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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维地震构造解释与建模是油气勘探开发的关键步骤之一,随着三维地震数据体的规模不断增大,大量依赖于人工的传统

方法在效率、精度和分辨率方面均难以满足生产需求;同时,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发展,基于计算机辅助的自动化三维地震

构造解释与建模是必然趋势,并且近１０年来该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介绍并讨论了一整套全自动三维地震构造解释与建模的

计算机实现技术流程及其在多个实际数据中的成功应用案例.该流程主要包括:①三维地震断层检测、断层面构建、断距场估计

和断层恢复等一系列断层解释功能的实现;②盐丘、火成岩和溶洞等各类地质体的识别与三维建模;③不整合面、层序界面检测

与提取;④基于断层、地质体和不整合面等边界信息约束的层位体解释和 Wheeler体构建;⑤融合所有构造和层位解释结果的构

造建模和井震联合物性参数建模.对相关方法技术进行了综述,并将其与相应的实际地震数据应用情况相结合展开讨论,以呈

现整个自动化地震构造解释与建模过程中所面临的计算机技术问题及其实现情况.其中,断层检测、地质体识别和层位提取等

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自动化实现,而断层面组合、构造恢复、精细层序解释和构造建模等方面依然高度依赖人工参与.深度学习方

法对所有这些任务的自动化实现均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但目前仍需要更好地解决训练样本缺乏的问题以及如何合理引入地

质、物理先验信息约束等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缺乏对结果的合理评价、质控和使用的友好度,自动化方法可能会面临在实际

场景应用中未被合理使用或获得不合理结果的风险.但是,在自动化智能化发展的大背景驱使下,计算构造解释与建模的发展

前景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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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soncomputationalseismicstructuralinterpretationandmodeling
WUXinming１,YANGJiarun１,ZHUZhenyu２,DINGJicai２,WANGQingzhen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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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３Dseismicstructuralinterpretationandmodelingarekeystepsforoilandgasexploration．However,thetraditionalmanualinterＧ

pretationandmodelingmethodsarenotefficientoraccurateenoughtodealwiththerapidlyincreasing３Dseismicdatasets,whichleaves
significantlymoredataunutilizedthanutilized．Onthecontrary,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softwareandhardwaretechnologies,numerＧ
ouscomputerＧassistedmethodshavebeenproposedinthepastdecadeandhaveshownpromisingperformancesautomatingandaccelerating
seismicinterpretationandmodeling．Weintroduceawholeworkflowofseismicstructuralinterpretationandmodeling,itscomputationalimＧ

plementation,andsuccessfulapplicationtomultiplefieldexamples．Thisworkflowinvolvesthefollowingfiveaspects:①detectingfaultsin
３Dseismicimages,constructingfaultsurfaces,estimatingfaultslips,andunfaultingandunfoldingprocesses;②characterizingandrecogniz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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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kindsofgeobodiesincludingsaltdomes,igneousrock,channels,andpaleokarstcavesand３Dsurfacemodelingofthegeobodies;③deＧ
tectingthepositionsofunconformitiesandsequenceboundariesin３Dseismicimagesandconstructingthecorrespondingsurfaces;④voluＧ
metrichorizoninterpretationorseismicflattening(constructingaseismicWheelervolume)usingtheinterpretedfaults,geobodies,andunＧ
conformitiesasboundaryconstraints;and⑤buildingrockＧpropertymodelsbyintegratingalltheinterpretedseismicstructuralandstratiＧ

graphicfeaturesandwellＧlogmeasurements．Amongtheseaspects,faultdetection,geobodyrecognition,andhorizoninterpretationarebetter
automatedthantheothers,whilefaultsurfaceconstruction,unfaultingandunfolding,finestratigraphicinterpretationandstructuralmodelＧ
ingstillrequiresignificanthumanefforts．DeeplearningmethodsshowpromisetofurtherimprovetheautomationofalltheaspectsofseisＧ
micstructuralinterpretationandmodeling．However,furtherimprovementisneededtodealwithmissinglabeleddata,suchasintroducing
priorgeologicandgeophysicalconstraintsintothedeepneuralnetworkstoimprovetheirgeneralizationinfieldapplications．Meanwhile,the
automaticmethodsmaynotbeproperlyusedinpracticebecausetheirimplementationsmaynotbeuserＧfriendlytogeologistsandtheautoＧ
maticallygeneratedresultsarehardtoquantitativelyevaluate,andthereforerepresentariskoffullautomatizationwithoutanyhumaninＧ
teractions．However,drivenbythebigtrendofautomation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inmanyscientificfields,wecanexpectasignificantdeＧ
velopmentincomputationalseismicstructuralinterpretationandmodelinginthecomingfuture．
Keywords:seismicstructuralinterpretation,horizon,fault,geobody,structuralmodeling,imageprocessing,deeplearning

　　断层、不整合面、层位以及盐丘等各类地质构造和

地质体信息的识别和提取是地震资料解释以及构造建

模的关键内容之一.目前,以上技术均已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自动化.其中断层的自动解释通常包含以下

