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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南黄海海相残留盆地的油气地震勘探，开展了针对性的沉放深度与枪阵组合

的地震采集参数海上试验，对试验数据进行了子波特征、频带、能量、信噪比和Ｆ—Ｋ频谱

的分析工作，制定了统一的处理流程，并进行了成像处理。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对不同

的试验参数进行了对比分析，优选了地震资料批量采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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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拖缆多道地震勘探是海洋油气勘探的重

要手段，针对性强的采集技术方案对提高地震资

料的品质和成像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南

黄海油气勘探方向由中—新生代陆相盆地转到海

相残留盆地后，首先遇到了地震资料品质差的难

题。由于构造复杂、埋藏深、浅部高速层强反射和

目标层内部界面反射弱等因素的影响，地震资料

成像品质差，目标层地震反射信号振幅能量弱、信

噪比低，连续性差等问题突出［１５］，严重制约了油

气勘探的进程。

鉴于海相残留盆地油气地震勘探的复杂性，

原有比较成熟的陆相盆地地震勘探的技术方法已

不能完全适应，必须进行地震勘探理论与技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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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特别要创新与改进采集技术方法，以期获

得高品质目标层的有效反射信号，为资料处理与

解释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此，对勘探目标层的地

震反射特征进行了理论模拟计算研究，提出了“拓

展低频分量、提高低频能量、拓宽频带”的气枪阵

列震源设计原则和目标［２４］；确立了采用大排列

（长电缆）接收，既获得弱反射目标层的强能量广

角反射信号［６］，同时也提高叠加次数、增加信噪比

的思路。

根据采集技术方案设计原则，开展了地震采

集参数的海上试验。首先进行了气枪阵列与电缆

的沉放深度、气枪阵列容量的海上试验工作，并对

试验数据进行了分析与成像效果对比，确定了气

枪阵列容量及其与电缆沉放深度与目标层信号品

质的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气枪震源的激发

机理进行了理论模拟研究，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气

枪阵列震源设计理念和技术［７１１］，以“拓展低频分

量、提高低频能量、拓宽频带”为原则，设计了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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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枪阵列震源［１２］，开展了气枪阵列组合的海上试

验，通过对试验资料的品质分析和成像效果对比，

优选了提高原始资料品质和成像效果的气枪阵列

组合。这些基础工作的开展，为地震资料的批量

采集设计了针对性的地震采集参数，为南黄海海

相残留盆地地震勘探的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１３１６］。

１　海上试验方案与部署

１．１　试验测线部署

为使地震采集参数试验对比更有代表性，试

验线段应选择地层齐全、厚度大，最好有钻井标定

的区域，尽量避开火成岩等特殊的构造体。结合

重力、磁力和前期的地震资料，考虑不同构造单元

的采集参数针对性，在北部坳陷、中部隆起和南部

坳陷上，各选择一段重力、磁力负异常突出，地震

剖面显示反射波组相对齐全、品质好的区域（图

１）进行地震采集参数试验。前期的地震勘探证

明，东西向地震测线成像品质较好，为便于建立采

集参数与成像效果对应关系，确定试验测线方向

为东西向。

图１　地震采集试验测线与重力布格异常对应图

（重力布格异常图据文献［１３］）

Ｆｉｇ．１　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ｌｉｎｅｓｏｎａＢｏｕｇｕ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ｍａｐ

（Ｂｏｕｇｕｅ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ｍａｐ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３］）

　　试验段１和试验段３位于中部隆起重力负异

常带上，区域地层与地震解释对比认为，１ｓ以下

发育中—古生界海相地层（图２），地震反射波组

多，信噪比较高、连续性较好，推测地层较为齐全，

总埋藏深度在７０００ｍ左右。试验的目标是在高

速屏蔽条件下，确定获取海相碳酸盐岩目标层有

效反射地震采集参数。

图２　中部隆起试验段３原地震剖面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ｌｉｎｅ３ｏ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Ｕｕｐｌｉｆｔ

试验段２和试验段４为重叠的线段，位于南

部坳陷的北部，重力、磁力呈负异常，此处的 Ｗ４

井钻遇了新生界、中生界陆相地层（Ｔ８ 以上），以

及三叠系灰岩（Ｔ８—Ｔ９）和二叠系碎屑岩与煤系

（Ｔ９—Ｔ１０）地层，地震特征较为明显，并且能够横

向可靠追踪（图３）。区域对比认为，在Ｔ１０反射界

面以下还存在古生代海相地层，但在前期的地震

剖面上没有见到有效反射的迹象。试验的目标是

提高Ｔ８—Ｔ１０反射波品质，获取Ｔ１０界面以下海相

碳酸盐岩目标层的有效反射地震采集参数。

图３　南部坳陷试验线段地震剖面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试验段５位于北部坳陷Ｚ７井处，为逆冲推覆

