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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光纤分布式声波传感技术( DAS) 基于相位敏感光时
域反射，是一种利用光纤后向瑞利散射干涉效应实现声波信号
连续分布式探测的新型传感技术． 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近年
来在井中 VSP、地表地震采集、时延或永久油藏监测、水力压裂
监测等方面开展了试验和应用，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相比常规
地面检波器及井中检波器，DAS技术具有低成本、高效率、密集
采样、资料品质不低于传统地震检波器等优势． 但 DAS 技术的
局限性在于数据信噪比受光纤布设方式影响、单分量采集、保
真距离有限．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展望 DAS 技术未来发展方
向: ( 1) 螺旋缠绕技术等多分量 DAS 技术的发展及实用化和工
业化，以及新型光纤电缆的发展，将大幅度地提高光纤的灵敏
度和动态范围，DAS 将逐渐克服其局限性． ( 2 ) DAS 解调技术
的发展和光纤采集方式的优化，包括新型采集观测系统、光纤
与地层耦合技术等，以及针对性处理、成像技术发展将进一步
提高 DAS数据的信噪比和成像质量． ( 3 ) 由于 DAS 具有成本
低、采样率高等优点以及未来 DAS技术在提高信噪比方面的进
展，DAS技术在油气地球物理技术领域的应用前景将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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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ber optic Distributed Acoustic Sensing ( DAS) ，based
on phase-sensitive optical time-domain reflectometry， is a novel
sensing technology that can continuously and distributedly detect
acoustic signals by means of Ｒayleigh backscattering interference
effect． In recent years，in the field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DAS have been tested and appli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borehole VSP，surface seismic acquisition，4D or permanent
reservoir monitoring，hydraulic fracturing monitoring and so on，and
early success have been achieved．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surface geophone and borehole geophone，DAS technology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w cost，high efficiency，dense sampling and data
quality not lower than traditional geophone，etc． However，the
limitations of DAS technology lie in the S /N of DAS data is affected
by the way of optical fiber installation，single component acquisition
and limited fidelity distance．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DAS technology is
predicted． Firstly，the development，practicability，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multi-component DAS technology， such as helically wound
technology，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optical fiber cable，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and dynamic range of optical
fiber，thus DAS will gradually overcome its limitations． Secondly，
development of DAS interrogation technology and optimization of
acquisition method，including new type of acquisition geometry，
optical fiber and formation coupling technology，and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processing and imaging technology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and imaging quality of DAS data． Thirdly，due
to the advantages such as low cost and high sampling rate and so on，
and progress in improving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in the future，
DAS technology will be more extensive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oil
and gas geophysics，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optimizing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decisions and increasing oil and gas
recovery．
Keywords Distributed Acoustic Sensing ( DAS) ; Petroleum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Borehole VSP; Surface seismic acquisition;
Permanent reservoir monitoring; Hydraulic fracturing monitoring

0 引 言

光纤传感技术是 20 世纪 70 年代伴随光纤通信技术的
进步发展起来的，以光波为载体、光纤为媒介，感知和传输被
测量信号的新型传感技术 ( 朱桂清和王晓娟，2014; 吴学兵
等，2016 ) ． 分布式声波传感技术 ( Distributed Acoustic

Sensing，简称 DAS) 基于相位敏感光时域反射，是一种利用光
纤后向瑞利散射干涉效应实现声波信号连续分布式探测的
新型传感技术，它不仅具有普通光纤传感技术的优点，如抗
电磁干扰、隐蔽性好、耐腐蚀、绝缘等，而且可以实现光纤沿
线动态应变( 振动、声波) 的长距离、分布式、实时定量检测．
DAS技术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划分为定性检测、定量检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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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升 3 个阶段( 蔡海文等，2018) ． DAS 技术最早应用于军
事、通讯、工程领域，在定量检测阶段，分布式声波传感技术
开始开拓了在油气勘探领域的应用．

分布式声波传感技术在国际油气领域的应用始于 2002
年，由于覆盖面广、施工成本低，在油气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目前已成为研究热点，在井中 VSP 地震采集 ( Daley et
al．，2013; Madsen et al．，2013; Hartog et al．，2014; Mateeva
et al．，2014; Parker et al．，2014; Jiang et al．，2016;李彦鹏
等，2020) 、地表地震采集 ( Bakulin et al．，2017; Bakulin et
al．，2018a; Bakulin et al．，2018b) 、时延或永久油藏监测
( Mateeva et al．，2013; Hornman et al．，2015; Chalenski et
al．，2016; Mateeva et al．，2017; Lopez et al．，2017; Byerley
et al．，2018a) 、微地震监测( Molenaar et al．，2011; Webster
et al．，2013; Karrenbach et al．，2017) 等方面开展了现场试
验，并在现场试验中取得了显著效果．

