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数世界级重大技术进步在商用

之前都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和设想。比如，

达芬奇在15世纪进行的扑翼机飞行器

设计或许对直升机和螺旋桨的发展起

到了一定作用。在石油勘探开发行业，

西方奇科在三维地震成像系统方面的

最新技术发展应用的是数十年前提出的

基本原理，当时因为技术跟不上因而无

法实现其潜力。现在，技术发展已经能

够使环形激发（同样来自过去的一个想

法）成为现实。

在上世纪80年代，地震勘探行业已

开始尝试采用环形观测系统采集地震资

料。但直到2006年西方奇科才将环形采

集技术发展成为三维地震勘探的一种

切实可行的采集方法。

在提高勘探钻井成功率方面，三维

地震勘探技术的贡献或许是最突出的[1]。

应用证明三维地震勘探对地下构造尤

其是碎屑沉积岩成像特别成功。但坚硬

海底、盐层、玄武岩和碳酸盐下沉积物

的精确成像还面临挑战，在深水区尤其

如此。

在深水区，目前进行大规模三维资

料采集唯一一种经济可行的方案就是采

用拖船观测系统。常规三维海上地震勘

探通常沿一组相邻的平行直线进行采

集，作为一种勘探手段，这种技术在各

种地质环境下都非常有效。这种勘探方

法通过沿一个方向排列的地震路径对

地下构造成像。但复杂地质构造和折射

程度较高的地层会造成射线弯曲，当地

震波只沿一个方向传播时，会使部分地

下构造不能成像。此时，常规三维地震

资料可能提供的是模糊或误导性的地

下构造图像，这样势必会降低勘探决策

的可信度，还可能将潜在不确定性因素

或不精确因素引入油藏开发模型。

宽方位角（WAZ）地震勘探方法采

集的地震资料在采集方向上范围较宽。

这种方法能够更清楚地反映地下构造

形态，所采集的地震资料信噪比高，分

辨率高，适用于各种复杂地质条件，如

构造体比较复杂的大型盐下构造。最近

在深水区采用WAZ技术进行勘探时，需

要几艘采集船并肩作业。

本文回顾了拖缆宽方位角地震采集

方法的发展过程，介绍了Coil Shooting地
震采集方法：这是一种比拖缆宽方位角

地震采集方法更先进的技术，它使用一

条船沿环线或曲线连续激发，采集的是

全方位的资料。通过建模和可行性试

验，表明这种技术对有效解决复杂地质

环境下的成像难问题具有巨大潜在优

势。本文还对全球首个Coil Shooting项
目的一些细节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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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mara Alfaro J，Corcoran C，Davies K，Gonzalez 
Pineda F，Hill D，Hampson G，Howard M，Kapoor 
J，Moldoveanu N 和 Kragh E:“降低勘探风险”,

《油田新技术》，19 卷，第 1 期(2007 年春季

刊）：26-43。

2.   地震意义上的生产指的是采集地震资料。这

里的生产效率就是采集船采集有效资料的时

间相对于采集船在工区上总的工作时间之

比，通常以百分比表示。

海上地震数据传统的采集方式是地震船在目标上方沿直线航

行，完成一条线后调头，沿着与第一条测线平行的另外一条测线放

炮。目前的一项新技术以连续环状采集地震数据，可以获得包含所

有方位角上反射信息的高质量数据，几乎没有非生产时间。试验应

用结果表明，该技术能够有效提高复杂地质环境下的地震成像质

量。200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上Bukat产量分成合同区块埃尼公司

Tulip项目上首次使用这种新技术进行了全方位地震资料采集。

环形激发地震勘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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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常规深水三维地震采集路径。先沿蓝色

直线采集，然后转180°沿相反方向沿着橘色测

线采集。测线拐弯时一般不采集资料（黑色线）。
公里

宽方位角拖缆地震采集

常规三维海上地震勘探采用一条

船沿相互平行的直线航行采集地震资

料。通常，船上装配一到两支空气枪作

为组合震源激发能量，8到10条拖缆进

行资料接收。当船航行到工区边界时，

继续沿原直线向前航行半个拖缆的距

离，然后转一个大弯到另一条方向相反

的测线上，如同沿着跑道航行一样（右

图）。

当船回到工区另一边时，转向与上

一条测线平行的测线上继续采集，直到

采集范围覆盖整个工区。

通常，船在转弯时不记录资料，因

为按照传统的采集系统，船在转弯过程

中拖缆不能保持有效的横向间距，这样

就无法精确计算拖缆上检波器的位置。

另外，因为拖缆是在水中移动，转弯可

能加大横向阻力，导致噪音加强。根据

采集维数的不同，测线改变可能浪费掉

50%的生产时间，因此测线改变占用了

大量非生产时间（NPT）[2]。这种局限性

也影响资料质量：为减少NPT，进而控

制成本，有时候沿最佳方向进行激发，

以此提高生产效率，但最佳方向并不是

达到勘探目标的最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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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船宽方位角采集排列。左侧和右侧的两艘记录船都各配一套空气枪震源组合和 10 条拖缆，中间是两艘震源船。左侧船上的震源被激发后，两艘记

