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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油气勘探难度不断增加，叠前弹性参数反演在油
气勘探领域已逐渐成为一种有效的储层预测方法． 该方法以
Zoeppritz方程为基础，相较于叠后反演，叠前数据保留了大量
与炮检距相关信息，在精度上有了较大的提升． 本文从叠前
AVO反演出发，利用纵横波联合反演方法对纵横波速度与密度
三参数进行反演，并在模型和工区进行测试及应用． 再利用弹
性参数对岩石以及岩石填充物的不同敏感性进行储层预测．结
果表明，叠前反演分辨率高，对储层的刻画明晰，且反演结果与
井吻合度高．将纵横波速度的低速区与低密度区结合分析来预
测有利储层的位置，并用实际测井资料进行验证，证明了该方
法在储层预测中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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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tack elastic parameter inversion has gradually
became an effective reservoir prediction method in the field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This method takes Zoeppritz equation as the
core，uses pre-stack data to retain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offset， and improves the accuracy greatly
compared with post-stack inversion． Then，the different sensitivity
of elastic parameters to rocks and rock fillers is use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servoir prediction． Starting from pre-stack AVO
inversion，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that joint PP and PS wave
inversion to invert three parameters of PP and PS wave velocity and
density． After getting better results in model test，it is applied to the
actual work area of South China Sea． The inversion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well data，which shows that the method is
reliable． Then combining the low-velocity area of P-S wave velocity
and low-density area we are able to make sure the location of
reservoir． Finally，we utilize the well data to verify the result，
which proves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ethod in reservoir prediction．
Keywords Prestack inversion; Joint PP and PS wave inversion;
Zoeppritz equation; Elastic parameters

0 引 言

近年来，由于常规油气的开采量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
要，非常规油气勘探成为热点．在勘探难度较大的非常规油
气勘探中，需要充分利用原始地震数据中所包含的信息，以
更加精确地反映地下储层情况．

Ostrander( 1984) 初次提出利用地震反射波振幅随炮检
距的变化对岩性进行识别、对储层进行预测的 AVO 技术，
AVO反演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由于基于 Zoeppritz 方程的
AVO方法是非线性的，Smith和 Gidlow( 1987) 等利用加权叠
加将 AVO反演方法线性化，使其计算更简单; 为了让 AVO
反演能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实际，多位学者提出适用于多波层

状介质的广义线性反演方法 ( Ｒussell，1988; 杨绍国和周熙
襄，1994;王晓华和许云，1995) ． 而地震勘探 AVO 反演不局
限于纵波、横波的单独反演，利用多波联合反演的方法能得
到更有效更精确的信息． 陈天胜( 2003 ) 综合纵波以及横波
的信息提出了一种基于速度比值双向扫描的纵横波 AVO联
合反演方法，从而提高反演精度;徐天吉等( 2008) 对纵横波
联合反演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并应用于实际工区，取得一定
的效果; 郭智奇等( 2009) 利用 AVO 技术研究了薄储层物性
参数及其地震反射特征，指出薄层反射与 AVO 属性之间的
密切联系;WANG等( 2014) 充分利用 AVO 方法对多波多分
量地震信息进行分析，并应用于致密砂岩的储层预测中．

随着 AVO 反演技术的不断发展，反演更多的弹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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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目标 ( 董恩清和高宏，1998 ) ，Gray 等
( 1999) 利用体积模量、剪切模量和密度以及用拉梅常数和
密度的相对变化量来表示 Zoeppritz方程近似公式，可以利用
这些参数对储层岩性进行判别并对储层流体进行描述;宗兆
云等( 2011) 利用以弹性波阻抗反演为基础的 LMＲ技术实现
对储层流体的分析;在 Wang等( 2007) 对弹性阻抗反演的研
究基础上，印兴耀等( 2014 ) 等提出一种基于弹性阻抗数据
预测储层物性参数的反演方法，从模型测试到实际应用都证
明该方法预测精度高，稳定性强，横向连续性好; 与此同时，
陈怀震等( 2014 ) 从方位各向异性的裂缝岩石物理模型出
发，提出能够反演出岩石裂缝相关参数的叠前反演方法; 杨
华等( 2017) 针对致密储层岩提出了利用压缩系数检测对流
体进行识别的方法，并在致密气田的实际开发中得到良好效
果;逄硕等( 2018) 结合地震岩石物理技术，将频变 AVO反演
方法应用于四川盆地龙马溪组页岩储层含气性识别中并取
得良好效果; 李金磊等( 2019 ) 提出一种具有高稳定性的基
于弹性阻抗的叠前密度反演方法，在实际生产中提高页岩的
识别精度．叠前弹性参数反演技术的多样化为油气储层预测
以及岩性识别提供了更多有效方法．