1 DAS技术原理

DAS技术以相位敏感型光时域反射原理( Phase-sensitive

Optical Time Domain Ｒeflectometry，Ф-OTDＲ) 为基础，通过高
功率的激光发射器向所连接的探测光缆发送激光脉冲，同时
对后向散射光中的光进行采集、分析，从而解决分布式监测
需求．一般由解调仪和传感光纤( 光缆) 两部分组成( 图 1 ) ．
解调仪激发一系列脉冲激光至光纤中，通过散射，其中一小
部分的入射光会散射回传感单元，通过记录后向散射光的到
达时间，分析后向散射光的差异，可以确定沿光纤各点的轴
向应变，重构声波场的振幅、相位和频率，从而实现声波信号
连续分布式探测．

2 DAS技术国内外研究现状

分布式声波传感技术是一项革命性的新技术，发展迅
速，在国外已经处于生产试验和应用阶段． 多家石油公司、
油服公司 ( 斯伦贝谢、哈里伯顿 ) 、地球物理公司 ( CGG、
PGS、TGS) 、科技公司 ( Silixa、QinetiQ、Paulsson) 、科研院校
研发了光纤传感系统，在井中地震采集、地表地震采集、微
地震监测、油藏监测方面开展了试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 表 1) ．

表 1 国外分布式声波传感系统及在油气勘探领域应用
Table 1 Distributed acoustic sensing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broad

应用类型 公司 光纤传感系统 应用领域

陆上光纤
采集系统

QinetiQ OptaSense DAS 井中地震采集 /VSP、微地震监测、生产流体检测

Silixa iDAS 改善速度剖面、油藏监测的 4D地震

Schlumberger hDVS DAS 井中地震、VSP

Halliburton FiberWatch，FiberVSP 油藏监测、VSP、4D VSP

Paulsson OpticSeis 3D VSP、4D VSP、微地震监测

Sercel Sigma Wave 3D /4D VSP

海底油藏
永久监测

CGG OptoWave 最大应用水深 500m

Geospace OptoSeis 最大应用水深 3000m

TGS Stingray 最大应用水深 3000m

国内的军工企业、科研院校、地球物理公司也开展了分

布式声波传感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

井中 VSP采集、地表地震采集等方面开展了试验，推进 DAS

技术的进步( 表 2) ． BGP 与电子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 uDAS

超高灵敏度分布式声波传感系统于 2015 年在渤海湾盆地冀

东油田首次应用 ( Yu et al．，2016，2018 ) ，这是中国首个

DAS VSP地震采集项目，此后，在长庆、新疆和西南等 6 个油

田完成了 34 井次生产试验，获得了高品质资料 ( Yu et al．，

2019; 李彦鹏，2019) ，实现了 7500 m 超深井和 250 ℃高温

井下作业，大幅提高了全井段观测及成像能力，施工成本较

常规井中地震检波器减少 30% ． 中国科学院研发的 PGC-

DAS系统应用在大庆、冀东、青海、长庆、塔河等 VSP 地震采

集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Xu，2017;徐团伟，2016，2018) ．此

外，不少科研院所研发了光纤分布式技术及产品( 刘德明和

孙琪真，2009;王贺等，2013) ．

表 2 国内分布式声波传感系统
Table 2 Domestic distributed acoustic sensing system

公司及机构 光纤传感系统、产品

中石油 uDAS分布式光纤传感地震仪

中国科学院 PGC分布式声波传感系统

南京大学 分布式光纤应变单端解调仪

哈尔滨工业大学 Ｒeal Photonics分布式光纤分析仪

华中科技大学 分布式微结构光纤传感

中国航天科工 光纤声波探测系统

中国船舶重工 分布式光纤应变分析仪

长飞公司 分布式形变光纤传感

3 DAS技术进展

由于 DAS技术测量的是沿着光纤方向的动态应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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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AS技术原理图( 据徐团伟等，2017)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DAS ( Xu T W et al．，2017)

图 2 螺旋缠绕电缆设计( 据 Hornman et al．，2013)
( a) 左为电缆( 红色) 中的螺旋缠绕光纤( 蓝色) ;右为沿着 AB线切开展开得到一个平面和接触角 α; ( b) 30°的螺旋缠绕角;

( c) 电缆灵敏度随入射角变化的函数图( α = 30° ) ，实线软地层;虚线硬地层．

Fig． 2 Design of helically wound fiber ( Hornman et al．，2013)
( a) The left is the spiral wound optical fiber ( blue) in the cable ( red) ; the right is a plane and contact angle α obtained by

cutting along the AB line; ( b) The spiral wound angle of 30° ; ( c) The function diagram of the cable
sensitivity changing with the incident angle ( α = 30° ) ，solid line soft layer; dotted line hard layer．

