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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井眼地震技术为研究井眼钻穿的地层提供了新的机会。

从建井与三维盐下成像到增产措施监测和高温、高压采集，井眼地

震测量都可以帮助作业公司降低作业风险，提高采收率。

井眼地震测量：超越垂直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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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波和横波的传播和反射。正入射过程中，压
缩P波只以P波的形式反射和传播，但是在其他
入射过程中，如当震源与钻机保持一定距离时，

入射P波可以反射和传播 P波和剪切 S波（上）。
P波沿着传播方向产生质点运动，而 S 波在垂直
于传播方向上产生质点运动（下）。SV波在垂直

平面上被极化，而SH波则在水平面上被极化。入
射 SV 波和 SH 波由横波源产生。 > VSI通用地震成像仪。40个VSI梭中的每个梭都包含三个位于隔音传感器

组件中相互正交的加速度检波器，其中传感器组件可以固定在井壁上。

井眼地震测量是当前油田所有井

下测量技术中功能最多的技术之一。以

前，这些测量技术（也称垂直地震剖面

（VSP））的主要用途是将时基地面地震

图像和深基测井数据关联在一起。而现

在，井眼地震测量的功能已经不限于简

单的时深关联。现在，各种各样的震能

都可以记录下来，而且井眼地震测量可

以提供各种观测系统，二者相结合可以

获得一些原先无法获得的结果。勘探与

生产公司可以根据这些资料获取油藏深

度、范围及非均质性等重要信息，同

时，也可以获得流体含量、岩石力学性

质、孔隙压力、强化采油进度、弹性各

向异性、诱导裂缝几何形状及天然裂缝

方位和密度等信息。

最初的 VSP 由部署在垂直井眼中

的一些检波器组成，检波器的用途是

记录来自地面震源的基本信号。利用

改进后的采集仪器，新型VSP技术可以

记录更多的信息并扩大观测系统范围。

本文对可以被记录下来的井眼地震波

类型以及记录此类地震波的仪器进行

了描述。然后对可以采集的多种测量

类型以及这些测量获得的信息进行了

简单分类。随后通过实例研究详细描

述了井眼地震测量新进展，包括三维

VSP及随钻VSP、水力压裂优化、射孔

作业监测以及高温、高压环境下的VSP
采集。

地震波的类型

井眼地震测量过程中产生和记录

的地震波主要是来自点源或扫频源的

体波，体波由纵波（P 波）和横波（S
波）组成[1]。这些地震波从地面附近的

人工震源向地下深处的井眼检波器传

播。对于海上VSP及将气枪部署在泥浆

池中的陆上VSP来说，通常只产生P波。

但是如果S波是通过反射的P波反演而

成的，那么 P波和 S波都有可能被记录

下来，这主要取决于检波器排列情况及

地层特性（左下图）。在震源与地面直接

相连的陆上VSP中，这两种地震波都将

产生，而且都可能被记录下来[2]。

井眼检波器所记录的信号与输入波

类型、观测系统及检波器类型有关。当

前，大多数VSP井底记录硬件都包含一

些固定、经过校正的三分量（3C）检波

器，这些检波器可以记录包括 SV 波和

SH波在内的所有P波和S波组分的传播

动态。

斯伦贝谢井眼地震仪器（VSI 通用

地震成像仪）能够提供多达40个的三分

量检波器（称为梭），各梭之间的间距可

以达到150英尺（46米），从而形成一个

6000英尺（1830米）长的阵列（下图）[3]。

这种 40 梭仪器曾多次用于墨西哥湾的

VSP采集作业。VSI仪器可以下入到裸眼

井、套管井或钻杆中，并可夹紧定位以

便形成最佳偶合。传送方法包括电缆、

井下爬行器或钻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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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行、下行一次波及多次波。上行波先在检波器下的界面上反射，然后

再向上传播，并被记录下来（蓝色和绿色）。下行波从检波器上方到达检波
器（红色和橙色）。未经反射到达检波器的地震波称为直达波（红色）。只
反射一次的地震波称为一次波。反射后的上行波（蓝色）就是反射成像所