构造体，Ｚ７井钻遇了新生界和中生界陆相碎屑岩

地层，地震品质较高，横向追踪可靠性较高，在前

期地震测线的叠前时间偏移成像处理剖面上，Ｔ８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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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界面之下见到了前白垩系有效反射的迹象

（图４）。此处进行地震采集参数试验的目的是检

验通过地震采集技术方法的改进，能否获得 Ｔ８

反射界面之下地层的有效反射。

图４　北部坳陷试验线段地震剖面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ａｇ

１．２　试验项目与参数

在海洋拖缆地震勘探中，受装备和施工环境

等因素的限制，只能采用单边激发的作业方式，检

波器的组合与道间距都是固定而不能改变的，可

供选择的参数有气枪阵列的组合方式与容量、气

枪阵列与电缆的沉放深度。另外，在设计气枪阵

列的组合方式和容量时，必须考虑调查船的装备

条件，气枪阵列与电缆的沉放深度的选择，还要考

虑作业区的水深条件对装备性能与安全性的影

响。因此，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根据试验目标

设计了试验项目和参数（表１）。为了使不同试验

参数的效果更具有对比性，同一试验段、按相同的

施工方向进行参数试验资料采集。

２　试验数据分析方法

２．１　分析方法

对试验数据采用“四统一”分析方法，即统一

分析流程、统一分析项目、统一分析时窗、统一处

理流程与参数。以海上拖缆地震采集过程中最基

本的质量控制技术［１７］———ＲＭＳ分析技术进行单

炮和纯波剖面的能量对比分析；以气枪阵列远场

子波理论模拟结合原始记录频谱分析，对比不同

采集参数的远场子波特征；以基于相关理论的信

噪比估算方法，计算分析试验资料的信噪比；以不

同频带的带通和低通滤波扫描，对比分析试验资

料的有效波频带宽度。

２．２　数据分析

通过对不同试验方案的子波频谱进行分析可

以看出，气枪阵列与电缆沉放越深，远场子波低频

信息越丰富、能量越强（图５）；常规气枪阵列存在

严重的陷波效应，多层气枪阵列的陷波效应明显

减弱，但不同的组合方式陷波存在明显差异，多层

气枪阵列１４１００８０６组合低频信息最丰富，其次

为１３０９０７１１组合，１００７０７１０和１１０６１１０６

组合相当（图６）。

　　通过对资料的能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能量

的横向差异不大，在时间方向上能量存在较严

重的衰减；气枪容量越大，能量越强；气枪容量

相同的情况下，气枪和电缆沉放深度越大，能量

越强。常规气枪阵列的原始记录中包含同相叠

加的虚反射，其能量最强，双层震源次之，多层

气枪阵列对虚反射削弱最明显，原始记录的能

量最弱。

同一位置、不同试验参数单炮数据频率扫描

结果显示，气枪阵列与电缆沉放越深，低频信息越

丰富，气枪阵列与电缆沉放越浅，高频信息越丰

富；气枪阵列容量越大，低频信息越丰富，高频信

息受能量影响不明显（图７）。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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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试验参数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ｅｓ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试验线（区域） 线号
试验参数

