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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塘盆地油气二维地震勘探进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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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２． 自然资源部沉积盆地与油气
资源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３． 中石油青海物探处，甘肃 敦煌 ７３６２０２；４． 中石
化西南石油局第二物探大队，四川 德阳 ６１８０００；５． 中石化中南石油局第五物探大队，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０）
摘要：本文详细讨论了羌塘盆地二十多年来二维地震勘探所取得的进展。羌塘盆地除发育背景干扰外，还发育多种
面波散射、线性干扰、折射波和多次折射波；检波器大组合能压制背景和面波散射干扰，但不能压制速度较高的线性
干扰、折射波和多次折射波。最佳激发因素为常规可控震源振动台次 ３ 台 １ 次，驱动幅度 ７０％ ，扫描频率 ６ ～ ８４Ｈｚ，
扫描长度 １８ｓ；低频可控震源振动台次 ２ 台 １ 次，驱动幅度 ６０％ ，扫描频率 １． ５ ～ ８４Ｈｚ，扫描长度 １６ｓ；大吨位可控震源
振动台次 ２ 台 １ 次，驱动幅度 ７０％ ，扫描频率 ６ ～ ８４Ｈｚ，扫描长度 １６ｓ。炸药震源为单井高速层下 ７ｍ 激发，最浅井深
药量 １８ｋｇ；组合方式激发为 ２ 口井 × １５ｍ × １２ｋｇ 或 ３ 口井 × １２ｍ × ８ｋｇ。尽管可控震源单炮的能量、信噪比、频
１８ｍ，
谱及子波一致性与炸药震源相比较并不占优，但可控震源激发在高密度高覆盖采集条件下仍能获得等同于或明显
优于井炮激发质量的地震剖面资料。从“环保、安全、经济、高效”上考虑，羌塘盆地宜采用可控震源和井炮联合的宽
线高密度高覆盖采集方案，３Ｌ３Ｓ 或 ２Ｌ３Ｓ，９６０ 次以上覆盖为可控震源最佳观测系统；２Ｌ３Ｓ，３６０ 次左右覆盖为井炮震
源最佳观测系统。北羌塘坳陷构造稳定，容易获取高品质地震资料，南羌塘坳陷构造过于复杂，资料信噪比低，可能
不太适合开展地震勘探工作。文章最后还讨论了冻土层静校正和激发接收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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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一个大型海相沉积盆地。羌塘盆地南、北分别
以班公湖 － 怒江缝合带和拉竹龙 － 金沙江缝合带
羌塘盆地位于西藏自治区的北部，面积约 １８ × 为界。盆地东、西以中生代地层尖灭线为界，根据
平均海拔 ５０００ｍ 左右，自然环境极其严酷， 航磁异常和大地电磁（ＭＴ）基底测深资料，将羌塘
１０ ｋｍ ，
气候条件极端恶劣，是中国大陆上油气勘探程度最 盆地划分为北羌塘坳陷、中央隆起带和南羌塘坳陷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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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次级构造单元［］。
羌塘盆地地形起伏剧烈，表层结构纵横向变化
剧烈，第四系砾石覆盖层厚，普遍存在季节性或多
年冻土层［ ］，常有厚层碳酸盐岩等老地层出露，潜
水面及激发岩性变化大。深部地质构造复杂，逆冲
推覆［ ］、褶皱、断层及溶洞发育，上三叠统和中侏
罗统目的层波阻抗差异小，反射能量弱，地震资料
信噪比低［ ］。因此，羌塘盆地属于地表及深部构
造较为复杂、有效反射信号弱、资料信噪比低的地
震勘探区。
羌塘盆地的二维地震勘探工作始于 １９９４ 年，迄
今已有二十多年，大致分为 ３ 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８ 年，主要由中国石油青
藏油气勘探项目经理部完成 ，投入 ９ 个地震队，
布设二维地震侧线 ４１ 条，获得生产记录 ３４１２２ 张，
完成实物工作量 ２７７３． ６８ｋｍ，完成 ６０ 次覆盖为主的
满覆盖工作量 ２４９１． ７４ｋｍ。与此同时，还完成了大
量的方法实验、低降速带调查等工作。限于当时的
勘探技术和设备条件，以及对羌塘盆地严酷的自然
环境估计不足，这一阶段工作获得的资料除极少量
可用外，绝大部分不能令人满意。
第二阶段为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成
都地质调查中心在羌塘盆地托纳木 － 笙根、半岛湖
地区及尼玛盆地共完成二维地震试验测线 １０００ 余
千米，中国地质科学院（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８ 年）在羌塘盆地
双湖地区及昂达尔错地区完成二维地震测量剖面
１６５． ６ｋｍ。
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０９ 年间地震测线采用炸药激发的单
线观测系统外，覆盖次数在 ６０ ～ ９２ 次之间；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２ 年间除少数地震测线采用炸药激发的单线观
测系统，多数采用炸药激发的 １ 炮 ２ 线（１Ｓ２Ｌ）、２ 炮
２ 线（２Ｓ２Ｌ）宽线观测系统，并进行了少量常规可控
震源激发试验，覆盖次数普遍高于 １２０ 次，部分试验
段达 ４８０ ～ ７２０ 次。
这一阶段工作获得的地震资料虽较前人有长
足进步，但仍不能满足地质构造解释的要求。
第三阶段从 ２０１５ 至今，主要由中国地质调查局
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和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完成，投入
了 ８ 个地震队，采用炸药震源和可控震源混合激发
或单独激发方式，覆盖次数均在 ３００ 次以上，最高达
３９６０ 次。最复杂的宽线观测系统为 ５ 炮 ３ 线（５ 条
激发炮线、３ 条接收线）的观测系统，共采集二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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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剖面 ４６ 条、长度合计 １３６０ｋｍ。另外，中石化南方
分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底至 ２０１５ 年初在琵琶湖半岛湖
一带完成了 ６００ｋｍ 二维地震测线的资料采集与处
理解释工作。这一阶段工作由于采用了大量新技
术、新方法、新设备，严控野外施工质量，地震剖面
质量获得突破。
本文将归纳总结这些年在干扰波调查、激发接
收试验、宽线观测试验、资料处理及剖面质量提高
等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分析存在的问题，探讨未
来工作重点及方向，以餐读者。
１