需要的。

与地面地震测量相比，井眼地震测

量的优势是能够在低噪音环境下记录直

达信号。直达信号是向下传播至检波器

的，因此也被称为下行信号，在较深界

面上反射回来的地震波向上传播至井眼

检波器将作为上行信号而被记录下来

（上图）。上行信号包含反射信息，可以

用来生成地下反射体的地震图像。上行

信号和下行信号都可以包含多次波，即

经过多次反射的能量，该能量可能会对

目标信号造成干扰。不含多次波的信号

称为一次波。利用下行信号可以将多次

波从初至中识别出来，从而便于对地面

地震上行波场进行更可靠的处理。

与从近地表震源向检波器传播的P
波和S波同时出现的还有各种震源产生

的噪声。当震源产生的面波将能量传递

给井筒流体时会形成管波，所产生的流

体导波沿井筒向上和向下传播，导致井

壁径向弯曲。固定在井壁的检波器会将

管波能量记录在水平检波器组件中。管

波对井筒尺寸变化非常敏感，井筒尺寸

变化可以引起管波反射。套管振鸣是另

外一种能对记录造成不利影响的噪音。

尽管大部分VSP通过利用气枪、振

动车或炸药震源产生的纵波和横波实现

反射体成像，但也可以对其他震源产生

的能量进行记录和处理，获取相关的地

下信息。例如，可以将钻头看作井底震

源，产生可以被设置在地面或海上电缆

上的传感器检测到的振动[4]。虽然需要对

此类记录数据实施特殊处理，但这些记

录却能对钻井过程中的及时决策（如改

变泥浆比重或下套管）发挥关键作用。

水力压裂裂缝的能量释放方式与自

然地震非常相似，可以通过邻井中的传

感器将这些微震记录下来。同样，流体

开采作业或为了提高采收率或处理污水

而实施的流体注入措施都可能引起应力

再分布，而应力再分布则引起可检测到

的微震现象。此外，井筒传感器还可以

用来记录天然地震[5]。

测量类型

井筒地震测量一般根据观测系统进

行分类，而观测系统则取决于震源距、

井轨迹及检波器组的深度。观测系统决

定了界面的倾斜范围及可以成像的地下

体积。

最简单的井眼地震测量是零偏移距

VSP。零偏移距VSP主要由一个井眼地

震检波器组和一个近井震源组成（下一

页，上图）。多数情况下（除非地层倾

角极大），零偏移距 VSP 所采集的是井

筒周围一个较窄范围内的反射信息。零

偏移距 VSP 的标准输出是一个走廊叠

加，是通过将紧随初至波之后的VSP信
号叠加在一个地震道中得到的。为了提

高清晰度，及实现与地面地震成像之间

的对比需要，对该地震道进行多次重复

采集，经过处理得出不同深度条件下各

个地层的速度数据，该数据与测井记录

结合后可以进行超压层检测和预测。同

时也可以利用速度模型生成合成图，识

别地面地震处理过程中的多次波。

另一种零偏移距 VSP 被认为是斜

井垂直入射VSP。该技术是为了确保震

源一直处于倾斜或水平井中检波器的正

上方而设计的，目的是采集位于该区域

井筒下方的二维图像。除了能够获得地

层速度及用于关联地面地震数据的图像

以外，该VSP还具有良好的横向覆盖及

井下断层和倾角识别功能。

利用与井筒有一段水平距离（即偏

移距）的震源可以获得非零偏移距

VSP，再次形成一个二维图像。井筒中

的检波器组被设置在一个较大的深度范

围内。偏移距扩大了地下成像的体积，

并将偏移距和地下速度相关的井筒外的

反射体映射出来。照亮体积增大有利于

成像与地面地震图像之间的关联及井筒

外水平方向断层及倾角识别能力的提

高。此外，随着偏移距的扩大，将有更

多的P波转化成S波，因此利用非零偏

移距VSP可以进行横波、振幅 -炮检距

关系（AVO）及各向异性分析。P 波转

化成S波的程度与偏移距及界面岩石性

质有关。

变偏移距VSP与非零偏移距VSP的
相似之处在于震源与垂直入射波相偏

离，但两者的采集形式稍有不同。当震

源离开井眼检波器组或在偏移距范围

内移动时，井眼检波器组保持不动。变

偏移距 VSP 获得的偏移距范围对研究

横波，AVO及各向异性的影响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非零偏移距和

变偏移距能够照亮大范围地下地层，

因此它们是地面地震测量设计中的有

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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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P的各种类型（从左到右）。最初，震源与井筒之间没有间隔，这种VSP采集形式称为零偏移距VSP，地震波的传播方向主要是垂直向下进入反射体，

然后向上到达检波器组。另外一种正入射或垂直入射VSP是在斜井中采集的，其中震源总是处于各个检波器梭的正上方，这种方法称为斜井VSP。在非
零偏移距 VSP中，地震检波器组被固定在井筒中，而震源则与井筒保持一定距离。非垂直入射可以使 P波转化成 S波。变偏移距 VSP中，震源沿一条直
线在地面不同位置被激发。上述各种测量都可以在陆地或海上实施。

 VSPVSP VSP  VSP

 VSP

> 三维VSP。陆地和海上三维VSP常常借鉴地面地震采集观测系统。在陆上VSP中，通常以网格线形
式布置震源。在海上，可以按直线或在井附近按螺旋线布置震源（左）。采集前的射线追踪建模可以
确保目标的良好覆盖及照射。在该海上VSP实例中（右），地面震源线用红色表示，震源到检波器的

追踪线用绿色表示，地面的淡蓝色三角形代表井，蓝色面代表盐体的顶部和底部，底部的红色面代表
目标层。

上述测量都是以一维或二维的形式

提供信息和图像的，要想充分照亮三维

构造需要实施三维采集和处理。与地面

地震测量相同，VSP也是从一维和二维

发展到三维的。

三维 VSP 可以在陆地或海上采集。

三维海上 VSP 采集与三维海上地面地

震测量相似，可以沿着平行线或围绕井

筒实施该技术（右图）。陆地三维VSP的
震源位置通常以网格形势排列。三维

VSP能为勘探和开发作业提供高分辨率

的地下成像，但在作业之前，需要经过

精细建摸和精心规划。与地面地震方法

相比，三维VSP不仅能够获得更高分辨

率的地震图像，而且还能对受地面基础

设施或复杂地下环境（例如会干扰P波
传播的浅层气）干扰的地面地震测量无

法成像的区域进行成像。

4. Breton P，Crepin S，Perrin J-C，Esmersoy C，
Hawthorn A，Meehan R，Underhill W，Frignet B，
Haldorsen J，Harrold T 和 Raikes S：“随钻地震
测量”，《油田新技术》，14 卷，第 1 期（2002
年春季刊）：32-45。

5. Coates R，Haldorsen JBU，Miller D，Malin P，
Shalev E，Taylor ST，Stolte C 和 Verliac M：“油
田技术在地震科学中的应用”，《油田新技
术》，18 卷，第 2 期（2006 年夏季刊）：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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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钻VSP测量。设置在钻头附近的seismicVISION
随钻地震测量仪器接收来自地面震源的信号，接收
到的信号被传输到地面用于获取实时的时深信息。

VSP

>  移动偏移距VSP测量。井炮震源设置在几个不同的方位角，移动偏移距VSP
测量可以检测天然裂缝引起的各向异性。

>  水力压裂微地震监测方法。监测井中灵敏的多分量检波器对水力压裂引
起的微地震或声波发射进行记录。对记录数据实施处理后可以确定微地震或
声波发射的方位，而压裂过程中的可视化分析则可以帮助工程人员监测增产

作业的进展。

长期以来，VSP一直被用于联系时

基地面地震图像与深基测井记录。在许

多勘探区域，即使是那些距离最近的井

也可能处于非常遥远的位置，因此无法

在钻新井之前利用VSP进行校正。在没

有准确的时深关系情况下，通过地面地

震图像评估获得的深度数据可能具有极

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大了钻井计划的

风险及应急成本。建立时深关系的方法

之一是实施中间VSP：即在到达总井深

（TD）之前实施电缆 VSP。上述测量可

以提供可靠的时深转换数据，但同时也

增加了钻井作业的成本、降低了钻井效

率，而且还可能无法及时预测到钻井事

故。

为了在不停钻条件下减少时深关

系的不确定性，地球物理学家们开发出

了一种随钻地震程序（左上图）。该技

术实施过程中使用一个常规地面震源、

一套钻柱中含有地震检波器的随钻测井

仪器以及一个用于将信息传输到地面的

高速泥浆脉冲遥传系统[6]。拥有实时地

震波形使作业公司可以看到钻头前方几

千英尺的情况，从而安全地引导钻井作

6. Breton 等人，参考文献 4。

7. Horne S，Thompson C，Moran R，Walsh J，Hyde
J 和 Liu E：“Planning，Acquiring and Processing a
Walkaround VSP for Fracture Induced Anisotropy”，
发表在 EAGE第64届大会暨展览会上，意大利

佛罗伦萨，2002 年 5 月 27-30 日。

8. 此处提及的流体注入是指为了保持压力，而
不是为了实施水力压裂而实施的流体注入。

9. Hornby BE，Yu J，Sharp JA，Ray A，Quist Y 和
Regone C：“VSP：Beyond Time-to-Depth”，The
Leading Edge，25 卷，第 4 期（2006 年 4 月）：
446-448，450-452。

