次波”的特殊噪声对

所有地震勘探都产生不利影响。多次

波是指高声阻抗差异界面之间的混响，

如海平面与海底之间或是地表与非固

结岩层之间的混响（上图）。在地震剖

面图中，多次波以续至波的形式出现，

容易与深反射波相混淆。由于多次波

的速度可能低于、等于或大于目标信

号，而且其频率组成可能高于期望信

号，因此难以通过滤波或叠加的方式

抑制多次波[10]。人们在消除与地表有关

的多次波（SRME）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得到的处理技术改善了数据质量，但

模拟结果表明，扩大方位角覆盖范围

能够进一步消除多次波的影响[11]。



> 常规和新型采集几何排列（下）以及方位角 - 炮检距分布图（上）。绘制方位角 - 炮检距分布图的方法之一是用“玫瑰图”的形式。用不同色彩表示某

一特定方位角 - 炮检距对的地震道数量，炮检距对应于距中心的距离，方位角对应于圆圈顶部的角度。紫色和深蓝部分表明地震记录道少，绿色、黄色
和红色表明记录道逐渐增多。图中从左到右分别为：采用单一方位角的常规海上地震勘探，产生的是窄方位角 -炮检距分布的数据；多方位角地震勘探，
从多个方向采集数据，方位角 -炮检距分布沿着与地震勘探航线相关方位角聚集；宽方位角地震勘探在单一方向进行，但增加了震源船只数量，扩大了

许多炮检距的方位角范围；富方位角地震勘探综合了多方位角和宽方位角地震勘探的概念及优势。（根据 Kapoor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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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扩大方位角覆盖

范围，方法之一是以一个或多个方位角

重复进行标准测量，从而形成多方位角

地震测量（上图）。利用这种方法所获

得的多方位角地震勘探增加了覆盖次

数，同时还扩大了方位角覆盖范围。在

地中海尼罗河三角洲就进行过这种地震

勘探[12]。

宽方位角地震勘探

扩大方位角覆盖范围的另一种方法

是将震源从拖缆船航线中去掉，即宽方

位角地震勘探（WAZ）。除拖缆船以外，

宽方位角地震勘探至少还需要两艘震源

船。为了提高采集效率，可以采用多个

拖缆船进行宽方位角地震勘探。

可以通过一个模拟实例来了解

WAZ采集方法改善盐下照射的情况。在

该实例中，分别采用窄方位角和宽方位

角两种地震勘探方法对复杂盐体构造下

的一个平整、水平目标实施了探测（下

一页图）。结果表明，在任何条件下，窄

方位角地震勘探的命中次数（即地震能

量到达目标点的次数）都低于宽方位角

地震勘探。虽然上述两种方法中都有部

分目标未被命中，但相对来说，这种情

况在宽方位角地震勘探中更少见。除了

这一基本的射线追踪法以外，有限差分

及波动方程建模方法也被应用于照射研

究中。

2 0 0 1 年，B P 公司和石油 G e o -
Services（PGS）公司在北海挪威海域进

行了宽方位角勘探（包括多次覆盖和使

用多艘船只）试验应用；此前的测量已

经在多个方向上采集了数据[13] 。2001年
的地震勘探结果表明，随着方位角覆盖

范围的扩大，噪声衰减效果得到改善。

此后，宽方位角方法不断完善，并开始

应用于实际作业中。在2004年和2005年
期间，BP 公司与地震承包商挪威船级

社合作，在Mad Dog油田实施了墨西哥

湾地区首次 WAZ 地震勘探[14] 。

2006年，壳牌勘探公司与西方奇科

公司合作，对墨西哥深水区域复杂盐体

构造下的一个深层目标进行了 WAZ 拖

缆拖曳地震勘探[15] 。该探区位于水深为

3800英尺（1160米）的地区，发现井的

完钻深度达到 29414 英尺（8965 米）。

地震勘探设计方案试图满足以下几

个看似相互冲突的目标：完全照射、压

制噪声、方便处理及降低成本。为了实

现这些目标，需要较大范围的方位角以

照射盐下的目标层、相对均匀的采样、

尽量避免低效率（如过多重复采样）及

考虑实际限制（如地震勘探中可用船只

数量及拖缆测量次数）。

WAZ 地震勘探设计有四个关键参

数：1、最大联络测线炮检距，即震源与

检波器在联络测线方向的最大间距（与

主测线或拖缆方向垂直）；2、震源线间

距，即相邻震源线之间的距离；3、地震

勘探规模； 4、船只数量。通过合成模

拟和合成数据偏移来确定最大联络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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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窄方位角和宽方位角数据采集对盐下照射的影响。一个复杂的盐体（上）位于一个目标层（紫色）

上方，金色部分代表盐体顶面，粉色部分代表盐体底面，绿色部分代表盐凸起，两种地震勘探方法的
炮点都在黑色长方形内。窄方位角地震勘探图（中）显示了到达目标层的记录道的数量。宽方位角地
震勘探图（下）显示到达目标层的记录道多于窄方位角地震勘探，且未照射的区域（白色）少于窄方

位角地震勘探。

12. Keggin J，Benson M，Rietveld W，Manning T，
Cook P和Page C ：“Multi-Azimuth 3D Provides Robust
Improvements in Nile Delta Seismic Imaging”，First
Break，25 卷（2007 年 3 月）：47-53。

Michell S，Summers T，Shoshitaishvili E，Etgen J，
Regone C，Barley B，Keggin J，Benson M，Reitveld
W和Manning T：“Multi-Azimuth and Wide Azimuth
Towed Streamer Acquisition for Subsalt Imaging in the
Gulf of Mexico and Egypt”，OCT 18829，发表在海
上技术大会上，休斯敦，2007 年 4 月 30 日 -5
月 3 日。

13. Widmaier M，Keggin J，Hegna S 和 Kios E：“The
Use of Multi-Azimuth Streamer Acquisition for
Attenuation of Diffracted Multiples”，详细摘要，

