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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多波多分量地震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油气储层描述中的应用，并结合中国陆上三维三分量 (3D3C)地
震勘探实例阐述多波地震勘探的方法技术原理及应用效果。在岩性油气藏勘探中，纵波 (P波 )和横波 (S波 )的传

播速度和波阻抗的变化可以用来识别岩性圈闭；而在裂缝型油气藏勘探中，由于储层中定向排列的裂缝导致储

层具有地震各向异性特征，在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中可以观测到纵波方位各向异性与横波分裂现象。充分利用

这些地震波场特征有助于开展对储层中裂缝走向、发育密度及其空间分布情况的定量描述。此外，从多波多分

量地震数据中能够提取基于频率变化的地震属性，其中包含有与储层中填充的流体类型与流体赋存空间有关的

重要信息。目前在国内外多个油气田开展的多波多分量地震应用实例充分证明了该技术在油气藏储层特征描述

方面具有毋庸置疑的技术潜力。尽管如此，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技术的推广应用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陆上多

波多分量地震勘探数据采集质量与效率、转换波 (PS波 )精确成像及多波资料解释等问题。只有不断改进并完善

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技术才有望成为油气勘探的主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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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由于新的油气目标的勘探难度越来越大，对现有

油气田增储上产成为油气公司保障产能稳定增长的必

要手段，因此油气储层非均质性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精

确描述成为油气勘探开发人员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关于此问题目前业界认可的并已得到广泛应用的解决

方案是高精度三维纵波地震勘探，但是，在许多成熟

的油气探区，尤其是非常规油气探区，对储层中裂缝

发育状况、裂缝分布规律及裂缝中流体运移通道等油

气储集与运移的控制因素的认知程度，通常是该油气

田增储上产的关键问题所在。在这种情况下，与纵波

地震勘探相比，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技术由于能够提

供有关储层中裂缝与流体的更多信息，而成为一种必

要的补充勘探手段。该手段有助于优化油气开采方案、

降低风险、增加效益。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多波震源刚开始应用起，多分

量地震勘探就一直用于识别地下岩性及隐蔽成岩变化，

并为刻画地层圈闭提供依据。之后，多波多分量地震

勘探普遍应用于地震各向异性的研究，这是因为该技

术不仅能更好地成像与识别储层，还能对储层内部的

非均质性进行清晰描述，例如确定储层中裂缝走向与

裂缝发育密度等。其实，裂缝型油气藏是多波多分量

地震勘探的一个主要应用对象。

近年来，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也用来直接检测储

层中的油气水分布，这也是所有地球物理勘探技术的

主要目的。单纯依靠传统纵波地震数据，难以区分低

饱和度天然气储层和高饱和度天然气储层，也很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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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油层和水层；而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技术为上述难

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1-3]。此外，多波多分量时移

(4D)地震在油藏动态监测、剩余油分布检测方面具有

很大的应用潜力 [4]。

纵观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的发展历程，根据不同

时期的技术特点可以划分为 4 个阶段。第 1 阶段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期，横波震源刚得到应用，地球