图 3 荷兰 Schoonebeek地区同一位置 3 种不同的检波器采集的单炮记录( 据 Hornman et al．，2013)
( a) 垂直 3C加速度检波器; ( b) DAS螺旋缠绕; ( c) 电缆直光缆．

Fig． 3 Shot records recorded in 3 collocated detector systems in Schoonebeek( Hornman et al．，2013)
( a) Vertical 3C accelerometers; ( b) DAS helically wound fiber; ( c) Cable straight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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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多分量 DAS技术的光纤几何结构图( 据 Lim et al．，2017，2018)
Fig． 4 Fiber geometry of multicomponent DAS． Fiber geometry with five equally spaced vectors of

20° pitch angle and a straight vector in the middle ( Lim et al．，2017，2018)

图 5 Marmousi Ⅱ期模型试验不同成像条件的成像结果对比( 据 Lim et al．，2018)
左:波场延拓;右:采用 DAS数据重构后的波场延拓． ( a) 、( b) 单炮成像; ( c) 、( d) 上图的局部放大; ( e) 、( f) 叠加成像．

Fig． 5 Images obtained using the energy imaging condition from the Marmousi Ⅱ experiment( Lim et al．，2018)
( a) Single shot image using the exact and ( b) heuristic wavefield extrapolation; The energy image in panel ( c) and ( d) is the zoom

section of the respective panels in ( a) and ( b) ; The stacked images in panel use ( e) the exact and ( f) heuristic wavefield extrapolation．

图 6 DAS采集( 左) 和常规 VSP采集( 右) 示意图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schematic diagram between DAS ( left) and traditional VSP ( right)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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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DAS对沿着光纤方向的应变灵敏，在垂直电缆方向不灵
敏．在地表地震中采用水平电缆时无法采集地震反射，该固
有的不灵敏性可以通过改变光纤的结构，增加其复杂性，从
而在更多方向上进行采样．为此壳牌发展了螺旋缠绕电缆设
计技术 ( Hornman，2013; Den et al．，2013; Hornman et al．，
2017; Kuvshinov，2015) ，提高光纤电缆的宽幅灵敏度，并进
行了试验．美国科罗拉多矿院提出了多分量分布式声波传感
概念，采用多分量光纤几何结构采集，重构沿光纤任意位置
三维应变张量的所有分量，进行多分量成像 ( Lim et al．，
2017a，b，2018)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设计了双螺旋电缆，
即沿着一条螺旋缠绕光缆再次螺旋缠绕，在地质模型上进行
了试验，用以感知微地震震源特征及震源机制( Eaid et al．，
2018) ．
3． 1 螺旋缠绕电缆设计

螺旋缠绕电缆即在电缆上按照一定的螺旋角缠绕光纤，
以实现采集不同角度的信号． 当缠绕角 α 为 30°时，螺旋缠
绕电缆具有几乎各向同性的灵敏度( 图 2) ．

壳牌公司的 Hornman等人在荷兰 Schoonebeek地区开展
了螺旋缠绕电缆的地表地震试验． 在 0． 8 m 深度埋置了
800 m长的螺旋电缆．沿着光纤道距为 8． 2 m，采用 30°的缠
绕角，所以沿着电缆道距为 4． 1 m．沿着螺旋电缆每隔 8 m布
设一个 3C加速度检波器．采用可控震源激发，每个检波点接
收到来自不同偏移距和方位角的地震波．

在联络测线偏移距上同一位置，分别采用垂直加速度检
波器、螺旋缠绕电缆、直光缆的单炮记录如图 3 所示．可见螺
旋缠绕电缆对反射能量灵敏，而直光缆上看不到反射，证实
了螺旋缠绕电缆的宽幅灵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螺旋缠绕
电缆的宽幅灵敏性，螺旋缠绕电缆对于环境噪声产生的地滚
波也更敏感．另外，相比常规地震检波器，当时 DAS 的信噪
比相对较低．

在澳大利亚 Otway地区的 CO2 地质存储项目中，部署了
永久地震监测系统，通过对比地震检波器、直光缆、螺旋缠绕
电缆，同样可见螺旋缠绕光纤电缆反射波特征丰富; 直光纤
电缆上完全没有反射波，也证明了螺旋缠绕电缆的宽幅灵敏
( Freifeld et al．，2016; Yavuz et al．，2016) ．
3． 2 多分量 DAS技术

美国科罗拉多矿院的 Lim 等人在螺旋缠绕电缆设计
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分量 DAS概念，采用 5 根等间距分布
的螺旋缠绕光缆和一根直光缆来获得六个不同方向的应
变投影 ( 图 4 ) ，从而重构沿着光纤任意位置的 3D 应变
张量 ．

