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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２１世纪后，针对南黄海海相残留盆地地震调查的难题，开展了反射特征理论

模拟、采集与处理技术方法攻关与实践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介绍了南黄海地震勘

探的主要进展与成果，在此基础上展望了近期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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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２１世纪后，在总结南黄海中—新生代陆

相盆地油气勘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受刘光鼎院

士［１，２］提出的中国油气资源“二次创业”观点和我

国南方海相碳酸盐岩油气勘探重大突破［３］的启

示，南黄海油气资源勘探目标由新生代陆相沉积

盆地转到了中、古生代海相残留盆地。

区域地质研究和勘探实践证明，由于遭受了

多期构造运动的改造作用，南黄海海相残留盆地

构造复杂、地层横向变化大［４］，基于简单层状介质

模型的反射地震成像理论不能满足复杂地质体反

射地震准确成像的要求，地震资料信噪比低、成像

品质差［５７］，严重制约着勘探进程与油气资源前景

评价的深入。因此，南黄海海相残留盆地油气勘

探的突破，必须在地震勘探理论技术方法上进行

创新，特别要开展适用于中、古生代残留盆地探测

的地震采集、成像处理的攻关研究工作和实践；同

时，要加强基础研究工作，针对复杂构造的地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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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特征与有效波的识别开展理论模拟计算与分析

工作。

基于上述考虑，依托新一轮的海洋地质调查

工作，开展了针对南黄海海相残留盆地油气资源

前景调查的勘探技术方法攻关研究和实践工作，

在地震资料采集、多次波压制、偏移成像等方面取

得了多项新成果和新认识［５２２］，获得了深部有效

反射信息，为南黄海海相残留盆地油气勘探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并推动了南黄海区域地质和油气

资源前景研究的进程［２３２８］。

本文介绍了２０００年以来南黄海地震勘探的

主要进展和成果，并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目标和

努力方向。

１　地震勘探的主要难题

受南黄海残留盆地地震地质条件复杂的影

响，目标层段地震资料的品质普遍较差。在埋

藏深度小的强反射界面作用下，地震波的向下

传播受到阻滞；基于水平层状连续介质的地震

勘探理论方法不能适用于复杂构造条件，常规

地震勘探中的散射能量补偿、基于双曲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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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分析、共中心点叠加、偏移成像等理论方

