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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地质特征出发分析了岩浆岩侵入对煤层的影响，在

此基础上建立岩浆岩侵入模型进行地震叠前波场正演与成像

处理，对岩浆岩侵入体不同厚度、岩浆岩对煤层不同的侵蚀程

度、不同间距等多种模型进行地震正演模拟，分析了几种情况

下的地震反射波特征及岩浆岩侵入对煤层反射波的影响． 研究

结果表明，岩浆岩侵蚀区地震波场复杂，高精度的成像结果是

正确识别岩浆岩反射波特征的基础． 岩浆岩侵入体在地震剖面

上一般形成能量较强的反射波，岩浆岩完全侵蚀煤层之后，引

起了煤层反射波同相轴中断与相位反转． 当岩浆岩侵入体与煤

层间距小于 40 m 时，岩浆岩侵入煤层上部与下部对煤层反射

波影响差异较大． 通过地震波场模拟了解了岩浆岩侵入区的地

震波场特征，为矿井岩浆岩侵入区地震资料处理和反射波识别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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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magmatic intrusion on coal seam was
analyzed from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gmatic
geolog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seismic wave field simulation
and imaging processing． Seismic modeling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flection wave were analyzed on various models，
such as different thickness of magmatic intrusion，different erosion
degree of magmatic rock to coal seam and different spaces between
magmatic rock and coal sea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eismic wave
in the intrusion area of magmatic rock is complex，therefore the high
precision imaging results is the basis for correctly ident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gmatic rock reflected wave． The magmatic
intrusions generally formed strong reflection waves， after the
magmatic rocks completely erode the coal seam the normal reflection
wave is interrupted and phase is reversed． It is also conclude that
the seismic refl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agmatic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eflection wave of coal seam are different when the spaces
between magmatic rock and coal is less than 40 m． Finally，the
seismic wave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magmatic intrusion area was
recognized by seismic wave field simulation，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seismic data processing and reflection wave
identification in mine magmatic intrusion area．
Keywords Magmatic rock; Coal seam; Seismic prospecting;
Seismic simulation

0 引 言

含煤地层中岩浆岩的侵入破坏了煤层的完整性和稳定

性，使得煤层变质程度提高，严重影响着煤矿的安全开采与

井巷布设，但由于岩浆岩分布的复杂性和对煤层破坏方式的

多样性，多年来煤矿地质工作者还未能提出一套十分有效的

岩浆岩预测方法 ( 闫浩等，2016; Meng et al． ，2019 ) ． 地震勘

探数据包含着丰富的构造和岩性信息，近年来在煤矿采区复

杂构造勘探和隐蔽致灾地质体预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杨

晓光等，2018; 刘鹏，2019; Li et al． ，2020 ) ． 对比不同井田的

地震数据可见，有些区域岩浆岩的侵入引起了地震反射波的

变化，表现为煤层反射波能量减弱，同相轴凌乱，地震数据品

质变差; 而有些地区岩浆岩侵入之后几乎没有引起煤层反射

波的变化，这给基于地震资料解释岩浆岩带来较大的困难

( Christopher，2020) ． 因此，研究岩浆岩侵入体的基本地震响

应特征，有利于从地震数据上识别岩浆岩，提高地震资料解

释精度． 岩浆岩结构在空间上变化较大，地震反射波同相轴

的地质意义比较复杂，同时受地震数据采集、处理方法的影

响，仅仅从实际地震剖面上无法全面、正确的认识其地震反

射波特征( 兰晓雯等，2009) ． 地震正演模拟不受采集、处理方

法的影响，可以直观地反映地质体地震波特征的细微差别，

有助于 地 震 勘 探 中 对 信 号 的 分 析 与 理 解 ( Cao and Yin，

2014) ． 裴正林和牟永光( 2004 ) 研究了岩浆岩高速层界面上

地震波的反射与透射特征及传播规律，发现岩浆岩对地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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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量屏蔽和路径屏蔽两种屏蔽作用，并提出了广角反射消

