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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地震勘探是最常用的确定地下

潜在勘探目标的方法。利用三维地震勘

探进行大规模地下地质构造探测，有助

于油气公司绘制地下构造图并选择有利

钻井井位。

一直以来，地震资料主要用于确定

反射层的几何形状及深度。主要是因为

地震波在遇到声波属性不同的地层界面

时会发生反射。

然而，地震反射资料包含的信息远

远超出反射体所在位置的信息，因为每

一次反射都会使反射回来的地震波振幅

发生改变。发生在反射界面处的属性表

现为声阻抗差，声阻抗是波速与密度之

积。地震反射振幅信息可被用来逆向推

导或反演界面两侧物质的相对声阻抗。

通过互相关基于地震数据推导的属性值

和测井数据，解释人员能够将井筒信息

外推到整个反射体。该过程称为储层描

述地震反演。通过地震反演，能够帮助

我们更好地了解井间地层的属性。

本文阐述了地震反演的技术方法，

并介绍了油气公司利用地震反演技术降

低油气勘探、开发和生产过程中风险的

实例。本文在介绍了地震反演技术的用

途之后，对从简单到复杂的反演类型进

行了介绍。通过墨西哥、埃及、澳大利

亚和北海等地区的实例，说明地震反演

技术在精细调整钻井井位、描述复杂油

气藏特征、确定含水饱和度、改善油藏

模拟以及更好地了解地质力学特性等方

面的应用。

地震反演概述

油气勘探开发行业的许多测量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于反演进行资料解

释。究其原因相当简单，对于许多测量

资料解释问题，没有一个可将多种测量

结果，如噪声、损失及其他误差等，关

联起来的公式能获得唯一答案。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求助于反演这一数学方

法，先估算一个结果，然后对照我们的

观测数据检查反演结果，并进行适当修

正，最终得到合理答案。

从地下地层反射回来的地震波能够反映地下潜在油气藏的情

况。当地震波发生反射时，其振幅发生改变，这些变化能够揭示地

下地层的重要信息。地震振幅反演就是利用反射波振幅信息，经过

井数据标定，提取能与孔隙度、岩性、流体饱和度及地质力学参数

相关的详细地层信息。

1. Quirein J，Kimminau S，La Vigne J，Singer J 和
Wendel F：“A Coherent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and Applying Multiple Formation Evaluation Models”，
SPWLA 第 27 届测井年会论文集，休斯敦，
1986 年 6 月 9-13 日，论文 DD。

Jammes L，Faivre O，Legendre E，Rothnemer P，
Trouiller J-C，Galli M-T，Gonfalini M和Gossenberg
P：“Improved Saturation Determination in Thin-Bed
Environments Using 2D Parametric Inversion”，SPE
62907，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美
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2000 年 10 月 1-4 日。

Faivre O，Barber I，Jammes L 和 Vuhoang D：
“Using Array Induction and Array Laterolog Data to

Characterize Resistivity Anisotropy in Vertical Wells”，
SPWLA 第 43 届测井年会论文集，日本大矶，
2002 年 6 月 4-7 日，论文 M。

Marsala AF，Al-Ruwaili S，Ma SM，Modiu SL，
Ali Z，Donadille J-M 和 Wilt M：“Crosswell
Electromagnetic Tomography in Haradh Field：
Modeling to Measurements”，SPE 110528，发表

在SPE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 Anaheim，2007 年 11 月 11-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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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其名称所表示，反演可以理

解为正演模拟（有时被简称为模拟）的

逆向过程。在本文中，正演模拟从建立

地层模型开始，然后通过数学方法基

于该模型模拟某个物理实验或过程，

如电磁、声波、核反应、化学或光学实

验或过程，最后输出模拟响应。如果模

型及假设条件都很精确，模拟响应就

比较接近真实数据。反演是以上过程

的逆过程：即根据实际测量的数据，逆

向推导物理实验过程，最后建立地层

模型。如果反演过程正确，所建立的模

型就比较接近真实模型。

反演技术在勘探开发许多学科中

都有应用，并广泛应用于各种规模、级

别的复杂实验过程：

● 根据感应测井数据计算井筒流体侵

入剖面；

● 利用超声波测井评估水泥胶结质量

（请参见“确保实现长期层间封隔”，

第 18 页）；

● 从多种测井结果提取地层岩性和流

体饱和度数据；

● 根据生产测井资料解释油气水体积；

● 根据瞬时压力资料预测储层渗透率

及其范围 （请参见“智能井技术在

地下储气库中的应用”，第 4 页）；

● 根据井间电磁测量绘制流体前沿；

● 综合电磁和地震测量数据，精细描

述盐下沉积特征[1]。

勘探开发地震专家利用不同反演

类型，如速度反演和振幅反演，解决各

种特殊问题。第一种反演类型，即速度

反演，有时也称为旅行时反演，主要用

于深度成像。采用大间距地震道建立

速度 -深度模型，拟合地震波的波至时

间。这是一个相对粗略的速度 -深度模

型，在深度上可延伸数千米，在长度和

宽度上可覆盖数十万米。基于该模型

进行资料处理，如偏移、叠加，生成许

多读者都很熟悉的地震剖面。地震解

释人员根据地震剖面确定地下反射层

的形状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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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演和反演：正演模拟（上）首先采用地层物性建立模型（本例中使用测
井数据得到的声阻抗），然后合并声阻抗和地震子波或脉冲，输出合成地震

道。相反，反演（下）是从地震道记录数据开始，从地震道记录中去除估算
子波的影响，得出每个时间样点上的声阻抗值。

第二种反演类型，即振幅反演，是

本文的重点。该方法利用地震波在每个

反射点的反射波波至时间和振幅值求解

成像反射体所在地层的相对阻抗值。这

种方法称为油藏描述地震反演，根据测

线或反射界面信息来建立精确的岩石属

性模型。为简单起见，下面我们只讨论

基于模型的反演。其他还有空间适应反

演和离散脉冲反演[2]。

理论上，基于模型的地震反演的第

一步（正演）是先根据测井数据估算的

地层深度、厚度、密度和层速度建立层

状模型。最简单的模型只涉及纵波（P
波）速度（Vp）和密度（ρ），可以用来

反演P波或声波阻抗；包含横波（S 波）

速度（Vs）的模型可以计算S波或弹性

波阻抗。

然后将地震脉冲加到所建立的层状

模型上，形成模拟地震道，即合成地震

道（上图）。反演采用实际地震道，消

除地震脉冲，推导出该地震道处的地层

模型。为获得最佳模型，许多反演流程

都经过多次的正演 -反演迭代，力图使

合成道与实际地震道之间的误差减到最

小。

实际上，反演的每一步都涉及到并

依赖于被反演数据的类型。对于垂直入

射数据，建立初始模型需要从密度测井

记录中获得体积密度，从声波测井记录

中获得纵波速度，这两项数据在反演层

段上都有一定的跨度。遗憾的是，我们

常常只能获得储层的测井数据。在缺乏

声波测井记录的情况下，利用井眼地震

勘探（垂直地震剖面VSP）能够获得必

要层段上的平均波速。如果没有井眼速

度数据，可利用旅行时反演求速度。缺

失的密度数据可根据经验关系估算。对

非垂直入射数据，所建立的模型必须包

含 S 波和 P 波速度。

对垂直入射数据进行常规反演时，

首先将密度 -速度模型转换成反射系数

模型。反射系数表示反射波与入射波的

振幅比，该参数决定垂直入射的地震波

反射后的振幅变化，其大小与界面两侧

声阻抗不同的地层的密度和速度相关。

这样反射系数也表示为界面两侧地层声

阻抗差与声阻抗和的比值[3]。然后再将

深度域反射系数模型通过速度值转换为

时间域模型。

将地震脉冲信号合并到时间域模型

上得到合成地震道。该过程在数学上称

为褶积[4]。地震脉冲信号或子波，表示

来自某个震源的能量包。选择一个模型

子波来匹配处理后的地震数据的振幅、

相位和频率特征值。将该子波与反射系

数模型进行褶积产生合成地震道，该地

震道表示被模拟地层对输入地震脉冲信

号的响应。如果模拟道上有噪音干扰、

信号衰减及多次反射现象，还需要进行

其他处理。

反演操作从实际地震道开始。因为

地震道每一次摆动产生的振幅和形状都

会对反演结果造成影响，在此之前的处

理一定要保护地震信号的相位和振幅，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同类型的反演开始于不同类型的