法受到挑战；钻探资料的缺乏，使地震资料的解

释众说纷纭，地震勘探的基础研究缺乏针对性

并难以深入。

１．１　地震资料采集环境条件恶劣

南黄海海域勘探区水深一般为１５～７０ｍ，受

水深条件的影响，地震资料采集电缆和气枪震源

沉放深度受到了限制，压制了气枪震源激发信号

的低频能量，而理论研究和勘探实践证明，低频信

号具有更深的穿透能力和对复杂构造的成像能

力；同时，水深较浅和海底底质坚硬使得在采集过

程中形成了强振幅的多次波，极大地降低了原始

地震资料的品质。

南黄海海域为我国的海上运输商业航道，也

是海洋渔业的重要海域，商船和渔船星罗棋布，严

重干扰了地震资料的采集作业，致使作业效率低

下，地震资料中的外源干扰发育。

１．２　地震地质条件复杂

南黄海海相残留盆地的地震地质条件变化

大，历经了漫长地质历史中的多期次构造运动的

改造，使得构造复杂，褶皱和断裂发育，造成地震

波传播路径复杂多变，严重背离了常规地震成像

处理的理论基础，原始地震记录上断面波、绕射波

和侧面波等干扰波发育，极大地降低了地震资料

品质。同时，地层横向非均质性严重，使基于水平

层状连续介质的资料处理理论方法难以做到远偏

移距地震波组的有效成像；海相地层物性差异小，

反射界面的反射能量弱，造成地震反射波组连续

性差。

１．３　深层地震反射信号微弱

中、新生界陆相沉积层与海相沉积层的物性

差异较大，形成了强反射界面，对地震波向下传播

起到了屏蔽作用；在新生代盆地构造背景下的坳

陷区，海相残留盆地的埋深在４０００ｍ以下，地震

波的传播路径长，地震信号衰减严重；在隆起区，

低速的第四系和新近系地层直接覆盖在高速的海

相残留盆地之上，界面的反射系数最高达０．５以

上，地震波的下传能量不足１０％
［５９］，严重削弱了

目标层的地震反射能量。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造

成深层反射信号微弱，并掩盖在强能量干扰波背

景中。

因此，南黄海海相残留盆地的油气地震勘探，

首先要进行采集技术的攻关，尽力提高原始地震

资料的反射能量和信噪比；同时加大地震处理攻

关力度，提高地震资料的信噪比和成像品质。

２　主要进展和成果

针对南黄海海相残留盆地地震勘探的难题，

进行了针对性的技术方法研究和海上试验工作，

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和成果，形成了针对勘探目

标的地震正演模拟、大容量多层枪阵延迟激发、长

排列深沉放地震接收和基于各向异性成像处理等

技术方法。

（１）通过地震反射特征理论模拟计算、波动方

程正演模拟和地震物理模型模拟，基本掌握了勘

探目的层的地震反射特征，为地震资料采集、处理

与解释提供了依据。

勘探目标层地震反射特征分析对地震资料采

集和处理解释具有指导意义，对于南黄海残留盆

地复杂构造地震勘探显得更为重要。基于南黄海

的地震地球物理模型，着重开展了地震反射特征

理论模拟计算、波动方程正演模拟和地震物理模

型模拟研究工作。

在地震勘探初期，首先基于地震波的运动学

特征，采用Ｚｏｅｐｐｒｉｔｚ方程和透射能量定量技术方

法［２９］，计算了各主要反射层的地震反射振幅随偏

移距的变化规律［７］（图１），得出在尽量增加低频

成分、拓展地震信号频带宽度的前提下，才能获得

勘探目标层的有效反射信号；提出了加大接收电

图１　勘探目标层界面反射振幅随偏移距变化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ｖｓｏｆｆｓｅｔ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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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排列）长度，接收目标层界面的强能量广角反

射信号［３０］，可以提高弱反射层段的地震资料品

质，为采用长排列接收做好了技术准备。

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７年开展了基于中部隆起地

质、地球物理剖面的地震物理模型［３１］试验与研究

工作。通过对试验结果观察与处理分析，得出了

如下结论：

①复杂构造处绕射波、断面波发育，严重影响

了地震资料的信噪比，进行精确的叠前时间（深

度）偏移成像是改善成果资料品质的主要途径；

②海相碳酸盐岩、碎屑岩内部非均质性对反

射、透射波产生了散射作用，降低地震反射信号的

信噪比和分辨率；

③认识到理想的叠加速度对成像处理的重要

性和与理论速度的差异，水平界面的叠加速度一

般比模型的理论叠加速度低５％～１５％，倾斜界

面一般比模型的理论叠加速度高５％～１５％；

④对于复杂构造体的地震勘探，缩小炮间距、

中间激发，加大排列长度和提高覆盖次数是提高

深层弱反射面成像的有效手段。

为了进一步验证排列长度对成像品质的影

响，采用地震波动方程正演模拟理论方法对南黄

海海相残留盆地的地质地震模型进行了数学模拟

分析，基本查清了主要反射界面的地震反射特征

和多次波、绕射波等主要规则干扰波的形成机理。

采用大排列接收目标层广角反射信号，不仅能够

避开中、近偏移距的直达波、折射波等各种干扰

波，提高地震资料的信噪比，还能够接收到来自深

部中、古生界地层的较强能量的有效反射波，提高

中、深部地层的反射波能量，改善深部目标地层的

成像品质（图２），为长排列地震接收参数的方案

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２）开展了采集技术方法研究工作，通过对气

枪阵列激发机理的深入研究和海上试验，形成了

“上、下震源延迟激发新技术＋长排列”海上地震

资料采集技术系列，有效提高了深部地震反射能

量和品质，为海域残留盆地普查评价提供了重要

的基础资料。

针对海相碳酸盐岩顶界面对地震波屏蔽作用

强、目标层埋深大、地震反射波衰减严重的勘探困

难，开展了气枪阵激发技术的攻关研究。根据低

频地震信号具有较强的穿透能力的特点［３２，３３］，确

定了以拓展低频分量、提高低频能量、拓宽频带为

气枪阵列震源设计的目标和原则。

图２　南黄海海相残留盆地地质地震模型

不同排列长度成像模拟对比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ｒｅａｄｌｅｎｇｔｈｆｏｒ

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ｂａｓｉ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

