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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技术在控制地震勘探风险中的应用

人造卫星从高空拍摄的地形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地表视图。

这种彩色（有时还颇具艺术性）的图像综合了不同频谱的电磁波

信息。地学家利用这些信息辨析陆地的用途、确定植被类别、分

析岩性、高程和地表起伏情况。通过对地表遥测特征资料进行分析，

地学家可以建立风险因素库，用于提高地震勘探中激发和接收信

号质量、确定车辆和人员的活动范围、控制地震勘探对环境的潜

在破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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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测资料为地震勘探部署提

供了 QHSE 四个方面的参考资料，即

质量、健康、安全和环境。人造卫星

遥测资料能够清楚反映地表及近地表

特征，并且能够指示岩石类型。卫星

图像完全能够替代详细的实地地形评

估结果，特别有利于偏僻及危险地区

的勘查。

由于震源或检波器和地面耦合较

差引起地震资料质量降低，这种风险

可以采用基于岩性解释建立的岩石物

理模型，从卫星图像上推测。地震勘

探规划过程中能够准确确定危险地形

的位置对保护施工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非常重要。准确确定危险地形的位置，

同时考虑地形的稳定性，这样就能够

安全部署地震采集车辆及辅助设备。

利用卫星遥感资料能够准确识别环境

敏感区域，在地震勘探部署过程中通

过使用卫星遥感资料，能够最大限度

地降低地震采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如 今 通 过 网 络 服 务 如 Google 
Earth，很多人已熟悉了地球卫图。但

遥感数据反映的不仅仅是一张地图 ：

卫图是从多个光谱带反映某个地区的

连续视图，一般包括可见光、红外和

微波波段。有些卫星还能扑捉到雷达图，

绘制构造要素或湿度图。延时卫图还

能够绘制储层上方的季节性或长期变

化或沉降情况。

^ 岩性图叠加在遥感数字高程图上。在埃及西部沙漠的 Ghazalat 干旱地区，砂岩高原上是石灰岩高地。陡峭的悬崖将盐滩基凹陷（右下）和高原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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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盐滩即盐坪。

2. Landsat卫星由NASA发射，并由USGS进行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登陆 http://landsat.usgs.gov
（2009 年 2 月 11 日浏览）。

^ Landsat 7 增强型专用绘图仪 +（ETM+）能够捕捉的光谱和光谱信息应用。Landsat 7 卫星上的传感

器能够感知三种可见光谱、四种红外光谱，还能拍摄全色图片，覆盖可见光到甚近红外线波段（上）。

因为卫星检测到的光谱或强或弱地反映地物特征，将各种信息综合起来就能够有效识别各种地物特

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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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目前已有几颗卫星用于采集地表