干扰波特征

初期，采用常规的“Ｌ”型或“十”字型排列对羌
塘盆地的干扰波进行了调查，此种排列在遇到来自
其它方向的散射和高频噪声时，由于无法分析其传
播性质，不能提出有效的压制方法，只有在室内处
理时采用去噪处理来消除噪声，在去噪处理过程中
难免损伤到有效信号，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提高资料
信噪比。
国外针对山地碳酸盐岩地区提出了一种方形
排列干扰波调查方法，即盒子波调查技术。盒子波
调查排列采集的是三维数据，有利于进行综合分
析。盒子波调查方法［ ］具有精度高、干扰波信息
记录全面，并能模拟检波器组合，因而深得国内地
震同行的重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我们在羌塘盆地托拉木笙根地区
利用盒子波技术对干扰波进行了调查［， ］，分析了
该区干扰波特征，进行了检波器组合接收压噪分
析。调查中盒子波排列采用 ４１ × ４１ 个点的三维方
形接收网，点距为 ｄｘ ＝ ｄｙ ＝ ４ｍ，纵、横向组合基距均
为 １６０ｍ，每个点摆放 １ 串 １２ 个检波器，检波器埋置
方式为点组合。在 Ｉｎｌｉｎｅ （ＥＷ）和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 （ＳＮ）方
向检波器方阵组合中心点位置处即第 ２１ 道位置各
布设 １ 条炮线，两个方向上均为 ３１ 炮，炮点距离中
心点检波器最小炮检距为 ９５ｍ，最大炮检距为
７２９５ｍ，
炮点距为 ２４０ｍ。
调查发现托拉木 － 笙根地区发育以下干扰波：
背景干扰：速度、方位变化范围大，但有相对稳
定的固定干扰，其速度为 ３０９２ｍ ／ ｓ，入射角为 ４５°，相
对能量为 １００，信噪比为 ０ ０６，频率为 １１０Ｈｚ，波长
为 ３０ｍ。
线性干扰：来自测线方向，最大能量处速度为
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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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射角为 １８０°，相对能量为 １００，信噪比为
０ ５０ ，
频率为 １８Ｈｚ，波长为 ２９５ｍ。另有一组速度为
入射角为 ２０６°，相对能量为 ７６，
２６２４ｍ ／ ｓ 的弱反射，
信噪比为 ０ ４９。
折射波：最大能量处速度为 ５５９８ｍ ／ ｓ，入射角为
１８９° ，相对能量为 ９９． ５ ，信噪比为 ０ ５６ ，频率为
波长为 ３５０ｍ。
１６Ｈｚ，
多次折射波：最大能量处速度为 ３９５８ ｍ ／ ｓ，入
射角为 １８０°，相对能量为 １００，信噪比为 ０ ６３，频率
为 １６Ｈｚ，波长为 ２５０ｍ。
面波：有四组相对较强的面波散射，速度分别
为 ７５３、１３９２、１３２８、１１３２ｍ ／ ｓ，入射角分别为 １４３°、
１０５° 、
２３５° 、
２８３° ，相对能量分别为 ７１ 、
７１ 、
８２ 、
９０ ，信
噪比分别为 ０ ３８、０ ３５、０ ３０、０ ２７。
检波器组合压制干扰波分析结果表明：（１ ）沿
测线方向的检波器组合方式比垂直于测线方向的
检波器组合方式对于干扰的压制效果更好；（２ ）单
点检波器接收无法对干扰波进行压制；４０ｍ 检波器
组合基距接收能够压制部分背景干扰；１２０ｍ 检波器
组合基距接收能够压制部分面波散射；１６０ｍ 检波器
组合基距接收对压制背景干扰和面波散射效果较
好，但对压制速度较高的线性干扰、多次折射波和
折射波效果不明显；（３）速度较高的折射波、多次折
５２９８ｍ ／ ｓ

（１）

射波和线性干扰是羌塘盆地的主要干扰波，严重影
响该区地震资料的品质，如何应对这些干扰波对提
高资料信噪比至关重要。
２

激发与接收

炸药震源激发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我们在北羌塘半岛湖地区、中
央隆起带北缘的托纳木 － 笙根地区、南羌塘隆鄂尼
－ 昂达尔错 － 鄂斯玛地区及羌塘南部边缘的尼玛
盆地，针对砂岩出露区、河滩砾石区、丘陵、山地基
岩出露区、山地区、河滩坡积物区、平地第四系覆盖
区等不同的地形地貌和岩石种类进行了数十个炸
药震源激发试验，重点探寻深井大药量、浅井小药
量、超深井大药量等激发方式与资料品质之间的关
系，获取最佳激发参数。
２． １． １ 深井大药量激发
通过分析激发井深、激发药量、单井与多井组
合试验结果［］，最佳激发参数为：（１ ）单井激发，激
发井深：药包顶部距潜水面或高速层（第四系覆盖
区高速层速度 １６００ｍ ／ ｓ 左右；侏罗系地层或基岩出
露区高速层速度 ２６００ｍ ／ ｓ 左右）顶界面下 ３ｍ；（２ ）
激发药量：基本药量 １８ｋｇ （山地为 ２０ｋｇ，山顶增至
２２ｋｇ）。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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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尼玛地区超深井超大药量激发对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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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羌塘盆地南部边界处的尼玛盆地采用 佳的单炮记录，这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的客观可
上述采集参数施工时，遭遇单炮记录连续变差段， 信度，同时也说明地下地质条件是决定单炮记录好
又补充进行了超深井较大药量激发试验（图 １ ），试 坏的关键因素。
验结果表明超深井较大药量激发并未获得质量更 ２． １． ２ 浅井小药量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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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浅井小药量激发试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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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井小药量激发是与深井大药量激发相对应
的另一种采集技术思路，但它必须与高密度高覆盖
采集技术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实际上中国
石油 ９０ 年代在羌塘盆地进行过浅井小药量激发试
验，但由于当时采集技术方案中的炮间距过大、覆
盖次数过低而未能获得满意效果。２０１５ 年我们在