物理工程师开始在垂直地震剖面 (VSP)观测中利用横

波震源激发并在井中放置水平分量检波器接收反射横

波，并利用VSP观测的反射横波数据辅助完成地震资

料解释工作 [5-6]。第 2 阶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

始，为了提高地震勘探的分辨率，在地面地震勘探中

以横波震源激发并以水平分量检波器接收，但这种尝

试因为反射横波地震信号主频与信噪比均较纵波地震

低而野外采集成本高昂而最终放弃。第 3 阶段从 20 世

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海底拖缆 (4C)地震勘探技

术的成功应用，并且转换波在穿透气烟囱成像方面取

得了很好的成像效果，激发了地球物理学家对多波多

分量地震勘探技术的研发热情，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

初期。新千年开始后，由于微电子机械系统 (MEMS, 
micro-electro-mechanic-system)技术的进步提升了三分

量数字检波器的研制水平，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技术

进入到第 4 阶段，海底与陆地的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

实践越来越多，并取得多个成功应用。

本文将论述和总结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技术的发

展与应用前景，集中探讨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在地震

各向异性、精确成像、裂缝 (储层非均质性 )特征检测

及储层流体辨识方面的应用潜力，并以中国陆上三维

三分量 (3D3C)地震勘探实践为例进行说明。

1 储层非均质性

对储层的非均质性研究正在飞速发展，目前最为

有效的方法是对三维地震资料辅以井约束进行联合反

演；然而，地震资料往往缺乏地下精细的地质信息，

这些精细的地质信息又是能够反映地下储层非均质特

征的重要信息，因此，提高分辨率进行精细的小规模

地质构造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小于波长尺度的非均质体产生的散射波在地震波

的传播过程中能够显著影响地震波的宏观特征，同时

散射波特征较好地反映了非均质储层的分布信息。地

震波的散射特征可以利用等效均匀介质代替非均匀介

质进行模拟分析，利用这一特性，通过研究地震波的

反射特征就可以表征储层的物理特性。基于此，我们

就可以在保留原始波场信息多样性的同时研究断层、

交错层理、河道以及地表等不同因素带来的对储层特

征的影响，而在多波地震勘探中，利用纵波和横波数

据可以成功地预测裂缝的发育方向和密度信息。

根据观察得到的详细地质特征，储层的非均质性

定义可包含许多方面，其中岩石物理成分空间分布的

不均匀性对于储层的非均质性有重要影响，主要包括

岩石结构、岩性、岩石物理以及流体流动等不同尺度

特性带来的影响。储层的非均质性尺度特征可以划分

为 4 个主要方面：(1) 反映宏观尺度特征的盆地构造；

(2) 代表大尺度特征的地层展布情况；(3) 代表中尺度

特征的交错层理分布；(4) 裂缝、颗粒、孔隙等组成的

小尺度特征。虽然非均质性主要依赖于所使用的地震

数据类型，但是仅仅从岩石地层的层理面、断层分布

以及沉积体系进行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完整的储层非

均质性研究应当是包含不同尺度数据的综合性研究。

等效介质理论可以在体现储层非均质性的同时，对储

层非均质性特征进行详细描述，并且这一理论考虑到

了不同尺度特征带来的影响；因此利用等效介质理论

对储层非均质性进行研究，将极大地提高研究效果。

2 地震各向异性

地震各向异性是指储层的地震波场响应特征随观

测方向变化而变化的地震波传播现象。储层引起地

震各向异性的原因有 3 种。第 1 种是储层中含有页岩

或者泥岩等薄互层沉积序列，由此产生具有垂直对

称轴的横向各向同性介质，称作VTI介质 (transverse 
isotropy with a vertical axis of symmetry)，也称为极化

各向异性介质。在极化各向异性介质中传播的地震波

场，其传播速度与地震波的入射和反射角度有关。第

2 种是由于储层中分布有垂向裂缝等因素引起的以水

平方向为对称轴的横向各向同性介质，称作HTI介质

(transverse isotropy with a horizontal axis of symmetry)，
也称为方位各向异性介质。地震波在方位各向异性介

质中的传播速度与地震观测的方位角有关。图 1 给出

了这 2 种地震各向异性的地质成因，在图 1a中，地震

波沿着沉积层面延伸的方向传播速度快于其他方向，

而在图 1b中，地震波沿着裂缝分布走向的方向传播

速度最快。地震波沿着不同传播路径的速度差异导致

储层表现出地震各向异性特征。第 3 种由于地层中存

在含有倾斜裂缝的情况，此时可等效地看作具有倾斜

对称轴的横向各向同性介质，简称TTI介质 (transverse 
isotropy with a tilted axis of symmetry)。由于TTI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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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广泛存在，针对TTI介质的地震各向异性研

究也越来越多。在地震各向异性研究中，VTI介质多

用于等效近似上覆地层的地震各向异性，HTI介质多

用于等效近似裂缝储层的地震各向异性。

地震各向异性在油气勘探中主要有 2 个方面的应

用：一个是用于提高地震成像的品质，另一个是用于

检测储层非均质性的分布和几何特征。在地震成像时

储层各向异性会导致成像模糊和错位。对于VTI介质，

储层的地震成像可能产生垂向和横向的位移，这将严

重影响后续的储层建模和油气开发方案设计，导致储

层在垂向和横向都出现错位，错位的大小取决于地震

各向异性的程度和储层倾角的大小。当储层产状为水

平时，储层深度误差可以通过修正垂向速度来校正，

当地震各向异性和地层倾角同时存在时，问题将变得

复杂。依据文献 [7]，对于 15°~20°的小角度地层倾角，

如果存在 5%~10%的地震各向异性，地震成像上储层

的横向位移会增至 2~3 个地震波长，而这个位移是无

法通过校正垂向速度来修正，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

各向异性偏移技术。对于HTI介质，地震成像的主要

问题是成像模糊，这会导致对储层地质解释的错误，

必须通过考虑不同观测方位的偏移成像算法来解决此

问题；然而，宽方位角的三维地震数据地震成像仍然

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难点。

理论研究与实际观测表明，横波在各向异性介质

中传播时发生横波分裂现象，即横波在穿过各向异性

介质传播时会分裂为 2 个偏振方向相互垂直的横波。

以相对较快速度传播，称为快横波；以相对较慢速度

传播，称为慢横波。对于HTI介质而言，快横波的偏

振方向平行于裂隙走向，而慢横波的偏振方向则垂直

于裂隙走向 (如图 2 中所示 )。这一现象是利用多分

量地震资料定量描述储层中裂缝情况的主要依据。据

此，Crampin [8]首次前瞻性地提出了利用快横波的偏

振方向确定裂隙方向，而用快慢横波的时差确定裂隙

发育程度，并在后来的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中得以实

现并应用。

3 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技术

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是一种被业界寄予厚望的地

球物理勘探技术手段，近年来地球物理学家利用多波

地震勘探资料解决了许多纵波难以解决的问题，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中国石油勘探界在长庆油田、大