多分量 DAS 数据在 Marmousi 模型中的应用，证实了
DAS数据准确重构 6 个分量的应变张量的可能性，采用更准
确的波场得到了更高品质的成像，有助于在复杂地质结构中
描述油藏( 图 5) ．

4 DAS技术在油气地球物理中的应用

DAS技术在油气地球物理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由于成
本低、空间分辨率更高，DAS数据越来越有吸引力，尤其是在
已有光纤的井中地震中． 目前在井中地震数据采集和成像

( 采集校验炮用于地震标定、VSP地震采集) 、地面地震采集、
时延地震和永久油藏监测、水力压裂监测等方面都开展了成
功的应用．
4． 1 井中地震采集和成像

近年来，DAS技术的发展为井中地震采集开辟了新的机
遇．相比常规 VSP采集，DAS采集可实现全井段、高密度、低
成本、高效率、耐高温高压、可大规模长期布设、布设后可不
占井、适合不同井况、井下安全系数高等优点，缺点则是目前
工业应用的 DAS光纤均为单分量( 表 3 ) ，随着 DAS 技术的
发展，多分量的光纤将走向生产应用，推动多分量 DAS 采集
和成像．从经济、效率、安全性等多个方面考虑，在井中地震
数采集方面，DAS将逐步取代常规井下检波器，成为井中地
震技术重要的发展方向( 图 6) ．

表 3 DAS采集和常规 VSP采集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between DAS and

traditional VSP acquisition

参数 DAS采集 常规 VSP采集

检波器 单分量 三分量

级数 全井段 级数有限( 80 ～ 100 级)

级间距 高密度( 分米级) 10 ～ 20 m

设备成本 低 高

施工效率 高效率 放置井下检波器耗时费力

耐温耐压性 耐高温高压 差

布设规模 可大规模长期布设 不能大规模布设

施工时长 布设后可不占井 占井施工时间长

井况要求 适合不同井况 高

井控要求 井下安全系数高 高

对于 VSP 采集而言，采用 DAS 替代常规井中检波器
优势尤为明显 ． 在预先埋置了光纤以测量温度、压力的井
中，可以不占井采集按需或时延 VSP 数据 ． 由于 DAS 增
加了对沿电缆轴线偏振的波的敏感性，DAS 在 VSP 中的
应用前景广阔，在 VSP 采集和成像 ( Miller et al． ，2012 ;
Willis et al． ，2016 ; Kimura et al． ，2017 ) 中取得成功的应
用，目前大部分商业采集将光纤布设在套管外或绑在油
管上或布设在油管内 ． 将光纤布设在套管外的方式，由于
光纤与地层的耦合更好，而且井筒波干扰较弱，从而具有
更高的信噪比 ．

以斯伦贝谢公司近几年的 DAS VSP 采集为例( 表 4、图
7) ，由于光纤的衰落效应( Kimura et al．，2018) ，DAS采集的
单炮记录与地震检波器单炮记录相比，信噪比低．但是单炮
DAS数据从井底至表层套管，初至清晰可见，DAS VSP 与常
规井中 VSP采集的结合将提供高品质的数据，减少钻机时
间，节约采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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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斯伦贝谢公司 DAS VSP采集实例对比
Table 4 Example comparison of DAS VSP acquisition service provided by Schlumberger

应用实例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公司或机构 巴西 Alvopetro公司 比利时放射性废弃物和浓缩化石材料机构 西方石油公司、卡塔尔石油公司

应用时间 2015 2016 2017

DAS服务商 斯伦贝谢

DAS系统 外差分布式振动传感( hDVS) DAS系统

应用领域 巴西陆上 比利时陆上 卡塔尔海上

应用类型 采集校验炮，获得时深和速度信息，标定速度模型

应用效果
初至波清晰可见，时间拾取连续
性好，计算的层速度与声波测量
速度相吻合．

与常规井中地震采集相比，DAS采集到与其
品质相当的校验炮数据，但只需 10%的炮
数，采集时间减少 98% ．显著提高采集效率．

单炮记录信噪比低，但是从井底至表
层套管，初至清晰可见．减少钻机时间
和井中地震成本，全井段成像．

发展方向 提高数据的信噪比和增强垂直井的电缆耦合度

图 7 斯伦贝谢公司 DAS VSP采集实例数据品质对比
( a) 实例一: 校验炮初叠数据; ( b) 实例二: 井中地震成像与 DAS成像效果对比; ( c) 实例三: DAS VSP( 左) 与井中常规检波器( 右) 成像．