10. Leaney WS 和 Hornby BE：“Subsalt Elastic Velocity
Prediction with a Look-Ahead AVA Walkaway”，OTC
17857，发表在海上技术大会上，休斯敦，
2006 年 5 月 1-4 日。

业直到完钻。由于钻井产生的噪声会影

响地震数据的质量，因此震源激活和信

号测量必须在安静期内实施，即其他原

因（如连接钻杆）导致的暂停钻井作业。

该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尽管地层检波器

耦合可以随着井斜而得到改进，但作为

钻柱的一部分，地震随钻测井检波器没

有固定在井壁上。

一些井眼地震技术可以被用来了解

裂缝和裂缝系统（包括天然裂缝及水力

压裂裂缝）。移动偏移距 VSP 是为描述

线性天然裂缝各向异性的方向和等级而

设计的。在该项测量中，为了采集宽方

位角范围内的信息，井炮震源的位置将

横跨一个大圆弧（上图）。

同样，利用井眼地震方法也可以对

水力压裂裂缝实施监测。在水力压裂井

中产生裂缝的同时，位于监测井中的一

个多分量检波器组将对压裂作业引起的

微震活动进行记录（下图）。只有在获

得准确的速度模型的前提下，才可以准

确记录水力压裂引起的微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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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间地震测量：震源位于一个井眼中，而检波
器则位于另一井眼中。由于射线路径与各地层界

面之间的夹角很大，因此反射的能量很少；检波
器记录的能量大多来自直达波。从这些数据中可
以获得井间数据体中的地层速度信息。观测系统

的可重复性使井间地震测量可以为诸如注蒸汽等
作业提供延时监测。

 VSP

> 随钻成像。钻井期间采集的两个地震图像（红
色和蓝色）与原有的地面地震数据（黑白）相叠
合。丹文公司的解释人员对原始井（绿色）中采

集的第一个地震图像（黑色垂线的左侧）进行解
释后认为该井将无法按计划到达预定目标。对井
进行侧钻（黄色），采集的另一个随钻地震图像

（黑色垂线的右侧）表明该井将到达预定目标。

绘制各个时段的裂缝变化情况有助

于监测压裂过程，并可以将实际裂缝和

设计裂缝进行对比。当监测到的裂缝与

设计的裂缝不符时，与裂缝大小和裂缝

方向相关的实时数据可以帮助工程人员

改变泵的排量，从而有助于对压裂作业

进行优化。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几

乎每次应用过程中都需要在一口监测井

中布置检波器组，因为水力压裂井的噪

声太大。如果可以将该技术应用于水力

压裂井，那么就可以节省钻监测井的成

本。

另一种井眼地震技术称为非人工震

源地震监测，该技术通过记录天然裂缝

性储层中产出流体时或向天然裂缝性储

层注入流体所产生的微地震信号来描述

裂缝特征。当流体注入和流体生产导致

的应力状态足以引起地震波时，通过多

分量井眼检波器组可以在相邻的监测井

中对声波发射进行记录 [8]。该技术与水

力压裂监测技术相似，只是地震波等级

较小。可以将微震活动绘制在时间 -空
间图中，以便识别与应力状态变化相对

应的裂缝。由于微地震活动的时间难以

预测，因此非人工震源地震监测的采集

系统必须与一般 VSP 采集系统有所差

别。记录系统必须长期有效以便随时等

待声波发射的激发。为了延长记录时

间，有时安装永久性检波器组。

井间地震信号的传播也产生了另一

种井眼地震剖面，称为井间地震测量

（左图）。测量过程中根据事先选择的不

同深度，设置在井筒中的诸如井下激振

器之类的井底震源向另一井筒中的检波

器组放炮。由于震源到检波器的方向与

产层边界接近平行，因此大多数射线路

径在传播过程中将不会发生反射。对记

录数据实施处理后可以获得井间区域速

度的相关信息。由于井间数据中涉及反

射体的信息太少，因此，还应该利用最

初速度模型中的产层边界对来自声波记

录或标准VSP的井间信息实施处理。井

间方法的局限性在于井筒之间的最大许

可距离，通常为几千英尺，该距离随着

岩石类型、信号衰减和震源强度及频率

成分的变化而变化。

上文提及的井眼地震测量中的大多

数都可以在整个油藏生产寿命的不同阶

段实施。而且，非零偏移距VSP、变偏

移距VSP、三维VSP及井间测量都可以

以延时的形式在生产开始前和生产后实

施。通过延时测量可以了解流体界面位

置的变化、流体含量的变化以及诸如孔

隙压力、应力和温度之类的其他变化。

在延时地面地震测量方面应注意采集环

境的重复性及尽可能频繁的处理数据，

以便可能将基准和监测测量之间的差异

解释为是由油藏性质变化引起的。

VSP方法经历了作为地面地震数据

时深关系的低级阶段向解决勘探和生产

过程中更大范围的难题的高级阶段的演

变过程[9]。以下将通过实例研究突出说

明当前井眼地震测量的通用性，首先介

绍随钻 VSP 应用实例。

降低建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井眼地震测量因其所具有的联系时

基地震剖面与深基信息（如测井和钻井

深度信息）的功能而被人们所熟知。由

于已知各井眼地震检波器的深度及地震

波到达检波器的时间，因此可以进行这

种关联。但是，当井的深度需要校正时，

这种关系就包含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

种情况下，先行了解井总深度及预测钻

头前地层的特性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两种类型的井眼地震测量，即随钻

地震成像和中间VSP，可以提供前瞻信

息。在第一个测量实例中，丹文能源公

司在墨西哥湾一口定向井的钻进过程中

除了获得时深数据和速度信息之外，还

获得了VSP图像。在连接钻杆时采集的

波形在钻井期间被传输到地面，在斯伦

贝谢数据处理中心经过处理后，再报告

给丹文公司在井场和办公室的工程师。

最初在目标上方 1000英尺（305米）处

采集的 seismicVISION 随钻地震图像表

明该井将无法到达预定目标（下图）。位

于休斯敦的丹文公司工作小组决定对该

井实施侧钻，并利用其他seismicVISION
数据引导该井到达期望的完钻深度。

中间 VSP 所能获得的信息不仅仅

局限于完钻深度。BP 公司曾在墨西哥

湾一口深水井中实施过此类“前瞻式”

变偏移距 VS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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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盐体底部实施振幅 -角度关系（AVA）变偏移距VSP。作业过程中假设

通过盐体的射线路径与直接射线及反射出盐体底部的射线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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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井计划穿透一个盐体构造后进入