录船同时记录资料，这样就达到了二次覆盖（深棕色）。然后再依次激发另一艘船上的震源，得到比单艘地震船更宽范围的地下覆盖（浅棕色）和更宽的

激发点 - 接收点方位角。震源船航线在不同位置处发生重叠，得到不同范围的方位角。

常规单船拖缆排列。由一条地震船拖着一套空气

枪震源组合和 10 条拖缆，每条拖缆上配置大约 2000
个检波器。拖缆长度一般在 6-8 公里（4-5 英里）长，

拖缆间距为 100 米（328 英尺）。地震波从震源处向

下传播（绿色），遇到海底和地下地层界面后发生反

射，然后再向上传播（红色），到达被检波器后被接

收。图中示意的只是到达每条拖缆上第一个和最后

一个检波器的射线路径。震源和检波器间的方向或

方位角接近地震船的航行方向，远偏移距（距离震

源最远的检波器记录的资料）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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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变形。光线穿过不规则玻璃杯表面发生折射，导致勺子的某些部分不可见或变形。很明显勺子图像的变形与观察角度有关。同样，观测方位

也会影响复杂结构地质体的地震成像结果。

公里

根据常规地震勘探方法，地震波从

震源处向下传播，进入地层，遇到地层

界面发生反射后再向上传播，到达地表

检波器，其方向或方位与地震船航行路

线接近（前一页，上图）。远偏移距方位

角在地震船路径的上下10°范围内。近

偏移距因为震源和拖缆前段水平位移

较小，所以相应方位角范围较大。

复杂地质构造和折射率较高的地

层能使地震波射线发生弯曲，导致地震

波无法达到部分构造，特别是当震源 -
检波器方位角较窄时。通过观察有纹理

的玻璃内物体的变形情况可以模拟观测

方位对射线穿过复杂构造体形成的成

像结果的影响（上图）。通过各种角度观

察杯中勺子的形状，可使观察者能更精

确地确定勺子的实际形状。同样，在复

杂地质条件下如盐体地质构造，采用宽

方位角从多个方向采集地震资料，基本

上能得到较为精确的地下构造图。

在世界各地，如尼罗河三角洲、北

海，尤其是墨西哥湾地区，都进行了能

够提高震源 -检波器方位角的各种拖缆

采集观测系统试验。一般采用3到4条
地震船，每条船都沿相互平行的直线激

发（前一页，下图）。

从2001年开始采用宽方位角采集技

术采集海上地震资料，用1到2条记录

船记录资料，三维勘探的航行路线基本

上和跑道一样。震源船固定在拖缆排列

的前面或后面，排列两边出现各种横向

偏移距。这种技术一般在近偏移距范围

内能够提供全方位的资料，但在远偏移

距处，只能提供±30°范围内的资料。

2006年，西方奇科进行了一次宽方

位角地震采集，通过在三个不同方向上

分别安排两次方向相反的采集，获得6
次有效覆盖。资料叠加后，在大多数偏

移距上都得到了全方位的三维数据体。

这次采集是在墨西哥湾的Shenzi油田进

行的，是世界上首例富方位角地震采集

（RAZ）[3]。

200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以

上类型的采集方法，结合精细速度模型

和高保真偏移算法能够逐步改善盐下

构造成像、提高信噪比，压制多次波，得

到的资料质量优于常规窄方位角（NAZ）
地震采集方法 [4]。研究发现较宽的横向

偏移距能够提供更好的结果，而最好的

结果来自富方位角观测系统在360°方位

内采集的资料。

前文介绍的RAZ和WAZ观测系统

采集的都是一系列平行的直线。采用常

规三维地震采集方法时，记录船在测线

间改变航道所花费的时间通常是非生产

时间。进行多船宽排列施工时，每次测

线改变需要花费3个多小时，对大型采

集项目来说，变换测线的时间加起来就

是几个星期。平行观测系统带来的另一

个潜在问题是采集的资料上出现了不希

望有的假象，有时候在处理后的剖面上

可见沿航线方向的条纹。

环形采集

在进行Shenzi油田地震采集时，西

方奇科和作业公司BHP Billiton一致同意

尝试测线拐弯时继续放炮并采集资料。

这次实验结果非常鼓舞人心。这次采集

采用了Q-Marine单检波器技术，处理的

第一阶段采用了先进的噪音压制算法，

有效抑制了环境噪音的增强，在工区边

界得到了有效资料。另外，通过消除测

线改变时的非生产时间有效提高了采集

效率。

因为测线改变时航线近似圆弧形，

可认为是局部采用了环形观测系统。在

Shenzi RAZ采集项目上获得的成功使西

方奇科公司相信采用环形观测系统进行

宽方位角拖缆地震采集是可能实现的。

   
3. Howard M，Harding C 和 Stoughton D:“Rich 

Azimuth Marine Seismic，A Cost Effective 
Approach to Better Subsalt Images”，First Break，
25 卷，第 3 期（2007 年 3 月）：63-68。

4. Kapoor S，Moldoveanu N，Egan M，O'Briain M，

Desta D，Atakishiyev I，Tomida M 和 Stewart 
L：“Subsalt Imaging：The RAZ-WAZ 
Experience”，The Leading Edge，26 卷，第 11
期（2007 年 11 月）：1414-1422。

多次波是地震能量在反射界面上进行一次

以上反射产生的地震波。这种波形能够干

扰或模糊一次反射波。多次波可在处理过

中采用一定的算法进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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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系统（ ）和方位角 -偏移距玫瑰形分布图（ ）的对比。每对方位角 -偏移距对应的道数在玫瑰图上以不同的色标表示。偏移距对应着与每个圆

