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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岩石物理实验和实际观测研究表明，纵波速度的频散
现象通常都与地层的含气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纵波反射系
数随频率变化所导致的．但是，传统的ＡＶＡ反演方法忽略了这
种速度频散现象，因此引入了误差，增加了含气预测的风险．本
文我们提出了一种适用于频变反射系数和速度频散的反演方
法，采用传播矩阵方程来进行正演模拟．而考虑到加入频散信
息的ＡＶＡＦ反演问题具有高度的非线性特征，我们基于粒子群
优化（ＰＳＯ）算法来进行ＡＶＡＦ反演．经过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测
试证明，我们的反演方法适用于包含频散信息的地震数据，且
具有一定的抗噪性，即使是在含噪数据下，也能够挖掘出数据
中的纵波速度频散信息，为之后利用纵波速度的频散规律来解
释储层含气性提供可靠的依据．
关键词　 速度频散；ＡＶＡＦ反演；含气性解释；粒子群优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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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石油勘探开发中，流体的预测已经成为了地球物理勘
探的首要任务．在１９８４年，Ｏｓｔｒａｎｄｅｒ（１９８４）指出地震波的振
幅会随着偏移距的变化而发生变化（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Ｏｆｆｓｅｔ），首次提出ＡＶＯ这个概念．而改变偏移距也就改变了
地震波的入射角度，造成了地震波在地下油气藏中的传播距
离不同，从而引起不同入射角地震波衰减程度的差异，因此
ＡＶＯ技术有时也被称为ＡＶＡ（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ｎｇｌｅ）技术．
Ｏｓｔｒａｎｄｅｒ的发现标志着实用ＡＶＯ技术的出现，之后许多学
者对ＡＶＯ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利用这项技术来寻找油

气藏．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岩石物理的理论研究表明，若
饱和流体的非均质体小于地震波长且大于孔隙尺度时，地震
波就会压缩岩石骨架，使得孔隙中流体压力增加，在整个介
质中形成压力梯度，造成介观尺度的流体流动（Ｗｈｉｔｅ，
１９７５）．目前普遍认为该机制是造成地震波在地震勘探频带
内能量衰减的主要因素（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１０；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实
验室模拟也证实了流体充填介质常常导致地震波发生不同
程度的速度频散和能量衰减，实际地震资料也可能在某一频
率范围内存在频散特征（Ｂａｔｚ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而传统的ＡＶＡ
反演方法并没有考虑地震波在含流体介质中传播时的能量
衰减，也没有给出频变反射系数的信息，这就增加了ＡＶ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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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寻找油气藏的风险（Ｌｕ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大量研究表明，地震波的速度和能量衰减都与频率有关

（Ｎｏｒｒｉｓ，１９９３；Ｇｕｒｅｖｉｃｈ ａｎｄ Ｌｏｐａｔｎｉｋｏｖ，１９９５；Ｇｅｌｉｎｓｋ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１；Ｃａｒｃｉｏｎｅ ａｎｄ Ｐｉｃｏｔｔｉ，２００６），且地震波能
量的衰减与速度频散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含油气储层，
横波速度在地震勘探频带内的频散很弱，主要是纵波速度表
现出明显的频散现象．而对于不同的含气饱和度，纵波速度
的频散规律都存在差异，储层在部分含气时，频散最为明显，
而在饱气或饱水的情况下，频散较弱（Ｃａｒｃｉｏｎｅ ａｎｄ Ｐｉｃｏｔｔｉ，
２００６）．因此，基于频率变化的ＡＶＡ技术（ＡＶＡＦ）在近年来受
到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它可以将由流体引起的频散信息考虑
在其中，通过分析随频率变化的属性以达到更好地寻找油气
藏的目的．考虑到纵波速度和横波速度的频散性质，Ｗｉｌｓｏｎ
和Ｃｈａｐｍａｎ（２００９）扩展了Ｓｍｉｔｈ和Ｇｉｄｌｏｗ的ＡＶＡ方程，在
方程中引入了频率这个变量，并利用泰勒级数展开使方程线
性化，首先开始考虑频变的ＡＶＡ反演．与Ｗｉｌｓｏｎ等类似，
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１）基于Ｓｈｕｅｙ方程，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ＡＶＯ
截距和梯度属性，利用这两个属性来预测含油气储层的位
置．也有学者将不同的频谱分析技术与ＡＶＯ反演技术相结
合，利用线性化的反演方法来反演频变属性，从而判断地层
中的流体性质．除此之外，Ｗｕ等（２０１３）研究了基于ＡＶＡＦ
的孔隙度和饱和度的贝叶斯反演，首先对测井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得到先验概率，然后基于模型数据与地震数据相匹配获
得似然函数，将先验概率和似然函数相结合来估计孔隙度和
饱和度的后验概率．但考虑频率的ＡＶＡＦ反演仍然是一个高
度非线性的问题，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而传统的线性反演
方法十分依赖于初始模型，很容易使得反演问题的目标函数陷
入局部极值且无法跳出．为了避免非线性问题，Ｌｕｏ等（２０１７）从
全局优化的角度，采用快速模拟退火算法来进行ＡＶＡＦ反
演，利用反演得到的速度频散特征来解释储层的含气性．