盐下沉积层。在深水中对盐体进行钻探

成本高、风险大。盐体将下伏地层的信

号遮挡后会导致信号无法充分成像，同

时形成一个坚固的盖层，使得盐体下方

的孔隙压力远远高于正常压力。

地面地震数据处理后获得的地震速

度比可以用于孔隙压力的评估，但是通

常这些速度数据本身也具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11]。通过在井钻穿盐体之前获得准

确的地震速度比，井眼地震测量将有助

于降低钻入盐下沉积层的风险。

>  AVA数据与模型数据的对比。可以用与盐体底

部倾角相对应的界面角大小（6˚）来修正P-p（红
色）和P-s（绿色）反射的振幅（蓝色代表修正后
的 P-p，黑色代表修正后的 P-s）。紫色代表与 P-
p拟合效果最好的模型曲线，橙色代表与P-s拟合
效果最好的模型曲线。（根据 Leaney和Hornby的
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0。）

>  压缩（Vp）和剪切（Vs）速度的预测值及不确
定范围与测量值之间的比较。Vp前瞻式变偏移距
VSP预测及其不确定范围（绿色）涵盖了同一井

在后来测井中获得的数值（黑色）。同样，预测到
的Vs及其不确定范围（蓝色暗影）准确评估了随
后测井的剪切速度（红色曲线）。图中还显示了Vp

和Vs比（红色暗影）的预测值以及测井结果的比
值（蓝色曲线）。（根据 Leaney 和 Hornby 的资料
修改，参考文献 10。）

在测量过程中，BP 公司利用夹在

盐底界面附近盐体中的一个 12 级井眼

仪器获得变井源距数据（上图）。在该

变井源距 VSP 配置中，800 个地面炮成

一直线放炮，该直线在井两侧延伸近

25000英尺（7600米）。震源返回后形成

的纵波以 P 波（称为 P-p 波至）和 S波

（称为P-s波至）的形式出现。由于井眼

地震仪器的固定位置靠近盐体底部，因

此以不同角度反射在盐体底部附近的地

震能量可以用于入射角 - 振幅关系

（AVA）分析。AVA分析类似于我们所熟

知的振幅 -炮检距关系（AVO），能够反

映反射界面上介质的弹性[12]。

本实例中，地球物理师希望可以测

量到盐下地层中P波和S波的速度，结

合量化的不确定性数据，可以将其应用

于孔隙压力和安全泥浆比重的评估[13]。

如果要使测量结果可以被应用于钻穿盐

层，那么最后一炮到泥浆比重预测之间

的时间必须限制在两天以内。

振幅 -角度关系取决于反射界面两

侧介质的密度及压缩和剪切速度。测量

到的用于 P-p和 P-s波至研究的 AVA性

质将与模型中的数值作比较，而且在反

演过程中不断修改模型使其与测量数据

之间的拟合达到最佳效果（左图）。由

于已知盐体密度和速度数据具有很高的

确定性，因此盐下地层压缩和剪切速度

之间的转换可能实现。但数据中的噪声

使其难以转化为盐下地层密度，因此只

好假设一个期望密度值。

反演预测表明，相对钻井前的评估

而言，P波和 S波速度比的不确定程度

较低。盐体以下及通过盐体的偶极声波

测井记录为盐下地层的速度提供了钻后

测量，其不确定性在前瞻式变偏移距

VSP 的预测范围之内（下图）。

双井三维 VSP
巴西石油公司试图在巴西东北部

Reconcavo盆地的Riacho de Barra老油

田中降低加密钻井作业的风险。对该

油田实施常规三维地面地震技术后并

未成功分辨出构造圈闭和地层圈闭：

上覆岩层中一个高速砾石层削弱了地

震信号，减小了带宽，影响了分辨率，

使解释人员难以界定油藏边界（下一

页，上图）[14]。

为了提高地震成像效果，地球物理

师对在现有油井中实施三维VSP测量进

行了可行性研究。测量的主要目的是分

辨油藏上部的削蚀及确定地面地震成像

无法全面界定的一个更深的目标层。

最初的速度模型建立在三维地面地

震数据基础之上，而且已经根据该区域

30 多口井的测井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了

校正。对模型中的射线进行追踪有利于

测量方案的选择，从而提高目标界面的

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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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海上的 Riacho de Barra 油田。根据测井曲线（上）所解释的

剖面显示了主力储层（黄色）及主力储层下目标层的位置（橙色）。
这两个层的上部都因为受到侵蚀作用而被削蚀，而且由于受到砾石
层的覆盖，地震信号无法穿透。在三维地面地震测量未能充分对削

蚀面进行成像后，巴西石油公司实施了一个三维 VSP测量，以便更
好地圈定储层界面。（根据 Sanchez 和Schinelli的资料修改，参考文
献 14。）

11. Bryant I，Malinverno A，Prange M，Gonfalini M，
Moffat J，Swager D，Theys P 和 Verga F：“分析

不确定性”，《油田新技术》，14 卷，第 3 期
（2002 年秋季刊）：2-15。

12. Leaney WS，Hornby BE，Campbell A，Viceer S，
Albertin M 和 Malinverno A：“Sub-Salt Velocity
Prediction with a Look-Ahead AVO Walkaway VSP”，
详细摘要，SEG 第 74 届国际年会暨展览会，
丹佛（2004 年 10 月 10-15 日）：2369-2372。

Chiburis E，Franck C，Leaney S，McHugo S 和
Skidmore C：“Hydrocarbon Detection with AVO”，
Oilfield Review，5 卷，第 1 期（1993 年 1 月）：

42-50。

13. Dutta NC，Borland WH，Leaney WS，Meehan R和
Nutt WL：“Pore Pressure Ahead of the Bit：An
Integrated Approach”，Huffman A和Bowers G（编

辑）：Pressure Regimes in Sedimentary Basins and
Their Prediction，AAPG Memoir 76，Tulsa：AAPG
（2001 年）：165-169。

14. Sanchez A 和 Schinelli M：“Successful 3D-VSP on
Land Using Two Wells Simultaneously”，详细摘
要，SEG 第 77 届年会暨展览会，得克萨斯州
San Antonio（2007年 9 月 23-28日）：3074-3078。

N

> 双井三维 VSP 采集方案。计划在一个 13 公里 2 的区域内排列 2700 多个炮点。该区域包括以两口井

（左）为中心的两个圆环交点。从低点（蓝色）到高点（红色）对爆破位置进行了标色，根据现有三
维地面地震数据（右）建立的速度模型被用于三维VSP设计。速度模型中的蓝色代表低速度，红色代
表高速度。（根据 Sanchez 和 Schinelli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4。）