南羌塘坳陷的隆鄂尼 － 昂达尔错 － 鄂斯玛地区进
行了浅井小药量激发试验，分析总结出了在高密度
高覆盖采集技术条件下适合羌塘盆地的浅井小药
量激发参数。
井深试验：井深试验采用 ９ｍ、１１ｍ、１３ｍ、１５ｍ 进
行对比，药量为 １０ｋｇ。分频扫描的单炮记录和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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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如下（图 ２ａ）：
我们分别在高速层下 １ｍ、３ｍ、５ｍ、７ｍ 开展井深
试验，从分频记录上看，高速层下不同深度激发单
炮记录差异不大。通过定量分析，发现各深度激发
频谱无明显差异，高速层下 ３ｍ 激发的能量及信噪
比略高，因此，单深井激发井深为高速层下 ３ｍ。
浅井药量试验：浅井药量试验采用 ２ｋｇ、３ｋｇ、
４ｋｇ 进行对比，口数为 １ 口，井深为 ６ｍ。分频扫描
的单炮记录和定量分析结果如下（图 ２ｂ）：
通过浅井药量对比试验单炮记录可以看出，随
着药量的增加，单炮能量得到增强，２ｋｇ 单炮记录较
差，而 ３、４ｋｇ 单炮无明显差别。运用 Ｋｌｓｅｉｓ 进行分
析，不同药量激发的单炮频谱无明显差别，３ｋｇ 激发
的单炮资料信噪比相对较高。
中浅井药量试验：单井药量试验采用 ６ｋｇ、８ｋｇ、
１０ｋｇ、
１２ｋｇ 的药量进行对比，井深为 １２ 米激发。分
频扫描的单炮记录和定量分析结果如下（图 ２ｃ）：
通过单深井药量对比试验可以看出，药量大小
主要对单炮能量有影响。随着药量增大，单炮能量
逐渐增强，药量过大时噪音也发育，资料信噪比反
而下降。通过定量分析，发现在药量为 １０ｋｇ 时，资
料的能量、信噪比及频谱都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因
此，建议中浅井药量为 １０ｋｇ。
组合井数试验：组合井数试验采用口数为 １ 口、
３ 口、
５ 口、７ 口进行对比，井深为 ６ｍ，激发药量为
２ｋｇ。分频扫描的单炮记录和定量分析结果如下
（图 ２ｄ）：
通过组合井数对比试验可以看出，随着组合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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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增加单炮能量逐渐增强，从单炮资料上看，差
异不明显，对单炮记录效果改善不大。通过定量分
析发现，由于组合的低通效应，随着口数的增加，频
带范围变窄。同时由于口数增加增大了药量，导致
干扰增强，资料信噪比略有下降，因此，建议井数为
１ 口。
２． ２ 可控震源激发
可控震源作为一种绿色、环保、安全、低成本、
高效的勘探方式，愈来愈成为地震勘探重要的激发
震源，在国内外已得到广泛应用［ ］，特别符合西
藏地区社会安全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可控震源的
优点是激发频率、能量和方向可控，地表激发不用
成井，受复杂浅表层条件（沙砾石层、厚砾石层、干
黄土层）影响小，生产效率高，成本低，对环境的破
坏作用非常小［ ］；缺点是激发能量和勘探深度有
一定限度，分辨率较井炮震源低，初至不易拾
取等［ ］。
羌塘盆地除山地、丘陵处有基岩出露外，地表
大部分为沼泽、河滩沙砾石层、第四系残坡积物、山
前厚砾石层覆盖，成井困难，炸药激发成本高昂且
安全系数低。因此，２０１５ 年我们采用低频、大吨位、
常规三种可控震源（表 １），分别在隆鄂尼 － 鄂斯玛、
玛曲、托纳木 － 笙根等地进行了大规模激发试验，
重点总结振动台次（台数和次数组合）、振动出力
（驱动幅度）、扫描频率和扫描长度四个方面的试验
结论，寻找最佳激发组合，提高资料采集品质。下
面重点分析隆鄂尼 － 鄂斯玛地区低频可控震源的
激发试验情况。
１４１５

１６１８

１９２０

表 １ 不同种类可控震源规格及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规格及型号
额定振动出力
振动频率范围
最大爬坡度
整机质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ｂｒｏｓｅｉ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常规可控震源（ｋｚ２８ ）
２７５Ｋｎ（６４１００ｌｂｓ）

低频可控震源（ＢＶ６２０ＬＦ）
２８１Ｋｎ（６４１００ｌｂｓ）

大吨位可控震源（ＫＺ３４ ）
３９０ Ｋｎ （８８０００ ｌｂｓ）

６ ～ ２５０Ｈｚ

１． ５ ～ ２５０Ｈｚ

６ ～ ２００Ｈｚ

６０°

６０°

６０°

２９０００ｋｇ

２９０００ｋｇ

４２５００ｋｇ

（１）振动台次试验固定驱动幅度为 ６０％ ，扫描
频率为 １． ５ ～ ８４Ｈｚ，扫描长度 １６ｓ，进行了 １ 台 １ 次、
１ 台 ２ 次、
２ 台 １ 次、
２ 台 ２ 次振动台次对比试验。
从振动台次对比试验固定增益和分频记录中
可以看出，２ 台激发的单炮效果略好于 １ 台激发。

定量分析发现，不同台次激发的频谱无明显差距，２
台 ２ 次激发能量最强，１ 台 ２ 次信噪比最高。综合
考虑，振动台次选用 ２ 台 １ 次较为合适。
（２）驱动幅度试验固定振动台次为 １ 台 １ 次，
扫描频率为 １． ５ ～ ９６Ｈｚ，扫描长度为 １６ｓ，进行了

２０１９

年（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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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驱动幅度对比试验。
从驱动幅度对比试验固定增益和分频记录中
可以看出，出力为 ５０％ 时，单炮记录相对较差，而在
出力为 ６０％ 和 ６５％ 时也无明显差距。通过定量分
析发现，随着出力增大，单炮能量增强，频谱向低频
端略有移动，而资料信噪比则无明显改善。综合考
虑，驱动幅度选用 ６０％ 较为合适。
（３）扫描频率试验固定振动台次为 １ 台 １ 次，
驱动幅度为 ６５％ ，扫描长度为 １６ｓ，进行了 １． ５ ～
９６Ｈｚ、
１． ５ ～ ８４Ｈｚ、
１． ５ ～ ７２Ｈｚ 扫描频率对比试验。
从扫描频率对比试验固定增益和分频记录中
可以看出，扫描频率对资料品质影响不明显。通过
定量分析发现，随着扫描频率的增加，单炮能量呈
减弱趋势，但资料信噪比则无明显改善。综合考
虑，扫描频率选用 １． ５ ～ ８４Ｈｚ 较为合适。
（４）扫描长度试验固定振动台次为 １ 台 １ 次，
驱动幅度为 ６５％ ，扫描频率为 １． ５９６Ｈｚ，进行了
１２ｓ、
１６ｓ、
２０ｓ 扫描长度对比试验，
从扫描长度对比试验固定增益和分频记录中
可以看出，扫描长度对单炮记录质量影响不大，在
固定增益记录上可以看出，随着扫描长度的增加，
记录能量略有提升。通过定量分析发现，随着扫描
长度的增加，单炮能量呈增强趋势，１２ｓ 频带宽度略
窄，１６ｓ、２０ｓ 频谱基本一致，资料信噪比无明显改
善。综合考虑，扫描长度选用 １６ｓ 较为合适。
结论：隆鄂尼 － 鄂斯玛地区低频可控震源激发
参数为：振动台次 ２ 台 １ 次，驱动幅度 ６０％ ，扫描频
率 １． ５ ～ ８４Ｈｚ，扫描长度 １６ｓ。
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过程及附图从略），获得
了大吨位和常规可控震源激发参数：
玛曲地区大吨位可控震源激发参数为振动台
次 ２ 台 １ 次，驱动幅度 ７０％ ，扫描频率 ６８４Ｈｚ，扫描
长度 １６ｓ。
托纳木 － 笙根地区常规可控震源激发参数为
振动台次 ３ 台 １ 次，驱动幅度 ７０％ ，扫描频率 ６
扫描长度 １８ｓ。
８４Ｈｚ，
２． ３ 检波器组合
检波器接收试验进行了平行测线矩形等灵敏
度基距 １１ｍ、平行测线矩形不等灵敏度基距 １０ｍ、垂
直测线矩形等灵敏度基距 １１ｍ、双口字型、大组合
“Ｘ”型（ｄｙ ＝ ２ｍ）、大组合“Ｘ”型（ｄｙ ＝ ４ｍ）等不同方
式的组合图形试验，对获得的记录进行了原始记录
５０％ ６０％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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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频扫描、频谱分析、信噪比分析及能量分
析。由于受地貌、施工条件及成本限制，虽曾设想
用增加组合基距的方式来压制干扰波，但各种试验
组合图形的组合基距与干扰波的最小波长仍相距
较远，因而对干扰波的压制效果均不太理想［ ］。但
综合分析，平行测线等灵敏度矩形面积组合和大组
合“Ｘ”型（ｄｙ ＝ ２ｍ）的能量、信噪比较高，频带较宽，
效果稍好于其它面积组合，故 ２０１０ 年之前采用平行
测线等灵敏度矩形面积组合，２０１１ 年以后采用大组
合“Ｘ”型（ｄｙ ＝ ２ｍ）。
２０１５ 年试验线采用了 ２ 串检波器垂直测线横
向拉开（Ｌｘ ＝ ５７ｍ，Ｌｙ ＝ ０ｍ）组合、２ 串检波器“Ｘ”字
形组合（Ｌｘ ＝ １２． ７，Ｌｙ ＝ １２． ７ｍ）、１ 串检波器“口”字
形组合（Ｌｘ ＝ ８ｍ，Ｌｙ ＝ １２ｍ），分别抽取 ３Ｓ１Ｌ 可控震
源剖面进行了接收效果对比分析。
分析发现，不同接收图形的剖面质量差异不
大，但两串检波器垂直测线横向拉开组合的剖面略
好于两串检波器“Ｘ ”组合的剖面和一串检波器
“口”字组合的剖面。
定量分析发现，三种接收图形的剖面在频谱、
能量方面无明显差别，但两串检波器垂直测线横向
拉开组合的剖面信噪比略高于其它两种图形的
剖面。
２１