心之间的距离，方位角对应着每个圆内的角度，色标从表示低道数的紫色和蓝色到表示高道数的绿色、黄色和红色。从左到右依次为：常规海上地震采集，

采用一条船在一种方位角内采集资料，方位角 -偏移距分布较窄；多方位地震采集，采用一条船沿多个方向航行，方位角 -偏移距在航线方向周围集中分布。

宽方位角地震采集，采用几条船进行采集，多数偏移距对应的方位角范围都有提高。富方位角地震采集，采用几条船沿不同方向进行激发，结合多方位角

和宽方位角采集概念，提高了多数方位角 -偏移距对的有效道数。Coil Shooting单船采集技术，该技术使所有偏移距都获得了全方位的采集道数。

和许多基础地震采集技术一样，在

环形观测系统正式应用到海上地震采集

前，人们对它在海上地震采集上的一些

潜在好处已了解多年。在上世纪80年
代，就有人提议围绕盐丘作同心圆航行

会提高盐丘翼部及相关断层的构造成像

质量 [5]。后来在墨西哥湾和北海进行了

同心圆地震采集试验 [6]。结果因为当时

的海上采集技术还不足以实施这种方

法，试验被迫放弃。

Q-Marine系统于2000年问世，该系

统克服了环形采集观测系统本身固有的

许多难题，使得它获得了几种新用途。

Q-Fin导航设备能够精确控制拖缆的深

度和水平位置，使拖缆能够保持一定间

距。Monowing多拖缆拖曳技术对保持

地震船转弯时的水平拖缆位移非常有

效。Monowing变流装置形状类似机翼，

提供的拉力与航行方向垂直，这样就能

够保持宽拖缆排列。Monowing变流装

置靠近拖缆外侧边缘安装。而常规变流

装置安装在拖缆排列的外面，这使得整

个设备铺展面积大，在转弯时就必需扩

大转弯半径。

利用声控网络系统精确定位水中设

备的位置。精确校正过的大型震源组合

激发具有深度穿透力的能量，先进的数

字震源控制系统为每一炮提供全面校

正后的空气枪震源激发信号。

在出现交叉水流的情况下，沿曲线

拖曳拖缆可能会加强原始资料上的噪

音。Q-Marine技术采纳了电子和光纤网

络方面的先进技术，提供了多地震道记

录系统，使得在地震波场上对信号和噪

音的单检波器记录都能够进行精细采

样。壳牌公司的地球物理专家在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后期曾记载了单检波器方法

的潜在优势，但当时硬件和处理技术方

面的局限性阻止了人们对这种方法的全

面认识 [7]。

对噪音进行充分采样能够使目的信

号处理技术在保留完整地震信号的同时

有效压制噪音干扰。作为数字分组

（DGF）流程的一部分，这种有效的噪音

消除方法即使在恶劣天气条件下或当拖

缆经过强水流时也能采集到高质量的地

震资料 [8]。

采用环形观测系统进行拖缆采集既

有利于地球物理分析，也能有效提高施

工效率。Coil Shooting技术采集的是全方

位角（FAZ）地震资料，能够更全面地反

映地下构造，更有利地压制噪音和衰减

多次波。利用这种技术采集到的近偏移

距资料，即使采用多船宽方位角观测系

统也不可能完成。通过这种方法还能够

在方位角内对数据进行充分采用，将数

据体划分到不同的方位角内，建立各向

异性速度模型，分析裂缝形态（上图）[9]。

Coil Shooting技术采用单船，船上配

备多条拖缆和一套震源。船沿重叠的环

形或曲线路径航行，航行轨迹覆盖整个

工区，激发和接收连续进行。这种连续

5.    French WS：“Circular  Seismic Acquisi t ion 
System”，美国专利第 4486863 号 (1984 年 12
月 4 日）。

6.   Durrani JA，French WS 和 Comeaux LB：“New 
Directions for Marine 3-D Surveys”， ，

第 57 届 SEG 国际年会，新奥尔良（1987 年
10 月 11-13 日）：177-181。

7.   Ongkiehong L 和 Huizer W：“Dynamic Range of 
the Seismic System”，First Break，5 卷，第 12
期 (1987 年 12 月 ):435-439。

8.   Christie P，Nichols D，Özbek A，Curtis T，Larsen 
L，Strudley A，Davis R 和 Svendsen M：“提高地

震数据质量的标准”，《油田新技术》，13 卷，

第 2 期（2001 年夏季刊）：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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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l Shooting 三维地震采集方位角和偏移距分布。地震船沿环线航行采集地震资料（ ）。当走

