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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震层位的提取是地震解释中非常重要的步骤，同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目前已有的拾取层位的方法在地震数据中同相轴不连续的区域（例如，断层、噪

音等），无法自动提取相位一致的精确的地震层位，并且往往由于过度平滑而缺

失一些地质结构的细节信息。为了获得更精确的层位，本文提出了基于动态规划

的方法，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能够有效地拾取正确的地震层位，甚至在

地震数据中复杂的不连续区域（例如，断层、噪音等），依然能够准确地自动追

踪相位一致的地震层位，能够很好地揭示详细的地质结构信息。在这种方法中，

首先使用自动方法、人工拾取或用几个控制点插值来计算一个初始层位。该初始

层位可以不准确，只需要符合目标层位的总体趋势即可。然后提取以初始层位为

中心的子区域，并根据初始层位使子区域整体拉平。最后，利用动态规划来有

效地选择整个子区域中的最优路径，即全局最大或最小振幅值得路径。通过此

方式，能够将初始的不准确层位更新为一个更精确的层位，该结果遵循一致的

振幅峰值、谷值或零交叉。由于本文提出的方法并不严格依赖于初始层位，因

此我们更倾向于直接从有限数量的控制点插值得到初始层位，这比自动或手动

提取初始层位时在计算上更有效。此外，本文的方法可以通过编辑或移动控制

点时进而实时交互实现更新层位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控制点不需要精确

的放置在目标的层位上，在其附近即可，这能够大大降低计算成本，节约时间，

可以有效且快速地实施人工交互功能。本文利用多个二维和三维的复杂实际数

据来验证提出的方法，结果也表明该方法在地震解释中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传统的地震反演方法通常认为是一个不适定问题，而深度学习方法在从地

震数据预测声阻抗方面表现出了良好的前景。然而，大多数深度学习方法都是

基于易于实现的一维神经网络，但在逐道预测多维阻抗模型时往往会产生一些

不合理的横向不连续现象。本文对其进行改善，利用二维卷积网络（CNN）实现

基于深度学习的波阻抗预测，并引入初始波阻抗模型的约束到该网络。初始模

型可以从几个测井曲线利用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得到，然后作为低频约束

输入到网络当中，从而使 1D 和 2D 的 CNN 网络产生稳定的阻抗预测结果。本

文所提出的 2D CNN 的架构非常简单，但是由于我们是无法直接得到一个二维

的波阻抗标签，所以准备训练数据集是一个挑战。为了准备二维的训练数据集，

本文首先定义一个随机路径可以穿过一定数量的测井位置，然后沿着这个路径

去提取一个二维的地震剖面和对应的初始模型剖面作为网络的输入，穿过该路径

的所有测井作为波阻抗剖面相对应的部分标签。有了这些随机抽取得到的二维

训练数据集，本文利用弱监督的方法训练网络，并定义自适应损失函数，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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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输出的二维波阻抗模型仅在有井的地方进行验证评估。由于二维的数据训练

集是从最原始的三维数据中从各个方向随机选择的，所以利用训练得到的二维

网络，可以从沿测线或者垂直测线的方向，预测一个个连续的二维剖面，进而

得到相对应的三维波阻抗模型。合成和实际的例子也表明，相对于一维卷积神

经网络，本文提出的二维卷积神经网络不仅对噪音的干扰反应更加稳定、能够

更好得恢复出薄层，而且在横向上能够产生更加一致的结果。 

地质建模在储层预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常需要充分并合理地整合地

球物理观测数据和地质上约束，但其仍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本研究中，

我们提出了一套完整工作流程，充分利用地震振幅、测井属性和地震构造特征

来建立合理的储层参数模型。以 Volve 区域的数据为例，对其应用整个流程如

下：首先，对所提供的 Volve 地区的地震资料、层位和测井曲线进行预处理，在

深度域进行异常值去除和井震关系匹配。其次，使用一种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

来填补层位所缺失的地方，并提升所提供的层位的垂直位置，同时提取更多的

层位。然后进一步利用层位面插值得到一个相对地质时间(RGT)体，可以被认为

是一个隐含的结构模型，代表地震构造和地层特征。然后，利用提供的测井曲

线与得到的 RGT 体，计算出既符合测井特征又符合地震构造和地层特征的储层

参数模型。最后，利用深度学习方法结合地震和测井数据预测最终的模型，同

时将初始模型作为低频约束引入网络。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工作流程

能够产生合理的储层参数模型，而且具有较高的横向连续性和垂直分辨率。 

 

关键词：地震解释；层位提取；井震联合；地震反演；深度学习；储层参数建模；

Volve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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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rizon can be picked from seismic images by consistently following seismic 

reflectors, which is a fundamental and crucial step for seismic interpretation but remains 

a time-consuming task. Although various automatic method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extract horizons in seismic images, most of them may fail to pick horizons across 

discontinuities such as faults and noise. To obtain more accurate horizons, we propose 

a dynamic programming algorithm to efficiently refine manually or automatically 

extracted horizons so that these horizons can more accurately track reflectors across 

discontinuities, follow consistent phases, and reveal more geologic details. In this 

method, we first compute an initial horizon that may not be accurate and only needs to 

follow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target horizon. Therefore, such an initial horizon can be 

obtained with an automatic method, manual picking, or interpolation with several 

control points. Then, we extract a sub-volume of amplitudes centered at the initial 

horizon and meanwhile flatten the sub-volume according to the initial horizon. We 

finally use the dynamic programming to efficiently pick the globally optimal path that 

passes through global maximum or minimum amplitudes in the sub-volume. By doing 

this, we are able to refine the initial horizon to a more accurate horizon that follows 

consistent amplitude peaks, troughs, or zero-crossings. As our method does not strictly 

depend on the initial horizon, we prefer to directly interpolate an initial horizon from a 

limited number of control points, which is computationally more efficient than 

automatically or manually picking an initial horizon. In addition, our method is 

convenient to be interactively implemented to update the horizon while editing or 

moving the control points. More importantly, these control points are not required to be 

exactly placed on the target horizon, which makes the human interaction highly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We demonstrate our method with multiple 2D and 3D field 

examples that are complicated by noise, faults, and salt bodies. 

Deep learning methods have been popularly used in geophysical problems, such 

as model building, fault interpration, reservoir prediction, and so on. Many researchers 

also have introduced the deep learning to predict acoustic impedance from seismic data 

which is typically considered as an ill-posed problem for traditional inversion methods. 

Most of the deep learning methods, however, are based on a 1D neural network, which 

is straightforward to implement but often yields laterally unreasonable discontinuities 

in predi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impedance model trace-by-trace. We impr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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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learning-based method to predict impedance by implementing it with a 2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and introduce the constraints of an initial 

impedance model into the network. We first calculate the initial impedance model with 

interpolation from the impedance logs with the guidance of seismic structures and then 

the initial model is input to the network to provide a low-frequency trend control.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helpful for both the 1D and 2D CNNs to yield stable impedance 

predictions.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proposed 2D CNN is quite simple but training the 

CNN is not straightforward because a full 2D impedance label is not available. To 

prepare a 2D training dataset, we first define a random path that passes through multiple 

well logs. We then follow the path to extract a 2D seismic profile and an initial 

impedance profile which together form an input to the 2D CNN. The set of well logs 

(traversed by the path) serves as a partially labeled target. With the randomly extracted 

2D training datasets, we train the CNN with weak supervision by using an adaptive loss 

where the output 2D impedance model is adaptively evaluated at only the well logs in 

the partially labeled target. As the 2D training datasets are randomly chosen from the 

original 3D survey in all directions, the trained 2D CNN can predict a consistent 3D 

impedance model section-by-section in either inline or crossline direction. Synthetic 

and field example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2D CNN is more robust to noise, recovers 

thin layers better, and yields a laterally more consistent impedance model than a 1D 

CNN with the same network architecture and the same training logs. 

Subsurface model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ydrocarbon exploration but 

remains a challenging task that typically involves a full and reasonable integration of 

geophysical observations and geologic constraints. We present a workflow to fully 

utilize seismic amplitudes, well-log properties, and interpreted seismic structures to 

build geologically reasonable models. We take the Volve field data as an example and 

apply our workflow step by step as follows: First, we perform some preprocessing on 

the provided Volve seismic data, horizons, and well-logs to remove anomalous values 

and adjust seismic-well ties in depth domain. Second, we use a dynamic programming 

based method to fill the holes and refine the vertical positions of the provided horizons 

and efficiently pick more horizons. We further use the horizon surfaces to interpolate a 

relative geologic time (RGT) volume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implicit structural 

model representing seismic structural and stratigraphic features. Third, we integrate the 

provided well-logs and the computed RGT volume to compute a subsurface model that 

conforms to both well-log properties and seismic structural and stratigraphic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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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we predict a final model with deep learning using seismic and well-log data 

and meanwhile introduce the initial model as low-frequency constraints into the 

net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our workflow is able to produce geologically reasonable 

subsurface models with high lateral continuity and vertical resolution.  

 

Key Words: Seismic interpretation; Horizon extraction; Seismic data and well logs; 

Seismic inversion; Deep learning; Building reservoir models; Volve field 

data.  

 

  



Abstract 

 

 



目    录 

VII 

 

目 录 

第 1 章  绪 论 .............................................................................................................. 1 

1.1  研究意义 ........................................................................................................ 1 

1.2  研究现状和进展 ............................................................................................ 2 

1.2.1 地震层位的提取 .................................................................................... 2 

1.2.2 地震反演 ................................................................................................ 3 

1.2.3 井震联合建模 ........................................................................................ 5 

1.3  本文研究内容 ................................................................................................ 5 

第 2 章  基于动态规划算法的地震层位提取 ............................................................ 7 

2.1  引言 ................................................................................................................ 7 

2.2  传统的层位提取方法 .................................................................................... 7 

2.2.1 人工提取层位 ........................................................................................ 7 

2.2.2 基于斜率/倾角的自动方法 .................................................................. 9 

2.2.3 基于斜率和多重网格互相关的方法 .................................................. 12 

2.3  基于动态规划方法 ...................................................................................... 14 

2.3.1 二维层位提取 ...................................................................................... 14 

2.3.2 三维层位提取 ...................................................................................... 17 

2.4  三维实例应用 .............................................................................................. 20 

2.5  本章小结 ...................................................................................................... 24 

2.5.1 讨论 ...................................................................................................... 24 

2.5.2 结论 ...................................................................................................... 30 

第 3 章  相对地质年代体引导的储层参数建模 ...................................................... 31 

3.1  引言 .............................................................................................................. 31 

3.2  方法理论 ...................................................................................................... 31 

3.2.1 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 .................................................................. 31 

3.2.2 RGT 引导的插值方法 .......................................................................... 32 

3.3 实例应用 ........................................................................................................ 34 

3.3.1 层位的提取 .......................................................................................... 34 

3.3.2 RGT 的计算 .......................................................................................... 34 

3.3.3 RGT 导向建模 ...................................................................................... 34 

3.4 本章小结 ........................................................................................................ 40 



目    录 

VIII 

 

第 4 章  井震联合的智能储层参数建模 .................................................................. 41 

4.1  引言 .............................................................................................................. 41 

4.2  方法理论 ...................................................................................................... 45 

4.2.1 数据集 .................................................................................................. 45 

4.2.2 1D CNN ................................................................................................ 45 

4.2.3 2D CNN ................................................................................................ 51 

4.3  实例应用 ...................................................................................................... 55 

4.4  与传统方法的对比 ...................................................................................... 61 

4.4.1 与约束稀疏脉冲反演方法的对比结果 .............................................. 61 

4.4.2 与基于模型反演方法的对比结果 ...................................................... 62 

4.5  本章小结 ...................................................................................................... 64 

第 5 章  实例应用：Volve 数据 ............................................................................... 67 

5.1  引言 .............................................................................................................. 67 

5.2  层位 .............................................................................................................. 69 

5.2.1 层位的更新和提取 .............................................................................. 69 

5.2.2 RGT 的计算 .......................................................................................... 71 

5.3  测井 .............................................................................................................. 71 

5.4  储层参数建模 .............................................................................................. 76 

5.4.1 RGT 导向插值的初始模型 .................................................................. 77 

5.4.2 基于深度学习的最终模型 .................................................................. 79 

5.5  本章小结 ...................................................................................................... 86 

第 6 章  结论和展望 .................................................................................................. 87 

6.1  结论 .............................................................................................................. 87 

6.2  展望 .............................................................................................................. 88 

参 考 文 献 ................................................................................................................ 91 

致   谢 ...................................................................................................................... 103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107 

 

 

 



第 1章  绪 论 

1 

 

第 1 章  绪 论 

1.1  研究意义 

油气勘探与国家资源问题有着重要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勘探的精度，

加大勘探开发程度，提升油气资源储量。地震勘探技术是油气勘探的重要手段之

一，从地震数据体中提取和挖掘多种地质信息（包括层位、断层、裂缝、孔洞等）

并确定油气储层和岩石属性是地震勘探和开发的重要目标。当前地震资料处理和

解释周期长，解释结果因人而异，不断重复采集、重复处理和解释地震资料的现

状，造成给油气上游开发造成成本高和效率低的严重问题。特别是我国地震勘探

数据采集环境复杂、油气目标体越来越深、地震数据信噪比低，导致地震资料的

地质解释比其它许多国家面临更大挑战。因此，地震数据中地质信息提取与解释

走向自动化和智能化是加速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地震层位的提取是地震解释的基础步骤，人工拾取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

间，而且在复杂的三维数据体中的解释存在很大的难度。自动提取层位信息的方

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精度和效率，但有的方法对噪音敏感，局限于简单

的地质构造 (Lacaze and Valding, 2009; Dorn, 2011)，有的缺少细节，得到的结果

比较平滑 (Stark, 2005; Wu and Zhong, 2012)。近年来也有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新

的基于深度学习的算法 (Geng et al., 2019; Wu et al., 2019; Shi et al., 2020)。 这些

方法各有优缺点，仍然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因此针对存在的问题，本

文提出新的提取层位的方法，以快速获得更加准确的层位面，节省大量的时间，

为后续的构造解释和岩性的划分提供可靠的依据。 

地震反演是油气勘探中储层预测的关键技术，具体指利用地表观测地震资料，

以已知地质规律和钻井、测井资料为约束、对地下岩层空间结构和物理性质进行

成像（求解）的过程。而波阻抗反演是极其重要的方法，可以有助于解决确定岩

性、储层等问题，将波阻抗反演得到的物性分析结果与地震属性分析得到的结果

作综合分析，可以有效的为进一步的储层预测给出参考意见 (Latimer et al., 2000)。

近年来，基于机器学习的储层反演方法逐渐改善了传统反演方法所面临的问题，

但是目前大多数基于深度学习的反演是在一维条件下（单道）进行反演外推的，

反演结果存在连续性较差，反演不稳定，存在部分假象。另外，目前的基于深度

学习的叠前、叠后反演方法由于测井数据有限且稀疏，用于训练的样本对有限导

致缺少结构信息的约束，影响反演的精确度。因此，本文针对以上反演方法所面

临的问题，构建更加优化的深度学习网络并结合层序-构造信息和测井资料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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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来进一步提高储层参数预测的精确度和可靠性，提高数据集的融合能力，为加

强含油气区域储层预测提供依据。 

1.2  研究现状和进展 

1.2.1 地震层位的提取 

从地震图像中提取层位是地球物理解释的基本步骤之一。地震层位被认为与

恒定地质时间的地层面相匹配，代表地质上的同一时期面 (Vail et al., 1977)。因

此，地震层位可以⽤来构建年代地层模型 (Labrunye et al., 2009, 2015)。层位对于

识别构造和地层特征也非常重要 (Qayyum et al., 2018), 因为层位的不连续点或

终止处一般会代表断层  (Wang et al., 2014b,a)，河道 (Hale, 2009), 不整合面 

(Bugge et al., 2018)，盐丘体边界 (Wang et al., 2015c; Shafiq et al., 2015, 2016) 等

构造。层位也可以用来分析古代沉积环境和地貌特征 (Posamentier et al., 2007)。

此外，高密度的层位序列，通常被称为层位立方体 (de Groot et al., 2010), 对于生

成 Wheeler 图也有重要意义 (Qayyum et al., 2015, 2017), 这是层序地层解释的关

键方法之一 (Qayyum et al., 2012)。 

由于地震成像的数据可能非常巨大和复杂的（特别是 3D 数据），所以手动

提取地震层位非常耗时。为了解决这⼀问题，学者们研究出了多种自动或半自动

的方法去解释地震层位。一类方法是基于波形相似性 (Borgos et al., 2003; Lacaze 

et al., 2009), 他们利用相邻道之间的相干性或相关性来跟踪层位。这些方 

法通常遵循比较小的结构变化，选取局部最优解，因此可以有效地揭示一些详细

的构造。然而，这些方法在通过一些不连续点（比如噪声和断层）时可能无法提

取一致的层位 (Dorn, 2011)。 

另一类方法是通过一定的方法计算相对地质时间 (RGT)，然后提取 RGT 等

高线来获得层位 (Stark, 2005a; Wu et al., 2012)。这类方法虽然是全局最优的，但

通常生成的层位比较平滑，缺乏详细的地质信息。此外，在处理地震不连续性（包

括断层和不整合）时，需要大量的人为参与工作。 

最常用的一类方法是基于斜率的方法 (Parks, 2010; Fomel, 2010; Di et al., 

2018; Lou et al., 2019) 或地震反射轴的法向量 (Luo et al., 2013)。地震反射斜率

可以通过计算结构张量 (Bakker et al., 1999; Bakker, 2002; Fehmers et al., 2003; 