第 72 届 SEG 国际年会暨展览会，美国犹他州
盐湖城（2002 年 10 月 6-10 日）：89-93。

Houllevigue H，Delesalle H 和 de Bazelaire E：
“Enhanced Composite 3D Cube Derived from Multi-

azimuth 3D Marine Acquisition”，详细摘要，第
61届欧洲地学家和工程师协会大会暨展览会，
芬兰赫尔辛基（1999 年 6 月 7-11 日）。

French WS：“Circular Seismic Acquisition System”，
美国专利号 4486863（1984 年 12 月 4 日）。

14. Threadgold IM，Zembeck-England K，Aas PG，
Fontana PM，Hite D 和 Boone WE：“Implementing
a Wide Azimuth Towed Streamer Field Trial：The
What，Why and Mostly How of WATS in Southern
Green Canyon”，详细摘要，第 76届 SEG国际年

会暨展览会，新奥尔良（2006 年 10 月 1-6
日）：2901-2904。

15. Corcoran C，Perkins C，Lee D，Cook R，Kapoor J
和 Moldoveanu N：“Wide-Azimuth Streamer
Acquisition for Gulf of Mexico Subsalt Imaging”，OCT
19071，发表在海上技术大会上，休斯敦，
2007 年 4 月 30 日 -5 月 3 日。

Corcoran C，Perkins C，Lee D，Cattermole P，Cook
R 和 Moldoveanu N：“A Wide-Azimuth Streamer
Acquisition Pilot Project in the Gulf of Mexico”，The
Leading Edge，26 卷，第 4 期（2007 年 4 月）：

460-468。

16. Corcoran C，Perkins C，Lee D，Cattermole P，Cook
R 和 Moldoveanu N：“Wide-Azimuth Streamer
Acquistion for Gulf of Mexico Subsalt Imaging”，详
细摘要，第 76 届 SEG 国际年会暨展览会，新
奥尔良（2006 年 10 月 1-6 日）：2910-2914。

17. Corcoran 等人，参考文献 16。

炮检距及震源线间距[16]。目标照射程度

及多次波是否得到有效衰减是评估模拟

结果的两个重要标准，同时还应包括拖

缆避让水面障碍物、拖缆偏转以及强洋

流原因造成的拖缆漂移所导致的成像受

损。

在对几个地震勘探观测系统进行评

估之后，壳牌公司选择了包含两个双震

源船只和一艘拖曳八根检波器电缆的拖

缆船地震勘探方案。检波器电缆之间的

间距为 150 米，拖缆束的有效长度为

1200 米（3937 英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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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壳牌勘探公司宽方位角地震勘探采集示意图。采用两艘双震源船只和一艘拖曳 8 根检波器电缆的拖缆船，在距离每条震源线不同偏移距处进行了 6
趟采集作业（上）。在第一趟作业中，前部的震源船沿着震源线行驶，离拖缆船最近的拖缆在 100米远处，后部的震源船与震源线保持 450 米的距离。在
第二趟作业中，震源船依然沿同一震源线行驶，而拖缆在距震源线 1400米处进行第二趟采集，在距震源线 2600米处进行第三趟采集。在震源线另一侧进

行相同作业（第四、五、六趟）。将这六趟采集结果综合起来就完了成一条震源线上的数据采集。第一条震源线数据采集结束后，船只驶向 900米以外的
另一条震源线继续作业（左下）。

其中一艘震源船与拖缆船并列行

进，但与外部拖缆保持100米（328英尺）

的距离，另一艘震源船行驶在拖缆后，

与第一艘震源船间隔450米（1476英尺）

（上图）。震源船在同一条震源线上重复

行驶过程中，拖缆船在距原始震源线

1400米和2600米（4593英尺和8530英尺）

处进行额外测量，拖缆船然后在震源线

另一侧相同的距离重复进行测量。每条

震源线采集 6次数据，完成一条震源线

覆盖范围内的数据采集后，这一过程将

在距原震源线 900米（2952英尺）处的

另一条震源线上重复进行。宽方位角地

震勘探的方位角 -炮检距图表明，宽方

位角勘探与窄方位角勘探相比方位角范

围宽很多（下一页，上图）。

对宽方位角勘探取得的数据进行

了初步处理，包括相干噪声衰减和利

用原有速度模型进行共炮点道集偏移

处理[18]。在对这些数据实施简单处理之

后，将其与同一区域经过充分处理过

的多客户窄方位角数据进行了比较

（下一页，下图）[19]。窄方位角勘探处理

包括相干噪声衰减、SRME多次波抑制

以及在 WAZ 勘探中应用的波动方程偏

移。即使未对多次波进行进一步抑制，

WAZ 勘探获得的盐下图像比窄方位角

勘探要清晰得多，从而可以进一步肯

定，反射来自盐下地层而非多次波。

剖面左侧的清晰度改善最为明显，

沉积层在剖面中部的盐脊处削蚀。WAZ
数据使解释人员更加确信大量盐下同相

轴继续向盐脊上倾，而且这些同相轴不

是多次波 [20]。

18. 波动方程偏移是利用速度模型及波动方程不

同的解来进行的，其目的是将反射地震能量
从炮检中点的假设位置重新回归到其实际位
置上。

19. 多客户地震勘探是地震承包商对未发放许可

证的地区实施的各种地震采集作业，然后将
地震勘探结果提供给多个客户。多客户地震
勘探的部分资金由一家或多家勘探与生产公

司提供。

20. 盐脊是侵入盐体根部与母盐层分离后，仍残
留在盐体根部的部分。



>     壳牌勘探公司宽方位角地震勘探的方位角 - 炮检距分布图（左）和地震勘探参数（右）。此次勘探获得了比窄方位角勘探宽

很多的方位角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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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窄方位角（左）和宽方位角（右）成像对比图。窄方位角数据已经过噪声衰减、多次波抑制及偏移处理等步骤，而宽方位角数据只经过偏移处理，