庆油田、苏里格气田、四川新场、塔里木盆地等工区

采集了多块多波资料，并在油气田勘探与开发中取得

了越来越多的应用成果。

得益于转换波勘探技术的成功应用，多波多分量

地震勘探技术近年来得到迅猛发展。相对于早期横波

(a)薄互层诱发的各向异性 (b) 裂缝诱发的各向异性

图 1 地震各向异性的地质成因 
Fig. 1 Two common causes of seismic anisotropy 

图 2 HTI 介质中的横波分裂原理示意图

Fig. 2 Shear-wave splitting in fracture-induced HTI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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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转换波勘探具有采集费用低、资料信息量大、

能够描述储层内部构造细节等优点，可以解决许多油

气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小构造小断层的勘

探、真假亮点的分辨、储层中油气饱和度的分析等，

尤其对于各种类型的裂缝性油气藏的识别，多波多分

量地震较传统的纵波地震具有更强的优势。

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技术记录并分析地震波场中

质点振动的全部空间位移特征，而地震波场中质点的

位移是一个分布于三维空间的矢量，并可在三维空间

中分解为 3 个相互垂直的分量；因此，要精确记录并

分析质点的全部空间位移特征，就必须采用具备多个

分量的检波器来记录地震波场中质点的振动，这就是

“多分量”或“多波”这个术语的由来。利用 3 个相

互垂直的检波器 (可记为x, y, z)记录地震波场中质点在

三维空间中的位移矢量 (3-Components，简称 3C；或

Multiple Components，简称MC)，如果激发震源采用

含有 3 个相互垂直分量的震源 (X, Y, Z)，理论上可以记

录到 9 分量地震数据，如图 3a所示 )。与传统的纵波

地震勘探 (只记录或分析地震波场中质点在垂向上的

运动特征 )相比，在多分量地震数据的采集与处理中，

需要更加注重这些新增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

与整个地震波场的关系。为此，需要一个清楚定义的

坐标系统，如图 3b所示。可以采用笛卡儿坐标系 (x, y, 
z)作为观测系统的全局坐标系，其中x是平行于地震勘

探测线方向，y是垂直于地震勘探测线方向，z是垂直

于地平面向下的方向。在多分量数据处理过程中，引

入一个以震源为中心的柱坐标系统作为观测系统的局

部坐标系 (z, r, t)，其中垂向 z仍然垂直于地平面，径

向 r是从源指向检波器方向，切向 t是与 r垂直的方向。

同时，全局坐标系 (z, x, y)与局部坐标系 (z, r, t)各自形

成右手坐标系统。综合利用全局坐标系与局部坐标系

分析多分量地震数据各个分量之间的耦合关系，并将

多分量记录的地震波场按照地震波的偏振特点相互分

离，是多分量地震数据处理的一个关键步骤。

多波多分量地震作为复杂油气藏和非常规油气藏

勘探的重要技术手段，在岩性预测、流体识别、裂缝

检测、气云及岩下成像、降低勘探风险等方面将继续

发挥重要作用。结合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及实际应

用领域，可以看出采集、处理、解释一体化将是多波

多分量地震勘探的必然趋势。就采集、处理、解释及

应用等方面单独来看，具有如下的发展趋势。

(1) 多波采集方面：由小规模试验向工业化生产转

变；由井中、海上多分量逐步过渡到井地联合多分量；

宽频、宽方位、高密度陆地和海洋多波采集技术发展

迅速。

(2) 多波处理方面：面向储层的叠前高保真精细处

理 (矢量信号处理、偏移距向量分选、井控、反演驱

动 )，由各向同性向各向异性转变 (VTI、HTI、TTI)，
由时间域向深度域转变，融合井 /VSP、地震属性、地

震模拟、地震反演等信息的处理解释一体化。

(3) 多波解释方面：面向油藏和开发的以岩石物理

为基础的叠前联合反演、弹性波全波形反演、多种地

球物理数据的联合反演 (重、磁、电、震 )及综合属性

分析等技术将使多波地震在缝洞型、隐蔽型、致密型

以及非常规油气预测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4) 多波应用领域：向开发领域延伸，向非常规能

注：图 (a)中阴影部分表示本文主要讨论的三分量转换波地震观测。

图 3 多分量地震观测系统

Fig. 3 Multicomponent data acquisition ge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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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勘探领域延伸。

4 多分量地震数据中的信息量

多分量地震数据中包含多种可应用的信息，经常

用到的有：(1) 用于各向异性参数估计与成像的纵波

与转换波反射旅行时属性；(2) 用于识别岩性的纵波

与横波速度比 (Vp/Vs)及其波阻抗值；(3) 用于描述储

层非均质性及裂缝发育情况的纵波方位属性和横波分

裂属性；(4) 用于流体检测的纵波与转换波频率变化

相关属性。

4.1 用于各向异性成像和参数估计的反射旅行时属性

各向异性成像及其参数估计在地震勘探技术研究

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地震成像时不考虑各向异

性的存在将导致对地下地层与构造的成像模糊，某些

情况下甚至更糟，会造成对储层位置的成像误差。在

这方面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 [9-12]。

首先考虑VTI介质中偏移距从近到远时纵波与转

换波的反射时间。在时间域，纵波动校正的 2 个主要

控制参数是近偏移距的NMO (normal moveout) 速度Vp2

和各向异性参数η，而各向异性参数δ和纵波的垂向速

度与动校正速度的比值有关，控制着纵波深度转换的

误差；所以，用 3 个参数Vp2， η和δ就完全可以描述纵

波在VTI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同样的，横波动校正速

度的 2 个主要控制参数是近偏移距NMO速度Vs2 和各

向异性参数 ζ，而另一个各向异性参数σ和横波垂向速

度与动校正速度的比值有关，控制着横波深度转换的

误差，所以，描述VTI介质中横波传播速度的三个参

数是Vs2，ζ和σ。这些参数之间的关系如下：

，  

，  . (1)