三维VSP方案涉及到一个 13公里 2

（5英里 2）区域内的 2700个炮点，同时

在两口邻井中对这些炮点数据进行记录

（右图）。为了优化采集工作，巴西石油

公司的一支地震队开展了一些重要的测

量工作，如炮点定位及钻4米（13英尺）

深的炮井用于炸药震源的部署。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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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墨西哥湾密西西比峡谷的 Thunder Horse 油田（左）。BP 公司在该油田实施了若干次三维 VSP
测量，大量的盐侵入体降低了地面地震测量的效果。可以对三维VSP进行设计，从而避免大量射线传

播路径通过盐体（右）。

> 巴西石油公司的三维 VSP结果。井眼测量所产生的高分辨率结果可

以通过为三维地面地震数据解释而设计的软件来解释，包括数据体
（左上），以及纵测线、横测线和时间切片（左下）。三维VSP数据的分
辨率要高于同一区域地面地震数据的分辨率（右）。

15.“Thunder Horse：No Ordinary Project”，http://www.
bp.com/genericarticle.do?categoryId=9004519&
contentId=7009088（2007 年 10 月 8 日浏览）。

16. Camara Alfaro J，Corcoran C，Davies K，Gonzalez
Pineda F，Hill D，Hampson G，Howard M，Kapoor
J，Moldoveanu N和 Kragh N：“降低勘探风险”，

《油田新技术》，19 卷，第 1 期（2007 年春季

刊）：26-43。

17. Ray A，Hornby B 和 Van Gestel J-P：“Largest 3D
VSP in the Deep Water of the Gulf of Mexico to Provide
Improved Imaging in the Thunder Horse South Field”，

详细摘要，SEG 第 73 届国际年会暨展览会，

达拉斯（2003 年 10 月 26-31 日）：422-425。

Jilek P，Hornby B和Ray A：“Inversion of 3D VSP P-
Wave Data for Local Anisotropy：A Case Study”，详
细摘要，SEG 第 73 届国际年会暨展览会，达
拉斯（2003 年 10 月 26-31 日）：1322-1325。

Pfau G，Chen R，Ray A，Kapoor J，Koechener B
和 Albertin U：“Imaging at Thunder Horse”，详细
摘要，SEG 第 72 届国际年会暨展览会，美国
犹他州盐湖城（2002年10月6-12日）：432-435。

崎岖的地形及森林环境加大了采集工作

的难度。由于两口井都没有钻机，因此

只能通过起重机部署长长的检波器仪

器。

数据记录要求检波器和地层之间具

有良好的耦合，因此对两口井进行了评

估以了解水泥胶结的质量。一个修井作

业小队对这两口井分别实施了挤水泥作

业以确保地层中的信号可以通过水泥和

套管到达井内的加速度检波器。

在进行三维VSP采集之前，分别对

两口井实施了一个常规的 115级VSP采

集。高质量的记录数据有利于优化三维

采集过程中VSI阵列的深度定位，而每

口井中的速度信息也为三维 VSP 处理

工作提供了便利。

为了减少数据处理的复杂性，对两

口井的三维 VSP数据分别进行了处理，

然后在最后的偏移校正阶段之前将数据

合并。成像结果显示，与地面地震数据

相比，分辨率得到了提高（上图）。目

前，解释人员正在开展利用新的三维

VSP 数据界定储层边界的工作。



2007 年秋季刊 29

6

4

2

0

–2

–4

–6

–6 –4 –2 0 2 4 6

15,250

17,750

20,250

22,750

25,250

27,750

5,0000–5,000 10,000

 VSP

> 螺旋状三维 VSP。螺旋状放炮方式包括一个双震源组作业及反方向放
炮，即震源船先向左舷（蓝点）震源放炮，然后再向右舷（绿点）震源

放炮。每个检波器组深度都应用了该方式。（根据 Ray 等人的资料修改，
参考文献 17。）

> 三维 VSP 结果与三维地面地震剖面的比较。与地面地震数据（右）相
比，三维 VSP数据（左）的每一处都显示了更高的分辨率。（根据 Ray等
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7。）

墨西哥湾三维 VSP 实例

由 BP 公司负责作业的墨西哥湾密

西西比峡谷中南部的 Thunder Horse 油

田是海上VSP实例之一。该油田位于水

深约 6300英尺（1920米）区域，全球最

大的锚系半潜式钻机就位于该油田[15]。

大量上覆盐体的存在导致该区域

地震成像复杂多变，要想获得成功必

须分辨复杂构造及地层细节。但由于

盐下主力层受到盐体的遮挡，因此利

用三维地震数据很难达到这一目标。

而三维地面地震数据则受底水和盐沉

积层多次波的影响，而且在更深储层

还受到衰减的影响。

可以对三维VSP进行设计，以减少

地震波向盐层传播（前一页，下图）。通

过避免射线路径穿过盐层可以解决常规

地面地震测量所固有的一些难题。利用

VSP 之后，反射能量的传播路径更短，

从而缓解了信号衰减，提高了分辨率。

同时，实际的三维观测系统也可以从宽

方位角范围内采集数据，从而提高了地

面地震测量的照亮程度[16]。

深水钻机所需的日费较高，而且三

维 VSP 采集所需的时间也从几天到几

星期不等，因此必须高效进行作业。在

Thunder Horse 油田第一个三维 VSP 采

集过程中利用了一个由 12 个三分量梭

组成的VSI仪器（最多也只能下入12个
三分量梭）。预计的标准压力值和温度

值分别为 17400 psi（120 MPa）和 275˚F
（135˚C）[17]。

首次三维VSP于2002年2月在密西

西比峡谷的 822-3 井中完成。在三个连

续深度中置入了12梭VSI仪器以便形成

一个有效的 36级 VSP。为了提高效率，

选择了一个螺旋状震源，并在每个检波

器组深度中都重复该震源方式。作业过

程中共放了近 30000个炮，产生了一百

多万道（右上图）。与地面地震数据相

比，VSP图像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低

的噪声，需要更少的人力，因此也更具

优势（右图）。

利用多级 VSI 仪器在目标井进行了

高效、节约成本的三维 VSP 数据采集。

VSP 采集过程中获得的高分辨率图像能

为开发井位选择提供指南，将各井图像

结合后还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地下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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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湾无钻机三维VSP测量。在利用钻机钻一口井的同时，通过利用一

个备用转盘在半潜式平台的末端下入一个20级VSI仪器而在另一口井中实施
了三维 VSP（左）。从建立在 VSP数据基础上的图像可以看出一个大断距断
层（紫色），从而解释了钻入构造的一些井为什么没有钻遇目的产层（红色）。

