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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洋地震勘探中使用的气枪主要有美国Bolt公司生产的BOLT枪、美国ION 公

司生产的SLEEVE枪、法国Sercel公司生产的 G 系列气枪３种.其中,Sercel公司生产

的 GII型气枪与其他两种气枪相比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容积范围大、单枪威力能量强、
同步性好、气枪后座力小等优点,介绍了 GII枪在多道地震作业中出现的气枪点火、漏气、
自激、注油等常见技术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方便实用,可大量节省对气枪的维修保养时间,
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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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气枪技术的发展,目前海洋地震物探船

主要采用气枪震源进行海洋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

勘探,比较常用的气枪主要有美国Bolt公司生产

的BOLT枪、美国ION公司生产的SLEEVE枪、
法国sercel公司生产的 G系列气枪３种,其基本

结构均由枪体、梭阀、电磁阀、检波器４部分组成.
尽管气枪震源具有结构简单、维修方便、寿命高、
可靠性强、同步性好、频带宽及高环保性的特点,
但由于气枪震源的大部分设备在水下工作,需要

承受巨大的气枪激发时气泡冲击带来的震动和水

下拖曳,导致其设备故障率较高.常见故障为气

枪漏气、同步性差、气枪不点火、气枪没有检波器

信号等问题[１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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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国Sercel公司的 GⅡ型气枪,笔者结合该船

在我国各海域 GⅡ枪的工作情况,总结了在这一

时期气枪出现的气枪点火、漏气、自激、注油等技

术问题,并介绍了解决方法.

１　工作原理

GII枪主要有１５０/２５０/３８０/５２０in３ ４种容

积,其容积均可通过加装减容块实现.其工作原

理与Sercel公司的 G型气枪一致,即高压气进入

气枪后,充满返回气室及点火气室(图１、２),当电

磁阀收到点火信号后,触发气室开始充满气打破

图１　１５０in３GII枪纵切面A面

Fig．１　LongitudinalsectionAofthe１５０in３ GII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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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火气室与返回气室的平衡,使梭阀向尾部移动

完成一次点火,完成点火激发后,触发气室压力减

小,气枪进入新的充气状态[４Ｇ５].

图２　１５０in３∗ GII枪纵切面B面

Fig．２　LongitudinalsectionBofthe１５０in３ GIIgun

２　常见技术问题及解决方法

２．１　气枪点火

由于气枪设备长时间在海水中工作,气枪激

发引起的震动、机械运动零部件的磨损及海水侵

蚀容易造成气枪点火失败,气枪不点火的主要表

现在５个方面:一是点火线路出现问题;二是电磁

阀出现问题;三是检波器出现问题;四是空气管路

出现问题;五是气枪进水[６Ｇ８].

２．１．１　点火线路问题

(１)问题分析

查看枪控数字包之间连接的 Lum 线(图３)
及电磁阀猪尾线(图４)是否有破损、断裂.若完

好无损,用万用表通断档检测线路是否有断路.

图３　Lum线

Fig．３　Lumline

图４　猪尾线

Fig．４　Electricaljumperline

　　(２)解决方法

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 Lum 线或猪尾线每路

阻值是否在０１~０２Ω之间,偏小或偏大则说明

有短路、断路等问题,应及时连接好或更换.其中

以点火线末端内部焊点断路最为常见[６].
更换完线束后,通过枪控系统单独激发更换

线束对应的气枪,当听到电磁阀内部“咔哒”声后

说明线束连接正常、试枪结束.

２．１．２　电磁阀问题

(１)问题分析

电磁阀内部线圈损坏、内部机械部件(图５、

６、７)出现损坏导致电磁阀卡滞.