VTI介质中转换波反射时距方程有 4 个关键参数，

分别为Vc2、γ0、γeff、χ，其中Vc2 为转换波在近偏移距

的NMO速度，γ0 和 γeff分别为垂向和有效速度比，而χ
是转换波各向异性参数，它是η和 ζ参数的综合体现：

。这 4 个参数 (Vc2、γ0、γeff和χ)可以作为

转换波的叠加速度模型，然而对于VTI介质中的转换

波时间偏移，采用Vp2，Vs2，η和 ζ这 4 个参数更加适

用，这时候，四参数Vp2，Vs2，η和 ζ可以认为是转换

波的时间偏移速度模型，并且转换波的时间偏移速度

模型可从转换波叠加速度模型计算得到。

4.2 Vp/Vs波阻抗分析 

纵横波速度比和波阻抗是从多波多分量地震数据

中提取的两个常用参数。纵横波速度比的变化反映了

地下地层岩性的变化 [13]。一种典型情况是，不同的岩

性对应着不同的纵横波速度比值，而含油气地层具有

较低的纵横波速度比的特征 (如图 4 所示 )。Gaiser [14]

提出了一种通过对纵波数据和转换波数据做相关分析

图 4 纵横波速度比值 (Vp/Vs) 与岩性区分

Fig. 4 Vp/Vs ratio and lithology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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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长波长纵横波速度比的算法。Formel和Backus[15]