1号井钻遇了断层但并未钻遇产层，2号井钻遇了小部分产层，3号井准确地
命中产层。根据地层倾角测井（蓝色）得到的断层位置及倾角信息进一步确
认了 VSP 图像的断层解释。（根据 Hornby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8。）

> Barnett页岩地层中评估的水力压裂裂缝网络及一口水平井。钻入Barnett
页岩的直井（圆圈）在增产作业区域（用阴影区域近似表示）中生产（左）。
作业公司为了开采未泄油区域钻了一口水平井（黑线）。井眼轨迹（右）在

井后部向下倾斜，随后又在水平段之间超过 2000英尺（610米）部位上升了
30英尺。位于井前部的五个射孔段（红色和绿色）代表第一阶段水力压裂作
业的进入点。蓝色点代表第二阶段的进入点。

海上三维 VSP 测量甚至可以在不

具备钻机的条件下实施。在墨西哥湾

Green Canyon地区的实例中，位于Mad
Dog油田上方的一个复杂盐体形成一个

震波微弱带，使其难以从地面地震数据

中获得清晰的图像[18]。在将套管下入到

总井深之后，暂时废弃了油田中的一口

井，并从同一个平台上开始钻另一口

井。为了采集第一口井中的三维 VSP，
在半潜式平台的主甲板末端配置了一辆

电缆绞车、绞盘及采集设备，随后在

4500英尺（1370米）深的敞开水域中下

入了梭间距为 100英尺（30米）的一个

20级VSI阵列，接着通过一个遥控潜水

器（ROV）进行拦截并将其引入水下井

口。作业过程中的影像反馈可以帮助绞

车司机和测井工程师利用 ROV 操作仪

器调整工具位置。

在检波器组到位后，立即高效进行

数据采集，没有产生无效时间。西方奇

科的Snapper号震源船拖曳了一个三枪

阵列，先以两条变偏移距线方式放炮，

然后再以螺旋测量方式放炮。在六天内

VSI系统共采集了32000炮三维VSP。无

钻机采集为 BP 公司节省了大量成本。

Mad Dog 三维VSP结果有助于提高

受上方盐体影响区域的地面地震数据的

成像效果（左上图）。解释人员对导致

一口早期井完全错过生产层段、断距为

1640 英尺（500 米）左右的一个断层进

行了界定。在未实施VSP测量前钻入地

层构造的三口井中，只有一口井准确命

中目标，三口井的测井资料证实了断层

位置及由井眼地震数据解释的倾角大

小。BP 公司认为如果在钻第一口井之

前就实施三维VSP测量的话，就有可能

将两次侧钻的成本节省下来。

实时优化水力压裂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井眼地

震仪器一直被用于检测水力压裂作业产

生的地震能量[19]。目的是利用裂缝几何形

态及空间变化信息改善压裂作业效果[20]。

优化增产作业决策能力主要取决于

两方面的要求： 及时获得裂缝延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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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力压裂作业过程中绘制的微地震活动图。1a
阶段（上）完成了水平井段后部附近区域的压裂
增产，但位于水平井段前部的大部分区域未受压

裂。下一个措施是利用转向流体对水平井段前部
的射孔段实施增产。1b阶段（第二幅图）也未能
完成水平井段前部的增产，并表明在井的第二和

第三个射孔段之间存在阻碍。在1c阶段（第三幅
图）将一砂堵清除之后成功完成了水平井段前部
剩余 900 英尺长井段的增产作业。将所有阶段的

微震活动图综合后（下）可以看到第二阶段对该
井后部进行了压裂（深蓝色点）。

>

18. Hornby BE，Sharp JA，Farrelly J，Hall S和Sugianto
H ：“3D VSP in the Deep Water Gulf of Mexico Fills in
Subsalt ‘Shadow Zone’”，First Break，25 卷
（2007 年 6 月）：83-88。

19. Albright JN和Pearson CF：“Acoustic Emissions as a
Tool for Hydraulic Fracture Location：Experience at
the Fenton Hill Hot Dry Rock Site”，SPE Journal，22
卷，第 4 期（1982 年 8 月）：523-530。

20. Fisher MK，Heinze JR，Harris CD Davidson BM，
Wright CA 和 Dunn KP：“Optimizing Horizontal
Completion Techniques in the Barnett Shale Using
Microseismic Fracture Mapping”，SPE 90051，发
表在 SPE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休斯敦，2004
年 9 月 26-29 日。

Ketter AA，Daniels JL，Heinze JR 和 Waters G：
“A Field Study Optimizing Completion Strategies for

Fracture Initiation in Barnett Shale Horizontal Wells”，
SPE 103232，发表在SPE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
得克萨斯州 San Antonio，2006 年 9 月 24-27 日。

Le Calvez JH，Klem RC，Bennett L，Erwemi L，
Craven M 和 Palacio JC：“Real-Time Microseismic
Monitoring of Hydraulic Fracture Treatment ：A Tool to
Improve Completion and Reservoir Management”，
SPE 106159，发表在SPE水力压裂技术大会上，