图５　电磁阀

Fig．５　Solenoidvalve

∗１in＝２５４cm;１in３＝１６．３８７cm３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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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电磁阀线圈

Fig．６　Solenoidvalvecoil

图７　电磁阀内部结构

Fig．７　InternalstructureofSolenoidvalve

　　电磁阀内部运动部件(如下图５、６、７)因为长

时间往复机械运动易出现变形或粘连、阀针和弹

簧断裂而导致电磁阀卡滞不点火.电磁阀长时间

在水下使用后内部线圈阻值的变化也会导致不点

火.
(２)解决方法

万用表测量电磁阀线圈,阻值在４３Ω(＋
１０％)则线圈正常.拆检内部机械部件,清洁并更

换损坏的部件.更换维护完毕后,通过枪控系统

单独激发维护保养过电磁阀的气枪,当听到电磁

阀内部“咔哒”声后说明电磁阀工作正常,试枪结

束[６].

２．１．３　检波器问题

(１)问题分析

检波器即气枪激发状态信号传感器,将气枪

激发的状态通过机械运动转化为电信号传给枪控

系统,枪控系统根据各个检波器传回的数据进行

处理运算,对气枪激发的时间进行修正,使所有气

枪达到同步激发的目的.
检波器出现问题主要表现在枪控系统中气枪

激发波形无显示,即检波器信号丢失.
(２)解决方法

万用 表 测 量 检 波 器 线 圈,阻 值 在 ４３ Ω
(＋１０％)则线圈正常.拆检内部机械部件(图

８),清洁并更换损坏的部件.

图８　检波器内部结构

Fig．８　Timebreakinternalstructure

２．１．４　空气管路出现问题

(１)问题分析

空气管路出现问题导致气枪无高压气体进入

无法正常激发.若枪在甲板上,释放前充气便可

检查出管路及接头是否有漏气;若枪在水中气管

出现漏气可通过枪控系统信息提示发现[７].
(２)解决方法

更换损坏管路或气管接头.为避免管路损

坏,建议管路安装弹性防护胶皮(图９).

图９　带防护胶皮气管

Fig．９　Protectiverubberairhose

２．１．５　气枪进水

(１)问题分析

气枪正常工作时进水情况较少,在闷气状态

不工作时因为压力不足容易导致进水.
(２)解决方法

需将压缩机供气压力调至５００psi(３．４４８MPa),
控制进水气枪连续激发１００炮,然后观察气枪能否

５８



MarineGeologyFrontiers　海洋地质前沿　　　　　　　　　　　２０１９年９月　

正常激发.若此方法无效,需将气枪收至甲板上,
拆开气枪头部４个内六角螺栓６０３Ｇ３１４(部件号),
用低压空气对准各进气口将枪内积水排出即可.

２．２　气枪漏气

(１)问题分析

关于气枪气管及接头漏气,上述问题描述已

作介绍.在此重点介绍气枪各方面漏气问题(图

１０).
(２)解决方法

若区域一出现漏气,检查 O 型圈 １６Ｇ４１１,

６０３Ｇ３０１,６０３Ｇ３０９,６０３Ｇ３１１和６５６Ｇ２０４;电磁阀提

升阀１６Ｇ３６１;D型圈６２１Ｇ３０３和７２１Ｇ３０９;盖型环

７２１Ｇ３０２和７２１Ｇ３１３,若有损坏部件换新.

图１０　气枪漏气部位标示图

Fig．１０　Airgunleakagesite

　　若区域二出现漏气,检查 O 型圈６０３Ｇ３０５,若
有损坏部件换新.

若区域三出现漏气,检查 O 型圈６０３Ｇ３０１,

６０３Ｇ３０５,６２３Ｇ３０１和７２１Ｇ３０２;电磁阀提升阀１６Ｇ
３６１;D型圈６２１Ｇ３０３,７２１Ｇ３０９和７２１Ｇ３１０;盖型环

７２１Ｇ３０２,７２１Ｇ３０３和７２１Ｇ３１３;密封圈６０３Ｇ１０７,若
有损坏部件换新[８Ｇ９].