完一个环形测线后，地震船移到另一条和前一条相隔一定距离的测线上，以此类推，直到地震船轨

迹覆盖全部工区。左上图表示覆盖整个工区的环形网格。左边第二个图是覆盖次数分布图，表示整

个模拟工区内的地震道密度。可以看出工区中部道数较高（红色），边缘地区道数较低（绿色、蓝色

和紫色）。右侧是玫瑰图，分别表示工区内对应三个部分的平均方位角 - 偏移距分布情况。红色表示

方位角 - 偏移距分布数量大，从黄色、绿色到紫色数量依次减少。在工区中心部位方位角和偏移距

比较完整，边缘地区缺少 90-270°范围内的方位角数据，在工区四角接收的几乎是 0-90°的方位角数

据。左下图是一个“蛛网”图，表示的是工区中心处 25 x 25 米面元内所有道的偏移距和方位角。从

圆心出发的距离对应偏移距，圆内角度对应方位角。

公里

激发和接收的采集模式实际上消除了

NPT（非生产时间），提高了方位贡献，

因此能够大幅度降低采集成本。它特别

适合于评价项目和开发项目，对那些不

太适合调度多条船只的勘探区域也特

别适用。

采用平行观测系统时，实际生产时

间只有 45%。而采用环形观测系统，生

产效率能够翻番，到达 90%。采用平行

观测系统时，每条测线上后半个拖缆长

度上的覆盖次数呈“递减”趋势 [10]，这

意味着每条测线上大约有 3-5公里

（1.9-3.1英里）长度上的资料质量呈下

降趋势。比较而言，Coil Shooting技术在

工区边界附近也能够采集到采样较足

的资料。这种连续测线采集方法对常规

三维勘探项目也很有效，实行边转弯边

激发，只需要付出相对较少的工作量就

能够获得更多宝贵资料。

墨西哥湾可行性试验

根据 2006年进行Shenzi地震采集

项目时施行测线转弯继续采集的成功

经验，2007年在墨西哥湾一块进行过平

行WAZ采 集 的 工 区 内 进 行 了Coil 
Shooting可行性试验 [11]。这次试验的主

要目的是确定采用环形观测系统是否

能够在航行期间保持拖缆间距不变，并

能精确测量检波器位置。另一个目的是

找出拖缆被拖曳走过的环形轨迹曲率

和由此引入的噪音程度之间的可能关

系。另外，通过该试验还要确定Coil 
Shooting技术采集的地震数据能否处

理，能否对地下构造成像，同时对这种

方法能否有效采集到高质量、全方位资

料给出初步证明。

试验前，西方奇科在假设采集面积

为 42公里 x 42公里（26英里 x 26英里），

一条地震船，单炮，10条拖缆，每条拖

缆长 7公里（4.4英里），拖缆间距为120
米（394英尺）的基础上，模拟了覆盖次

数、偏移距和方位角分布。拖缆排列方

式属于典型的WAZ采集观测系统。模

型假设地震船沿一组环形测线航行采

集资料，相邻环线之间 x和 y方向上距

离固定（右图）。

覆盖次数在工区中部目标区上最

高，向边缘地区逐步降低。对模拟的环

形观察系统分三个区域进行方位角 -偏
移距分布分析，分别以“玫瑰图”表示。

分析结果表明，环形观测系统在目标区

上能够提供全方位角分布，在工区边缘

地区方位角贡献范围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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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湾Coil Shooting试验采集观测系统。该图表示沿四条半径不同的环线

进行资料采集，四条环线分别表示为橘色、黄色、绿色和蓝色，不同颜色表示不

同接收道数。

全孔径、满覆盖 WAZ 资料（  ）和环形观测系统试验资料 E-Qctopus 三维叠前深度偏移剖面对比。

可以看出 Coil Shooting 采集的资料成像质量好，如振幅得到加强，剖面左上角的盐蘑菇连续性也比较

好。

为了进行对比，我们也分析了以前

利用四条船进行平行WAZ地震采集得

到的资料。采用环形观测系统记录的近

偏移距资料比采用平行WAZ观测系统

记录的资料质量好，这是因为平行观测

系统使得震源和记录船在近偏移距处

水平位移较大。而近偏移距是浅层上覆

岩层成像的必要资料，在方位角域和偏

移距域内对资料进行充分采样，能够更

加有效地应用处理算法消除噪音干扰，

提高分辨率。

通过连续采集提高炮密度从而获

得较高的覆盖次数，比较而言，采用平

行WAZ观测系统，配备两条震源船，两

条拖缆配置完全相同的记录船在同样的

施工天数内也难以达到同样的覆盖次

数。采样均匀，覆盖次数高，处理后的

数据体信噪比就比较高。

模拟练习后进行了野外试验，以调

查模拟环形观测系统采集资料的可行

性。2007年4月 利 用 地 震 船 Western  
Regent在E-Octopus项目覆盖的工区上沿

四个不同半径的环线进行了资料采集，

四条环线相互搭接（左图）。E-Octopus项
目是西方奇科的一个多客户项目，覆盖

Green Canyon和墨西哥湾附近区域内的

几百个区块。该项目旨在通过结合大地

电磁勘探、重力勘探和Q-Marine WAZ 勘
探资料精确确定基岩和盐体边界。

Coil Shooting采集试验结果表明，采

用Q-Marine技术，在保持拖缆间距不变，

并高度精确地定位检波器的同时沿环线

航行是可行的。经过DGF处理后，所有

试验资料的环境噪音都压制到了可以接

受的程度，并且接近试验的直线部分上

的噪音。

对Coil Shooting试验资料应用了与

平行WAZ资料相同的处理流程，包括单

检波器相干噪音压制、以12.5米（41英
尺）的组间距进行DGF处理、逐炮气泡

消除以及异常噪音衰减等。并采用与处

理平行WAZ资料相同的速度模型进行

了三维叠前深度偏移。除了覆盖次数

低、偏移孔径有限，与全孔径、满覆盖的

平行WAZ资料相比，这次四环线试验资

料的质量不错（左图）。

黑海地区试验应用

第二个野外Coil Shooting试验是在

黑海进行的。黑海以海流强、地下地质

构造复杂、成像难著称。这次试验建立

在墨西哥湾成功试验的基础上。墨西哥

湾的成功试验已证明利用环形观测系统

进行资料采集和处理是可行的。黑海试

验的目的是进一步获得环形激发的勘探

经验，并确定能更好地支持环形激发采

集方法的技术发展和流程方法，特别是

在技术设计、施工方法、质量控制和资

料处理等方面。

西方奇科在2006年9月-2007年1月
在黑海Kozlu地区为土耳其国家石油公

司（TPAO）采集了常规NAZ 三维地震资

料（下一页，上图）[12]。当时使用的地震船

是Western Pride，采集技术是Q-Marine。

墨西哥湾Coil Shooting试验

宽方位角采集的资料 环形观测系统采集的资料

12. Palmer E，Bacon J，Toygar AR，Uygun S 和

Menlikli C:“A Complex，Deepwater Seismic 
Survey Produces High Quality Results”，World 
Oil，229 卷，第 7 期（2008 年 7 月）：89-93。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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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zlu 地区的强海流对地震勘探的影响。左上