Fig． 7 Comparison of data quality by DAS VSP acquisition provided by Schlumberger
( a) Case 1: checkshot raw stacked data; ( b) Case 2: comparison of imaging effect between borehole seismic imaging and DAS;

( c) Case 3: DAS VSP ( left) and borehole conventional geophone ( right) imaging．

中石油在华北油田 Walkway VSP项目中，将光纤固定在
套管外，uDAS数据资料信噪比与井中三分量检波器资料相
当，但空间分辨率优势明显． DAS 与检波器资料有效波波形
一致性好，且 DAS接收到的井筒波干扰较弱( 图 8) ．

DAS原始单炮数据信噪比相对较低，但是随着 DAS 处
理技术的快速发展，例如基于 NMO数据组合的处理技术，可
显著提高 DAS数据的信噪比．在四川盆地页岩气井勘探中，
同时采集 3D VSP和 3D地面地震数据，如图 9a，A井和 B井
为 3D VSP井，井间距 31 m． A井为直井，从 20 m至 860 m深
度布设了 43 级三分量地震检波器． B井为斜井，井深 720 m，
在 B井中布设了两根单模光纤和一根铠装光纤．从成像效果
看，DAS VSP数据和地震检波器采集的 VSP 数据一致性好，
且 DAS VSP数据由于密集的空间采样，分辨率更高． VSP 数
据的空间分辨率高于地面地震数据( 图 9b) ．

DAS VSP 采集相比常规井中检波器组合，可采集全井
段、高密度地震数据，且成本更低．新型光纤的研发( 铠装光
纤) 、光缆与地层的耦合技术、处理技术的进步将进一步提高
数据的信噪比，DAS VSP应用前景广阔．
4． 2 地面地震数据采集

近年来，DAS 技术在地面地震采集中也开始出现了应
用．沙特阿美公司采用智能 DAS 浅井采集系统采集高分辨
率高品质的近地表数据，以便在勘探低幅度构造时实现对近
地表更准确和更灵活的表征( Bakulin et al．，2018 a，b) ．智
能 DAS浅井与常规的检波器浅井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例
如一次激发即可获得全井段数据，可采用非常密集的采样间
距( 0． 25m) 等．

智能浅井采集系统使用连续光纤连接各口井，得到长
( 10 ～ 50 km) 而密集的采样成像组合( 图 10) ．井下分量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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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中石油华北油田 DAS VSP采集( a) 和常规检波器采集原始单炮数据( b) 对比
Fig． 8 Comparison of raw single shot data recorded by DAS VSP ( a) and

geophone VSP ( b) in Huabei Oilfield of CNPC

图 9 四川盆地 3D VSP观测系统( a) 及成像效果对比( b) ( 据 Yu et al．，2019)
图( b) 中( 上) 地震检波器 VSP; ( 中) DAS-VSP 数据; ( 下) 3D地面地震数据．

Fig． 9 3D VSP geometry ( a) and imaging effect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acquisition data( b) in Sichuan Basin ( Yu et al．，2019)
In figure ( b) : ( Top) Geophone VSP data; ( middle) DAS-VSP data; ( bottom) 3D surface seismic data．

图 10 采用智能 DAS采集系统对多口井同时进行记录的原理图( a) 和实际野外观测系统( b)
野外采集在一根光纤上包含六个垂直阵列，平均井口间距 400 m，平均深度 100 m( 据 Bakulin et al．，2018a) ．

Fig． 10 Schematic ( a) and actual field geometry ( b) of simultaneous recordings with smart DAS
acquisition system in multiple wells acquired with a carpet of sources( Bakulin et al．，2018a)

Field acquisition contains six vertical arrays on a single fiber with average uphole spacing of 400 m and average depth of 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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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测量近地表速度，而浅层水平段可用于面波反演或折射层
析成像． DAS浅井采集方法，可以同时表征近地表的速度和
深层反射成像．

为了评估智能 DAS 浅井采集系统的概念及优势，在沙
特阿拉伯陆上进行了现场试验．图 10b是实际野外观测系统
示意图，沿着一条 2D测线部署了 10 口智能 DAS 浅井，光纤
永久埋置于井中，其中 6 口浅井采用一根连续光纤连接以记
录地震数据．在地表地毯式激发，可以评估浅井 DAS 数据反
射成像的能力．图 11 可见浅井 DAS 数据成像与常规 3D 地
表地震数据品质相当，证实了 DAS可以用于深层成像．

DAS采集的 2D 成像的品质与用地震检波器组合采集
的常规 2D地震成像品质相匹敌( 图 12) ．地表布设的水平沟

渠内的电缆记录的数据类似于水平地震检波器．然而，由于
螺旋缠绕电缆的继续研发，可以利用水平光纤电缆采集到和
地面地震品质相当的 DAS 反射数据，所有这些使得 DAS 在
地面地震采集中得以应用．
4． 3 时延地震和永久油藏监测

