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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典型的圆锥形陷落柱构建模型，采用声波方程对其地震波场响应进行模拟．分别从炮点位于陷落柱顶以

及位于陷落柱顶一侧较近的两种情况对陷落柱地震波场特征进行细致分析．我们认识到了陷落柱柱壁绕射是陷落柱

地震响应的重要特征．陷落柱的“反射———透射波”以及 “透射———反射波”可成为识别陷落柱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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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由于煤层底板奥陶系灰岩的风化剥蚀，陷落柱

在我国煤矿分布极为广泛，尤其是在中国华北、华东

及西北地区石炭二叠系煤田中［１～３］．陷落柱是一种

常见地质体，其空间分布密度变化较大，个体规模、

形态多样［２，３］．在煤炭的开采过程中，陷落柱是不容

忽视的重要地质灾害，对煤矿生产所造成的危害十

分巨大．它的存在，破坏了煤层的连续性，影响井巷

围岩的稳定性，妨碍了机械化采煤，而且会形成良好

的导水通道产生煤层顶、底板的突水问题；另外由于

陷落柱具有高孔隙度、低应力分布的特点，是煤层气

良好的储积场所，所以对陷落柱的识别与反演对煤

层气的开发利用以及瓦斯的预测同样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１，４，５］．

近年以来，高分辨率地震勘探作为煤田地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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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探查的重要手段，在探查煤田陷落柱方面取得良