Hale, 2009; Morelatto et al., 2013) 或使用平面波破坏法 (Fomel, 2002; Phillips et 

al., 2016) 得到。这类基于斜率的方法对于噪声具有鲁棒性，但是由于对局部特

征的平均化效应使得它不能揭示详细的地质结构。其他一些基于斜率的方法，比

如使用相似性扫描 (Marfurt et al., 1998; Marfurt, 2006)、动态图像变形 (Hal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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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as, 2016) 和二维 log-Gabor 滤波 (Yu et al., 2013), 只有在反射轴横向连续时才

有效。 

然而，由于斜率在穿过断层的位置无法追踪正确的反射轴信息，所以许多基

于斜率的方法无法在经过断层的位置提取正确的层位 (Lomask et al., 2006; Parks, 

2010; Zinck et al., 2013; Wu et al., 2013, 2015; Monniron et al., 2016)。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一些方法在提取层位之前从地震图像中去除断层 (Luo et al., 2013; Wu et 

al., 2016), 或通过使用添加人工控制点（通常放置在断层的两侧）作为约束条件

来提取层位 (Wu et al., 2015)。另外一些方法在不移除断层的情况下提取层位，

通过计算多重网格互相关 (Wu et al., 2018a) 和地震道之间的非局部匹配 (Bugge 

et al., 2019) 来帮助追踪经过断层位置时对应一致的反射轴。还有一些其它的方

法将层位提取问题转化为以断层为内部边界的非齐次各向异性泊松方程的求解

问题 (Wang et al., 2015b,a)。 

1.2.2 地震反演 

地震反演是指对地震勘探采集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解释，从而反演得到地

层构造和储层参数模型。其中波阻抗参数是指示储层分布的一项重要依据，因为

波阻抗可以显示高分辨率的岩石属性，从而可以指示岩性、孔隙度、孔隙填充度

和其他因素 (Latimer et al., 2000)，所以从地震数据中估算波阻抗对于油藏特征的

描述非常重要。通常地震反演技术就是指波阻抗反演。 

波阻抗反演技术的发展从叠后偏移数据的一维反演开始，以基于褶积模型的

方法(张永刚, 2002; 吴华, 2015)和广义线性反演方法(Cooke et al., 1983)为主。基

于一维的反演是最简单的最快的，但同时也是最受限的，受子波的影响较大。

Russell 等(1991) 和 Latimer (2000)也对这类方法的优缺点及其发展进行了详尽

的叙述。为了解决线性反演中存在的问题，周竹生等(1993)提出了宽带约束反演

方法，考虑使用地质信息、测井数据和地震数据对反演过程进行约束。但是基于

单道反演的方法仍受噪音的影响比较大，为解决这个缺陷，李宏兵(1996)提出了

新的思路，将宽带约束反演与递推反演相结合。付庆云(2012)在此后进行了改进，

进行了多道反演技术的研究，并结合多井的信息使反演的结果更加可靠。通常解

决地震反演这类病态的问题，需要引入正则化方法，可以提升抗噪性和稳定性，

而且可以加入先验的地质知识等信息，使其结果更加可信准确。最常用的正则化

包括 Tikhonov 正则化 (Tikhonov, 1963; Tikhonov et al., 2013)，应用于最小二乘反

演 (Marquardt, 1963)、有限带宽反演 (Lindseth, 1979)、广义线性反演 (Cooke et 

al., 1983) 等技术当中。但是由于 Tikhonov 正则化是求解目标参数的𝐿2范数最小

化方程，所以经常会产生光滑的结果导致分辨率不高，边界信息不够清楚(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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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3)。因此，我们在解决反演问题的时候也经常用到另一种基于𝐿1范数的

正则化，其常被应用于反褶积，反演，多次波消除等不同的领域 (Levy et al., 1981, 

Guitton et al., 2004, Zwartjes et al., 2007)。 

目前，多种多样的地震反演方法已被提出, 用来从叠后或者叠前地震数据中

估计声波或弹性波阻抗，包括基于稀疏脉冲的方法 (Oldenburg et al., 1983; Velis, 

2008; Zhang et al., 2011; Gholami et al., 2012; Yuan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6; Sui 

et al., 2019), 基于模型约束法 (Smith et al., 1987; Veeken et al., 2004; Fu, 2004; Wu, 

2017b), 和地质统计学和随机方法  (Sen et al., 1991; Mallick, 1995; Ma, 2002; 

Buland et al., 2003; González et al., 2008; Bosch et al., 2010; 高扬 2018)。 

 这些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匹配合成的和实际的地震数据去估计波阻抗。合

成地震数据通常是由地震子波与反射系数进行卷积得到, 而反射系数可以由阻

抗求得。然而在实际中，用一个简单的卷积模型来描述实际的地震记录很可能是

不合适的，也就是说合成数据和实际的记录拟合最佳并不代表一定能够产生一个

最佳的波阻抗模型。实际地震数据中潜在的噪声、采集误差和处理误差对反演结

果造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在这些方法中模拟合成地震数据需要子波，而

子波在实际中往往是很难估计的。而且，具有多解性：可能存在不止一个波阻抗

模型转化成反射体后与子波进行卷积，得到的合成记录与实际地震数据能够匹配。

因此，除了要匹配地震数据外，大多数方法通常要引入不同的正则化项，合理的

初始波阻抗模型和一些先验知识（例如，井数据、空间岩性分布与统计岩石性质）

作为约束来解不适定的波阻抗反演问题。这些约束在求取合理的波阻抗模型的过

程中有着关键的作用，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反演模型的可靠性。 

 利用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DL）来预测地震阻抗的方法已经很普遍了。

Hampson et al. (2001) 展示了一个简单的神经网络通过合理选择多种属性（从井

震数据中提取）作为输入，可以很好地进行波阻抗预测。近年来，更多的深度学

习 (Das et al., 2019; Puzyrev et al., 2019; Biswas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19; Zheng 

et al., 2019; Ahmad et al., 2019; Motaz et al., 2019) 已经被提出来，结合测井的信

息来训练神经⽹络，进而用来估算波阻抗。深度学习方法可以直接实现，而不需

要与传统的反演方法一样解决复杂优化系统。此外，相比传统的方法，数据驱动

的深度学习方法有望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去估计从地震数据到阻抗的复杂的非

线性映射，而不需要假设一个近似正演模型来从阻抗模拟地震记录。然而，大多

数提出的 DL 方法是基于一维神经网络的，因为作为训练标签的测井曲线是一维

序列。一维地震网络可能对地震数据中的噪声很敏感，而且在逐道预测多维阻抗

模型时往往不能保持横向一致性。在训练记录有限而且岩石性质变化迅速的情况

下，这种一维网络尤其不能提供稳定或准确的阻抗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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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井震联合建模 

储层预测是整个油⽓勘探开发过程中关键的步骤之一，从地震数据和测井数

据建立精确的地下模型对储层预测至关重要 (Lemon et al., 2003; Zhu et al., 2012; 

Wu, 2017a)。地震数据可以提供地层特征和地质构造信息，而测井数据可以提供

地震所没有的高分辨率的深度方向的岩石属性信息。然而，由于井的数量有限，

从稀疏的测井数据中获得一个合理的地下模型仍然是一个挑战。 

 传统方法使用地震结构和测井测量值来建立模型。其中一些方法以几个层位

和主要断层作为地下构造的约束条件来建模 (Mallet, 2002; Caumon et al., 2009)。

其他的一些方法则使用图像引导的插值⽅法，根据地质信息和测井数据获得地下

模型 (Hansen et al., 2008; Hampson et al., 2000; Hale, 2010a; Naeini et al., 2015; 

Karimi et al., 2017)。此外, 有一些学者提出基于体技术的方法，整合层位、断层

和不整合面来获得合理的地下模型 (Jayr et al., 2008; Souche et al., 2013; Dorn, 

2013; Souche et al., 2014; Mallet, 2014; Labrunye et al., 2015)。 

 近年来，深度学习 (LeCun et al., 2015) 已经被成功的应用在反演问题上 

(Lucas et al., 2018) ，也被广泛的应用在地球物理领域，例如地震层位的提取 

(Lowell et al., 2018; Shi et al., 2020; Geng et al., 2020; Tschannen et al., 2020)，断层

解释 (Lv et al., 2016; He et al., 2017; Saufi et al., 2019; Wu et al., 2019a,b)，地震纹

理识别 (Dramsch et al., 2018; Di et al., 2019) 等等。例如，一种被称为支持向量回

归的监督学习方法被用来预测孔隙度和渗透率 (Al-Anazi et al., 2012)。卷积神经

网络（CNNs）常用于建立地下速度模型 (Araya-Polo et al., 2018; Wu et al., 2018b)，

预测地震岩性 (Zhang et al., 2018) 或者预测地震波阻抗 (Das et al., 2018)。除此

之外，生成对抗网络 (GAN) (Mosser et al., 2020) 和递归神经⽹络 (RNN) 

(Richardson, 2018; Alfarraj et al., 2018) 也用于地震反演和岩石物性估计的问题中。 

1.3  本文研究内容 

根据前面阐述的地震解释和反演中存在的问题，在结合现有技术方法的基础

上进行进一步完善，研究内容主要为地震三维层位解释以及地震数据和测井数据

联合反演构建三维储层参数模型。具体为： 

1. 地震层位的提取 

第二章中，介绍了传统的层位提取方法往往需要大量的计算时间或者在不连

续的地方无法提取准确的层位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章通过振幅属性将

提取地震层位的问题转化成求全局最优化的问题，采用改进的动态规划算法去提

取地震层位。具体的技术路线为：首先利用地震反射轴的法向信息拾取初始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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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位，然后以初始层位为中心选取合适的窗，并将窗内的地震图像拉平，在拉平

在提取的地震数据中用动态规划方法拾取最优(小)路径，最后将提取的最优路径

从拉平的空间变换回原始地震数据空间得到更新后的精细地震层位。最后将该方

法应用于多个二维和三维的地震数据上，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而且在计算时

间上，由于该方法避免了解非线性方程系统的步骤，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在精度

和效率上均有提升。 

2. 相对地质年代体引导的储层参数建模 

第三章中，利用以上的方法提取多个层位，得到大致的地层格架，然后可以

根据地层信息和地震图像计算得到整个三维空间的相对地质年代体。相对地质年

代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震图像的构造信息。利用相对地质年代体作为构造导

向，结合匹配好的测井数据，采用径向基函数插值方法得到初步的模型，最后利

用公开的 Teapot Dome 数据进行示例。 

3. 井震联合的智能化储层参数建模 

第四章中，由于实际情况中井的分布比较稀疏，所以基于相对地质年代体导

向插值得到的模型是缺失细节的。而且由于相对地质年代体有可能出现误差，所

以会导致引入错误的插值信息，尤其是远离井的区域，插值得到的模型往往是不

准确的。因此将这些信息作为低频约束条件融合到后续的反演过程中，利用二维

卷积网络（CNN）实现基于深度学习的波阻抗预测。在准备二维的训练数据集时，

首先定义一个随机路径可以穿过一定数量的测井位置，然后沿着这个路径去提取

一个二维的地震剖面和对应的初始模型剖面作为网络的输入，穿过该路径的所有

测井作为波阻抗剖面相对应的部分标签。最后本章也在公开的 SEAM 和 Teapot 

Dome 数据上验证了二维 CNN 的效果。 

4. 实际资料的应用 

第五章中，提出了⼀套通过利⽤地震构造、地震振幅属性和测井数据来建⽴

地下模型的完整的⼯作流程，并将以上研究内容应用到公开的 Volve 油田上，再

次说明所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 

 

在第六章中，我们总结了本文研究内容的结论和创新点，并讨论了提出的地

震层位提取方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和井震联合反演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地震解释

和地质建模提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和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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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基于动态规划算法的地震层位提取 

2.1  引言 

地震层位的提取是地震解释中非常重要的步骤，但同时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目前已有的拾取层位的方法在地震数据中同相轴不连续的区域（例如，断层、

噪音等），无法自动提取相位一致的精确的地震层位，并且往往由于过度平滑而

缺失一些地质结构的细节信息。为了获得更精确的层位，在本章中提出了一种基

于动态规划 (E.Bellman et al., 1962; Cormen et al., 2001) 的方法去有效地从地震

图像提取层位。在该方法中，首先通过人工解释方法、或者自动方法、或者根据

一些控制点插值方法得到一个初始的层位。该初始层位通常是不够准确的，不能

够追踪一致的相位（波峰、波谷、零值点）或者不能在不连续点（断层、噪音）

追踪一致的反射轴。然后，在以初始层位为中心选取的深度或时间窗口内通过动

态规划算法去搜索全局最优路径（二维）或者全局最优面（三维）。在下面的章

节中，首先介绍了传统的层位提取方法，包括人工解释和利用局部斜率的自动算

法。同时，展示了一些二维和三维的数据用来说明这些方法中存在的潜在问题。

接着文中详细描述了动态规划方法如何优化结果。除此之外，文中也讨论了控制

点的数量和位置对结果的影响。最后，为了说明提出的方法的可行性，文中展示

了该方法在更多的三维数据中的应用，并比较了利用不同的方法得到的结果，分

别包括仅使用斜率的方法、利用局部斜率和多重网格互相关的方法、本文提出的

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 

2.2  传统的层位提取方法 

人工拾取层位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由于人为因素使它具有

很大的主观性。因此，发展出了不同的自动提取方法，可分为三大类:基于振幅的

方法、基于斜率的方法和基于相对地质时间 (RGT) 的方法。其中基于斜率的方

法是最常用的，其通过追踪反射轴来提取层位，该方法在本研究被用来与提出的

新方法作比较。 

2.2.1 人工提取层位 

人工解释地震层位非常费时费力，尤其是在三维空间领域。为了节省时间，

解释人员通常只在粗网格上稀疏地解释有限数量的纵测线和横测线剖面，然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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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追踪一致的振幅来拾取其余部分的层位。然而，这类方法通常是粗糙的，只能

追踪到局部的变化，而且当穿过噪声和不连续点时，它具有高度主观性。一种常

用的方法是基于自相关法进行插值，逐道跟踪振幅变化。总的来说，人工解释的

层位的准确度和分辨率往往是有限的。 

  

 

 

 

 

 

 

 

 

 

 

 

 

 

 

 

 

 

 

 

 

 

 

 

 

 

 

 

 

 

图 2.1 (a)来自 Volve 数据的三维地震图像，其中黄色箭头表示经过波谷的目标层位(红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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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b)手动解释的层位。(c)在(b)结果的基础上利用本文的方法更新之后的精细化层

位，从颜色上可以直观地看出该层位遵循更一致的相位。 

 

如图 2.1 所示，展示了一个名为 Volve 的三维的地震数据的一部分，其大小

为(500 [纵测线]×330 [横测线]×300 [深度]个采样点)。其中图 2.1b 显示了一个

手动解释的层位面。Volve 数据采集于北海中部，由挪威国家石油公 Equinor 于

2018 年公开。图 2.1a 中的黄色箭头指示期望提取的层位，位于波谷的位置。在

图 2.1b 中，可以观察到人工解释的层位面(来源于公开数据)不遵循一致的相位，

颜色明显的变化也表明拾取的层位在波峰和波谷之间来回跳跃。此外,层位面上

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些网格状地图案，这可能是由于稀疏插值造成的假象。这种插

值方法通常会使地质构造模糊，降低精度。为了改进人工解释的结果，使用本文

提出的方法进一步更新层位，如图 2.1c 所示，使其能更好地追踪一致的振幅波谷

位置。 

 

2.2.2 基于斜率/倾角的自动方法 

对于传统的自动提取层位方法，本文中主要介绍最常用的基于斜率的方法。

此处的斜率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求得，例如平面波破坏法 (Fomel, 2002), 结构张量

法 (Bakker et al., 1999; Fehmers et al., 2003; Hale, 2009; Morelatto et al., 2013), 和

相似性扫描法 (Marfurt et al., 1998; Marfurt, 2006) 等。 

在本章中，首先利用结构张量 (Hale, 2009; Wu et al., 2018a) 估算地震的法向

量 ( )u x ，其垂直于地震的反射轴。该法向量是单位向量，分别包括垂直分量 1( )u x 、

纵测线分量 2 ( )u x 、横测线分量 3( )u x ，并利用以下方程计算在纵测线和横测线方

向上的斜率：              

𝑝(𝑥) =  −
𝑢2(𝑥)

𝑢1(𝑥)
 ,   𝑞(𝑥) =  −

𝑢3(𝑥)

𝑢1(𝑥)
          (2.1) 

然后，利用基于斜率的方法，通过匹配提取层位的斜率和已知的地震反射轴

的斜率，用最小二乘法求解目标层位 ( )z x ,具体如下 (Parks, 2010; Wu et al., 2013, 

2015)： 

 [
𝑤(𝑥, 𝑧(𝑥))

𝜕𝑧(𝑥)

𝜕𝑥

𝜇
𝜕2𝑧(𝑥)

𝜕𝑥2

] ≈ [
𝑤(𝑥, 𝑧(𝑥))𝑝(𝑥, 𝑧(𝑥))

0
]   (2.2) 

其中， ( , )w x z 用来监测计算的反射轴斜率的质量，满足0 ( , ) 1w x z  .第二个方程

作为正则化约束项用来平滑目标层位 ( )z x 。 是一个较小的常数用来平衡正则化

项和斜率方程，例如 0.0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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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维数据，我们可以将方程 2.2 很容易扩展到三维空间内去提取一个层

位面 ( , )z x y ： 

 

[
 
 
 
 𝑤(𝑥, 𝑧(𝑥))

𝜕𝑧(𝑥)

𝜕𝑥

𝑤(𝑥, 𝑧(𝑥))
𝜕𝑧(𝑥)