４项内容:①从地震数据中计算能指示断层位置的地

震属性,如相干体[１]、方差体[２Ｇ３]、断层似然度[４]和基于

卷积神经网络的断层可能性[５Ｇ７];②基于断层属性,使
用不同的方法[４,８Ｇ１０]对断层面进行提取和构建;③通过

拾取断层面两边的层位或者估计断层面两侧所有反射

波同相轴的相对错动[１１Ｇ１２]来估计断距场;④利用计算

得到的断层位置以及断层的断距信息来对地震数据体

进行去断层或者断层恢复处理[１３Ｇ１６],并将处理结果用于

分析断层形成的动力学过程和后续层位的自动化解释.
大多数不整合面自动解释方法均通过计算地震

数据相干体[１７]或者同相轴的汇聚和发散属性[１８Ｇ１９]来

检测反射同相轴终止的角度不整合.RINGDAL[２０]

提出一种计算二维不整合面可能性属性的方法,可用

于检测角度不整合以及平行不整合.WU 等[２１]提出

一种新的三维地震图像处理的技术流程:首先从地震

数据体计算不整合面似然性来检测角度不整合及其

对应的平行不整合或相关不整合;然后基于不整合似

然性属性来自动提取不整合面;再使用不整合面作为

边界约束来更加精确地估计地震同相轴法向量;接着

再通过地震体拉平处理得到 Wheeler体;最终将上述

处理成果应用于层序地层分析.
各类地质体解释的对象包括盐丘、火成岩、溶洞

和河道等.近几十年来,各大石油公司在美国墨西哥

湾和其它与盐丘构造相关的深水区域进行了大量油

气勘探开发,学术界和工业界学者对盐丘构造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因此促进了三维地震盐丘自动解释方法

的研发.这些研究方法大多借助计算盐丘属性检测

盐丘体内部的杂乱反射或盐丘边界,这些属性包括不

连续性[２２Ｇ２４]、纹 理[２５Ｇ２７]、同 向 轴 倾 角 或 法 向 矢 量

场[２８Ｇ２９]以及盐丘相似度[３０]等,采用各种方法[２９Ｇ３４]从

这些属性中提取盐丘边界,可以对盐丘体进行三维建

模.用于盐丘检测的大部分属性也可以用于其它地

质体尤其是火成岩体的解释.但是火成岩体一般位

于地震成像质量较差的深部,这导致其解释难度往往

更大.针对火成岩高速地质体对地震信号的屏蔽作

用,很多学者通过基于宽频速度模型的全波形反

演[３５Ｇ３６]、基于层析速度分析的各向异性逆时偏移成

像[３７Ｇ３８]以及基于 VSP等信息提取的地震成像速度低

频分量,然后进行网格层析得到速度高频分量,最终

利用逆时偏移成像[３９]等技术,对火成岩及下伏地层

成像结果进行优化.溶洞和河道由于与油气储藏和

运移直接相关,故其检测识别情况也备受关注.地震

相干、方差和曲率等地质属性广泛应用于溶洞和河道

的检测.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各类方法也广泛应用

于盐丘[４０Ｇ４１]、溶洞[４２Ｇ４３]和河道[４４Ｇ４５]的检测识别.
地震同相轴是三维地震数据体中最主要的几何

图像特征,同相轴在地质上往往对应地层界面,基于

同相轴追踪的地震层位追踪或拾取是地震构造和层

序解释的主要任务,因此,相关的自动追踪和识别方

法也被广泛研发.基于瞬时相位的方法首先计算地

震数据瞬时相位以获得相对地质年代体,然后提取相

对地质年代体的等时线作为层位[４６Ｇ４９];基于地震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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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的方法则是通过递归追踪与波形最相似的种子

点逐步得到层位[５０Ｇ５２].基于地震数据同相轴局部倾

角来估计同相轴的几何方向的方法是通过结构张

量[５３]、平面波破坏滤波器[５４]、平滑动态图像校正[５５]

等手段获得同相轴局部倾角.在同相轴连续的情况

下,利用该方法能够计算得到局部倾角,但通常在断

层错动明显的区域得不到准确的计算结果.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去断层的方法[１５Ｇ１６,５６],
将人工控制点加在断层相反两侧作为层位计算的约

束条件[５７];近年来,我们提出利用深度学习方法进行

层位追踪[５８Ｇ５９],通过神经网络由地震数据得到相对地

质年代体图像并从中获取等值面来得到任意地震层

位.
基于地震断层、地质体、不整合面和层位等地质

构造和层序信息的解释完成之后,充分综合这些信息

构建三维地质构造模型.常用的构造建模是基于地

质界面的显式构造建模[６０Ｇ６１],这类建模方法往往在定

义复杂界面以及界面之间的接触关系时面临挑战.
近年来,学者们对各种基于偏微分方程求解的隐式构

造建模方法[６２Ｇ６３]进行了广泛研究和发展.此类方法

基于稀疏的构造数据和其它先验信息(比如构造方向

信息和构造空间平滑性)来构建偏微分方程,对其进

行求解可以得到在全空间中拟合这些构造数据和先

　　　　

验信息的标量场,该标量场可以实现对地下所有构造

信息的隐式表达,有效避免了对复杂界面及其接触关

系的显式定义.近年来,基于人工智能的显式和隐式

构造建模方法也开始得到研发和关注:首先通过构建

构造模型获得地质构造信息在地下三维空间中的显

式或隐式表达和描述,进而引入或填充岩石物性参数

来构建各类岩性和储层模型[６４Ｇ６５].通常情况下,可利

用构造模型来引导井间数据的插值[６６Ｇ６７]以实现岩性

参数模型的构建.受插值精度的限制,通常还需进行

参数反演[６８Ｇ６９]来更新和修正插值的模型以获得更加

精确、更高分辨率的物性参数模型.
本文结合三维实际数据来阐述一整套自动化地

震构造解释与建模技术流程.具体从断层解释、地质

体解释、不整合面和层位解释、构造建模和岩性参数

建模这几个方面阐述整个流程,讨论计算机实现中的

难点技术.