地震道。主要区别在于叠加前和叠加后

采取的反演方法不同。多数地震勘探都

利用叠后资料提供地下构造图。叠加是

一种通过平均很多地震道达到信号加强

目的的技术。参与平均处理的地震道代

表着共反射中心点的不同偏移距集合的

地震记录（下一页，左上图）。假定每

条地震道都包含相同的信号，但携带的

随机噪音不同。通过叠加形成一条地震

道，使其随机噪音最小，信号振幅等于

所有叠加道的平均信号的振幅。由此产

生的叠加道被认为是共中心点（CMP）
上垂直入射的反射响应。

2. “Space-Adaptive Inversion”，http：//www.slb.com/
content/services/seismic/reservoir/inversion/
space_adaptive.asp（2008 年 4 月 22 日浏览）。

3. 反射系数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正值表示

反射波与入射波极性相同，负值表示反射波
与入射波极性相反。

4. Yilmaz O 和 Doherty SM：Seismic Data Processing，
塔尔萨：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协会，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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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的基本原理。地震道叠加能够加强信号，降低噪音。地震采集船
对各个震源不同偏移距地震道进行采集（上）。图中 S 代表震源，R 代

表反射点，H表示检波器；然后收集各共中心点（CMP）所有炮检距的
地震道形成共中心点道集（中）；进行NMO校正：因大偏移距地震波传
播距离较远，需要对每一个道集进行时间校正，即正常时差校正

（NMO），拉平大偏移距到达波（左下）；将拉平后的地震道取平均值得
到一条叠加道（右下），该道代表垂直入射（零偏移距）地震道。

>相对声阻抗和绝对声阻抗。地震振幅反演产生相对声阻抗（AI）（左）。

但真正的绝对声阻抗（蓝色）包含低频模型（LFM）（红色），必须从井
眼数据中获得或采用其他方法模拟获得（右）。

假设反射层上覆介质速度呈渐进

变化，并且叠加道平均振幅与垂直入

射道振幅相等，那么叠加就是相当合

理的处理步骤。多数情况下，以上假设

条件都能成立，这样就可以在叠加后

的数据上进行反演，即叠后反演。相

反，当地震道振幅随偏移距变化较为

剧烈时，以上假设就不能成立，这样就

只能在未叠加道上进行反演，即叠前

反演。在详细讨论叠前反演前，我们先

讨论较为简单的叠后反演。

将叠加道同合成道（反射系数模

型和子波褶积后合成的地震道）进行

对比，并用这两种道的误差修正反射系

数模型，使合成道的下一次迭代更逼近

叠加道。重复以上过程，直到合成道和

叠加道达到最佳拟合。

创建合成道的方法有很多，也可以

采用各种方法确定合成道和叠加道的最

佳拟合。其中最常用的拟合方法是最小

二乘法反演，该方法使每个时间样点上

的合成道和叠加道误差的平方的总和最

小。这种反演技术采用的是单道反演方

法。其他反演技术采用的是全局优化地

震体反演方法。全局优化反演将在后面

讨论。

最简单的反演情形是首先建立每个

时间样点上的相对反射系数模型，然后

再转换成相对声阻抗。为获得地层属性

参数，如速度和密度，还需要将相对声

阻抗转换成绝对声阻抗。然而，将相对

声阻抗转换成绝对声阻抗需要接近0赫
兹的低频成分，而常规地震资料中没有

包含如此低的低频成分。将上述地震反

演得出的相对声阻抗模型（地震频率范

围内）和根据井眼数据推导出的低频模

型结合起来，可以构建绝对声阻抗模型

（右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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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后反演生成的绝对声阻抗剖面。振幅反演生成的声阻抗剖面图以不同色
码标注，其中低阻抗成份显示为粉色和红色，高阻抗成份显示为蓝色和绿
色。根据密度和声波测井数据计算出的声阻抗显示在图中部井位置处。可以

看出测井声阻抗和地震声阻抗对比关系较好。

> 声阻抗和孔隙度。Jsa地层基于测井记录和岩心资料的孔隙度和声阻抗表
现出较强的互相关性，说明两种属性之间的有效变换能够应用于地震反演结
果。与其他碳酸盐岩地层一样，声阻抗的增加与孔隙度的下降有关。对于Kti
地层还建立了单独的孔隙度 - 声阻抗函数。

利用测井数据间的互相关将地震声

阻抗和地层物性联系起来。例如，通过

交会分析邻近井中测到的声阻抗和孔隙

度，建立二者之间的转换关系，利用该

关系可将地震波阻抗转换成整个地震体

的孔隙度。墨西哥某碳酸盐岩油藏的一

个实例证明了以上技术的有效性。

墨西哥孔隙度反演实例

继2003年发现墨西哥浅海Lobina油
田后，墨西哥石油公司又与西方奇科签

订了一项地震勘探合同，这次勘探采集

到的资料分辨率比1996年的还要好。频

率范围宽的地震资料能够明显提高解释

人员对关键储层的解释能力。该公司的

勘探目标是识别出两个碳酸盐岩层内的

高孔隙度区域。这两个碳酸盐岩层分别

是侏罗纪 San Andres（Jsa）石灰岩层

和浅层白垩纪 Tamaulipas（Kti）碳酸盐

岩目的层。

通过 Q-Marine 高分辨率三维地震

勘探，获得了最大频率为 60 Hz 的地震

记录，该频率是1996年采集的地震记录

最大频率的两倍[5]。利用新地震资料进

行反演，得到了该地区的孔隙度分布

图。根据该孔隙度分布图，公司修正了

已定井位，确定了新井位，并进一步优

化了开发钻井方案。

对叠后地震资料进行逐道反演可以

使地球物理师获得整个地震体内每一条

地震道的相对声阻抗。然后通过与测井

记录上显示的地层进行互相关分析，将

已解释为强同相轴的关键层位从时间域

转换成深度域。 最后将解释层位和对应

测井声阻抗结合起来建立低频模型。基

于该模型将相对声阻抗转换成绝对声阻

抗（左上图）[6]。

孔隙度和声阻抗（基于勘探区块内

的测井数据和岩心数据）交会图表明两

种属性间存在较强的互相关关系，即孔

隙度增加引起层速度和密度下降，因此

导致相应的声阻抗下降（左图）。据此

建立了Jsa和Kti地层的孔隙度 -声阻抗

函数关系式。地球物理师将上述互相关

关系应用到地震声阻抗数据体上，绘制

出了整个油田范围内的孔隙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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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未经钻探的高孔隙度目标层。地震反演结果表明存在一高孔隙度层段
（紫色和红色）。该结果有助于墨西哥石油公司对计划部署井位的区域进行更
加细致的描述。图中黑线表示可能的井轨迹。金黄色线表示已钻井。