图表示 2006/2007 年度 Kozlu NAZ 三维地震采集

项目中某个位置上 8 条拖缆的形状。零横向偏

移距代表航行方向。局部强海流造成拖缆排列

严重弯曲、偏航或羽状漂移。在 2007 年进行

Coil Shooting 试验时也遭遇了同样的强海流。中

间的图表示某个采集环线上三个地方的拖缆位

置。海流方向如红色箭头所示。当垂直海流方

向激发时（      ），拖缆偏航。当平行海流方

向激发时（  ），拖缆沿围绕环线航行的地震船

航线移动。下图绘制的是原始资料上干扰波与

方位角的关系曲线。干扰波表示为均方根

（RMS）振幅，双程时间为 0.5-2 秒，比初至反射

波早。可以清晰发现拖缆移动方向影响干扰波

强度。

Kozlu Coil Shooting 试验的位置和观测系统设计。Kozlu 工区位于黑海西南部的土耳其海域。这次

试验共布置了 9 条测线，相互交叉，成“半大丽花”形状（    ）。

工区水深1100-2200米（3600-7200英
尺）。这次地震勘探的目标包括深度在

3500-4000米（11500-13100英尺）、上覆火

山构造的潜在储层，该储层与石灰岩礁

和页岩复杂层序有关。部分目的层的声

阻抗与其上下地层的声阻抗之差较低，

因此只产生了弱反射。上覆层中包含有

天然气水合物，能够阻止地震能量的传

播。海底崎岖不平，近海底结构比较复

杂，导致较强的绕射波。在某些地区，

水底反射多次波能量，包括近海底产生

的绕射多次波，遮蔽了目的层能量。

Q-Marine资料加上先进的处理流

程，有效抑制了多次波及其他干扰波，

得到了高质量的地震成像图。从本次试

验获得的采集和处理经验表明本地区面

临的地质和地球物理挑战可通过提高方

位角的地震成像方法，例如Coil Shooting
技术得到解决。

NAZ采集过程中遭遇了局部强海

流，可能是高低不平的海底造成的。强

海流也考验了Q-Marine拖缆导航系统，

同时对随后进行的Coil Shooting试验也

提供了另一个学习机会。海流非常强，

足以使包含8条拖缆、每条长6公里的

排列弯曲偏航，有时在6公里范围内拖

缆水平旋转角度可能增加15°以上（右

图）。尽管遭遇了强海流，整个施工过程

中拖缆排列还是保持平行，并处于掌控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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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zlu原始资料。左上图的单炮记录噪音较弱。左下图的单炮记录噪音较强。

近道（左侧）上2.6秒下面的第一条曲线表示水底反射波。在无噪音干扰的理想

环境条件下，2.6秒以上振幅应该为零。对应右侧的两个图是DGF之后的单炮记

录，可以看出噪音得到了明显压制。在随后的处理阶段会进一步压制噪音。

TPAO同意西方奇科在其区块上进

行Coil Shooting试验。船队只有4天时间

采集试验资料。为了能够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有效采集到最切合试验目的的资

料，必需做出合适的技术设计。为满足

试验目的，需要采集全方位、接近满覆

盖的数据，覆盖面积要足够大，能够使

产生的偏移成像结果便于同NAZ结果

进行分析对比。

早先为墨西哥湾试验设计的观测

系统包括一系列等距离平行排列的环

线，这种设计对小型试验范围来说效率

不高。要想快速达到小范围内全方位、

高覆盖次数，就需要设计一种新型观测

系统。一种提议是让地震船沿花瓣的边

缘航行，比如把航线设计成“半大丽花”