采用纵波和转换波的偏移数据的自动匹配算法求得纵

横波速度比。

相对纵横波速度比，纵波和横波波阻抗属性得到

更加广泛的应用。虽然通过对纵波数据的叠前反演就

可以获得纵波和横波的波阻抗属性，但是使用多波数

据却可以明显增加横波波阻抗反演结果的准确性，这

可以在相关文献中找到大量的实例 [16-18]。

4.3 用于裂缝预测的纵波属性

当储层裂缝走向主要集中在某一个方向时，纵波

属性 (如旅行时、叠加速度、振幅、波阻抗等 )将随着

观测方位角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属性变化规律近似一

个椭圆 [19]。椭圆的长轴指向裂缝的方向，椭圆的长短

轴的比值与裂缝发育密度有关；所以，只要获取足够

充分的纵波属性随方位变化的信息，就可以从三维纵

波数据体中获得裂缝方向和发育密度平面图，通常称

之为方位属性分析技术。

在方位属性分析技术的实际应用中，提取裂缝信

息的方法主要有 2 种：一种是全方位角表面拟合，另

一种是窄方位角叠加。方法一采用最小平方拟合技术

将方位角和偏移距信息拟合成一个椭圆面。方法二先

将地震数据分离成一系列的窄方位角数据体。对应这

2 种方法，用于提取裂缝信息的地震属性主要有 4 个：

速度、旅行时 (层间旅行时 )、振幅和AVO(Amplitude 
Versus Offset)梯度。第 1 种方法主要利用的地震属性

是振幅和旅行时，第 2 种方法利用的属性是速度和

AVO梯度。多个工区的处理实验表明，窄方位角叠加

技术易受采集脚印的影响，因此在实际数据分析中，

应尽量采用第 1 种方法。

4.4 横波分裂

分析各向异性介质中的横波分裂属性是多波多分

量地震数据处理的常用手段，通过对穿过储层的横波

分裂属性的分析，可以得到大量表征储层内部结构的

信息 [20-25]。在这些属性中，最常用的 3 个属性是：快

横波的极化方向、快慢横波的时差、快慢横波的反射

能量的差异。

快横波的极化方向反应了储层中裂缝走向和可能

的流体运移方向；快慢横波的时差大小与储层中裂缝

及裂隙的发育密度有关；而快慢横波反射能量的差异

与储层中填充的流体类型有关。

在对多分量地震数据进行横波分裂属性分析时，

当遇到浅层与深层地层各自包含不同走向裂缝的情况

下，快横波和慢横波可能会发生二次横波分裂，形成

具有新的极化方向和速度的四个横波分量。这意味着

储层的裂缝信息被其他地层的各向异性现象所掩盖，

目前研究人员正致力于如何将二次或者多次横波分裂

现象完美分离。对于薄互层或者弱各向异性储层，快

慢横波之间的时间差异可能并不大，甚至过小的快慢

横波时差不能用于描述储层裂缝情况。 

4.5 频率变化相关属性和谱分解

近年来，地球物理学家根据地震波场的某些属性

随频率变化而变化的现象，如对应不同地震主频地震

波场散射和衰减规律的变化，提出了预测储层流体类

型及其分布情况的新技术。如Chapman[26]提出了一套

针对多孔岩石频率相关属性的动态多孔弹性介质理论。

其理论模型包含 2 个尺度的储层非均质性：小尺度和

中尺度。对于中尺度的充满流体的开放孔隙 (孔隙长

度介于岩石颗粒尺度与地震波长之间 )，该理论认为地

震各向异性和频率相关，即孔隙大小和孔隙中的流体

类型直接和频率相关。尤其是，纵波随方位角衰减和

散射，横波分裂依赖于地震波频率。这样，频率相关

的属性与储层的孔隙方向和大小以及孔隙流体类型等

特性建立了相应的联系。

在单一反射界面情况下，Gassmann理论模型认为

流体饱和度的变化会引起波阻抗和反射波振幅的变化。

Chapman等 [27]提出了一套计算频率相关的地震反射和

透射响应的研究成果。其中认为，由于气体的存在导

致了振幅衰减和散射的显著增加。在含油气地层中，

强散射导致了反射界面处的波阻抗差和频率相关，从

而使反射系数也依赖于频率。与背景趋势相比，这种

特性会显著地将地震反射移向高频端或低频端，其移

动方向与AVO类型的移动方向一致。

根据Chapman的理论模型，当地震波在饱含流体

介质中传播时，不同类型的流体对地震波速度的影响

因素主要有 3 个：(1) 流体的体积模量。不同类型流体

的体积模量对饱含流体岩石的体积模量的贡献不同，

流体体积模量对地震波速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纵波速

度上，横波速度受到的影响较小。(2) 流体的密度。当

孔隙中流体被另外一种流体替代时，这会导致饱含流

体介质密度的改变，那么很显然这也会影响到纵横波

的传播速度。(3) 流体的黏滞度。其对地震波速度的影

响一般都会被忽视，一般等效于流体弛豫时间对地震

波速度的影响。所以流体粘滞度对地震波速度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地震波速度的频变特征上。

储层中的流体类型主要分为 3 种：水、油和天然



多波地震勘探及裂缝储层预测研究进展 51

气。储层中流体的存在对地震波速度和地震各向异性

特征具有重要影响，表 1 列出了储层中这 3 种流体的

典型物性参数。

为了研究储层中填充不同流体类型对多分量地

震波场的影响，Chapman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三层平

层模型进行数值模拟 (表 2)：模型顶层为各向同性介

质，纵横波速度分别为 2 337 m/s和 1 253 m/s，密度

为 2 265 kg/m3；中间层为HTI介质，该层主要是在各

向同性介质 (纵横波速度、密度等参数与顶层相同 )中
置入定向排列的垂直裂缝，裂缝呈硬币状，纵横比为

0.001，裂缝尺度为 0.1 m，裂缝密度为 0.1，除了裂

缝外，中间层还含有球形孔隙，孔隙度为 0.1；底层

也为各向同性介质，纵横波速度分别为 2 866 m/s和
1 648 m/s，密度为 2 265 kg/m3。在孔隙中分别饱含水

和气两种流体的情况下，基于Chapman裂缝多尺度模

型假设，在流体替换时，考虑了各种流体不同的黏滞

性，第 2 层中填充流体的具体参数参考表 1 所示。

具体的数值模拟方法应用了Chapman理论模型计

算含裂隙、孔隙与流体介质的等效弹性刚度系数，基

于反射率法在FFT变换域中实现数值模型的地震正演

模拟，根据储层裂缝的走向，当储层中分别是饱含水

和饱含气这 2 种不同类型流体时，沿着平行裂缝走向

观测和垂直裂缝走向观测，记录正演的多分量波场数

据。正演模拟的震源为 30 Hz雷克子波，偏移距范围

0~1 500 m，道间距 25 m。

对数值模型的地震正演波场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

快横波的传播速度几乎不受频率变化的影响，而慢横

波的传播速度受到频率变化的明显影响 (如图 5 中所

示 )，这种频变属性提示我们应考虑如何利用它检测储

层中填充的流体类型。

表 1 流体特征参数

Table 1 Fluid properties

纵波速度 /(m/s) 密度 /(kg/m3) 粘滞度 /(Pa·s) 弛豫时间 /s
水 1 710 1 100 1.0×10-3 2.0×10-5

油 1 250 800 2.0×10-2 4.0×10-4

天然气 620 65 2.0×10-5 4.0×10-7

表 2 数值模型的岩石物理参数

Table 2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numerical model

纵波速度 /(m/s) 横波速度 /(m/s) 密度 /(kg/m3) 层厚m
顶层 2 337 1 253 2 265 500
中层 2 559 1 437 2 265 500
底层 2 866 1 648 2 326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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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储层中填充不同类型流体时快慢横波速度与频率的关系 
Fig. 5 Frequency-dependent velocity variation of different fluid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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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分解技术是获取频率相关属性的首要方法。在

