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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法油气勘探

近年来用电阻率对比法识别地下地层特征方面取得的进展为

确定油气资源增加了一项重要的油气勘探工具。电磁探测技术包

括两种相关技术：大地电磁勘探和可控源电磁勘探。这两种技术

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地下构造洞察方法，可用来描述、解释地

下构造，帮助确定潜在油气藏，从而为勘探人员提供是否进行钻

井作业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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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以多种方式为我们提供能

量。能源勘探和太阳之间惊人的联系

对勘探开发行业来说正变得日益重要

起来。太阳释放的离子与地球磁场之

间形成复杂的相互影响，产生的电磁

场穿过地球，并与地下导电层发生作

用。随着勘探开发行业进一步加强对

油气资源的探索，越来越多的地学家

依赖大地电磁场来探测那些用地震方

法难以成像的地区。

对地层电流（即大地电流）的研

究并不是一个新兴课题。斯伦贝谢公

司的创始人之一，康拉德·斯伦贝谢早

在开始电缆测井研究之前，在其20世
纪20年代指导的早期地表研究中就采

用了大地电磁场这种现象 [1]。巴黎索

邦神学院的教授Louis Cagniard在1952
年首先报告了综合利用电场和磁场进

行地层勘探的方法，称为大地电磁法

（MT）[2]。然而只是在最近几年大地

电磁法才逐渐成为勘探开发行业进行

地下勘探的一个重要工具－主要得益

于三维建模和反演技术方面取得的进

展。如今，MT结果能够和地震和重力

勘探结果有效结合，使得我们能够更

加细致地刻画、模拟地下构造。

虽然Cagniard也谈到了与MT有关

的方法，就是采用人工激发电磁场，

但能够激发对勘探开发行业足够强的

信号，并检测到有效信号的技术是在

后来才发展起来的，陆上勘探是在20
世纪60年代，海上勘探是在20世纪80
年代。该方法就是现在所说的可控源

电磁法（CSEM）。

地球与接触式电场和磁场之间的

相互作用过程十分复杂，MT分析时其

中两项重要因素是电磁场的频谱和场

波传播通过的特殊地层的电阻率（或

其倒数，即电导率）。频谱分析数据

帮助确定视电阻率和频率之间的函数

关系[3]。该视电阻率可以和不同深度

的地层真电阻率联系起来。如果地下

构造是均质的，测得的视电阻率就等

于真电阻率。但是，如果电阻率随地

层深度变化，视电阻率体现的是各种

真电阻率的综合测量结果，在一定程

度上是各层真电阻率的平均值。通过

数据分析，解释人员能够确定地层深

度和对比电阻率的关系，从而得到大

地电磁探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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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了电磁交互的物理现

象，并探索了如何对该现象进行解

释，从而获得有利于盆地和油藏评估

的有效信息。本文还描述了可控源

电磁法电磁场检测和激发所需要的设

备。文中实例选自墨西哥湾、巴西和

格陵兰，通过这些实例，阐述了电磁

勘探技术在海上盐体成像和油藏照明

过程中的应用。本刊刊登的另一篇文

章描述了可控电磁法在近地表勘探

中的应用（请参见“近地表电磁勘

探”，第20页）。接下来我们讨论的

重点是自然电磁场及其和地球之间的

相互作用。

风中电磁场

太阳风是太阳发出的正负离子

流。太阳风强度是变化的，在太阳黑

子活动期间增强。这种离子风“吹

过”太空，以各种壮观的彩色极光方

式表现了其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结

果[4]。

虽然多数太阳离子被地球磁场

的磁顶层（该区域在几个地球半径之

外）挡住了，但还是有一些侥幸漏掉

并进入了大气层。那些达到大气层上

层的太阳离子能够使电离层（在地面

上空75－550公里（50－340英里）处）

中的粒子电离。在电离层，粒子速度

高、密度低，使得带电离子不能立即

重新合成为中性原子和分子：于是形

成了等离子带电粒子。这种等离子使

电子层成为导电层，和粒子密度太高

不能让带电离子保持一定时间的地方

形成的不导电低压层不同。

电荷在电离层中的运动受地球磁

场约束，其磁力线从地球一极延伸向

另一极。当太阳离子进入地球磁场内

的等离子层后，产生电磁（EM）脉

冲。

1. Leonardon EG ：“Some Observations Upon Telluric 
Currents and  The ir  App l ications to E lectr ical 
P rospec t i ng”，Ter res t r i a l  Magne t i sm  and 
Atmospheric Electricity 33（1928 年 3 － 12 月）：

91-94。

2. Cagniard L ：“Basic Theory of the Magneto-Telluric 
Method of Geophysical Prospecting”，Geophysics，
18 卷（1953 年）：605-635。

3. 视电阻率是仪器（如电阻率或感应仪器，或

大地电磁接收仪）所测体积内介质的真电阻

率的体积平均值。

4. 关于极光起源的最新讨论，请参见：Brown 
D 和 Layton L ：“NASA Satellites Discover What 
Powers Northern Lights”，NASA News & Features，
http://www.nasa.gov/home/hqnews/2008/jul/
HQ_08185_THEMIS.html（2009 年 3 月 2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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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大气层的典型磁场振幅谱。地球磁场的各种相互作用产生的电离信号