>在高孔隙度区域钻井的结果。在预测为高孔隙度的区域，一口井钻穿白垩
系（Kti）和侏罗系（Jsa）两套储层，钻遇孔隙度与这两个碳酸盐岩层的地

震预测孔隙度吻合。图中绿色圆圈表示Kti层的顶部，浅蓝色圆圈表示Jsa层
的顶部。投影到井轨迹上的孔隙度测井记录和地震预测孔隙度采用相同的色
标表示。

利用“盲井”，即在反演中不曾使

用过的井，对照检查上述孔隙度地震反

演结果的可靠性，发现地震反演出的孔

隙度与“盲井”的孔隙度测井记录非常

吻合。这个结果使我们更确信地震计算

结果的可靠性。

孔隙度分布图对确定加密井位具有

重要影响。在附近的Arenque油田，墨

西哥石油公司也进行了同样的地震勘

探，并根据这次勘探成果对四个远景区

进行了更新，尤其对地震体上孔隙度较

高的两个区域给予了优先关注。在其中

一个区域，通过反演计算发现了还没有

钻探过的独特孔隙度特征（右上图）。有

了该结果，就可以据此设计井位，使得

井与Jsa层高孔隙度区的接触面积达到

最大。

在另一区域，地震孔隙度被用来指

导钻井。其中一口井从Jsa层日产油量

达 2000 桶（318 米 3）。根据地震资料获

得的孔隙度与通过测井获得的孔隙度表

现出较好的相关性（右下图）。

与偏移距有关的反演

很多情况下，叠加处理不足以保持

振幅。例如，当地震道振幅随偏移距变

化时（AVO），叠加道振幅就不等于垂直

入射道（即零偏移距道）的振幅。这种

情况下反演就要在未经过叠加的资料上

进行，而且还要模拟那些引起振幅改变

的参数，并用它们促进反演过程。

对 AVO 道进行反演需要做的资料

准备工作和地震道叠加一样： 首先建

立共中心点道集，集内各道按偏移距排

序（偏移距大小与入射角有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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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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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摘
要，第 75 届 SEG 国际年会暨展览会，休斯敦
（2005 年 11 月 6-11 日）：1347-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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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幅随偏移距变化（AVO）。准备步骤与地震道叠加相同，首先将共中心点

道组合成道集，并按偏移距进行排序（上），然后用正常时差速度模型对到
达波进行拉平处理，拉平过程中注意保护振幅（中）。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
平均四条地震道得到的叠加道并不与零偏移距道相似；换句话说，叠加处理

并不能保护振幅。偏移距（θ）与入射角的关系取决于射线路径（下）。

然后应用速度模型对每个道集进行

校正，将所有偏移距范围内的同相轴拉

平到同一个波至时间（上图）。最后，对

指定反射层，沿偏移距追踪、绘制振幅

变化。拉平后的道集和AVO信息组成的

资料将在反演过程中与合成道进行对比

分析。

多数 AVO 反演算法基于反射振幅

与入射角之间的关系。因此，反演前的

附加处理步骤就包括将偏移距转换成入

射角。地震道初始是按震源 -接收点偏

移距标注的。在精确的速度模型上从震

源到接收点进行射线追踪计算入射角与

偏移距的关系。

为加速反演过程，可按入射角大小

将AVO数据集划分成几个子集。例如，

可划分成近偏移距，中偏移距和远偏移

距三个独立的子集。处理办法是将每一

个CMP集内的近偏移距道进行叠加，再

将所有叠加道组成近偏移距道集。采用

同样的方法建立中偏移距道集和远偏移

距道集。然后对每种偏移距道集进行分

别反演。虽然采用这种部分叠加方法

（有时也称为偏移距叠加或入射角叠加）

会导致某些AVO信息丢失，多数情况下

还是能够保留足够的信息以获得合理的

反演结果。

AVO反演比叠后反演复杂的多，因

为 AVO 反演的反射系数计算公式比较

复杂，它不仅与密度和压缩波速度有

关，还与剪切波速度和入射角有关。压

缩波和剪切波的反射波角相关一般表

达式表示为密度、速度和入射角的函

数，即 Zeoppritz 公式[7]。鉴于完整的

Zeoppritz式子比较复杂，地球物理学家

经常采用近似式来生成合成参数，加

速反演过程[8]。

每种近似方法都试图建立一个简化

公式拟合反射波振幅与入射角的关系曲

线（下一页，右上图）。不同简化方法

的区别在于参数项个数（通常两个或三

个）和求解的参数。一些二参数反演公

式可以计算 P波阻抗 Zp（等于ρVp）和

S波阻抗Zs（等于ρVs），三参数反演公

式可以确定Zp，Zs和密度ρ，但计算Zp，

Vp/Vs 和ρ的三参数反演公式也包含着

相同的信息。还有一些近似公式用泊松

比（ν），剪切模量（μ），体积模量（λ）

和ρ表达，同时与 Vp 和 Vs 关联。

能够求解的参数个数与偏移距范围

或有效入射角度和资料质量有关。如果

可得到大偏移距或大入射角范围内的地

震资料，而且大偏移距处信噪比较高，

就可以求解三个参数。如果偏移距有

限，就只能得到两个可靠参数。密度是

最难反演的参数，其反演过程需要大偏

移距和高质量数据。

下面介绍埃及近海采集的 AVO 资

料的三参数反演实例。

尼罗河三角洲反演实例

阿帕奇埃及公司及其合作伙伴

RWE Dea 公司和 BP 埃及公司在尼罗河

三角洲地区地中海西部的深海探区进行

了三维地震勘探[9]。所采集到的地震资

料在含气河道和堤坝状复杂构造体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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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O信息和反射系数及入射角。CMP集内的几种反射（左）都表现出振幅随偏移距变化。图中资料
来自北海的一个实例，详细信息参见第 51页。近似垂直的黑色线对入射角范围进行了限制，入射角

是根据射线追踪计算的。目的层反射发生在 1.26秒处（黄色）。在零偏移距处（垂直入射），反射波表
现出小的正振幅－波峰向左摆，接着转为负振幅－波峰向右摆。可以采用不同方法来对反射系数 -入
射角关系进行模拟（右）。这里给出了双层模型的各种属性参数（右上）。R0表示零偏移距处的反射系

数。根据 Zoeppritz 公式计算出的精确解在图中以黑色曲线表示。其他曲线都是近似解，取自参考文
献 8。

>声波属性与含水饱和度（Sw）的相关性。从P波阻抗的测井记录、含水饱

和度和Vp/Vs 三者的交会图可以得出三者之间的关系。该关系可以用于地震
反演结果。红色表示纯净含气砂岩，绿色表示层状砂岩，蓝色表示含水砂岩。

（根据 Roberts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9。）

7. Zoeppritz K：“Über Erdbebenwellen，VIIB：Über
Reflexion und Durchgang seismicher Wellen durch
Unstetigkeitsflächen”，Nachrichten der Kö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Mathematisch-physikalische Klasse（1919年）： 57-
84。

8. Aki K 和 Richards PG：Quantitative Seismology：
Theory and Methods。旧金山：W.H. Freeman and
Company，1980 年。

Connolly P：“Elastic Impedance”，The Leading Edge，
18 卷，第 4 期，（1999 年 4 月）：438-452。

Pan ND和Gardner GF：“The Basic Equations of Plane
Elastic Wave Reflection and Scattering Applied to AVO
Analysis”，报告 S-87-7，休斯敦大学地震声波
实验室，1987 年。

Ruger A：“P-Wave Reflection Coefficients for
Transversely Isotropic Models wi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xis of Symmetry”，Geophysics，62卷，
第 3 期，（1997 年 5-6 月）：713-722。