除岩浆岩屏蔽作用的解决方法． 李国发等( 2010 ) 利用波动

方程正演了岩浆岩的地震叠前单炮记录，利用不同处理方法

对模拟结果进行成像处理，分析了不同成像剖面上岩浆岩的

地震反射波特征，对岩浆岩模型地震相模式识别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与岩浆岩对油气勘探中砂岩储层的影响相比，岩浆

岩对煤层的地震反射波影响更复杂． 首先岩浆岩侵入煤层，

造成煤层缺失、变薄或焦化，引起煤层反射波振幅、频率等多

种地震响应特征不同程度的变化( 汪雷等，2015) ; 另外，岩浆

岩、煤层与围岩物性特征差异较大，两者均可形成能量较强

的反射波( 苏晓云等，2016) ，但当岩浆岩侵入煤层后，由于侵

蚀程度的不同，岩浆岩与煤层反射波相互干涉，形成能量差

异较大的复合波，使得地震波场更为复杂．
本文从岩浆岩侵入煤层的地质特征出发，分析了岩浆岩

侵入对煤层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典型的岩浆岩地质模型

进行地震叠前波场正演与成像处理，较好地模拟了采集和处

理方法对岩浆岩地震反射波特征的影响． 针对岩浆岩侵入体

不同厚度、岩浆岩对煤层不同的侵蚀程度、岩浆岩与煤层不

同间距等多种模型进行地震正演模拟，分析了几种情况下的

岩浆岩地震反射波特征，为矿井岩浆岩侵入区地震数据处理

与反射波识别提供参考．

1 岩浆岩侵入煤层的地质特征

岩浆岩通常是从地壳薄弱地带侵入，根据岩浆岩侵入体

的形态以及与围岩的关系，可将其大致分为岩墙、岩床和岩

脉三种普通的类型( 崔大尉等，2014) ，图 1 为岩浆岩侵入体

基本形态特征示意图． 岩浆从上地幔或地壳深处沿着一定的

通道上升到地壳或喷出到地表，一般形成规模较大的岩墙;

早于岩浆活动之前形成的断层易成为岩浆岩侵入的通道，岩

浆侵入形态多呈岩脉状; 在含煤地层中，当煤层顶板为砂岩

时，与岩浆岩接触的大面积砂岩的热能会传递给煤层，顶部

煤层受热发生物理和化学变换，煤层发生软化、裂隙加大、强
度降低，煤与砂岩层面产生距离，岩浆岩沿此空间侵入煤层．
侵入煤层后能量逐渐释放，导热系数大的岩石先冷却，岩浆

岩比煤冷却块，所以煤层顶板为砂岩时，岩浆沿煤层顶面侵

入并呈较规则层状岩床． 岩浆岩侵入之后由构造运动所产生

的断层可能切割岩浆岩体，形成岩浆岩内部断层． 当岩浆岩

侵入含煤地层中，除煤外，各种岩石受热的作用，体积均有所

膨胀，岩浆岩不易侵入． 而岩浆岩侵入时传递的热量、压力和

挥发物质足以使煤发生质的变化，而围岩则变化甚微( 王亮

等，2014) ． 煤的体积缩小为岩浆岩侵入提供初期通道，侵入

之后岩浆岩又进一步吞噬煤层，使煤层厚度发生变化． 所以，

与其他岩石相比，岩浆岩首选煤层侵入或较松散的泥质岩

侵入．

2 数值模拟方法

波动方程数值模拟实质上是求解弹性介质中的偏微分

方程、边界条件以及初值问题的过程，其中，旋转交错网格有

限差分是其中最常用的一种手段，它用空间和时间的差分来

代替相应的波动方程中波场函数的空间导数和时间导数． 二

维弹性介质中一阶应力、速度偏微分形式的波动方程可表示

为( 吴建鲁和吴国忱，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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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λ = ρ( v2p － 2v
2
s ) ，μ = ρv2s、ρ、vp、vs 分别为介质密度、纵波