过去的几年里，大家使用谱分解技术来实现高精度的

构造成图。近年来，谱分解技术被作为直接检测烃类

的重要指标 [28]。传统的谱是由傅里叶变换得到，只

给出了每一个频率成分的振幅谱，没有任何关于频谱

随时间变化的信息。频谱分解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并

可以对每一个时间采样点进行瞬时频率分析。对于频

谱分解现在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算法，例如盖博变

换 [29]、短时傅里叶变换 [28](STFT，short-time Fourier 
transform)、最大熵谱法 [30]、连续小波变换 [31]和匹配追

踪分解 [32]。

5 多波多分量地震数据处理解释软件的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多波多分量地震勘

探技术在海底拖缆勘探中的商业应用，国内外地球物

理服务行业纷纷投入力量开发出配套的多波多分量

数据处理与解释软件，如WesternGeco公司推出的Q
系 列 技 术 (Q-Signal、Q-Time、Q-Depth、Q-Vector、
Q-Seabed、Q-Reservoir、Q-Production)中的Q-Vector
即包含了 12 个多波多分量地震数据处理模块，具体

包括CCP (Common Conversion Point—共转换点 )道
集抽取、多分量噪声压制、各向异性处理、横波分裂

分析、叠前时间 /深度域成像等，能够满足多波多分

量地震数据的处理需要。 
CGGVeritas公司长期跟踪多波多分量处理技术，

在多波处理方面具有很强的技术实力，并研发了多

波多分量数据处理模块，其地震数据批处理软件系

统中包括CCP道集抽取、极化滤波、转换波静校正、

各向异性叠加成像、方位各向异性处理、横波分裂

分析、叠前时间及叠前深度域成像技术等功能模块

和专门用于多波多分量地震资料解释的交互软件包

(VectorVista)，VectorVista软件目前能够实现多分量层

位对比、速度比扫描、多分量叠前联合反演、方位各

向异性分析、横波分裂属性分析与提取等解释功能。 
地球物理服务商GXT-ION公司不但提供三分量数

字检波器产品和多波多分量地震采集服务，而且自主

研发了一套多波多分量地震资料处理与解释软件，能

够为客户提供全套的多波多分量地震数据处理与解释

服务，但是不对外出售多波多分量地震处理与解释的

软件产品。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公司从 2012 年开始研

发多波处理软件，2013 年发布了GeoEast-MC V1.0 多

波处理系统，到 2015 年形成了能满足工业化生产需

求的GeoEast-MC V2.0 多波处理系统。在研发过程中，

一直坚持实际 3D3C数据的试生产处理，目前能够满

足多波多分量地震数据处理需要。

图 6 展示了GeoEast-MC V2.0 多波地震资料处理

系统的功能。可以看出，该系统主要包括预处理、静

校正、参数估计、动校正及时间域成像、深度域成

像、解释性处理等 6 大类功能。与目前主流多波商业

处理软件系统相比，GeoEast-MC V2.0 系统具有丰富

的成像参数估计分析功能，涵盖了多波地震资料时间

域成像处理的所有必须功能，并且包含部分解释性处

理功能，如纵波转换波匹配与横波分裂各向异性属性

分析功能。图 7 所示为GeoEast-MC V2.0 中的转换波

各向异性速度分析交互工具界面，具有友好的操作界

面、丰富的速度场操作功能，在多波多分量地震数据

处理中可显著提升处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图 8 中所示

为GeoEast-MC V2.0 转换波叠前时间偏移效果与国外

某商业软件的成像效果的对比，可以看出，成像效果

与之相当。

此外，国内外还有若干小规模的多波多分量数据

处理解释软件，针对多波多分量处理与解释的部分需

求 而 研 发， 如Transform、ProMC、Hampson-Russell
等软件中实现了多波处理与解释的部分功能，国内的

中国石化西南分公司也自主研发了小型的多波处理

解 释 系 统MCI (Multicomponent Interpretation)与MCP 
(Multicomponent Processing) 软件。

6 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应用实例

6.1 赛汉三维三分量 (3D3C)数据处理

赛汉三维三分量地震工区位于赛汉塔拉凹陷赛中洼

槽赛 66 井—赛 68 井区，满覆盖观测面积为 30.0 km2，

覆盖次数为 13×6 次，面元大小为 20 m×20 m。图 9
是在迭代处理过程中不同轮次处理阶段目标线的叠前

时间偏移结果对比。从左到右随着数据前期转换波静

校正、叠前去噪等迭代处理结果的优化，叠前时间偏

移结果也相应地逐步改善，成像品质逐步提高。

图 11 是利用层位方法计算得到的五砂组层段的平

均Vp/Vs属性平面图。速度比值能够反映目的层段的

沉积和含油气性特征。一般情况下，低比值对应于砂

岩，高比值对应于泥岩，当砂岩中含油气时，比值会

变得更低。通过速度比平面图判断，三砂组、四砂组

和五砂组工区的东南部赛 79、赛 80 及赛 66 井所在的

陡坡扇速度比值低，到赛 68 井所在的湖盆中心泥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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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GeoEast-MC V2.0 多波多分量数据处理流程