信息，每个卫星采集范围、观察视图

大小和分辨率各不相同。各卫星采集

到的图像分辨率与卫星本身和采集标

本的反射光谱范围有关。虽然大多数

卫星的分辨率还不足以清晰分辨单个

地物特征，例如是灌木丛还是大石头，

但遥感地图已能够将植被区和巨砾原

清晰分开，因为二者反射的光谱不同。

由于卫星成像能够环绕整个陆上地震

勘探区块进行信息采集，在进行地震

勘探时就可以利用这种技术进行隐患

筛查、采集测线部署和后勤支持规划。

不管是平坦地形、岩石区、沙区、

居民区、农田区、覆盖的是植被还是冰，

影响遥感评估过程的最重要因素均是

地形（前一页图）。拍摄位置不同，生

成的地图就可能产生很大差异，因为

不同的光谱组合能够优化各种风险的

识别结果。

陆上勘探时，效率最高、可重复

的声波震源是可控震源，如可控震源车。

但震源车一般都很大很笨重，车辆部

署需要仔细规划。在地形较陡的地区

施工时，存在翻车危险，在松软地形

作业时，震源车可能会陷到沙堆或泥

潭中。

其他风险在于震源车震垫与地表

的接触和耦合的紧密程度。虽然震源

车可在盐滩或干燥河床区进行作业，

但这种看似稳定的地表不能承受震源

车施加的额外压力 [1]。而且，松散的

沉积物可能会大大衰减声波信号。另

一方面，在布满岩石的硬地表区，坚

硬的岩石削弱了震源车与地面的耦合

效果，因为震源车震垫与地面只会在

几个突出的高点接触。

正确评估震源和检波器与地表的

耦合风险，以及地震波在近地表传播

过程中的能量损失风险对地震勘探规

划部署十分重要。这两种风险是影响

地震信号质量的主要因素，因此也决

定了石油勘探和油藏描述的最终成果

质量。卫星遥感信息采用光学资料和

雷达资料充分描述近地表特征，有助

于资料采集的风险评估。

本文介绍了卫星遥感技术，并列

举了两个不同地理位置的案例进行阐

述。第一个实例选自埃及的沙漠环境

条件，展示了遥感技术的一般应用，

描述了不同光谱结合如何产生有效施

工规划信息。第二个实例选自奥地利

冰河特征的地表条件。这两个实例形

象地说明了今日遥感图像广泛且具有

无限开发前景的应用效果。

RGB 及超宽谱段

电视屏幕和电脑显示器只通过组

合红、绿、蓝（RGB）三种颜色就能

产生出五彩斑斓的色彩。仅仅是基于

RGB 部分光谱，人们普遍能够看懂卫

星遥感结果。一般我们认为绿色代表

植被，蓝色代表水，棕褐色和灰色代

表岩石。

有些卫星能够捕捉到红绿蓝三种

光谱从地表反射回的太阳光。每种光

谱强度以不同灰度值显示，即不同颜

色被赋予不同灰度，然后再重组产生

我们熟悉的彩色图像。多数设计用作

遥感的卫星都装有能够感知电磁波频

谱 RGB 外谱段的传感器，这些谱段拓

宽了信息范围（上图）。例如，卫星

Landsat 7 上的传感器能够拍摄 7 个光

谱段加全色（全谱段）的亮度资料 [2]。

三个可见光（VIS）光谱大致覆盖红绿

蓝三种颜色。甚近红外光谱（VNIR）
有助于识别植被类型，近红外光谱

（NIR）对植物的含水量或紧涨度比较

灵敏。短波红外光谱（SWIR）用来识

别地表地质信息。另外，Landsat 7 全

色传感器能够拍摄大部分可见光谱和

部分 VNIR，该谱段比其他谱段分辨率

高，有助于更加细致地修饰最终图像。

这些覆盖了六个谱段加全波段的传感

器能够检测到地表反射的太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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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at 7 上还有一个传感器用于