１　计算地震构造解释与建模的实现流程

如图１所示,计算地震构造解释与建模流程大体

可以分为３个部分.首先对如图１a所示的三维地震

测井数据体中的断层、不整合面、层位、盐丘等各类

地质构造和地质体信息进行提取(图１b),根据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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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三维图像处理技术的自动化地震构造解释与建模

a三维地震 测井数据体;b地质构造和地质体信息;c隐式构造模型;d物性参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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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实现对三维地震 测井数据体中所有地质构

造、地层信息的定量描述;然后综合解释各类构造和

地层信息构建精细构造模型,得到如图１c所示的隐

式构造模型;最后以隐式构造模型作为框架约束,结
合测井和其它观测数据通过插值和反演的方式获得

物性参数模型(图１d).
自动化地震构造解释与建模流程如图２所示,该

流程首先通过计算各类地震属性来实现对三维地震

数据中断层、不整合面和地质体(或地质体边界)的位

置检测识别,然后基于检测结果进一步实现对断层

面、不整合面和地质体的三维重构;再将提取的断层、
不整合面和地质体界面作为边界条件约束,构建全局

拟合地震波形匹配和同相轴倾角信息的偏微分方程

或优化系统,通过求解优化问题来计算相对地质年代

体或者高分辨率层位体,该体解释方法可一次性获取

三维地震数据体中所有的层位;然后基于解释的各种

地质构造和地层信息进一步构建显式或隐式构造模

型,用于完整描述地下三维空间中所有网格点的构造

信息;最后将构造模型作为框架约束,结合测井观测

数据和物性参数插值、反演方法等来构建细节丰富的

物性参数模型.这些模型既可反馈回地震数据的精细

成像或储层反演,也可用于指导油气勘探开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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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自动化地震构造解释与建模流程

１．１　三维地震断层自动化解释

断层既是区域动力学分析的关键信息和重要依

据,同时也是控制油气运移和储藏的关键地质构造,
因此,断层解释是地震构造解释中的关键内容之一,
其自动解释方法已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研究.三维地

震资料中断层的自动解释一般包括４个关键部分:①
从地震数据中检测断层的位置;②估计断层的产状信

息(倾向和走向);③利用估计的断层位置和方向信息

进一步构建提取断层面;④估计断层的断距信息.

１．１．１　断层属性计算

由于断层往往在地震数据中表现为同相轴的不

连续特征,因此基于地震反射不连续特征检测的多种

地震属性均被用于检测断层.常用的属性有基于地

震波形相似系数(semblanceＧbased)的相干(二代相

干)[７０]、基于协方差矩阵的相干(三代相干)[７１]和基

于结构张量的相干[７２].以上３种相干属性在地震同

相轴连续性较好的区域往往具有较大的值(接近于

１),而在连续性较差的区域呈现较小的值(接近于

０),因此,相干属性中值较小的区域一般指示断层的

位置.图３a,图３b,图３c分别为以上３种相干属性

经过简单变换(１Ｇcoherence)之后的可视化显示结果,
属性中的高亮值(红色)指示地震反射不连续区域.
虽然相干属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指示断层的位置,但是

其作为一种检测地震反射不连续特征的属性,通常也

会对噪声、地质体边界和不整合面等非断层因素引起

的不连续特征比较敏感.同时,地震数据中某些断层

位置不一定呈现不连续特征,比如具有断层面波反射

特征的断层以及断层断距接近于地震道波形周期的

倍数等情况.因此,简单的地震反射不连续特征估计

方法(如相干和方差等)往往无法得到干脆的、连续的

断层检测结果.为了进一步提高相干属性对断层检

测的抗干扰性和连续性,一些学者提出断层倾向与地

震同相轴法向方向平行的假设,并基于该假设来设计

横向上与地震同相轴平行、垂向上与同相轴垂直的空

变窗口来计算２种构造引导的相干属性[７２Ｇ７３],结果分

别如图３d和图３e所示.通过这种方式计算得到的

相干属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断层的连续性,但是依

然存在大量的非断层假象特征,我们难以实现基于这

些属性的断层面的自动追踪或构建.因此,一些基于

断层属性的后处理方法,包括蚂蚁追踪[８,７４]和最优面

投票[１０]等往往用于进一步压制属性中的干扰特征,
以增强断层特征的空间连续性并估计断层的方向信

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断层面的自动化构建,图３f
为基于最优面投票的断层增强属性.与此同时,部分