随电磁频谱增大而迅速衰减。闪电激发的信号频率在 7.8 － 60 Hz 之间，称

为舒曼波段。

^ 电磁活动。行星电磁活动是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在几个地点取

得的地磁指数测量值估算的（参考文献 5）。行星电磁活动每年以及每周都

发生波动，2008 年的行星电磁活动如图中黑线所示。太阳活动周期目前处于

安静期。

的电荷产生的电流高达20－50千安培，

能够在电离层激起强相互作用。电荷

脉冲沿环绕地球的磁力线传播，接近

地球磁极时发生反射，并按照其本身

的韵律共振 [6]。雷击产生的电磁场是

广域的 [7]。

低大气层是较差的电导体，因此

电磁波在低大气层中传播时几乎不衰

减 [8]。这种特征使得从很远的发射源

传播过来的无线电广播能够被听众清

晰听到，只要大气条件正好能够使无

线电信号发生折射。相反，一旦电磁

波到达了地表，就不同程度地与导电

海水和地层发生作用。导电体使电磁

波发生衰减。

岩石的大部分固体基岩导电性都

较差，但各种饱和流体导电率则不同。

盐水导电性较好，而油和气的电阻率

则较高。电阻率差异较大的相邻地层

－如含油气层周围是饱和盐水层这样

的情形－对电磁场的传播产生不同影

响，而且差别可能很大。充满盐水的

沉积层和某些特殊岩性（如盐、玄武

岩和高阻碳酸盐）之间的电阻率差异

也较高。

电磁波与导电地层相互作用，产

生的响应波又传播到地表。虽然有时

候把电磁波信号和响应描述成类似地

震反射波，但电磁波与反射地震波有

着不同的物理起源和表现方式 [9]。随

时间变化的电磁波信号在导电层感应

一条电流回路。这种感应型涡电流与

导电层的电阻率、源信号的强度和时

变率（或频率）有关。涡电流反过来

又感应一个磁场，该磁场从感应地层

向上传播，到达地表被地表传感器记

录。

这种电磁脉冲在电离层中形成

共振，并沿地球磁力线传播。结果类

似于拨动吉他的琴弦，琴弦以特征频

率共振，电离层也是按照同样的方式

产生电磁共振。磁场、大气等离子层

和太阳离子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形成

较宽的 EM 频谱，包括南极光和北极

光的可见光现象。对勘探开发活动

MT 有用的频谱范围大约是 0.001 － 10 
kHz ；扩展到地幔研究时可用到更低的

频谱（上图）。1 Hz 以上的频率通过导

电海水后衰减非常严重，因此不产生

海底地面响应，这样该频率上限在海

上 MT 中就是有效的。

电磁信号的振幅谱和频谱波动很

大 [5]。太阳风的波动情况反映了太阳

黑子的活动周期是 11 － 14 年。频谱

也与当时的季节和时间有关，因为太

阳光影响电离层的极化程度。信号水

平在赤道地区较低，而在极地地区较高。

接近极地或接近太阳活动周期高峰时

期信号增强，因此形成高质量的 MT
资料。相反，从赤道深水区，特别是

在太阳活动低谷期采集资料就比较困

难（下图）。

部分频谱受闪电影响。闪电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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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肤效应。下行电磁场（蓝色曲线）离开高阻介质如空气，进入导电性较好的介质如岩石后开始衰减。低频波（左）比高频波（中左和中右）传播得远，

电磁波在导电率较差的介质中传播得远（右）。电磁波振幅呈指数衰减，表示为介质电导率σ和角频率ω的函数。趋肤深度是指平面波振幅衰减到入

射值的 1/e 时电磁波在导电介质中穿透的有效距离。电磁波在导电介质中的传播也经历了相位的逐渐衰减。由于本例中难以看到相位变化，因此最左

边的图还显示了没有相位变化的衰减后的电磁波（紫色）。这些例子中的频率和导电率值都是相对的。

5. 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可获得行星活

动的资料，登陆网站 http://www.swpc.noaa.
gov/ftpmenu/indices/old_indices.html（2009 年 5
月 5 日浏览）。

6. 闪 电 响 应 以 德 国 物 理 学 家 Winfried Otto 
Schumann的名字命名为 Schumann（舒曼）共振，

他在 1952 年以数学方法预测了闪电共振。

7. 活跃风暴产生的闪电好像是有联系的：美国

航空航天局的航天飞机已从广阔的太空地理

位置上观察到同步雷击。详情请参见：Yair Y，

Aviv R，Ravid G，Yaniv R，Ziv B 和 Price C：“Evidence 
for Synchronicity of Lightning Activity in Networks 
of Spatially Remote Thunderstorms”，Journal of 
Atmospheric and Solar-Terrestrial Physics，68 卷，

第 12 期（2006 年 8 月）：1401-1415。

8. 电磁波通过真空层传播不衰减。

9. 电磁能量在导电介质中具有扩散性，而非波

动性。

10. 波在其本身的振幅循环中（最大 - 最小 - 最大）

其相位描述成相位角从 0°变化到 360°。正

导电层中的涡电流对源场的变化

产生反作用。产生涡电流的结果和能

量转换成响应信号标志着输入电磁波

的衰减。这样，当电磁波不断向深层

传播进入电导层后，涡电流就不断变弱，

随之也引起响应磁场变小。随着该过

程的继续，入射信号不断减弱，而在

导电层内深度依次增加的地方形成渐

弱的响应信号。电磁波的这种衰减情

况就是所谓的趋肤效应（上图）。

信号进入电导体，在电导体中穿

透的特征距离被定义为趋肤距离，该

距离是当波场振幅衰减到 1/e，即指数

函数的倒数时，电磁波在电导体中穿

透的距离。电磁波衰减与频率有关，

高频波比低频波衰减快，同时也与地

层电导率有关：在导电率较高的地层，

接触磁场能够感应较强的电流，这种

电流能够部分抵消源磁场。在典型地

质区域，MT 勘探所用自然频率的趋肤

深度从数十米到数千米。因为导电海

水衰减电磁波，其中可用来检测薄浅

层的高频成份目前只是用于陆上浅层

勘探（或超浅水勘探）。目标构造埋藏

越深，其体积要越大，这样才能通过

MT 发现目标构造；用 MT 分辨深层构

造存在的基本分辨率问题比采用地震

波分辨小的深层地质体面临的问题更

严峻。

响应信号包含的阻抗信息是关于

地层电阻性质方面的。阻抗是一个复

杂项，包括实部和虚部，说明了电磁

能量通过某种介质的传播困难程度。

该值由电场和磁场测量值之间的振幅

和相位关系确定 [10]。它也是一个能够

和地层视电阻率联系起来的张量数。

阻抗随输入信号的频率变化。

因为波源较远，能够为勘探开发

领域所用的 MT 场可近似看成是在一

个较宽的带宽上电场发生水平极化的

垂直入射平面波 [11]。MT 场对大型导

电特体敏感，利用这个特点，可以使

用 MT 场研究大型盐体、玄武岩体和

碳酸盐体。但是，MT 场随深度增加

衰减（即趋肤效应），这种特点又使得

它们对薄层电阻率差异不敏感，如含

油气沉积岩。

ω = 2

σ ~ 0

σ ~ 10

σ ~ 0

σ ~ 1

ω = 5 ω = 10 ω = 10

在传播的波的电场和磁场不必在同一时间达

到 0°相位，二者之间的差值也就是所谓的相

位角。

11. 因为空气是不导电的，因此波之间发生垂直

碰撞。MT 勘探时，因为测线长度相对于信

号距电离层的距离来说差别非常大，因此信

号就比较均匀。但是，如果信号来自靠近工

区的闪电，平面波的假设就不成立，而且局

部几何形态会影响解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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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要想通过 MT 发现目的层，