𝜕𝑦

𝜇(
𝜕2𝑧(𝑥)

𝜕𝑥2
+
𝜕2𝑧(𝑥)

𝜕𝑦2
)]
 
 
 
 

≈ [
𝑤(𝑥, 𝑦, 𝑧)𝑝(𝑥, 𝑦, 𝑧)
𝑤(𝑥, 𝑦, 𝑧)𝑞(𝑥, 𝑦, 𝑧)
              0

]   (2.3) 

其中， ( , , )p x y z 和 ( , , )q x y z 分别表示在层位 ( , )z x y 处，预先已知的纵测线和横测

线方向的反射轴的斜率。 

 

 

 

 

 

 

 

图 2.2 在二维地震图像(a)中，首先通过基于斜率的方法提取一个层位(b)(黄色曲线)，

然后使用所提出的动态规划方法进一步改进或细化，得到结果(c)。黄色箭头所表示区

域表明，本文的新方法显著改善了结果，使其遵循一致的波峰相位。红色圆圈表示提

取层位过程中使用的控制点。 

 

在方程 2.2和 2.3中，右侧斜率 p 和 q取决于层位 ( )z x (二维)或 ( , )z x y (三维)，

表明这些方程是非线性的。因此，解这类基于斜率的方法需要从初始层位开始，

然后不断迭代逐渐更新层位，直到目标层位的斜率与预先计算的地震反射轴斜率

相匹配，其中初始层位可以从一些预先定义好的控制点插值出来。如果只有一个

控制点，那么初始层位就是通过控制点的水平线（二维）或面（三维）。 

图 2.2 是基于一个控制点（红色圆圈）求解方程 2.1 和 2.2 得到的层位，该层

位能够遵循大致的结构趋势，但它并不能够追踪一致的相位。当它穿过小断层时，

会从高峰跳到低谷（如图 2.2b 中的黄色箭头表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章提

出了一种使用动态规划算法去改进图 2.2c 中层位的新方法，使其更符合统一的

振幅峰值相位。 

在图 2.3 和图 2.4 中进一步展示了一个 3D 示例，其中层位分别通过振幅和时

间属性来显示。两个图中的黄色箭头(指示波谷)表示期望提取的标层位。在图 2.3b

中，是基于斜率的方法（公式 2.2）提取的层位，可以观察到明显的颜色变化，

表明其在波峰和波谷之间反复跳跃。而且由于该方法的光滑效应，导致该层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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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质细节比较模糊。在图 2.3c 中，通过本文的提出的新方法对图 2.3b 的结果

改进之后，可以看到改进之后的层位上几乎都呈现蓝色，显示了更加一致的相位

和更详细的结构，比如白色箭头指示的河道。此外，这些细小的构造和河道很容

易在时间域的层位上观察得到（图 2.3c）。 

 

图 2.3 在三维地震图像(a)中，黄色箭头指示的目标层位(蓝色)分别由(b)基于斜率的方

法和(c)本文的方法提取。可以明显地观察到(c)中的层位几乎到处都是蓝色的，这也表

明(c)中提取的层位的相位比(b)中的更一致。此外，(c)中的结果揭示了详细的结构，如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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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白色箭头表示的小河道。绿色方块表示提取层位过程中使用的控制点。 

 

 

 

 

 

 

 

 

 

 

 

 

 

 

 

 

 

 

 

 

 

 

图 2.4 图 2.3b 和 2.3c 中的层位分别在时间域的显示效果如图 a 和 b 所示。同样地，可

以观察到，相比于(a)中基于斜率的方法，通过本章提出的方法(b)可以得到更详细的结

构，比如白色箭头所指示的河道信息。 

 

2.2.3 基于斜率和多重网格互相关的方法 

由于上述的仅考虑斜率的自动方法往往无法在经过不连续区域时准确地追

踪一致层位（如图 2.2b 和 2.3b 所示），Wu 和 Fomel (2018) 提出了一种新的改进

算法，利用最小二乘法去拟合层位与局部反射斜率和空间上更加全局的整体反射

轴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考虑加入了空间全局约束。在该方法中，引入了粗网格互

相关对方程 2.2 和 2.3 进行附加约束。这个约束有助于在不连续点上跟踪层位，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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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用于提取地震层位的多尺度信息。在三维情况下，层位的获取如方程所

示： 

       (2.4) 

其中，𝑧𝑖(𝑥, 𝑦)表示每一次迭代更新之后的层位，𝑝𝑘,𝑙(𝑦, 𝑧𝑖)和𝑞𝑘,𝑙(𝑥, 𝑧𝑖)分别根据横

向粗网格对(𝑗, 𝑦)和(𝑥, 𝑗)计算得到的在纵测线(inline)和横测线(crossline)方向上的

斜率。𝑤(𝑥, 𝑦, 𝑧𝑖)代表估算反射轴斜率的权重因子。𝜆是用来平衡方程的较小常数

值。 

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使用这两种方法(第一种仅仅基于斜率的方法，第二

种基于斜率和多重网格互相关的方法)作为基准来证明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动态规

划方法的性能。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章提出的新方法并不需要依赖于之前发表的

任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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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动态规划方法 

为了提取更加准确的层位（如图 2.1c，2.2c，2.3c，2.4c 所示），本文提出了

一种基于动态规划 (E.Bellman et al., 1962; Cormen et al., 2001; Hale, 2013) 方法

去改善结果。在该方法中，首先要有一个初始层位，该初始层位可以由人工解释、

基于斜率法、或者插值算法得到。然后利用动态规划算法更新初始值得到更加精

确的结果。 

2.3.1 二维层位提取 

在提取层位的问题中，我们可以假设同一层位会一致地通过波峰、波谷或零

值点的位置。因此，我们提取地震层位的问题转换成了在地震图像中寻找全局最

小或最大路径（二维）或曲面（三维），并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的动态规划算法

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且动态规划算法在高效地解决全局优化问题中有广泛的应用 

(Cormen et al., 2001)。 

图 2.5 展示了本文提出的基于动态规划的新方法在提取二维层位时的流程图。

在该流程中，首先从一个初始的层位（图 2.5a 的黄色曲线所示）开始。该初始层

位是由基于斜率的方法在一个控制点（图 2.5a 的红色圆圈）的约束下计算得到

的，它接近于经过波谷（黑色）位置的目标层位，但是它追踪的相位并不足够准

确，因此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尤其是在层位的右半部分表现更加明显。同时，在

本文方法的计算流程中，初始层位只需要靠近目标层位，遵循大致的趋势即可，

因此可以通过给定几个控制点，然后用简单的插值或者人工解释的方法轻易获得。

在这之后，以初始层位为中心，选取一个较小的竖直窗（如图 2.5a 中的红色竖线

表示）得到部分地震数据。同时，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和准确度，选取的窗口在包

含目标层位的前提下要尽可能的窄。图 2.5b 展示了一个以 21 个采样点为竖直窗

的大小，选取的部分地震数据以初始层位为中心经拉平之后的效果。 

在拉平的图 2.5b 所示的地震数据中，黄色箭头指示即将提取的目标层位。该

目标层位从左至右经过最小值位置，即大部分的振幅波谷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

求解以下的全局最小值问题来提取目标层位： 

𝐸1 = 𝑎𝑟𝑔𝑚𝑖𝑛
𝑗[𝑖]

∑𝑔[𝑖, 𝑗[𝑖]]

𝑁

𝑖=1

, 

𝑠. 𝑡. |𝑗[𝑖 + 1] − 𝑗[𝑖]| ≤ 𝜀(0 < 𝜀 < 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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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和 j 分别代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坐标轴，𝑗[𝑖]表示从左至右边的路径，

𝑔[𝑗, 𝑖]为地震振幅图像𝑎[𝑖, 𝑗]的函数，定义如下： 

 𝑔[𝑖, 𝑗] = {

 𝑎[𝑖, 𝑗],             层位位于波谷位置

−𝑎[𝑖, 𝑗],          层位位于波峰位置

 |𝑎[𝑖, 𝑗]|,          层位位于零值位置

   (2.6) 

在该定义下，能够保证经过波谷、波峰或者零值点位置的层位均为输入图像𝑔[𝑖, 𝑗]

的最小值路径。 

目标函数（方程 2.5）的第二部分代表计算路径过程中的斜率约束。在求解这

个有约束的最小化问题中，目的是找到一个目标层位作为全局最小路径，从而使

该路径上的振幅值的总和最小化。在拉平的地震图像中，目标层应该是平滑的且

几乎完全是平的。因此，通常使用小斜率约束（例如， 0.25 = ）来寻找最优路

径。为了解决这个有约束的非线性最小化问题，本章使用了一种改进的动态规划

算法 (Hale, 2013)，包括非线性平滑、向前累积和向后跟踪三个步骤。 

1. 非线性平滑 

如图 2.5b 所示，输入图像𝑔[𝑖, 𝑗]中的中要拾取的最小路径并不明显，很多局

部低振幅值位置并不是目标层位的位置，与期望提取的层位（图 2.5b 中黄色箭

头所示）并不符合，所以拾取最小路径仍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为了进一步突出

最小路径，我们应用非线性平滑进行处理 (Hale, 2013) 来增强与最小路径对应的

低振幅，同时消除与路径无关的局部低振幅。非线性平滑是将正向和反向的非线

性累积作用于输入图像𝑔[𝑖, 𝑗]，在斜率约束下 | [ 1] [ ] |j i j i + −  ，正向累积方程表

达如下所示： 

𝑓[0, 𝑗] = 𝑔[0, 𝑗], 

𝑓[𝑖, 𝑗] = 𝑔[𝑖, 𝑗] + 𝑚𝑖𝑛

{
  
 

  
 
𝑓[𝑖 − 𝑑, 𝑗 − 1] + ∑ 𝑔[𝑘, 𝑗 − 1]

𝑖−1

𝑘=𝑖−𝑑+1

𝑓[𝑖 − 1, 𝑗]

𝑓[𝑖 − 𝑑, 𝑗 + 1] + ∑ 𝑔[𝑘, 𝑗 + 1]

𝑖−1

𝑘=𝑖−𝑑+1

 

𝑓𝑜𝑟 𝑖=1, 2, ..., 𝑁 − 1   (2.7) 

其中，𝑓[𝑖, 𝑗]代表在每个样本在局部窗口中累积最小值的输出。𝑑是最接近于1/ 

的整数，决定了在每个样本点上寻找局部最小积累时的横向窗口的大小。类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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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斜率约束下 | [ 1] [ ] |j i j i − −  ，反向累积的计算方程如下所示： 

𝑏[𝑁 − 1, 𝑗] = 𝑔[𝑁 − 1, 𝑗], 

𝑏[𝑖, 𝑗] = 𝑔[𝑖, 𝑗] + 𝑚𝑖𝑛

{
  
 

  
 
𝑏[𝑖 + 𝑑, 𝑗 − 1] + ∑ 𝑔[𝑘, 𝑗 − 1]

𝑖+𝑑−1

𝑘=𝑖+1

𝑏[𝑖 + 1, 𝑗]

𝑏[𝑖 + 𝑑, 𝑗 + 1] + ∑ 𝑔[𝑘, 𝑗 + 1]

𝑖+𝑑−1

𝑘=𝑖+1

 

𝑓𝑜𝑟 𝑖 = 𝑁 − 2, 𝑁 − 3, ..., 0.   (2.8) 

无论是正向累积还是反向累积都可以看作是𝑔[𝑖, 𝑗]分别在正向和反向方向上的平

滑性效应。结合输入图像的正向和反向累积结果，可以得到一个双边非线性平滑

结果，如下所示： 

 𝑠[𝑖, 𝑗] = 𝑓[𝑖, 𝑗] + 𝑏[𝑖, 𝑗] − 𝑔[𝑖, 𝑗],   (2.9) 

其中，方程中减去输入图像𝑔[𝑖, 𝑗]项是因为它在正向和反向累积过程中计算了两

遍。经过图 2.5b 中的非线性平滑后，可以得到平滑的输出图像（图 2.5c）其中最

小路径（或目标层位）得到了显著增强，而远离路径的局部低振幅被抑制。因此，

在图 2.5c 中拾取最小路径比在图 2.5b 中要简单得多。 

2. 正向累积和反向追踪 

为了从光滑后的图像𝑠[𝑖, 𝑗]中选取最小路径,对𝑠[𝑖, 𝑗]再次作用正向累积过程得

到另一累积图像𝑐[𝑖, 𝑗]（图 2.5d），然后追踪最小路径𝑗[𝑖]，计算如下所示: 

𝑗[𝑁 − 1, 𝑗] = 𝑎𝑟𝑔 𝑚𝑖𝑛
𝑗

 𝑐[𝑁 − 1, 𝑗], 

𝑙 = 𝑗[𝑖], 

𝑗[𝑖 − 1] = 𝑎𝑟𝑔𝑚𝑖𝑛
𝑙−1,𝑙,𝑙+1

{
  
 

  
 
𝑐[𝑖 − 𝑑, 𝑙 − 1] + ∑ 𝑐[𝑘, 𝑙 − 1]

𝑖−1

𝑘=𝑖−𝑑+1

𝑐[𝑖 − 1, 𝑙]

𝑐[𝑖 − 𝑑, 𝑙 + 1] + ∑ 𝑐[𝑘, 𝑙 + 1]

𝑖−1

𝑘=𝑖−𝑑+1

 

𝑓𝑜𝑟 𝑖 = 𝑁 − 1, 𝑁 − 2, ..., 1.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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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d 中的绿色曲线显示选择的最小路径。最后，将选择的最小路径从拉平

的空间域映射回原始空间，并获得最终的层位，如图 2.5e 中的绿色曲线所示。通

过以上所述的二维层位提取的整个流程，可以高效地更新初始层位（图 2.5e 中的

黄色曲线），使其更准确地追踪目标层位。图 2.2c 也展示了使用该流程来有效提

取层位的另一个例子。 

 

图 2.5 在二维地震图像中提取层位的工作流程图。步骤 1: (a)首先选择一个控制点（红

色圆圈）并计算一个初始层位（黄色曲线），然后选择一个以初始层位为中心的垂直窗

口（竖直红线）。步骤 2: (b)从窗口中提取一个子图像（窗口大小有 21 个采样点），并

根据初始层位将其拉平。步骤 3: (c)对拉平的子图像进行非线性平滑，以增强待拾取的

最小路径或目标层位。步骤 4: (d)对平滑后的图像进行正向累积，并反向追踪最小路径

（绿色曲线表示）。步骤 5: (e)进一步将选取的最小路径从拉平空间域映射回原始空

间，得到最终更新后的层位（绿色曲线），它比初始层位（黄色曲线）更准确，目标层

位的相位更一致。 

 

2.3.2 三维层位提取 

由于动态规划算法本质上是一种二维算法，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一些修改，使

其适用于在三维地震图像中提取最小值曲面。图 2.6 展示了使用动态规划来提取

三维地震层面的工作流程。与二维层位提取类似，本章再次从一个初始的层位开

始（图 2.6a），该层位接近于目标层位，但其表面显著的振幅颜色的变化说明其

仍然不够精确，相位跳跃现象严重。  

图 2.6b 为根据初始层面拉平的三维地震幅值图像。在该拉平的地震图像中，

目标层位变换为通过最小地震振幅的曲面，如中间红色部分所示。因此，我们可

以通过求解以下带有斜率约束的最小化方程来提取目标层位𝑗[𝑖, 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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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2 = 𝑎𝑟𝑔𝑚𝑖𝑛
𝑗[𝑖,𝑘]

∑∑𝑔[𝑖, 𝑘, 𝑗[𝑖, 𝑘]]

𝑀

𝑘=1

𝑁

𝑖=1

, 

             𝑠. 𝑡. |𝑗[𝑖 + 1, 𝑘] − 𝑗[𝑖, 𝑘]| ≤ 𝜀| and 𝑗[𝑖, 𝑘 + 1] − 𝑗[𝑖, 𝑘]| ≤ 𝜀,   (2.11) 

其中，𝑔[𝑖, 𝑘, 𝑗]为公式 2.6 定义的输入地震幅值图像。 是一个常数满足 (0 1)  ，

它是在选取最小曲面𝑗[𝑖, 𝑘]时作用在在 i轴和 k 轴方向上的斜率约束。在拉平的地

震图像内，由于是以初始层位为中心的，而且初始层位通常是接近于目标层位的，

所以目标层位应该是平滑的且大致是水平的。因此，通常会选取一个较小的斜率

值（例如， 0.25 = ）来约束在 i轴和 k 轴方向上的计算过程。 

由于地震图像中目标层位周围存在一定的噪声、不连续点和局部最小振幅，

直接从拉平的地震图像（图 2.6b）中自动提取目标层位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与计算二维图像中的最小路径类似，本章节将二维非线性平滑过程（公式 2.7）

应用于三维地震图像中的所有 i j− 方向的切片，得到了如图 2.6c 所示的结果，

其中目标层位显著增强，特别是在 i j− 方向的切片上。进一步对所有 k j− 切片

进行二维非线性平滑，得到最终的光滑图像（图 2.6d），目标层位比原始地震图

像（图 2.6b）显著增强。在此平滑后的图像上，通过正向积累方程 2.6 和反向追

踪方程 2.9 进一步计算最小值曲面。通过应用非线性平滑，加上在 i 轴和 k 轴方

向上的斜率约束，能够确保两个方向的最小值曲面是光滑的。因此，可以在 i j−

剖面和 k j− 剖面上选择二维最小路径，形成一个一致的光滑曲面（图 2.6e）。最

后，将选取的最小曲面从拉平的空间域映射回原始空间，得到最终的更新之后的

层位，如图 2.6f 所示。由上述所提出的流程得到的层位面（图 2.6f）的颜色比初

始的层位（图 2.6a）更加一致，也表明了本文提出的方法在三维图像中提取的层

位更加准确。 

图 2.1c 和图 2.3c 的结果也分别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对人工解释和自动