检测热红外（TIR）辐射热量，该谱段

波长比其他谱段波长长得多。TIR 谱段

的热属性可用于识别矿物。许多岩石

和焦油在可见光和 SWIR 内都呈黑色，

但它们在 TIR 范围内的反应是不同的，

据此可以进行区分，这是因为组成岩

石的矿物能够辐射不同强度的热量。

冰和水等凉地物的 TIR 反应强度较低。

同样，干涸河道、裸露的断层和溶洞

这样的特征地表因蒸发导致表层温度

降低也被描述成低能量 TIR 响应。

其他遥感卫星检测的谱段与

Landsat 7 不 同。 有 的 检 测 谱 段 比

Landsat 7多，有的比 Landsat 7少。因此，

不同卫星用于分辨地表及近地表特征

所应用的具体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

于卫星本身的能力。

卫星图像覆盖的范围和图像分

辨率也都取决于资料来源。例如，

Landsat 7 拍摄帧大小为 185 x 180 公里

（115 x 112 英里）。在热谱段的分辨率

是 60 米（197 英尺），在可见光和红外

区的分辨率是 30 米（98 英尺）。在全

谱段的分辨率最高，为 15 米（49 英尺）。

相应地，分辨率较高的卫星观察范围

较小，如 QuickBird 卫星。该卫星拍摄

帧大小为 16.5 x 16.5 公里（10.3 x 10.3
英里），全波段分辨率为 61 厘米（2 英

尺），红外分辨率为 2.4 米（8 英尺）[3]。

少数卫星能够拍摄地表的雷达图

像。成像雷达采用主动式照明系统，

而无源光成像系统仅仅依靠太阳照明

对地表特征对象进行描述。主动操作

模式使得雷达系统能够透过云层，甚

至在夜间对地表情况进行成像描述，

与仅仅依靠自然光进行成像的无光源

系统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安装在飞机或航天器上的天线发

射雷达信号。一种称为侧视雷达的系统，

发射的信号以倾斜角度遇到地表后发

生散射，反射回的信号，即回声被同

一根天线接收。回声振幅被记录下来，

随后在被用于相干雷达处理如合成孔

径雷达（SAR）时，所接收到的回声

相位也被记录下来。

每个像素上捕捉到的信号振幅代

表着对应地面位置上的雷达反向散射

强度，亮点表示反射回天线的雷达能

量较强。反射能量强度与目标区的各

种条件有关，如电学特性、湿度，或

许最重要的是目标区的散射范围。一

般来说，图像上比较亮的反向散射区

对应的地表不平整，而暗区对应的地

表较平坦。

雷达成像也可用于求取地表高程，

使用的方法是干涉测量 SAR 法。求

取地表高程的方法之一是采用两个分

开安装在同一个平台上的天线产生视

差。由此获得的立体图像用于建立数

字高程模型（DEM）。用于地形解释的

视差图一般来源于美国航空航天局在

2000 年发射的航天飞机的地形测绘任

务 [4]。它的 SAR 天线获得的图像在美

国的横向分辨率是 30 米，在世界其他

地区是 90 米（295 英尺）。标称的垂直

分辨率是 30 米，但实际分辨率决定于

具体地形，平坦地区精度可达到 1 米

（约 3 英尺）。另一个用于建立数字高

程模型（DEM）的数据源是卫星 Terra
上的 ASTER 数据包，它配有两个 VNIR
照相机，能够拍摄到立体图像 [5]。所

得 DEM 的垂直分辨率为 30 米，横向

分辨率为 15 米。

第二种模式是采用单根天线，航

天飞机每次飞过目标时拍摄图像。这

种方法记录目标区高程在一段时期内

的微小变化，可以检测到小到 1 厘米

（0.4 英寸）的地表运动，用于监视油

藏上方地层的沉降情况 [6]。

还有一种方法是采用安装在飞机

上的激光扫描仪，即激光诱导探测和

测距仪（LiDAR）。由于飞机远没有载

有雷达的卫星飞的高，LiDAR 得到的

是高分辨 DEM，一般垂直分辨率是

10 厘米（4 英寸），横向分辨率大约是

20 － 100 厘米（8 － 39 英寸）。LiDAR
服务必需针对具体目标区预定。

遥感评估的第一步是确定哪些信

息是必需的，哪些信息是现有的。自

1999 年发射后，Landsat 7 依靠其多谱

段扫描能力已经对地球进行了全程扫

描，扫描周期是 16 天。除了 Landsat 7，
还有其他卫星的数据库可以利用。

了解具体研究地区的地形知识有

助于确定哪些光谱组合最有效。另外，

对具体地点进行实地踏勘获得准确的

地面信息也为遥感资料的准确解释提

供了支持。

卫星图像应用范围很广 ：地图视

图和 3D 地表建模是基建规划和洪水

灾害评估最重要的工具 ；卫星遥感技

术可以识别某些地表矿藏，为 CO2 存

储工程规划和监测提供参考数据，还

能够通过冰碛评估重建冰川活动 ；对

比新旧卫星图像（Landsat 项目开始于

1972 年）可以发现土地用途和条件的

变化。遥感评估也有助于确定和监测

地下水位，这对地震勘探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潜水面常常是地震信号遇到的第

一个折射面。在勘探开发行业，使用

卫图的一个目的是识别地震勘探施工

过程中的各种风险。

地震勘探评估

地质学家选择某个区块进行地震

勘探时主要考虑的是目标区块的地下

条件，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关心其地

面情况。因此，勘探部署者必需克服

目标区块的地理和地形上的种种挑战，

确定最佳、最精确的炮点和检波点位

置。

在茂密丛林地带，震源车和其他

后勤支持车辆难以行进。在沼泽区也

会面临这样问题。在沙漠环境条件下，

松散的沙丘不利于震源车行进。而地

势陡峭的地方限制后勤车辆的通行。

其他地理条件也面临着这样那样的交

通问题，具体情况可通过各种遥感方

法组合进行检测（下一页图表）。

3. QuickBird 属于 DigitalGlobe。详情请登陆 http://
www.digitalglobe.com/index.php/85/QuickBird（2009
年 2 月 11 日浏览）。

4. 航天飞机雷达地形测绘任务（SRTM）数据由

美国帕萨迪纳加州技术研究所喷气式推进实

验室管理，详情请登陆 www2.jpl.nasa.gov/srtm
（2009 年 2 月 11 日浏览）。

5. ASTER 表示高级卫星载热辐射和反射辐射

计。Terra 是地球轨道系统的旗舰卫星，是

NASA 发射的系列航天飞机。详情登陆 http://
asterweb.jpl.nasa.gov/（2009 年 2 月 11 日浏览）。

6. Van der Kooij M ：“Land Subsidence Measurements 
at the Belridge Oil Fields from ERS InSAR Data”，发

表在第三届 ERS 研讨会上，意大利佛罗伦萨，

1997 年 3 月 14-21 日。详情登陆 http://earth.
esa.int/workshops/ers97/papers/vanderkooij1（2009
年 2 月 5 日浏览）。

 关于地层沉降的更多信息，请参见：Doornhof D，
Kristiansen TG，Nagel NB，Pattillo PD 和 Sayers C：
“压实和沉降作用”，《油田新技术》，18 卷，

第 3 期（2006 年秋季刊）：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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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图像对地震资料质量和后勤支持的影响。陆上地震勘探时经常遇到的特征地物（上）可通过不同光谱段的组合进行区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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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区内安全移动震源车和施工