２．３　气枪自激

(１)问题分析

气枪自激是指气枪在未接收到来自系统的点

火脉冲电压时,气枪因自身故障而造成气枪自动

激发(点火)的现象.GⅡ枪自激主要由意外的点

火脉冲干扰或气枪气密性差引起(结合原理,详细

描述).
(２)解决方法

出现意外的点火脉冲干扰,需要检查电磁阀

的点火线圈,若线圈进水引起的干扰,可通过测量

插针和阀体间的阻值来判断线圈是否漏电,对于

水密线圈来说,阻值应该无穷大,当出现此问题时

应及时更换电磁阀线圈.
出现气密性差时应检查密封圈６０３Ｇ１０７;盖

型环Ⅱ７２１Ｇ３１３,盖型环７２１Ｇ３０２,７２１Ｇ３０３;O 型圈

６０３Ｇ３０１;

D型圈６２１Ｇ３０３,７２１Ｇ３０９,７２１Ｇ３１０;O 型圈阀

Ⅱ７２１Ｇ１１３及电磁阀(见电磁阀问题判断),若有

损坏部件换新.

２．４　气枪注油泵油量调节问题

(１)问题分析

由于注油量过多,气枪电磁阀易出现问题,气
枪注油量过小,气枪磨损速度加快,易出现漏气问

题.当气枪在短时间正常使用过程中频繁出现同

步性差、气枪漏气的故障时建议检查气枪注油泵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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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油量是否合适[１０].
(２)解决方法

注油量调节受气枪配置及海水水温影响较

大.以法国柱塞式注油泵(图１１)为例,经过海上

图１１　气枪注油泵

Fig．１１　Airgunoilinjectorpump

实际作业经验和试验,在我国东海、黄海海域作业

时,枪阵中不含４５in３ 气枪情况下,油量调节为每

分钟６０滴,震源末端含４５in３ 需注油量加大至

７０滴每分钟.南海作业时,枪阵中不含４５in３ 气

枪情况下,油量调节为每分钟７０滴,震源末端含

４５in３ 需注油量加大至８５滴每分钟.

３　利用枪控系统发现排查气枪问题

(１)问题分析

“海洋地质九号”综合物探船船采用新加坡

Seamap公司的 GUNLINK４０００数字枪控系统.
通过观察气枪监测状态(图１２)变化,可有效判断

相关故障.
(２)解决方法

若每个枪激发时检波器反馈的峰值不在一条

线上(图１２左侧画面),说明气枪同步性不好,可
对应检查电磁阀及检波器;若枪有漏气,则图１２
右侧近场子波会发生大幅跳动,可确定气枪漏气

部位后进行检修[１１].

图１２　气枪状态监测画面

Fig．１２　Airgunconditionmonitoringscreen

４　结论

经过上述对 GII枪常出现的气枪点火、漏气、

自激、注油４个方面问题的分析描述及解决方法

的探究,为实际多道地震采集作业过程中气枪问

题排查解决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依据,可有效缩短

解决问题的时间,提高作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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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枪的实际使用过程中还会出现新的问题

故障,只有不断分析、总结,积累经验,才能更好地

提升技术人员对气枪的有效管理使用,保障地震

采集作业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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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ostpopularlyusedairgunsinmarineseismicexplorationincludetheBOLTgunproＧ
ducedbyBoltCompanyoftheUS,theSLEEVEgunproducedbyIONCompanyoftheUSandtheG
seriesofairgunproducedbySercelCompanyofFrance．Comparedwiththeothertwokindsofair
guns,theGIIairgunproducedbySercelCompanyhastheadvantagesofsimplestructure,smallsize,

largevolumerange,strongsinglegunpower,goodsynchronizationandsmallairgunrecoilforce．
Thispaperintroducessomecommontechnicalproblems,suchastheairgunignition,airleakage,

selfＧexcitationandoilinjectioninmultiＧchannelseismicoperation,andtheirpossiblesolutions,which
areconvenient,practical,economicandtimesavingformaintenance．
Keywords:GIIairgun;airgunignition;airleakfromairgun;airgunselfＧexcitation;airgunfilling;

technicalproblems;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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