速度和横波速度，Vx、Vz 为频率域中质点速度的水平分量和

垂直分量，Txx、Tzz、Txz分别为对应频率域中水平正应力、垂直

正应力和剪应力． 旋转交错网格有限差分沿坐标轴的差分通

过对角线方向的差分来计算，这样计算区域内所有的介质密

度、速度、弹性参数和应力分量都可以定义在相同的网格节

点． 在复杂介质模拟中，计算节点密度通过周围介质的密度

加权平均计算，然后通过密度参数计算速度分量 ( Cheng et
al． ，2018) ．

3 岩浆岩地震波场模拟与分析

基于岩浆岩物性特征的分析，正演模拟的地质模型物性

参数见表 1，地震子波为 40 Hz 的 Ｒicher 子波． 首先进行岩浆

岩侵入体模型的地震叠前波场模拟，通过多种数据处理方法

得到宏观构造反射波特征; 然后进行变厚度岩浆岩模拟，以

此认识不同厚度岩浆岩的反射波特征及巨厚岩浆岩的内幕

反射特征; 为了进一步认识岩浆岩与煤层在不同接触关系、
不同间距时的反射波特征，最后设计相应模型进行正演．

表 1 地质模型物性参数

Table 1 Physical parameter of geological model

岩性
纵波速度
/ ( m/s)

横波速度
/ ( m/s)

密度
/ ( g /cm3 )

煤 2250 1500 1． 50

围岩 3500 2020 2． 27

岩浆岩 4000 2310 2． 34

图 1 岩浆岩侵入体地质模型

Fig． 1 Geological model of magmatic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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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岩浆岩简化地质模型

Fig． 2 Simplify geological model of magmatic rock
图 3 不同位置的共炮点道集

Fig． 3 Source gather from different lactation

图 4 不同处理方法获得的成像剖面
( a) 褶积模型; ( b) 水平叠加; ( c) 叠前时间偏移; ( d) 叠前深度偏移．

Fig． 4 Imaging section form different method
( a) Convolution model; ( b) Stack; ( c) Pre-stack time migration; ( d) Pre stack depth migration．

3． 1 叠前波场模拟

岩浆岩侵入体地质模型设计如图 2 所示 ( 黑色为岩浆

岩) ，岩相类型包括岩床和沿墙． 正演模拟主要参数为: 道距

5 m，80 道单边接收，首炮位置在 0 点，炮距 10 m，采样率

1 ms，记录长度 0． 4 s，共模拟 80 炮． 正演模拟典型单炮记录

见图 3，可以看到各记录包含有初至波、岩浆岩反射波和来

自复杂构造的绕射波． 图 3 中第 1 炮位于模型 0 位置处，检

波器覆盖范围为 0 ～ 400 m，仅包含了岩浆岩模型的左侧岩

床位置，记录中 200 ms 位置强的反射波即为岩浆岩反射波;

第 2、3 炮检波点覆盖了整个模型的主要构造区域，记录中反

映了来自浅、深两个区域的岩浆岩反射波，其中第一层岩浆

岩厚度较小，反射波能量较弱，深部岩浆岩厚度较大，反射波

能量较强，对于岩浆岩内部，反映出较为复杂的反射和绕射

波场; 第 4 炮位于模型右侧，该区域仅存在浅部的岩浆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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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a) 变厚度模型速度剖面; ( b) 模拟地震剖面

Fig． 5 ( a) Velocity section of thickness variable model; ( b) Simulation seismic section

图 6 岩浆岩侵入煤层的模型正演
( a) 含煤地层模型; ( b) 模型( a) 正演剖面; ( c) 岩浆岩侵入煤层模型; ( d) 模型( c) 正演剖面．

Fig． 6 Model and simulation section of coal and magmatic
( a) Coal model; ( b) Simulation section of( a) ; ( c) Magmatic model; ( d) Simulation section of(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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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a) 煤层反射波波形; ( b) 岩浆岩反射波波形