人员只是地震勘探计划的一部分工作。

另外，工区地形条件也影响震源 / 检
波器与地面的耦合质量，也可能影响

地震信号在近地表的传播。起伏地表

或多岩石地表可能会造成震垫只有几

个点与地面接触，因此会使传播信号

发生显著畸变。松软沉积层形成的地

面只要接触面能支撑震垫负荷就能确

保震源与地面较好耦合。但是，如果

震垫负荷大，压碎了硬接触面，耦合

效果也会很差，引起地震信号畸变，

还可能会直接切掉地震信号的高频成

份（上图）。

地震勘探中最显著的地面干扰是

地滚波。这是一种面波，或者更精确

地说是瑞利波，沿地面与空气界面传

播（下图）。瑞利波传播速度比沿地下

岩层传播的纵波慢。对地震勘探来说

这些体波是理想的地震信号。瑞利面

波比体波衰减的也慢。因为衰减慢更

加重了面波遇到地物发生散射后带来

的干扰，这也是地球物理人员设法通

过合理的勘探部署希望消除的影响。

在潮湿环境下，如沼泽、湿地、

某些盐滩地区，面波与流体耦合，形

成所谓的泥波 [7]。因为近地表含水固

体中颗粒之间耦合性较差，泥波常常

比瑞利波慢得多。

因为地表高程变化，记录的原始

信号需要进行高程校正。其中近地表

及风化层校正尤其困难。信号在地面

介质中传播比在地下坚硬岩层中传播

要慢得多。如果风化层局部厚度变化

很大，小范围内进行静校正处理可能

就需要采用纵向和横向上不同的方法。

在沙丘、盐滩和沼泽地区进行地震勘

探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除了静校正问题，在沙丘条件下

进行地震勘探时，体波可能会在沙丘

底发生反射，因此被沙丘吸收。在干

沟地区，潜水面顶影响地震信号的初至，

因此确定潜水面深度非常重要。在松

软地层条件下，例如未固结沙、盐滩、

干冰碛，也会造成体波信号在表层中

严重衰减。

地层边界如悬崖类的地形变化，

岩性边界或矿化边界等常常造成地震

能量发生散射，从而产生干扰。散射

造成的干扰风险在硬地表上很高，如

碳酸盐和玄武岩。地震波共振发生在

高声阻抗物质包围的区域。例如，来

自硬岩层的面波进入较软的粘土层后

可能被圈闭住，然后从硬岩层的另一

个界面反射回去。类似现象经常发生

在沼泽地区。

对陆上地震队来说，勘探部署前

绘制各种风险因素是评估人员和设备

可能面临问题的一种方法。可以通过

卫星勘察详细了解工区地表特征。例如，

DEM 对确定 10 米（33 英尺）及以上

级别的构造特别有用，可用来确定悬

崖方位，突出显示高程一致的地表构造，

不管是平坦的（如粘土层、盐体、漫

滩、湿地、沼泽）还是起伏的（如干沟、

沙丘、冰碛）。对于几厘米到几分米大

小的构造，可采用雷达成像系统通过

区分漫射和镜面反射反映地表微型构

造和纹理，包括岩石构造、裂缝形态

和波纹。另外，矿物在红外区有不同

反应，因此岩性研究应包括红外谱段。

多数情况下，遥感分析结合了一

个或多个卫星采集的信息、地面观测

结果、各种地图，如基础设施位置图，

以及可利用的地下地质信息等。以上

信息的融合是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
完成的，这一步非常关键。GIS 是一

款基于共享地理信息库对信息进行保

存、直观化分析、处理的工具，以便

尽可能精确地模拟现实世界的实际面

貌。该系统允许用户交互查询、分析

数据，创建地图。例如，在 GIS 系统

中，覆盖可见光和红外光谱的雷达卫

星图像可以被绘制到包含测线测量和

地面测量观测结果的共同空间上。GIS
软件也可让用户从任何角度查看合并

的数据，并且可以在空间里进行“飞行”

踏勘。通过遥感数据和物理模型相结合，

如地震波传播模型、震源 / 检波器与

各种地表介质的耦合模型，并依据相

关逻辑规则，如车辆的安全坡度，GIS
系统可以采用容易理解的格式显示各

种风险信息。以下案例就是很好的证

明。

^ 震源车震垫压碎地面。盐滩地面不足以承受

震源车震垫，造成地面破碎。

^ 地面地震采集模式。震源车震动产生的地震波以体波（黑色）形式向深

部地层传播。但很多能量要么被分散，要么被近地表吸收。部分能量遇

到地层界面发生折射（浅蓝色）。瑞利波（紫色）沿地面传播，当遭遇悬

崖（如图所示）或岩性发生变化（图中没有显示）时可能发生散射。其

他地震波可能被硬地层间的松软沉积物（橘色）吸收，或在地层界面处

发生反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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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地区的地形地貌

在埃及西部沙漠地区，大约在开

罗以西 700 公里（435 英里）处，阿帕

奇埃及公司计划在 Ghazalat 盆地进行

地震研究。该盆地属于高原和陡壁特

征地形。地震勘探施工前，西方奇科

收集了卫星遥感数据作为部分多物理

数据，以及近地表特征数据，为后勤

支持和野外采集建立风险分析 [8]。

近地表包含两个地层 ：Moghra
层 和 上 覆 Marmarica 层（ 右 图 ）。

Marmarica 深层部分是硬石灰岩和软

石膏质泥灰岩互交层，往下逐渐过度

到巨厚石灰岩层，形成Marmarica层顶。

下覆Moghra层是砂岩和粘土岩交互层。

这两种地层露头都可在 Ghazalat 探区

找到。

从 ASTER 卫星获得了该地区的

DEM 图像，纵横分辨率都是 30 米，后

采用高分辨全光谱法精细到了17米（56
英尺）左右。大约 10% 的研究区位于

Qattara 凹陷。该凹陷大约在海平面下

80 米（260 英尺）处，周边是 100 －

120 米（330 － 390 英尺）高的悬崖，

延伸到一个高度在 50 － 60 米（165 －

195 英尺）的高原。该高原大约占了研

究区 50% 的面积，其北部地区海拔高

度在 200 米（660 英尺）以上（右下图）。

除了形成凹陷边界的大型悬崖，

还可见其他悬崖，可采用八方向边缘

检测算法确定 [9]。将悬崖信息加载到

地形高程图上后可建立地形分类图。

7. 泥浆波也称为斯通利 - 肖尔特波，或简称为

肖尔特波。

8. Laake A 和 Zaghloul A ：“Estimation of Static 
Corrections from Geologic and Remote-Sensing 
Data”，The Leading Edge，28 卷，第 2 期（2009
年 2 月）：192-196。