其厚度至少是其埋藏深度的 5%，并且

目的层应比其周围介质导电性好。上

述各种局限条件导致了 CSEM 方法的

开发（右上表）。

CSEM 方法激发一种较强的人工

EM 信号。信号源是一个局部化的电偶

极，其可控信号覆盖的带宽较窄，一

般只包含几个基础频率及其共谐频率。

这种激发源产生的 EM 场不是平面波。

勘探过程中选择某种组成和几何形状

的信号，使其检测特定假设位置、与

周围地层电阻率值差异较大的薄地层

时更加敏感。MT 和 CSEM 源信号之间

的差异影响资料处理的方法，导致这

两种方法能够检测的构造类型也不同，

这一点在下面两个章节进行讨论。

MT方法的应用

用作 MT 信号的大气源在时间上

是随机变化的，但在指定时间内垂直

入射波在大面积上是均匀的。波场是

平面的，垂直入射到地表；电场及与

其正交的磁场只有水平分量。从术语

上看，能够沿构造走向分解的那一部

分电场被命名为横向电模式（TE 模）；

横向穿过构造走向的那一部分被命名

为横向磁模式（TM 模）。

根据 MT 的垂直和平面形状，可

以通过求取某个方向上的水平电场及

其正交方向上水平磁场的比值计算地

下阻抗（左上图）[12]。这种算法消除

了入射信号的时间变化，只留下希望

的地层响应。

可通过计算复阻抗来求取下伏地

层的视电阻率ρa，及电场和磁场间的

相位角。地学家用上述结果通过模型

正演或反演解释地下构造特征 [13]。模

型正演是首先假设地层构造特征和一

定的地层属性，如层厚和电阻率，然

后预测地层对假设模型的电磁场反应。

对照假设模型，比较或标准化处理正

演结果，分析评估二者的拟合程度。

反演是正演的反向过程，利用实际记

录的资料通过物理过程回推，得到地

层模型。反演结果并不是唯一的，因

此要反复迭代，直到得到可接受的结果。

现有许多算法可用于将反演结果收敛

到某个特殊模型。

资料采集前计划的关键步骤是确

定不同模型针对相同数据是否会有不

同的结果。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对各

种预测场景的响应进行正演模拟，然

后在模拟的合成资料上实施可能的反

演模拟。要调查原始模型是否能够恢

复，合成资料要有噪音成份，代表预

期的背景或测量噪音。这一步能够帮

助证明建议的勘探方法是否有用，或

据此提出其他可选方案。该过程还可

以确定采集参数，如仪器的定位，仪

器在地面上停留的时间。CSEM勘探时，

也可通过模型模拟确定最佳频率。

近年来，业界主要将 MT 测量用

于对海上环境的评估，这是因为深水

钻井成本日益增加和盐下、玄武岩下

构造成像复杂。因此，在钻井目标确

定之后，能够提高经济上成功机会的

技术就发挥了极大的价值。

与地震勘探一样，进行 EM 勘探

需要在陆上或海上部署设备。采用小

型采集船和少量人员便可完成海上 MT
勘探。比较而言，CSEM 勘探需要大

型勘探船处理激发源设备，需要大队

人马操作、维修保养设备。一般情况下，

MT 和 CSEM 方法都被采用，用于检查

某个地震剖面上特定的模糊构造或有

希望的异常构造。因此，这些研究的

时间和范围一般都比地震勘探少。

海下 EM 测量－包括 MT 和 CSEM
－除了海水和空气之间的电阻率差别

较大这一点外，与陆上测量基本类似。

因为空气是不导电的，空气 - 地
表接触面上没有垂向电流，但在海底，

导电的海水中存在垂向电流。这种差

异产生的结果是很微妙的。陆上勘探时，

电场对地下地层的电阻率变化反应较

强烈，而磁场变化较小。相反，在海

^ 探测阻抗。垂直入射电磁波通过地层阻抗 Z
与地球发生相互作用。Z 值可在地表或海底（棕

褐色）通过测量水平电场 E 和磁场 H 来确定。

视电阻率ρa 是电偶极天线和传感器（黄色）磁

力线圈下面地层的总电阻率。本例中的 E 和 H
是同步的。如果电场和磁场零交叉点不同步，

这两个场之间就存在相位角。

^ 海上 MT 和 CSEM 勘探技术的比较。

MT C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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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EM 接收器。接收器上的正交偶极天线测量 Ex 和 Ey，两个感应线圈磁力计测量 Hx 和 Hy。每个

装有天线的电子管长 3.6 米（12 英尺）。加上接收架的长度，电偶极（由一对指向相反方向的电极组成）

长度是 10 米（32.8 英尺）。水泥锚将接收器带到海底，并保持接收器在整个实验期间固定在海底。

电子记录仪记录设定时间的数据。试验结束后，船上的声控信号激发一种机理，使系住接收装置和

水泥锚的电线燃烧断开。然后通过充气玻璃球将接收装置举升到海面，回收仪器并取下资料。有些

情况下，接收器还包括一个垂直偶极，用来记录垂直电场 Ez（图中未显示）。（图片由 Scripps 海洋

研究所特别提供。）

12. Cagniard，参考文献 2。

13. 有关反演更多的信息，请参见：Barclay 
F，Bruun A，Rasmussen KB，Camara Alfaro 
J，Cooke A，Cooke D，Salter D，Godfrey R，
Lowden D，McHugo S，Özdemir H，Pickering S，
Gonzalez Pineda F，Herwanger J，Volterrrani S，
Murineddu A，Rasmussen A 和 Roberts R：“地

震反演技术及其应用”，”《油田新技术》，

20 卷，第 1 期（2008 年春季刊）：42-63。

14. Constable SC，Orange AS，Hoversten GM 和

Morrison HF ：“Marine Magnetotellurics for 
Petroleum Exploration，Part I ：A Sea-Floor 
Equipment System”，Geophysics，63 卷，第

3 期（1998 年 5 － 6 月）：816-825。

15. Webb SC，Constable SC，Cox CS 和 Deaton 
TK ：“A Seafloor Electric Field Instrument”，
Journal of Geomagnetism and Geoelectricity，
37 卷，第 12 期（1985 年）：1115-1129。

 Constable 等人，参考文献 14。

上环境，磁场对地下构造的电阻率变

化比电场反应强烈，尽管这两种场都

包括了构造信息 [14]。

信号测量

测量电磁场的两种基本装置，其

一是一对电极，用来识别电场电势差，

其二是磁力计，用来判断磁场的变化。

电极对组成一个电偶极，能够测量电

极之间的电势差。磁力计是一组导电

线圈，当通过线圈的磁通量变化时产

生可测量的电流。

当两个传感器是同一类型时，它

们都用于测量水平面上的正交场组份。

垂直组份只能用第三个传感器测量。

近年来，勘探开发行业的主要目

标是海上，过去 10 年曾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开发适合于海上勘探的传感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La Jolla 的 Scripps
海洋研究所开发了基本电场传感器，

目前西方奇科使用的就是这种传感器。

磁力计是电磁仪器公司开发的，该公

司于 2001 年被斯伦贝谢收购 [15]。

西方奇科的测量装置包括两个水

平电偶极。这两个电偶极是由银 - 氯
化银电极组成，四个电极分别放置在

四个长玻璃纤维管的尾端，玻璃纤维

管从接收装置的四侧向外伸出（右上

图）。目前这个装置还配置了一个长为

1.82 米（6 英尺）的垂直电偶极。该电

偶极的长度受保持电磁场正交性和稳

定性需要的限制－长偶极更易受海底

洋流的影响。海底洋流会移动偶极天线，

并将噪音引入目标频宽的测量值中。

磁力计是一个装在非金属匣子里

的多匝线圈，用于测量磁通量。磁力

计管从水平方向上插入测量装置的口

中得以保护。磁力计操作范围是 0.0001
－ 100 Hz。

两类传感器的准确校准是非常重

要的。西方奇科的传感器和放大器都

是在挪威乡村远离电磁场干扰的地方

进行单独校准的。另外，资料质量也

要求勘探船严格遵循部署程序。

在接收架底部系上一个水泥块以

使接收架能沉到海底。该水泥锚也有

助于稳定仪器，使其不受洋流的影响；

小到 1 微拉德的天线旋转能够很容易

地通过地球磁场上移动的磁感应线圈

检测到。勘探结束后，通过地表的声

控信号释放水泥块，然后，通过充气

玻璃球将接收架举升到海面进行回收。

因为成本和后勤支持问题，不允

许在多个放置在深水海底的接收器之

间建立电路连接，因此工程师们设计

了这种接收器来单独操作，并在试验

后进行回收。每个接收器都携带一个

数据记录仪，用来控制操作并将信号

记录到一个体积小巧的闪卡上。电偶

极和磁力计记录的高分辨率数据来自

24 位的模拟 - 数字转换器，它能够精

确记录时间，这样，信号就能在后来

和信号源记录保持同步，且彼此之间

保持同步。

该设备配置了几个独立的电池组。

一组电池向数据记录电子装置提供动

力，一组向水泥锚分离装置提供动力，

还有一组向指示仪器海底位置的声控

定位信标提供动力。向数据记录仪提

供动力的电池组能够持续供电 40 天。

电池寿命长就使操作人员有足够时间

部署传感器，然后采集资料。锚分离

电池组连续供电时间超过 1 年，这样

就不必在完成勘探后立即回收装置。

水平传感器在海底的方向是随机

的。通过资料处理可将测量方向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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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EM发射器。该发射器由一个拖鱼－其头部装有电源和仪器－和一个拖缆天线组成，拖缆天线