Fig． 7 ( a) Ｒeflective waveform character of coal;
( b) Ｒeflective waveform character of magmatic

录中反射波较为简单．
对模拟的波场进行地震资料处理，其中图 4a 为褶积模

型获得的剖面，与图 4b 叠加剖面类似，岩浆岩反射波能量较

强，反映了岩浆岩地质模型的基本构造形态，但绕射波严重，

而且岩浆岩内部构造并未在剖面上得到反映． 这是由于岩浆

图 8 不同间距模型及其正演剖面
( a) 模型一; ( b) 模型二; ( c) 模型三; ( d) 模型四; ( e) 模型五; ( f) 模型六．

Fig． 8 Model and simulation section of different distance
( a) Model 1; ( b) Model 2; ( c) Model 3; ( d) Model 4; ( e) Model 5; ( f) Model 6．

岩模型构造横向上变化较大，地震数据波场较为复杂，常规

的褶积模型剖面和叠加处理不能保证反射能量的准确归位

和绕射能量的完全收敛，因此所获地震剖面不能很好地反映

岩浆岩的岩性变化和分布特征，特别是岩浆岩侵入体边界绕

射波所引起的成像噪声很容易形成岩体内幕杂乱反射． 图

4c 为叠前时间偏移处理获得的岩浆岩反射波特征，岩浆岩

的成像质量较叠加剖面有较大的改善，侵入体顶部的构造特

征与地质模型较为接近，叠加剖面中的绕射波得到较好地收

敛，地震剖面上岩浆岩的反射波与岩浆岩形态之间具有明确

的对应关系，但岩浆岩内部构造仍得不到准确的反映． 图 4d
为叠前深度偏移处理获得的反射剖面特征，此时剩余绕射能

量得到充分的收敛，从地震剖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岩浆岩的构

造形态，岩浆岩内部构造也得到精确地成像，直接利用地震

成像剖面的反射波空间展布和几何关系可对岩浆岩侵入体

进行准确描述． 由此可见，岩浆岩结构和波场复杂，不同的处

理方法获得的岩浆岩侵入体成像效果差距较大，因此，高精

度的处理成果是正确认识岩浆岩反射波特的基础． 目前矿井

地震资料解释主要基于叠后偏移和叠前时间偏移，无法达到

岩浆岩反射波准确归位和绕射波完全收敛，资料解释时应注

意剩余绕射对岩浆岩反射特征的影响．
3． 2 变厚度模型正演

对于简单的模型，采用基于波动方程的褶积模型进行正

演，模拟结果为地震同相轴表示的地质模型，可以准确反演

岩浆岩的反射波特征( 张金陵等，2019) ． 变厚度模型设计及

正演模拟剖面见图 5，可以看到，随着岩浆岩厚度的增加，岩

浆岩反射波能量逐渐增强，当岩浆岩厚度在 20 ～ 40 m 时，反

射波能量最强; 岩浆岩厚度在 30 ～ 42 m 时，形成顶底板能量

较强的复合波; 随着岩浆岩厚度继续增大( 厚度大于 42 m) ，

其顶底板反射波逐渐分离，各自形成能量较强的反射波; 巨

厚岩浆岩内部则呈弱的负相位反射特征．
3． 3 侵入煤层的模型正演

在含煤地层中，岩浆岩主要沿煤层顶、底板顺层侵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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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发育为岩床． 图 6a 为含煤地层模型，煤层厚度 5 m，图 6b
为正演剖面，可以看到振幅能量较强的煤层反射波． 图 6c 为