 Cutts A 和 Laake A ：“An Analysis of the Near 
Surface Using Remote Sensing for the Prediction of 
Logistics and Data Quality Risk”，发表在第四届

北非 / 地中海石油和地学会议暨展览会上，

突尼斯突尼斯市，2009 年 3 月 2-4 日。

 关于干旱地区资料质量特征的描述，请参

见：Laake A，Strobbia C 和 Cutts A ：“Integrated 
Approach to 3D Near Surface Characterization in 
Desert Regions”，First Break，26 卷（2008 年 11
月）：109-112。

9. 所用方法称为 Sobel 边缘检测算法。该方法

常用于南北、东西方向，但因台地及其他特

征地形边缘方向较为复杂，这里所用的八方

向方法是用平滑连线勾勒悬崖边缘的。

^ Ghazalat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地质情况。Ghazalat 位于埃及西部沙

漠地区，毗邻 Qattara 凹陷（地图）。该地区南部是台地和高原（照

片），北部是高地。主要地层是石灰岩、砂岩、粘土岩和泥灰岩（右）。

^ Ghazalat 地形图清晰显示出该地区的悬崖构造。从数字高程模型（DEM）

上可以看出部分 Qattara 凹陷（右下角蓝色）被又陡又高的悬崖包围。大

片高原台地基本上占据了研究区的一半（绿色部分），其北边是高地（黄

色到棕色）。悬崖的位置（黑色）是用边缘检测算法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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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岩性分类图选自 Landsat 7 增强

型专用绘图仪 +（ETM+）对该地区进

行的卫星勘察结果，并采用 GIS 方法

结合 ASTER DEM 数据绘制成图。

通过对卫星成像资料的广泛应用，

从中获取的经验表明不同谱段组合能

够识别不同特征的地表类型，而这经

常是研究中的首检项。虽然通过任意

组合都能对 7 个谱段进行检查，但是

组合三个谱段绘图进行直观检查更为

方便一些。选自每个谱段的数据基本

上都是灰度数据。这些灰度数据可以

被分配到 RGB 三种颜色中的一种上，

而其他频段的灰度数据被分配到另两

种颜色上。普通 Landsat 7 ETM+ 图像

是 742 RGB，其中 Band 7（SWIR）以

红色表示，Band 4（VNIR） 以绿色表示，

Band 2（VIS 绿色）以蓝色表示。

不同谱段也可以通过其对应灰度

比或灰度差进行比较。因为 Ghazalat

^ Ghazalat 岩性构造图。Landsat 7 卫星对 Ghazalat 干旱地区的勘察数据，

其中几种谱段的组合能够清晰区分各种岩性特征。一个热谱段和两个

SWIR 谱段表示的岩性分化明显，而两个可见光谱段的叠加展示了图像的

细节和颜色。

^ Ghazalat 岩性分类图及对应的地表观测图。地学家在创建该图时，针对每种岩性建立了不同的谱段组合，包括两个石灰岩组合（深蓝色），一个泥灰土、

黄土和沙土组合（黄色），两个砂岩组合（橙色），一个粘土和盐沼组合（浅蓝色）。图上的混合色表示混合岩性。该图用于确定地面交通障碍，同时也

验证了遥感绘图的准确程度（照片对应于岩性图上的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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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干旱沙漠区，而某些常见组合包