本文采用横波联合反演对弹性参数进行叠前反演，并应
用于南海某工区，从而得到不同弹性参数剖面．模型测试和
实际资料反演结果表明，相较于叠后反演，叠前弹性参数反
演对储层刻画更加准确，在岩性识别以及储层预测上更有优
势，验证了该方法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1 理论基础

纵横波联合反演是一种基于模型的反演技术，此项技术
最初应用于地质统计学，由于该方法可以利用多波多分量地
震波信息，将其应用于油气勘探技术中可以大大提高反演精
度( Yin et al．，2014) ．

首先将 Zoeppritz 方程 ( Zoeppritz and Erdbebenwellen，
1919) 看作是一个关于 Vp、Vs、ρ( 纵横波速度和密度) 的方程
( Shuey，1895，Bortfeld，1961) ，由于 AVO 理论不能将纵横波
速度比项有效地求取，因此我们将该项在构建方程时选择性
忽略( 张丰麒，2011;冉然，2017) :

Ｒ( ΔVp，ΔVs，Δρ) = 0 ， ( 1)
该式的一阶泰勒展开式为

Ｒ( Vp + ΔVp，Vs + ΔVs，ρ + Δρ) = Ｒ( Vp，Vs，ρ) +
Ｒ( Vp，Vs，ρ)

Vp

ΔVp +
Ｒ( Vp，Vs，ρ)

Vs
ΔVs +

Ｒ( Vp，Vs，ρ)
ρ Δρ ， ( 2)

经过整理可以得到反演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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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p、Vs、ρ表示纵横波速度以及密度，各项的左下标为
反演共成像点道集的角度，第一项系数矩阵中nＲPP、Vp为根据
初始模型计算的纵波反射系数对 Vp 的一阶偏导( 在第 n 个
角度) ; nＲPS、Vp为根据初始模型计算的横波反射系数对 Vp 的
一阶偏导( 在第 n个角度) ，其余各项以此类推．右边的常数
项中nＲPP代表在第 n 个角度时纵波反射系数与初始模型的
纵波反射系数之差; nＲPS则表示在第 n 个角度时横波反射系
数与初始模型的横波反射系数之差，其余各项以此类推．该
方程为纵横波联合反演方程，若只有横波数据或纵波数据，
可根据实际的勘探情况忽略纵波项或横波项，只要满足角度
数大于或者等于未知量数则可求得其解．

利用广义线性反演方法对非线性反演方程组求解( 谢
佳，2007) ，矩阵 J为 Jacobi矩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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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矩阵方程一个迭代格式 d，其初值为式( 3) 中的左式，也就
是在不同角度时的纵横波反射系数与初始模型的纵横波反
射系数之差:

d = Jt ， ( 5)

图 1 广义线性反演模型
Fig． 1 Generalized linear inversion model

其中 t为方程的解估计，通过多次迭代对模型的解估计进行
修正，方程的解估计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 1) 若方程组非奇异，则有唯一解:
t = J － 1d ． ( 6)
( 2) 若方程组为超定，JTJ非奇异时，方程组的最小二乘

解估计唯一:
t = ( JTJ) － 1JTd ， ( 7)

JTJ奇异，方程组阻尼最小二乘解估计为
t = ( JTJ + βI) － 1JTd ， ( 8)