本文采用基于粒子群优化（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ＳＯ）算法的ＡＶＡＦ反演方法来避免非线性问题． ＰＳＯ算法
在搜索最优解的过程中，仅仅通过当前搜索到的最优解进行
群体信息共享，信息单向流动，使得整个搜索更新过程跟随当
前的最优解．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粒子能更快地收敛
于最优解，这种群体协作机制可以进一步提高反演的效率．

本文基于传播矩阵方程（Ｃａｒｃｉｏｎｅ，２００１）来进行正演模
拟，并利用ＰＳＯ算法来进行ＡＶＡＦ反演．与传统的仅考虑单
界面的ＡＶＡ反演相比较，传播矩阵法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比

较方便地考虑层状介质模型．首先，我们简要地介绍传播矩
阵法正演与基于ＰＳＯ算法的ＡＶＡＦ反演方法的基本原理．然
后，我们根据实际资料的地层参数设计层状介质模型合成地
震记录，对基于ＰＳＯ算法的ＡＶＡＦ反演方法进行测试，再对
方法进行抗噪性测试与实际数据测试．结果证明，我们的反
演方法对包含频散信息的地震数据有较好的稳定性，能够反
演出纵波速度的频散规律，为地层的含气性解释提供依据．
最后，我们给出了一些结论．
１　 传播矩阵正演模拟

假设仅有纵波入射，反射透射系数向量ｒ ＝［ＲＰＰ，ＲＰＳ，
ＴＰＰ，ＴＰＳ］Ｔ可以由公式（１）求得：

ｒ ＝ － Ａ１ (－ ∏
Ｎ

α ＝ １
Ｂ )α Ａ[ ]２

－１

ｉＰ ， （１）
其中，ｉＰ表示入射向量，ｉＰ 中的元素与顶层介质的弹性参数
有关，下标１和２分别表示顶层和底层介质，均为半无限空
间． Ａ１和Ａ２分别为顶、底介质的传播矩阵，Ａ１ 中的元素与顶
层介质的纵波速度、横波速度、密度以及频率和入射角度有
关，Ａ２中的元素与顶层介质的纵波速度，底层介质的纵波速
度、横波速度、密度、中间层总厚度以及频率和入射角度有
关． Ｂα表示中间第α层的传播矩阵．可以看到，传播矩阵法
能够考虑中间有多层的情况，但为了说明上的简便，这里我
们假设仅有三层介质，于是公式（１）可以化简为

ｒ ＝ －（Ａ１ － ＢＡ２）－ １ ｉＰ ． （２）
入射向量与各层传播矩阵的表达式为
ｉＰ ＝ ｉω［βＰ１，γＰ１，ＺＰ１，ＷＰ１］Ｔ， （３）

Ａ１ ＝ ｉω

βＰ１ βＳ１ ０ ０

－ γＰ１ － γＳ１ ０ ０

－ ＺＰ１ － ＺＳ１ ０ ０

ＷＰ１ ＷＳ１











０ ０

， （４）

Ａ２ ＝ ｉω

０ ０ βＰ２ ｅｘｐ（－ ｉωＳＰ２ｈ） βＳ２ ｅｘｐ（－ ｉωＳＳ２ｈ）
０ ０ γＰ２ ｅｘｐ（－ ｉωＳＰ２ｈ） γＳ２ ｅｘｐ（－ ｉωＳＳ２ｈ）
０ ０ － ＺＰ２ ｅｘｐ（－ ｉωＳＰ２ｈ） － ＺＳ２ ｅｘｐ（－ ｉωＳＳ２ｈ）
０ ０ －ＷＰ２ ｅｘｐ（－ ｉωＳＰ２ｈ） －ＷＳ２ ｅｘｐ（－ ｉωＳＳ２ｈ