得克萨斯州College Station，2007年1月29-31日。

面的准确信息以改进正在实施的作业及

拥有实现所需改变的技术。

为了满足第一项要求，斯伦贝谢开

发了一种新型水力压裂监测技术，该技

术为增产工程人员提供了水力诱发裂缝

网络形态及延伸方面的实时信息。所提

供的实时结果允许作业公司及时做出决

策，改变裂缝的最终形态，降低或预防

产水、重复作业、流体损失及不经济抽

泵之类的不利情况。

改变优化增产作业效果的能力取决

于当前问题。如果裂缝延伸到计划层段

以外，那么就可以决定停止作业；如果

增产作业未触及目标层段，就可以调整

泵入液，以便封堵相关层段；转向技术

可以有效地桥接裂缝系统，从而形成一

些新的复杂裂缝。

某作业公司利用 StimMAP 水力压

裂增产诊断方法对 Barnett 页岩一口水

平井多级压裂作业的进程进行了追踪。

该地层位于得克萨斯州中北部的 Fort
Worth盆地，是美国最活跃的天然气远

景区。Barnett页岩层是一个天然裂缝密

集分布的超低渗储层，要想使其得以经

济有效开采，必须对其进行增产作业，

形成一个较大的水力压裂面。

为了促进横向水力裂缝的形成，沿

着最小主应力方向钻了一口水平加密

井。邻近几口经过水力压裂作业的直井

的裂缝网络与该井水平井段后部相交

（前一页，下图）。先前增产作业引起的

低应力区域可能更容易使裂缝延伸，这

样可能使其难以完成该水平井前端的压

裂。

增产作业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的目标是最接近水平井前部的五个射孔

段。1a阶段中的微地震现象清楚表明：

裂缝并没有向水平段前部附近的高应力

层段延伸，而是朝着水平段后部的低应

力层段延伸，从而导致水平段前部无法

得到压裂（右图）。第二阶段是转向阶

段，即试图将下一次压裂作业作用在远

处的射孔段中。对1b阶段的地震活动实

施监测后表明水平段前部仍然未受到压

裂。因此，再次泵入多级转向流体以使

流体转向离开吸液层段。

微震图研究结果表明地震现象发生

在前两个射孔段附近，但并未超出这一

范围。为了了解第二和第三个射孔段之

间是否有障碍物存在从而妨碍了裂缝的

形成，在该井中下入了连续油管。最后

工程人员断定该井段的一个砂堵阻碍了

增产作业。

清除砂堵之后，成功地在1c阶段完

成了水平井段前部的增产作业，并且立

即检测到该部分井段的微地震活动。只

要实时监测到微地震活动停止，就需实

施新的转向措施，在未使用大量耗时的

桥塞和射孔措施的前提下，作业者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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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井眼地震检波器监测 TCP作业。通过连续油管将射孔枪下入到井筒底部一段时间后点火。下入造斜器之后，通过钻杆下入 VSI 仪器，并将其固定
在造斜器上方 100 英尺处。射孔枪引爆引起的地震信号通过检波器进行记录。

平井段前部900英尺（274米）长的井段

实施了增产。随后又在水平井段后部实

施了增产作业，该作业也是通过微震现

象进行制图的。

射孔作业监测

壳牌勘探与生产公司计划对在英国

北海Cormorant油田钻的一些生产井通

过油管传送射孔（TCP）枪进行射孔作

业。在考虑了多种确认TCP作业的技术

之后，壳牌公司决定尝试利用井眼地震

仪器对射孔作业实施监测。在电缆传送

射孔作业中，电缆张力发生变化表明射

孔枪已经放炮，这点可以在检测起出地

面的射孔枪时得到验证。在油管传送射

孔作业中，射孔枪可能将一直留在井

中。在没有明确表明射孔枪已经放炮的

情况下，唯一能够证明作业成功的依据

是拉动油管，起出射孔枪，但对作业公

司而言，这一过程成本过大。

尽管VSI仪器的设计是用来记录井

眼地震测量，但利用检波器也能检测井

眼附近干扰所产生的信号。毫无疑问，

如果将其置于同一口井中，该仪器可以

检测到与用于射孔的聚能射孔弹具有同

等威力的震源的信号。与其他井眼地震

仪器不同，VSI 仪器可以采集任何时间

段的记录。一般井眼地震测量的记录长

度为5000毫秒左右，受控震源被激活的

那一刻就是起点。但是，出于射孔放炮

的监测需要，将记录系统的起点设置为

仪器到位的那一刻，而且会持续记录直

到地震现场工程人员停止记录为止。

井是主井眼和一个分支井组成的多

分支井。一般情况下，完成主井眼的钻

井和下套管作业之后，会在储层中置入

长度超过3000英尺（910米）的TCP枪，

TCP枪将会留在井下，随时等待触发延

时系统的激发。然后将造斜器（用于离

开套管并开始侧钻）置入主井眼待射孔

段的上部。在造斜器上方 100 英尺（33
米）处置入一个VSI梭用于监测射孔枪

的引爆（上图）。在完成射孔枪点火及

分支井的钻井、完井、射孔及清洗作业

之后，对造斜器实施射孔以使被主井眼

钻穿的储层开始产液。

VSI仪器检测到了射孔放炮过程中

明显的信号波至（下一页，上图）。该

仪器紧靠造斜器，信号的振幅超出了记

录系统的动态量程范围。尽管从记录数

据中无法读出振幅数据，但是信号频率

的增加可以在信号波至后的几秒钟之内

检测到。信号波至大约 8秒之后，信号

恢复到背景噪声水平。地震信号证实了

射孔枪点火成功。

实现主要目标之后，壳牌公司的工

程人员为了获得新的信息，对地震数据

进行了审查。射孔枪点火之后，枪内充

满了液体。地震信号水平恢复到背景噪

声水平表明该部分井段中的流体不再流

动。地震记录中信号的总持续时间可以

解释为填满射孔枪空余体积所需的时

间，该数据可以与向井流动动态相结

合。考虑到造斜器之下的井筒是一个封

闭系统并且射孔枪（相当于大气压下的

一个容器）的体积已知，壳牌公司的工

程人员利用射孔枪填充所需时间来计算

一个近似的绝对敞喷值。这一射孔放炮

地震监测过程中获得的新信息为壳牌公

司工程人员了解油藏动态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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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劣环境下的井眼地震采集仪。SlimXtreme 小井眼高压、高温测井平台可以在 30000 psi 的压力和
500˚F 的温度条件下作业。作业公司已在 238℃(460˚F)的温度下应用过该仪器。

     射孔放炮和其他作业的地震记录。该图所展示
的是一个连续记录，从顶部开始，第二条线是第
一条线的延续，以此类推。每条线上的纵轴代表

信号振幅。射孔放炮信号在 04:44:22 时以明显波
至的形式出现，几秒钟之后记录系统的动态范围
就被信号所饱和。在 04:44:30 时记录恢复到背景

噪声的水平，但在此前后出现一些孤立的噪声脉
冲串。

>

高压、高温测量

尽管大多数井中的井眼地震测量都

可以采用 V S I 仪器，但高压、高温

（H P H T）井还有一些特殊要求。为

SlimXtreme小井眼高压高温测井平台而

开发的地震采集仪器将高性能的包装与

模拟记录相结合，降低了易碎电子原件

的使用（右图）。与 Xtreme系列中的其

他仪器相同，这个直径为 33/8 英寸的仪

器可适应 30000 psi（207 MPa）的压力

和500˚F（260˚C）的温度。设计了一个较

短的轻型探头，该探头与一个三分量检

波器组结合后可以实施检验炮观测，但

现在该探头也被应用于HPHT井中整体

VSP 图像的采集。

基于多种考虑，康菲石油（英国）

有限公司在北海中部一口较为复杂的

HPHT 井中下入了一个小型地震模拟仪

器。首先，是为了在井数据和目标层时

基三维海上地震数据之间建立准确的时

深关系。虽然白垩层底部的反射可以在

地震剖面上获得清楚的解释，但要采集

油藏顶部更深的反射比较困难。VSP、
测井和地面地震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将

提高油藏形态和范围解释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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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P结果与地面地震数据的对比。白垩层速度太低（左），利用该速度所产生的地面地震成像无法
与 VSP（右）相联系。（VSP 是一个小区域，具有比地面地震图像更高的振幅和更清晰的分辨率，并