其速度模型与窄方位角相同。宽方位角图像显示的盐下反射更清晰，尤其是剖面的左侧。[根据 Corcoran 等人的结果修改，参考文献 15（2007 年 4 月）]。

壳牌公司断定，尽管WAZ勘探未能

照射盐层下的所有区域，但还是改善了

大部分区域盐下沉积构造的清晰度。未

经特殊处理就将主要的多次波消除。后

来进行了减少测量数据以观察是否还能

获得较好效果的试验，结果表明，在较

深的盐下区域，每隔一条震源线去掉一

条震源线测试获得的图像与完整数据集

条件下获得的图像效果几乎相同。结果

也表明，与震源船位于拖缆后的情况相

比，震源船在拖缆前采集的数据质量更

高，获得的盐下图像更清晰，因为后者

受拖缆偏转的影响较大。这一信息对于

未来的 WAZ 地震勘探设计将会有所帮

助。

该两阶段宽方位角勘探研究的目的

是证明 WAZ 技术对勘探复杂盐下构造

的价值。在第一阶段成像结果获得成功

后，壳牌勘探公司取消了第二阶段的研

究，开始为在墨西哥湾开展一项大型多

客户 WAZ 地震勘探采集作业做准备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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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奇科公司在总结以往地震勘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墨西哥湾进行的两次大型多客户宽方位角地

震勘探作业。第一次地震勘探于2006年完成，地震勘探过程中使用了两艘震源船和一艘拖缆船（上）。
第二次地震勘探在 2007年完成，使用了两艘震源船和两艘拖缆船（下）。在这两次地震勘探中，每艘
拖缆船都配有一个点震源。

> 首次多客户宽方位角地震勘探与窄方位角地震勘探结果对比。窄方位角地震勘探（左）经过全面的多次波抑制处理，而多方位角地震勘探（右）只经

过基本的偏移处理。多方位角图像对盐蘑菇和深部沉积层的照射明显得到改善。

西方奇科公司利用建模和早期

WAZ地震勘探积累经验，设计并实施

了两个大型多客户WAZ地震勘探采集

作业（左图）。这些采集作业的设计改

进包括联络测线交互（双方向行进）

和在拖缆前（而非拖缆后）布置震源

船等[21]。同时还采纳了较宽的联络测

线炮检距来提高信噪比，减弱多次

波，以获得更好的照射效果。

第一次地震勘探于2006年完成，涉

及到墨西哥湾的 222个区块，区域共计

5183公里2（2002英里2），部署了三艘单

震源船。排列宽度为 1200 米（3936 英
尺），布置了10根长度为7000米（22967
英尺）的拖缆，地震勘探航线为双向。

第二次地震勘探在 2007 年完成，涉及

252个区块，区域共计 5895公里 2（2278
英里2），部署了四艘单震源船，其中包

括两艘反方向交错行驶拖缆船上的点

震源。

与同一地区窄方位角地震勘探取

得的图像相比，第一次多客户 WAZ 地

震勘探的图像质量更高，尤其是盐蘑

菇下的区域，经过简单处理后清晰度

和照射度都有了明显提高（下图）。

墨西哥湾第三次和第四次多客户

WAZ地震勘探将于2007年5月启动，勘

探覆盖范围超过 10000 公里 2（4000 英
里 2），其目的是通过船上数据处理获

得一个快速直观的波动方程偏移数据

体，从而使客户在租赁矿区销售最后

期限到来前尽快完成地震勘探。



> Shenzi 油田地震勘探区域（左）及富方位角采集参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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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henzi油田进行的史上第一次富方位角地震勘探方案（左）。图中画出的航线和平台障碍（粉色点）是为了说明一般概念，与实际地震勘探情况是不

一样的。紫色正方形代表E-W线震源覆盖范围，黑色六边形代表三个方向上的震源覆盖范围。此次地震勘探采集到了具有富方位角 -炮检距分布（右）的
数据。

富方位角地震勘探

将多方位角和宽方位角概念综合

后，可以进一步扩大方位角覆盖范围，

该方法即富方位角地震勘探（RAZ）。
2006年，BHP Billiton公司在墨西哥湾的

Shenzi油田首次实施了富方位角地震勘

探。该油田发现于2002年，位于4300英
尺（1300米）的深水区域，离路易斯安

那海岸大约有 120英里（190公里）（右

图）[22]。该油田由Green Canyon 609、610、
653和654区块区块组成。将通过钻开发

井评估Shenzi油田的可采储量，估计可

采储量在3.5－4.0亿桶（5600－6400万
米 3）之间[23]。该项目由 Hess 公司和

Repsol YPF 公司联合开发。

根据三维地震数据确定的目标，

在Shenzi油田钻了探井。但是第一口评

价井钻遇的深度却出乎钻井人员的意

料，因此需要新的高信噪比和高分辨

率数据来建立更可靠的地下储层模型，

以降低未来钻井的风险。经过地震勘

探设计和评估研究之后，BHP Billiton和
西方奇科的地球物理师最终认为，富

方位角地震勘探技术是Shenzi 油田的最

佳选择。做出这一决定考虑的重要因

素包括油藏构造的复杂性、强洋流、钻

机数量及海上平台等。

21. Kapoor S，O’Briain M，Desta D，Atakishiyev I
和 Tomida M：“Subsalt Imaging － The RAZ/WAZ
Experience”，准备发表在第 77 届 SEG 国际年
会暨展览会上，得克萨斯州San Antonio，2007
年 9 月 23-28 日。

22. Howard MS 和 Moldoveanu N：“Marine Survey
Design for Rich-Azimuth Seismic Using Surface

Streamers”， 详细摘要，第 76届SEG国际年会

暨展览会，新奥尔良（2006 年 10 月 1-6 日）：
2915-2919。

23. BHP Billiton 公司准备开发墨西哥湾 Shenzi 油气
田，http://www.bhpbilliton.com/bb/investorsMedia/
news/2006/bhpBillitonToDevelopShenziOilAndGas
FieldInGulfOfMexico.jsp（2007 年 3 月 2 日浏览）。