好效果．但在实际生产中，由于陷落柱等构造所具有

的分布上的复杂性以及其对地震响应的特殊性，对

地震资料的解释至今仍不能完全满足生产需

要［４～１２］．为了进一步了解煤田陷落柱的地震响应，

为优化地震观测系统、地震资料解 释 提 供 依

据［１３～１９］，本文对典型煤田陷落柱进行了数值模

拟［２０～２６］．我们以圆锥形陷落柱为地质模型基础，采

用了声波方程构建地下波动场来突出反映陷落柱的

地震波场响应并对其波场特征进行分析．

１　声波场正演模拟

１．１　有限差分数值方法

为了分析陷落柱的地震波场响应，我们利用二

维声波方程进行正演模拟［２５，２６］．

二维介质中的声波方程为

Δ

２狌（狓，狕，狋）＝

２狌（狓，狕，狋）

狓
２ ＋


２狌（狓，狕，狋）

狕
２

＝
１

狏２（狓，狕）

２狌（狓，狕，狋）

狋
２

， （１）

其中狌（狓，狕，狋）为位移，狏（狓，狕）为该点速度，对时间

项使用二阶中心差分为

Δ

２狌（狓，狕，狋）＝
１

Δ狋
２狏２（狓，狕）

［狌（狓，狕，狋＋Δ狋）

－２狌（狓，狕，狋）＋狌（狓，狕，狋－Δ狋）］，

（２）

其中，Δ狋是时间采样间隔．

空间域本文采用四阶中心差分格式，即

Δ

２狌（狓，狕，狋）＝
１

１２Δ狓
２
［－狌（狓＋２Δ狓，狕，狋）

＋１６狌（狓＋Δ狓，狕，狋）

－３０狌（狓，狕，狋）

＋１６狌（狓－Δ狓，狕，狋）

－狌（狓－２Δ狓，狕，狋）］

＋
１

１２Δ狕
２
［－狌（狓，狕＋２Δ狕，狋）

＋１６狌（狓，狕＋Δ狕，狋）

－３０狌（狓，狕，狋）

＋１６狌（狓，狕－Δ狕，狋）

－狌（狓，狕－２Δ狕，狋）］， （３）

其中，Δ狓，Δ狕分别是横向与纵向空间采样间隔．

为保证数值计算稳定，对于四阶差分的稳定条

件是

狏ｍａｘΔ狋

Δ狓
≤槡

３

８
． （４）

对于人为边界，采用了改进的吸收边界条

件［２７］，地表为自由表面．

１．２　陷落柱模型的构建

一般认为，陷落柱就是煤系基底厚灰岩中古岩

溶的塌陷物以及上覆岩层塌陷物形成的塌陷

体［１，２８］．资料显示，陷落柱高度从几米或十几米，大

到数百米；剖面形态以圆锥形最为多见［２９］．陷落柱

柱体充填物成份复杂、松散，密度小，速度低，成层性

差，而陷落柱附近及顶部围岩多为煤层地层的砂岩、

泥岩或煤层，其沉积稳定，速度、密度与陷落柱相比，

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我们以典型的圆锥形陷落柱为基础；以上下两

煤系地层，中间夹一煤层为地质背景．陷落柱地质模

型参数见表１，模型示意图见图１．另外陷落柱的柱

顶埋深为１９０ｍ，煤层陷落直径为１００ｍ，陷壁角为

７５°
［３０］．

选取模型的横向与纵向长度分别为１０００ｍ与

６９０ｍ．其中，道间距１０ｍ，１０１道接收．我们采用两

种观测系统，一种是中间放炮，炮点位于偏移距

５００ｍ处，即炮点位于陷落柱顶；另一种是炮点位于

偏移距２００ｍ处，也就是距离陷落柱顶相近的放炮

方式．模型的横纵向空间采样间隔均为１０ｍ，时间

采样间隔为１ｍｓ，记录传播时间为０．５ｓ．选用峰值

频率为６０Ｈｚ的Ｒｉｃｋｅｒ子波作为震源函数．

表１　地层及陷落柱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狊狋狉犪狋犪犪狀犱狊狌犫狊犻犱犲犱犮狅犾狌犿狀

上煤系地层 煤层 下煤系地层 陷落柱

厚度／ｍ ３５０ ２０ ３２０ ５００

速度／（ｍ·ｓ－１）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７００ ２５００

图１　陷落柱地质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ｔｈｅｓｕｂｓｉｄｅｄｃｏｌｕｍｎ

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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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陷落柱的地震波场特征分析

对于建立的陷落柱模型，从炮点位于陷落柱顶

以及位于陷落柱顶一侧较近的两种情况对陷落柱地

震波场特征进行细致分析．

２．１　炮点在陷落柱顶的情况

图２是炮点在陷落柱顶的地震波场快照图．我

们可以在快照中观察到：当波前行进到陷落柱存在

区域时，由于陷落柱内部波速低于煤系地层波速，这

就造成在陷落柱内部行进的波前慢于煤系地层内的

波前；地震波穿过陷落柱顶部时，会产生一定的陷落

柱顶面反射波（图２ｂ），尽管这种反射波较煤层反射

波弱，但它是能为地面接收到的陷落柱特征波之一

（图２ｃ，图２ｄ）；在图２ｃ中，波前在煤层发生反射，由

于陷落柱内部相应位置不存在分界面，反射波间断．

此外，还需要指出两种现象．首先，当波前沿陷落柱

柱壁行进时，陷壁角和陷落柱内外速度分布特点决

定了在陷落柱内部形成透射角相同的透射波，图

２ｂｄ中“Ｘ”状波前即是柱壁透射波的反映；其次，陷

落柱内部波前通过煤层相应位置时，形成沿煤层行

进的波前，这是柱壁透射波的一部分．上述两种现象

很难被地面检波器接收到．这主要是因为前者在没

有分界面的情况下无法产生上行波，而后者是沿煤

层行进的．

图２　陷落柱顶放炮时波场快照

（ａ）５０ｍｓ，（ｂ）１００ｍｓ，（ｃ）１５０ｍｓ，（ｄ）２００ｍｓ

Ｆｉｇ．２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ｏｆｓｈｏｔ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ｉｄｅｄｃｏｌｕｍｎ

（ａ）５０ｍｓ，（ｂ）１００ｍｓ，（ｃ）１５０ｍｓ，（ｄ）２００ｍｓ

图３　陷落柱顶放炮陷落柱地震合成记录

Ｆｉｇ．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ｏｆｓｈｏｔｓ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ｉｄｅｄｃｏｌｕｍｎ

图４　陷落柱顶放炮时陷落柱射线路径图

Ｆｉｇ．４　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ｏｆｓｈｏｔ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ｔｏｐ