Fig. 6 Multicomponent seismic data processing work flow of GeoEast-MC V2.0 

V

V γ

γ γ χ

γ χ

图 7 GeoEast-MC V2.0 转换波速度分析交互界面

Fig. 7 Converted-wave velocity analysis from GeoEast-MC 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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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速度比值变大，到北部开始有从大断层而来的物

源，为缓坡扇沉积，速度比值又变低。

鉴于该区构造倾角较大且断层发育，只进行了PP
波和PS波叠后反演。图 12 是反演得到的纵波阻抗和

横波阻抗剖面，其中井点处插入的是GR曲线。从反

演剖面看，四砂组底部及五砂组的砂岩在南部的陡带

发育较厚。从赛 84-赛 85-赛 68-赛 66-赛 80-赛 79
连井线来看四砂组和五砂组内的砂岩由赛 79-赛 80-

赛 66-赛 68 井逐渐变薄，相带由冲积扇扇根、扇中

到浊积扇再到半深湖过渡，赛 79、赛 80 为扇中部分，

赛 66 为浊积扇，赛 68 渐进湖心区，明显泥岩变厚，

砂岩减薄。到赛 84、赛 85 井附近砂岩则来自于缓坡

断层上盘，为小扇体。从连井P波阻抗、S波阻抗分

析，泥岩为低阻抗，砂岩为高阻抗，砾岩为更高阻抗，

特别是陡坡断层下盘，主要发育砾岩体。

通过对赛汉三分量三维转换波数据的静校正、叠

图 9 赛汉 3D3C 数据叠前处理过程中叠前时间偏移结果对比

Fig. 9 Comparison of converted-wave pre-stack time migr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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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Comparison of pre-stack time migration imaging of converted-wav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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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赛汉 3D3C Inline232 线纵波和转换波叠前偏移剖面地质解释

Fig. 10 Interpreted results of  P-wave and converted-wave pre-stack migration profile from Inline 232 of the Saihan 3D3C data

图 11 五砂组 ( 五砂组顶 -T6 顶 ) 平均 Vp/Vs 属性平面图

Fig. 11 Average Vp/Vs ratio of the Wusha group (top of T6)

图 12 赛 84-赛 85-赛 68-赛 66-赛 80-赛 79 井纵波阻抗 ( 上 ) 与横波阻抗剖面 ( 下 )
Fig. 12 Comparison of P- (top) and S-wave (bottom) impedance across wells S-84, S-85, S-68, S-66, S-80 and S-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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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去噪等前期迭代处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叠前时间

偏移速度场的建立、优化和叠前时间偏移处理得到的

成果剖面如图 10 所示。与P波相比，PS转换波剖面上

某些层段的反射成像品质更高，断面更清楚，为后续

综合应用纵横波数据进行油气评价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数据。

6.2 多波地震勘探在轮古油田的应用

工区位于轮古油田南部 (参考图 13 所示 )，包括桑

塔木断垒带和桑南西斜坡区。轮古油田位于塔里木盆

地塔北隆起轮南低凸起中部，塔北隆起奥陶系灰岩顶

面从轮南到英买力地区为一大型背斜，轮南、哈拉哈

塘北部发育潜山，为一大型油气富集带。塔北隆起奥

陶系灰岩顶面以轮古西走滑断裂为界整体分为 2 部分，

以东整体呈现大型东西倾的斜坡，以东西向逆冲走滑

断裂为界，可划分为中部斜坡带、轮南断垒带、桑塔

木断垒带及南部斜坡带 4 部分。

奥陶系是轮古地区主要产油层系之一，与上覆地

层不整合接触，与下伏寒武系整合接触，奥陶系主要

产油层位为一间房和鹰山组，岩性以泥晶灰岩和粒屑

灰岩为主。轮古油田奥陶系油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岩

溶缝洞型碳酸盐岩油气藏，溶蚀孔、洞是油气的主要

储集空间，裂缝是主要的渗流通道。溶蚀孔、洞的形

态不规则、发育不均一、空间分布随机性大。储层主

要发育以下 3 种类型，一种是裂缝型储层，一种是裂

缝孔洞型储层，一种是洞穴型储层。

裂缝型储层普遍发育，裂缝既是储集空间，又是

渗滤通道，地震剖面中表现为杂乱反射特征，裂缝构

成与发育的溶蚀孔、洞储集空间相互沟通，可称为好

的有效储层。裂缝孔洞型储层不但发育溶蚀孔洞，而

且发育裂缝，同时伴有裂缝溶蚀扩大，在地震剖面中

表现为串珠、片状强反射特征。洞穴型储层在油井投

产后产量高且能稳产，在地震剖面中表现为串珠状反

射特征，在钻井过程中主要发生钻具放空和泥浆漏失

等现象。

图 14 为纵波和转换波地震成像剖面对比图，溶蚀

孔洞在纵波剖面主要呈现为串珠状和片状强反射特征，

在转换波剖面以片状强反射特征为主。转换波地震频带

略高于纵波地震频带且地层成像效果优于纵波。纵波对

不整合面和缝洞成像略好于转换波，如图 15 所示。

针对鹰山组孔洞串珠状强反射特征，提取了纵波

和转换波的能量梯度属性预测孔洞发育对比图 (见图

16 所示 )，可以看出二者预测的区域基本吻合 (见图 17
所示 )，但纵波预测的孔洞位置更精细，转换波预测的

图 13 研究区工区位置图

Fig. 13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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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纵波 ( 上 ) 和转换波 ( 下 ) 地震成像对比图