史上第一次 RAZ 地震勘探由一艘

配有一个震源的拖缆船和两艘震源船沿

着三个方位角（30˚、90˚和150˚）放炮完

成采集作业（下图）。地震勘探方案允

许每一个爆破点至少可以重复三次地震

勘探。



> 在转弯过程中继续放炮和记录可以提高作业效率。在常规地震勘探作业中（左上），每条航线（虚

线）都要延长以确保在每次爆炸中拖缆都处于伸直状态，但是转弯前后扩展的额外长度增加了转弯时
间。而Q-Marine系统使拖缆在转弯过程中能够保持原来的位置（绿色线），因此在转弯过程中能够采
集数据。转弯过程中获得的数据质量与航线上采集数据的质量相当（右上）。转弯过程中得到的数据

有利于地下反射层的整体成像，并与伸直拖缆取得的数据相吻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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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只以小角度转弯过程中拖缆船

继续进行数据记录也是史上首次。在转

弯过程中放炮和记录数据可以提高作业

效率，减少非生产性时间。一般情况下，

地震勘探船只需要延长其航线，在勘探

边界以外较远处转弯，以便当船只重新

进入勘探边界时，拖缆能够伸直，并且

拖缆间具有适当的间隔。上述过程增加

了勘探采集的时间（每次转弯需要多花

两个小时）（下图）。由于转弯过程中拖

缆不能准确沿设计航线行进，而且也无

法准确计算检波器位置，因此在此过程

中通常不采集数据。此外，拖缆沿曲线

移动时产生的噪声太大，无法采集到可

用的数据。

利用Q-Marine系统，能够对拖缆进

行定位和控制，使其在整个转弯过程中

都能保持间距不变。此外，记录来自各

个水下检波器（而不是在记录之前组合

检波器）的数据，能够消除转弯引起的

噪声，转弯引起的噪声与恶劣天气引起

的噪声类似。上述特点促进了原本为非

生产性时间段内有价值数据的采集。在

Shenzi油田工区边缘采集更多数据扩大

了有效成像区域，提高了工区边界周围

目标的成像效果。

与经过全面处理的常规窄方位角地

震勘探相比，只经过基本处理的 Q -
Marine 富方位角地震勘探能够消除更

多的噪声假象，产生更清晰的盐底照射

及盐下反射（下一页，上图）[24]。甚至还

能够确定盐层内的反射。然而，最大的

改进表现在盐下较深的反射上。这样，

BHP Billiton公司的地球物理师能够对获

得较好照射的构造层做出解释。

按照地震勘探计划，RAZ地震勘探

需要持续 105天，而在同一区域中进行

常规地震勘探需要72天。Shenzi油田的

RAZ地震勘探只用了88天的时间和12天
的动迁时间就获得了相当于常规地震勘

探 6倍的数据。时间的节省归功于多个

因素。在三个方向上放炮进行宽方位角

采集避免了对障碍物进行跨越放炮，减

少了加密线放炮时间。由于拖缆拖曳在

较深处，即海平面下12米（39英尺）处，

而且 Q-Marine 单传感器记录的天气原

因所引起的噪声采样非常充分，因此基

本上没有产生与天气有关的停工时间。

在第一次 RAZ 地震勘探取得成功后，

BHP Billiton公司开始着手准备下一个地

震勘探。

西方奇科公司在进行 RAZ 和 WAZ
地震勘探中积累的经验说明了宽方位角

和富方位角地震勘探的一些优点。通过

降低多次波和其它相干噪声能提高地下

同相轴的信噪比。不同方位角的射线路

径能使储层得到更好的照射，而在相同

位置重复放炮能够提高偏移处理的效

率。另外，在转弯过程中采集数据能够

提高效率，西方奇科公司希望能将这一

做法延伸应用到常规三维 Q-Marine 地

震勘探中。



>与经过全面处理的窄方位角地震勘探相比，Shenzi 油田富方位角地震勘探明显提高了盐下同相轴的清晰度。窄方位角地震勘探（左）似乎显示盐下存

在倾斜地层，而富方位角（右）地震勘探却能清楚地对盐下层进行照射。每次地震勘探的排布方式都显示在地震图像旁边。（根据 Howard 的资料修改，
参考文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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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曳深度优化

一种完全不同的改善地震信号的

方法涉及到震源与拖缆之间不同的排

布方式，目的是对噪声及期望的能量

场进行更全面的采样。如前所述，海上

地震数据的采集通常需要根据地震勘

探方案中确定的深度拖曳震源和检波

器电缆。而在确定拖曳深度时，应综合

考虑多种因素，其中包括震源和检波

器深度对记录地震能量频率成分的限

制影响。要想了解震源和检波器排布

方式对信噪比和频率成分的影响，就

需要研究能量从震源到检波器电缆的

传播方式，尤其要研究近表层多次波

增加噪声、减低信号的过程（右图）。

震源释放的能量向上下各个方向

传播。海平面处的负声阻抗差异使上

行波场反转极性向下反射[25]。因为极

性反转，在海平面处反射的波（称为震

源虚反射）与震源产生的下行直达波

产生破坏性干扰，干扰严重到一定程

度时，在特定频率下振幅相互抵消，导

>虚反射多次波，或海平面下侧的反射波。从震源往上传播的能量到达海平

面处发生反射，极性发生改变，严重干扰了从震源向下传播的能量。同样，
从海底向上传播的反射能量也在海平面处发生反射，然后在拖缆处被记录为
检波器虚反射。这些反射波也会严重干扰上行反射能量，使所记录的振幅在