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ｉｄｅｄｃｏｌｕｍｎ

８８８



　３期 李　飞，等：陷落柱地震波场特征分析

　　图３是炮点在陷落柱顶的理论地震记录．在此图

中可以观察到陷落柱顶面反射波，此反射波能量较

弱，且反射波信号在近道能量稍强，当地质模型存在

地表低速层时，这种反射波近道能量稍强的现象更加

明显；地震波穿过相对低速的陷落柱，这会造成煤层

反射波同相轴中断处附近出现下陷现象，这并不是煤

层真实形态的反映，而是地下存在低速体陷落柱的

综合反映；从能量角度来看，由于煤层反射波清晰，近

道记录的地震信号能量弱．这是由于煤层反射波反射

点充足，而近道地震信号减弱是在陷落柱内煤层反射

点缺失造成的．此外，在近道煤层反射同相轴之下，有

陷落柱柱壁点绕射波产生．

图４是在陷落柱顶放炮时陷落柱及煤层地震射

线路径．射线相对简单，只有两种路径，即正常煤层反

射波和陷落柱顶面反射波．柱顶反射波主要集中在近

道，正常煤层反射波分布在远道．在煤层反射波和陷

落柱柱顶反射波之间存在地震射线空白区域，此区域

是可以观测地震同相轴下陷现象的区域．在实际生产

中的单炮记录及时间剖面上，由于陷落柱柱顶反射射

线数稀少及地表低速层的影响，很难观测到陷落柱柱

顶反射波．

２．２　炮点距陷落柱顶一侧较近的情况

图５是炮点在陷落柱顶一侧的地震波场快照，相

比炮点在陷落柱顶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地震波穿过陷

落柱顶部时，也会产生陷落柱顶面反射波（图５ｂ），与

图２ｂ不同的是柱顶引起的波前在煤层上会产生可见

的反射波（图５ｂｄ）；当波前行进到陷落柱存在区域

时，陷落柱内部波前仍然滞后；波前在煤层发生反射，

反射波在断陷点处间断（图５ｃ）；断陷点绕射因穿过

陷落柱而滞后（图５ｄ）；在陷落柱两侧煤层中，柱壁透

射波是依次产生的，远道一侧比近道一侧清晰；由于

炮点位置的变化，造成陷落柱两侧沿柱壁行进的波前

不同时，图２中“Ｘ”状波前成为“７”状波前（图５ｄ）．总

之，炮点的变化使得波场信息更为丰富．

图５　陷落柱顶一侧放炮时波场快照

（ａ）５０ｍｓ，（ｂ）１２０ｍｓ，（ｃ）１５０ｍｓ，（ｄ）２００ｍｓ

Ｆｉｇ．５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ｏｆｓｈｏｔｓｂｅｓｉｄｅ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ｉｄｅｄｃｏｌｕｍｎ

（ａ）５０ｍｓ，（ｂ）１２０ｍｓ，（ｃ）１５０ｍｓ，（ｄ）２００ｍｓ

　　图６是炮点在陷落柱顶一侧的理论地震图．对于

炮点位于陷落柱顶一侧较近的情况下，陷落柱顶面反

射波集中在远道，较炮点在陷落柱顶的记录更容易识

别；煤层反射波同相轴中断处附近没有出现明显的下

陷现象，但却出现强烈相干同相轴；地震波同相轴丰

富，从能量角度看，陷落柱顶部反射更加突出．

图７显示了在陷落柱顶一侧较近的情况下放炮

时陷落柱及煤层的地震射线路径．射线射线图要复

杂一些，其中包括了四种射线路径，即正常煤层反射

波、陷落柱柱面反射波、煤层反射后穿过陷落柱体的

“反射—透射波”以及穿过陷落柱后在煤层反射的

“透射———反射波”．正常煤层反射波集中在近道；

“反射—透射波”集中在远道；而“透射—反射波”集

中在更加远离震源的方向．三种射线路径之间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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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空白带，这是由于入射到陷落柱柱面的射线

入射角较大造成的．在射线路径空白带内，能够接收

到陷落柱断陷点及其柱壁相干的地震信号．上述四

种地震射线路径中，“反射—透射波”和“透射—反射

波”穿过陷落柱内部，携带陷落柱内部信息，是研究

和探查陷落柱特征的重要波型．

图６　陷落柱顶一侧放炮陷落柱地震合成记录

Ｆｉｇ．６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ｏｆｓｈｏｔｓｂｅｓｉｄｅ

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ｉｄｅｄｃｏｌｕｍｎ

图７　陷落柱顶一侧放炮时陷落柱射线路径图

Ｆｉｇ．７　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ｏｆｓｈｏｔｓｂｅｓｉｄｅｔｈｅｔｏｐ

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ｉｄｅｄｃｏｌｕｍｎ

３　结　论

通过对陷落柱进行的数值模拟以及波场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１）炮点的位置不同，会观测到不同的陷落柱特

征．陷落柱顶放炮可以全面观测到陷落柱顶面特征；

在陷落柱顶一侧较近放炮可以观测到陷落柱内更多

信息．

（２）陷落柱柱壁绕射是陷落柱地震响应的重要

特征．由于大量绕射波的存在，在近道形成相干同相

轴，这些同相轴不是地下构造的真实反映，应当加以

区分．

（３）陷落柱柱面产生的反射波只有很小部分可

以为地表接收，难以形成为能量可观的连续反射波．

陷落柱的“反射—透射波”以及 “透射———反射波”

可成为识别陷落柱的重要标志．

致　谢　成文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张中杰研究员的悉心指导与帮助，在此

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

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李颜贵工程师与作者进行的交流

讨论表示真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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