式中，β为根据经验确定的阻尼系数，I为单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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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若方程组欠定，JTJ非奇异，方程组最短长度的解估
计为

t = JT ( JJT ) － 1d ， ( 9)
JTJ奇异，方程组阻尼最小二乘解估计为

t = JT ( JJT + βI) － 1d ． ( 10)
根据方程的不同情况条件，选择适合的解估计，不断对

d进行迭代，就可以得到模型参数逼近值，流程如图 1 所示．

2 模型测试

根据实际工区测井资料构建三层含气层状模型测试本
文方法的有效性．模型包含两套页岩、一套含气砂岩( 高密度

夹低密度) ，参数设置如表 1 所示，对模型进行 AVO 正演模
拟并计算出反射系数．

表 1 模型参数
Table 1 Model parameters

岩性 纵波速度( m/s) 横波速度( m/s) 密度( kg /m3 )
页岩 2000 1000 2100

含气砂岩 1720 1046 2000
页岩 2000 1000 2100

根据表 1 的含气砂岩模型，构建井曲线如图 2 所示，包
含一个低阻抗反射界面．

图 2 根据含气砂岩模型构建井曲线
( a) 纵波速度曲线; ( b) 横波速度曲线; ( c) 密度曲线．

Fig． 2 Well curve construction based on gas bearing sandstone model
( a) P-wave velocity curve; ( b) S-wave velocity curve; ( c) Density curve．

图 3 含气砂岩正演模拟角道集
( a) 纵波角道集; ( b) 横波角道集．

Fig． 3 Angle gather for forward modeling of gas bearing sandstone
( a) P-wave angle gather; ( b) S-wave angle gather．

634



2021，36( 1) 周捷，等: 叠前弹性参数反演在南海工区的应用研究 ( www． progeophys． cn)

图 4 含气砂岩反演重构曲线
( a) 纵波速度; ( b) 横波速度; ( c) 密度．

Fig． 4 Inversion reconstruction curve of gas bearing sandstone
( a) P-wave velocity; ( b) S-wave velocity; ( c) Density．

图 5 反演残差
Fig． 5 Inversion residuals

利用精确 Zoeppritz 方程分别正演纵波和转换横波的角
度域共成像点道集( 不含噪声) ．图 3 是 1°～ 45°的正演角道
集，纵波反射系数在砂岩底与气层顶交界面出现负值，气层
底与砂岩顶界面为正值，而横波反射系数相反，且横波反射
系数在小角度时响应并不明显．

将原始井曲线进行低通滤波得到反演模型．将原始井曲
线、构建的初始模型以及最终的反演结果进行对比得到结果
如图 4 所示，其中黑色为原始井曲线，绿色为反演所构建的
模型，红色为最终反演结果曲线，从反演结果可得知纵横波
速度与密度的反演结果与原始井曲线的吻合度较高，效果
较好．

图 5 为反演结果残差，由图可知，反演结果在四次迭代
过程中随迭代次数的增大而不断减小并无限逼近于一个较

小的固定值，多次实验表明，四次迭代为最高效的优选方案．
为了验证该方法的抗噪性，将该含气砂岩模型加入随机

噪声( 噪声为原信号的 20%) ，加噪后正演模拟角道集如图 6
所示．对该加噪模型进行反演得到结果如图 7 所示，其中黑
色为原始井曲线，绿色为反演所构建的模型，红色为最终反
演结果曲线．相较于未加噪时的反演结果，加噪后的结果存
在扰动，但反演结果对原始测井曲线有较好的相关性，反演
曲线能较大程度逼近原始模型，说明该方法具有一定的抗噪
性．但由于反演结果受模型信噪比影响较大，会造成反演结
果波动，因此，在实际生产中需要对数据进行去噪处理，以确
保反演结果的精度．

3 实际应用

为验证本文方法反演叠前三参数( 纵横波速度和密度)
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将该方法应用于南海某资料．工区位于
南海北部的东沙群岛以东的珠江口盆地，此区域为深水海
域，地貌特征相对复杂，其储层厚度、储层类型以及储层物性
变化很大，在现有的地震资料基础上开展储层与油气预测技
术面临诸多的挑战．叠前弹性参数反演是对该工区进行岩性
识别以及储层检测的有效方法之一，不同的弹性参数对流体
以及岩性的指示不同，因此可以通过叠前反演多种弹性参数
对该工区的储层进行有效预测．
3． 1 叠前反演流程

本文所用的工区数据已做好前期预处理，如:去噪、球面
扩散补偿、静校正、动校正等; 因此，可以对本研究区地震资
料直接开始反演流程，如图 8 所示．

将地震数据角道集，利用测井与层位的约束，构建叠前
反演初始模型，对反演结果进行质检与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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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加噪含气砂岩模型正演模拟角道集
( a) 纵波角道集; ( b) 横波角道集．