特定频率下降为零，特定频率的大小取决于震源和检波器的深度。

致向下传播的波场在这些频率下的能量

不足。具有上述能量不足的频率（在这

些频率段振幅降为零）称为震源 - 虚反

射陷波频率，与震源深度有关。震源深

度越大，第一个非零震源 -虚反射陷波

频率就越低。

24. Howard M：“Marine Seismic Surveys with Enhanced
Azimuth Coverage：Lessons in Survey Design and
Acquisition”，The Leading Edge，26 卷，第 4 期
（2007 年 4 月）：480-493。

25. 地震信号的极性是指地震记录道中记录的振
幅方向。正振幅与负振幅的极性相反。



>模拟拖缆深度对所记录信号频率成分的影响。将拖缆拖曳到较浅的 8米
处（红色虚线），在第一个非零陷波频率将信号振幅消减为零之前，产生
的信号达到 93赫兹。将拖缆拖曳到较深的 30米处（绿色线），在第一个非
零陷波频率将信号振幅消减为零之前，产生的信号为 25 赫兹。（根据

Moldoveanu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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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弗龙公司在墨西哥湾实施二维地震勘探时所采用的上 / 下拖缆配置。一对
上 / 下拖缆（深蓝色）的拖曳深度分别为 18米和 25.2米，左右两侧位置监测拖

缆的深度为18米，实验控制拖缆的深度为 7.2米。震源深度分别为 5米和 10米。

同样，从深部反射层反射的能量

往上向检波器电缆传播，也会在海平

处反射，严重干扰从深部反射层直达

检波器的能量。这一干扰导致产生多

个电缆-虚反射陷波频率（右上图）。震

源 - 虚反射和电缆 - 虚反射陷波同时存

在，增加了振幅谱的复杂性，使获得的

地震信号存在间断。处理过程中的最

大频率通常不超过第一个检波器陷波

频率，最小频率受采集滤波器的制约，

一般为 3 赫兹。

为了获得最大带宽、最高频率的

数据，通常将震源和拖缆拖曳在较浅

处，使第一个非零陷波频率增大。但

是，拖曳深度较浅具有一些不利因素。

风、波浪和浅洋流增大了采集信号的

噪声。为了尽量减少噪声，只有在天气

适宜的时候才能实施数据采集作业。

而且，较浅的拖曳深度降低了反演所

需要的超低频率（反演是一种从地震

数据中提取声阻抗和其它岩石特性的

处理技术）[26]。

缺失低频信号的另一个缺点是导

致地震波探测能力下降。由于穿透深

度与地震波长有关，所以低频信号缺

失将限制地震能量的传播深度。

增加拖曳深度使数据采集能在一

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下进行，扩大了数

据采集的时令范围，将带宽延伸到较低

的频率范围。随着拖曳深度的增加，地

震成像深度也随之增加，但是记录数据

的最大频率却随之降低，导致图像总体

分辨率下降。

直到最近，地震勘探设计人员还不

得不以牺牲分辨率和高频信号为代价来

提高穿透深度和获得安静的数据采集环

境，或者相反，为提高分辨率和高频信

号而牺牲穿透深度和安静的采集环境。

地震勘探设计人员不得不在浅、深或中

等拖曳深度中做出选择。但是现在，一

种被称为“上 /下”采集的新技术却可

以使作业公司在不受任何不利影响的条

件下同时享受浅拖曳深度和深拖曳深度

带来的益处[27]。

上 / 下拖缆

早在大约5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提

出了在深拖缆上面再拖一根浅拖缆（一

根在上，一根在下）的理论[28]。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人们开始在实际作业中尝

试使用该技术，以降低气候原因导致的

噪声和停工时间[29]。上 / 下拖缆方法的

主要优点在于保留深拖缆低频优势的条

件下，通过上下拖缆的组合填补了非零

虚反射陷波频率，扩大了带宽。而且，

从理论来说，上下垂直分离的两条线性

检波器的组合能将上行地震波场与下行

波分离开来，更易于压制与海平面有关

的多次波 [30]。



>  与常规地震勘探数据（上）相比，上 / 下拖缆数据（下）中的低频成分和信号穿透率都得到改善。
上 /下拖缆上行波场偏移数据显示上 /下拖缆方法提高了陡倾界面图像的清晰度，同时也改善了深部

沉积层信号的低频成分。（根据 Moldoveanu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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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采集观测系统能否成功消除地

震数据中的虚反射陷波，就要看其中一

根拖缆是否可以一直保持在另一根拖缆

的正下方（整段拖缆一直与另一根拖缆

保持在同一垂直平面）。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的拖缆拖曳技术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因此多年来，这种方法一直未在实际作