Shuey RT：“A Simplication of the Zoeppritz
Equations”，Geophysics，50 卷，第 4 期（1985
年 4 月）：609-614。

Smith GC 和 Gidlow PM：“Weighted Stacking for
Rock Property Estimation and Detection of Gas”，
Geophysical Prospecting，35卷，第 9期（1987年
11 月）：993-1014。

9. Roberts R，Bedingfield J，Phelps D，Lau A，Godfrey
B，Volterrani S，Engelmark F和Hughes K：“Hybrid
Inversion Techniques Used to Derive Key Elastic
Parameters：A Case Study from the Nile Delta”，The
Leading Edge，24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

86-92。

现出较强的振幅。但仅有振幅一种属性

不能可靠指示含气饱和度：两个截然不

同的含气层（一个是高含气饱和度，另

一个是低含气饱和度）都表现出较强的

振幅特征。因此，从地震资料中提取密

度信息就成为确定含气砂岩是否具有工

业开采价值的关键因素。

叠前反演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当前用

来优化评估和开发计划的油藏模型。本

次勘探的特点是采用了长达 6 0 0 0 米

（19690英尺）的长偏移距，因此完全能

够满足三个弹性参数的AVO反演，即P
波阻抗，S波阻抗和密度。通过对地震

资料与测井资料的相关性进行分析，阿

帕奇公司对 1500 公里 2（580 英里 2）探

区内的岩石和流体物性进行了预测。

根据探区内5口井的测井资料推导

出的岩石 -属性相关关系，基于Vp/Vs和

P 波阻抗对探区内的岩石 - 流体进行了

分类（右下图）。砂岩含水饱和度高低

不同，这种流体含量上的差异应在反演

结果中明显体现出来。



>观测 AVO道集和合成 AVO 道集的对比分析。根据观测 AVO 道集（右）反

演出的Vp、泊松比和密度分别绘制在左侧三道中），黄色阴影表示不确定性
范围。根据Vp、泊松比和密度模型建立的合成道集绘制在第四道。可以看出
合成AVO道集和观测AVO 道集比较吻合，表明所建立的属性模型能够代表

实际地层模型。（根据 Roberts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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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度反演。在尼罗河三角洲气田上进行的 AVO 反演结果预测出气藏上部（第 1 层）为低密度（红

色），下部的第 2和第 3层是高密度（绿色和黄色）。井筒测量的密度值采用和地震反演密度剖面同样
的色码绘制在图中心位置。右侧插图是测井记录，其中黄色阴影的自然伽马曲线段表示实际被测的砂
岩层段，高电阻率曲线段表示存在油气。图中没有显示地震振幅剖面，但对应地震振幅剖面表明该气

藏所有层都显示出高振幅值，因此根据振幅剖面无法将高含气饱和度的第1层与低含气饱和度的第2
和第 3 层区分开来。

反演流程结合了全波形叠前反演和

三参数AVO反演。叠前反演仅在几个稀

疏的样点上进行，用来预测背景Vp/Vs变

化趋势，结合测井资料，建立低频模型，

最后合并到AVO反演结果中。合成结果

和实际结果比较吻合（左图）。

将三参数 AVO 反演结果转换成相

对波阻抗，并与低频背景模型合并以便

得到 P波阻抗、S波阻抗和密度的三维

体。然后，根据岩石物理分析推导的变

换公式，将这些弹性属性转换成净毛砂

岩体和体积含水饱和度。

我们发现密度体是一个可靠的流体

饱和度指示参数。在高地震振幅位置上

钻的Abu Sir 2X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该井钻遇了一个高含气饱和度层、两个

较深的低含气饱和度层（左下图）。根

据地震资料推导的该井密度剖面也预测

这两个深层具有低含气饱和度。地震反

演的密度结果确定出一个高饱和度层

段，并显示该层段横向上的展布有限。

反演结果可从不同方面进行检验。

例如，沿地震体追踪 Abu Sir 2X 井钻遇

的其中一个非经济层，结果发现了可能

包含高含气饱和度储层的区域（下一

页，下图）。从该地区其他井的钻遇气

藏来看，该气层位于下倾位置，但密度

和含水饱和度分布图支持该下倾区域含

气饱和度较高且不含水这一解释结论。

根据本研究结果，确定了一口新井，即

Abu Sir 3X 井。

10. 有关详细资料，请参见：Chou L，Li Q，Darquin
A，Denichou J-M，Griffiths R，Hart N，McInally
A，Templeton G，Omeragic D，Tribe I，Watson K
和Wiig M：“通过地质导向提高产量”，《油田
新技术》，17 卷，第 3 期（2005 年秋季刊）：
54-63。

11. Pickering S 和 McHugo S：“Reservoirs Come in All
Shapes and Sizes，and Some Are More Difficult Than
Others”，GEO ExPro，第 1期（2004年 6月）：34-
36。

McHugo S，Cooke A和Pickering S：“Description of
a Highly Complex Reservoir Using Single Sensor Seismic
Acquisition”，SPE 83965，发表在 SPE 欧洲近海

会议上，阿伯丁，2003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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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砂型砂岩的特征。非固结砂（金色）流入上覆页岩层形成注入型砂岩。
这些砂岩的特点是形状很不规则，采用地震方法难以成像。

> 沿油藏追踪反演结果。以上各图是从地震资料中提取的参数及反演结果，目的层位是 Abu Sir 2X 井
中的第 2 层，属于非经济低含气饱和度层。根据原始振幅剖面（左上），可以看出在 Abu Sir 2X 井附

近表现出振幅异常，但对应密度图却没有类似表现（左下）。在振幅剖面图上蓝色和绿色表示低振幅
值，红色和紫色表示高振幅值；密度剖面图上红色表示低密度值，蓝色和绿色表示高密度值。右上图
是P波阻抗图，低阻抗值以红色和紫色表示，高阻抗值以蓝色和绿色表示。振幅、密度和P波阻抗图

上都在东南角处表现出异常值，该处已计划打一口新井。右下图是将反演结果转换成含水饱和度的结
果，从图中可以看出，新计划井应能钻遇低含水饱和度层。（根据Roberts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9。）

反演提高可见度

在有些情况下，两种岩性间的声阻

抗差异很小，以至于界面间几乎不能形

成垂直的入射反射。例如，高密度低P
波速度的含油砂岩和低密度高P波速度

的页岩几乎具有相同的声阻抗值。如果

声阻抗值差异不明显，就很难利用传统

的地表地震采集和处理方法检测出这类

油气藏。

北海的 Alba 油田就属于低阻抗差

异油藏。Alba及类似油藏都被解释为注

入型油藏，是由于在不同应力差时期内

非胶结砂向上覆页岩注入或流动形成的

（右上图）。这类复杂储层一般表现出高

孔隙度砂岩分布混乱的特征。采用地震

成像方法往往无法发现，但在钻探较深

目的层过程中却能不经意遇到[10]。

在北海中部某区域，一家作业公司

希望改善 Balder 层段注入储层砂岩的

地震描述结果，该层段在地震上特别难

以成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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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波属性与岩性的关系。Vp/Vs 和μρ（剪切模量与密度之积）的交会图与
砂岩体积存在一定的关系：高含砂量与低Vp/Vs和高μρ相关。将这种关系应