随着越来越多的油田提高采收率，频繁油藏监测的需求
增加．复杂地区油藏生产需要积极主动的油井和油藏管理，
从而降低风险． DAS作为永久油藏监测和时延成像的工具，
在地震工业中越来越受欢迎．最近的研究表明，DAS 具有重
复性高和信噪比高、成本低的特点，可以为油藏监测和时延
成像提供满意的结果．对于永久监测而言，DAS 是最有前景
的地震检波器类型之一．

图 11 地表地震检波器和埋置在 15 m深度的 DAS接收的叠前共接收点道集对比( 据 Bakulin et al．，2018a)
( a) 地震检波器震源间距 60 m; ( b) 原始 DAS道集，震源间距 10 m; ( c) 去除线性噪声后 DAS道集，

震源间距退化到 60 m; ( d) 常规地震检波器频谱; ( e) 去除线性噪声后的 DAS数据频谱．

Fig． 11 Comparison of prestack common-receiver gathers obtained with surface geophone ( legacy 3D seismic)
and a DAS receiver at 15 m depth ( Bakulin et al．，2018a)

( a) Ｒaw legacy seismic gather with 60 m source spacing; ( b) Ｒaw DAS gather with source spacing of 10 m，and ( c) same DAS
gather after linear noise removal and decimation to 60 m source spacing． Spectra of legacy geophone ( d) and DAS

data ( e) after noise removal show similar behavior．

图 12 陆上 DAS( 左) 和地震检波器( 右) 获得的地震
成像对比( 据 Bakulin et al．，2018b)
两条测线交叉 45°，主要反射界面吻合．

Fig． 12 Comparison of seismic images obtained
with land DAS ( left) and geophones ( right)

The two lines intersected by 45°，and the main reflections
are consistent ( Bakulin et al．，2018b) ．

4D DAS VSP主要应用于频繁油藏监测，CO2 捕获和存储监
测( Correa et al．，2017，2018) 等． DAS VSP在频繁地震监测中
的应用具有以下优点: ( 1) 永久布设在套管外，位置固定，耦合
良好，可重复性强． ( 2) 降低布设检波器的成本，成本相对低．

壳牌公司提出采用 DAS VSP 采集作为 OBN 采集的补
充，以降低采集成本，更频繁地监测油藏变化( Lopez，2014;
Chalenski．，2015; Tatanova et al．，2017; Zwartjes et al．，
2017) ．在墨西哥湾深水油田开展了 4D DAS VSP 采集试验，
目的层深度为海平面下 3300 ～ 5500 m． 2012 年采集了 DAS-
VSP基准数据，2015 年采集了监测数据．从采集效果来看，证
实了 4D DAS VSP在墨西哥湾深水油田的可行性，NＲMS 约
7%，可重复性高( 图 13 ) ． 相比于 OBN 采集 4%的 NＲMS 而
言，可重复性略低，但是可以通过更好的执行采集过程和采
用先进的处理技术提高可重复性．

深水油田的频繁监测可以通过每年采集低成本的 DAS
VSP，再结合整个油田范围的 OBN 采集实现． 但是相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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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N 4D的数据品质，4D DAS VSP 采集成本低，数据品质相
对较低、成像范围局限．可以通过多井联合成像或利用多次
波成像扩大照明范围( 图 14) ． 4D DAS VSP由于其相对较低
的成本，在复杂深水油田生产井和注水井的频繁地震监测应
用越来越多，从而优化油田开发．在深水油藏中 4D DAS VSP
提供的数据品质可以满足油藏监测的需求．

巴西石油公司采用原 PGS 公司的 OptoSeis 光纤传感系
统在巴西 Campos 盆地 Jubarte 油田进行永久油藏监测
( Lecerf et al．，2015; Balabekov et al．，2017) ．永久油藏监测
系统可重复性好，NＲMS小于 2%;采用多次波成像后可见 4D
地震照明范围扩大，4D变化与注水井的井轨迹吻合更好，证
实了光纤传感技术能监测到油藏细微的波阻抗变化．

图 13 墨西哥湾深水油田 4D DAS VSP采集观测系统及成像效果( 据 Mateeva et al．，2017)
左:在 2015 /2016 年 OBN采集中，在 5 口井中布设了 DAS．井 1 在 2012 年进行了基准采集，炮点颜色对应目标井，黄色井接收来自

黄色和红色炮点的记录;右: DAS 3D VSP基准采集成像( a) 和 DAS 4D 振幅差异( b) ，井周围的数据品质与
OBN采集相当，DAS 4D VSP的 NＲMS为 7%，而 OBN为 4% ．