拾取层位进行改善的有效性。为了进一步分析其性能，图 2.7 显示了从图 2.3 中

提取的纵测线-深度方向上的 2D 切片视图。在图 2.7b 中，基于动态规划方法得

到的层位（红色曲线）比基于斜率的方法得到的层位（绿色曲线）的峰值路径更

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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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在三维地震图像中提取层位面的流程与二维地震图像的流程类似。步骤 1: (a) 

首先选择两个控制点（绿色方块）并计算一个初始层位。步骤 2: (b) 选择一个以初始

层位为中心的窗口，从窗口中提取一个子图像（垂直方向有 31 个采样点），然后根据

初始层位面将其拉平。步骤 3: (c) 在所有 i j− 剖面上应用二维非线性平滑来增强目标

层位。步骤 4: (d) 在所有𝑘 − 𝑗剖面上进一步应用二维非线性平滑，得到最终平滑的图

像。步骤 5: (e) 对平滑后的图像进行正向累积，并反向追踪最小路径(青色曲面)。步骤

6: (f) 最后将选取的最小曲面从拉平的空间域映射回原始空间，得到最终更新之后的层

位面（红色曲面）。此外，如果想要强制目标层位通过一个给定的控制点（如图 b-d 中

的黑色圆圈），可以设置如图中的黄色线圈定的区域，然后将远离控制点的区域赋予最

大值，控制点及其周围区域赋予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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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为了更清楚地查看图 2.3 中提取的层位面的局部细节，我们从图 2.3 中提取了一

个 2D 的纵测线-深度方向上的地震剖面，如图(a)所示。绿色和红色曲线表示层位面与

地震剖面的交点。图(b)为(a)中的黄色方框区域的放大图，可以观察到通过本文的方法

获得的层位（红色曲线）比由基于斜率计算的层位（绿色曲线）的振幅峰值路径更加

一致。 

 

2.4  三维实例应用 

为了进一步证明本文提出的方法的可行性，本章在另一个三维示例中进一步

进行验证（图 2.8），并对仅基于斜率的方法 (Hale, 2009)、基于斜率和多重网格

互相关的方法 (Wu et al., 2018) 和本文提出的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得到的结果进

行了比较分析。 

文中将本方法应用于 Wu 和 Fomel (2018) 文章中的相同数据。图 2.8 显示的

是来自荷兰近海 F3 区块的三维地震数据，在纵测线(inline)、横测线(crossline) 和

深度(depth) 方向上的样本大小分别为 951、550、242。该地震数据包含了复杂的

构造，比如一个大断层（如图中白线所示）和明显的盐丘体。图 2.8 中的黄色和

黑色箭头分别指示本章期望提取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层位。 

在图 2.9 中，在两个控制点的约束下（如绿色方块所示），本章使用上文提到

的三种方法来拾取图 2.8 中的黄色箭头所指示的目标层位，期望选定的层位可以

追踪一致的振幅波谷的位置，因此层位面应该显示一致的红色。结果表明，通过

只有斜率的自动方法得到的层位（图 2.9a）的颜色明显不一致，说明其相位不一

致，在波峰（蓝色）和波谷（红色）之间跳跃。这可能是因为该目标层位穿过许

多小断层，但局部斜率并不能在断层的两侧追踪一致的反射轴。图 2.9b 显示了

采用局部斜率和多重网格互相关的方法得到的层位。可以观察到该方法在大部分

区域改善了结果。但是在图中黑色箭头所示的大断层附近仍然观察到一些颜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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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即相位不一致。图 2.9c 显示了基于动态规划算法得到的结果，其中以图

2.9a 的结果作为初始层位。该结果几乎到处都呈现出红色，说明拾取的层位面能

够遵循更加一致的波谷。除此之外，本方法的计算成本远远小于其他两种方法，

这是因为本文提出的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可以用插值的算法来计算初始层位，从

而取代了另外两种方法中计算斜率的步骤，可以大大的减少计算量（如表 2.1 所

示）。 

 

 

 

 

 

 

 

 

 

 

 

 

 

 

图 2.8 该三维地震图像包含多个断层，包括一个主断层（白线）和一些盐体。黄色箭

头（指向波谷）指示第一个层位，显然该区域是不连续的，由一个大断层和许多个小

断层组成。黑色箭头（指向波谷）指示第二个目标层，由于经过大断层和底部盐丘体

而变得更加复杂。 

 

在图 2.10 中，选择在四个控制点（绿色的方块）的约束下来拾取图 8 中的黑

色箭头所指示的层位。该层位表现更为复杂，包括一个大断层（白线所示）和一

些盐丘体。控制点位于振幅波谷处，所以准确的层位应该是到处都显示红色。然

而图 2.10a 中所示的仅基于斜率的方法提取的层位，其表面的蓝色表明该结果不

能遵循一致的相位，并不能跟踪正确的位置。图 2.10b 是基于局部斜率和多重网

格互相关的方法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到其表面几乎都是红色的。同理，图 2.10c

中基于动态规划方法得到的层位也表现出一致的相位。这表明，图 2.10b 和图

2.10c 中的两种方法都可以经过断层和盐丘体等复杂结构时均可获得比较准确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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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三种方法的对比。在三维图像（图 2.8）中用不同的方法提取第一个层位，包括

(a)只有斜率的方法，(b)局部斜率和多重网格互相关的方法，(c)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

在不同的方法中均使用两个控制点（绿色方块）。c 图所示的层位面的颜色更加统一表

明其比 a 和 b 的结果遵循更一致的波谷相位。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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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三种方法的对比。在三维图像（图 2.8）中用不同的方法提取第二个层位，包

括(a)只有斜率的方法，(b)局部斜率和多重网格互相关的方法，(c)基于动态规划的方

法。在不同的方法中均使用四个控制点（绿色方块）。(b)和(c)中的两种方法表现出了相

当的性能，相比于(a)中的方法，得到很大改善，均能拾取更加准确的层位。但是(c)方

法的计算效率更高。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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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显示了三种提取层位的方法（图 2.9 和 2.10）在计算成本方面的定量

对比分析。该图表表明，本文提出的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比基于斜率的方法快 2

倍，比多重网格互相关的方法快 6 倍，因为这两种方法都需要迭代求解大型非线

性方程组，所以比较耗时。然而，在本文提出的方法中，使用简单快速的线性插

值方法代替上述步骤来获得初始层位，然后通过改进的动态规划算法来更新初始

层位，一样可以产生与其他两种方法相当甚至更好的结果(如图 2.9 和 2.10 所示)，

但是它在计算时间上减少很多。 

表 2.1 本章提到的三种方法的计算时间的对比。 

 

 

2.5  本章小结 

2.5.1 讨论 

1. 初始化 

本文提出的方法包括两个步骤: (1)计算初始层位和(2)用动态规划算法更新初

始层位。对于第一步，一种稳定的方法是利用上述的基于斜率的方法来获得初始

层位。然而，这类方法需要计算反射轴斜率并迭代求解庞大的非线性系统（特别

是三维数据体），因此往往是非常耗时的。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只需要一个近似

的初始层位，能够遵循大致的结构趋势，所以可以使用更高效的插值算法（如三

次插值或线性插值）来快速获得初始层位。 

图 2.11 中的两个例子中比较了两种初始化方法的有效性。图 2.11b 和图 2.11e

中的初始层位是通过基于斜率的方法（黄色曲线）和三次插值算法（绿色曲线）

到的。在第一个例子中（图 2.11a、2.12b、2.12c），图 2.11c 中由两种不同的初始

层位得到的结果几乎是完全重合的。第二个例子（图 2.11d、2.12e、2.12f）有明

显的断层，但图 2.11f 中的结果表明无论是由插值算法（绿色曲线）还是基于斜

率的方法（黄色曲线）得到的初始层位经本文提出的方法迭代更新之后都能得到

较好的结果。尽管与基于斜率的方法相比，插值算法可能需要更多的控制点来计

算一个合理的初始层位，但它仍然能够显著降低计算成本，并为解释人员实现交

互操作提供了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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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点 

在前面章节讨论的所有例子中，控制点作为一个关键的约束条件，在提取目

标层位时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传统的基于斜率的方法中，层位一定会穿过

这些控制点，所以要求这些控制点尽可能的精确。本文所提出的新方法在第一个

初始化步骤中也需要一些控制点，因此在这里我们比较了控制点对图 2.12 和图

2.13 中提到的两种方法的影响。 

 

 

 

 

 

 

 

 

 

 

 

 

 

 

图 2.11 两种初始化层位的方法的比较。在输入二维地震图像(a 和 d)中，分别采用基于

斜率的方法（黄色曲线）和插值算法（绿色曲线）计算初始层位。(c)中的结果表明，

该方法通过两种初始化方法都能准确地获得最优路径。(f)中采用插值法（绿色曲线）

得到的结果与采用基于斜率法（黄色曲线）得到的结果也几乎相同。基于斜率的方法

需要估算反射轴的斜率和求解庞大的非线性系统，这往往比插值方法更耗时。尽管插

值算法可能需要更多的控制点（红色圆圈）以获得合适的初始层位，特别是在 3D 数据

中，但它本身是简单和快速的，因此仍然能够显著地降低计算成本。 

 

在实际中，我们希望选择尽可能减少控制点的数量，以降低人为的工作量。

因此，本章首先测试控制点数量对两种方法的影响。在图 2.12 中，分别选取 1

个、3 个和 5 个控制点，分别采用基于斜率的方法（图 2.12a-c）和本章提出的新

方法（图 2.12d-f）提取目标层位。与基于斜率的自动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新方

法在可以获得相位一致的更准确的层位，尤其是在蓝色箭头所指示的区域。此外，

还发现提出的方新方法（图 2.12d）在只有一个控制点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与图



第 2章  基于动态规划算法的地震层位提取 

26 

 

2.12e 和 2.13f 相当的性能。也就是说，基于动态规划的算法可以跟踪更一致的相

位从而获得准确的层位，同时又可以减少控制点的数量进而提高工作效率。 

 

 

 

 

 

 

 

 

 

 

 

 

 

图 2.12 探究控制点数量的影响。分别选取 1 个、3 个和 5 个控制点（红色圆圈），采用

基于斜率的方法(a-c)和基于本文提出的方法(d-f)提取目标层位。与基于斜率的方法相

比，动态规划方法可以获得相位一致的更准确的层位，特别是在蓝色箭头所表示的区

域。并且本文的方法在(d)中只需要一个控制点就可以达到与 e 和 f 相当的性能，这表

明可以通过减少控制点的数量来提高效率。 

 

更重要的是，在新方法中选择控制点是比较方便和高效的，因为这些点只需

要靠近目标层位，而不需要精确的位于层位上。在图 2.13 中对这一点进行了更

加详细的说明。该例子中选择了三个控制点，其中紫色箭头所指示的两个明显没

有位于目标层位上（图 2.13a 中的蓝色箭头指示目标层位）。在这些控制点的约束

下，基于斜率的方法得到的结果如图 2.13a 中的黄色曲线所示，显然计算的层位

是错误的。然而，新方法却仍然可以准确地跟踪目标层位，得到如图 2.13b 所示

的结果，从结果分析可知，以简单的线性插值（图 2.13a 中的绿色曲线）或基于

斜率的方法（图 2.13a 中的黄色曲线）的结果作为初始层位，然后用本文所提出

的新方法均能有效地改善结果，得到更加准备的层位。这表明，即使控制点偏离

目标层位的，本文提出的方法也能获得合理的结果，这是因为该方法不强迫层位

必须通过所选的控制点。 

换句话说，本章提出的新方法对控制点不敏感，它只需要一个粗略的初始化

值，这大大提高了地震层位解释的效率和方便性。当然，如果需要强制层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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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点，可以将控制点通过一定的方法设置为强约束条件（如图 2.6 所示）。 

 

 

 

 

 

 

 

 

 

 

 

 

 

 

 

 

 

 

图 2.13 探究方法对控制点的敏感度。控制点（红色圆圈）是人工选择的，因此具有很

高的主观色彩。这里给出三个控制点，包括两个错误的控制点（用紫色箭头指示）。(a)

中黄色曲线为基于斜率的方法提取的层位，绿色曲线为基于控制点插值的结果。(b)图

为将(a)中的插值结果（绿色曲线）或基于斜率的方法（黄色曲线）的结果作为初始层

位，更新之后得到的最终结果。这表明，即使有控制点不位于目标层位上，本文提出

的方法依然可以获得合理的结果。 

 

3. 窗口的选择 

在图 2.5 和图 2.6 中描述的拾取层位的工作流程中，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窗

口来提取子图像。窗口的选取是另一个直接影响结果的关键因素。由于本章提出

的方法是通过搜索全局最大值或最小值来寻找目标层位的，因此选择的窗口在垂

直方向上应该包含目标层位，并确保目标层位是窗口内的最小值路径。同时，为

了更好地提高效率和精度，在满足窗口包含目标层位的前提下，窗口应该尽可能

的小。 

在一些例子中,如果目标层位与周围的一些层位之间在深度方向上靠的比较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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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而且与周围的振幅值大小基本相当，这是需要我们非常小心的去选择一个合适

的尽可能窄的窗口，也可以如图 2.6b-d 所示加一些强约束条件。在本研究中，只

使用了地震振幅属性来提取层位。然而，该方法并不仅仅局限于使用振幅属性，

也可以使用其他的属性（比如波形相似度等）作为输入，以获得最佳结果。而且

使用波形相似度代替地震振幅属性，可能有助于处理层位分布密集的情况。 

在处理层位不连续点较多或者竖直方向位移较大的情况下，例如有大断层时，

可以选择更多的控制点来约束靠近断层的目标层位。从而可以获得一个更合理的

初始层位来选择一个更合适的窗口。然而由于根据控制点插值的算法非常快，所

以增加控制点也不会加大计算成本。 

 

4. 准确度和稳定性的评估 

这里使用一个二维的例子来进一步评估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对噪声的鲁棒性。

本章中手动拾取了 6 个层位作为真实的层位位置，如图 2.14b 中的黄色曲线所示。

这些层位经过图中标示的三个断层，并不非常复杂，但对层位的自动提取仍然是

一个挑战。模拟不同程度的噪声，并将它们添加到原始图像（图 2.14b）中。图

2.14c-g 的信噪比（S/N）分别为 20、8、4、1 和 0.75dB。在这些图像中，均选择

相同的控制点（红色圆圈）参与计算。从结果中可以观察到，随着信噪比的减小，

除了红色箭头所示的几个区域外，新方法仍然可以得到合理的结果。另外如图

2.14h 所示，这些红色箭头所示区域的层位可以通过增加控制点来提高准确度。

与基于斜率的方法相比，新方法在蓝色箭头所示的区域获得了更准确的结果，并

且在通过断层时可以遵循更一致的相位（图 2.14c 中的黄色矩形）。 

在图 2.15 中，进一步定量地评估了其准确性。图 2.15a 和图 2.15b 中的实线

和虚线分别代表基于动态规划法和基于斜率法的误差。其中利用方程(2.10)计算

误差： 

 𝐸 =
∑ |𝑍𝑡𝑟𝑢𝑒[𝑖]−𝑍𝑐𝑎𝑙[𝑖]|
𝑁
𝑗=1

𝑁
   (2.12) 

其中 N 为每个层位的采样点数， trueZ 为目标层位的真实位置， calZ 为基于斜率的

方法或提出的基于动态规划方法计算得到的层位。误差来源主要受断层（如层位

1、5、6）和噪声（如层位 4）的影响。这些误差曲线也再次表明，与基于斜率的

方法相比，新方法在经过断层区域得到的结果更准确，对噪声有更强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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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不同程度的噪声的影响。(a)输入图像有三处明显断层。(b)手动选取 6 个层位

(黄色曲线)作为真实的层位位置。分别用基于斜率的方法（用红色曲线表示）和动态规

划（用绿色曲线表）计算这些目标层位。(c-g)中的信噪比（S/N）分别为 20、8、4、1

和 0.75dB，但具有相同的控制点。(h)图像的噪声与(g)相同，但是在计算过程中具有更

多的控制点（红色圆圈）。 

 

 

 

 

 

 

 

 

 

 

 

图 2.15 在不同程度噪声的影响下，本文提出的新方法(如[a]所示)通常会比基于斜率的

方法(如[b]所示)得到的结果的误差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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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规划算法从地震图像中搜索全局最优路径（二维）