用到地震反演出的 Vp/Vs 和μρ可生成地下岩性图。

>含砂概率。反演得到的Vp/Vs和μρ与含砂概率之间的相关性表现为一种直

接的关系：μρ增加，Vp/Vs 减小，含砂概率则增加。将这种关系应用到地震
反演结果可生成含砂概率图。

基于测井记录进行岩性建模研究

已证明，通过地震资料叠前反演可能将

纯净砂岩与其周围页岩区分开，但现有

地表地震资料分辨率却不足以分辨这两

种岩性。

为了绘制油藏产层的分布和厚度

图，确定单个砂翼的几何形状，评估油

藏连通性，设计了一个新的地震测量项

目。利用Q-Marine系统进行地震采集工

作能够精确定位电缆，精选空间采样

点、标定震源和检波器。以上所有能力

优势都有利于地下构造的精确成像、加

强干扰波压制、扩大带宽、保护振幅和

相位信息，这一切对获得成功反演结果

都非常重要。

通过分析穿过储层的三口井的测

井记录，找出P波和S波波速、ρ、μ、

λ、岩性和流体饱和度之间的相关性。

例如，绘制Vp/Vs与μρ交会图，并用岩

性色标进行标注，显示出高含砂量与低

Vp/Vs 和高μρ值相关（左图）。将这些

关系应用到地震反演计算出的Vp/Vs，绘

制地震体上的高含砂分布图。

将叠前地震资料划分成 7 个角道

集，每种包含 7˚ 范围内的反射波资料

（总范围 0 － 49˚）（下一页，下图），然

后进行三参数AVO反演，估算出P波和

S波反射系数以及密度差。据此再反推

出P波和S波阻抗及密度，最后得到μ

ρ、Vp/Vs 和λ/μ数据体。

用含砂概率色标沿注入型砂层段

绘制Vp/Vs和μρ的地震结果交会图（左

图）。然后将该色标应用到地震反演出

的岩石常数体，生成可解释的三维立方

体含砂概率图。对含砂概率体积剖面进

行详细分析，发现有一处倾斜度较高的

注入型砂岩（下一页，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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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反射振幅与含砂概率的对比。在地震反射成像图（左）中心位置有一处倾斜度较大的特征，对

应的含砂概率较高（右）。该构造高 80米（260 英尺），具有典型注入型砂储层的形状和纵横比特征。

> AVO反演流程。输入资料包括 7˚偏移距范围内的叠前AVO道集，声波和密度测井资料（左）。第一步进行三参数反演，计算出P波和 S波反射系数及密

度差。第二步用第一步的结果反推出 P 波和 S 波阻抗及密度，最后提取出岩石属性值，包括μρ、Vp/Vs 和λ/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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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侵直观分析。图中含砂概率高的体积分别用黄色、金黄色和红色表示，含砂概率低的部分表示
为透明色。阻挡砂侵的下伏砂岩层的上表面表示为蓝色。（根据 Pickering和McHugo的资料修改，参
考文献 11。）

>  寻求最小值。许多反演方案都试图使具有多个
最小值的多维、非线性价值函数最小化。在本例
中，最小值表示三维地表上的最低点。根据所采

用的算法和起始点不同，所找到的最小值可能是
局部最小值（附近范围内的最低点），而不是全局
最小值（整个地表上的最低点）。

采用三维可视化技术，周围的页岩

（含砂概率较低的岩性）做透明处理，可

对含砂概率体积进行集中照射（上图）。

直观的可视化展布和高质量的注入砂体

描述结果对这些复杂储层进行优化开发。

同步反演

以上例子采用的都是单道反演技

术，即首先进行单道反演，然后在反射

系数显示图上合并单道结果。丹麦

Ødegaard 公司（现属于斯伦贝谢公司）

的地球物理师开发出了一种同步反演技

术。该技术可同时对所有地震道进行反

演，寻求全局最优岩性模型[12]。

全局优化是一个术语，它指的是旨

在为具有多个局部解问题寻找一个综合

解的几种方法。反演问题就成为寻找多

维、非线性函数的绝对最小值（右图）。

这好比在丘陵地表上放一个球，并让其

滚向最低处。球可能卡在附近较低点，

即局部最小值，或整个范围内的最低处，

即全局最小值。球最终停留在哪里与其

开始滚动的位置及滚动的方向有关。

同样，一些反演技术主要依靠起始

模型，如此可能找到一个局部最小值，

但不是绝对最小值。全局优化通过采用

新的求解方法，试图找到绝对最小值。

可利用各种方法获得这样一个解。

Ødegaard公司开发的ISIS油藏参数预测

技术所采用的方法是模拟“退火”方法。

模拟退火法基于一个类似的物理

过程。在冶金学上，退火是一个对金属

先进行控制加热，随后再冷却的过程。

加热可提高金属原子内部能量，导致

金属原子放弃其在晶体构造中的原有

位置。然后通过逐渐冷却使原子达到

较低的能量状态。通过正确控制加热

和冷却过程，金属体系会变得更有序，

晶体尺寸增大，由此生产的金属瑕疵

降到最低程度。

模拟退火反演不是使系统的热动力

能量最小化，而是使目标函数（也称为

价值函数）最小化。采用从第一个解附

近随机挑选一个解代替起始解这样的算

法。如果新解能够降低价值函数，则保

留新解，并重复以上过程。如果新解不

如前面的一个解好，再随机挑选一个解

进行试验。与其他方法相比，模拟退火

反演在某些方法上有所改进，也就是说

允许使用某个“不太好”的解，如果该

解有助于调查较大解空间的话。

ISIS同步反演价值函数由四个罚项

组成，这四个罚项共同最小化得出最佳

解。第一项包含地震数据与合成数据的

误差惩罚，第二项包含反演过程中低频

声阻抗的变化趋势，是通过惩罚估算声

阻抗模型与低频模型的偏差确定的。第

三项通过引入估算声阻抗模型水平方向

上的变化惩罚来压制横向非相关干扰

波。第四项引进一个层状边界的稀疏参

数化背景模型。以上各项都可以进行修

正，从而满足更为复杂的数据类型要

求，例如延时勘探和横波数据等。

同逐道求反射系数的方法相比，同

步反演具有好几项优势。同步反演对整

个带宽内的地震信号一视同仁，从低频

到高频，全部参与反演，提高了分辨率

和精确度。

ISIS反演算法可用于多种地震数据

（下一页，右上表）。下文将集中讨论三

种特色应用案例：第一个是选自澳大利

亚的三维 AVO研究案例，第二个是选自

北海的延时勘探案例，第三个也选自北

海，是采用海底传感器的多分量案例。

澳大利亚发现油藏实例

对多数地震勘探来说，采集和处理

的目的都仅仅是为了反射体成像，没有

打算进行地震反演。但当勘探设计、采

集和处理都适合反演方案的要求时，地

震反演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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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某油田的地震成像剖面。左图是1998年的资料重新处理后的剖面：海底附近的高声阻抗层
产生多次波，使得阻抗差较低的储层难以成像，这部分储层在图上位于黄色阴影区，大约在 2100 到
2200毫秒之间。右图是Q-Marine成像剖面，与 1998年的结果相比， Q-Marine的剖面干扰减轻，构造