Fig． 13 Acquisition geometry ( left) and imaging effect ( right) of deepwater field 4D DAS VSP
in Gulf of Mexico ( Mateeva et al．，2017)

Left: Five wells interrogated with DAS during the 2015 /2016 OBN campaign． Well 1 is a repeat of a 2012 baseline． Shot-patch
color corresponds to targeted wells，with the yellow well receiving shots from both yellow and red patches; Ｒight:
( a) DAS 3D VSP image and ( b) DAS 4D amplitude differences were found to be comparable to those from OBN

around the well． The overall DAS 4D VSP had NＲMS 7% versus 4% for OBN．

图 14 墨西哥湾深水油田多井联合成像( 左) 和多次波成像( 右) 效果( 据 Mateeva et al．，2017)
左: ( a) 、( b) 2015 采集的两口井的 DAS VSP数据成像; ( c) 联合成像成像范围增加; ( d) 拖缆数据对比;右:多次波成像可显著增加成像范围．

Fig． 14 Combined imaging( left) and imaging including multiples( right) of deepwater field in
Gulf of Mexico ( Mateeva et al．，2017)

Left: ( a) and ( b) DAS VSP images from two individual wells acquired simultaneously in 2015 ( c) combined to provide a wider
image area，( d) compared to streamer data． Ｒight: ( a) Traditional DAS 3D VSP image obtained from primaries can be
significantly expanded horizontally as well as vertically above the receivers by including ( b) multiples in the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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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储层内同一光纤上进行各种测量，红色框表示可以在整个水力压裂过程中进行的 DAS测量
( 据 Karrenbach et al．，2017)

Fig． 15 Various measurements are carried out on the same fiber within the reservoir． The red box indicates DAS
measurements that can be obtained throughout a hydraulic fracturing program ( Karrenbach et al．，2017)

4． 4 水力压裂监测
在非常规油气开发过程中，水力压裂是最主要的一种增

产措施．实时、准确的压裂过程监测是水力压裂取得成功的
关键之一．采用常规电缆 VSP 进行压裂监测对井筒条件要
求高，而且常常受限．一旦水力压裂井采取措施后，难以再采
集 VSP数据，且成本高昂．光纤技术的发展为水力压裂监测
开辟了新的机遇． 2009 年，壳牌公司首次在致密气井水力压
裂过程中采用了 DAS技术．随后，DAS技术在水力压裂中被
大量用于压裂过程和压裂后的监测( Molenaar et al．，2012;
Bakku et al．，2014; Teff et al．，2016; Karrenbach et al．，
2017; Byerley et al．，2018b) ．

如图 15 所示，注入流体监测可在空间分辨率为 1 m 的
情况下，监测流体从注入射孔进入后随时间的流动，可实现
钻孔附近( 500 m) 高分辨率的测量．通过测量低频应变变化
可以观察措施井之间的井间应变、温度和流体前沿变化．当
岩石中的诱发应力超过岩石或裂缝破裂强度时，就会释放微
震能量． DAS测量系统能够记录从这些微地震事件位置发出
的波形．使用大孔径、密集采样的 DAS 组合，采集 P 波和 S
波波至可估计这些事件的距离、大小和位置，从而了解裂缝
延伸、方向和范围． 在有主动震源的情况下，可记录在 DAS
系统上，提供 VSP成像以跟踪储层的变化．在压裂井中采用
单个光纤可以获得的测量类型如图 15 红框所示． 这些测量
数据跨越了较宽的时空范围，综合分析可以全面表征油藏．

与传统的井中检波器组合相比，由于在压裂井中布设光
纤，DAS在微地震记录方面具有许多优势． DAS 数据可以根
据油田生命周期的需要进行记录，而不必每次都部署临时的
井中组合．因此不需要专门的观测井，从而显著减少健康、安
全、环境风险和成本． DAS 的密集空间采样采集了大部分微
地震波场，从而可以进行更复杂的处理． DAS 非常适合于高

温、高压环境，能够提供可靠的长期测量数据．
DAS技术监测微地震也有缺点，接收器的灵敏度依赖于

方向，一般来说，比检波器低，所以监测距离有限．另外，缺少
多分量采集，除非采用多井光纤 DAS，否则事件定位困难．

5 DAS技术优势及局限性分析

在油气地球物理勘探中，相比常规的地面检波器及井中
检波器，DAS技术具有以下优势:

( 1 ) 低成本． DAS 设备购置成本远低于传统检波器，采
集施工成本也低．根据 2016 年麻省理工学院 DAS试验，采集
成本低至 1 美元 /测点．通过设置解调仪参数，可以较低的成
本记录连续密集的地震数据．