学者[４,１２]提出一种基于空间扫描的方式来计算断层位

置检测属性(断层似然性),并同时估计断层的走向和

倾角信息,然后利用检测的断层位置信息和方向信息

来自动构建断层面.图３g和图３h分别为断层似然性

及细化后的断层似然性.近年来,各种深度学习方

法[５Ｇ７]研究在断层检测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其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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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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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地震断层属性计算结果

a二代相干属性[１];b三代相干属性[７１];c基于结构张量的相干属性[７２];d构造引导的相干属性[７２];e构造引导的结构张量相干属性[７３];f基

于最优面投票的断层增强属性[１０];g断层似然性[１１,５６];h细化后的断层似然性[１１,５６];i基于深度学习的断层可能性[６]

检测结果在连续性、抗噪性、准确性、分辨率和计算效

率(预测效率,不含训练过程)等方面均超过所有传统

属性(非深度学习方法计算).图３i为基于深度学习

(三维二值图像分割卷积神经网络[６])的断层可能性.

１．１．２　断层面自动构建

断层位置检测和方向估计只是自动化断层解释

的第一步,断层面构建或组合作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

任务,已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基于蚂蚁追踪的

断层 面 组 合[８,７４] 便 是 一 种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方 法.

HALE[４]提出了一种基于四边形生长的方法用于实

现断层面的自动构建,得到了四边形网格数据结构表

示的断层面(图４a).WU等[１２]提出了一种更适用于

断层面构建的链式数据结构来表示和生成断层面,结

果如图４b所示.以上各种方法虽然采取不同的算法

来构建断层面并使用不同的数据结构来表示断层面,
但根据方法的基本原理均可归纳为区域生长算法.
在自动构建一个断层面的过程中,这类方法首先根据

断层似然性属性选取一个可靠(断层似然性较大)的
种子点,然后沿着估计的断层倾向和走向追踪或连接

属于同一断层面的相邻断层点,来完成断层面的生长

和构建,直到没有合适的相邻断层点可供连接.由于

检测的断层点中可能存在较多的噪声点,如何判断相

邻断点是否属于同一断层并对其进行连接是算法的

关键,虽然可以通过断层的相对位置关系、断点属性

(包括断层可能性、走向和倾向等)的一致性等准则进

行判别,但这类方法均难以避免出现误判或错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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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自动组合方法生成的断层面

a基于四边形网格生长的方法[４];b基于链式数据结构的区域生长方法[５６];c基于全局最优面提取的方法[１０]

连接.此外,断层检测结果中往往存在不少缺失的

(未检测到的)断层点,导致仅凭区域生长算法难以构

建完整的断层面.同时,区域生长算法作为一种局部

关联性判别算法,缺乏全局性考虑,三维断层面构建

结果通常与种子点位置以及生长路径相关.因此,这
类方法难以获得稳定的、一致性较强的断层面结果.
为了提高断层面的稳定性和完整性,WU 等[１６]提出

一种基于全局最优面提取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基于

动态规划(dynamicwarping)的最优路径算法,从断

层可能性属性体中提取全局最优面(及面上所有点的

累积断层属性最大值),进而构建断层面,该方法可以

从不连续的断层检测结果中构建出较为完整的断层

面(图４c).该方案基于全局优化的思路也有助于获

得相对稳定的断层面构建结果.这类方法在断裂系

统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比如具有复杂分支和相交的断

裂系统)难以获得理想的结果,需要进一步的人工干

涉.
总体而言,相对于断层位置的检测方法,目前断

层面的自动构建方法成熟度依然较低,难以获得稳定

的工业生产(比如构造建模)应用,主要难点可概括如

下.①断层面的空间展布自由度大,其延展方向和空

间展布范围均不确定,且通常未落在地震采样网格

上,因此难以对断层面空间几何描述的数据进行定

义.与层位的数据建模类比可知,一般情况下层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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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学表示为深度z关于横坐标x 和y 的函数z(x,

y),也就是说层位的横向维度可以认为和地震采样

网格和范围一致,而断层却没有这样的建模网格和范

围,导致其方法设计难度更大.②实际情况下,断层

面往往不是封闭且可以用单值函数来进行表达的几

何图像,而这与构造地质建模里面的平滑、连续断层

面假设相悖.③实际情况下,断层面之间具有复杂的

接触连接关系,成百上千的断层面可连成一个关系复

杂的断裂系统,难以对这些断层面进行自动切割和分

离.断层面构建虽然难度很大,但却比断层位置检测

更为关键,前者可以应用于构造建模、断距估计和断

层恢复.