）
，

（５）
Ｂ ＝ Ｔ（０）Ｔ － １（ｈ）， （６）

其中：

　 　 Ｔ（ｈ）＝ ｉω
βＰ βＳ βＰ βＳ
－ γＰ － γＳ γＰ γＳ
－ ＺＰ － ＺＳ － ＺＰ － ＺＳ
ＷＰ ＷＳ －ＷＰ －Ｗ









Ｓ

ｅｘｐ（ｉωＳＰｈ） ０ ０ ０
０ ｅｘｐ（ｉωＳＳｈ） ０ ０
０ ０ ｅｘｐ（－ ｉωＳＰｈ） ０
０ ０ ０ ｅｘｐ（－ ｉωＳＳｈ









）
． （７）

　 　 公式（１）—（７）中，ω ＝ ２πｆ为圆频率，ｉ为虚数单位，系
数β、γ、Ｚ和Ｗ可由公式（８）至公式（１０）计算得到，即：

βＰ
γ[ ]
Ｐ

＝ １
ｓ２ ＋ ｓ２槡 Ｐ

ｓ
ｓ[ ]
Ｐ
，

βＳ
γ[ ]
Ｓ

＝ １
ｓ２ ＋ ｓ２槡 Ｓ

ｓＳ
－[ ]ｓ{ ，

（８）

ＷＰｊ ＝ ２μ ｊ ｓＰｊ ｓＶＰｊ，ＷＳｉ ＝ μ ｊ（ｓＳｊ － ｓ）ＶＳｊ，
ＺＰｊ ＝（λｊ ｓ２ ＋ Ｅｊｓ２Ｐｊ）ＶＰｊ，ＺＳｊ ＝ － ２μ ｊ ｓＳｊ ｓＶＳｊ{ ， （９）
ｓ ＝ ｓｉｎθ ／ ＶＰ１，ｓＰｊ ＝ ｃｏｓθ ／ ＶＰｊ，ｓＳｊ ＝ ｃｏｓθ ／ ＶＳｊ，
Ｅｊ ＝ ρｊＶ

２
Ｐｊ，μ ｊ ＝ ρｊＶ２Ｓ，λｊ ＝ Ｅｊ － ２μ ｊ，ｊ ＝ １，２{ ．

（１０）
其中ＶＰ、ＶＳ、ρ以及ｈ分别表示中间层纵波速度、横波速度、
密度和厚度，加上下标１和２以后分别代表顶层介质和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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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其中，横波速度不发生频散现象，纵波速度仅有ＶＰ 具
有频散特征，因此系数βＰ、γＰ、ＺＰ 和ＷＰ 均随频率发生变化，
中间层的传播矩阵Ｂ与频率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使得纵
波反射系数ＲＰＰ是频变的．简而言之，ＲＰＰ和ＶＰ 可以表示为
ＲＰＰ（ｆ，θ）和ＶＰ（ｆ），它们是ＡＶＡＦ反演的基础．
２　 基于 ＰＳＯ算法的 ＡＶＡＦ反演方法

为了说明上的方便，这里仍然采用三层介质模型来进行
说明，上下层均为非渗透性的泥岩层，是完全弹性的介质，纵
波速度、横波速度均不发生频散．中间为渗透性的砂岩储层，
为黏弹性介质，仅有纵波速度具有频散特征．要反演的参数
不仅包括中间层随频率变化的纵波速度，还有上下层的纵波
速度、各层的横波速度、密度和中间层的厚度，参数较多．考
虑到该反演问题具有高度的非线性特征，而传统的线性化反
演方法十分依赖于初始模型，且目标函数陷入局部极值后无
法跳出，所以本文采用ＰＳＯ这类全局优化算法来进行ＡＶＡＦ
反演．