业中得到应用。尽管存在这些限制因素，

但是科学家们仍在努力开发波场分离技

术，为该技术的最终应用做准备[31]。

最近，数据采集技术已经跟上了处

理方面的发展步伐。采用Q-Marine系统

能够以足够的精度将两条拖缆控制在同

一垂直平面内，为上 /下拖缆技术的成

功奠定基础。为了说明该方法的可行性

及良好的应用前景，雪弗龙公司和西方

奇科公司于 2 0 0 4 年对墨西哥湾的

Genesis 油田实施了二维实验[32]。

根据二维测线采集方案，拖缆拖曳

深度为18米和 25.2米（59和 82.7英尺）。

为了准确计算检波器的位置，在上 / 下
拖缆对的两侧各布置了一根拖缆，拖缆

深度为 18米（前一页，下图）。还在上 /
下拖缆的正上方布置了另外一根拖缆，

目的是获得常规Q-Marine数据，以便进

行实验对照，该拖缆的拖曳深度为7.2米
（23.6英尺）。上述五根拖缆都配有Q-Fin
海上地震拖缆导向装置及完整的声学网

络，以便对中间拖缆实施准确定位。为

了将预计中的低频响应记录在内，带宽

记录范围被扩大到了 1.5 － 200 赫兹。

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对拖缆垂向偏离

和水平偏离实施监测，结果表明，拖曳

深度为 7.2 米的拖缆垂向偏离平均不超

过10厘米（4英寸），水平偏离（联络测

线偏离）一般不超过6米（20英尺）。这

个距离足以将上行波场和下行波场分离

开来。

比较对照数据集和上 /下拖缆的上

行波场就会发现，上 /下拖缆数据的低

频响应和信噪比都有了提高（右上图）。

被断层和刺穿盐丘所界定的盆地中的深

部沉积层以及剖面中盐层近垂直侧和高

倾斜层特征清晰度更高。带宽扩展到低

频后，增加了地震能量的穿透深度，使

深部反射图像比对照数据集中看到的图

像更清晰。

26. 一般情况下，地震数据本身只能提供高频信

息，如每个层界面上的反射率或声阻抗的相
对变化，因此需要低频信息来进行地震数据
反演。低频信息一般从校验炮或综合声波测

井资料中取得，该信息为高频数据的变化提
供基线参考。通过将低频和高频信息进行综
合，可以计算岩石性质的绝对变化。由于地

震反演需要综合地震和井数据，因此在缺少
井信息的情况下，通常无法实施可靠的地震
反演。但是如果地震数据包含完整的低频成

分，则可以在更多区域进行反演。

27. Moldoveanu N，Combee L，Egan M，Hampson G，
Sydora L和Abriel W：“Over/Under Towed-Streamer
Acquisition：A Method To Extend Seismic Bandwidth
to Both Higher and Lower Frequencies”，The Leading
Edge，26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41-42，
44-46，48，50-54，56-58。

28. Haggerty PE：“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Canceling
Reverberations In Water Layers”，美国专利第
2757356 号，1956 年 7 月 21 日。

29. Brink M和Svendsen M ：“Marine Seismic Exploration
Using Vertical Receiver Arrays ：A Means for Reduction
of Weather Downtime”，详细摘要，第 57届 SEG
国际年会暨展览会，新奥尔良（1987 年 10 月
11-15 日）：184-187。

30. Sonneland L，Berg LE，Eidsvig P，Haugen R，
Fotland B和Vestby J ：“2-D Deghosting Using Vertical
Receiver Arrays”，详细摘要，第 56 届 SEG国际
年会暨展览会，休斯敦（1986 年 11 月 2-6
日）：516-519。

31. Posthumus BJ：“Deghosting Using a Twin Streamer
Configuration”，Geophysical Prospecting，41 卷，

第 3 期（1993 年 4 月）：267-286。

32. Moldoveanu 等人，参考文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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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个中间拖缆数据进行谱分析

表明，三个拖缆的上行波场高频响应

优于任何单一拖缆上行波场的高频响

应，其低频响应则与最深处拖缆的低

频响应类似（上图）。

在这次上 /下地震勘探中测试的另

一项创新是上 /下震源方法[33]。气枪震

源组合的拖曳深度为5米和10米，其信

号被拖曳深度为 7.2 米拖缆所记录。在

对上 /下数据进行处理分离出上行波场

和下行波场之后，将从上 /下震源组合

中获得的偏移上行图像与仅仅从上部

震源中获得的图像作比较，结果显示

深部反射层的低频成分和信噪比都有

了提高。

成功完成上述测试后，雪弗龙公

司决定将上 / 下拖缆和上 / 下震源技术

应用到大西洋东北部一个大型项目中，

该项目位于Faroe群岛东部、 设得兰群

岛西部[34]。Faroe-设得兰海峡水深超过

1000米（3300英尺），气候条件恶劣。在

这一英国近海区域（也被称为设得兰

西部地区）进行的勘探活动曾获得很

大的成功（右上图）。然而，由于玄武

岩层影响了下伏构造的清晰度，一些

远景区仍然有待利用可以穿透玄武岩

层的地震成像技术进行更好的圈定和

描述。

玄武岩是一种高阻抗介质。尽管

已经提出各种地球物理方法来改善玄

武岩层的成像结果，但在许多地区，玄

武岩层仍然是进行油气勘探的障碍之

一[35]。其较高的地震速度使地震射线弯

曲，除最低频率以外，所有其它地震能

量都无法穿透玄武岩层。

2005 年，“Western Pride”号船只

完成了该地区的上 /下二维区域地震勘

探[36]。地震勘探目的是要获得比单震

源、单拖缆地震勘探成像更完善的玄

武岩下成像。两个震源的深度分别为12
米和 20米（39和66英尺），两根拖缆的

深度分别为20米和30米（66和98英尺）。

12米处的“上”震源和 20米处的“上”

拖缆结合后获得的图像相当于常规采

集记录图像。

与常规采集图像相比，上 /下图像

可显示玄武岩下更多的低频信息（下

一页，上图），从而能够更有把握地对

玄武岩下构造进行解释。更重要的是，

获得深穿透低频信号并不是以牺牲高

频信号为代价。浅层图像的比较结果

表明，上 /下方法产生的高频足以对浅

层目标进行成像。

对从常规及上 /下采集数据集的浅

层时窗和深层时窗中提取的信号和噪

声进行振幅谱比较，可以了解上 /下采

集技术在扩大带宽方面的表现（下一

页，下图）。在玄武岩之上的浅层时窗，

上 / 下采集方法所采集数据的带宽在 2
－ 60赫兹之间，而常规数据的带宽在5
－ 37赫兹之间，而且还存在陷波频率。

而在玄武岩之下的深层时窗，上 /下拖

缆方法所采集数据的最大频率低于常规

方法所采集的数据。总之，上 /下采集

方法所采集数据的带宽更广，信噪比也

更高。

利用三维技术对上 /下采集技术也

进行了试验应用，并获得了同样好的结

果[37] 。在三维试验应用中，对墨西哥湾

一个盐下远景区利用四对上 /下拖缆在

67英里2（173公里2）的工区内进行了数

据采集。三维试验应用表明，利用上 /
下采集技术可以将带宽扩大到2－63赫
兹，而常规采集的带宽只能达到3－55
赫兹。根据最终偏移图像显示，看起来

并没有扩大多少的带宽却对盐下及盐层

内部的成像反射产生了巨大影响。

>上 /下采集数据振幅谱与参考数据集浅拖缆振幅谱之间的比较。上 /下采

集数据中的上行波场振幅谱（黑色）的带宽大于浅拖缆参考数据（绿色）、
“上”拖缆数据（红色）以及“下”拖缆数据（蓝色）的带宽。上 /下拖缆
上行波场的高频响应也优于任何单个拖缆的高频响应，低频响应与最深处