或最优面（三维）的全新方法，该方法不仅在计算上高效，而且在经过断层时仍

能够获得准确的相位一致的层位。 

在本方法中，首先选择一定数量的控制点，可以通过人工解释，或者自动方

法，或插值算法来计算一个初始层位。该初始层位只需要一个与目标层位相接近

的位置，可以遵循大致的结构趋势。因此，我们建议使用插值方法来获得初始层

位，这通常比自动提取方法（如基于斜率的方法）更有效。然后，使用动态规划

算法来更新初始层位，使之更加精确，并揭示更详细的地质构造。在这一过程中，

需要以初始层位为中心选择一个合适的竖直窗口，并根据初始层位拉平所选择的

图像。在这张拉平的部分地震图像中，使用动态规划算法有效地选择最小值路径

（二维）或最小值曲面（三维）。最后，将该路径或曲面从拉平的空间域映射回

原始空间，以获得最终更新的层位。 

与目前广泛使用的基于斜率的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更一致地跟踪

相位，揭示详细的构造（如通道），并在经过断层时表现出有效性。除此之外，

该方法也只需要少量的控制点，对控制点不敏感，可以高效、方便地进行层位解

释。在一些复杂的区域，可以强制加入一定的控制点作为强约束条件，以取得更

可靠的结果。 

本文提出的方法是一种全新的方法，不依赖于其他已发表的方法。所展示的

实例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计算效率和对噪声的鲁棒性。因此，它适合作

为一种人工交互式的方法来实现，以便在编辑控制点的同时快速更新层位。此外，

该方法也可以用于改进其它的全自动工作流程（例如，体斜率估计和相对地质时

间体的计算）。 

在本研究中，使用地震振幅图像作为输入，通过假设一个层位遵循一致的相

位或振幅值来提取层位。然而，一些复杂的情况下，相位可能沿着层位发生改变，

此时这个假设不一定是成立的。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一些其它更合适的

地震属性代替振幅属性。在新属性中，目标层位可以被转换成全局最大或最小路

径（二维）或曲面（三维）。此外，本章的方法一次只能从地震图像中提取一个

单一的层位，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考虑改进方法来实现可以一次同时提取多个

层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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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相对地质年代体引导的储层参数建模 

3.1  引言 

从地震数据和测井数据建立准确的地下模型对储层预测至关重要 (Lemon 

et al., 2003; Zhu et al., 2012; Wu, 2017a)，地震数据可以提供地层特征和地质构造

信息，而测井数据可以提供地震所没有的高分辨率的深度方向的岩石属性信息。

传统方法使用地震结构和测井测量值来建立模型。其中一些方法以几个层位和主

要断层作为地下构造的约束条件来建模  (Mallet, 2002; Caumon et al., 2009; 

Bakulin et al., 2010)。其他的一些方法则使用图像引导的插值方法，根据地质信息

和测井数据获得地下模型 (Hansen et al., 2008; Hampson et al., 2000; Hale, 2010a; 

Naeini et al., 2015; Karimi et al., 2017)。此外,有一些学者提出基于体技术的方法，

整合层位、断层和不整合面来获得合理的地下模型 (Jayr et al., 2008; Souche et al., 

2013; Dorn, 2013; Souche et al., 2014; Mallet, 2014; Labrunye et al., 2015; Wu, 2017a)。 

本文中则使用相对地质年代体引导的地质建模方法来获得初始的储层参数

模型，具体流程为：（1)从地震数据中提取一定数量的层位面；（2）根据获得的层

位进一步计算相对地质年代体（RGT），其能隐含地代表地震构造和地层特征；

（3）结合测井信息和 RGT，利用基于 RGT 导向的插值方法，插值得到一个储

层参数模型，该模型能够遵循地震地层学特征并符合测井的属性。本章节中以公

开的 Teapot Dome 数据为例(Anderson, 2009)，说明储层参数建模的过程。 

3.2  方法理论 

3.2.1 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 

利用空间内稀疏分布的数据插值得到整个空间域的结果是地球物理领域常

见的问题。Hale (2009)提出了一种地震构造导向插值方法，并成功应用于地震和

测井数据中(Hale, 2010a,b)。该方法与自然邻域插值方法(Sibson, 1981; Sambridge 

et al., 1995; Bobach et al., 2006)类似，均是对最近邻插值进行平滑，且平滑程度随

着到最近的已知采样点的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这为解释地震图像时，提供了一种

新的、更直接的方式来插值这些离散的数据（如测井数据）。其求解过程分为两

步，具体如下： 

对于已知的𝑘个位置 𝐿 = 𝑥1, 𝑥2, 𝑥3, … , 𝑥𝑘，对应的值为𝐹 = 𝑓1, 𝑓2, 𝑓3, … , 𝑓𝑘，

构建⽅程 𝑞(𝑥) 满⾜ 𝑞(𝑥𝑘) = 𝑓𝑘 , 其中 𝑥 为整个空间的任意⼀点，要求 𝑞(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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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有界的，而且计算效率高的。⾸先根据结构张量 𝑆(𝑥) (Van Vliet et al., 1995) 

计算⼀个度张量场 𝐷(𝑥): 

                     (3.1) 

其中，𝑐(𝑥) 是利⽤ Fehmers and Hocker (2003) 提出的方法从结构张量 S(x) 计

算出的衡量其相干性的量。 

然后分两步求解，步骤 1，求解程函方程： 

                (3.2) 

其中，𝑡(𝑥) 表示从任意 𝑥 点到最近的已知点 𝑥𝑘  的最短时间 (这里的时间表示

非欧几里得距离)。 

在步骤 1 中，通过求解方程式（3.2）的有限差分近似来计算时间场 𝑡(𝑥)，可

以利用类似于 Jeong等人提出的迭代算法求解(Jeong et al., 2007)，或者其他算法，

比如快速匹配法的变体(Sethian, 1999; Sethian et al., 2003; Konukoglu et al., 2007)

和扫描法(Tsai et al., 2003; Zhao, 2005; Qian et al., 2007, Detrixhe et al., 2013)。但是

必须注意正确处理该方程式中的各向异性系数和非均匀系数时的𝑫(𝑥)，要特别

注意邻近垂直的断层附近时的计算。 

步骤 2，利用迭代的共轭梯度求解以下方程的有限差分近似得到最终的插值

𝑞(𝑥)： 

          (3.3) 

其中，𝑞(𝑥)表示地震构造导向插值。 

 

3.2.2 RGT 引导的插值方法 

传统上的插值算法经常以层位为导向(Hampson et al., 2001; PedersenTatalovic 

et al., 2008; Huck et al., 2010)，但是这类方法存在一个问题，由于它是由解释的层

位导向的，所以插值得到的值仅与提取的层位所在位置相一致，而对于层位面之

间的结构细节无法恢复。另一方面，由图像引导的插值技术可以得到符合地震结

构的结果，然而在地质条件复杂、质量低或者井较少的情况下，此类方法也不能

得到较好的效果。因此，Naeini 等人（2015）提出了一种图像和层位共同导向的

插值算法，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使用地震图像结构指导测井曲线插值，缺

少地震振幅属性参与估算和预测井间岩石特性。除此之外，这些方法有一个共同

的特征，就是需要求解一个庞大的非线性方程组，所以计算量大，且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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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我们使用 RGT 导向的插值算法获取地下储层参数模型。图 3.1 展

示了该方法的基本思路，首先从给定的地震图像中提取一些的层位，然后根据解

释的层位计算相对地质年代体（RGT）。由于 RGT 的每一点代表与地震图像的采

样点相对应的相对地质时间，因此 RGT 体就可以隐含地代表着地震构造和地层

特征。结合 RGT 和测井的信息，利用 RGT 导向的插值算法外插得到储层参数模

型。该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计算快，大大节约时间成本。 

 

 

图 3.1 RGT 导向的储层参数建模的基本思路。首先从地震图像中提取层位，然后根据

解释的层位计算（RGT），最后结合 RGT 和测井的信息，利用 RGT 导向的插值算法外

插得到储层参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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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例应用 

3.3.1 层位的提取 

如图 3.2 所示，在 Teapot Dome 的三维地震图像中(图 3.2a)，已经提供有五个

层位面(图 3.2b)，但这些层位不完整，有一些缺失的地方，可以利用第二章中提

到的基于动态规划的自动方法快速更新这些层位，使其更加完整，也更符合地震

图像的构造，也可以追踪更多的层位，以便为了能够更准确的计算相对地质年代

体。 

 

图 3.2 Teapot Dome 数据。(a) 三维地震图像；(b)与地震数据一致的五个层位面。 

 

3.3.2 RGT 的计算 

Stark (2003, 2005b)提出了相对地质年代体（RGT）的概念和其产生方法。RGT

表示与地震数据采样相对应位置的地质时间。生成 RGT 最简单的方法是从几个

层位和地震数据中插值产生 (Stark, 2005a)。因此，本章首先对提取的每个层位

（图 3.2b）定义一个相对地质时间，然后利用三次插值算法计算层位之间的 RGT

值，就可以得到如图 3.3 所示的相对地质年代体，它可以被看作是代表着地震构

造和层序特征的隐式构造模型。 

3.3.3 RGT 导向建模 

根据已有的相对地质年代体（RGT）和测井数据，以 RGT 为导向，利用径向

基函数(Dyn, 1987; Carr et al., 1997)来获得储层参数模型𝑞(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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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中，𝑘为已知空间点的个数，𝜔表示物性参数，比如速度、密度、伽马等，𝜏

为 RGT，𝜑𝑖为反多维二次函数，表达式如下： 

              (3.5) 

 表示径向基函数的尺度因子。 

首先在测井位置处对 RGT 数据进行插值，然后根据距离的大小计算权重，

距离越远平滑程度越大，然后从多个测井数据外插得到整个空间内的模型，如图

3.4, 3.5 所示，并将地震构造导向插值方法(Hale, 2019)和 RGT 引导的插值的方法

的结果进行了对比。 

 

 

图 3.3 根据地震数据和提取的层位插值得到的相对地质年代体(RGT)。 

 

图 3.4 和图 3.5 分别展示了已知速度测井和密度测井，利用地震构造导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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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值方法和 RGT 引导的插值的方法得到速度和密度模型。从两组对比结果分析

可知，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得到的结果更平滑，而基于 RGT 插值得到模型

的垂向分辨率更高，能够突出细节构造。 

为了更好的展示其结果，本章中从图 3.4 中随机抽取了一组二维剖面，图 3.6 

展示了两种插值方法的二维剖面图。图 3.6b 为对应的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

的结果，整体表现出平滑的特征，在白色箭头所示的位置由于断层的影响导致插

值结果不准确。 而图 3.6c 对应的 RGT 引导的插值结果，在白色箭头所示的断

层位置，仍有较好的效果，且垂向分辨率较高。图 3.7 所示的两种插值方法在测

井位置处的结果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结论。与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方法的结果

（蓝色实线）相比，RGT 引导的插值结果（红色实线）与真实测井曲线（黑色实

线）的一致性更高，尤其是在蓝色箭头所指示的地方，尽管有许多变化的薄层，

但是 RGT 引导的方法仍能一定程度上恢复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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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和 RGT 引导的插值的方法对速度建模结果的对比。(a) 

速度测井在三维地震图像中的分布；(b) 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得到的速度模型；(c) 

RGT 引导的插值方法得到的速度模型。可以看出，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得到的结

果更平滑，而基于 RGT 插值得到模型的垂向分辨率更高，能够突出细节构造。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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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和 RGT 引导的插值的方法对密度建模结果的对比。(a) 

密度测井在三维地震图像中的分布；(b) 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得到的密度模型；(c) 

RGT 引导的插值方法得到的密度模型。其结果去速度模型类似，基于 RGT 插值得到模

型比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的垂向分辨率更高，能够较好地突出一些细节构造。 

 

a) 

b) 

c) 



第 3章  相对地质年代体引导的储层参数建模 

39 

 

 

 
 
图 3.6 两种插值方法的二维显示图。(a) 从图 3.4 中抽取的一个二维剖面；(b) 为对应

的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的结果，整体表现出平滑的特征，在白色箭头所示的位置

由于断层的影响导致插值结果不准确；(c) 为对应的 RGT 引导的插值结果，在垂向分

辨率提升，而且在白色箭头所示的断层位置，仍有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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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两种插值方法在测井位置处的对比结果分析。结果表明，RGT 引导的插值结果

（红色实线）比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的结果（蓝色实线）与真实测井曲线（黑色

实线）的一致性更高，比如在蓝色箭头所指示的地方，有许多变化的薄层，但是 RGT

引导的方法仍能一定程度上恢复出细节。 

 

3.4 本章小结 

本章对 Hale (2009)提出的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将

本文中用到的相对地质年代体导向的插值方法与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证明，本

章提出的 RGT 导向的插值方法能够更好的突出细节，在垂向上具有更高的分辨

率，而且得到的结果与地震图像构造吻合，在遇到断层不连续处仍有一定的效果。

此外，RGT 导向的插值方法不需要求解庞大的非线性方程组，因此在计算效率

上有很大的提升，节约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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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井震联合的智能储层参数建模 

4.1  引言 

地震反演通常根据使用的数据可以分为叠前数据反演和叠后数据反演，这里

所提到的波阻抗反演主要是指基于叠后数据进行的，主要方法有道积分、递推反

演、基于模型的反演 (例如, Veeken et al., 2004; Fu, 2004; Wu, 2017b)、稀疏脉冲

反演 (例如, Zhang et al., 2011; Yuan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6; Sui et al., 2019) 

以及随机反演 (例如, Ma, 2002; Buland et al., 2003; González et al., 2008; Bosch et 

al., 2010) 等。 

道积分使指针对叠后数据，直接计算相对波阻抗的反演技术，其原理如下： 

反射系数𝑟(𝑡)与波阻抗𝑍(𝑡)满足关系式： 

𝑟(𝑡) =
1

2

𝑑 ln 𝑍(𝑡)

𝑑(𝑡)
                          (4.1) 

则可以得到： 

𝑍(𝑡) = 𝑍0exp [2 ∫ 𝑟(𝑡)𝑑𝑡
𝑡

0
]                 (4.2) 

该反演方法计算简单，不需要测井数据，直接可以反映岩层的参数变化，但是

它无法得到绝对波阻抗，只能对地层进行粗略的评价。 

递推反演的原理是利用反射系数递推计算出波阻抗,，然后与真实测井进行

匹配(张宏兵等，2006)。所以其关键步骤在于如何求得比较准确的地层得反射系

数(刘喜武，2005)。因此这就要求具有较高质量的地震数据，其质量的好坏直接

影响到反演结果的准确性，所以该方法适用于频带较宽、信噪比高、相对振幅保

持准确的成像数据。其原理为： 

地震记录𝑠(𝑡)与反射系数序列𝑟(𝑡)的关系如下： 

𝑠(𝑡) = 𝑤(𝑡) ∗ 𝑟(𝑡)                      (4.3) 

其中，𝑤(𝑡)代表地震子波。然后利用反褶积方法可以计算得到反射系数序列，从

而波阻抗𝑍(𝑡)为： 

𝑍𝑗+1 = 𝑍0∏
1+𝑟𝑖

1−𝑟𝑖

𝑗
𝑖=1                     (4.4) 

递归反演的优点可以得到地层的绝对波阻抗，不存在基于模型方法的多解性问

题。但是它的一个显著缺点就是存在误差累计现象，浅层的波阻抗相对较好，

中深层误差的累积导致误差较大，分辨率相对较低，不能满足对薄储层精度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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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型的地震反演是一个迭代求解的过程，其基本原理是，在地震资料解

释的基础上，利用测井资料，从井出发进行内插外推建立反演初始模型（姚逢昌 

等，2000；井斯亮，2017；刘凤等，2017；韦瑜等，2017）。然后根据初始模型计

算合成地震记录并与真实的地震记录进行对比分析，并不断更新参数，优化结果，

直至两者最佳吻合。 

约束稀疏脉冲反演以地震道为基础，假设地下的反射系数是稀疏分布的，在

反演过程中加入趋势约束和地质先验信息等（安鸿伟等，2002；郭朝斌等，2006；

王权锋等，2008）。该方法适用于井数较少或者无井的地区，对初始模型依赖较

小，但是缺陷是需要满足其假设条件时得到的结果才是比较准确的。 

随机反演方法可以得到高分辨率的波阻抗值（李方明等，2007；刘百红等，

2009； 潘昱洁等，2011）。该反演方法得到的模型可以反映出物性参数在空间上

的变化，并且利用测井在垂向上具有高分辨率的特性，在预测较薄的储层问题上

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评估储层的情况。但该方法运算速度慢，实现的次数多，

具有多解性，需要对结果综合分析。而且在工区内测井分布均匀且相对较多的情

况下才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这些传统的地震反演方法通常存在有一定的问题，而深度学习方法在从地震

数据预测声阻抗方面表现出了良好的前景。然而，大多数深度学习方法都是基于

易于实现的一维神经网络，但在逐道预测多维阻抗模型时往往会产生一些不合理

的横向不连续现象。本章对其进行改善，利用二维卷积网络（CNN）实现基于深

度学习的波阻抗预测，并引入初始波阻抗模型的约束到该网络。初始模型可以从

几个测井曲线利用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得到，然后作为低频约束输入到网络

当中，从而使 1D 和 2D 的 CNN 网络产生稳定的阻抗预测结果。本章所提出的

2D CNN 的架构非常简单，但是由于我们是无法直接得到一个二维的波阻抗标签，

所以准备训练数据集是一个挑战。为了准备二维的训练数据集，首先定义一个随

机路径可以穿过一定数量的测井位置，然后沿着这个路径去提取一个二维的地震

剖面和对应的初始模型剖面作为二维网络的输入，穿过该路径的所有测井作为波

阻抗剖面相对应的部分标签。有了这些随机抽取得到的二维训练数据集，本章利

用弱监督的方法训练网络，并定义自适应损失函数，即网络输出的二维波阻抗模

型仅在有井的地方进行验证评估。由于二维的数据训练集是从最原始的三维数据

中从各个方向随机选择的，所以利用训练得到的二维网络，可以从沿测线或者垂

直测线的方向，预测一个个连续的二维剖面，进而得到相对应的三维波阻抗模型。

合成和实际的例子也表明，相对于一维卷积神经网络，本章提出的二维卷积神经

网络不仅对噪音的干扰反应更加稳定、能够更好得恢复出薄层，而且在横向上能

够产生更加一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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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从两个方面提出了改进利用深度学习进行波阻抗估计的方法。首先，利