括的谱段只对植被灵敏，所以不适用

于该地区。虽然其中一些组合能够区

分高原砂岩和高地石灰岩，但一个热

谱段和两个 SWIR 谱段的组合是区分

两种石灰岩的最佳组合。采用包括两

个可见光谱段的反应数据的多谱段差

对该 RGB 图进行细致刻画后，能够清

晰显示石灰岩和砂岩的层理构造。形

成的图像也清晰显示了粘土层和悬崖

上的地层细节（前一页，上图）。

另一种划分岩性的方法对每一种

岩性采用针对具体岩性的标准。在研

究 Ghazalat 地区的过程中，通过估计

分析几种谱段比区分出了两种石灰岩、

两种砂岩、泥灰土、黄土、沙土以及

盐沼或粘土（前一页，下图）。形成的

岩性图可指导对遥感数据进行地面确

认。通过步行和乘越野车对该地区进

行实地考察，结果证实遥感数据的解

释结果是正确的。

确定了岩性类别和地形特征后，

就可以对地震勘探中的潜在风险进行

定量分析（右图）。后勤支持风险主要

涉及到车辆和人员在工区内的进出和

交通。陡峭悬崖和地形边界会限制车

辆进出。石灰岩高地表面崎岖不平，

且有尖利的棱角，使得车辆通行困难，

但可以通过。而在粘土和盐沼区，车

辆通行时可能会从上层地壳陷落到下

面较软的沉积层上。比较而言，占大

部分面积的砂岩区是最容易通行的，

没有交通障碍。

其他风险是关于地震信号质量方

面的。悬崖，包括地层边界处的悬崖，

会引起地形散射风险。石灰岩地区的

粗糙地表加重了震源车震垫的点负载

风险。两种石灰岩地层引起的这类风

险级别不同，比较而言，西部的石灰

岩引起的风险较小。松软粘土层和盐

沼地表会加重信号衰减，引发共振。

通过模拟声波在不同岩性地层中

的传播速度可估算激发点和接收点的

静校正量。在 Ghazalat 研究区，该结

果和在折射波静校正剖面上拾取的初

至估算出的低分辨校正量相似度很高。

^ Ghazalat 地区的风险图。后勤支持风险包括车辆进出和机动风险（上）。
砂岩区一般风险较低（淡蓝色，由代表低风险区的白色色码和地理背景信

息混合而成），但在高地部分车辆较难机动（红色）。软地表地区，如凹陷

地区的大面积盐沼地表也限制车辆通行（蓝色）。从地面速度风险图（下）

上看，悬崖造成严重的信号散射风险（黑色）；石灰岩高地的起伏地表造

成中等程度的散射风险（红色），而且还有震源车震垫的点负载风险 ；粘

土层和盐沼造成严重的信号衰减风险（蓝色）。砂岩区一般地面速度风险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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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靠近某台地的南部高原上获得

的炮集记录证实了上述风险（下图）。

该炮集记录显示台地边缘和岩性边界

引起了能量散射，证实了卫星遥测的

预测结果。

丘陵耕地区的冰碛地形

Rohöl-Aufsuchungs AG（RAG） 公

司拥有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脚下某矿

区的勘探权。该区地质历史比较复杂。

当阿尔卑斯山从南部向前移动时，从

阿尔卑斯山脉剥蚀掉的沉积物形成的

山体滑落到了第三纪前陆盆地，即磨

拉石盆地。这里有一条长达 200 公里

（120 英里）的深海河道平行于该盆地

轴。

^ 经共炮集记录验证的风险分类图。图上所示小剖面选自探区南部的一小块，地表有台地和地层出露特征地貌，如高程剖面和 QuickBird 高分辨卫图所示。

所有单炮地震道记录（高程剖面上的红色圆圈代表炮点）都显示在炮集记录上。图上最上面中间靠左位置上的砂岩脊和中间靠右的出露层上的岩性变

化导致炮集记录上能量强度发生变化（从黄色逐渐向绿色过渡），证实了散射风险图上的预测结果（红色）是正确的。QuickBird 卫图证实了悬崖（陡坡）

和边缘特征地貌的位置，如后勤风险图上所标记的，这些特征地貌对散射风险图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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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发生的褶皱作用和逆冲作用

影响了南部的磨拉石沉积，但盆地北

部大部分地区没有受到影响。从南到

北，沉积物包括石灰岩褶皱带，迭瓦

状、折叠状，以及未变形的磨拉石沉

积。大部分地区被冰川沉积物（如冰碛）

覆盖，包括部分后冰川侵蚀地形。

平坦地区耕种程度较高，丘陵及

山坡上是茂密的森林，前冰湖地区以

及沿河两岸是沼泽。冰碛，即那些在

冰川达到最大推进时沉淀下来的砾石

洋脊，仍然沿着冰川溶化时形成的溢

流和排泄水道保留了下来（右图）。地

面上有密集的基础设施，包括村庄和

城市。通过比较卫星勘察结果和 1957
年报告的大范围地面调查结果，建立

了基于卫图数据解释出的地震采集风

险位置和地面实际障碍之间的联系（下

图）[10]。

^ 奥地利冰碛。从 LiDAR DEM 勘察图上可以看出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地表高程变化较大。采用边缘检

测算法确定了悬崖位置（黑色）。图中两块冰碛表明了冰川的范围。图上还可见明显的溢流和排水

道痕迹，它们和古湖泊是随着冰川溶化形成的。图中白色长方形指示的位置对应第 51 页的细节图

的位置。

^ 地面实况。卫星勘察数据解释成果（彩色）叠加到 1957 年做的地面勘察图（Aberer，参考文献 10，经许可后使用）上后，二者之间惊人的吻合说明

基于卫星数据解释出的地物位置是可信的。

10. 有关地质图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Aberer F ：
“Die Molassezone im westlichen Oberösterreich 

und in Salzburg”，Mitteilungen der geologischen 
Gesellschaft in Wien，50 卷（1957 年）：23-94（德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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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探区，卫星资料在地震勘