１．１．３　断距估计和断层恢复

对如图５a所示的三维地震数据体进行断层属性

计算和断层面构建,结果分别如图５b和图５c所示,
可用于进一步估计断距场沿每一个断层面的空间分

布情况.断距场是用于断层构造研究的关键动力学

特征,对断层两边层位的自动解释而言至关重要.目

前,国内外学者在断距场自动估计方面研究较少,通
常通过解释断层两侧一些有限的地震层位来估计断

　　　　

距信息,导致工作量巨大并且得到的结果分辨率较

低.具有代表性的断距场自动估计是由 HALE[１１]和

WU等[１２]提出的基于图像配准的方法.考虑到地震

数据对走滑断层的断距分辨能力较差,往往只能刻画

沿断层倾向方向的滑移矢量,因此通过计算断层面上

盘和下盘地层(或地震同相轴)之间的相对错动,来估

计断层的倾向滑移量.该方法忽略了断层的走向滑

移,具体步骤如下:①首先沿着断层面附近分别从断

层的上盘和下盘提取两个二维地震剖面,这两个地震

剖面在空间上与断层面平行且与断层面靠近(法向距

离２~３个采样点),其横坐标对应断层的走向、纵坐

标对应断层的倾向;② 利用二维动态图像归整算

法[１１]来计算能够将这两个地震剖面进行配准的纵轴

方向(断层倾向方向)偏移场,计算得到的偏移场相当

于断层的倾向断距场.
由于断层附近地层或地震同相轴往往破碎严重,

故在断层两边提取地震剖面之前通常会先进行构造

引导(沿地震同相轴),并且采用保持断层边界的平滑

滤波来增加断层两边地震同相轴的连续性(图５d),
进而提高地震剖面配准和断距估计的稳定性.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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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三维断层自动解释全流程

a三维地震数据体;b指示断层位置的属性体;c从断层属性体中自动构建的三维断层面;d构造引导和平滑滤波后的地震数据体;e利用

相对错动估计的断层面断距在垂直方向的分量(断面颜色显示);f利用 WU等[１２]提出的方法得到的去断层处理结果

８９３ 石　油　物　探 第６１卷



上述方法针对各个断层面进行处理,可以得到分辨率

较高、连续分布的断距场,图５e中断层面上不同颜色

代表的是估计的倾向断距在垂直方向的不同分量.
基于估计的断距场,可以对地震数据体或断层两

边的地层进行去断层或断层恢复处理.去断层处理

可以用于检验估计的断距场的准确性、分析断层的动

力学过程,同时也有助于后期的地震层位自动化解

释.对地震数据体或地层在三维空间中进行去断层

处理,需要估计一个三维的偏移矢量场来校正数据体

中所有断层的上、下盘地层相对错动.HALE[４]提出

固定断层下盘和断层位置、移动断层上盘的思路来实

现去断层处理,该方法首先通过插值,将在断层面上

估计的断距场连续且光滑地扩散到所有断层的上盘

空间中,得到一个三维空间中的偏移矢量场;然后将

该矢量场应用于校正数据体中断层上、下盘的相对错

动.由于该方法在去断层过程中固定断层的下盘和

断层的空间位置,导致其在对相交的新老断层进行恢

复过程中容易产生畸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老断层被

新断层切割会导致老断层的位置发生变化,要实现断

层恢复必须对老断层的位置也进行校正.WU 等[１２]

提出一种相对灵活的去断层方法,该方法无需固定断

层的位置和断层的下盘,通过同时求解一些断层上、
下盘匹配的方程(利用估计的断层断距场构建)和正

则化偏微分方程来计算去除断层所需的矢量位移,最
后同时移动断层上、下盘和断层位置来实现断层的恢

复或去断层处理.图５f为利用该方法获得的地震数

据去断层处理结果,可以看到去断层处理后,断层两

边的同相轴变得更加连续,使得后期的层位自动追踪

更加容易、准确.

１．２　三维地震层序自动化解释

三维地震层序解释包含地震层位和层序界面的

拾取.层位在地质上可以定义为一个等地质时间线

或面[７５];层位在岩性上表现为上、下两个具有一定岩

性差异的地层的分界面,在地震数据中往往呈现为具

有一致性反射特征和相位的反射波同相轴.层位的

精细解释对于地震地貌学研究、构造建模和层序地层

建模都至关重要.而不整合面或层序界面在地质上

代表一个沉积间断、缺失或剥蚀界面[７５],其上、下地

层呈现明显的上超、下超和顶超、削截的超覆关系;同
时它也是一个岩性界面,因而在地震数据中呈现出明

显的反射特征.地质专家一般会通过反射终止特征

(包括上超、下超、顶超和削截)来确定地震数据中的

不整合面和层序界面位置.下文中我们对地震数据

中层位和层序界面的自动化解释分别进行阐述,但实

际上层位和层序界面的解释并不应当作为两个独立

的任务来看待,而应当作为相互关联和耦合的任务来

一并解决.