用初始波阻抗模型和地震数据同时输入到网络中去，这类似于传统方法中使用的

初始模型或者基于模型的正则化。这种初始阻抗模型为网络提供了低频趋势约束，

从而能够进行稳定的预测。其次，提出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二维卷积神经网络

（CNN）来预测更准确的多维阻抗模型。准备 2D 训练数据集并不像在 1D 中那

样简单，因为在实践中没有完整的 2D 阻抗标签。在准备一对训练数据集时，我

们首先定义一个随机路径，该路径通过原始 3D 测量中的多个测井位置。然后，

沿着这条路径提取输入数据集（2D 地震剖面和初始阻抗剖面）和 2D 阻抗标签，

该标签由路径上的测井数据组成。通过这样的操作，就可以获得大量的 2D 训练

数据集，因为我们可以定义大量的随机路径，从各个方向穿过 3D 数据。利用这

些特殊定义的 2D 训练数据集，本章通过使用自适应损耗来训练具有弱监督的 2D 

CNN，其中输出 2D 阻抗轮廓自适应地拟合到部分标记的目标。利用这些特殊定

义的 2D 训练数据集，通过使用自适应损失函数来训练具有弱监督的 2D 卷积神

经网络，其中输出的 2D 阻抗剖面可以自适应地拟合标签部分。所提出的二维

CNN 对输入地震数据中的噪声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并能对地震数据进行合理的

预测二维阻抗模型，而且在结构上能与地震资料保持一致。相比一维 CNN，二

维 CNN 能够较好地恢复薄层，这些薄层在垂直方向上比较隐蔽，但在横向上可

能会大范围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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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合成 3D SEAM Phase I 数据用来进行 1D 和 2D 的 CNN 波阻抗预测。(a) 真实的

波阻抗模型；(b) 地震图像和测井数据展示；(c) 作为约束的初始的波阻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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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方法理论 

当地震数据集及其相关的测井数据（多个速度和密度测井数据）在同一观测

中可用时，可以使用这些数据训练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来预测波阻抗模型。从

一个简单的一维 CNN 开始讨论，它可以根据地震数据逐道预测阻抗模型，并对

比是否有初始模型约束的下的结果。本章进一步提出一个改进的方法，使用二维

CNN 来解决阻抗估计问题，其中训练数据集和损失功能是专门设计的。采用与

一维 CNN 相同的网络结构，2D CNN 对噪声的鲁棒性更强，可以产生更精确和

横向更一致的结果。 

4.2.1 数据集 

为了演示 1D 和 2D CNN 方法，本章使用了从原始 3D 合成 SEG SEAM Phase 

I 数据集中提取出来的数据体（图 4.1）。这个数据包括复杂的盐丘体，并且波阻

抗值在从周围的边界到盐界上表现出明显的变化。另外，在周围观察到阻抗值在

横 向 和 纵 向 上 有 诸 多 变 化 。 数 据 体 如 图 4.1 所 示 ， 采 样 点 数 为

600(depth)×501(inline) ×502(crossline)，覆盖面积为 15×15 平方公里。图 4.1a 中

的阻抗模型（由密度和速度模型计算得出）已重新采样，以与相关的深度偏移地

震图像（图 4.1b）保持一致。在阻抗模型中，选择 50 条垂向道作为阻抗测井曲

线，如图 4.1b 所示。随机选取测井曲线的位置和长度，两条测井曲线的最小距离

大于 40 个样本（1.2km），每条测井曲线的长度大于 300 个样本。本章中使用这

些提取的 40 个测井数据来训练 CNN，而剩余的 10 个测井数据用于验证。通过

使用三维各向同性高斯滤波器（半宽𝜎 = 20 个样本）对真阻抗模型（图 4.1a）进

行严重平滑，以获得作为 CNN 方法约束的初始阻抗模型（图 4.1c）。 

4.2.2 1D CNN 

将观测得到的一维测井数据作为标签，输入和输出分别为地震道和相应阻抗

序列的一维 CNN，可以直接实现 1D CNN 训练并进行预测。 

1. 网络架构 

图 4.2 显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维 CNN 来进行一维阻抗预测。这 CNN 依次

由一个规则的卷积层、四个模块和最终输出层组成。第一个常规的卷积层包含 16

个一维卷积滤波器（每个大小为 7），输入数据通过该层之后，得到 16 个一维特

征向量，然后经过一个 ReLU 激活层和四个连接起来的模块。每一个模块包含一

个常规的卷积层和一个残差模块(ResBlock (He et al., 2016))。如图 4.2 的底部所

示，一个 ResBlock 包含两个卷积层（每一层有 16 特征或过滤器），在两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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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跳跃连接层。这样 ResBlocks 被广泛应用于构造深度 CNN 网络，而且跳

跃层在训练网络过程中有助于梯度回传 (He et al., 2016)。最后一层是一个简单的

卷积核大小为 1 的卷积层，最后产生一个阻抗序列的输出。 

 

 

 

 

 

 

 

 

 

 

 

 

 

 

 

 

 

图 4.2 一维 CNN 网络架构，用于从地震道到波阻抗的预测。该网络依次由一个规则的

卷积层、四个模块和最终输出层组成。第一个常规的卷积层包含 16 个一维卷积滤波器

（每个大小为 7），输入数据通过该层之后，得到 16 个一维特征向量，然后经过一个

ReLU 激活层和四个连接起来的模块。每一个模块包含一个常规的卷积层和一个残差模

块(ResBlock)。 

 

2. 训练集 

本章用两种方案训练这个一维 CNN，其不同之处在于输入网络的数据不同。

在第一种方案中，我们只向网络输入地震道数据，因此一个训练数据集对由输入

地震道和对应的波阻抗阻抗序列组成。该数据中总共有 40 个不同长度（300∼600

采样点）的训练井（图 4.1b）。但是，通过随机选择一个起始样本，可以从 40 个

较长的测井中提取远多于 40 个固定长度为 300 个样本（测井的最短长度）的训

练数据集对。 

在第二种方案中，输入网络的数据包括地震道和相应的初始阻抗序列，该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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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波阻抗是从一个高度平滑的阻抗模型中提取的（图 4.1c）。这个初始阻抗序列

（在图 4.4 和图 4.5 绿色曲线所示)提供了低频阻抗趋势用来约束网络，以预测更

准确的阻抗序列和更多细节。在第二种方案中，使用与第一种方案相同的方法从

相同的 40 个测井中随机提取训练数据集。 

在这两种方案中，估计波阻抗序列都是一个经典的回归问题。因此，本文使

用以下常用的损失函数来训练网络: 

 𝐿 =
1

𝑁
∑ (𝑦[𝑖] − 𝑦𝑝[𝑖])2𝑁
𝑖=1   (4.4) 

该公式表示实际的波阻抗(𝑦[𝑖])和预测波阻抗(𝑦𝑝[𝑖])之间的均方误差（MSE）。本

章使用 Adam 方法 (Kingma et al., 2014) 通过多次迭代最小化损失函数来优化网

络参数。在训练过程中，本文采用的初始学习率是 0.001，并采用自适应下降的

学习率。在两方案中，经过 300 个 epoch 后，训练损失函数值分别平稳地收敛到

接近 0.03 和 0.02。这表明简单的一维 CNN（图 4.2）（共 10,001 个训练参数）已

经足够拟合训练数据集达到较好的结果。 

3. 测试结果 

利用这两种方案训练好的一维 CNN 模型，单道进行预测。输入仅有地震数

据（图 4.1b）时得到的三维模型如图 4.3a 所示，加入初始阻抗模型（图 4.1c）后

得到的三维阻抗模型如图 4.3b 所示。在输入只有地震数据的情况下，一维 CNN

产生了一个高噪声的阻抗模型（如图 4.3a），有很多不合理的不连续点，这与真

实阻抗模型（图 4.3d）有很大的不同。图 4.4 和图 4.5 显示了未包含在训练集中

的 10 个测井（图 4.6a 中的红色圆圈表示）的预测结果，其中洋红色曲线表示预

测阻抗，黑色曲线表示真实的测井值。我们观察到，仅由地震数据训练的网络预

测出的波阻抗序列（洋红色曲线）随着深度不稳定地振荡，并且在图 4.4 和图 4.5

中的红色箭头所示的某些深度处，与真实值（黑色曲线）相差甚远。 

因此，第一种方案中训练的一维 CNN 虽然能够很好地拟合训练数据集，且

其训练损失已经收敛到 0.03，但并不能在整个数据集的阻抗序列和地震数据之间

建立有效的映射关系。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构造的 CNN 不起作用，而是表明本

章选取的 40 个测井不足以让 CNN 学习整个地震数据体和波阻抗之间的复杂映

射关系。此外，地震数据中存在空间变化的噪声也可能会导致训练好的 CNN 做

出不稳定的预测结果。而且，一维 CNN 逐道预测三维阻抗模型，缺少了横向约

束，进而导致无法保持横向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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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不同网络预测的 3D 波阻抗模型的对比显示：(a)仅从地震数据到波阻抗的 1D 

CNN 预测结果；(b)有初始阻抗模型约束的 1D CNN 预测结果；(c)2D CNN 网络预测结

果；(d)真实的波阻抗模型。 

 

在实践中，由于钻井的数量总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指望得到更多的测井数据

来提高一维 CNN 的性能。由于受到常规反演方法中使用合理初始值作为正则化

项或初始模型的启发，第二种方案将初始阻抗序列与地震道一起输入一维 CNN。

通过使用初始阻抗序列（从图 4.1c 中高度平滑的阻抗模型中提取），训练后的 1D 

CNN 能够产生比仅使用地震道（图 4.3a）更精确的预测结果（如图 4.3b 所示）。

在每个验证井中（图 4.4 和图 4.5 所示），当输入为地震道和初始阻抗模型（绿色

曲线）时，能够预测更准确的阻抗序列（蓝色曲线），该预测结果更接近真实值

并且比第一种方案的结果（洋红色曲线）更加稳定。然而，我们仍然观察到预测

结果中的一些噪声特征（图 4.3b），如蓝色曲线所示能够观测到一些不稳定振荡

和不匹配的现象（如图 4.4 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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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对比验证井 1、2、3、4 和 5（图 4.6a 中红色圆圈表示）的预测阻抗结果，其中

2D CNN 方法表现最好，特别是在红色箭头表示的位置。2D CNN 预测的阻抗值（红色

曲线）与真实测井曲线（黑色曲线）即使在薄层，也能很好地匹配，如测井曲线 1 和

测井曲线 2 的放大图所示。 

 

总之，由于岩石性质的空间变化、潜在的噪声或地震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误差，

当测井数量有限时，一维 CNN 无法仅从地震数据预测准确的波阻抗模型。利用

地震道和合理的初始模型作为网络的双通道输入，引入低频趋势控制训练过程，

可以显著提高一维 CNN 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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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对比验证井 6、7、8、9 和 10 处（图 4.6a 中红色圆圈表示）的预测阻抗结果，

其中 2D CNN 方法表现最好，特别是在红色箭头表示的位置。2D CNN 预测的阻抗值

（红色曲线）与地面真实值（黑色曲线）即使在薄层，也能很好地匹配，如测井曲线 8

和测井曲线 9 的放大图所示。 

 

然而，使用初始阻抗模型作为约束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 1D CNN 的主要局限

性，由于它是逐道进行预测的，所以并没有考虑到地震数据中的横向结构特征。

而考虑地震横向结构有助于估计横向更加一致的阻抗模型，能够更好的恢复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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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增强抗噪性。薄层在垂直方向上不明显，但在横向上可能会大面积延伸，而在

逐道训练的一维过程中很容易被忽略，但在考虑地震数据中横向构造的约束的多

维过程中可能会被捕捉到，因此考虑使用二维卷积神经网络。 

 

4.2.3 2D CNN 

本章提出了一种二维 CNN 来进一步提高波阻抗预测的可靠性。为了保持一

致，我们使用同样的测井数据，并且为二维 CNN 设计的架构（图 4.7）与一维

CNN（图 4.2）完全相同，只是将一维卷积滤波器改成 3×3 的二维滤波器，这将

有助于提取输入地震数据中的空间结构特征。相应地，输入更改为从图 4.2 提取

的二维的地震剖面和一个初始阻抗剖面（图 4.7 左图），对应的输出也是一个完

整的二维阻抗剖面，而不是一维的阻抗序列。 

1. 训练集 

将 2D CNN 应用于阻抗预测的主要挑战是准备有效的训练数据集，特别是

标签数据，因为真实的测井值只是一维序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章将基于

CNN 的 2D 阻抗预测看成是一个弱监督或部分监督学习问题，其中 2D 标签仅在

测井位置部分有值。然后，我们从原始的 3D 数据集中随机提取 2D 训练数据集，

并确保每个提取的 2D 数据集经过多个测井曲线。 

为了提取这样的 2D 训练数据集，本章首先定义一条经过至少 5 个测井曲线

的随机路径，如图 4.6a 中红色曲线所示。我们通过将一系列随机选择的井位置

(蓝色圆)与线段串联起来来定义这样的路径。在定义这条路径时，要考虑三个简

单有效的因素：(1)在随机选择多个井时，需要确保任意两个相邻的井位置是不相

同的：(2)两条相连线段的夹角 80  ；(3)路径不应该以井的位置开始或结束，

以避免在 CNN 中产生边界效应。这样，就可以随机选择许多路径，在图 4.6b 中

用彩色曲线显示其中的 100 条路径。这些路径连接所有的测井位置，并在所有方

向上遍历整个空间。 

根据每个随机路径，我们提取一对 2D 训练数据集，包括输入的 2D 地震和

初始阻抗剖面，以及相应的 2D 标签剖面，其中作为标签的剖面在非测井位置的

值为零。图 4.8 显示了按照图 4.6a 所示路径提取的一对训练数据集。我们可以提

取大量的 2D 训练数据集，且由于它们是沿着随机路径从各个方向遍历 3D 空间

的，所以可以充分捕捉 3D 数据体的空间变化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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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a)中的圆圈表示 40 口训练井（蓝色圆圈）的位置，10 口验证井（红色圆圈）。

(a)中的红色曲线表示经过 10 个随机选择的井的路径。(b)中的彩色曲线表示 100 条随机

路径，每条路径至少经过 5 口井，在(b)中有许多类似的路径，沿着这些路径提取 2D

训练数据集。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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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二维 CNN 网络架构与一维 CNN 类似（图 4.2）。网络的输入是二维地震剖面和

初始阻抗剖面的组合。输出是一个预测的 2D 全阻抗剖面，与具有部分标记的标签拟

合，在训练期间使用自适应损失函数。 

 

2. 自适应损失函数 

在如图 4.7 所示的二维 CNN 方法中，我们期望输出是一个完整的 2D 阻抗剖

面，而标签剖面是不完整的，只有测井位置的有值，其他位置为零。为了解决训

练 CNN 时输出和标签数据不匹配的问题，本章定义了一个自适应的 MSE 损失

函数如下： 

 𝐿 =
1

∑ ∑ 𝑤[𝑖,𝑗]𝑀
𝑗=1

𝑁
𝑖=1

∑ ∑ 𝑤[𝑖, 𝑗] ⋅ (𝑦[𝑖, 𝑗] − 𝑦𝑝(𝑖, 𝑗)2)𝑀
𝑗=1

𝑁
𝑖=1 ,  (4.5) 

其中，𝑦[𝑖, 𝑗]表示二维目标阻抗剖面（标签数据）和 [ , ]py i j 为预测阻抗剖面。𝑤[𝑖, 𝑗]

表示一个系数，自适应的从标签数据获得，在测井位置设置 1，在其他位置设置

0。在训练这种损失的二维 CNN 时，我们自适应地将网络的输出与未完全标记的

目标阻抗剖面仅在有测井值的位置进行拟合。然而，这种情况下卷积滤波器仍然

持续处理输入的 2D 数据，并提取 2D 特征映射，以预测具有空间一致值的完整

2D 阻抗剖面。如图 4.9 所示，训练好的 2D CNN 模型从输入的地震（图 4.9a）

和初始阻抗（图 4.9b）剖面直接预测出完整的 2D 阻抗剖面（图 4.9c），而且预测

的 2D 阻抗剖面（图 4.9c）与图 4.9d 的真实波阻抗保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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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二维训练样本对。在图 4.6a 所示的红色路径上提取了一个 2D 地震振幅剖面

(a)、一个 2D 初始阻抗剖面(b)和 10 口测井曲线(c)。(a)和(b)共同构成 2D CNN 的双通

道输入，而 10 口测井曲线是相应的标签（弱标签），在训练 2D CNN 时通过自定义的

自适应损失进行拟合（图 4.7）。 

 

 

 

 

 

 

 

 

 

 

 

 

 

 

图 4.9 2D CNN 方法的推理步骤是：通过输入一对地震数据(a)和初始阻抗(b)剖面，通

过训练直接预测完整的 2D 阻抗剖面(c),与真实的波阻抗剖面(d)匹配。 

 

3. 测试结果和准确度指标 

由于本文的 2D CNN 输入的大小是不固定的，因此可以直接将训练好的 2D 

CNN 应用到原始的 3D 数据集上，在纵测线（incline）或横测线（crossline）方

向一个一个剖面的预测 3D 阻抗模型。图 4.3c 为预测的三维阻抗模型，其横向层

状特征比采用一维 CNN 计算得到的层状阻抗特征（图 4.3b）更加一致。与一维

CNN 估计的阻抗模型（图 4.3a 和图 4.3b）相比，二维 CNN 预测的阻抗模型（图

4.3c）受地震数据噪声的影响较小，能更好地恢复薄层。图 4.4 和图 4.5 显示了

10 个测井的预测阻抗值的更多细节。我们观察到，即使在图 4.4 和图 4.5 放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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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中，二维 CNN 预测的阻抗值（红色曲线）也与真实的测井值（黑色曲线）