３

宽线观测系统分析

表 ２ 列出了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９ 年不同单位采用的单
线观测系统及主要采集参数。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单线采集观测系统为 ８３８２． ５
１７． ５３５１７． ５８３８２． ５ ，炮 间 距 ７０ｍ，接 收 道 数
４８０ 道；
２０１２ 年单线采集观测系统为 ７２８５１５３０１５
炮间距 ６０ｍ，接收道数 ４８０ 道。
７２８５ ，
托拉木 － 笙根地区二维地震勘探
２０１０ 年之前，
主要是通过优化检波器组合来压制干扰，提高单炮
记录的信噪比；通过增加排列长度（增加接收道
数）、减少道距和炮距来提高覆盖次数，最终达到提
高资料信噪比的目的。但这些措施提高覆盖次数
的能力有限，而且随着道距和炮距的减少，随机干
扰的相干性增强，利用叠加压制随机干扰的效应降
低。从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０ 年，羌塘盆地二维地震的覆
盖次数已从过去不足 ６０ 次逐年增加到 ７２ 次、９２ 次
和 １２０ 次，剖面品质虽逐年明显提高，但资料信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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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９ 年度二维地震采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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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 ２

内 容
仪器型号
记录道数
检波器组合
采样率
记录长度
道间距
炮间距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２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ｔｅｓ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９

年
（中国石油）

年
（中国石油）

年
（地质科学院）

年
（地质科学院）

年
（成都中心）

年
（成都中心）

Ｔｅｌｓｅｉｓ

ＳＹＳ Ｉ ＳＹＳ ＩＩ

Ｉｍａｇｅ

４０８ＸＬ

４０８ＵＬ

４０８ＵＬ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４０

２４０

４８０

３６０

３９６

４１４

双串面积组合

双串面积组合

双串线性组合

双串线性组合

双串面积组合

双串面积组合

２ ｍｓ

２ ｍｓ

２ ｍｓ

２ ｍｓ

１ｍｓ

１ｍｓ

６ ｓ

６ｓ

８ｓ

８ｓ

７ｓ

７ｓ

５０ ｍ

４０ ｍ

３０ ｍ

４０ ｍ

４０ ｍ

４０ ｍ

１００ ｍ

８０ ｍ

１５０ ｍ

１２０ ｍ

１１０ｍ

９０ｍ

排列方式

６０７５１２５５０

４９８０２２０４０

７３５０１８０３０

７３４０１８０４０

１２５６０７５

２２０４９８０

１８０７３５０

１８０７３４０

覆盖次数
激发类型
井深（单井）
药量（单井）

次
可控震源 ／ 炸药
６０

次
炸药

６０

４８ ～ ５６

炸药

次
炸药

６０

可变４０
可变８２８０
９２ 次
炸药

８２８０


９ｍ

１２ ｍ

１５１８ ｍ

１６１８ ｍ

≥１５ｍ

≥１２ｍ

６ ｋｇ

６ ｋｇ

１６ ｋｇ

１６１８ ｋｇ

１８ｋｇ

１８ｋｇ

仍然较低，整体上依然不能满足构造解释的需求。
因此，寻找其它先进采集技术来提高剖面品质成为
必然［ ］。
宽线地震勘探介于二维和三维地震勘探之间，
是代表当前地震采集技术发展方向的先进技
术［ ］，在复杂山前带和外围小盆地等低信噪比地
区的前期勘探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得到广泛应
用，它能压制干扰波，增加有效覆盖次数，大幅度提
高资料信噪比［ ］。
羌塘盆地处于勘探初期，还不足以开展三维地
震勘探工作。由于资料信噪比较低，二维地震勘探
又无法满足勘探的基本需求。于是，宽线地震勘探
方法成为一种较佳的选择，通过扩大叠加面元、增
加覆盖次数来压制横向上的一些噪声，提高地震资
料的信噪比。它的最大优点就是能在较短偏移距
范围内大幅提高覆盖次数，由此提高资料成像品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在托纳木 － 笙根地区进行了宽
线试验（两炮两线 ２Ｓ２Ｌ、三炮三线 ３Ｓ３Ｌ）：
方案一：两炮两线（２Ｓ２Ｌ），双线 ９６０ 道接收，观
测系统 ８３８２． ５１７． ５３５１７． ５８３８２． ５，炮间距 ７０ｍ，
炮点对应分布在接收线上，接收线距 ７０ｍ，覆盖次数
４８０ 次。
方案二：两炮两线（２Ｓ２Ｌ），双线 ９６０ 道接收，观
测系统 ７１８５１５３０１５７１８５，炮间距 １２０ｍ，炮点对应
分布在接收线上，接收线距 ６０ｍ，覆盖次数 ２４０ 次。
２２

次

可变４０
可变７９１０
７２ 次
炸药

７９１０

方案三：三炮三线（３Ｓ３Ｌ ），三线 １４４０ 道接收，
观测系统 ７１８５１５３０１５７１８５，炮间距 ９０ｍ，炮点对
应分 布 在 接 收 线 上，接 收 线 距 ６０ｍ，覆 盖 次 数
７２０ 次。