图２　 气层（ａ）与水层（ｂ）对应的无噪地震记录
Ｆｉｇ． ２　 Ｎｏｉｓｅｆｒｅ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ａ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ｂ）

对于给定的频率范围，储层物性（孔隙度、渗透率、含气
饱和度）及各层弹性参数（各种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利用
斑块饱和模型可以计算得到中间储层介质随频率变化的纵
波速度ＶＰ（ｆ）．再给定角度范围、上下层的纵波速度、各层的
横波速度、密度以及中间储层的厚度，我们可以通过传播矩
阵方程，即公式（２）至公式（１０）计算得到反射透射系数向量
ｒ，从中取出频率角度域的纵波反射系数ＲＰＰ（ｆ，θ）．

记反演参数的向量为ｍ ＝［Ｖ ｆ１Ｐ ，Ｖ ｆ２Ｐ ，…，Ｖ ｆＬＰ ，ｈ，ＶＳ，ρ，ＶＰ１，
ＶＳ１，ρ１，ＶＰ２，ＶＳ２，ρ２］，其中ｖｐ ＝［Ｖ ｆ１Ｐ ，Ｖ ｆ２Ｐ ，…，Ｖ ｆＬＰ ］代表中间层
不同频率的纵波速度，且ｆ１ ＜ ｆ２ ＜…＜ ｆＬ，为反演选择的频
率． Ｖ ｆｌＰ 表示频率ｆｌ（ｌ ＝ １，２，…，Ｌ）处的纵波速度，ＶＳ、ρ以及
ｈ分别表示横波速度、密度和厚度．将目标函数定义为

ｍｉｎ
ｍ
Ｊ（ｍ）＝ ∑

θ ｊ
∑
ｆｌ

ＲＰＰ（ｍ，ｆｌ，θｊ）－ Ｓ
ｏｂｓ（ｆｌ，θｊ）
ｗ（ｆｌ，θｊ） ，

（１１）
其中，ＲＰＰ（ｍ，ｆｌ，θｊ）、ｗ（ｆｌ，θｊ）和Ｓｏｂｓ（ｆｌ，θｊ）分别表示利用参
数向量ｍ计算得到的频率角度域的纵波反射系数ＲＰＰ、子
波以及观测到的地震数据经过傅里叶变换后在频率ｆｌ 和角
度θｊ处的值． ·代表对复数的取模操作，这样使用了复数

的实部与虚部，既考虑到了振幅也考虑到了相位，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削弱反演问题的多解性．

然后使用ＰＳＯ算法来求解能使得目标函数（１１）取得全
局最小值的参数组合． ＰＳＯ算法是由Ｋｅｎｎｅｄｙ和Ｅｂｅｒｈａｒｔ等
（１９９５）开发的一种新的进化算法，它模拟的是鸟类的觅食
过程．与模拟退火算法和遗传算法类似，都是从随机解出发，
通过模拟自然规律来迭代寻找最优解．但是与遗传算法不
同，它没有复杂的“交叉”和“变异”操作，实现更为简单，通
过追随当前搜索到的最优解来寻找全局的最优解．也正因为
这种群体信息共享的机制，粒子在搜索最优解的过程中方向
性更明确，收敛速度更快，这使得ＰＳＯ算法在学术界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将一个由反演参数组成的向量ｍ作为一个粒子的位置
（以下粒子的位置也称为粒子）．对于给定规模大小的粒子
群，其中的每个粒子都是反演问题的可行解，通过测井数据、
岩石物理实验和工区先验的地质情况认识，我们可以确定粒
子群中每个粒子的活动空间，即每个反演参数的取值范围．
将每个可行解的扰动作为每个粒子的速度，得到粒子的速度
更新公式为