１．２．１　三维地震层位自动化解释

三维地震数据体中不一定存在不整合面或者层

序界面,但是通常存在断层,而断层也会影响层位的

自动化解释.层位的自动化解释已经被广泛研究并

提出了多种研究方法,本文主要讨论基于体解释的层

位拾 取 方 法.对 于 去 断 层 处 理 后 的 地 震 数 据 体

(图５f),可以通过体拉平的方法[７６Ｇ７８]对其进行进一

步的地震地层拉平处理(图６a).该方法首先利用地

震同相轴的倾角信息构建计算拉平偏移量的偏微分

方程,然后求解偏微分方程来估计拉平偏移量,最后

根据估计的拉平偏移量来实现整个地震数据体从去

断层后的空间到拉平空间的映射.拉平的过程实质

上是将地震数据体从原始的深度(或双程旅行时)域
变换到了地质年代空间或 Wheeler域.在图６a中,
所有地震反射波同相轴均呈水平对齐的状态,因此可

以通过直接提取水平切片来获取数据体中的任意地

震层位,实现三维地震数据中所有地震层位的一次性

解释.利用估计的拉平偏移量,还可以计算如图６b
所示的相对地质年代体.该地质年代体和对应的地

震数据体具有相同的网格和维度,其中的值并非绝对

地质年代,而是相对地质年代.相对地质年代体中的

红色部分代表的地质年代较老,蓝色部分代表的地质

年代较新,随着深度的增加,地质年代整体呈现由新

到老的变化趋势,具有相同值(或颜色)的采样点对应

相同的地层或地震层位.当地震数据体中存在逆断

层或者反转地层时,计算得到的相对地质年代体也会

在深度方向出现对应的地质年代由老到新的翻转情

况,该相对地质年代体可以看作地震数据中所有地震

层位的隐式表达式,因为地质年代体中的等时线或面

对应着地震层位,所以该相对地质年代体也可以看作

一个包含地震数据体中所有层位等构造信息的隐式

构造模型(图６c),用于引导后期井间插值以构建岩

性参数模型和储层模型.
相对于传统的地震层位单个、逐一解释的模式,

这种体解释的方法通过对全局信息进行拟合可以获

得更稳定的层位解释结果;同时体解释的方法可以一

次性获得地震数据体中的所有地震层位,在解释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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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地震层位体解释流程

a拉平处理后同相轴水平对齐的地震数据体;b相对地质年代体;c提取等值面(线)得到的包含地震层位的隐式构造模型

率和结果的分辨率方面优势明显.本文展示了一种

基于地震断层解释、去断层处理、拉平处理的地震层

位体解释以及相对地质年代体估计的方法流程.目

前,部分学者[５８Ｇ５９]提出利用深度学习的方法从输入的

地震数据体直接估计或映射出对应的包含断层信息

的相对地质年体.深度神经网络对输入地震数据体

中构造信息的多尺度特征关注能力和拟合能力远优

于基于偏微分方程的体解释方法,深度神经网络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地震层位体解

释方法面临最大的挑战包括两个方面:①对大三维地

震数据体的处理内存需求巨大;②目前网络训练主要

依赖合成数据集,训练后的网络可能存在泛化能力不

足的问题.

１．２．２　三维地震层序界面和层位的耦合解释

当地震数据体中存在不整合面时,部分层位可能

在不整合面位置终止,导致层位的自动追踪难度增加.
因此,一般考虑先检测出不整合面位置,然后将其作为

边界约束引入到层位自动提取方法中.考虑到层序界

面或不整合面附近往往存在地震同相轴终止(上超、下
超、顶超和削截等)的特征,因此通过计算能得到反映

地震同相轴的发散或收敛程度的几何特征,并将其用

于指示不整合面位置.我们采用 WU等[７８]提出的方

法对如图７a所示的三维地震数据体计算不整合似然

性,得到的属性体如图７b所示,该结果可用于指示地

层终止区域以及其对应的平行不整合面位置,从图７b
的极值位置处自助提取得到如图７c所示的两个不整

合面(图７c中绿色为主体的层位).
不整合面在地质上代表沉积间断、缺失或剥蚀界

面,地层的地质年代在不整合面位置存在跳变,地层在

拉平的空间(或 Wheeler域)呈现明显的空白区域(对

应于沉积间断、缺失或剥蚀).这种不连续性特征的存

在,给前面阐述的体拉平或相对地质年代体估计等层

位体解释方法带来挑战.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将事先提

取的不整合面作为边界条件约束[７８]引入到层位的体

解释方法中,使得估计的相对地质年代体(图７d)在拟

合地震数据体构造的同时保持在不整合面附近的不连

续跳变.从该地质年代体在不同色标下的可视化显示

结果可以看到,自动提取和构建的等时地层或层位

(图７e)与相同地质年代的地层和背景的地震同相轴高

度吻合,同时在不整合面位置有明显的地层终止(顶
超)现象.基于估计的相对地质年代体,可以将图７a
的地震数据体从原始的深度域转换到如图７f所示的

地质时间域三维 Wheeler体,在此空间中可以明显看

到所有地层成水平层状展布,两个不整合面对应两块

明显的地层缺失区域,这与地质认识吻合.

１．３　三维地震地质体自动化解释

地震数据体中常见的地质体包括盐丘、火成岩、
溶洞和河道等,这些地质体的雕刻和解释也是构造建

模和储层建模的重要内容.地质体的自动化解释一

般包括两部分:①通过计算地震属性来检测地质体或

其边界的位置;②基于属性对地质体进行三维建模.
在地震数据体中各类地质体一般呈现反射不连续、杂
乱反射或地质体内外的反射振幅和几何构造变化明

显等特征,因此,能够检测这些特征的各种属性(包括

方差、相干、曲率等)均可用于检测地震数据体中的地

质体或其边界.通常情况下,如果地震数据体中地质

体的成像质量较差,容易导致基于这些属性的地质体

雕刻或建模方法的自动化程度或精度较低.图８a为

从背景三维地震数据体中计算得到的构造引导的盐

丘边界似然性[３０],该属性通过估计盐丘内外地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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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７　不整合面解释