２３２４

２５２８

图 ３ 托纳木 － 笙根常规可控震源试验线（ＴＳ２０１５ＳＮ３ ）
４Ｌ３Ｓ 观测系统（排列长度 ７１８５ｍ，
１９２０ 次覆盖）
Ｆｉｇ． ３

４Ｌ３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ｏｎａｍｕＳｈｅｎｇｇｅｎ

（

ｖｉｂｒｏｓｅｉｓ ｔｅｓｔ ｌｉｎｅ ＴＳ２０１５ＳＮ３

）

图 ４ 托纳木 － 笙根井炮试验线（ＴＳ２０１５ＳＮ５ ）４Ｌ３Ｓ 观测系
统（排列长度 ７１８５ｍ，９６０ 次覆盖）（高速层下 ７ｍ 激发，井深
药量 １８ｋｇ；成井困难地段双井 ２ × １５ｍ × １２ｋｇ 或三井
≥１８ｍ，
３ × １２ｍ × ８ｋｇ 激发）
Ｆｉｇ． ４

４Ｌ３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ｏｎａｍｕＳｈｅｎｇｇｅｎ

（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ｔｅｓｔ ｌｉｎｅ ＴＳ２０１５ＳＮ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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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最高覆盖次数 ２８８０ 次）。
图 ５ 半岛湖井炮试验线（ＱＢ２０１５０５ＳＮ）３Ｌ３Ｓ 观测系统（高
速层顶以下 ７ｍ 激发，最浅井深 １８ｍ；药量 １８２２ｋｇ；排列长度
７１８５ｍ，
６００ 次覆盖）
Ｆｉｇ． ５

３Ｌ３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ａｏ Ｌａｋｅ

（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ｔｅｓｔ ｌｉｎｅ ＱＢ２０１５０５ＳＮ

）

图 ７ 玛曲大吨位可控震源试验线（Ｍ２０１５０３ ）２Ｌ３Ｓ 观测系
统（排列长度 ７１８５ｍ，１４４０ 次覆盖）
Ｆｉｇ． ７

２Ｌ３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ｑｕ ｌａｒｇｅｔｏｎｎａｇｅ

（

ｖｉｂｒｏｓｅｉｓ ｔｅｓｔ ｌｉｎｅ Ｍ２０１５０３

）

图 ６ 隆鄂尼试验线（Ｌ２０１５０７ ）５Ｓ３Ｌ 观测系统（Ｓ１ 井炮 １
口 × ６ｍ × ３ｋｇ；Ｓ２ 低频震源 ２ 台 １ 次，３０ 米炮距；Ｓ３ 低频震
源 １ 台 １ 次，１５ 米炮距；Ｓ４ １ 口 × 高速层以下 ３ｍ × １０ｋｇ；Ｓ５
低频震源 １ 台 １ 次，３０ 米炮距；排列长度 ５９８５ｍ，３９６０ 次覆
盖）
Ｆｉｇ． ６

５Ｓ３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ｎｉ ｔｅｓｔ ｌｉｎｅ

（Ｌ２０１５０７）

年在北羌塘坳陷的半岛湖地区、中央隆起
带的托纳木笙根地区，及南羌塘坳陷的隆鄂尼昂
达尔错鄂斯玛、玛曲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宽线采集
试验，观测系统见图 ３ 至图 ８。从图 ３ 至图 ８ 可以看
出，北羌塘坳陷半岛湖地区属构造稳定区，其 ３ 炮 ３
线试验观测系统相对简单，三条激发线和三条接收
线重合，检波器为矩形面积组合，最高覆盖次数为
６００ 次；南羌塘坳陷隆鄂尼地区属构造复杂区，其 ５
炮 ３ 线（５Ｓ３Ｌ）试验观测系统最复杂，试验对比分析
内容最丰富，５ 条炮线中的 ２ 条为井炮激发，分别代
８ 鄂斯玛井炮试验线（Ｅ２０１５０３ ）２Ｌ２Ｓ 观测系统
表浅井小药量和中深井、中等药量激发。另外 ３ 条 （井深图≥１２ｍ
，药量≥８ｋｇ；构造顶部井深≥１８ｍ，药量≥１８ｋｇ；
炮线为低频可控震源激发，３ 条可控震源激发线中 排列长度 ７１８５ｍ
，９６０ 次覆盖）
最小炮点距为 １５ 米。３ 条接收线分别设置了三种 Ｆｉｇ． ８ ２Ｌ２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不同的检波器组合图形，最高覆盖次数为 ３９６０ 次 ｌｉｎｅ （Ｅ２０１５０３）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ｉｍａ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ｔｅｓｔ
（井炮激发最高覆盖次数 １０８０ 次，低频可控震源激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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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处理参数

年以前，由于地震资料信噪比较低，资料
处理过程中仅进行了常规的层析静校正、叠前噪声
衰减、子波一致性处理、速度精细分析、叠前信号加
强、地表一致性反褶积、ＣＤＰ 叠加、叠后时间偏移。
２０１５ 年随着地震资料信噪比的逐渐提高，资料处理
的工作程度也随之加深，除常规性处理外，对信噪
比较高的剖面有针对性的采用了复杂山地宽弯线
２０１２

（１）

处理技术、高海拔复杂地表静校正处理技术、波动
方程基准面延拓静校正技术、复合多域噪声衰减处
理技术、ＣＲＳ 叠加处理技术、双复杂叠前叠后成像
处理技术和叠前时间偏移处理技术和叠后时间偏
移处理技术（ＲＴＭ、高斯射线束、克希霍夫），还加强
了井炮与可控震源匹配处理工作。
经过多轮处理试验，最终采用表 ３ 中的处理参
数进行了资料精细处理。

表 ３ 羌塘盆地二维地震数据处理参数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３

试验项目
宽弯线

试验方法
观测系统定义

静校正

层析静校正

浮动面
噪音衰减

平滑半径
异常振幅衰减

反褶积

地表一致性预测

叠加
叠后时间偏移
叠前时间偏移
叠前深度偏移
５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时窗
叠加方法
有限差分偏移
偏移孔径
偏移倾角
反假频参数
偏移距分组
ＲＴＭ

试验内容
二维、三维
不同计算方法
反演所用偏移距（ｍ）
截取近偏移距（ｍ）
最大高频分量（ｍｓ）
平滑半径（ｍ）
去噪门槛值
因子长度（ｍｓ）
预测步长 （ｍｓ）
白噪系数
时窗（ｍｓ）
ＣＲＳ 叠加、
ＣＤＰ 叠加
偏移速度百分比
偏移孔径（ｍ）
偏移倾角（度）
反假频参数（ｍ）
偏移距分组（ｍ）
偏移孔径（ｍ）
反假频因子

剖面质量分析

图 ９ 至图 １４ 展示的是 ２０１５ 年在羌塘盆地半岛
湖、托纳木 － 笙根、隆鄂尼 － 鄂斯玛等地区获得的
二维地震试验的成像剖面，它们均采用相同的处理
方法和处理参数进行处理。与 ２０１２ 年之前在同一
地区获得的地震剖面对比［ ］，２０１５ 年的剖面质量
更加优异，反射同向轴清楚、连续，断层、断点清晰
可见，可用于地质构造解释。
从采集位置上看，即使覆盖次数相差悬殊，但
半岛湖地区的剖面质量总体上优于托纳木 － 笙根
７９