Fig． 6 Angle gather for forward modeling of noisy gas bearing sandstone model
( a) P-wave angle gather; ( b) S-wave angle gather．

图 7 含气砂岩加噪模型反演重构曲线
( a) 纵波速度; ( b) 横波速度; ( c) 密度．

Fig． 7 Inversion reconstruction curve of noise adding model for gas bearing sandstone
( a) P-wave velocity; ( b) S-wave velocity; ( c) Density．

( 1) 抽井检查，比较井上的信息与反演的结果，若一致
性良好，说明子波和低频模型都没有问题;

( 2) 低频趋势检查，检查比较反演的结果和高切滤波的
井插值模型;

( 3) 抽取伪井曲线，即在反演体上沿着井轨迹抽取相应

的参数曲线来检查反演的结果与实际井曲线的吻合度．
3． 2 叠前反演结果分析

图 9 为叠前角道集数据，图 10 为构建反演模型时所用
到的 w2 井曲线，其中包含纵横波速度与密度曲线．图 11 为
地震道集全角度叠加后的剖面，该工区共有四口已知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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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叠前弹性参数反演流程
Fig． 8 Prestack elastic parameter inversion process

w1、w2、w4 井用于反演，w3 井用于验证反演效果． 利用原始
地震记录反演出能识别岩性以及检测储层的弹性参数是最
终任务．将原始地震数据( 角道集数据) 反演后得到纵横波
速度与密度结果图 12 ～ 14 所示．

图 10 w2 井曲线
Fig． 10 Well w2 curve

图 12、图 13 分别为反演得到的纵波速度剖面与横波速
度剖面，图中显示过 w3 井有三处明显的低值区域，初步判断
可能为含油气水区域，需利用密度反演结果进一步分析与
验证．

图 14、图 15 分别为反演得到的过井密度剖面以及平滑
后密度井曲线与反演结果曲线对比图． 图 13 中井曲线为密
度曲线，相较于纵横波速度反演结果，密度反演结果精度更
高，效果更好，反演结果的低密度区域与测井曲线低值吻合
度较高．图 15 为 w3 密度井曲线与反演后 w3 井旁道密度曲
线对比图，反演结果与密度井曲线趋势一致，且密度低值区
与砂岩含量高的储层位置相对应，证明反演结果可靠．结合
纵横波速度剖面分析，低密度区域与纵横波速度低速区相对
应，纵波速度、横波速度与岩石的抗剪应变能力和抗正应变

图 9 叠前角道集
Fig． 9 Prestack angle gather

能力相关，而岩石的抗应变能力又与岩石的孔隙、组成成分
以及其中的流体性质相关，密度、纵波速度、横波速度剖面
中，在储层均出现低值异常．图 14 中 w3 井的三层明显低密
度区域与实际测井资料相验证确定为含油气区，w4 井的密
度值相对较高，与实际测井资料相验证确定该区域含水，w1
和 w2 井相对于 w3 井产量低，根据三参数反演结果初步推断
为 w2 井与 w3 井间有阻断导致连通性不佳．以上反演结果与
实际勘探结果相吻合，证明了运用该反演方法在实际勘探中
能有效进行储层预测，也同时验证了本文方法在实际资料应
用中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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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全角度叠加后数据
Fig． 11 Data after full angle stacking

图 12 连井纵波速度反演剖面
Fig． 12 Profile of P-wave velocity inversion in continuous wells

图 13 连井横波速度反演剖面
Fig． 13 Cross well shear wave velocity inversion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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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连井密度反演剖面
Fig． 14 Density inversion profile of continuous wells

图 15 密度井曲线与反演结果曲线对比图
Fig． 15 Comparison between density well curve and inversion result curve

4 结 论

利用叠前弹性参数反演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可以更精确
可靠地揭示储层的展布以及其含油气性，相较于单波反演，
纵横波联合反演更完整地利用了多波多分量地震资料，反演
结果更贴近于储层的真实情况．再利用各个弹性参数对岩石
以及岩石填充物的不同敏感性，使其在识别岩性与预测储层
中发挥不同作用．由于反演问题普遍存在多解性，纵波速度、
横波速度以及密度三参数在解释分析时应相互约束，同时与
实际测井资料相结合去除多解性以识别有利储层的准确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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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