a三维地震数据体;b指示不整合面位置的属性体;c从图７b中自动提取得到的两个不整合面;d估计的相对地质年代体;e自动提取和构

建的等时地层或层位;f地质时间域三维 Wheeler体

射几何构造特征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检测出部分明

显的盐丘边界的位置和一些非盐丘边界的干扰特征,
一些不明显的盐丘边界存在检测缺失的情况,因此仅

利用该属性得到的盐丘边界检测结果,难以实现自动

化的盐丘三维建模.为此,WU[３０]根据水平集(levelＧ
set)方法思路,利用该盐丘边界检测结果并结合盐丘

边界构造方向信息,计算得到用于描述盐丘体几何形

态的隐式标量场,结果如图８b所示.在计算该标量

场过程中,通过全局拟合检测的盐丘边界位置信息来

提高其抗干扰能力,通过引入方向信息和平滑正则化

约束来实现对盐丘边界检测及缺失区域的连续插值.
在该隐式标量场中,正值(红色区域)代表盐丘的内

部,负值(蓝紫色区域)代表盐丘的外部,从该标量场

提取零等值面便可以获得完整盐丘边界(图８c),完
成对盐丘体的三维建模.利用该方法可以获得光滑

且封闭的盐丘边界,但是部分位置可能还需要人工修

正以获得精确的建模结果.为此,WU 等[３４]提出一

种交互式的半自动方法,通过引入人为干预来实现更

加精确的盐丘边界建模.该方法首先通过人工或者

自动方法定义一个初始盐丘边界(与目标盐丘边界接

近,如图８d蓝色曲线所示),然后利用最优路径拾取

算法对初始边界更新来拟合目标盐丘边界.
由于强大的抗干扰能力和对复杂特征的提取、映

射能力,近年来,深度学习方法在地质体目标检测方

面取得较大成功,相对于利用传统属性的方法,深度

学习方法优势明显.基于图像分割思路的卷积神经

网络[４０]自动识别的盐丘体如图８e所示,该结果(暗
红色区域)可以完整且准确地检测出盐丘体的位置.
类似地,图８f为基于图像分割思路的卷积神经网络

计算[４０]自动识别的火成岩.将合成数据集训练卷积

神经网络[４２]应用于实际地震数据的溶洞检测,得到

的溶洞体三维模型如图８g所示.图８h为基于图像

分割思路的卷积神经网络[４０]自动识别的验证集溶洞

体,图８i为基于图像分割思路的卷积神经网络[４０]自

动识别的实际溶洞体.随着深度学习方法的发展和

各类地质体样本集的完善,有望能更好地实现三维地

震数据中地质体自动化智能建模.
虽然我们在此将地震层位解释和地质体解释分

开来讨论,但事实上这两个任务高度耦合.地质体的

雕刻尤其对层位的自动解释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块状

地质体对地层的终止和遮挡使得层位的自动追踪难

度加大.地质体的边界同时也是部分地层或层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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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盐丘和火成岩等块状地质体解释

a从背景三维地震数据体中计算得到的构造引导的盐丘边界似然性[３０];b用于描述盐丘体几何形态的隐式标量场[３０];c从隐式标量场中提取

零等值面得到的完整盐丘边界面[３０];d利用最优路径拾取算法[３４]从块状地质体边界检测属性中自动提取的完整边界;e基于图像分割思路的

卷积神经网络自动识别的盐丘体[４０];f基于图像分割思路的卷积神经网络自动识别的火成岩;g溶洞体三维模型;h基于图像分割思路的卷积

神经网络自动识别的验证集溶洞体;i基于图像分割思路的卷积神经网络自动识别的实际溶洞

边界,因此,地质体的检测结果也应当作为边界条件

约束引入层位自动解释方法中.

１．４　构造引导建模

三维地震解释获得的各类构造和地层信息可以

有效应用于引导井间插值,以获得既与测井观测值吻

合又与地下构造一致的三维岩性和储层模型.在井

震联合建模前,往往需要先通过井震匹配方法[７９Ｇ８２]将

测井曲线校正到垂直方向与地震数据相一致的深度

或时间域,同时使得地震数据中的层位横向上对应多

口测井数据中相同的地层,因此,在井震匹配过程中

除了保证单一测井曲线在纵向上与对应地震波形相

匹配,还需保证多口测井曲线的横向一致性[８３],即多

口井中相同地层的观测曲线应该对应地震数据体中

的相同地震层位.
完成如图９a所示的井震匹配之后,可直接利用

地震解释计算得到的相对地质年代体(隐式构造模

型)(图９b)来引导井间插值[６７].隐式构造模型包含

了对地震数据体中所有构造信息的隐式表达,对其提

取等值线或面可以获得所有的层位信息(图９c).如

果计算隐式构造模型时,充分考虑了断层、地质体边

界和不整合面的约束,那么提取等值面(等地质时间

面)获得的层位也符合这些关键地质界面信息.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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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相同地质时期沉积的地层在区域上通常具备类