上有偶极子电极，装在两根电缆的尾端。偶极子是CSEM信号源。施工过程中在勘探船上设置信号

传输参数和波形参数，结果通过遥测传给操作员，以对信号进行实时质量控制。图中上面的照片表

示拖鱼正离开洋面，但天线还在水中拖着。

^ 方波组成。方波（红紫色）可通过傅里叶变换（方程）分解成无限个正弦波。其基础频率ω0振幅最大；

其后每个奇数谐波振幅减小。因为方波是对称分布的，所以不包括偶数谐波。

16. Scripps 海洋研究所的 Charles Cox 首先开发了

这项技术，请参见：Cox CS ：“On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the Oceanic Lithosphere“，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25 卷， 第 3
期（1981 年 5 月）：196-201。

 有 关 CSEM 发 展 的 近 期 回 顾， 请 参 见：

Constable S 和 Srnka LJ ：“An Introduction to 
Marine Controlled-Source Electromagnetic Methods 
for Hydrocarbon Exploration”，Geophysics，72 卷，

第 2 期（2007 年 3 － 4 月）：WA3-W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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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理想方位。新型仪器都装有罗盘，

而在过去，每个接收器的方位要么通

过和放置在陆上的传感器比较求取，

要么根据 CSEM 勘探所用的拖曳激发

源的方向确定。

CSEM ：油气检测

MT 测量对薄高阻层不敏感，因

此不太适合评价潜在油气藏。自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发

展，几个研究所和公司开发了相应的

设备、建模工具和解释工具，形成了

现在的海上 CSEM 技术（请参见：“海

上 CSEM 技术的发展”，第 1 页）[16]。

这些系统现已广泛使用。

鉴于 CSEM 和 MT 两种勘探方法

所用接收器的功能相同，所以勘探过

程中两种响应都能记录。CSEM 技术

的重点是测量和解释来自可控源的响

应，而在这些测量之间记录 MT 资料。

用处理和解释后的 MT 资料建立背景

模型，用于 CSEM 解释或反演。

典型海上 CSEM 发射源是一个水

平长偶极（左上图）。该发射源由两个

中性浮力天线电缆组成，电缆终端各

安装一根电极，形成一个偶极。电极

从流线型传感器平台后面拉到水里。

这个流线型传感器平台俗称拖鱼，由

勘探船以正常速度 2.8 － 3.7 公里 / 小
时（1.7 － 2.3 英里 / 小时或 1.5 － 2.0
节 / 小时）在据海底 50 － 100 米（160
－ 330 英尺）的水中拖拉前行。为了

提供精确的处理数据，由拖鱼测量海

水导电率、局部声速和其在海底上面

的高度。

偶极子源的强度由其本身的偶极

矩给定。该值是流过电极的电流量（由

输出信号的第一个谐波强度给定）和

电极间距离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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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时间域测量值转换成振幅和偏移距关系。每个接收器记录两个水平电场分量和两个磁场分量（上）。这种时间域信号通过傅里叶变换转换成频率域

信号。把许多位置上的接收器记录值通过傅里叶变换后就可以得到频率相关振幅与偏移距的关系曲线（下）。电场和磁场的每个组分都可以建立这种关

系（图中只显示一种）。但地层电阻率会对这些曲线的形状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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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低压强电流源信号，并使信

号沿几公里长的电缆传播的动力一般

由装在船上的 250 kV.A 系统提供。首

先通过变压器将这种低压强电流转换

成高压弱电流信号，通过电缆传播到

拖鱼后，再转成低压强电流信号。

按照勘探船发出的命令，拖鱼生

成设计好的波形。源电极发射的实际

电流波形由拖鱼上的资料记录仪测量

并记录，然后发射到地震船上通过高

速遥测装置进行实时质量控制。因为

天线发射的波形受天线的阻抗和磨损

程度以及海水矿化度的影响，所以需

要对实际波形进行精确监视，以正确

分辨勘探资料。

虽然发射源发射的功率很大，正

常情况下达到 50 千瓦，但信号随传

播距离渐远而快速衰减。如果接收器

放置在 10 公里（6.2 英里）外的地方，

信号到达接收器时电场就很弱了，低

于 1 毫微伏 / 米。对典型的电极跨度

为 10 米宽的海底接收偶极，测到的 10
毫微伏大约比一节 AAA 电池的 1.2 伏

小 8000 万倍。从发射源到那个距离的

响应磁场强度大约是 0.0001 nT，相当

于地球直流磁场的十亿分之二。

可控源一般产生方波或以用户定

义的基础频率产生顺序方波。通过傅

里叶分析可把方波分解成不同频率的

正弦波（前一页，左下图）。最强的频

率是主频 ω0 和奇数频率 3ω0、5ω0、

7ω0，它们依次减弱。考虑趋肤深度

与频率的关系，并同时使用多种频率，

就可以在几个深度处同时取样，且分

辨率不同。

接收器记录的数据按时间顺序进

行收集，但对于 CSEM 方法，必须通

过精确的时间测量使收集的数据与源

方波信号保持同步。因此，除了发射

源 GPS 同步，每个接收器必须配有高

精度时钟，在部署和回收时保持 GPS
同步。为保持精确反演，也必须精确

记录偶极源瞬时位置和方向。沿天线

几个位置上部署的有声应答器每隔 1
－ 4 秒报告它们的位置从而提供上述

信息。精确测量天线的漂移或倾斜量

对信息的正确处理十分重要。

电磁场的测量值是时间域数据，

但一般也通过傅里叶变换转换成频率

域数据（下图）。通过叠加多个连续方

波，即时间集，进行数据叠加，从而

提高信噪比。选取的时间集时窗必须短，

要足以保证信号源移动不会显著改变

被取样的地下构造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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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海上发射源到接收器的路径。海上发射源信号能量通过三种路径到达接收器。直达信号通过水

到达接收器；这种信号在近偏移距接收器处最强。进入地下的信号能量与不同电阻率地层相互作用，

产生响应信号。响应信号带着沿途地质信息向接收器传播并被接收。到达空气界面的信号能量沿空

气界面以空气波方式传播，也到达接收器被接收。浅水区或深水区的长发射源 - 接收器偏移距处，

空气波信号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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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勘探目标是发现油气，就应