特征分辨率提高。（据 Barclay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4。）

>  ISIS 同步反演的各种应用。

在澳大利亚西部近海地区作业的

Santos 有限公司及其合作伙伴都期望

提高油藏采收率，而精确的油藏成像

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13]。然而，即使对

1998 年采集的地震资料进行了重新处

理，所得到的结果仍然不能用来解释

主要油藏的上下界面[14]。

对测井资料进行岩石物理分析，

表明该油藏和其上覆页岩间的 P 波阻

抗差非常小。这解释了在垂直入射的

反射波资料上难以进行油藏识别的部

分原因。但是，如果在适当偏移距范围

内采集到AVO资料，就应该能观察到较

大反差的泊松比。

除了低反射系数问题，1998年采集

的地震资料干扰波也很严重。澳大利亚

西北部大陆架近海地区靠近海底有一个

高声阻抗差层。该层滞留地震能量，产

生多次波，从而影响地震记录质量。

西方奇科的勘探评估和设计

（SED）专家对旨在新勘探中消除干扰

波、提高整体记录质量的方法进行了调

查。消除多次波中的干扰波要求对海底

构造进行精确成像，如果记录到极小的

偏移距资料，这是可以实现的。采用间

距为 3.125 米（10.25 英尺）的 Q-Marine
检波器组合既可以采集到理想的信号，

也可记录这样的噪音，这将有利于有效

消除后者。模拟研究表明，要捕捉到油

藏水平的AVO效果，需要拖缆长度超过

5000米（16400英尺）。该长度能够提供

10 － 50˚ 入射角范围内的资料。

对比2006年的Q-Marine勘探反射振

幅成像结果和 1998 年资料的重新处理

结果，表明2006年采集的资料构造成像

好，干扰小（右图）。处理过程中所进行

的试验确定了能够优化反演的步骤。

12. Rasmussen KB，Brunn A 和 Pedersen JM：

“Simultaneous Seismic Inversion”，发表在第66届
EAGE 会议暨展览会上，巴黎，2004 年 6 月 7-
10 日。

13. 合作伙伴包括科威特对外石油勘探公司
（KUFPEC），日本石油勘探公司和 Woodside 能
源公司。

14. Barclay F，Patenall R 和 Bunting T：“Revealing the
Reservoir： Integrating Seismic Survey Design，
Acquisition，Processing and Inversion to Optimize
Reservoir Characterization”，发表在第 19届ASEG
国际地球物理会议暨展览会上，西澳大利亚
州珀斯，2007 年 11 月 18-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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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波阻抗同步反演。地震反演声阻抗剖面与四口井的测井声阻抗剖面表现出较好的相关性。井中测
到的阻抗值绘制在每一道的中央，色码比例与绘制反演结果的比例相同。储层顶部用近似水平的黑线
标记。白色曲线表示未按比例绘制的含水饱和度测井曲线，向左表示饱和度减小。在每一道的右侧是

井眼处测井声阻抗曲线（红色）和根据地震资料计算的地震反演声阻抗曲线（蓝色）。（根据 Barclay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4。）

> 泊松比反演。在该油田，泊松比是比声阻抗更好的一个储层质量评估参数。图中绿色表示低泊松比，一般代表高质量的砂岩。反射振幅易受大入射角

泊松比影响。反演角度扩大（5－ 42˚）后（右），所计算出的泊松比干扰减小，而泊松比相同的区域，大入射角度的泊松比比小入射角（5－ 35˚）的泊松
比显得更连续（左）。图中白色圆圈代表井位。（根据 Barclay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4。）

P波阻抗反演结果质量较高，与该

油田四口井的测井值极为一致（左图）。

虽然与上覆地层的声阻抗变化相比，储

层顶部的声阻抗变化要小的多，但通过

同步反演还是能够精确检测出其微妙的

上升趋势。

储层顶部的P波阻抗差较小，但泊

松比差较显著，这是一个潜在的较为有

用的衡量储层质量的特征参数。采用大

入射角范围进行反演更能精确估算泊松

比。通过对比不同角度内反演出的泊松

比，发现角度越大反演结果分辨率越

高，干扰越小（下图）。

延时反演

同步反演能够组合不同时期的资

料，突出显示岩石和流体属性随时间的

变化。该方法最近在 Norne油田进行了

试验，作业者StatoiHydro公司试图通过

该方法将采收率从40%提高到50%以上。

Norne 油田进行了多次延时（即

4D）地震勘探[15]。该油田砂岩储层质量

好，孔隙度为25%－32%，渗透率从200
到2000毫达西，所有这些条件非常有利

于延时监测。流体饱和度和压力的变化

使地震振幅和弹性阻抗的变化很显著。



572008 年春季刊

> 延时反演。声阻抗反演结果（上）和泊松比反演结果（下）都采用了基于模拟结果的低频模型。在

三维体积图（右上）中，图的后面和侧面表示2003年的声阻抗值。水平表面是2006年的声阻抗与2001
年的声阻抗之比的时间切片。声阻抗增加（红色）解释为水驱替原油所致。两口井的绝对声阻抗对比
结果（左上）表明，测井结果和 2003 年的声阻抗值具有较好的相关性。每条测井数据道上的红色箭

头均指向目的层顶部。测井数据道上绘制的数据包括井数据（红色）、地震反演结果（蓝色）和低频
模型结果（绿色）。下图是泊松比反演结果，绘制方法与声阻抗反演结果相同。图中的 C井在三维体
积图之外。

1992年，在Norne油田进行了第一

次三维地震勘探。这次大型勘探是在开

采和注水、注气前进行的，但没有被当

作是延时监测的基准。在2001年，采用

可重复采集系统第一次进行了 Q -
Marine 勘探。2001 年的勘探成为 2003、
2004和2006年监测勘探的基准，这几次

勘探也都采用了 Q-Marine 技术。

从一开始，延时监测就为优化油田

开发提供了关键信息。2001和2003年的

AVO反演结果之间的差异说明储层声阻

抗发生了变化，可以解释为含水饱和度

有所上升[16]。根据这一结果，修改了某

区域上一口井的轨迹，目的是避开被推

测为高含水的地层[17]。

最近，评估有效应力的变化对优化

油藏开采和注入方案变得越来越重要。

为充分了解生产对油田的持续影响，

StatoiHydro和斯伦贝谢共同开展了同步

反演项目，该项目综合了七口井的测井

资料和所有可利用的地震资料，以及来

自 ECLIPSE 油藏模型的生产资料[18]。

ISIS同步反演计算出了基准值，并

根据延时地震资料对声阻抗和泊松比的

变化进行了分析（右图）。为了补偿地

震带宽中低频信息的缺失（确定绝对弹

性属性所必需的信息）的影响，还建立

了背景模型。对基准勘探，通过外推弹

性井眼值到整个目的层，推导出背景模

型，并用关键解释层和每一层段的地震

速度来约束模型。

15. Osdal B，Husby O，Aronsen HA，Chen N 和 Alsos
T：“Mapping the Fluid Front and Pressure Buildup
Using 4D Data on Norne Field”，The Leading Edge，
25 卷，第 9 期（2006 年 9 月）：1134-1141。

16. Khazanehdari J，Curtis A 和 Goto R：“Quantitative
Time-Lapse Seismic Analysis Through Prestack Inversion
and Rock Physics”，详细摘要，第 75 届 SEG 国

际年会暨展览会，休斯敦，2005 年 11 月 6-
11 日：2476-2479。

17. Aronsen HA，Osdal B，Dahl T，Eiken O，Goto R，
Khazanehdari J，Pickering S 和 Smith P：“延时地

震技术新进展与应用”，《油田新技术》，16
卷，第 2 期，（2004 年夏季刊）：6-15。

18. Murineddu A，Bertrand-Biran V，Hope T，Westeng
K 和 Osdal B：“Reservoir Monitoring Using Time-
Lapse Seismic over the Norne Field ：An Ongong Story”，
发表在挪威对外石油地球物理双年研讨会
上，挪威 Kristiansand，2008 年 3 月 10-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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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模型对反演的影响。声阻抗延时反演剖面（上）和泊松比延时反演剖面（下）表明，采用不同
的背景模型得出的反演结果不同。以上剖面都集中在一个区域，该区域的油藏模拟模型包含一个导致

气体运移的渗透性断层。基于含延时信息的背景模型计算的声阻抗剖面（左上）显示穿过断层后声阻
抗（红色）下降。而在基于无延时信息的背景模型计算的声阻抗剖面（右上）中，阻抗值的下降仅局
限在断层上面的区域，表明该断层是不渗透的。泊松比反演结果也表明该断层是可渗透的，但前提是