向上变窄。）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多个层段中都存在不一致的现象。

> 康菲石油公司北海某油田一口HPHT井的轨迹。
该平面图中蓝色圆球代表震源，绿点代表井眼中

的检波器，蓝色和白色阴影代表目标上的反射
点。井上部分方位角为N61E，随着深度加深轨迹
转向西北方。震源 -检波器观测系统和传播时间

被投射在沿 N61E 方位角的垂直剖面上，以确定
用来偏移校正数据的单一方位角。

其次，康菲石油公司希望采集目标

储层段及井总深度以下地层的深基VSP
图像。在地面地震数据中，倾斜储层受

多次波噪声的影响，其中多次波以水平

折射的形式干扰储层信号。由于VSP既
可以记录上行波，又可以记录下行波，

而且又具有多分量处理的特征，因此

VSP图像可能包含更少的多次波，并可

获得更准确的油藏构造成像。将成像范

围扩展到井以下，就有可能将油藏下的

层位与地面地震数据中的反射信息联系

起来。

采集VSP数据的第三个原因是，获

得更好的地层速度评估值，用于改进

三维海上地震数据的二次处理。将白

垩层及白垩层以下地层速度的不确定

性降低后可以产生更准确的三维图像，

从而就有可能降低该区域未来所面临

的钻井风险。

在预期压力和温度下 VSP 图像的

采集工作只能通过小型模拟地震仪器进

行。井的总深度超过 15000 英尺（4600
米），地层温度高达 380˚F（193˚C）。井

轨迹在白垩层上方倾斜，然后随着深度

的增加而侧钻到倾斜面以外。

虽然条件恶劣，但测井工作却进行

得非常顺利。该仪器在跨越深度从储层

往上到穿过白垩层的间隔为50英尺（15
米）的检波器站及该部分区域以上更大

间隔的检波器中进行了数据采集。在73
个检波器站中，最深的检波器温度达到

380˚F。震源由三个 150 英寸 3 的气枪组

成，并以零偏移距的测量形式设置在钻

机上。

因为井眼轨迹为三维，所以对三分

量数据进行处理以确定反射点的工作既

包括标准步骤，也包括特别校正。可利

用二维算法对 VSP数据进行偏移校正。

将井眼三维轨迹投射到与井浅处相平行

的一个垂直平面上（左上图）。在假设

VSP信号都局限于该平面的情况下，对

反射时间、位置和振幅进行了计算。但

实际上部分反射发生在平面以外。为

此，利用原先地面地震处理过程中获得

的三维速度模型对每条迹线的射线路径

和传播时间进行了评估，并与根据二维

模型计算的射线路径和传播时间进行了

对比。其中二维模型是从为处理而选择

的主要垂直剖面的三维数据体中提取

的。将两套传播时间残差相加后作为偏

移前每条迹线的一个静态校正值。

速度模型之间的差异也表明： 与

地面地震速度模型相比，利用VSP检测

获得的白垩层的速度更高，而白垩层下

地层的速度更低。上述差异转化成白垩

层下 VSP 图像和地面地震图像之间的

实际闭和差（下图）。

VSP图像中反射体的深度也与声波

和密度测井所产生的合成记录道中反射

体的深度相符，虽然在采集目标的三维

性质和二维解决方法之间存在差异，但

这一现象进一步证实了 VSP 成像深度

的准确性（下一页，左上图）。康菲石

油（英国）有限公司正将井眼地震测量

获得的速度数据应用于现有地面地震数

据的再处理中，并计划将小型模拟地震

仪器应用于未来的 HPHT 井中。

未来的发展

尽管目前井眼地震测量的首要目标

仍然是时深关系，但其发展形式已经远

远超过当初作为井 -震对比而将时间转

化为深度的方法。如本文所述，VSP可

以实现各种不同需求，可以利用VSP获
得地下三维图像、优化水力压裂、确认

射孔作业及在HPHT环境下获得高质量

数据。

21. Hornby 等人，参考文献 9。

22. Djikpesse H，Haldorsen J，Miller D 和 Dong S：
“Mirror Imaging：A Simple and Fast Alternative to

Interferometric Migration of Free-Surface Multiples
with Vertical Seismic Profiling”，Geophysics 投稿，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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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P成像中的反射体深度和测井导出的合成记录道之间的拟合。准确深度
对比地震数据中的一项测试是与声波和密度测井得到的合成记录道进行拟

合。为了便于观察，本实例中的合成地震道用黄色表示，而且为了使地震数
据更为清晰，只绘制了正振幅。在该井的大多数井段中，合成记录道中的正
振幅与VSP成像中的正振幅相关，这一事实增强了工作人员对数据处理过程

中所做的影射假设方面的信心。VSP 成像扩展到井底以下。

> 镜像干扰测量。自由面及自由面以上区域被一

种介质的镜像所替代，该介质的弹性特征与含有
井眼和检波器的介质相同。新介质中的检波器是
原始检波器的镜像。原始井眼地震试验中的照射

区域局限于检波器之下，而镜像试验中的照射区
域则一直延伸至先前的自由面。

毫无疑问，未来的VSP将朝着多个

方向发展。硬件方面的新技术将包括

能够承受各种苛刻条件的新型井底仪

器及可以促进更有效采集的新震源。

一些作业者对可长期监测储层的永久

性装置实施了测试[21] 。甚至可以将这

些仪器部署在生产井或注入井中，用

来实施延时测量或检测生产或注入作

业引起的地震活动。

其他新进展将来自处理领域，以便

从所采集的数据中获得更好图像。大多

数 VSP 数据成像处理都借鉴了地面地

震方法，但井眼地震测量具有特殊的观

测系统，该项测量的潜力并未得到完全

开发。

其中一个有发展潜力的领域是干扰

测量，该测量方法是指将二个或多个地

震波干扰后产生一个完全不同于输出波

的输入波。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利用干扰

测量将原先被视为噪声的信号转化为有

价值的信息。例如，在典型的VSP数据

成像流程中，只有一次反射波受到偏移

校正，自由面多次反射波通常被看成噪

声，因而在记录数据校正之前就已经被

删除。由于地面地震数据校正引起的地

震波衰减的减少及速度控制的改进，校

正后的最终 VSP 图像被局限在井眼检

波器下一个相对较窄的照射区域。但

是，与自由面相关的多次波却包含浅层

地下构造方面的有利信息，如果这些信

息能够得到适当偏移处理，那么就可以

获得更大的照射区域，及获得比只利用

一次波成像更好的地下特性垂向分辨率

（上图）[22] 。
早期的 VSP 目标是通过改善地面

地震数据和测井数据之间准确的时深关

系来降低风险。当前和未来的井眼地震

测量目标仍将具有这方面的功能，但同

时也将向提高采收率方面扩展。— 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