为了避免常规大容量气枪阵列虚反射效应

大，高频输出能量低、频带窄，低频段能量分布不

均匀而影响地震原始资料品质的缺点，在对气枪

阵列激发机理的深入研究和对国内外多层枪阵延

迟激发［３４３７］及立体枪阵［３８］技术总结分析的基础

上，设计了容量大、低频性能好、频带宽的多层枪

阵［２２］，通过延迟激发形成了下行波同相叠加、由

海平面产生的虚反射因到达时间差异分散叠加的

效果，从而削弱了虚反射对远场子波有效频带的

压制和陷波作用，改善了远场子波的频谱性能，低

频分量拓展到５Ｈｚ，远场子波的低频段、高频段

能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弥补了常规海上地震数

据采集中因陷波存在而导致的降频响应，低频段

频谱曲线光滑、能量分布均匀，为提高地震原始资

料品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２０１２年采用多层震源＋长排列地震数据采

集技术方法进行了海上试验。图３为采用容量

为１２６０立方英寸子阵组成的枪阵，气枪阵的４

个子阵沉放深度分别为１０７７１０ｍ、１１６１１６

ｍ组成的上下源枪阵和沉放深度分别为１３９７

１１ｍ、１４１０８６ｍ组成的多层震源枪阵，与４个

子阵均沉放在９ｍ的常规震源试验效果对比

图。从单炮带通滤波（滤波档为３５２０２５Ｈｚ）

图中可以看出，气枪阵沉放深度为９ｍ的平面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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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源压制虚反射效果差、地震波组的续至相位

多，特征不突出（图３左）。由于上下源和多层

震源有效地压制了虚反射效应，相对于平面震

源的采集效果，直达波和折射多次波减少，地震

波的续至相位减少，波组特征突出，同时也提高

了中、深部目标层的反射品质，达到了拓展低

频、拓宽频带宽度、提高震源子波穿透深度目

的。

图３　南部坳陷不同枪阵组合方式单炮记录带通滤波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ｈｏｔｂａｎｄｐａｓｓｆｉｌｔｅｒｒｅｃｏｒ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ｉｒｇｕｎｓａｒｒａｙ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经海上试验，最终采用了由４个子阵（中间２

个沉放到７ｍ深度，两边的２个沉放到１０ｍ深

度）组成“正梯形”双层震源，上层子阵激发２ｍｓ

后下行波到达下层子阵，再激发下层子阵，达到直

达波同向叠加而虚反射非同向叠加的目的。并根

据地震调查船的作业能力，采用了８１００ｍ长电

缆进行地震资料采集。

图４为北部坳陷过ＺＣ７井采用新采集技术

与常规采集测线各向异性叠前时间成像处理效果

对比图，原采集的地震数据经各向异性叠前时间

成像处理后，在Ｔ８ 反射波组（印支运动剥蚀面）

之下，成像质量较常规处理有了较大的提高，见到

了前中生界反射迹象（图中所圈处）。根据成像处

理成果，２０１２年采用了上下源＋长排列新的采集

技术，在该线段进行了采集试验，对试验资料进行

了各向异性叠前时间成像处理，Ｔ８ 反射波组之下

的有效反射得到了突出，并获得了深达６．５ｓ的

有效反射（图中所圈处），证实了前人关于北部坳

陷存在前中生代沉积地层的推测［１６］。通过对新

技术采集的地震资料的处理和初步解释，发现北

部坳陷广泛分布厚度较大的前中生界，这一发现

对北部坳陷的油气资源前景评价将发挥积极的作

用。

（３）通过地震资料成像处理技术攻关，形成了

以多次波压制、高阶速度精细分析和各向异性叠

前偏移为主的成像处理技术系列，有效提高了深

部地震反射能量和成像品质，推动了南黄海残留

盆地油气资源评价的进程。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南黄海海相残留盆地地

震处理技术攻关取得多方面的进展。例如，针对

气枪震源的气泡效应产出的延续相位压制的确定

性子波处理技术，突出了地震反射波组特征；针对

有源干扰、随机干扰和线性干扰的叠前综合多域

去噪技术，在最大限度保护有效信息的前提下，消

除叠前记录上的干扰波，提高资料的信噪比，突出

深部弱反射信号；针对海底和强反射界面形成的

多次波的配套压制技术，有效压制了各种类型多

次波，突出了有效反射；针对大偏移距（长排列）和

广角反射信息的弱各向异性速度分析与动校正技

术，实现对广角反射信息的有效利用，大幅度提高

深部地震反射能量；针对地层横向非均质和复杂

构造叠前偏移成像技术，提高复杂构造地震成像

精度。

（４）在南黄海深部地质与沉积层ＯＢＳ探测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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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北部坳陷过犣犆７井采用新采集技术与常规采集效果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ＷｅｌｌＺＣ７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用可行性调研分析［３８］的基础上，首次采用国际先