能够很好地匹配，在薄层中阻抗值随深度变化很快。图 4.10 显示了验证井的真

实值与预测值之间的交会图。从图 4.10c 可以看出，2D CNN 预测的阻抗值与测

井阻抗值的相关性最高。 

表 4.1 中的表给出了使用一维和二维 CNNs 预测阻抗结果的 MSE 的定量比

较。尽管用相同的 40 个测井值进行训练，但在 10 个验证井和整个三维数据体

上，2D CNN 的结果的均方根误差（MSE）明显小于 1D CNN 的结果。 

 

 

 

 

 

 

 

 

 

 

图 4.10 10 口验证测井曲线的交会图：(a)输入仅使用地震数据的一维 CNN；(b)输入同

时使用地震和初始阻抗的一维 CNN；(c)同时使用地震和初始阻抗的二维 CNN；三者

分别与真实波阻抗进行对比的交会图。 

 

4.3  实例应用 

图 4.11a 显示了公开的 Teapot Dome 数据集中提取的三维实际地震数据和 27

口波阻抗测井曲线 (Anderson, 2009)。虽然有数百口井，但在除去密度或速度记

录缺失的井后，本章只选择了图 4.11a 所示的 27 口井，且这 27 个测井数据已经

与地震数据转化到同一深度域中。根据这 27 条阻抗测井曲线，以地震构造为导

向，采用空间各向异性插值方法 (Hale, 2010b; Naeini et al., 2015; Karimi et al., 2017; 

Wu, 2017a)，插值得到如图 4.11b 所示的三维波阻抗模型。该插值模型在纵向上

与实测测井值的总体趋势相吻合，横向上与地震构造相吻合，它作为初始阻抗模

型，与地震数据一起输入一维和二维 CNN 网络中，期望初始阻抗模型能够提供

低频约束，CNNs 能够根据地震振幅在初始模型中填充细节并修正插值带来的误

差。 

图 4.12a 显示了 27 口测井在地震体深度切片上的空间位置。本章使用 24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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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蓝色圆圈）进行训练，而使用其余 3 口井（红色圆圈）进行验证。在这 24 口

井的的位置随机选取 1D 训练数据集，每个训练数据集的垂直长度设置为 72 个

样本，即井的最短长度。2D 训练数据集是通过至少经过 5 口井的随机路径提取

的。图 4.12b 显示了 100 条随机路径，它们在各个方向上穿过整个空间。 

 

表 4.1 不同的方案在 10 口验证井上和整个 3D 数据体上的均方误差对比结果。数据显

示，2D CNN 的结果的均方根误差（MSE）明显小于 1D CNN 预测的结果。 

 

 

图 4.13a 和图 4.13b 分别为采用一维 CNN 在没有和有初始阻抗模型的约束情

况下逐道预测的三维阻抗模型。显然，使用初始阻抗模型有助于一维 CNN 预测

更稳定的结果。另外，本章通过将训练好的 2D CNN 应用于 3D 数据集，在 inline

和 crossline 的方向上分别逐个剖面进行预测，得到了两个一致的 3D 阻抗模型，

如图 4.13c 和 4.14d 所示。这说明沿随机路径提取的二维训练数据集具有足够的

代表性，能够捕捉三维地震数据中空间结构变化。与初始阻抗模型的一维 CNN

结果（图 4.13b）相比，二维 CNN 阻抗模型（图 4.13c 和 4.14d）横向特征更加

一致，纵向薄层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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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a)从公开的 Teapot Dome 数据集中提取三维地震体和 27 口阻抗测井曲线。(b)

由地震构造导向插值得到的初始波阻抗模型。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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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a)中的圆圈表示 27 口测井（图 4.11a）在地震体深度切片上的位置，其中蓝色

和红色的圆圈分别表示用于训练和验证的测井曲线。(b)中的彩色曲线表示任意路径，

每条路径至少经过 5 口井。我们可以定义许多这样的随机路径，并沿着这些路径提取

大量的 2D 训练数据集。 

 

图 4.14 比较了 3 个验证井的预测结果。与不输入（洋红色曲线）和输入（蓝

色曲线）初始阻抗模型（绿色曲线）的 1D CNN 结果相比，2D CNN 预测的阻抗

曲线（红色曲线）看起来与实测阻抗曲线（黑色曲线）更匹配，并且验证井的真

实值与预测值之间的交会图（图 4.15）支持了这一观察结果。我们观察到二维

CNN 预测的阻抗值与测井阻抗值的相关性最高，如图 4.15c 所示。在表 4.2 的定

量精度指标表中，二维 CNN 的预测在三个验证井中都显示了最高的精度（或最

小的 MSE）。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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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不同方案得到的波阻抗模型的对比图。(a)只使用地震数据的一维 CNN; (b)时使

用地震和初始阻抗的一维 CNN；同时输入地震数据和初始阻抗模型，利用 2D CNN 在

crossline 方向(c)和 inline 方向(d)上的预测结果。结果表明沿随机路径提取的二维训练

数据集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能够捕捉三维地震数据中空间结构变化。与初始阻抗模型

的一维 CNN 结果相比，二维 CNN 阻抗模型横向特征更加一致，纵向薄层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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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三个验证井的预测结果（图 4.12a 中的红色圆圈表示的井）。2D CNN 预测的结

果明显比 1D CNN 得到的结果分辨率更高，与真实测井的吻合性更高。 

 

 

图 4.15 3 口验证井的交会图：(a)输入仅含地震数据的一维 CNN 结果；(b)同时含地震

和初始模型的一维 CNN 结果，(c)同时含地震和初始模型的二维 CNN 结果。从图中可

以看出，二维 CNN 的预测结果与实际测井值的匹配度最好。 

 

 

 

 

 

 

 



第 4章  井震联合的智能储层参数建模 

61 

 

表 4.2 在三个验证测井曲线上预测波阻抗的均方误差（MSE）对比。其中二维 CNN 预

测的结果的 MSE 最小。 

 

4.4  与传统方法的对比 

4.4.1 与约束稀疏脉冲反演方法的对比结果 

基于稀疏脉冲反演的基本原理 

约束稀疏脉冲反演假定地层的波阻抗模型对应的反射系数序列模型是稀疏

分布的，它具有以下特征：(1) 基于地震道计算；(2) 加入了层位、测井、地质信

息等作为约束；(3) 反演结果降低多解性，对初始模型依赖程度小；(4)在满足假

定条件时才能得到较好的反演效果。 

通过求解以下目标函数，找到满足条件的最小的脉冲数目，然后计算波阻抗。

其目标函数为(方磊，2008)： 

𝑚𝑖𝑛 𝑓 = ∑|𝑟𝑗|
𝑝
+ 𝜆𝑞 ∑(𝑑𝑖 − 𝑠𝑖)

𝑞 + 𝑎2∑(𝑡𝑖 − 𝑧𝑖)
2     (4.6) 

 

其中，𝑓为目标函数；右边第一项  ∑|𝑟𝑗|
𝑝
为反射系数绝对值的和，第二项

𝜆𝑞 ∑(𝑑𝑖 − 𝑠𝑖)
𝑞为真实地震与合成地震的均方差和，第三项𝑎2∑(𝑡𝑖 − 𝑧𝑖)

2为波阻

抗趋势协调项，当目标函数最小时，反射系数在测井约束下，合成记录与实际地

震数据匹配误差最小。𝑠𝑗表示合成地震数据，𝑑𝑗表示真实的地震记录，𝑟𝑗表示反射

系数， 𝑡𝑗表示低频趋势，可以是依据测井数据插值得到的低频的波阻抗模型，𝑧𝑗

表示波阻抗， 𝑎表示趋势匹配系数，𝑞表示地震偏差因子，𝑝表示与反射系数有关

的因子， 𝜆表示控制稀疏脉冲的系数，𝜆值的大小反映了实际地震记录与合成地

震道的匹配程度。如果𝜆值过小，则会强调稀疏性，将会导致结果缺少细节，分

辨率低；如果𝜆值过大，则会过于强调残差要达到最小值，过于强调数值上的拟

合，不仅会引入一定的噪音，而且会缺少波阻抗的背景趋势，达不到合理的结果。

因此，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值平衡两者的关系，才能达到较好的反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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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基于稀疏脉冲反演的结果与 2D CNN 预测结果在 SEAM 数据上的对比。(a) 二

维的地震剖面；(b) 提供的初始模型作为低频约束；(c) 2D CNN 预测得到的结果；(d) 

基于约束稀疏脉冲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基于约束稀疏脉冲得到的结果的值整体偏

高，而且与地震图像的构造一致性较差。 

 

图 4.16 中，抽取 SEAM Phase Ⅰ 数据的一个二维剖面，提供一个初始的低频

模型作为约束(图 4.16b),利用基于稀疏脉冲反演方法得到结果如图 4.16d 所示。

与 2D CNN 反演得到的结果(图 4.16c)相比，基于约束稀疏脉冲得到的结果的值

整体偏高，而且与地震图像的构造一致性较差。为了进一步对比验证，本章展示

了三处测井位置处的结果，如图 4.17 所示。结果再次证明了基于约束稀疏脉冲

方法的曲线（紫色）与真实井（黑色）的吻合度比较差。 

4.4.2 与基于模型反演方法的对比结果 

基于模型反演方法原理是，利用地震资料和测井资料先建立初始的反演模型，

然后根据合成地震记录和实际地震记录的匹配效果，不断的优化参数，改进模型，

经过不断的迭代，直到两者数据最佳匹配(边树涛,2008)。该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1) 能够有效的结合测井的信息，可以补充地震数据中缺失的高频信息；(2) 分

辨率较高；(3) 但反演结果容易产生多解性。 

该反演方法更适合测井分布较多而且位置比较均匀的区域，如果目标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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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构造复杂，横向变化大，则需要更多的井来进行约束。由于井的数量有限且

稀疏，地层的横向变化主要根据地震数据反演，所以地震数据的分辨率越高，解

释的层位越多越精确，由此建立的初始模型才会更接近真实的地下模型，结合测

井信息，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反演效果。通常要求在反演之前要对测井数据进行

预处理和校正，使其与地震数据匹配，能够正确的指示岩性。 

 

 

图 4.17 基于稀疏脉冲反演的结果与 2D CNN 预测结果在其中三口测井上的对比。黑色

曲线：真实测井值；绿色曲线：提供的低频约束；红色曲线：2D CNN 反演结果；紫

色曲线：基于稀疏脉冲反演的结果，数值整体比真实测井要高，与真实测井吻合差。 

 

图 4.18 展示了 Teapot Dome 数据基于模型反演得到的结果，与图 4.13c,d 中

的 2D CNN 预测结果相比，该结果分辨率低，缺少细节信息。为了进一步对比验

证，图 4.19 展示了其中三口测井上的结果对比。可以看出，基于模型反演的结果

（蓝色曲线），高于真实测井值（黑色曲线），偏差较大，而且没有细节构造信息。

而 2D CNN 反演结果（红色曲线）变现处与真实值更高的吻合度，且遇到变化的

薄层时仍有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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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基于模型反演在 Teapot Dome 数据上的结果，与图 4.13c,d 中的 2D CNN 预测结

果相比，分辨率低，缺少细节信息。 

4.5  本章小结 

当地震数据和波阻抗测井数据都可用时，监督深度学习提供了一种简单而有

前景的方法，可以根据地震振幅数据去预测波阻抗模型，而不需要像传统阻抗反

演方法那样设计和解决大型线性或非线性系统方程。通过将记录的 1D 测井作为

标签，将相应的地震道作为输入，可以很容易地训练一个 1D CNN 来逐道的从地

震数据预测波阻抗模型。然而，当可用的测井曲线数量有限时，这种一维 CNN

的性能就会受到限制。尤其是从有噪声和变化多样的的结构或岩石属性的地震数

据集中估计阻抗模型，对于用有限数量的稀疏测井曲线训练的一维 CNN 更加具

有挑战性。在这些情况下，经过训练的 CNN 不足以呈现地震数据和阻抗之间复

杂且有空间变化的关系。 

为了改进简单的一维 CNN 方法，有必要引入合理的约束，这类似于通过引

入良好的起始模型或正则化约束来解决传统反演方案中的不适定问题。一种可行 

的方法是向一维 CNN 输入初始的波阻抗序列和地震数据，这将显著提高网络预 

测的稳定性和准确性，而且这一方案在合成和实例中都得到了证明。另外一种可

以进一步改进基于 CNN 的波阻抗预测效果的方法是使用 2D CNN，因为 2D 卷

积滤波器有助于提取到横向结构特征，以预测横向更一致的波阻抗模型。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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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基于模型反演在 Teapot Dome 中三口测井上的结果对比。黑色曲线：真实测井

值；绿色曲线：提供的低频约束；红色曲线：2D CNN 反演结果；蓝色曲线：基于模型

反演的结果，但其结果远高于真实测井值，偏差较大。 

 

训练一个 2D CNN 并不简单直接，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已知的 2D 波阻抗剖面来用

作标签。本章设计了一个自适应损耗来训练包含多个测量井的不完全标签的，并

通过使用与一维 CNN 相同的网络结构，结果发现二维 CNN 对噪声不那么敏感，

并且能够预测一个横向上更一致的阻抗模型。此外，二维 CNN 可以提取地震数

据中的横向结构特征，更准确地恢复薄层，这些薄层在垂直方向上很隐蔽，但横

向延伸范围很大。 

虽然本文使用的神经网络结构相当简单，但足以解决波阻抗预测问题。我们

也尝试了更复杂的架构，但这些架构表现出类似的效果，却需要更多的计算成本。

根据我们的经验，更多的井，更多的先验知识约束，以及更合理地使用这些数据

比设计一个更复杂的网络来改善训练效果更重要。另外，与传统的波阻抗反演方

法相比，本章提出的二维 CNN 的方法具有更好的效果，在地震结构的一致性以

及分辨率上都比传统的方法的效果要好，得到的模型更加合理。 

除此之外，本章所提出的方法也有一些局限性。第一，我们是基于假设训练

区的测井曲线与预测区测井曲线完全相似进行预测的。这个假设表明，本章的一

维和二维 CNN 模型，可能不能很好地推广或成功地应用到另一个工区。这也就

意味着，对于每次工区我们可能需要使用新的地震数据和波阻抗测井来训练新的

CNN 模型。对于本文的两个例子，我们也训练了不同的一维和二维 CNN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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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需要为不同的工区重新训练一个模型，但它在训练成本上是可以承受的。

在本章的例子中，使用一个 GPU 训练 1D 和 2D CNN 分别需要大约几分钟和几

小时。其实，对于大多数 CNN 模型来说，在不同的地球物理问题（包括波阻抗

反演）中，泛化问题仍然是一个共同的挑战。我们尝试使用更多样化的训练数据

集（来自多个工区的真实数据集和大量基于物理模型的合成数据集）来训练更广

义的模型。然而，我们发现，CNN 用于阻抗（或其他岩石属性）预测的泛化性不

如用于地震构造解释的问题中（例如，断层、层位和地质体检测）。直接用训练

好的 CNN 模型来预测各种工区的地震阻抗是有很大不准确性的。迁移学习可能

是改进训练模型在新区域中的泛化性能的一种潜在方法，其中模型参数通过拟合

新工区的新的训练数据集进行不断调整的。 

另一个限制来自训练数据集。首先，本章的一维和二维 CNN 方法需要多个

测井曲线来构建训练数据集。当可用测井曲线数量有限时，CNN 方法的适用性

将受到限制。其次，在为一维和二维的 CNN 构建训练数据集时，需要精确的地

震和测井数据的匹配关系。训练后的 CNN 模型预测的精度上界取决于测井的数

量和地震测井的匹配准确度。在未来的研究中，为了减少 CNN 方法的局限性，

我们可能会找到一种方法，将物理约束整合到 CNN 网络中去，以建立数据和物

理同时驱动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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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实例应用：Volve 数据 

5.1  引言 

Volve 是一个已经关闭的油田，位于北海中部如图 5.1a 所示，图 5.1b 显示了

该油田的观测系统。该油田于 1993 年被发现，发展规划于 2005 年获批营运，于

2016 年关闭，于 2018 年 6 月 Equinor 发布了 Volve 数据用于学术研究 (Equinor, 

2018)。该数据集包含 5TB 的数据，近 4000 个文件，包括生产数据、井设计、完

井管柱设计、地震资料，测井（岩石物理和钻井），地质和地层资料，静态以及

动态模型、表面和网格数据。其中有 16.3GB 的测井数据和与 24 口井相关的资料 

 

图 5.1 (a) Volve 油田位于挪威区南端的斯塔万格以西大约 200 公里处 (修改于

Equinor(2018))。(b) 地震勘探的观测系统。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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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它主要包括泥浆测井、随钻测井测试结果、压力测试结果、岩石物理复合

材料及其解释、生产测井、完整记录和生物地层分析。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关

注地震成像数据、层位数据和测井曲线。 

在本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一套通过利用地震构造、地震振幅属性和测井数据

来建立地下储层参数模型的工作流程，并将其应用于公开的 Volve 数据集上验证

其可行性。在本章提出的工作流程中，首先对所提供的地震数据、层位和测井曲

线进行一些预处理校正，以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并对井震数据进行匹配。其次通

过自动提取的方法对已提供的层位数据进行更新和改善，使其能够填充缺失的区

域并在深度方向上校正到更加准确的位置，同时通过地震数据提取更多的层位面。

根据获得的层位进一步计算相对地质年代体（RGT），其能隐含地代表地震构造

和地层特征。然后,利用基于 RGT 导向的插值方法，根据测井数据插值得到一个

初始的模型。该模型能够遵循地震地层学特征并符合测井的属性。最后，本章提

出了一种多尺度卷积神经网络来预测更精确的模型，同时将初始模型作为低频约

束引入网络。其完整的工作流程如图 5.2 所示。 

 