气枪阵列组合、容量 枪深／ｍ 缆深／ｍ
其他采集参数

试验段１（中部隆起）

试验段２（南部坳陷）

试验段３（中部隆起）

试验段４（南部坳陷）

试验段５（北部坳陷）

Ｌ０９０１３３０６０８

Ｌ０９０１３３０６１０

Ｌ０９０１３３０８１０

Ｌ０９０１３３０８１２

Ｌ０９０１３３０８１４

Ｌ０９０１３５０８１４

Ｌ０９０１３５０８１２

Ｌ０９０１３５０８１０

Ｌ０９０１３５０６１０

Ｌ０９０１３５０６０８

Ｌ０９０２３３０８１４

Ｌ０９０２３３０８１２

Ｌ０９０２３３０８１０

Ｌ０９０２３３０６１０

Ｌ０９０２３３０６０８

Ｌ０９０２３５０８１０

Ｌ０９０２３５０８１２

Ｌ０９０２３５０８１４

Ｌ０９０２３５０６０８

Ｌ０９０２３５０６１０

Ｌ１００１６４１０１２

Ｌ１００１６４１０１４

Ｌ１００１６４１０１６

Ｌ１００１６４１０２０

Ｓ１００７０７１０

Ｓ１１０６１１０６

Ｓ１３０９０７１１

Ｓ１４１００８０６

Ｓ５０４００９Ｃ１２

Ｎ１００７０７１０

Ｎ１１０６１１０６

Ｎ１３０９０７１１

Ｎ１４１００８０６

Ｎ５０４００９Ｃ１２

常规气枪阵列、２个子阵、

总容量３３６０ｉｎ３

常规气枪阵列、２个子阵、

总容量３５８０ｉｎ３

常规气枪阵列、２个子阵、

总容量３３６０ｉｎ３

常规气枪阵列、２个子阵、

总容量３５８０ｉｎ３

常规气枪阵列、４个子阵、

总容量６４１０ｉｎ３

多层气枪阵列、４个子阵、

总容量５０４０ｉｎ３

常规气枪阵列，其他同上

多层气枪阵列、４个子阵、

总容量５０４０ｉｎ３

常规气枪阵列，其他同上

６

６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６

６

８

８

８

６

６

８

８

８

６

６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７、７、１０

１１、６、１１、６

１３、９、７、１１

１４、１０、８、６

９

１０、７、７、１０

１１、６、１１、６

１３、９、７、１１

１４、１０、８、６

９

８

１０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４

１２

１０

１０

８

１４

１２

１０

１０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６

２０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４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４

１２

电缆长度６０００ｍ

道间距１２．５ｍ

炮间距３７．５ｍ

最小偏移距１９６ｍ

接收道数４８０道

覆盖次数８０次

电缆长度７２００ｍ

道间距１２．５ｍ

炮间距３７．５ｍ

最小偏移距１０４ｍ

接收道数５７６

道覆盖次数９６次

电缆长度８１００ｍ

道间距１２．５ｍ

炮间距３７．５ｍ

最小偏移距１２８ｍ

接收道数６４８

道覆盖次数１０８次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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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常规气枪阵列试验方案远场子波频谱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ｗａｖｅｌｅｔ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ｆｏｒ

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ｉｒｇｕｎａｒｒａｙ

图６　多层气枪阵列试验方案远场子波频谱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ｗａｖｅｌｅｔ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ｆｏｒ

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ａｉｒｇｕｎａｒｒａｙ

图７　试验段２原始炮集频谱与子波频谱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ｈｏｔｒｅｃｏｒ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ｄａｉｒｇｕｎａｒｒａｙｗａｖｅｌｅｔ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ｌｏｎｇｔｅｓｔｉｎｇｌｉｎｅ３（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ａｉｒｇｕｎａｒｒａｙ）

　　试验段５的相同位置不同气枪阵列组合单炮

频谱分析显示，低频信号能量从强到弱的组合是

１３９７１１、１４１０８６、Ｎ５０４００９Ｃ１２、１０７７１０、１１

６１１６（图８），但Ｎ５０４００９Ｃ１２波组特征较差。试

验段２与试验段４的相同位置不同气枪阵列组合

单炮频谱分析显示，低频信号能量从强到弱的组

合是１３０９０７１１、１４１００８０６、１００７０７１０、１１０６１１

０６、Ｌ０９０２３５０８１４、Ｓ５０４００９Ｃ１２、Ｌ０９０２３５０６１０（图９）。

高频端整体来讲在深层能量极弱，浅层７０Ｈｚ以

上基本看不到有效信号；由于次生震源干扰严重，

高频信息未发现明显规律；炮集上气枪阵列与电

缆沉放引起的陷波效应不明显，在叠加数据上有

比较明显的体现。

综上所述，采集参数变化对地震资料的频率、

能量、品质等特征影响较大，但对地震资料的信噪

比基本不产生影响（表２）。

３　试验数据成像处理与分析

３．１　处理思路及关键技术

在原始资料特点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借

鉴以往的处理经验，制定了以远场子波处理、多次波

压制、各向异性速度分析与叠前时间偏移和ＣＲＳ处

理为主技术思路与流程，提高目标层反射波组成像

品质，为采集参数试验效果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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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试验段５粗叠加数据频谱分析结果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ｒｕｄｅｓｔａｃｋａｌｏｎｇｔｅｓｔｉｎｇｌｉｎｅ５

图９　试验段４粗叠加数据频谱分析结果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ｒｕｄｅｓｔａｃｋａｌｏｎｇｔｅｓｔｉｎｇｌｉｎｅ４