采用了考虑模拟资料的背景模型（左下）。图中各黑色曲线指示前一张图中红色箭头所指示的地层顶。
振幅表示 2004 与 2001 年的振幅比。

> 多分量地震数据。PZ 反射的共中心点（CMP）
道集和PS反射的共中心点（CMP）道集显示的地
震道从左到右偏移距逐步增加。各色带表示不同

入射角范围内的记录。几种反射都表现出AVO效
应，但在PZ和PS集上表现不同。例如，在PZ集
上，红色虚线处的反射波在零偏移距处振幅稍大

于零，随着偏移距增大，逐渐降低到零，而在PS
集上，来自同一反射体的波至在零偏移距处有很
强的正振幅，而后随着偏移距的增加逐渐减小。

对延时低频模型，基于 ECLIPSE 油

藏模型分三步计算弹性值：首先利用速

度模型将油藏属性值从深度域转换到时

间域，然后再利用岩石物理模型将时间

域属性转换成弹性变化值，最后利用在

延时旅行时差上观测到的地震速度变化

约束属性变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

经过时间转换的油藏属性和利用地

震资料推导出的旅行时间变化值之间的

独特结合可得出精确的弹性变化值，与

油藏模拟结果一致。而使用和不使用校

正背景模型，反演结果大不相同（上

图）。

StatoilHydro油藏管理小组计划利用

以上结果追踪注水前缘，评价注水、注

气效果，计算压力分布，更新油藏模型。

多分量反演

前面的例子处理的都是P波数据的

反演。拖缆地震勘探只激发和记录 P
波；S波在流体中不能传播。震源激发

产生的压缩波在到达海底或其下转换成

剪切波，然后按照在地下固体地层中传

播的方式传播，但这些剪切波必须再次

转换成P波，才能穿过海水，被海面上

的检波器记录。在AVO分析过程中可以

拾取关于 S 波速度和剪切模量μ的信

息，但并不能记录 S 波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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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量数据的同步反演。上图是仅利用 PZ 资料反演出的声阻抗剖面（左上）和密度剖面（右上），
下图是利用 PZ 和 PS 组合资料反演出的声阻抗剖面（左下）和密度剖面（右下）。从图中可以看出，

PZ和PS反演结果分辨率高，连续性好。特别是密度剖面，与测井数据的相关性较好。图中近似水平
的黑线表示解释层位。（根据 Rasmussen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21。）

然而，如果能在海底布置检波器，

就有可能记录到 S 波资料。洋底电缆

（OBC）正是为此目的而设计。一般情况

下，洋底电缆有四个多分量检波器－三

个陆上检波器和一个水中检波器，按照

采集技术参数规定的间距放置[19]。陆上

检波器检测S波运动的多个分量，水中

检波器（和拖缆检波器一样）检测P波

信号，即 PP 波至。陆上检波器也记录

P波，主要是垂直分量，从而产生PZ信
号。

多分量勘探使用的震源和拖缆勘探

使用的一样。震源激发产生P波，然后

在海底或更深处转换成S波。所记录的

信号称为 PS 资料。虽然多分量勘探在

采集和处理上比单分量勘探复杂的多，

但多分量勘探可以提供单分量勘探不能

提供的资料。

斯伦贝谢对北海某凝析气田上采集

到的多分量地震资料进行了反演，这一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地震数据体反演

出P波阻抗、Vp/Vs和密度这三个弹性值，

将其作为计算大范围岩石力学属性的输

入。岩石力学属性用于建立三维岩石力

学模型（MEM）[20]。

PZ和PS资料处理要比常规单分量

资料处理复杂得多。这两种数据虽然是

在同一地震勘探项目中记录的，但属性

如振幅、速度和 AVO 表现等大不相同

（前一页，右图）。

为评价 PS 资料的价值，我们对比

了PZ资料的同步反演结果和PZ、PS组
合资料的同步反演结果（右图）[21]。发现

基于PZ和PS资料的声阻抗和密度反演

结果比仅基于 PZ 资料的相应反演结果

分辨率高，与测井资料吻合较好。

19. 采集多分量数据的勘探也称为 4C勘探。详细
信息请参见 Barkved O，Bartman B，Compani B，
Gaiser J，Van Dok R，Johns T，Kristiansen P，
Probert T 和 Thompson M：“多分量地震方法的
应用”，《油田新技术》，16 卷，第 2 期（2004
年夏季刊）：42-56。

20. Mohamed FR，Rasmussen A，Wendt AS，
Murineddu A 和 Nickel M：“High Resolution 3D
Mechanical Earth Model Using Seismic Neural

Netmodeling：Integrating Geological，Petrophysical
and Geophysical Data”，论文A043，准备发表在

第 70届 EAGE会议暨展览会上，罗马，2008年
6 月 9-12 日。

21. Rasmussen A，Mohamed FR，Murineddu A 和
Wendt AS：“Event Matching and Simultaneous
Inversion － A Critical Input to 3D Mechnical Earth
Modeling”，论文 P348，准备发表在第 70 届
EAGE会议暨展览会上，罗马，2008年 6月 9-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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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岩石力学模型（MEM）的声波属性。根据地震资料反演出的声阻抗帮助建立了一个具有力学属

性的三维 MEM。右图显示的是模型中 10层中的一层。左边第 1道是沿井筒（X井）提取的声阻抗值，
这部分数据在建立三维 MEM时没有采用。第 2道是地震反演结果，第 3道是序列高斯模拟（SGS）结
果，第 4道是克里格结果。第 1道上的原始声阻抗值分别与后三道上的结果进行对比。图中每一道上

的红色竖条表示两种结果的误差百分比。SGS和克里格两种方法没有采用地震数据。可以看出地震反
演出的声阻抗与测井声阻抗之间的匹配性远好于其他两种方法。（根据Mohamed等人的资料修改，参
考文献 20。）

> 声阻抗楔型模型。模型各层从左到右逐层增厚。在选定的CDP号上的合成
井以黑色曲线表示，曲线代表含水饱和度。该模型用于生成合成地震剖面。

CDP 5 上的声阻抗是建立用于反演合成地震剖面的背景模型的基础数据。

地震反演声阻抗提高了岩石力学模

型的精度。我们选用了一口在反演标定

中没有使用过的井进行试验，将反演预

测的声阻抗与井中测量的声阻抗进行对

比（左图）。在 10 层的岩石力学模型

（MEM）上，测井声阻抗与反演声阻抗

非常匹配，而与采用常规生成岩石力学

属性的方法（没有合并地震属性）建立

的模型之间匹配性不太好，且在某几个

层上的误差很大。

利用反演进行预测

在从地震资料中提取储层岩石和流

体信息方面，地震反演是一个非常有效

的工具。虽然多数地震勘探项目都只是

为构造成像而设计，但越来越多的公司

开始利用地震反演提高投资收益，试图

从地震资料中获得更多信息。目前，有些

公司在每一项地震数据体上都进行反演，

甚至是不进行地震反演就不准备开钻。

对储层特征参数进行反演是一个多

步骤流程，除了要求反演算法，还需要

仔细准备数据，进行资料处理，编辑和

标定测井记录，对岩石属性进行相关性

和可视化分析。上述步骤正逐步发展到

反演流程中，目的是获得最佳结果。

利用其他学科如深层电磁感应等

获得的新数据有望改善地震反演结果。

用于海洋环境的大地电磁学和可控震

源电磁学正越来越引起地球物理学家

们的关注，而且这些技术可能成为检

测利用地震勘探无法检测到的储层属

性的关键技术。

另一个可能改善的方面是提高地震

记录的数据容量。多数地震数据中没有

包含的低频信息必须从测井数据中提取

或模拟出，然后才能反演出绝对岩性数

据。然而对距离井位较远的区域，通过

这一步骤，可能会在结论中引入不必要

的偏差。例如，当井间岩性厚薄不等，

呈互层状态时，就不能从测井记录中提

取到精确的低频建模信息。

一项新型地震资料采集技术正被视

为在缺乏测井资料时提供必要低频信息

的手段。这项技术就是上 /下拖缆采集

方法。该技术能有效填补地震带宽方面

22. Camara Alfaro J，Corcoran C，Davies K，Gonzalez
Pineda F，Hampson G，Hill D，Howard M，Kapoor
J，Moldoveanu N和 Kragh E：“降低勘探风险”，
《油田新技术》，19 卷，第 1 期（2007 年春季