Fig. 14 Comparison of migration results of P- (top) and converted -wave (bottom)

图 15 纵波 ( 左 ) 和转换波 ( 右 ) 孔洞地震成像对比图

Fig. 15 Comparison of cave characteristics for P- (left) and converted -wave (right) 

图 16 纵波 ( 左 ) 和转换波 ( 右 ) 鹰山组孔洞预测对比图

Fig. 16 Time slices of P- (left) and converted -wave (right) for imaging caves of the Yingsha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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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洞呈片状出现。

结合成像测井资料，利用三维地质体雕刻技术，

对一间房组和鹰山组溶蚀孔洞及裂缝进行三维雕刻，

最终预测溶蚀孔洞体 596 个 (见图 18 所示 )。

7 讨论与总结

本文论述了多分量地震勘探原理及其数据处理技

术，并介绍了可以从多分量地震数据中提取的信息种

类。在讨论多分量数据可获取信息的同时，指出地震

各向异性在储层描述中的重要作用。利用多分量地震

数据中提取的地震各向异性信息，可以更好地实现对

储层的精确成像和对储层内部的结构描述。现代社会

与日俱增的油气需求，推动着地震储层描述技术发展，

而多波地震勘探技术作为一种有广泛应用前景的储层

描述手段，也将不断进步与完善，终将成为油气勘探

开发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方法手段。

当油气储层中含有定向排列的裂缝时，储层具有

地震各向异性，此时多波地震数据中将包含有横波分

裂信息。从多波地震数据中提取横波分裂信息，将明

显提升研究人员对储层内部结构与油气运移规律的认

知程度。而随着开采程度的加深，储层中流体的分布

情况越来越复杂，此时从多波地震数据中提取与频率

变化相关的信息可以提供储层中剩余油气分布的预测。

尽管多波地震勘探技术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方

面均取得了众多实质性进展，但仍面临许多挑战，如

转换波精确成像与联合解释等。现将多波地震勘探在

采集、处理、解释、应用几个环节存在的典型问题归

纳如下，请业界同道共同思考并解决。

(1) 近地表对多波地震勘探的影响。近地表的横波

速度变化剧烈，这将严重影响多波地震勘探数据的采

集质量；因此需要对工区的近地表横波速度分布情况

做全面而深入的调查，或者将三分量检波器埋入土中，

但这 2 种方法都会明显增加采集成本。

(2) 转换波不对称的波场传播机理造成成像困难。

由于上覆地层的横波速度变化以及转换波成像所用的

速度场存在误差等因素，当地震观测覆盖次数不足时

正、负偏移距的转换波成像道集不能同相叠加而导致

转换波成像较差；因此，对于一个观测方位有限的工

区，要求观测系统设计要保证转换波能够在正、负偏

移距都有足够的覆盖次数。 
(3) 转换波地震资料的地质解释还处于探索阶段。

虽然业界开发了几个多波地震资料解释软件，但是多

个时间尺度不同的数据体并存给解释人员带来了困难，

尤其当缺少标定时间尺度所需的VSP数据时。 
(4) 多波地震数据的处理与解释周期较长。这是导

致多波地震勘探资料没能在勘探开发井位确定时发挥

作用的主要原因，因此也导致油气田的经营者质疑多

波地震勘探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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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纵波 ( 粉色 ) 和转换波 ( 蓝色 ) 鹰山组孔洞预测叠合图

Fig. 17 Superimposed time slices of P- (pink) and converted 
-wave (blue) for imaging caves of the Yingshan Group

图 18 纵波 ( 粉色 ) 和转换波 ( 黄色 ) 鹰山组缝洞预测三维

显示图

Fig. 18 A schematic diagram of caves of the Yingshan Group 
imaged by P- (pink) and converted -wave (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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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basic concepts of multicomponent seismology and how it can be applied to characterize 
hydrocarbon reservoirs, which is illustrated using 3D3C real data examples from onshore China. Hydrocarbon reservoirs formed 
from subtle lithological changes, such as stratigraphic traps, may be delineated from changes in P- and S-wave velocities and im-
pedances. Hydrocarbon reservoirs containing aligned fractures are anisotropic. Examination of the resultant azimuthal variations 
of P-wave attributes and split shear-waves can give us better definition of their internal structures including fracture orientation, 
fracture density as well as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Furthermore, frequency-dependent variations in seismic attributes derived 
from multicomponent data can provide us with vital information about fluid type and distribution. Current practice and various 
exampl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undoubted potential of multicomponent seismic technology in reservoir characterization. De-
spite all this, there are still substantial challenges ahead. In particular, the data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onshore multicomponent 
seismic acquisition, the improvement of converted-wave imaging and interpretation are major hurdles. All of these need to be 
overcome before multicomponent seismic exploration becomes a main stream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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