ｖｋ ＋ １ｉ ＝ｍｋｉ ＋ ω（ｋ）ｖｋｉ ＋ ｃ１Ｒ１（ｐｋｉ －ｍｋｉ）＋ ｃ２Ｒ２（ｐｋｇ －ｍｋｉ），
（１２）

其中，下标ｉ表示粒子群中的第ｉ个粒子，上标ｋ表示第ｋ次
迭代． ｖ表示对粒子的扰动，即粒子的速度．将粒子带入目标
函数Ｊ（ｍ），得到的值越小说明粒子越优． ｐｋｉ 和ｐｋｇ 分别表示
截止到第ｋ次迭代，第ｉ个粒子的历史最优位置和粒子群中
的最优粒子位置．粒子的速度更新公式中，ω表示的是惯性
权重，它与上一次迭代的速度相乘象征着上一次迭代的速度
对本次速度的影响．第二项和第三项分别表示粒子ｍｋｉ 在第
ｋ次迭代中向自己的历史最优位置ｐｋｉ 和粒子群中最优粒子
的位置ｐｋｇ的靠近行为，第二项称为“个体经验”，第三项称为
“社会经验”，而ｃ１ 和ｃ２ 分别表示粒子两种经验的学习率，
它们的取值范围为２ ～ ４，通常认为两种经验同样重要，即
ｃ１ ＝ ｃ２ ． Ｒ１和Ｒ２为０ ～ １之间的随机数，用于增加粒子向“优
秀”粒子靠近的随机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惯性权重ω的大小与迭代次数ｋ有
关，记ω（ｋ）表示第ｋ次迭代的惯性权重，我们定义它随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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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气层（ａ）与水层（ｂ）对应的Ｐ波反射系数振幅谱
Ｆｉｇ． ３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Ｐｗａｖ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ａ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ｂ）

图４　 含气储层模型的ＡＶＡＦ反演结果（ａ）与ＡＶＡ反演结果（ｂ）的合成角道集与实际模型角道集的残差剖面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ｇａ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ｇａ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ＡＶＡＦ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ａｎｄ ｆｏｒ ＡＶＡ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

图１　 气层（红色虚线）与水层（蓝色实线）
对应的理论Ｐ波速度频散曲线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Ｐ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ａｓ （ｒｅｄ 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图５　 无噪地震数据情况下的速度频散
反演结果与真实频散曲线对比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ａ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ｏｉｓｅｆｒｅｅ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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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气层（ａ）和水层（ｂ）含噪１０％的地震数据
Ｆｉｇ． ６　 Ｎｏｉｓｙ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ＳＮＲ ＝ １０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ａ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ｂ）

图７　 含噪１０％地震数据情况下的速度频散反演
结果与真实频散曲线对比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ａ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ｏｉｓｙ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ＳＮＲ ＝ １０

图８　 反演使用的实际地震数据
（ａ）高产井目的层角道集；（ｂ）低产井目的层角道集．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ｕｓｅｄ ｉｎ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Ａｒｏｕｎｄ ｇａ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ｌａｙｅｒ；（ｂ）Ａ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ｌａｙｅｒ．

次数的增加按指数规律衰减，可以表示为ω（ｋ）＝ μω（ｋ１），
μ为衰减因子，是一个小于１的常数．这是因为，在粒子群的
搜索初期，解的质量都比较差，需要对解进行比较大的扰动，
保持整个系统具有较强的全局寻优能力．而到了搜索后期，

图９　 实际数据的纵波速度频散反演结果
Ｆｉｇ． ９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Ｐ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ｉｎ ｒｅａｌ ｄａｔａ

解的质量逐渐变好，已经不需要再对解进行太大的扰动，所
以采用小的惯性权重做局部的精细搜索．但是，惯性权重的
无限递减会使得粒子失去活动能力，即使陷入了局部极值也
不再具有跳出的可能．因此，为了让系统后期仍然保持一定
的全局搜索能力，为跳出局部极值提供可能，我们设定了一
个惯性权重的下限，当惯性权重小于这个值时，又增大为衰
减之前的值ω（０），继续再按指数规律进行衰减，这个思想与
模拟退火算法的重升温过程类似．

另外，在实际地震数据的测试中，需要做一些额外的工
作．一方面，为了近似理论的三层模型，反演使用的数据应该
被限制在某一时窗内．本文中，我们采用汉明窗来截取目的
层附近的地震数据来进行反演．另一方面，对于实际地震数
据，我们应该分小、中、大角度的范围分别进行子波的提取，
而不是所有角度都使用同一个子波进行反演．
３　 数值模拟结果及分析