试验参数
二维、三维
二维、三维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
３０００ 、
３５００ 、
４０００
２００ 、
４００ 、
６００ 、
８００
５、
１０ 、
２０ 、
３０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
３０００ 、
４０００
３、
５、
７、
９
１６０ 、
２００ 、
２４０ 、
２８０ 、
３２０
１６ 、
２０ 、
２４ 、
２８ 、
３２
０ ５％ ，
１％ ，
２％ ，
３％
２００ ～ １５００ 、
２００ ～ ２５００ 、
２００ ～ ３５００ 、
２００ ～ ４５００
ＣＲＳ 叠加、
ＣＤＰ 叠加
８５％ 、
９０％ 、
９５％ 、
１００％ 、
１０５％
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 、
６０００ 、
７０００
４０ 、
５０ 、
６０ 、
７０
１５ 、
２２． ５ 、
３０ 、
４５
１５ 、
３０ 、
６０ 、
９０
５０００ 、
６０００ 、
７０００ 、
８０００ 、
９０００
１、
２、
３、
４

采用参数
二维宽弯线
二维
３０００
４００
１０
２５０
７
２４０
２８
１％
２００ ～ ３５００

叠加
视情况定

ＣＤＰ

６０００
５０
３０
６０
８０００
３

地区；托纳木 － 笙根地区的剖面质量又明显优于隆
鄂尼 － 鄂斯玛等地区（覆盖次数最高地区）；托纳木
－ 笙根地区北部的剖面明显好于南部，说明地震采
集地区的构造稳定性或构造改造强度对资料品质
至关重要，今后地震勘探应重点关注北羌塘坳陷的
构造稳定区域。
可控震源激发效果分析：图 １１ ～ 图 １３ 是在北
羌塘坳陷至中央隆起带的托纳木 － 笙根地区和南
羌塘坳陷隆鄂尼 － 鄂斯玛 － 玛曲地区分别采用常
规可控震源、低频可控震源和大吨位可控震源激发
获得的二维地震剖面。总体上看，剖面上浅、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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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均能见到明显反射，反射同向轴断续展布，可以 以认为，大吨位震源最好（玛曲地区 Ｍ２０１５０３ 线），
用于地质构造解释，说明在羌塘盆地采用可控震源 低频震源次之（鄂斯玛地区 Ｅ２０１５０３ 线，隆鄂尼地
可获得较好资料。另外，从剖面质量上看，似乎可 区 Ｌ２０１５０７ 线），常规震源位列第三（托纳木 － 笙根

图 ９ 半岛湖 ＱＢ２０１５０６ＳＮ 叠前时间偏移剖面（３Ｌ２Ｓ，井炮，覆盖次数 ３００ 次）
Ｆｉｇ． ９

ＱＢ２０１５０６ＳＮ ｕｎ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２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ｔｉｍｅ ｌａｐｓｅ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ａｏ Ｌａｋｅ ａｒｅａ

图 １０ 托纳木 － 笙根 ＴＳ２０１５ＳＮ５ 叠前时间偏移剖面（试验线，４Ｌ３Ｓ，井炮，覆盖次数 ９６０ 次）
Ｆｉｇ． １０

ＴＳ２０１５ＳＮ５ ｕｎ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２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ｔｉｍｅ ｌａｐｓｅ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ｏｎａｍｕＳｈｅｎｇｇｅｎ ａｒｅａ

图 １１ 托纳木 － 笙根 ＴＳ２０１５ＳＮ３ 叠加剖面（试验线，４Ｌ３Ｓ，常规可控震源，覆盖次数 １９２０ 次）（试验段 ３Ｌ５Ｓ，低频震源和井炮
相结合，覆盖次数 ３９６０ 次；生产段 ２Ｌ３Ｓ，低频震源，覆盖次数 １４４０ 次）
Ｆｉｇ． １１

ＴＳ２０１５ＳＮ３ ２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ｏｎａｍｕＳｈｅｎｇｇｅｎ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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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隆鄂尼 － 鄂斯玛地区 Ｌ２０１５０７ 可控震源叠加剖面（３Ｌ３Ｓ，低频可控震源，覆盖次数 ２８８０ 次；）
Ｆｉｇ． １２

Ｌ２０１５０７ ２Ｄ ｖｉｂｒｏｓｅｉｓ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ｎｉＥｓｉｍａ ａｒｅａ

图 １３ 玛曲地区 Ｍ２０１５０３ 可控震源叠加剖面（３Ｓ２Ｌ，大吨位可控震源，覆盖次数 １４４０ 次）
Ｆｉｇ． １３

Ｍ２０１５０３ ｌａｒｇｅｔｏｎｎａｇｅ ２Ｄ ｖｉｂｒｏｓｅｉｓ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ｑｕ ａｒｅａ

图 １４ 隆鄂尼 － 鄂斯玛 Ｌ２０１５０７ 线试验段井炮叠加剖面（３Ｌ２Ｓ，２ 条井炮线叠加，覆盖次数 １０８０）
Ｆｉｇ． １４

Ｌ２０１５０７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ｔｅｓｔ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ｎｉＥｓｉｍａ ａｒｅａ

ＴＳ２０１５ＳＮ３ 线），
但具体原因（大吨位震源能量较强？ － 鄂斯玛地区 Ｌ２０１５０７ 线井炮激发叠加剖面，它与
低频震源频带较宽？地表地下地质条件较为有利？）尚 图 １２ 可控震源激发叠加剖面同在一条测线上。对
比图 １２ 与图 １４ 可见，在较高覆盖次数情况下的可
不明了。
可控震源与井炮采集剖面对比：图 １４ 为隆鄂尼 控震源叠加剖面 １． ５ｓ 以上明显好于井炮叠加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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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基本相当。而后者采集成本显著高于前者。
将隆鄂尼 Ｌ２０１５０７ 测线 （图 １２ ）和鄂斯玛
Ｅ２０１５０３ 测线（图 １３ ）与其附近的、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
间采用炸药采集的剖面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可控震
源剖面质量优于炸药震源剖面质量。
在托纳木 － 笙根地区也进行了井炮与可控震
源采集剖面的对比（ＴＳ２０１１０３ 与 ＴＳ２０１５ＳＮ３ ），发
现剖面质量并无明显差异，但可控震源剖面对微细
部位的刻画似乎比井炮剖面略好。可以认为，可控
震源剖面在较高覆盖次数下与井炮激发剖面质量
相当或略好。
综上所述，可控震源在高密度高覆盖采集条件
下能获得优于或等同于井炮激发的资料。
６