该充分优化 CSEM 发射源信号以便从

导电背景（含水层）下发现非导电薄

层（潜在含油气层）。我们在前面讨论

趋肤深度时指出使用 CSEM 检测薄层

需要的频率成份比使用 MT 的可用频

率高。CSEM 信号的典型频率范围是

0.05 － 5 Hz ；而 1 Hz 是海上 MT 研究

的有效上限。

考虑一阶近似距离，信号可通过

三条路径从发射源传播到接收器（上

图）。当发射源 - 接收器偏移距较近时，

信号主要通过水这一直接路径传播。

因为信号在导电的水中传播时发生衰

减，信号强度随传播距离渐远迅速衰减。

第二条路径是空气波。电磁场传播到

水面后，在那里遇到高阻空气。空气

和水界面之间的电阻率差使得电磁波

沿空气 / 水界面传播。在深水区，空

气信号仅集中于长偏移距，一般在 10
公里之上，因为，不像沿其他两种路

径传播的信号，沿空气 / 水界面传播

时信号衰减甚小。

信号传播的第三条路径是通过地

下。在合适的频率、水深和地下导电

率条件下，存在一个偏移距范围，其

中信号沿第三条路径传播。沿这条路径，

电磁波进入地下，在那里与高阻层相

互作用，产生响应磁场，其中部分能

量返回海底接收器。这种响应信号被

偏移距一般比海底下储层深度大的接

收器接收，但在更大偏移距处，信号

往往衰减严重，以至于空气波信号占

据了主导。由于电磁波沿高阻层传播

比沿导电层传播更容易，所以，和缺

乏高阻层的均质地层相比，油藏的出

现会加强信号。地学家采用分析手段

通过对比观测资料和预测模型，或采

用数字手段通过反演，能够识别电阻

率异常，并因此推测地质信息。

在一定的偏移距距离上，接收器

的自然噪音限制超过信号发射器发出

的原始信号强度，从而成为有效的地

下调查深度极限值。这种极限或背景

噪音随频率变化，并与接收器特点及

其所处环境有关，如海水波浪使天线

移动产生的机械噪音。背景基数可通

过改善仪器性质降低，如采用较安静

的电子装置或较稳定的机械装置，或

通过智能信号处理消除勘探过程中的

仪器移动噪音或相干噪音。

可将发射源、接收器和环境特征

信息输入勘探前分析中确定是否能够

检测一定深度的高阻目的层（下一页

图）。高阻碳酸盐岩会出现问题：高阻

碳酸盐岩中含油饱和度较低的圈闭，

因为与周围岩石的电阻率差不明显，

可能不容易被检测出。

接收器记录的数据可以是电场或

磁场振幅和相位，它们是发射源 - 接
收器偏移距的函数。电阻率异常的效

果可通过几种方法突出，如只采用测

量资料的分析方法、在勘探规划过程

中得出的模型方法和反演等。

一种分析方法是将电阻率异常处

的电场和磁场振幅和偏移距响应归一

化到不能感知电阻率异常的远距离接

收器响应上。第二种分析方法是对比

纵向和横向上的归一化响应，一般是

比较电场的两个水平分量 Ex 和 Ey。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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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探前建模。为优化 CSEM 采集参数，建立模型模拟地下系列高阻层（左），并对两个几何形状

相同的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其中一个模型融入了高阻玄武岩层（黄色和棕色）；另一个模型包含低

阻层（黄色）。这两个模型对模拟 CSEM 脉冲有着不同的相位和振幅响应。二者的振幅比（右上）

在偏移距（发射源到接收器的距离）为 7000 米左右、频率为 0.7 Hz 左右时最大（红色）。相位差（右下）

在偏移距为 8500 米左右、频率小于 0.1 Hz 时最大（红色），另一个最大值（紫色）出现在长偏移距

和高频处。根据这两个交会图提供的信息，地学家确定了偏移距在 8000 米左右、频率为 0.5 Hz 和 0.125 
Hz 时最有可能检测到最大振幅比。图中的等高线表示不同等级的接收器背景噪音（以 10 为底数），

它们与传感器、电子装置和环境条件有关。尽管在某些环境条件下背景噪音可能会弱到 10-14，但

该交会图已把背景噪音扩展到 10-15，这种情况一般是可以达到的。

17. 假剖面使用的是近似或假空间坐标。它提供

了一种查看空间资料的半定量方法。

18. Sandberg SK，Roper T 和 Campbell T ：“Marine 
Magnetotelluric（MMT） Data Interpret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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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为信号极化，下伏高阻构造（如含油

气层）对纵向响应影响较大。

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将电 / 磁场数

据转换成 2D 或 3D 假剖面上的视电阻

率，这种假剖面被绘制成发射源 - 接
收器偏移距和信号频率的函数 [17]。当

数据体被归一化到没有包含电阻率异

常的剖面段上时，异常视电阻率值与

均一值之间存在偏离。

另外，利用地震资料或附近井的

测井资料可建立勘探前模型。西方奇

科勘探一般至少包括两个基于目的层

属性和勘探观测系统建立的 3D 模型。

一个模型包括高阻体，另一个采用没

有高阻体的均质地层。在 3D 模型基

础上针对每个接收器位置和拖曳线组

合提取响应曲线。一旦采集到了资料，

就可将观测结果归一化到每个模型上，

以便确定哪个模型能够提供最佳拟合。

除了这些分析方法和模型方法，

CSEM 反演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可

用来从观测资料求取地层电阻率剖面。

然而，和众多反演方法一样，CSEM
反演结果不是唯一的。需要反复迭代

进行正演，修正模型参数，直到输出

结果与可接受范围内的数据匹配。要

尽可能从多个重要数据道上和多种频

率成份上进行联合反演，对可能的解

进行约束，但代价是处理时间较长。

有时还引入已知地质构造的位置信息

进行附加约束。测井记录和地震资料

提供了起始模型来帮助约束反演结果。

MT 资料的分辨率也有限，因此

需要借助其他类型的测量资料建立模

型。地震解释成果经常充当约束条件。

重力勘探资料提供独立的约束条件，

测井记录也一样。西方奇科 MMCI 多
资料约束成像技术采用了重力、MT 和

地震资料约束下的迭代方式来改善反

演结果，最终得到多因素约束的深度

成像。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虽然

勘探研究中都用到了 MT 和 CSEM 接

收器，但只在近些年才迅速引起行业

关注，使部署在世界各地的评价地点

数量迅速上升。最近在墨西哥湾进行

的一项大型多阶段研究用到的海上 MT
接收器比此前在世界其他地方部署的

接收器都要多。

发现盐体基底实例

2006 年，西方奇科在美国路易斯

安那州外海墨西哥湾的 Garden Banks
地区开始了一项 MMCI 概念的试验 [18]。

许多勘探公司曾经有意对该地区盐下

潜在含油气层进行评价。那时已经有

老地震资料，过去这里曾进行了一次

地震勘探，项目名称是 E-Cat，但对

Garden Banks 区的 E-Cat 资料进行重

新处理后，发现资料分辨率不高，不

能可靠地确定入侵盐体基底。西方奇

科这次的研究目标是采用 MMCI 评价

方法结合海上 MT 资料、全张力重力

资料和地震资料改善对入侵盐体基底

的解释结果。

Gulf of Mexico for Subsalt Imaging”，OTC 19659，
发表在 2008 海上技术大会上，休斯敦，2008
年 5 月 5-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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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Garden Banks 地区进行的 MT 勘探。MT 接收器（插图）摆放在 5 条南

北纵线上和 1 条东西横线上。其他接收器放置在中心区 Tamara 井附近。不

同色标表示测深计测得的不同海水深度。

19. 有关WAZ勘探更多的信息，请参见：Camara 
Alfaro J，Corcoran C，Davies K，Gonzalez Pineda 
F，Hampson G，Hill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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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原地盐指的是那些在其当前位置上沉淀形成