( 2 ) 高效率． DAS 地震所有检波点都在光纤上，无需逐
个布设和回收检波器．在井中地震测量时不需要移动检波排
列，可一次测完整个井段，效率大大提高．采集时不影响钻井
和开采等生产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油气勘探开发效率．

( 3 ) 密集采样，观测灵活． DAS 采集能够灵活调整测点
间距，最小采样间隔可达 0． 25 m，以满足不同需求，光纤可
以桥接，总长度可达数十至数百公里，适用于深井、超深井、
井中-地面联合测量．

( 4) 可实现高质量监测，光纤无需供电，采集不受电磁
干扰．永久布设的光纤便于按需重复监测．光纤在高温高压
高腐蚀等恶劣环境下可使用 10 年左右，维护费用低．

( 5) 资料品质不低于传统地震检波器，经过近年来的快
速发展，采用在套管外固井布设光纤时，由于光纤与地层耦
合良好，在同等采样点距下，基于 DAS采集资料信噪比已经
达到常规检波器水平．

DAS技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在于:
( 1 ) DAS 数据信噪比受采集布设方式、解调技术、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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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等多种因素影响，例如 DAS VSP 光纤布设在油管内或
油管外时，由于光纤与地层耦合性较差，信噪比相对于常规
检波器而言仍然较低．

( 2) DAS对沿着光纤方向的应变灵敏，在垂直电缆方向
不灵敏，这种固有的不灵敏性可以通过改变光纤的结构，增
加其复杂性，实现多个方向上的采样． 而目前工业应用的
DAS光纤电缆为单分量，多分量 DAS 技术处在模型试验
阶段．

( 3) 在井中采集中，保真度有限，成像范围为井周围
500 m的距离．

6 DAS技术展望

结合 DAS 技术进展及其在油气地球物理中的应用情
况，做出以下技术展望:

( 1) 多分量 DAS技术的发展及实用化和工业化，以及新
型光纤的研发( 例如铠装光纤、工程光纤等) ，将大幅度地提
高光纤的灵敏度和动态范围，DAS 将逐渐克服其自身的局
限性．

( 2) DAS解调技术的发展和光纤采集方式的优化，包括
新型采集观测系统、光纤与地层耦合技术等，将进一步提高
DAS数据的信噪比．针对性处理、成像技术发展，将进一步提
高数据的信噪比和成像质量． DAS密集的采样间隔给数据的
存储和计算能力带来挑战，可能推动复杂的地震数据处理算
法的研发． DAS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为陆上地震采集面临的
浅层近地表和深层反射目标面临的挑战提供一个不妥协的
解决方案．

( 3) 由于具有成本低、效率高、采样率高、耐高温高压等
优点，DAS技术在油气地球物理中的应用领域将越来越广
泛．在井中地震数据采集方面，尤其是在深层超深层领域，
DAS将逐步取代常规井下检波器，成为井中地震技术重要的
发展方向．在地面地震数据采集方面，随着新型采集观测系
统、螺旋缠绕电缆技术的持续研发，DAS 采集的数据信噪比
将与常规地震检波器采集品质相当，在分辨率上优势明显．
在时延地震及油藏监测方面，永久布设的 4D DAS VSP 具有
重复性高和成本低的特点，可在传统 4D 采集间隔之间对目
的层快速变化区域提供更频繁的、按需式的油藏监测和时延
成像，从而更好地支撑油藏管理决策．微地震监测方面，目前
DAS技术的灵敏度依赖于方向，一般来说比检波器低，所以
监测距离有限． 另外，缺少多分量采集，除非采用多井光纤
DAS，否则事件定位困难．随着 DAS 技术灵敏度的提高和多
分量采集的研发，DAS在微地震监测方面的应用效果也将更
令人满意．

7 结论及建议

通过系统调研 DAS技术在油气地球物理领域的应用现
状，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 1 ) DAS 技术以其空间采样密集、成本低、高效率等优
点，在油气地球物理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井中地震采
集、地面地震采集、时延地震和永久油藏监测、水力压裂监测
等方面得到了成功的应用．

( 2) 由于 DAS技术测量的是沿着光纤的轴向应变，对信

号的灵敏度随入射方位而变化，所以 DAS 技术的局限性在
于数据信噪比受光纤布设方式影响、目前 DAS 采集多为单
分量采集，用于井中时保真范围有限( 在井周围 500 m) ．

( 3) 随着 DAS解调技术的发展、新型光纤的研发、多分
量 DAS技术的研发与实用化、DAS采集方法的优化、DAS 针
对性处理成像技术的进步，DAS数据的灵敏度和信噪比将显
著提高，DAS技术在油气地球物理领域的应用前景将更加
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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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