探初期，即勘探规划设计之前发挥

很大作用。在那里，通过卫图信息

优先选择可能的含油气区块。装备

各种传感器的卫星特别适用于对偏

远地区及大面积勘探地区进行粗察。

而由不同传感器传送到地面的数据

其用途远远超出用它们绘制地形图、

区域地质描述及构造趋势图等方

面。

空中采集到的卫星资料经过分

析，通过间接信号，如土壤和植被

的化学变化、物理变化或微生物变

化，推测是否存在烃类物质。例如，

当气体渗出地表时，气体替代了土

壤中的部分氧气，造成贫氧环境。

同时也影响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和

PH 值。以上变化表现为改变土壤矿

物组成，如通过漂白红地层露头或

电化学变化形成新的矿物（方解石、

黄铁矿和铀）[1]。

这样的变化反过来也反映了气

体渗漏周围植被的健康程度或种类。

不仅土壤中氧气被消耗掉，而且伴

随发生的土壤养分浓度的变化导致

植物能够吸收的养分要么缺乏，要

么过剩。这些影响可能会在卫星光

学传感器检测到的植物光谱反应中

留下痕迹，受影响植物反射率往往

在可见光区较高，在近红外区较低 [2]。

这类指标的排列和强度对描述地下

油气聚集的特征或其他特点可能是重

要的，气体被检测出沿某种可在卫图

上看到的线性构造体分布 [3]。

卫图对海上勘探也非常有用。通

过卫星勘察识别可能的油苗为海上勘

探提供一定的线索。从洋底自然渗流

出的原油，上升到海面上后通过可见

光、近红外和雷达图像能够被检测出来。

特别是合成孔径雷达（SAR）在检测

海面石油方面非常成功。这种侧视雷

达以倾斜角度向地球发射信号，因此

对海面上细小毛细波产生的反向散射

非常灵敏 [4]。

石油往往会抑制洋面上的波浪，

使洋面变得平滑，致使 SAR 接收器接

收不到大多数反射信号。和周围地区

相比，平滑洋面上的反向散射强度异

常低。然而，相对于洋底的原始渗流

口，诸多因素影响对洋面漂浮物的解

释和位置。能够造成平滑洋面移动或

模糊的因素有风速、风向、洋流、云量、

气象条件，以及海洋植被 [5]。

更重要的是，抑制波浪的因素可

能有很多种，需要进一步调查－许多平

滑洋面与石油的存在毫无关系。雨滴、

风影和洋流都能使局部洋面变得平滑。

藻丛，甚至珊瑚虫卵也会影响海浪运动。

深海平滑区是洋流流出深海水道过程

中局部加速产生的。这些平滑区表明深

海存在未知的水道，后来通过高分辨

率多线束深海调查证实了这一推测 [6]。

在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外海，

在三月和四月及十月和十一月间满

月之后的五个夜晚，在夜晚小潮落

潮期间，SAR 检测到了平滑海面。

这些在南帝汶海珊瑚礁及碳酸盐浅

滩上面发现的环形 - 月牙形的低反

向散射区被解释为珊瑚卵漂浮区 [7]。

后来将 SAR 采集局限到可预测的

珊瑚非产卵时间，从而避免了上述

将珊瑚卵造成的平滑海面误解为石

油引起的平滑海面。这一应用实例

说明，作为一种生物研究的工具，

SAR 还有更大的应用潜力。

对天然石油渗漏进行准确鉴定

是揭示未发现油气资源的一种有力

手段。但是，要确定哪种 SAR 平滑

区是由石油引起的，需要对辅助资

料进行仔细分析。如果能充分认识

SAR 平滑区和海洋学过程或生物过

程之间的联系，就可提高对潜在勘

探目标的评估准确度。

总之，卫星遥感技术在快速筛

选大面积或偏远地区方面是非常有

价值的。可用来优先选择潜在探区，

然后再通过其他技术，如取岩心、

机载激光荧光技术和地震勘探技术

做进一步调查 [8]。如同所有远距离遥

感勘察一样，必须有选择地应用这

种技术，而且在得到地面实况测量

结果证实的情况下更具价值。－MV

卫星勘察方法

1. 红地层指的是红色的沉积层，如砂岩、

粉砂岩或页岩。这类地层是在氧化环境

下形成的。地层中的红色来自氧化铁矿

物斑点。

2. Noomen MF，Skidmore AK 和 van der Meer 
FD ：“Detecting the Influence of Gas Seepage 
on Vegetation，Using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Habermeyer  M，Mülle A 和

Holzwarth S（编辑）：第三届 EARSel 成像
光谱研讨会文集，德国 Herrsching ：ERSel
（2003 年）：252-255。

3. Jones VT，Matthews MD 和 Richers DM ：

“Light Hydrocarbons for Petroleum and Gas 
Prospecting”，Hale M（ 编 辑 ）：Handbook 

of Exploration Geochemistry ：Geochemical Remote 
Sensing of the Sub-Surface，第 7 卷，阿姆斯特丹：

Elsevier（2003 年）：133-212。

4. 毛细波指的是最大波长为1.73厘米（0.68英寸）

的细小波纹或水面小波浪。毛细波的波长很

短，因此水本身产生的表面张力就形成一股

恢复力抑制波纹运动。

5. Hood KC，Wenger LM，Gross OP 和 Harrison SC ：

“Hydrocarbon Systems Analysis of the Northern Gulf 
of Mexico ：Delineation of Hydrocarbon Migration 
Pathways Using Seeps and Seismic Imaging”，
Schumacher D 和 LeSchack LA（编辑）：Surface 
Exploration Case Histories ：Applications of 
Geochemistry，Magnetics，and Remote Sensing，