似的沉积环境和物源等,可以假设在横向空间分布上

岩性参数在相同的地质时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因

此,对多口测井的岩性观测值沿着等地质时间线或面

进行横向插值或延拓,可以得到全空间三维岩性模

型.插值过程中还应考虑用被插值点到多口测井的

横向距离,并进行反向加权.图９d为利用声波速度

测井曲线进行井间插值得到的速度模型,可以看到,

通过这种方式插值得到的岩性模型在数值和纵向变

化趋势上与测井吻合,同时横向构造趋势与三维地震

数据相吻合.考虑到地质体中岩性参数的异常和突

变,可以利用对地质体中填充物的先验认识对岩性模

型中地质体内部的岩性参数进行填充或修正.图９e
为缝洞地质体解释结果,可以看出从三维地震数据体

中检测出的溶洞位置.对溶洞内部进行低速填充,获
得如图９f所示的最终的速度(岩性参数)模型.

a b c

d e f
图９　构造引导的井震联合建模

a井震匹配;b相对地质年代体;c层位和地层信息;d速度模型;e缝洞地质体解释结果;f最终的速度模型

　　经过插值得到的模型虽然融合了地震构造信息

和稀疏的测井信息,但是插值过程中存在横向平滑假

设和近似,因而通常无法准确反映岩性参数的真实横

向变化和细节信息,尤其在岩性变化较快的区域.因

此,往往需要进一步利用地球物理反演方法,通过拟

合地震振幅和其它观测数据来对插值模型进行进一

步优化和改进,而插值模型往往会作为初始模型输入

到反演流程中,用于提供低频背景和趋势约束[６８].

２　全流程实际数据应用

为了更好地展示和总结整个自动化三维地震构

造解释和建模全流程,我们将该流程应用于包含盐丘

和大量断层的三维实际地震数据,并对相应的结果进

行展示和讨论.①利用基于二值图像分割的卷积神

经网络对三维地震数据体中的盐丘体进行检测,得到

图１０a中红色区域指示的盐丘检测结果;②基于盐丘

检测结果对盐丘边界或盐丘地质体进行三维建模,结
果如图１０b所示,其盐丘边界作为边界约束可以用于

后期的层位解释和岩性参数建模;③利用三维地震断

层检测的流程(包括断层位置、走向和倾角等属性计

算以及断层面组合)得到如图１０c所示的三维断层面

自动构建结果,图１０d为断层面在不同视角下的可视

化结果,可以看到这些断层受底部盐丘控制呈辐射状

空间展布,基本可以确定这些断层由底部盐丘生长隆

起,因对上覆地层产生抬升和拉张作用而形成;④将

解释的盐丘边界和断层面作为边界约束引入层位体

解释方法中,得到如图１０e所示的相对地质年代体

(隐式构造模型),进而可以对三维地震数据体中所有

构造信息实现隐式表达,因为其等值线(图１０f中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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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展布的彩色曲线)对应地震层位,其地质时间的横

向跳变或等值线横向跳变对应断层位置(图１０f中垂

　　　　

直展布的红色曲线),对该隐式构造模型应用色标标

注,可以更好地进行地层和断层的描述,得到的三维

　　　　

a b

c d

e f

g h
图１０　自动化构造解释与建模

a盐丘检测结果;b盐丘体三维模型构建结果;c三维断层面自动构建结果;d断层面在不同视角下的可视化结果;e相对地质年代体;f断层

和层位;g三维构造模型;h三维岩性物性参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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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模型如图１０g所示;⑤引入测井岩性观测值,利
用三维构造模型进行构造引导井间插值或外推,得到

如图１０h所示的三维物性参数模型.

３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整套三维地震数据构造解释与建

模技术流程,整个流程包含三维断层、层序和地质体

自动化解释以及构造引导的井间插值岩性参数建模

４个部分.关于地震解释的３个部分相互约束和耦

合:通过断层解释实现对地震数据体的去断层或断层

恢复处理,将断层两边的反射波同相轴重新定位使其

变得连续,为后续解释其它地质构造与地质界面提供

更好的条件;不整合面和地质体边界的解释结果可以

作为边界约束用于层位解释;而层位解释又可以反过

来用于校正断层和不整合面的解释结果.通过三维

地震解释流程得到所有断层、不整合面、地质体和层

位等信息可以作为构造和地层约束引导井间插值,进
而构建岩性参数模型.

本文提出的自动化技术流程反映了随着先进的

高维图像处理技术(尤其是深度学习方法)的发展和

应用,自动化三维地震构造解释与建模取得了较大的

发展,断层位置检测、地质体检测和较简单地质构造

背景下层位提取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程度的自动

化和实际应用.断层面组合、层序界面精细解释和构

造建模等的自动化实现方面依然面临挑战,且存在较

大的发展空间.深度学习和地质、地球物理数据以及

知识的有机结合有望在自动化、智能化地震构造解释

与建模方面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虽然目前也面临着

缺乏样本标签、地质和地球物理约束的合理引入等挑

战,但是在强大的需求引导下,国内外在计算机和油

气领域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方法攻关方面投入了巨大

智力和科研经费,让我们对地震构造解释与建模的智

能化充满希望,期待油气领域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实

现,进而获得基于单网络模型的各种地震构造、层序

解释的一体化实现和各类地质建模任务的单网络模

型一体化实现.

致谢:感谢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研究中心对

本文研究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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