形状，最终黑海试验采用了这一建议，

把航线设计成绕某个固定点旋转的9条
环线。这样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覆盖

一块宽2公里，长5公里（1.3英里 x 3.1英
里）的采集面积。

Kozlu Coil Shooting试验资料最终在

2007年12月份用了3天时间采集完毕，

采集船是Western Monarch。与先前墨西

哥 湾 试 验 资 料 及 后 来 进 行 的Coil 
Shooting试验资料相比，可观察到不同

环线采集的原始资料剖面上噪声水平变

化较大（上图）。根据目前获得的经验，

相对于直线激发，沿曲线轨迹拖曳拖缆

会提高平均噪声水平。从Kozlu试验得

到 的 经 验 教 训 后 来 也 被 其 他Coil 
Shooting地震项目所证实，那就是海流

方向对如何和什么时候改变噪声水平有

着很大影响。

采集Kozlu试验资料过程中，海水

大致向东北方向流动。当拖缆移动方向

与海流方向垂直时，可观察到拖缆向东

北方向漂移。而当拖缆顺着或逆着海流

方向时，拖缆与拖曳它的地震船轨迹基

本保持一致。绘制噪音与震源 -检波器

方位（大致沿拖曳方向）关系曲线后，可

以清楚发现当拖曳方向与海流方向垂直

时噪音水平最高。

Q-Marine原始资料采用单检波器记

录资料，检波器间距为3.125米（10.25英
尺）。这样小的间距足以能够充分记录

噪音水平，进而在DGF处理时采用合适

的算法识别并去除噪音。环境噪音水平

较低的单炮记录在DGF处理后没有噪

音。环境噪音水平较高的单炮记录在

DGF处理后还会保留一部分噪音，但经

过后续处理后能得到压制。

Coil Shooting试验资料采用了和

NAZ资料基本类似的处理流程，包括叠

前时间偏移。并使用了一种新型处理技

术－三维综合面波多次波预测（3D 
GSMP）进行了处理 [13]。这种技术对压制

多次波很有效，同时还能保留一次反射

波能量。该技术对处理复杂地质地震

资料，特别是对那些其他处理方法都

无效的资料非常有用，例如起伏地表和

纵向倾斜地层条件下的资料。另外，3D 
GSMP还可用于处理多方位角地震资

料，如Coil Shooting方法采集的资料。

Kozlu Coil Shooting试验达到了预期

目的。通过新型采集设计，在规定时间

内得到了最适合试验目的的数据体。同

时也获得了关于洋流影响噪声水平的宝

贵知识。该试验数据体较小，可能没有

足够大的偏移孔径对所有反射波同相轴

精确成像。尽管如此，处理成果还是优

于此前的NAZ成果（下一页，上图）。Coil 
Shooting地震剖面在目的层碳酸盐礁石

底部和顶部连续性较好，而且在剖面的

好几处断层分辨率都有所改善。该试验

成果表明全方位角地震采集能够提高该

地区地震成像的质量和可靠性。

DGF 前

时
间
,秒

时
间
,秒

道数 道数

DGF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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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Z 三维地震剖面（  ）和 Coil Shooting 试验结果（  ）的对比。对比分析两种地震剖面，发现

Coil Shooting 的浅层剖面上的断层成像效果较好，在剖面的下半部分，Coil Shooting 的地震剖面构造

连续性较好，储层顶部和底部刻画的更细致（黑色箭头）。

Tulip 项目采集前照明试验。试验采用 NORSAR-3D 软件预测了地下目的层的照明结果。图中不同

颜色代表反映目的层不同部分的道数，从蓝色到红色表示低道数到高道数。采用常规窄方位角采集

（ ）时，目的层照明结果很差。在 4 个方向上采用多方位采集（ ）时，目的层照明改善很多，但

采集工作是常规观测系统的 4 倍。Coil Shooting 采集（ ）对目的层照明效果最好，而且施工效率高。

印度尼西亚应用实例

2007年10月，西方奇科在埃尼勘探

与生产公司的总部米兰介绍了Coil 
Shooting技术。埃尼曾进行了多项宽方

位角和多方位角成像项目，并有设计和

应用多种新型海上地震采集技术的历

史。埃尼勘探与生产公司的地球物理专

家组立即认识到这项技术的价值，并着

手选定合适的工区，期望这项技术能够

解决其他技术不能解决的成像难问题。

最后埃尼选定其位于印度尼西亚外海

的Bukat产量分成合同区块上的Tulip构
造来进行试验。

Tulip油田地质构造比较复杂，目的

层纵波阻抗较低，反射率较小。相反，

水底反射却很强，水底模拟反射波

（BSR）遍布整个工区 [14]。从部分现有

二维地震资料可以看出水底和BSR多

次波高达 6次反射，严重干扰了本来就

比较弱的一次反射波。洋底地表地形起

伏剧烈，既有洋脊，又有峡谷。洋底附

近的异常地形造成的绕射波贯穿整个

剖面。另外，上覆地层中的天然气水合

物BSR压制了纵波能量，造成下覆地质

构造成像不清晰。

埃尼和西方奇科组织的地球物理

专家队伍根据现有资料，如水深、二维

地震资料、三维速度 -深度模型，建立

了Tulip地区构造模型，基于该模型对可

能的拖缆采集排列方案进行了论证。专

家组根据入射角和方位角比较了不同

采集方法的地下构造成像结果，包括

Coil Shooting采集、四种不同方向的常规

NAZ采集、MAZ采集（分别从不同方向

进行NAZ采集）（右图）。因为需要记录

近偏移距资料来对高低不平的海底成

像，所以没有考虑多船WAZ和RAZ。

13. Moore I 和 Dragoset B：“General Surface Multiple 
Prediction：A Flexible 3D SRME Algorithm”，First 
Break，26 卷（2008 年 9 月）：89-100。

14. 水底模拟反射波（BSR）是深水地震剖面上

常见的地震反射波。研究表明 BSR 主要是

因为在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层底部圈闭了自

由气的地方存在声阻抗差。

Kozlu 3D NAZ 地震剖面

NAZ 35° 采集 MAZ 35°,80°,125°,170° 采集 Coil Shooting 采集

双
程
时
间
，
毫
秒

双
程
时
间
，
毫
秒

地震道数

Coil Shooting FAZ地震剖面

左 右

中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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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lip地震勘探项目中的设计炮点位置。该项目设