我们用于试验的数值模型是一个三层模型，上下是非渗
透性的泥岩层，均为半无限空间，中间为渗透性的砂岩储层．
假设泥岩层是完全弹性的，速度不发生频散，砂岩层是黏弹
性的，纵波速度具有频散特征．通过某致密碎屑岩油气藏的
井资料我们可以得到如表１所示的地层参数，其中砂岩储层
的纵波速度是频散的．对储层岩样进行岩石物理测量与分析
之后可以得到储层岩石的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等弹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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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利用斑块饱和理论可以求得储层的纵波速度频散曲线
作为真实的速度频散曲线．如图１所示，可以看到，气层的频
散现象比水层明显，速度随频率的变化更大．对实际地震数
据进行频谱分析，得到主频大约为２０ Ｈｚ，因此，将主频为
２０ Ｈｚ的雷克子波用于正演和反演．基于给定的地层参数和
传播矩阵方程，计算频率角度域的纵波反射系数ＲＰＰ，然后
将每个角度的反射系数谱与主频为２０ Ｈｚ的雷克子波频谱
相乘，再经过反傅里叶变换就得到了无噪的时间域角度道集
（见图２）．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到振幅随着入射角度的变化
而变化，且地层在含气和含水的情况下，地震波形的ＡＶＡ特
征有着明显的差异．图３为对应的频变反射系数，很明显，反
射系数随着频率和角度是变化的．

表１　 实际模型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模型 ＶＰ（ｍ ／ ｓ） ＶＳ（ｍ ／ ｓ） ρ（ｋｇ ／ ｍ３） ｈ（ｍ）
泥岩 ４４３８ ２５３１ ２． ６１６３ —
砂岩 ４２３５ ２５６７ ２． ５１３９ １０

表２　 气层无噪地震数据的ＡＶＡＦ反演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ＶＡＦ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ａ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模型 ＶＰ（ｍ ／ ｓ） ＶＳ（ｍ ／ ｓ） ρ（ｋｇ ／ ｍ３） ｈ（ｍ）
上层 ４７４６． ８ ２５２５． ３ ２． ６２９２ —
中间层 ４１５０ ２４５４． ３ ２． ６１４７ ９． ７４

下层 ４７４４． ３ ２５２４． ５ ２． ６３１０ —

首先，利用含气情况的无噪地震数据来对比传统的
ＡＶＡ反演方法与本文提出的基于ＰＳＯ算法的ＡＶＡＦ反演方
法的差异．根据井资料，划定三层介质的纵波速度、横波速
度、密度和中间层的厚度在反演过程中的搜索空间，总的迭
代次数设为１０００次．为了公平起见，除了ＡＶＡ反演的中间
层纵波速度不随频率变化，其他反演条件均相同．反演３、
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 Ｈｚ这６个频率对应的储层纵波速度，两种
反演方法的纵波速度（包括上下层介质）搜索空间均为
４ ｋｍ ／ ｓ到５ ｋｍ ／ ｓ，横波速度为２ ｋｍ ／ ｓ到３ ｋｍ ／ ｓ，密度为
２ ４ ｋｇ ／ ｍ３到２． ７ ｋｇ ／ ｍ３，中间层厚度为５ ｍ到２０ ｍ．利用
ＰＳＯ算法分别对无噪的地震记录进行ＡＶＡ反演和ＡＶＡＦ反
演，得到所有参数的反演结果如表２和表３所示．比较两种
方法的反演结果可以发现，ＡＶＡＦ反演方法得到的结果要更
好一些．其中，ＡＶＡＦ反演得到的中间层厚度为９． ７４ ｍ，与实
际厚度相差无几，而ＡＶＡ反演得到的厚度与实际情况相去
甚远．将两种方法的反演结果重新进行正演，由于仅对６个
频率的速度进行反演，为了不引入插值带来的误差，这里我
们只用这６个频率合成的地震记录来比较，得到的地震记录
与实际地震记录作差，残差剖面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以看
到，ＡＶＡＦ反演方法对应的残差能量为０． ０１４２，小于ＡＶＡ反
演的残差能量．这表明ＡＶＡＦ反演方法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出
原始地震数据中的频散信息．

表３　 气层无噪地震数据的ＡＶＡ反演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ＶＡ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ａ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

模型 ＶＰ（ｍ ／ ｓ） ＶＳ（ｍ ／ ｓ） ρ（ｋｇ ／ ｍ３） ｈ（ｍ）
上层 ４３６７． ０ ２５１１． ３ ２． ６１１３ —
中间层 ４１１０ ２４９４． ４ ２． ６０５７ １７． ６