的盐层。这种盐是浅层盐体的盐源，浅层盐

体是从其当初沉淀位置因为密度差和盐的可

塑性运移到浅层的。

Garden Banks 研究项目用了 171
个海底接收器，数量多于此前所有海

上 MT 勘探所用的接收器。不过，这

种接收器部署密度的勘探在今天已经

很普遍。Garden Banks 勘探共部署了

五条南北平行的接收线，线距在 2.5
公里（1.6 英里）左右，一条东西走向

的联络线（右图）。在探区中心的测线

之间，还另外布置了接收器，为的是

提高探区中央部分的覆盖次数。从测

深数据可以看出海底呈现下伏盐丘形

状。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两个事件为

这次调查提供了更多资料。一次是在

2007 年 10 月和 11 月，西方奇科在这

个地区采集了多客户宽方位角地震资

料，该项目提供的资料分辨率比以前

的E-Cat窄方位角资料要好得多。但是，

即使有了宽方位角资料，有些地方的

盐体基底分辨率还是不高。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 2007 年末，当

时 BP 公 开 了 Garden Banks 873 区 块

Tamara 井的测井资料。这口井是在探

区中央位置钻的。完成大部分 MT 资

料解释后就可以获得指示盐体基底的

750

975

1,200

1,425

1,650

1,875

2,100

 1  2  3  4  5

Tamara 

 6

N

0 10

0 10

自然伽马资料，它提供了一个可比较

的基础真实点。

西方奇科先是采用与一维模型相

结合的方法在每个接收站上进行了盐

体检测，但因为盐体本身形状复杂，

分辨出的构造细节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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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钻井资料证实勘探解释成果。MT 勘探检测出一个高阻盐侵入体（粉色）。钻在 MT 3 号接收线

的 Tamara 井给盐体基底解释提供了一个参考点。根据最佳宽方位角地震资料解释出的盐体基底

（灰色）表明其东南部有一个突起，但 MT 电阻率资料并不支持这一解释；MT 电阻率资料表明该

突起的电阻率为 35 － 50 欧姆米，说明该突起不属于盐体。综合考虑了地震、重力和 MT 资料的 3D 
MMCI 解释成果表明盐体基底（白色）位于自然伽马测井记录确定的几百英尺（垂直方向）的盐体

基底（青绿色）范围内。在盐体基底处，测井电阻率（橘色）出现明显下降。图中白色小方块表示

海床上 MT 接收器的位置。

^ 重力勘探的非唯一性。重力勘探对异常体质量产生响应。一个方案可能提

出一个目标，或许多具有不同密度和尺寸的目标，只要异常体质量和质量中

心位置是相同的。在本例中，相同的质量出现了三个读数。

后来也采用了几种二维方法，但

所有二维反演结果都表明求取的盐体

比 Tamara 井资料显示的要薄。盐体的

三维特征要求使用三维方法进行模拟。

研究小组采用的第一项 3D 措施

是独立于地震资料和重力资料拟合 MT
资料。使用的模型从海底下的均质各

向同性电阻率开始迭代。迭代期间，

允许改变每个单元的电阻率，以期与

视电阻率和相位测量值匹配。采用平

滑反演方法保证尽可能从一个单元到

另一个单元平滑处理电阻率。

宽方位角地震结果、MT 拟合和

重力模型在主盐体之上非常吻合。另外，

解释出的盐体基底落在基于 Tamara 井

测井资料求出的几百英尺基盐范围内

－二者吻合较好。但是，需要对重力

模型进行调整，使之与记录的重力资

料达到较好拟合。对不同配置可得到

类似的重力测量值（右上图）。在本例

中，盐体可能被添加到模型空间的盐

层中或原地盐中，这种原地盐主要位

于地震速度体最深层下面，或可能改

变盐下地层密度以期与结果匹配 [20]。

第二项措施使用地震勘探解释成

果，为确定盐体形状提供了一个起点。

初步设置模型盐体电阻率为50欧姆米，

周围沉积岩电阻率为 1.2 欧姆米。反

演过程中改变了网格块的电阻率，目

的是拟合实际测量资料，同时尽量保

持原始模型。

最终的最佳解释成果使用了

MMCI 程序，考虑了所有可能得到的

信息，包括 MT、重力和宽方位角地

震资料。孔隙度是根据宽方位角速度场，

采用当地沉积层中的砂岩 / 页岩比计

算的。密度是根据砂岩和页岩的基质

密度、海水密度和速度导出的孔隙度

计算的。盐的密度假设为常数 2.16 克

/ 厘米 3。

和单独采用地震资料得到的结果

相比，在 Garden Banks 地区通过建立

3D 模型大大改善了盐体基底解释成果

（右下图）。电阻率资料表明，根据地

震资料解释推断的一个大型突起并非

盐体一部分，而是属于某下伏地层。

这种概念证明型研究的成功对

2007 年 5 月以来在墨西哥湾其他重点

地区开始活跃起来的大规模多种勘探

方式的 MT 项目是一次推动。例如，

在 Keathley Canyon 地区，单独根据地

震资料难以确定盐体基底。重力资料

可改善地震解释成果，但重力资料提

供的几种可选结果区别不大。

EM_FIGUR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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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athley Canyon 解释成果剖面。在 WAZ 地震剖面难以发现盐体基底（上）。基于地震资料的最佳
拾取在中间右边部分有一个厚剖面（白色轮廓，下）。MT 电阻率资料（彩色）增添了新的重要信息。

在 MMCI 评价过程中结合地震资料、MT 资料和重力资料改善了以前对盐体基底的解释，提高了解

释人员对其解释成果的信心（黄色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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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MT 资料，并通过 MMCI 方
法综合考虑所有信息，分析小组最终