拖缆的低频响应相似。（根据Moldoveanu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27。）

> 设得兰群岛西部英国海上深水含油气远景区的
水深超过 1000米。一些公司已经成功地对该区域
实施过勘探，在Clair，Schiehallion，Foinaven以及

其它油田（绿色和红色）发现了原油。玄武岩下
存在大量潜在油气层，但玄武岩层阻碍了地震能
量的深度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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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于相同原因其它一些地区

也进行了上/下地震勘探。在巴伦支海，

海底盐露头引起的高声抗差使地震能量

衰减。过去，印度海上致密的海底和深

层玄武岩使成像难以进行。而采用上 /
下方法就有可能对碳酸盐内、碳酸盐下

及其它有盐层的远景区（例如西非海

上）进行成像。

>雪弗龙公司在设得兰西部的上 /下地震勘探成像与常规成像之间的比较。上 /下地震勘探中使用了两个震源和两根拖缆。根据上行波场生成的图像（右
上）包含的玄武岩下低频信息要比常规图像（左上）多得多。黄色箭头指向的是玄武岩顶部。通过玄武岩上方浅层部分放大图（黄色方框）可以了解到
上 / 下方法中低频信号的产生并没有减弱高频信号成分。上 /下图像的浅层剖面（右下）的高频成分与常规图像（左下）的浅层剖面相似。[根据 Hill等人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34（2006 年 6 月）]。

> 应用上 / 下方法（上）和常规方法对设得兰西部实施地震勘探后获得的信号和噪声振幅谱的比较。
对2.9－4.0秒时窗浅层数据进行的谱分析表明，上 /下数据（左上）的带宽大于常规地震勘探带宽（左
下）。上 / 下数据显示信号带宽在 2 － 60 赫兹之间，而常规数据显示的信号带宽在 5 － 37 赫兹之间。

在玄武岩下较深区域，上 /下地震勘探数据（右上）出现峰值的频率低于常规地震勘探数据（右下）。
较宽的带宽和较大的信（蓝色）噪（黑色）水平差异有助于获得具有较深穿透能力的高分辨率图像。
[根据 Hill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34（2006 年 6 月）]。

33. Moldoveanu N：“Source Array for Use in Marine
Seismic Exploration”，美国专利号6961284，2005
年 11 月 1 日。

Moldoveanu N：“Vertical Source Array in Marine
Seismic Exploration”，详细摘要，SEG第 70届国
际年会暨展览会，卡尔加里（2000年 8月 6-11
日）：53-56。

34. Hill D，Combee L 和 Bacon J：“Imaging Beneath
Basalt Using an Over/Under Towed-Streamer
Configuration”，World Oil，227 卷，第 5 期
（2006 年 5 月）：55-61。

Hill D，Combee L 和 Bacon J：“Over/Under
Acquisition and Data Processing：The Next Quantum
Leap in Seismic Technology？”，First Break，24卷，

第 6 期（2006 年 6 月）：81-95。

35. Kumar D，Bastia R 和 Guha D：“Prospect Hunting
Below Deccan Basalt：Imaging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First Break，22卷，第 7期（2004年
7 月）：35-39。

36. Hill 等人，参考文献 34（2006 年 5 月）。

37. Moldoveanu 等人，参考文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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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近海 Arenque 和 Lobina 油田应用 Q-Marine 地震数据井眼校正反演
后得到的孔隙度剖面图。色标突出显示出了两个碳酸盐岩储层中的高孔隙度

区域，使得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能够对开发井位进行优化。上述结果表明，
Arenque油田B井拟定位置将在下面的碳酸盐岩层钻遇高孔隙度区域，因此
决定优先考虑钻探该井。其它井轨迹用黑色线表示。该图左侧标注的是标志

层名称。（根据 Salter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38）。

>  地震数据反演得到的孔隙度 -高度乘积与井中测量数据解释得到的孔隙
度 -高度乘积之间的对比。总的来说，根据地震勘探数据获得的孔隙度 -高
度乘积（紫色）与根据测井数据计算的数值（蓝色）非常接近。这一结果
增加了人们利用地震方法获得孔隙度数据的信心。（根据Salter等人的资料
修改，参考文献 38）。