问题讨论

冻土层静校正
尽管在野外数据采集过程中花费了大量人力、
物力，采用小折射、微测井（单、双井）、地质雷达、钻
井编录等技术方法对羌塘盆地的表层结构进行了
大量调查［ ］，但仍不能精确刻画表层结构模型，究
其原因是广泛存在的多年冻土层、季节性冻土层从
中“作祟”的缘故。
工作区处于多年冻土和季节性冻土区内［ ］，
从青藏公路沿线沱沱河 － 雁石坪 － 安多一带的冻
土调查资料看［ ］，该区以发育连续多年冻土和岛状
多年冻土为主，局部有融区。多年冻土厚度 ３０ ～
最大季节融化深度 ０ ９ ～ ３． ２ｍ。因此，钻井
１２０ｍ，
深度普遍不足 ３０ｍ 的微测井无法全面刻画冻土层
特征，而小折射对表层速度复杂且存在速度倒转的
地质构造也无能为力［ ］。冻土带地表的低降速带
极薄或缺失，季节性冻土（季节性河流、向阳山坡）
和多年性冻土混合相间，速度高（４０００ｍ ／ ｓ 以上）且
空变性强，成层性极差，发育挂面状或锥状高速异
常体。冻土带的存在给初至静校正带来了严重挑
战，首先，初至波场复杂、混乱，分辩度不高，难以准
确拾取；其次，速度波场复杂，横向上变化快，高速
异常体发育，严重影响反演建模精度；第三，冻土带
影响了高频静校正的精度，降低了成像精度。
如何做好冻土带静校正工作对提高该区地震
资料信噪比极为关键，在这方面，东方地球物理勘
探公司青海物探处在资料处理过程中做了有益的
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可资借鉴。
６． １

７９

２４

２９

３０

１０７

首先，对低信噪比初至进行预处理：通过振幅
域、频率域等方面处理，平衡冻土地表差异，剔除干
扰，提高初至可辩度；通过与相邻炮对应道的垂直
叠加，消除干扰，提高初至信噪比；对初至遇到随机
噪音污染、衰减的单炮，借用自身或相邻炮对应道
对初至进行延拓。
其次，进行高精度约束层析反演：利用初至数
据的空间连续性，在 ＣＭＰ 域选择合理的 ＣＭＰ 段控
制速度的快速变化，有效控制冻土带纵、横向速度
变化；利用多尺度网格，以反演速度和界面为目标，
提高层析反演的稳定性和精度；针对不同区域速度
高、低特点，利用相应的初至偏移距范围进行反演，
提高浅表层反演精度。
第三，完成空变多域初至波剩余静校正：根据
冻土带速度空间变化特点，选择不同的初至偏移距
范围计算剩余静校正，解决冻土带不同偏移距存在
的高频静校正问题；通过多域统计迭代，解决冻土
带速度空间变化引起的高频静校正问题。
６． ２ 激发与接收
炸药激发试验点多面广，代表了羌塘盆地各种
复杂的地质地貌条件，且试验内容齐全，既有深井
大药量试验，也有浅井小药量、中深井中等药量试
验，还进行了超深井超大药量试验，因此，试验结论
客观可信。但在具体工作中应根据不同的地质条
件和采集技术方案进行调整，如采用高密度高覆盖
技术方案时可采用浅井小药量激发等。超深井超
大药量试验说明一味地提高井深和加大药量并不
见得能获得好资料［ ］。未来的努力方向应该在如
何提高炸药的激发效率和激发能量上，下一步可以
考虑在羌塘盆地开展多级延迟爆炸试验，尽管该方
法在内地已经获得不错的试验效果［ ］。
现在进行的检波器组合接收试验是通过多串
大面积大组合来压制相干规则干扰波，但由于成本
及工作量过大的原因，在羌塘盆地实行难度大，且
检波器大组合在压制干扰波的同时也可能损伤了
有效信号，带来了地震勘探频率的损失，增加了地
震波的失真度。由于处理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多干
扰都可以在室内去掉，最大限度保留有效信号的原
始性和丰富性越来越成为采集的重点。单点接收
检波器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下一步应进行单点
接收检波器，或一串较小面积组合试验，尽量保留
有效信号。
３１

３２

１０８

沉积与特提斯地质

炸药与可控震源对比
对托纳木 － 笙根地区同一试验点常规可控震
源与深井大药量井炮激发资料进行了对比。
原始记录和分频记录显示，同一位置 ＡＧＣ 单炮
显示井炮面波发育，７Ｈｚ 以下井炮和可控震源记录
显示主要为低频干扰，未见有效反射；低频段（７ ～
１４Ｈｚ）井炮反射信息较可控震源更丰富，
５０Ｈｚ 以上
基本为高频干扰（图略）。
频谱分析发现，可控震源浅层主频为 １８Ｈｚ，频
宽为 ８ ～ ４５Ｈｚ，井炮浅层主频为 ２２Ｈｚ，频宽为 ６ ～
４０Ｈｚ；
可控震源中层主频为 １７Ｈｚ，频宽为 ９ ～ ３０Ｈｚ，
井炮中层主频为 １８Ｈｚ，频宽为 ５ ～ ３９Ｈｚ；可控震源
深层主频为 ９Ｈｚ，由于存在高频干扰，频带范围较
宽，井炮深层主频为 ９Ｈｚ，频宽为 ５ ～ ２０Ｈｚ（图略）。
能量分析发现，井炮能量明显高于可控震源，
两者之间原始单炮能量相差约 １００ 倍。
信噪比分析显示，全频段井炮信噪比高于可控
震源；在 ２５Ｈｚ 以下，井炮信噪比明显优于可控震
源。但随着扫描频段的升高，井炮和可控震源信噪
比逐渐趋于相同。
井炮与可控震源子波自相关分析发现，井炮子
波一致性更优于可控震源（图略）。
对隆鄂尼地区同一测线同一炮点桩号低频可
控震源与浅井小药量、中深井中药量井炮激发资料
也进行了比较分析（图略）。
从原始单炮和 ＡＧＣ 纪录来看，中深井中药量单
炮能量最强，单炮背景干净，浅井小药量次之，可控
震源最差。从频谱图上可以看出，中深井中药量单
炮频宽最宽，浅井小药量次之，可控震源最窄。从
分频扫描纪录来看，中深井中药量单炮浅中深层有
效反射较为清晰，浅井小药量次之，可控震源最差。
综合上述分析，结合炸药与可控震源采集剖面
质量分析，尽管可控震源原始单炮的能量、信噪比、
频谱、分频扫描纪录等与炸药震源相比较并不占
优，但可控震源激发在高密度高覆盖采集条件下仍
能获得等同于或明显优于井炮激发质量的地震剖
面资料。
６． ４ 观测系统与覆盖次数优化分析
６． ４． １ 可控震源观测系统
选择托纳木 － 笙根地区 ＴＳ２０１５ＳＮ３ 常规可控
震源试验线进行分析（观测系统见图 ３）。
（１）可控震源接收线数分析
６． ３