下层 ４４０６． ７ ２５３６． ３ ２． ５９５０ —

对储层含水的情况也进行ＡＶＡＦ反演，反演得到的速度
频散曲线如图５所示．可以看到，无论是地层含水还是含气，
我们的反演方法均能够较为准确地刻画出速度频散的规律，
水层情况下速度频散较弱，而气层情况下速度频散较强．我
们可以根据反演得到的速度频散曲线来对储层的含气性进
行解释，从而判断是否是有效储层．

由于实际叠前地震数据的信噪比一般较低，因此我们还
对反演方法进行了抗噪性测试．在图１所示的道集上按振幅
比加入１０％的高斯随机噪声，得到含噪数据如图６所示．可
以看到波形上存在大量的随机抖动，地震记录的品质明显降
低．我们重点关注与储层含气性密切相关的速度频散曲线，
同样，利用ＰＳＯ算法对含噪的地震记录进行ＡＶＡＦ反演，反
演得到的速度频散曲线如图７所示．对比图５和图７可以看
到，地震记录含噪时影响了速度频散曲线的反演结果，反演
结果比地震记录无噪时要差一些，但基本还能反映出气层频
散强于水层频散的规律，能够区别出气层和水层的差异．
４　 实际数据测试

接下来使用致密砂岩储层的实际数据来进一步测试我
们的反演方法．图８是用汉明窗截取的实际地震数据角道
集，图中的两个角道集分别来自两口井的同一目的层段．图
８ａ是低产量井对应的目的层段地震数据，由测井解释可知
该位置含气量很少，将其视为水层；图８ｂ是高产量井对应的
目的层段地震数据，由试气结果可知该位置对应的储层能产
生工业气流，将其视为气层．然后分小、中、大三个角度范围
进行地震子波的提取，在之后的反演过程中，不同角度范围
的角道集使用对应的地震子波．考虑到计算的复杂度，仍然只
反演６个频率的中间层纵波速度，选择的频率与数值模型相
同．而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复杂性，我们适当地扩大了参数的搜
索空间，纵波速度的搜索空间为３． ８ ｋｍ／ ｓ到５． ２ ｋｍ／ ｓ，横波
速度为２ ｋｍ／ ｓ到３． ２ ｋｍ／ ｓ，密度为２． ３ ｋｇ ／ ｍ３ 到２． ７ ｋｇ ／ ｍ３，
而中间层厚度不变，仍然为５ ｍ到２０ ｍ．

图９是对图８中两个角道集数据进行反演之后得到的
纵波速度频散的结果．可以看到，与试气结果和测井解释有
较好的一致性，对于气层，纵波速度随频率变化大，频散现象
明显；而对于低产量的层段，纵波速度随频率变化小，频散很
弱．相比于数值模型，可以看到，对实际数据的反演结果稳定
性要差一些，反演出来的速度频散曲线不如数值模型的平
滑，且速度并没有严格按照随频率递增的岩石物理规律．如
图９中的蓝色实线所示，速度随频率的变化存在轻微的起
伏．但仍然可以看出速率频散的整体规律，能够通过速度频
散规律区分出气层，从而对地层的含气情况做出合理的

１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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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５　 结　 论

（１）岩石物理理论和实验已经证明，地震波穿过含油气
储层时，会产生速度频散和反射系数随频率变化的现象，而
传统的ＡＶＡ反演方法并没有考虑这个因素，因此反演结果
中就可能会引入一些误差．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适用于
包含频散信息的地震数据的ＡＶＡＦ反演方法，经过数值模型
与实际地震数据的测试，证明了通过ＡＶＡＦ反演来进行地层
含气检测的可行性，利用反演出来的速度频散规律能够对储
层的含气情况进行较为合理的解释．

（２）但是在本文中，我们的方法建立在诸多假设之下，
实际情况中能影响速度频散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储层的厚度
和地震数据的处理过程等．而且我们的方法暂时没有考虑到
转换波的作用，只使用了纵波反射系数．因此，这些问题都是
之后的研究方向．除此之外，反演方法的稳定性也需要更多
的关注．

致　 谢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编辑部的大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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