识别高孔隙度碳酸盐岩地层

碳酸盐岩是三维地震成像面临的

另一项挑战。与玄武岩一样，碳酸盐岩

的高地震速度也能导致射线弯曲，使

其内部构造和下伏地层构造难以成像。

2003年，在墨西哥东北部近海发现

Lobina油田之后，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

需要高分辨率三维地震勘探结果来对

潜在井位进行评价和排序。Lobina油田

与Arenque油田相邻，后者于1968年发

现，改善油藏描述也将使该油田受益。

1996年进行的三维地震勘探由于频率成

分不足导致分辨率较低，因此其应用受

到局限。

利用 Q-Marine 系统进行了新的勘

测设计，以获得更大的带宽，同时保留

储层特性反演所需的真振幅[38]。障碍

物和 30－ 80米（100－ 260英尺）的浅

水深是该设计所面临的挑战。尽管如

此，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320

公里 2（124 英里 2）的地震勘探。

初步处理结果表明，采用新的地震

勘探技术获得的最大记录频率比 1996
年地震勘探的最大记录频率增加了一

倍，达到了 60 赫兹（而 1996 年记录的

最大频率为30 赫兹）。频率成分的增加

极大地提高了解释人员分析关键储层的

能力。

地震勘探的目的是确定两个碳酸盐

岩储层中的高孔隙度区域，第一个储层

是侏罗纪石灰岩，第二个储层是较浅的

白垩纪碳酸盐岩。碳酸盐岩层本身就是

高速层，但在一些层段，高孔隙度导致

地震速度明显降低。

地球物理师将叠后地震数据反演后，

可以对声阻抗进行逐道定量分析 [39] 。利

用从工区内40口井的声波测井和密度测

井资料获得的声阻抗数据进行校正后，

根据这些井的声阻抗-孔隙度关系将地震

声阻抗剖面转换成孔隙度剖面。

所产生的孔隙度数据指示出最佳储

层单元的内部构造，使得墨西哥国家石

油公司能够对Lobina和Arenque油田的

井位进行优化（左图）。通过绘制储层

顶部和底部间的最大孔隙度分布图，墨

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可以计算出最佳储层

的范围。在本例中，下部储层中的高孔

隙度使Arenque油田B井的拟定井位成

为优先钻探的目标。

优先选取潜在井位的另一个方法是

对储层总厚度与孔隙度的乘积进行比较

（左图）。比较结果显示一些井中的孔隙

度 -高度乘积与该井点处根据地震数据

计算出来的孔隙度 -深度乘积对比关系

很好。在地震数据反演孔隙度时没有使

38. Salter R，Shelander D，Beller M，Flack B，Gillespie
D，Moldoveanu N，Gonzalez Pineda F 和 Camara
Alfaro J：“Using High-Resolution Seismic for
Carbonate Reservoir Description”，World Oil，227
卷，第 3 期（2006 年 3 月）：57-66。

39. Salter R，Shelander D，Beller M，Flack B，Gillespie
D，Moldoveanu N，Pineda F 和 Camara J：“The
Impact of High-Resolution Seismic Data on Carbonate
Reservoir Description，Offshore Mexico”，发表在
国际展览会暨 SEG 第 75 届年会上，休斯敦，

2005 年 11 月 6-11 日。



432007 年春季刊

>  Arenque 油田 B 井测井结果。钻该井的目的是为了开发根据地震数据反
演识别出的高孔隙度储层。色标指示出两个碳酸盐岩储层中通过地震反演
获得的孔隙度。B井的钻探目标是Jsa标志层（蓝 -绿点）下面碳酸盐岩储

层中的高孔隙度带（橙色和黄色）。沿着井眼轨迹标明了通过测井数据解释
获得的孔隙度，结果表明两个储层中测井孔隙度与地震方法获得的孔隙度
对比关系很好。该井测试得到的原油产量为 2000桶 /日。（根据Salter等人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38）。

用这些井的数据，因此，上述数据的比

较是对反演定性能力的一项很好的测

试。

根据孔隙度 -高度属性图及最大孔

隙度分布图，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降低

了两个井位的钻井优先权，而是优先考

虑另外两个井位的钻探。在获得地震勘

探数据后，及时将钻机从一个地点转向

另一个优选井点。对根据地震孔隙度数

据实施钻井的Arenque 油田B井进行测

试后表明，其原油产量为2000桶/日（318
米3/日）。地震方法获得的孔隙度数据与

井中测量的孔隙度数据相当吻合（右

图）。

高质量地震数据在降低开发钻井风

险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许多利用二

维或三维地震勘探技术发现的油田通过

采用用来确定最佳开发井位的附加三维

地震勘探可以得到进一步描述。高质量

的三维数据可用于绘制储层内部特性

图，提高加密钻井方案的可靠性。

未来的发展

曾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给油气勘

探带来革命性影响的海上三维地震勘探

技术在许多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能够

扩大方位覆盖范围的新采集技术（例如

宽方位角和富方位角地震勘探）大大改

善了对复杂盐下环境的勘探效果。这些

地震勘探技术能够提高信噪比及储层照

射度。本文中的实例表明，依靠这些地

震勘探技术获得的数据只需经过基本处

理就可得到很好的效果。宽方位角数据

的全面处理正在实施过程中，应用多次

波衰减和优化速度模型进行成像，预计

可以极大地改善地震勘探结果。地震作

业者希望能从 WAZ 和 RAZ 的进一步应

用和实验中得到更多结果，例如将该技

术扩展到碳酸盐岩和玄武岩下地层的勘

探中。其它潜在益处包括：改善成像所

需的速度模型（尤其是存在非均质性的

区域）、更好地描述裂缝性油藏、开展

设计深水井位周围的地质力学研究及浅

层钻井风险的高分辨率成像等。

上 /下方法拖缆之间和震源之间的

垂向布置扩大了信号带宽范围及穿透

力，有助于照射原本被遮蔽的深层构

造。在常规地震方法不能奏效的区域，

该技术不失为一种提高分辨率和低频成

分的可行的地球物理方法。上 /下方法

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拖曳更多数量的拖

缆，最近的一些地震勘探中，船只拖曳

的拖缆数量是四对。西方奇科公司的一

些船只理论上可以拖曳八对拖缆，但至

今还未对此做过尝试。研究人员仍在研

究其它拖缆布置方法，为下一代上 /下
数据采集做准备。

单传感器技术获得的高保真数据保

证了勘探公司在反演程序中输入最佳数

据，以便获得储层属性，例如声阻抗、

孔隙度及其它岩石和流体性质数据。这

使解释人员能够更好地了解储层内部的

情况，更好地布置开发井位。当前的反

演技术需要来自测井或井下地震勘探资

料的低频信息。不过由于海上地震采集

方法（例如上 /下技术）能够增加信号

的低频成分，所以在远离现有井的区域

也可以实施反演技术。

越来越多的公司从海上地震技术的

最新成果中受益，它们不仅会发现更多

的油气储量，也将掌握如何利用地震数

据来降低风险、实现储量接替 、降低发

现成本、减少开发井数量、优化井位并

加快油气田开发速度。              — 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