进的多层气枪震源宽带地震激发技术，在南黄海

浅海海域进行了深部地震探测ＯＢＳ试验，获得大

量有价值的广角反射／折射地震数据，记录到许多

来自深部界面的震相，填补了南黄海海域深部数

据的空白，实现了几代海洋地质工作者探测南黄

海深部地质特征的梦想，对区内的深部地质特征

研究，厘定华南、扬子和中朝３大地块的相互关

系，探索西太平洋和欧亚２大活动板块在南黄海

海域的相互作用，评价残留盆地的油气资源潜力，

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以上努力，相继在中部隆起［２２］和北部坳

陷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获得了中—古生代的有效

反射，证实了中部隆起上发育古生代海相地

层［３９］、北部坳陷存在前白垩系残留盆地的推

测［４０］。在新获得的典型地震剖面上（图５），在Ｔ２

波组之下呈现了４套特征清晰明显的反射层序。

Ｔ２—Ｔ１１地震层序内部反射能量弱，连续性较差，

内部结构为亚平行—空白—杂乱反射，地震层速

度为５８００～６５００ｍ／ｓ，推断为二叠系栖霞组—

石炭系碳酸盐岩反射；Ｔ１１—Ｔ１２地震层序由４～６

个地震反射波组成，频率主要为低—中频，振幅较

强、连续性较好，与上覆地层为整合或假整合接

触，地震层速度为４２００～５５００ｍ／ｓ，推断为泥盆

系—志留系反射；Ｔ１２—Ｔ１３地震层序内部反射能

量弱、连续性差，内部结构多为空白—杂乱反射，

说明地层岩性较为均一，地震层速度为６０００～

６５００ｍ／ｓ，推断为奥陶系—寒武系碳酸盐岩反

射；Ｔ１３—Ｔｇ地震层序为振幅低—中等、相位平行

的反射波组，上下边界接触关系为整合或削截，速

度５８００～６４００ｍ／ｓ，推断为震旦系石英砂岩反

射。新的地震调查发现中部隆起是南黄海海域古

生代构造较稳定、变形程度较弱的地区，海相古生

界广泛发育，具有比周边地区更优越的油气保存

条件。

图６为采用新的地震采集、处理技术获得的

北部坳陷Ｎ１１线地震剖面（测线位置如图中红色

线段），在原采集的地震剖面上，常规的处理技术

未能对“凹中隆”（图中所圈位置）构造有效成像，

以至于将该构造解释为凸起。通过新的采集和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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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处理技术的实施，提高了地震剖面的成像质量，

获得清晰的“凹中隆”构造成像和深部前中生代地

层的有效反射，这一发现将区域的长条状凸起重

新评价为“凹中隆”有利含油气构造区带，特别是

深部厚度较大的沉积地层的发现，预示着该构造

带具有较好的油气资源前景。

图５　中部隆起新地震剖面

Ｆｉｇ．５　Ｎｅｗ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Ｕｐｌｉｆｔ

图６　新地震勘探技术在南黄海北部坳陷获得成像清晰的地震剖面（测线位置见右图红线位置）

Ｆｉｇ．６　Ｃｌｅａ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ｆｏｒ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ｅｗ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　展望

虽然南黄海海相残留盆地地震勘探取得了一

系列的进展和成果，但是，深部目标层地震反射能

量弱、信噪比低和波组连续性差的难题仍没有得

到彻底的解决，制约了对南黄海海相残留盆地油

气资源前景评价的深入进行。因此，必须坚持不

懈地开展地震资料采集与处理攻关和技术方法的

创新，针对海相残留盆地的地质地球物理特征，进

行有针对性的勘探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研究，形

成适用的勘探理论和技术方法，才能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展望下一步的工作目标，应着重进行

如下方面的工作。

（１）理论模拟与实际资料联合对比分析将是

地震反射特征研究的主要工作，通过理论模拟与

实际资料联合对比分析，识别地震有效反射，查清

干扰波的产生机理和特征，为地震资料采集与处

理技术方法、流程与参数的选择提供依据。

（２）在地震资料采集技术上，在坚持“上、下震

源延迟激发新技术＋长排列”先进技术的同时，着

力提高覆盖次数是努力的主要方向，应逐步开展

立体宽线［４１］、上下缆、ＯＢＣ等新的采集技术方法

研究与试验，以探索进一步提高地震原始资料品

质的采集技术方法。

（３）在已形成的成像处理技术系列的基础上，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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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开展基于各向异性的叠前偏移速度分析、

偏移成像以及多次波压制等方面的研究和攻关处

理，同时利用长排列多道地震和 ＯＢＳ资料的优

势，开展反射波与折射波联合成像、多道地震与

ＯＢＳ数据联合处理、地震与 ＶＳＰ测井联合标定

成像等技术方法攻关研究工作，以期获得更高质

量的地震成像。

（４）在坚持地震勘探的同时，加强与非震综合

地球物理技术方法联合应用研究，以优势互补方

式达到勘探目的。同时，地质与地球物理有机结

合是地球物理勘探取得成功的有效保障，在海相

残留盆地复杂构造背景下，地球物理多解性强，结

合地质理论和认识，在区域地质背景下的地球物

理反演，是降低多解性、提高勘探精度的有效方法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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