得出了一个一致性的构造解释成果，

包括盐体基底构造解释（下图）。在探

区某些地方，盐体基底解释成果的差

异几乎达到 3000 米（9700 英尺）。

巴西海上 EM 研究实例

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的海上 MT
勘探也提高了深度成像质量。最近巴

西国家石油公司在巴西外海的桑托斯

盆地发现了盐下油藏。该公司通过高

分辨率地震成像绘制了可生产油气的

浊积岩油藏地层图，并确定了盐体构

造的几何形状，包括盐下同生裂谷构

造的厚沉积层序 [21]。该层序的岩性是

根据 Tupi 地区钻的第一口发现井确定

的。在 Tupi 地区西北部进行的 MT 勘

探证实了该地区构造的复杂性，同时

也证明海上 MT 勘探对巴西国家石油

公司是有用的 [22]。

在桑托斯盆地 MT 勘探区域的东

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和西方奇科在

盆地的 Tambuatá 区块共同执行了一次

海上 CSEM 勘探，这是双方合作项目

的部分内容（下一页，上图）[23]。这

次的勘探地点在里约热内卢以南约 170
公里（106英里）处。水深取自测深数据，

资料处理也考虑了海水电阻率随深度

的变化。

这次勘探共采用了 180 个接收器，

大约以 1 公里（0.6 英里）间距摆放在

已知油藏上面的海床上。通过勘探船

拖曳着发射源在接收线上移动。资料

采集使用了 0.25 Hz 和 0.0625 Hz 的方波

信号，这些信号在上述频率的奇数谐

波上也很丰富 [24]。

分析人员采用基于偶极长度、偶

极矩、偶极高度、漂移角度和倾角建

立起来的先进流程对所有频率都进行

了多分量电场和磁场响应处理。资料

解释分阶段进行，开始先建立背景模型，

用于对比分析处理后的测量值。

虽然井眼测量结果提供了背景电

阻率信息，但测井资料包含的细节信

息比CSEM记录能够区分得更多。因此，

分析人员减少了电阻率模型的层数来

反映 CSEM 的分辨能力，但他们保证

重新采样后的测井记录和基于原始测

井记录的分层模型具有相同的 CSEM
响应。为了确定边界的位置，根据测

量记录计算了累计电阻率和累计导电

系数，并与地层情况进行了耦合。这

样做不仅弄清楚了层界面的位置，还

确定了地层电阻率，以及高阻层和低

阻层互层造成的各向异性。分析人员

根据分块测井电阻率和没有考虑任何

储层的地震剖面求出的模型几何形状

进行了详细的 3D 建模。从建立的模型

得到了参考背景场，该背景场是对每

个接收器位置的多分量场资料进行归

一化处理的基础。

采用 2.5D 反演对选定拖曳线进行

了解释。该 2.5D 分析考虑了 2D 地质

模型，并同时解决了多个发射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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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分析，但发射源和接收器并不

局限于地质模型的平面上。因此，可

以模拟实际采集观测系统（右下图）。

位于探区的已知油藏出现在 EM 响应

上，这个地区的电阻率比周围地层的

高。

随着 MT 项目向桑托斯盆地西部

延伸，CSEM 项目也渐渐显示出其在

上游应用中的显著价值。两个项目都

强调了对各种资料综合化解释的需要，

从而改善单一地震资料、测井资料和

电磁测量资料的解释成果。通过这两

个项目，在标准应用中包含上述创新

型资料综合应用范例这种理念已逐步

融入具体实例中。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和斯伦贝谢签订了一份技术合作协议，

共同开发将海上 EM 并入其他技术的

技术，以提高深度成像质量和油藏描

述结果。

北极地区风险勘探实例

随着作业者不断向越来越困难的

环境推进，北极地区成为最后一批被

开发的目标之一。根据美国地质调查

局（USGS）在 2008 年的估计，北极

圈以北未发现资源包括原油 140 亿米 3

（900 亿桶），天然气 47.8 万亿米 3（1669

21. 同生裂谷指的是断裂过程中同时形成的裂谷。

同生裂谷盆地是在断裂过程中形成的，是断

裂过程的结果。在桑托斯盆地，断裂过程指

的是南美洲和非洲大陆分裂的早期阶段。

22. de Lugao PP，Fontes SL，La Terra EF，Zerilli A，
Labruzzo T 和 Buonora MP ：“First Application of 
Marine Magnetotellurics Improves Depth Imaging in 
the Santos Basin － Brazil”，论文 P192，发表在

第 70 届 EAGE 会议暨展览会上，罗马，2008
年 6 月 9-12 日。

23. Buonora MP，Zerilli A，Labruzzo T 和 Rodrigues 
LF ：“Advanc ing  Ma r ine  Cont rol led  Sou rce 
Electromagnetics in the Santos Basin，Brazil”，论

文G008，发表在第70届EAGE会议暨展览会上，

罗马，2008 年 6 月 9-12 日。

24. 0.25 Hz 信号的最强谐波是 0.75、1.25 和 1.75 
Hz；0.0625 Hz 信号的最强谐波是 0.1875、0.3125
和 0.4375 Hz。

25. Bird KJ，Charpentier RR，Gautier DL，Houseknecht 
DW，Klett TR，Pitman JK，Moore TE，Schenk 
CJ，Tennyson ME 和 Wandrey CJ ：“Circum-Arctic 
Resource Appraisal ：Estimates of Undiscovered Oil 
and Gas North of the Arctic Circle”，美国地质调

查局情况说明书 2008-3049（2008 年），http://
pubs.usgs.gov/fs/2008/3049/（2009 年 3 月 31 日

浏览）。

^ 巴西海上 MT 勘探和 CSEM 勘探。MT 勘探布置了三条采集线（红色），从近海沿东南方向延伸到

较深海域。主测线长约 148 公里（93 英里），从近海约 42 公里（26 英里）处开始，主线两侧两条线

每条长约 54 公里（34 英里）。CSEM 测线（白色）布置在 MT 测线的东边，覆盖 Tambuatá 区块（红

色）。该图给出了地面高程和海洋深度。

^ Tambuatá 区块综合分析结果。根据地震解释剖面识别出的油藏（绿色和粉色轮廓线勾勒的层）是

CSEM 勘探和 MT 勘探的目标层。接收器（白色三角形）布置在正交线上，CSEM 发射源由勘探船

沿相同的线（黑色线）拖曳移动。基于 EM 和地震资料进行的 2.5D MMCI 反演，得到一幅以不同色

码表示的电阻率剖面图，地震资料为该剖面图提供了背景纹理（下）。沿拖曳线 LTAM10 N，出现一

个 20 欧姆米的电阻率异常，它与周围电阻率仅为 1.2 欧姆米的背景构造（绿色）分界清晰。反演过

程中采用地震资料定义控制点（下图中的白色圆圈）对异常体形状进行了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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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是基岩上部勘探区唯一的已知高阻

岩性单元，它们与白垩纪勘探目标很

好区分。关于火山岩地层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火山岩油气藏评价”，第36页。 
在进行 CSEM 勘探前，西方奇科

针对每个项目进行了大量 3D 电阻率模

拟，证实了通过 CSEM 勘探能够确定

海床下深达 3000 米的含油气储层的存

在情况。在正演模拟和反演方法中都

采用了合成资料。根据从远偏移距关

键井中获得的测井资料，建立了简化

的初始模型。模型包括三层，第一层

代表海底到目的层间的地层，是较为

均质、电阻率为 1.5 欧姆米的典型碎

屑岩沉积层，第二层向下延伸到基岩，

电阻率为 4 欧姆米，第三层代表基岩，

电阻率为 60 欧姆米。

作为勘探前分析的部分内容，地

学家针对目的层敏感性、火山岩盖层

存在情况、油藏与基岩的靠近程度以

及信号波形优化了技术设计，作为个

别范例参数。加拿大能源合资公司通

过技术设计优化，以经济有效的方式

^ 存在电阻率异常的远景区。格陵兰西部某区块的几个远景区都进行了地震资料解释（绿色轮廓线）。
CSEM接收线（图中白色小图标代表接收器）沿发射源拖曳线布置，远景区是在地震勘探基础上确定的。