岩浆岩完全侵蚀煤层之后的地质模型，由于岩浆岩、煤、围岩

物理性质的差异，岩浆岩侵入之后煤层反射波发生较大的变

化，主要表现为反射波相位反转，同相轴中断，形成构造假象

( 图 6d) ． 提取图 6 与中 300 m 位置的单道地震数据，其波形

特征见图 7，可以看到煤层反射波为正相位起跳，而岩浆岩

反射波为负相位起跳． 由此可见，当煤层被完全侵蚀之后，正

常煤层反射波将发生相位反转．
3． 4 岩浆岩与煤层不同间距的模型正演

岩浆岩侵入含煤地层后，与煤层形成不同的接触关系，

依据岩浆岩与煤层垂向距离的不同设计模型，对应关系见表

2，模型设计中，煤层厚度为 5 m，岩浆岩厚度为 20 m，模型及

对应模拟剖面见图 8，随着岩浆岩与煤层间距的不同，岩浆

岩的侵入对煤层反射波特征影响变化较大． 岩浆岩与煤层间

距超过 40 m 时，岩浆岩反射波与煤层反射波完全分离，两者

均可形成能量较强的反射波． 随着间距的减小，岩浆岩将对

煤层反射波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方面，岩浆岩侵入煤层下部

( 图 8a ～ c) ，随着间距的缩小，岩浆岩反射波将逐渐与煤层

反射波逐渐重叠，形成负相位重叠的复合波，由于岩浆岩反

射波的为负相位起跳，在未与煤层反射波完全重叠之前，一

般在煤层下部形成反射空白带，当间距小于 10 m 时，岩浆岩

反射波与煤层反射波完全重叠，使得煤层反射波能量大大增

强． 另一方面，岩浆岩侵入煤层上部( 图 8d ～ f) ，当岩浆岩从

煤层顶部侵蚀时，岩浆岩与煤层反射波波形正相位叠加，使

得煤层反射波能量增强，煤层顶部具有明显的负相位特征，

随着两者间距的增大，两者反射波逐渐分离，逐渐形成正相

位叠加的复合波，当间距大于 40 m 时，岩浆岩与煤层反射波

完全分离，各自形成相位相反的强反射波． 煤层与岩浆岩的

反射波重叠或能完全分离，除与两者的间距有关外，还与地

震数据的频率有关，频率域高，能完全分离的最小间距越小．
本次正演模拟的数据主频为 40 Hz，与实际煤层地震反射波

数据频带范围较一致，所获数据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表 2 模型与岩浆岩和煤层间距对应表

Table 2 Ｒelationship between model and the
distance of magmatic and coal

模型名称
岩浆岩与

煤层间距 /m 模型名称
岩浆岩与

煤层间距 /m

模型 1 － 40 模型 4 0 +

模型 2 － 10 模型 5 10

模型 4 0 － 模型 6 40

4 结 论

( 1) 岩浆岩地震叠前波场模拟与成像处理得到的地震

剖面能够较好地反映岩浆岩的反射波特征，有利于指导矿井

岩浆岩侵入区的地震资料处理和解释． 岩浆岩地质结构和地

震反射波场复杂，不同的处理方法对岩浆岩侵入体的成像效

果差异较大，高精度的处理成果是正确识别岩浆岩反射波特

征的基础．
( 2) 岩浆岩与围岩物性特征差异较大，波阻抗差异明

显，一般形成能量较强的反射波，波形特征为负相位起始，巨

厚岩浆岩内部一般呈弱反射特征． 煤层反射波为正相位起

始，岩浆岩完全侵入煤层之后，引起了煤层反射波特征的明

显变化，表现为地震波同相轴连续性中断，波型相位反转．
( 3) 岩浆岩与煤层间距超过 40 m 时，两者均可形成能量

较强的反射波，当间距缩小时，岩浆岩侵入对煤层反射波影

响随间距变化差异较大． 岩浆岩侵入煤层下部，易形成弱反

射( 反射空白带) ，随着与煤层间距的缩小，岩浆岩反射波将

逐渐与煤层反射波重叠; 岩浆岩侵入煤层上部，两者反射波

正相位相叠加，形成能量较强的复合波，随着两者间距的增

大，复合波逐渐分离，形成两组相位相反的反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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