刊）：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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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8。

23. ÖZdemir H：“Unbiased Seismic Inversion：Less
Model，More Seismic”，发表在英国石油勘探学
会地球物理研讨会上，伦敦，2008 年 1 月 30-
31 日。

24. Özdemir H，Leathard M 和 Sansom J：“Lost
Frequencies Found － Almost：Inversion of Over/
Under Data”，论文 D028，发表在第 69 届 EAGE
会议暨展览会上，伦敦，2007年 6月 11-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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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激发深层接收的常规地震勘探剖面（左）和上 / 下勘探剖面（右）。从上 / 下勘探剖面上可以看出，玄武岩层顶以下的反射体信号显著增强，

而在常规地震剖面上，玄武岩层阻隔了地震能量向下传播。

>常规勘探子波和上 /下勘探子波的振幅谱。从图中可以看出，上 /下勘探的
子波（绿色）在低频成份上，特别是在3－6 Hz之间，比常规勘探的子波（深

蓝色）丰富。棕色曲线代表楔形模型上CDP 5处的合成声阻抗测井记录的频
率成份，该曲线经过低通滤波后形成背景模型（金色），用于合成地震剖面
的反演。

的空白。这个问题对大多数地震勘探而

言都有非常不利的影响[22]。

上 /下勘探资料中所包含的低频成

分已证明能提高深层反射体的成像质量

（上图）。而且，这种低频成分（通常低

于 6 Hz）对改善反演结果也很有用[23]。

已经有人用建模来研究上 / 下勘

探资料中的低频成分对地震反演的影

响[24]。首先创建一个楔形的声阻抗模

型，模型储层层段厚度是变化的（前

一页，左下图）。然后合成了两张合成

剖面：一张剖面是用从常规勘探中提

取的子波合成的，另一张是用从上/下
勘探中提取的子波合成的（右图）。本

质上，第一张合成剖面含有常规勘探

的频率成份，第二张合成剖面含有上 /
下勘探的强化频率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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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勘探合成地震剖面和上/下勘探合成地震剖面的反演结果。这两种数据体都利用一个背景模型进

行反演。该背景模型是利用 CDP 5 处的声阻抗经过低通滤波后的数据建立的。上 / 下勘探声阻抗剖面
（右）得出一个楔形结果。该结果比常规勘探的声阻抗剖面（左）与实测井记录更为吻合。上 /下勘探
的反演结果不仅绘制出了油藏低声阻抗（绿色）剖面（向右逐层增厚），也形成了与油藏下高声阻抗层

（黄色和红色）更为吻合的声阻抗剖面（向右逐层增厚）。

这两个地震剖面都用一个低频背景

模型进行反演。该模型是通过对一口井

的声阻抗进行低通滤波（0 － 3，4 Hz）
后创建的。模型模拟了这样一种勘探环

境，在此环境中只用一口井的资料来约

束反演模型。

将常规勘探的反演结果与上 /下勘

探的反演结果进行对比，发现上 /下勘

探的声阻抗与测井声阻抗吻合较好，因

此与实际模型的吻合也比常规勘探好

（上图）。添加了由上/下勘探提供的3－
6 Hz 的低频成份后，反演结果大为改

善，使得在缺少测井资料的情况下，还

是得到了可靠的岩性信息。

带宽较大、定位精确的地震资料也

能检测到微小应力对三维和四维地震资

料的影响[25]。例如，在北海某多分量勘

探中测到的S波速度属性上已观察到地

层沉降诱导的应力影响（下一页图）。基

于地震资料的反演可以被用于预测地下

应力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26]。而斯伦

贝谢公司的地球物理师们则满怀希冀，

期望地震反演能够用来确定油藏和上覆

岩层的三维应力状态作为时间的函数。

据此可用设计井轨迹，预测井筒失稳和

地层损害等情况。上覆岩层的力学属性

描述和应力变化监测为地震反演的应用

开辟了新的领域。

25. Olofsson B，Probert T，Kommedal JH 和 Barkved
OI：“Azimuthal Anisotrophy from the Valhall 4C 3D
Survey”，The Leading Edge，22卷，第12期（2003
年 12 月）：1228-1235。

Hatchell P和Bourne S：“Rocks under Strain：Strain-
Induced Time Lapse Time Shifts Are Observed for
Depleting Reservoirs”，The Leading Edge，24 卷，
第 12 期（2005 年 12 月）：1222-1225。

Herwanger J 和 Horne S：“Predicting Time-Lapse
Stress Effects in Seismic Data”，The Leading Edge，
24 卷，第 12 期（2005 年 12 月）：1234-1242。

Herwanger J，Palmer E和Schiott CR：“Anisotropic
Velocity Changes in Seismic Time-Lapse Data”，发

表在第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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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Sarkar D，Bakulin A 和 Kranz RL：“Anisotropic
Inversion of Seismic Data for Stressed Media：Theory
and a Physical Modeling Study on Berea Sandstone”，
Geophysics，68 卷，第 2 期（2003 年 3-4 月）：
690-704。

Sayers CM：“Monitoring Production-Induced Stress
Changes Using Seismic Waves”，发表在第 74 届
SEG 国际年会暨展览会上，科罗拉多州丹佛，
2004 年 10 月 10-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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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和实测浅层地层中因地层沉降诱发的剪切波裂变。图A是一个三维岩石力学模型，用来调查生产过程中深层油藏（W1，
W2，W3 和 W4 井中绿色表示的层段）压实引起浅层（深蓝色的层 1）沉降所带来的影响。图 B 表示浅层位移造成一个接近

圆形的碗型沉降区。图C是有效应力变化模拟形变图，可以看出有效应力变化在碗型沉降区中心最大。应力的变化引起弹性
各向异性，反过来又导致剪切波分裂－两种正交极化的剪切波以不同速度传播的现象。图D是模拟剪切波裂变图，可以看出
最剧烈的裂变发生在碗型沉降区的周侧，在这个地方水平方向上的应力差最大。在沉降区中心，水平应力变化也很大，但是

各向同性的，因此剪切波裂变最小。图中小棒的方位指示快速剪切波的极化方向，每根小棒的长度与快慢剪切波间的时间延
迟成正比。在北海某压实油藏实测到的剪切波在碗型沉降区上的裂变图（图 E）与此处模拟的现象相似。

根据地震资料推导出的岩石和流

体属性在地质模型的特征描述方面正

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因此也自然

延伸到油藏生产模型领域。岩性特征

描述完全能够延伸到上覆岩层。在地震

反演研究的征途中，下一步将涉及到利

用油藏和岩石力学模拟结果为反演建立

起始模型，反之亦然。将反演数据与实

测数据结合起来，让地球物理师在延时

数据上进行实时操作，这样，地震反演

就可以远远超越解释测线的层次，达到

井间解释更高的层次。               —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