CSEM 研究主要是区分垂直电阻率异常的构造（橘色和黄色）和没有电阻率异常的构造（代表性位

置已标出）。同时也识别出了测线沿途目的层上的火山岩流。该图中没有显示电阻率小于 10 欧姆米

的构造。图中等高线表示目的层地震层位的深度，每条等高线代表 100 米（328 英尺）深度差（背

景色顺序也代表层深）。

规划了大面积的勘探区块。

在这次分析基础上建立的勘探设

计包括了 24 条发射线，182 个接收器。

拖曳线排列从多个角度让接收器采集

资料。海底下 3500 米（11500 英尺）

深的白垩纪目的层垂直分辨率达到 50
米（164 英尺）。

2008 年 夏 季 采 集 到 了 高 质 量

CSEM 数据体。对电场和磁场记录处

理后得到每个接收器的振幅和相位响

应。以电场和磁场响应为起点，地学

家利用复杂的 3D 各向异性电阻率模型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起始模型

采用了合资公司采集的地震资料解释

成果和测井电阻率信息，但没有考虑

潜在油气藏信息。3D 反演需要大量计

算时间，并且需要解释人员输入大量

资料 [27]。反演结果数值稳定，电场模

型在地质方面一致。

反演过程中发现 14 个远景区中有

8 个存在电阻率异常。研究小组利用

Petrel地震模拟软件用地质、地震、重力、

磁力和海上 MT 资料对这 8 个异常点

的电阻率体积数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

（左上图）。反演结果对起始模型所做

的合理改变并不敏感，每种改变都收

敛到相似的电阻率解。

已知古新世火山岩提供了另一种

指示，即反演过程可靠，地质上也很

有意义。虽然反演使用的初始模型并

没有包括独立的火山岩特征，但反演

流程确定了火山岩的正确位置。

加拿大能源合资公司进行 CSEM
研究的目的是提高对本地区构造含油

气资源概率的评估效果。因为勘探前

缺乏可信的资料，所以确定预测的含

油气概率是不确定的，合资公司认为

这 8 个出现电阻率异常的远景区含油

气资源的概率仅为 50%。研究人员通

过分析提高了几种构造特征的含油气

概率，并降低了其他构造特征的含油

气概率。

含油气概率最高的远景区展现出

地学家在分析中一直寻找的许多特征

信息。其电阻率异常与目的层段非常

一致。在异常体内进行的 CSEM 反演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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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4
16
18
20

ohm.m

N

万亿英尺 3），其中格陵兰以北、加拿

大以东的地区的原油储量为 11 亿米 3

（70 亿桶），天然气 1.5 万亿米 3（52 万

亿英尺 3）[25]。

加拿大能源公司及其合资伙伴

Nunaoil 公司和 Cairn 能源公司在格陵

兰首府努克以西 120 － 200 公里处的

格陵兰海上边疆盆地两个区块进行了

油气勘探。远景区海洋深度是 250 －

1800 米（820 － 5900 英尺）。地质学

家认为该地区的隆起和沉积充填历史

与高产的北海盆地相似。然而，距该

地区最近的控制井还在 120 公里之外，

而且在这些盆地还没有发现已探明含

油气系统。公司急需制定出合适的方

案，降低钻干井的风险，于是进行了

CSEM 勘探帮助确定潜在含油气特征

构造 [26]。

地层隆起之后的沉积充填形成了

相对简单的盆地地质构造，其构造的

复杂性主要由古新世时期的火山活动

造成。这些火山岩流很容易根据地质、

地震和磁场信息识别出来。这些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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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 CSEM 接收器。按照既定部署程序先将每个接收器集中在甲板上。然后再把接收器提升起来，
投放到指定位置。

26. Umbach KE，Ferster A，Lovatini A 和 Watts D ：

“Hydrocarbon Charge Risk Assessment Using 3D 
CSEM Inversion Derived Resistivity in a Frontier 
Basin，Offshore West Greenland”，CSPG CSEG 
CWLS 会议，卡尔加里，2009 年 5 月 4-8 日。

27. Mackie R，Watts D 和 Rodi W ：“Joint 3D 
Inversion of Marine CSEM 和 MT Data”，SEG 详
细摘要，26 卷，第 1 期（2007 年）：574-578。

28. 国家石油委员会（编辑）：Hard Truths ：Facing 
the Hard Truths about Energy。华盛顿特区：美

国国家石油委员会，2007 年。也可登陆

http://www.npchardtruthsreport.org/ 在 线 查 看

（2009 年 5 月 5 日浏览）。

29. 西方奇科定期进行 3D 模拟研究，提供 3D 
CSEM 反演结果，有时在反演过程中结合 MT
资料帮助约束 CSEM 反演结果。

电阻率将构造基底处的 10 欧姆米提高

到构造顶部的 35 欧姆米。最终，异常

基底变得平坦，这可能暗示此处是一

个油气 / 水接触面。

加拿大能源公司及其合作伙伴目

前正在对其远景区进行优先分析，根

据地质构造、地球物理成图及 CSEM 
3D 模型反演结果确定最有希望的钻井

目标。在北极边疆盆地进行勘探仍然

具有很大的风险，但采用 CSEM 技术

有助于降低钻干井的潜在风险。

未来的发展

虽然 MT 和 CSEM 勘探已经进行

了很多年，但海上勘探技术在勘探开

发行业上的商业应用却相对较新。勘

探开发行业上电磁勘探资料的解释技

术，以及电磁资料和地震勘探资料的

有机结合应用技术仍然处于初期。

西方奇科使用的海底接收器采用

了Scripps海洋研究所开发的基本设计，

但对相应装置和技术方法进行了不断

升级，以提高仪器效率和可靠性。除

了改变电偶极和磁力计的制作材料及

其包装，接收包上还增添了新型设备，

如高精度罗盘。

CSEM 偶极源也不断得到改善。

设备商一直致力于完善源波形的时间

同步和源天线的精确定位。

影响海上 EM 效率的主要因素是

成本和资料采集时间。在大面积 3D 工

区做地震资料采集效率高，因为勘探

船可以同时拖曳多条拖缆和气枪组合。

相反，CSEM 勘探覆盖面积较小，因

为要单独部署发射源或接收器，或两

者都要单独部署，作业过程中接收器

一般保持不动，采集完后再回收（上

图）。单纯部署海面拖曳、深水读数的

EM 系统是许多地球物理公司在进行

技术研究开发活动最前缘阶段可能采

用的模式。问题是传感器在水中移动

过程中产生噪音，而且信号在海水中

衰减，极大降低了发射源和海底的耦

合以及响应磁场的振幅。偶极天线很长，

所以即使在目前的海床状态下，洋流

也会移动天线，影响资料质量。

美国国家石油委员会（NPC）是

专门向美国政府提供油气资源开发咨

询的行业实体单位，他们对 CSEM 的

几项技术成就做了研究，认为这几项

技术对勘探活动极其重要 [28]。为保证

未来能源需求，专家组确定了两项需

要在短期内改进的 CSEM 技术。开发

快速 CSEM 3D 建模和反演流程可降低

伪电阻率异常体的数量，伪电阻率异

常体，包括水合物、盐体和火山岩岩性，

目前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有商业开采价

值的石油资源。第二个近期目标是怎

样将 CSEM 资料同地震勘探得到的构

造信息有机结合起来，提高 EM 资料

的分辨率。正如本文实例所述，这项

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如 MMCI 方
法 [29]。

从长期看，NPC 专家也认为很有

必要将 CSEM 研究推进至浅水、陆上

和更深地层。因为空气波的影响，浅

水和陆上 CSEM 勘探采集的资料噪音

比深水勘探采集的资料噪音大得多。

信号强度限制 CSEM 勘探的深度，但

NPC 专家组认为通过加强深层评价技

术开发会将这项应用扩展至新盆地勘

探领域。其他采集方式可能在超深油

藏勘探中发挥作用。

“电磁探测”这个术语在勘探开发

行业中虽然很少听说，但是，这一代

电磁探测工具和资料解释方法创造的

惊人成果已经表明其巨大潜力。随着

商业应用不断取得成功，电磁探测技

术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应用范围

也将得到扩展。                            － M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