计要求地震船沿覆盖工区的145个环线航行。

船上照度质量控制。在 Tulip 油田采集资料时，通过 NORSAR-3D 软件基于实际炮点和检波点模拟

了地下目的层的照度。左图是工区各个部分的目的层对应接收道数，从蓝色到红色接收道数逐渐增

加。右图是实际覆盖次数与设计覆盖次数的比值。比值等于 1（表示为绿色）说明实际覆盖次数与

设计覆盖次数一致，红色区域表示实际覆盖次数高于设计覆盖次数，深蓝色区域表示实际覆盖次数

低于设计覆盖次数。据此，在预测覆盖次数变化较大的重点区域和边界附近又采集了“加密”资料。

Tulip 地震勘探项目的船上质控图。上图中的“饼状板”叠加剖面是在采集某个环线过程中产生

的。这是一个连续剖面，如果卷在一个圆柱体上，始端和终端会接合一起。下图是 2 秒处的时间切片，

是在采集过程中在采集船上现场建立的 3D QC 叠加数据体中提取出来的。这张图是在采集完 90% 的

测线后绘制的。

研究结论是Coil Shooting勘探能够

提供最好的目的层照度。因此埃尼印尼

公司代表Bukat合资企业将世界首例使

用环形激发技术的全方位角拖缆采集商

业项目授予了西方奇科。西方奇科在

2008年8-9月使用地震船Geco Topaz采
集了563公里 2（220英里 2）的三维资料，

采用的排列是8条拖缆，每条长6公里，

拖缆间距是100米（上图）。

因为洋流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采集

并不能精确按照设计震源和检波点位置

进行，因此在采集过程中对实际地下覆

盖次数进行了实时监测。采集前先用

NORSAR-3D软件根据设计观测系统对目

的层照度进行了估算 [15]。采集过程中也

使用了相同的软件在Geco Topaz船上根

据实际炮点和检波点位置模拟了目的层

照度（右上图）。通过对比估算照度和实

际照度找出覆盖次数间的差异，从而布

设加密测线采集加密资料。

所采集到的原始资料噪音水平较

低，这说明边沿环形轨迹拖曳拖缆边采

集这种施工方式是可行的，而且不会降

低资料质量（右图）。Tulip油田的Coil 
Shooting采集项目只用了49天就完成

了。比较起来，采用三方位角MAZ技术

估计需要60天，四方位角技术需要75天
（下一页，上图）。

15. NORSAR-3D 是 NORSAR 公司的产品。

16. Houbiers M，Arntsen B，Thompson M，Hager 
E，Brown G 和 Hill D：“Full Azimuth Seismic 
Modeling at Heidrun”，发表在 PETEX 会议上，

伦敦，2008 年 11 月 25-27 日。

地震勘探设计

接收道数

横  向

实际与设计覆盖次数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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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run 建模成果。上图深度-速度模型上出现了断层油藏、煤层和一个小盐体。在下面的数据道上，最左边的合成地震记录表示模型中部子波褶积

后的一维零偏移距反射率剖面，它代表了最简单的地震响应。注意盐体下面的同相轴被拉起了，这是由于纵波在盐体中传播速度快造成的。在剖面被转

换成深度剖面后这种拉起现象消失。图中红色箭头所指地层被用来进行振幅分析（下一页图）。中左 NAZ 模拟地震记录上在盐体下面出现油藏反射变形。

中右 WAZ 模拟地震记录和右侧 Coil Shooting 地震记录连续性较好，并且大倾角同相轴成像较好。三幅模拟地震记录上都可见海底反射多次波。

Tulip 采集项目在三种单船观测系统下的施工时间。最右边的图表示采用

Coil Shooting 方案的实际施工时间。可以看出，Coil Shooting 方案实际施工

时间比估计时间要快，与三方位角和四方位角平行测线 MAZ 方案相比，

Coil Shooting 方案的施工时间更是快得多。

NAZ 模拟地震记录 WAZ 模拟地震记录 Coil Shooting 模拟地震记录

模型

合成地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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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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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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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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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采集设计研究及试验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对 2008年执行

的模拟研究项目中的Coil Shooting方案

进行了结论分析，该项目调查了是全方

位角还是宽方位角采集观测系统能够

解决Heidrun油田存在的地震成像难

题。Heidrun油田位于水深 350米（1150
英尺）的挪威海，离挪威海岸 100 公里

（62 英里）[16]。自 1995 年开始勘探开发，

到 2006 年日产气 300 万米 3（1.06 亿英

尺 3），日产油 22260 米 3（14 万桶）。

Heidrun油藏包含白垩纪不整合基

岩（BCU）下约 2300米（7500英尺）深处

的早、中侏罗纪砂岩层。该油藏断裂发

育、复杂，局部地区因为难以成像，所

以没有完全掌握地层构造情况。尤其

是局部穹窿构造影响周围地层成像质

量。目前只知道该穹窿是三叠纪盐层形

成的盐底辟。还有一个影响成像的问题

是，在有些地区，BCU下的断层和倾角

走向不清楚，而且不一致。尽管进行过

几次地震勘探，但获得的资料不足以反

映这些复杂地区的地下构造情况。比较

而言，海底检波器勘探（OBS）采集的资

料对穹窿周围强声阻抗变化造成的多

次波压制程度比常规拖缆勘探高。OBS
采集的地震资料是全方位的，但采集成

本远高于拖缆采集。

地学家建立了一个三维地质模型，

模拟 3800米（12500英尺）下一块面积为

200公里 2（78英里 2）的地区，以此代表

Tulip油田（左图和下图）。该模型包括

三层，上层是横向速度较弱的上覆层，

中间是断块储层，以及储层下的地层。

储层中的断层代表了该油田两类主要

断层系统，它们彼此以大约 45°的角度

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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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run 被模拟层的振幅。图中振幅是从自动跟踪前一页图中红色箭头所指地层上的振