表２　采集参数与地震资料品质关系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

频率 能量 鸣震 气泡 信噪比

气枪阵列容量 容量越大、低频信息越丰富 容量越大、能量越大 容量越大、鸣震越强 容量越大、气泡越大

气枪阵列与电

缆沉放深度

沉放深度增加，低频能量增

强，高频能量减弱

沉放深度增加，能量

增强

沉放深度增加，鸣震

增强

气枪沉放深度越大，

气泡越大；电缆沉放

深度对气泡没有影响

多层气枪阵列
增加低频分量、降低陷波效

应

沉放深度增加，能量

增强
降低鸣震效应 气泡效应有所增加

主要受采

集时段环

境影响，与

采集参数

关系不大

　　在试验资料的处理中，通常对具有混合相位

特性的远场子波进行了相位转换与气泡压制处

理，使之成为零相位子波，从而压制气泡的影响，

改善子波频谱特征，进而改善地震资料的波组特

征。

根据试验测线的原始数据特征，在保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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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下，采用Ｄｅｂｉａｓ＋低截滤波压制低频噪

音，自动分频去噪压制延迟振幅，线性拉东变换压

制直达波与折射波的方法，提高了叠前数据的信

噪比。

针对多次波发育、类型多的复杂情况，采用

—Ｐ反褶积压制层间多次波、２ＤＳＲＭＥ压制近

炮检距多次波、高分辨率拉冬变换压制中—远炮

检距多次波，突出了目标层段有效反射，提高了数

据的信噪比。

在地层速度高和纵、横向非均匀性强的情况

下，必须采取针对各向异性介质的速度分析与动

校正技术，才能达到利用临界角附近的远偏移距

强地震反射波能量信息，提高深层反射信号成像

质量的目的（图１０）。通过针对各向异性介质的

速度分析与动校正结果看出，在中部隆起高速地

层埋藏浅的情况下，７２００ｍ的电缆长度可以获

得３ｓ以上地层的远偏移距强地震反射能量信

息。

图１０　试验段３各向异性校正前后犆犕犘道集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ＭＰｒｅｃｏｒ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ｌｉｎｅ３

　　针对地震资料信噪比低、波组连续性差的特

点，在各向异性叠前时间偏移道集上，进行了

ＣＲＳ（Ｃｏｍｍ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成像处理
［１８］，

有效提高低信噪比区的成像质量（图１１）。

图１１　试验段３数据犖犕犗叠加与犆犚犛叠加对比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ＭＯａｎｄＣＲＳ

ｓｔａｃｋａｌｏｎｇｔｅｓｔｉｎｇｌｉｎｅ３

　　通过这些关键技术的应用，获得了品质较好

的成像剖面。图１２为试验段５数据叠前时间偏

移成像剖面，对比前期常规气枪阵列测线成像结

果（图４），Ｔ８ 界面以下的有效反射能量强、信噪

比高，并获得了深达６ｓ的有效反射记录，证明了

多层气枪阵列＋长排列是提高南黄海海相残留盆

地地震资料品质的有效手段。

图１２　试验段５（北部坳陷）犖１００７０７１０

组合试验数据叠前时间偏移剖面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Ｎ１００７０７１０ｔｅｓｔ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ｌｉｎｅ５（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ａｇ）

　　同时，对试验数据的偏移纯波数据进行了频谱

分析对比，其结果与原始数据频谱特征相似，随着气

枪阵列容量的增加及气枪阵列、电缆沉放深度的增

加，低频信息越丰富，相应的深层成像越好（图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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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试验段３（中部隆起）不同采集参数的偏移剖面及对应频谱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４　结论

通过对试验数据的分析对比与成像处理研

究，形成了一套地震资料特征与品质分析技术和

方法，如信噪比曲线、能量曲线、自相关函数技术

以及由单炮、剖面和以上属性曲线组成的点线面

等分析方法，获得了大量分析数据和图件，对该区

不同的采集参数所获得的资料特点有了系统的认

识。

（１）气枪和电缆的沉放越深，获得的低频信息

越丰富，原始记录的信噪比越高，有利于深层成

像。

（２）气枪容量越大，激发能量越强，但相应的

各种噪音越强，尤其是直达波和折射波干扰严重，

资料的信噪比没有得到提高，必须在后期的处理

中予以解决。

（３）针对高速强反射层以下的中、深部弱反射

地层，长排列可以接收更多的信息，特别是广角反

射信息，并在处理中充分利用，可以提高成像品

质。

（４）由于炮检点分布不均匀（炮检距３７．５ｍ、

道间距１２．５ｍ），出现明显的采集脚印，空间假频

效应明显；采集中羽角过大，导致ＣＭＰ位置偏离

和发散，不利于地震资料的准确成像。

（５）多层气枪阵列能够较好压制虚反射，波组

特征较常规气枪阵列有较大的提高，建议在以后

的资料采集工作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试验。

致谢：对先后承担海上地震试验数据采集、试

验资料分析处理工作的单位领导、专家和所有的

工程技术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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