AAPG 地质学研究（第 48 期）和 SEG 地球

物理参考系列（第 11 期），塔尔萨： AAPG 
（2002 年）：25-40。

6. Jones  AT，Thankappan M，Logan  GA，
Kennard JM，Smith CJ，Williams AK 和

Lawrence GM ：“Coral Spawn and Bathymetric 
Slicks in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SAR）Data 
from the Timor Sea，North-West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27 卷，

第 10 期（2006 年 5 月）：2063-2069。

7. Jones 等人，参考文献 6。

8.  机载激光荧光技术（ALF）测量的是由海

面发射的激光激发的芳香烃的荧光。ALF
调查可以检测到微米级油气聚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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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态和人文观测结果指示了

作业困难和风险。另外，对地震勘探

来说还存在着资料质量风险 ：冰碛地

形会妨碍可控震源车震垫与地面的正

常耦合，需要进行大量静校正处理；

沼泽区会产生面波共振，因为可控震

源不适合在沼泽区使用，所以需要多

种震源方式进行能量激发 ；悬崖等特

殊地物会引起地震波散射，造成严重

的面波干扰。

地震勘探开始前，RAG 进行了一

次 LiDAR DEM 研究，试图识别并减

少潜在问题。在现有遥感资料源中，

LiDAR DEM 这种借助于航天飞机进行

的地面勘察资料给我们提供了最精确

的地球表面图（左上图）。根据高程的

剧烈变化确定加重散射风险的位置。

地图上的陡坡代表边界，这些地方会

造成能量散射形成面波干扰。确定了

地表高程变化的类型和位置后，地学

家就可以设计合适的滤波器，针对性

地消除某个方向的散射干扰。

利用 LiDAR 勘察资料，同时和西

方奇科地学家合作，RAG 对探区冰川

及后冰川历史进行了反演重现。根据

这次勘察，地学家建立了一个弹性模型，

研究层深、层厚、层速和能量衰减问题，

然后基于模型计算表层静校正量和激

发点、接收点耦合校正量。

一般情况下，耦合条件变化引起

的地震信号波动可通过振幅补偿得到

校正。但是，对耦合条件变化的校正

仅适用于某些频率，也就是说一般振

幅补偿不但不会衰减噪音，反而会引

入噪音。RAG 研究采用的表面一致性

方法也包括对耦合条件变化造成激发

点和接收点处频谱畸变所做的校正。

为实现项目目标，RAG 将 LiDAR 高分

辨 DEM、地震勘探资料和实地考察资

料都加载到了综合 GIS 数据库中。

从遥感研究获得的地形图提供了

局部地区的近地表地质信息，如冰碛、

沼泽。研究者发现从遥感资料获得的

地形属性与采用地表一致性反褶积对

半个探区内的激发点、接收点和共中

点进行处理后计算出的地震属性频率

值有很好的相关性（右上表）。根据

遥感属性和频谱地震属性，地学家对

探区另一半进行了地震响应预测，结

果与实际资料有很好的可比性，同时

也证实了分析过程的正确性。因为这

次遥感研究资料详细，覆盖面积广，

RAG 能够确保整个探区校正的一致性。

遥感技术的众多用途

在勘探开发工业，卫星遥感技术

不仅仅用于地震勘探规划，也可用来

发现油气存在的线索（请参见前一页

的“卫星勘察方法”），以及油藏监测，

如监测地层沉降情况，规划和监测二

氧化碳注入等。

遥感分析结果保存在 GIS 数据库

中。结合地下信息和模型建立探区 3D
描述。地下信息和地层属性常常加载

到建模软件包中，如 Petrel 地震模拟

软件 [11]。把地表信息和地下信息综合

一起后可以在共享 3D 空间中对地表约

束条件进行评估。正如本文所述，这

种综合对地震采集项目提供了很有价

值的信息，帮助建立地下构造和地表

断层、褶皱之间的关系，并在充分考

虑地表和地下需要的前提下（包括环

境约束分析），精确规划钻井和生产设

施及地下管道。

如今在互联网上我们能够非常容

易地访问卫图信息，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利用卫图确定公司和朋友的家的位

置，因此说卫图正日益成为我们生活

中越来越有用的工具。与此同时，扩

展到红外光谱谱段的卫图正逐渐成为

勘探开发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 MAA

^ LiDAR 和 SRTM 两种资料的 DEM 分辨率比较。机载 LiDAR 资料（左）要

比 2000 年航天飞机任务采集的资料（右）分辨率高得多。这一小块区域对

应于第 49 页上图中白色长方形指示的区域。

^ 地形与频谱属性之间的相关关系。例如，在

有冰碛和硬地层的地区，根据频谱反褶积计算

出的震源和共中点（CMP）项显示低频特征。

11. Gras R 和 Stanford N ：“Integration of Surface 
Imagery with Subsurface Data”，论文 P-115，发

表在 EAGE 第 62 届会议暨技术展览会上，苏

格兰格拉斯哥，2000 年 5 月 29 日 -6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