幅波峰中拾取的振幅值。可以看出，右下图的 Coil Shooting 振幅与左上图的合成记录最匹

配，好于右上图的 NAZ 振幅和左下图的 WAZ 振幅。

除了两个小倾角断层，其他断层平

均倾角都在40-60°之间。在油藏的下面

是两个薄的煤标准层，其中之一是油藏

的基底。在穹窿位置处有一个小盐体。

模型的每个层位和断层分割的小构造体

都按照基于三维地震资料和井资料建立

的深度偏移模型的密度和P波速度进行

分配。

共模拟了三种类型的采集观测系统，

包括常规 NAZ， 四船WAZ和Coil Shooting。
环形激发在模拟面积上布置了170个环

线，进行了全方位360°采集。模拟过程

采用单向波动方程偏移方法，包括模拟

海底多次波。地学家对每种采集观测系

统下的模拟结果进行了评估，比较了模

拟的垂直剖面，并绘制了从上覆层下某

层拾取的波峰振幅图（上图）。

同WAZ和Coil Shooting结 果 相 比，

NAZ资料干扰严重，在倾角较陡的断层

周围及海底有小突起的地方尤其明显。

NAZ剖面在盐体下面还出现了很不规则

的假象。另外，NAZ观测系统还表现出

倾角不一致，可能是多次波能量干扰造

成的。而在WAZ观测系统和Coil Shooting
观测系统下海底多次波和煤标准层多次

波得到了有效衰减。从WAZ结果和Coil 

Shooting结果上均可见构造的一个较陡

翼部，而在NAZ结果上即使是在无多次

波的条件下进行的采集，也看不见这个

翼部。在WAZ资料浅层部分可见清晰的

观测足迹，在NAZ资料上相应范围变小，

而在Coil Shooting资料上更是不明显。

与NAZ和WAZ相比，Coil Shooting资
料分析层位上振幅的一致性更好，并且

这些振幅值与该层的预期反射系数差不

多。

研究结果表明，扩大采集方位、提

高覆盖次数都能使较陡倾角的构造翼

部成像，而采用NAZ 设计则无法实现。

合成地震记录 NAZ 模拟地震记录

WAZ 模拟地震记录 Coil Shooting 模拟地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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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run 采集观测系统。试验资料是通过采集 18 条相交的环线和一条大

致沿 60°方向的直线获得的。不同面元（25 米 X25 米）上的道数（覆盖次数）

由不同色标表示。环线交叉程度越高，覆盖次数越高。工区中心部分覆盖

次数最高。

不同面积采集项目的采集天数估计。该图比较了几种面积的采集项目采

用三种技术所需要的采集天数。这三种技术分别是 CoilShooting 技术、三方

位角单船 MAZ 技术、多船平行 WAZ 技术。其中 WAZ 技术采用两艘记录船

和两艘震源船。图中分别绘出了三种技术下不同规模的项目所需要的估算

采集时间。对 WAZ 采集，还另外估算了“船天数”，这个时间基本上是相

应采集天数的三倍。这一指标基本能反映部署多个船只引起的成本增加。

不仅如此，采用这样的观测系统，地震

资料的假象较少，噪音压制与多次波衰

减效果更好。研究表明Coil Shooting技
术能够提供更加一致、精确的振幅值。

为了验证模拟练习的结论，挪威国

家石油公司在该油田采集了Coil Shooting
地震数据。试验是在 2008年 9月使用采

集船Western Monarch进行的，采集时

间为 4天。观测系统大致是大丽花形

状，在目标区共布置了18条交叉的环线

（右图）。为避开洋面障碍物，如张力腿

平台和两套负载浮标，环线设计成不太

规则的圆形。另外还采集了一条直线，

目的是弥补环线因避开洋面障碍物而

没有覆盖到的方位。观测系统可提供大

约 3公里 x 3公里的全方位角、高覆盖

次数数据，并且边界偏移孔径足够大，

据此绘制出的构造图和以前的地震勘

探结果及模拟结果不相上下。在编写

本文时正在处理试验资料，为本次分析

做准备。

环形激发技术的应用潜力

相对于常规窄方位角地震采集技

术，宽方位角和富方位角地震采集技术

能够较好地反映地下构造，对相干噪音

和多次波的压制效果也较好。自2006年
开始试用Coil Shooting采集技术以来，

包括 2008年的首例商业环形激发地震

采集，我们从中获得的经验都表明Coil 
Shooting采集技术是一种高效地震采集

技术，它能够在整个工区上全部偏移距

内采集到 360°全方位角地震数据。采用

环形激发技术最重要的一个好处是施

工过程中只需要一条船，这样就不需要

部署多条震源船和多条记录船。这一

点对于中小型采集项目，以及工区比较

偏远，不适合动员多条船只的项目特别

实用。

对大型采集项目，因为每个炮点都

需要大量的拖缆进行记录，因此同时部

署多条船只或许是更有效的采集方法

（右下图）。西方奇科在墨西哥湾进行的

多船采集项目一般部署 20条拖缆，而采

用Coil Shooting技术预计部署10条拖缆

就可以。实际上，很少有地震采集项目

需要同时部署好几艘船只，一般情况下

只会在采集活跃地区如墨西哥湾才可

能需要。

和单船三方位角MAZ 采集相比，

航行同样长的距离，Coil Shooting采集

的炮数要多，成像范围要大，偏移距和

方位角采样结果要好。总之，在全世界

范围内，Coil Shooting技术在提高地下

构造照度，改善复杂地质环境下地震成

像质量方面不失为一项经济有效的解

决方案。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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