（１）

在道距和炮距不变的前提下，选择不同接收线
数的 ４Ｌ３Ｓ、３Ｌ３Ｓ、２Ｌ３Ｓ、１Ｌ３Ｓ 四种观测系统进行对
比（图略）。通过对比四条不同接收线数的观测系
统剖面发现，随着接收线数的增加，剖面浅、中、深
层在不同构造位置反射同相轴的连续性变好。在
构造陡倾部位，４Ｌ３Ｓ 观测系统的叠加剖面信噪比和
连续性最佳，３Ｌ３Ｓ 观测系统的叠加剖面与 ４Ｌ３Ｓ 差
异不大，２Ｌ３Ｓ 观测系统的叠加剖面好于 １Ｌ３Ｓ，１Ｌ３Ｓ
观测系统的叠加剖面最差。
（２）可控震源不同炮线数分析
选择 ６０ｍ 炮间距的 ４Ｌ３Ｓ、４Ｌ２Ｓ、４Ｌ１Ｓ 三种不同
观测系统叠加剖面进行对比（图略），随着炮线数的
增加，剖面浅、中层在不同构造位置反射同相轴的
连续性变好。４Ｌ３Ｓ 观测系统的叠加剖面信噪比和
连续性最佳，４Ｌ２Ｓ 观测系统的叠加剖面与 ４Ｌ３Ｓ 差
异不大，４Ｌ１Ｓ 观测系统的叠加剖面最差。
（３）可控震源不同覆盖次数剖面分析
选择 了 １９２０ 次 覆 盖 （４Ｌ３Ｓ ）、１４４０ 次 覆 盖
（４Ｌ３Ｓ）、９６０ 次覆盖（３Ｌ２Ｓ ）、７２０ 次覆盖（３Ｌ２Ｓ ）和
４８０ 次覆盖（２Ｌ２Ｓ ）叠加剖面进行对比分析，不同观
测系统随着覆盖次数的增加，浅、中、深层反射同相
轴的连续性和信噪比增强；当覆盖次数达 ９６０ 次时，
叠加剖面质量与 １４４０ 次覆盖、１９２０ 次覆盖时的叠
加剖面质量无明显差异。
对隆鄂尼 － 鄂斯玛地区低频可控震源试验线
Ｌ２０１５０７２４０ 次、４８０ 次、７２０ 次、９６０ 次、１４４０ 次、
１９６０ 次、
２１６０ 次及 ２８８０ 次覆盖叠加剖面进行了分
析（图略）。通过对比不同覆盖次数的叠加剖面质
量可以发现，２４０ 次及 ４８０ 次覆盖的剖面质量较差，
而覆盖次数达到 ７２０ ～ ９６０ 次以上时，剖面效果差异
不大。定量分析发现，由于叠加的低通效应，随着
覆盖次数增加频带范围略为变窄；随着覆盖次数的
增加，剖面的能量明显增强；而信噪比也随着覆盖
次数增加而提高，但在覆盖次数达到 ９６０ 次后再无
明显改善。
６． ４． ２ 井炮观测系统
对托纳木 － 笙根地区 ＴＳ２０１５ＳＮ５ 试验线进行
了井炮观测系统分析，观测系统见图 ４。
（１）相同覆盖次数不同观测系统剖面分析
对比 ２４０ 次覆盖 ４Ｌ１Ｓ 和 ２Ｌ１Ｓ 两种不同观测系
统剖面，２Ｌ１Ｓ 观测系统在浅层和中层反射信息更丰
富，同相轴分辨率和连续性更好。对比 ３６０ 次覆盖

２０１９

年（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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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种不同观测系统剖面，２Ｌ３Ｓ 观
测系统剖面比 ３Ｌ２Ｓ 和 ３Ｌ１Ｓ 观测系统剖面反射信
息更丰富，浅层同相轴连续性更好；３Ｌ２Ｓ 和 ３Ｌ１Ｓ 观
测系统剖面差异不大。另外，对比 ７２０ 次覆盖
４Ｌ３Ｓ、
３Ｌ３Ｓ 两种不同观测系统剖面，４Ｌ３Ｓ 剖面较
中、深反射信息更为丰富，同相轴分
３Ｌ３Ｓ 剖面在浅、
辨率更好。
（２）不同覆盖次数剖面分析
选取 ９６０ 次 （４Ｌ３Ｓ ）、７２０ 次 （４Ｌ３Ｓ ）、４８０ 次
（４Ｌ１Ｓ ）、３６０ 次 （２Ｌ３Ｓ ）、２４０ 次 （２Ｌ１Ｓ ）、１２０ 次
（２Ｌ１Ｓ）六种不同覆盖次数剖面进行对比分析，其中
７２０ 次、
３６０ 次、
２４０ 次覆盖均选取前述分析中效果
最好的观测系统剖面。从六种不同覆盖次数剖面
来看，随着覆盖次数的增加，地震剖面反射信息更
为丰富，同相轴分辨率和连续性更好，构造形态较
清晰，地层反射信息较丰富。但当覆盖次数达到
剖面质量改善已不大。
３６０ 次以后，
小结：
（１）接收线数增多，有利于改善资料信噪比；加
密炮点有利于改善资料分辨率和信噪比。
（２ ）３Ｌ３Ｓ 或 ２Ｌ３Ｓ、９６０ 次覆盖为可控震源最佳
观测系统；２Ｌ３Ｓ、３６０ 次覆盖为井炮震源最佳观测
系统。
２Ｌ３Ｓ ３Ｌ２Ｓ ３Ｌ１Ｓ

７

结束语

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努力，羌塘盆地二维地震采
集攻关试验取得重要进展，并总结出适合羌塘盆地
的二维地震采集技术方案和参数。
（１）羌塘盆地除发育背景干扰外，还发育多种
面波散射、线性干扰、折射波和多次折射波。检波
器大组合能压制背景和面波散射干扰，但不能压制
速度较高的线性干扰、多次折射波和折射波。
（２）羌塘盆地宜采用可控震源和井炮联合的宽
线高密度高覆盖采集方案，３Ｌ３Ｓ 或 ２Ｌ３Ｓ，９６０ 次以
上覆盖为可控震源最佳观测系统；２Ｌ３Ｓ，３６０ 次左右
覆盖为井炮震源最佳观测系统。
（３）最佳激发参数：
常规可控震源：振动台次 ３ 台 １ 次，扫描频率 ６
驱动幅度 ７０％ ，扫描长度 １８ｓ。
～ ８４Ｈｚ，
低频可控震源：振动台次 ２ 台 １ 次，驱动幅度
扫描频率 １． ５ ～ ８４Ｈｚ，扫描长度 １６ｓ。
６０％ ，
大吨位可控震源：振动台次 ２ 台 １ 次，驱动幅度

１０９

，扫描频率 ６ ～ ８４Ｈｚ，扫描长度 １６ｓ。
炸药震源：单井高速层下 ７ｍ 激发，最浅井深
药量 １８ｋｇ；组合方式激发为 ２ 口井 × １５ｍ ×
１８ｍ，
１２ｋｇ 或 ３ 口井 × １２ｍ × ８ｋｇ。浅井小药量必须在高
密度高覆盖采集中才有明显效果。
（４）尽管可控震源单炮的能量、信噪比、频谱等
与炸药震源相比较并不占优，但可控震源激发在高
密度高覆盖采集条件下仍能获得等同于或优于井
炮激发质量的地震剖面资料。
（５）北羌塘坳陷构造稳定，容易获取高品质地
震资料，南羌塘坳陷构造过于复杂，资料信噪比低，
可能不太适合开展地震勘探工作。
注释：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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