 

图 5.2 建立地下储层参数模型的流程图。首先对所提供的地震数据、层位和测井曲线

进行一些预处理校正，以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并对井震数据进行匹配。其次对已提供

的层位数据进行更新和改善，同时通过地震数据提取更多的层位面。根据获得的层位

进一步计算 RGT）其能隐含地代表地震构造和地层特征。然后，利用基于 RGT 导向的

插值方法，根据测井数据插值得到一个初始的地下模型。该模型能够遵循地震地层学

特征并符合测井的属性。最后，通过深度学习来预测更精确的模型，同时将初始模型

作为低频约束引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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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层位 

地震层位的提取是地震解释中的一项基础和重要的工作。Volve 数据中提取

的几个层位在整个工区内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用基于动态规划的自动算法进行

更新和改善。 

5.2.1 层位的更新和提取 

Volve 工区的深度域叠后地震成像如图 5.3a 所示，同时提供了与地震图像相

对应的 5 个层位如图 5.3b 所示。但这些解释的层位在水平方向上有缺失而且不

够准确，不能够追踪一致的地震反射轴。因此，本章用基于动态规划的算法 (Yan 

et al., 2021) 对其进行改进，使其填充缺失区域并更新其深度方向上的准确度。 

 

 

 

图 5.3 (a) Volve 油田三维叠后地震成像。(b) 随地震图像一起提供的层位，在整个工区

内横向是不完整的，也不够准确，不能跟踪一致的反射轴。(c) 切除浅部和坏道之后的

地震图像。(d) 所提供的层位得到改进（更一致地跟随地震反射并填补缺失的区域），

并用自动方法提取一些其它的层位。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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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也用此自动提取方法拾取更多的层位（如图 5.3d）以便获得更准确的

地层格架。图 5.3c 展示了切除浅部和坏道之后的地震图像，在后续的实验中也将

使用此图像和其对应的层位以及井数据。 

为了更加清楚地对比层位改进前后的效果，本章选取了其中一个层位进行展

示，如图 5.4 所示。该图展示了包含目标层位（绿色箭头所示的波谷位置）的部

分地震图像（图 5.4a）。图 5.4b 中显示了随地震数据一起提供的已解释好的层位，

然而可以看到提取的层位有明显的不一致性，曲面上的颜色变化表明该层位在波

峰和波谷之间来回跳跃（红色代表波谷位置，蓝色代表波峰位置）。因此本章用

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对(b)中的结果进行更新，得到如图 5.4c 所示的结果，其表

面一致的红色表明更新之后的层位能够更加准确地追踪一致的波谷位置。为了更

好地对比说明两者结果的准确性，本章沿着深度-横测线方向提取了一个二维剖     

 

 

图 5.4 单个层位改进示例。(a) 选取的部分地震图像，绿色箭头指示期望提取的目标层

位。(b) 随地震图像一起提供的层位，在整个工区内横向不准确，层位面上明显的颜色

变化表明其不能追踪一致的反射轴（红色指示波谷，蓝色指示波峰）。(c) 利用动态规

划算法对(b)中所提供的层位进行更新改进，可以看到其颜色更加统一，表明改层位能

够追踪一直的波谷位置。(d)沿着横测线-深度方向的一个二维剖面，改进后的层位（绿

色曲线）明显比数据集提供的层位（红色曲线）的位置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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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图 5.4d），可以观察得到基于动态规划方法获得的层位（绿色曲线）比原本

提供的层位（红色曲线）更加准确，能够追踪与地震构造相一致的反射轴信息。 

5.2.2 RGT 的计算 

如本文中的第三章所述，首先对提取的每个层位（图 5.3d）定义一个相对地

质时间，然后利用三次插值算法计算层位之间的 RGT 值，就可以得到如图 5.5 所

示的 RGT 体，它可以被看作是代表着地震构造和层序特征的隐式构造模型。 

 

 

图 5.5 通过地震数据和层位计算得到的相对地质时间（RGT）体，可以被看作是代表

着地震构造和层序特征的隐式构造模型。 

5.3  测井 

测井资料是建立初始模型的基础资料，是进行地质解释的基础，它是指示岩

石属性的最准确记录。Volve 数据集有 20 口井，包括速度、密度、阻抗、伽马和

孔隙度等不同属性（如表 5.1 所示），其中阻抗测井是通过速度和密度测井来计

算得到的。该数据集中的井均为斜井，如图 5.6 所示。然而，测井资料往往受到

井壁坍塌、泥浆浸没等井眼环境的影响。并且不同的测量时间和测井仪器也会对

测井资料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为了减少这些因素影响，需要对本文用到

的测井数据进行校正。 

图 5.7 展示了测井 15_9-F-4 记录中不同的属性曲线。本章主要对其进行以下

预处理：去除缺失部分，井的顶部和底部的测量畸变以及在两部分曲线连接处的

测量断面和异常点（如图中的红色矩形所示)。此外，也必须剔除一些不合理的异

常值，如毛刺噪声（黑色圆圈所示），因为这些异常值往往会产生很强的幅值，

导致其压制有效信号之间的正常相对关系。而且测井的采样率往往比地震的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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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很多倍，因此我们采用中值滤波的方法对其进行预处理和重采样使其与地震

数据相匹配。 

测井和地震数据之间的匹配对地震解释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目的是为了使

得井位置测量的岩性与地震数据一致。本文中采用的地震成像数据是深度域的，

一样需要利用合成地震记录和层位信息进行测井和地震数据的匹配。图 5.8 展示

了其中一个井震匹配的例子。本文选择速度测井 ( )v z（红色曲线）和密度 ( )z （绿

色曲线）在相同的深度范围内，如图 5.8a 所示，计算反射率序列（图 5.8b）如下

方程所示 (Sheriff et al., 1995)： 

𝑟(𝑧1) =
𝜌2(𝑧2)𝑣2(𝑧2)−𝜌1(𝑧1)𝑣1(𝑧1)

𝜌2(𝑧2)𝑣2(𝑧2)+𝜌1(𝑧1)𝑣1(𝑧1)
                (5.1) 

其中 z 表示深度 

 

表 5.1 Volve 数据集中的 20 口井包含的不同属性，包括速度、密度、波阻抗、伽马和

孔隙度。其中，对号表示包含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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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Volve 数据集中的测井的平面图。 

 

 

图 5.7 测井 15_9-F-4 的不同属性曲线图。井记录中经常会有部分的缺失或者异常值

（红色方形框所示），或者一些毛刺噪声（如黑色圆圈所示）。 

 

然后，我们简单地计算出实际地震数据的主频，据此选择合适的雷克子波，

通过将反射率序列与雷克子波卷积获得合成地震图像（图 5.8c），并根据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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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震数据中利用插值算法提取真实的地震图像（图 5.8d）。最后，根据在测井

上的岩性标注点和地震数据上拾取的对应的层位进行手动匹配，图中主要反射轴

区域（黄色箭头所示）匹配好后，进而得到井在深度方向上的校正量。按照此方

法，对所有的井进行井震匹配的校正，增加地质建模的准确性。 

在图 5.9 中，展示了地震数据和测井数据匹配效果的影响。首先，本章使用

简单的最近邻插值方法，利用 12 口速度井曲线（如图 5.9a 所示），获得 RGT 导

向的速度模型（图 5.9b）。 图中有一些区域（如白色箭头所示）可以看到很明显

的不连续性，这是因为测井位置和地震数据在深度方向上的不一致性导致的不合

理的插值结果。 在进行如图 5.8 所示的井震匹配之后，再次使用最近邻插值方

法进行 RGT 导向的速度模型插值，可以看到图 5.9b 中白色箭头所示的区域得到 

 

 

图 5.8 井震匹配流程图。选择速度（红色）和密度（绿色）测井曲线（（a）中所示），

计算得到反射系数（b）。然后选择合适的子波，通过反射系数和子波进行卷积得到合

成的地震图像如（c）图所示。（d）图为邻近井位置提取的实际的地震记录。最后通过

匹配合成的和实际的地震图像得到井在深度方向上的校正量。图中主要反射轴区域

（黄色箭头所示）匹配良好。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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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井震匹配效果。使用简单的最近邻插值方法，利用 12 口速度井曲线（a），获得

RGT 导向的速度模型。 在进行井震匹配前的结果（b）中有明显的不连续区域（如白

色箭头所示），这是因为测井位置和地震数据在深度方向上的不一致性导致的不合理的

插值结果。 在进行井震匹配之后，同样进行插值得到结果（c），可以看到（b）中白

色箭头所示的区域得到明显的改善。如黑色圆圈所示的区域未得到改善的原因可能

是，均是斜井且距离比较近，在进行插值的时可能会造成彼此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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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不同属性的测井在三维地震图像中的展示图。(a)12 口速度测井；(b)14 口密度

测井；(c)12 口波阻抗测井；(d)21 口伽马测井；(e)9 口孔隙度测井。 

 

明显的改善，保持了良好的一致性，与地震的反射特征一致。当然，也有一小

部分区域（如图中的黑色圆圈）在图 5.9c 中却未能得到提升，可能的原因是本

数据集为海上数据，所有的井均是斜井，而且距离比较近，多口井在同一深度

的可能有不同的数值，所以在进行插值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彼此之间的冲突。图

5.10 展示了不同属性的测井在三维地震图像中的分布情况。 

5.4  储层参数建模 

为了建立准确的地下储层参数模型，本章提出了一种基于低频约束的卷及神

经网络(CNN) 来反演不同属性的地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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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RGT 导向插值的初始模型 

根据已有的相对地质年代体（RGT）和测井数据，可以 RGT 为导向，通过

外插测井属性来获得初始模型，具体如第三章所述。 

 

 

图 5.11 (a) RGT 导向的速度模型；(b) 基于 CNN 预测得到的最终模型。由于主要的储

层在 2750m - 3120m，因此在(b)中主要展示 2300m – 3300m 之间的模型结果。可以看

到基于 CNN 的模型在垂向分辨率更高，更符合地震图像的特征。 

 

图 5.12 (a) RGT 导向的密度模型；(b) 基于 CNN 预测得到的最终模型。由于主要的储

层在 2750m - 3120m，因此在(b)中主要展示 2300m – 3300m 之间的模型结果。可以看

到基于 CNN 的模型在垂向分辨率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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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5.16 中的(a)图均为从井的不同属性获取的初始模型。但是由于测井

数据非常有限，所以初始模型通常比较光滑并且缺少很多细节部分。除此之外，

由于 RGT 不是完全地准确，会给我们引入错误的信息，特别是离测井位置较远

的地方。因此，本文尝试使用深度学习方法来进一步提高初始模型的准确性。 

 

图 5.13 (a) RGT 导向的波阻抗模型；(b) 基于 CNN 预测得到的最终模型。由于主要的

储层在 2750m - 3120m，因此在(b)中主要展示 2300m – 3300m 之间的模型结果。可以

看到基于 CNN 的模型在垂向分辨率有所提升，横向连续性较好。 

 

 

图 5.14 (a) RGT 导向的伽马模型；(b) 基于 CNN 预测得到的最终模型。由于主要的储

层在 2750m - 3120m，因此在(b)中主要展示 2300m – 3300m 之间的模型结果。可以看

到基于 CNN 的模型在垂向分辨率更高，但在白色箭头所示的区域的连续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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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a) RGT 导向的孔隙度模型；(b) 基于 CNN 预测得到的最终模型。由于主要的

储层在 2750m - 3120m，因此在(b)中主要展示 2300m – 3300m 之间的模型结果。可以

看到基于 CNN 的模型在垂向分辨率更高，更符合地震图像的特征，而且在白色箭头所

示的反射层的结果有横向变化，更加合理。 

 

5.4.2 基于深度学习的最终模型 

为了解决地球物理反演问题，通常会需要一个初始模型，然后通过多次迭代

更新来获得最终可靠的结果。受此启发，我们将初始模型（图 5.11a-5.15a）引入

到本章的训练网络中。 

1. 数据集 

地震成像数据（828（深度）×530（横测线）×340（纵测线））包括深度相同

的 20 口测井曲线。本章使用一维 CNN 训练网络，并且提取了测井位置处相应的

地震道数据和初始的插值参数模型数据。图 5.16 显示了一个训练对的例子。包

括地震道（黑色实线），实际测井曲线（红色实线）和插值出来的初始值（黑色

虚线）。插值后的模型提供了一个低频约束以使反演结果与实际测井结果更加一

致，有助于获得更合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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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训练数据对的示例。黑色实线代表地震道，红色实线代表实际的测井曲线，黑

色的虚线代表插值得到的初始值。 

 

2. 网络架构 

本章提出了如图 5.17 所示的网络体系结构。输入包括两个通道，一个是地

震道数据（黑色实线），另一个是插值出来的波阻抗曲线（黑色虚线），输出是相

应的测井曲线（红色曲线）。网络包含几个具有不同内核的多尺度块以提取不同

尺度的特征。在本章的实际训练过程中，我们使用样本大小分别为 9，13 和 23

的多尺度块，其中每个块有 32 个通道（图 5.17b）。然后将这些通道连接起来作

为输入进入下一个卷积层。将 ReLU 激活方法应用于除了最后一层的所有卷积层

的输出，最后一层使用线性激活。 

最常用的损失函数是回归问题中的 MSE（均方误差），因此本章使用该值来

衡量真实值和预测值之间的误差： 

 𝐿2 =
1

𝑁
∑ (𝑝𝑖 − 𝑟𝑖)

2𝑁
𝑖=1 ,  (4.1) 

其中𝑝𝑖和𝑟𝑖分别表示预测波阻抗和真实波阻抗。𝑁为测井数据的总采样点数。

在具体的实现中，本章使用 MSE 损失函数来评价网络的性能好坏。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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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多尺度卷积神经网络架构。(a)本文使用的网络架构。(b)多尺度模块。利用不

同的卷积核大小提取不同尺度的特征，然后将其并联作为下一层的新输入。 

 

3. 预测结果 

如上所述，本章在反演流程中对初始模型进行了低频约束。图 5.18 显示了

伽马数据的预测值和真实测井记录的比较情况。从结果对比可以看出在插值的约

束下（蓝色实线），预测伽马值（黑色实线）整体上能拟合实测数据（红色实线）。

预测曲线呈现出更多的高频特征。例如，预测结果能很好地拟合 3000 m 深度处

的实测数据。并且在主要的反射层的效果要优于薄层。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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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四口验证井的预测结果对比分析。插值的模型（蓝色曲线）作为低频趋势输入

到网络当中，得到的预测结果（黑色曲线）与实际的测井（红色曲线）大体上匹配一

致（例如黄色箭头所示），但也有匹配不够理想的地方（如蓝色箭头所示），原因可能

受到周围井或者噪音的影响。 

 

如图 5.11-5.16 中的(b)图所示，我们逐道进行一维 CNN 的预测，并用三维显

示出模型结果。本文主要通过 2300-3300m 深度位置来显示深度学习的反演结果，

因为 Volve 油田储集层的侏罗纪砂岩主要分布在 2750-3120m TVDss。对所有测

井属性参数来说，这些预测结果在深度方向上基本都显示出了较高的分辨率。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预测结果的局部细节，本章选取了一个沿横测线-

深度方向的二维地震剖面（如图 5.19 第一列所示），并展示相对应的基于 RGT 插

值的初始模型（第二列）和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预测结果（第三列）。首先，本

章的结果显示基于 CNN 的预测结果与插值的结果相比更为合理，也显露了更多

的高频信息特征。 这也证明了具有不同卷积核大小的多尺度模块可以提取更丰

富的特征（图 5.19 中白色箭头所示）。 此外，预测结果与地震构造相一致，与插

值的结果相比横向更加合理。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在地震剖面中存在一个断层

（图 5.19 第一列图像中的黑色虚线），反演剖面中的砂岩层和泥岩层的分布受到

该断层的控制。 结果表明，基于 CNN 的预测结果更加吻合层序地层格架和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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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19 c,i,l,o 所示）。 

本章还比较了深度学习和基于稀疏脉冲的传统方法的结果。图 5.20 展示了

一个波阻抗反演的例子。如图 5.20a 所示，在横向-深度方向上提取了一个二维地

震切片。图 5.20b 是基于稀疏脉冲方法的反演结果，结果更符合地质特征，但在

深度方向上分辨率较低。然而，预测出的波阻抗在深度方向上揭示了更多的细节

（图 5.20c）。 

Volve 数据集中的 Hugin 储层主要是由海相砂岩，粘土岩和石灰岩组成 

(Varadi et al., 1998; Kieft et al., 2010)。Hugin 储层主要分布在深度范围 2750 m 到

3120 m 之间（在 TVDSS 中），厚度变化从 20 m 到 100 m (Sen et al., 2019)。与周

围地层相比，Hugin 储层具有相对较高的速度，高密度，高阻抗，低伽马值以及

低孔隙度等特征。岩石物理分析表明，细粒至粗粒砂岩的伽马值为 10 至 46 (API)，

DT 值为 175 至 315 (us/m), RHOB 的范围为 2.280 至 2.820 (kg/m3) (Sen et al., 

2019)。本章的结果表明，反演得到的五中属性基本符合 Hugin 储层的特征，进

一步证明了所提出的工作流程的有效性。 

在本章的实际算例中，训练数据集是基于来自井的可用信息生成的。测井数

据的质量对反演结果的准确性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 Volve 油气田的测井

都是倾斜的，因此该区域的数据分析解释面临极大地挑战。当提取井位附近的地

震道时，由于插值处理，可能会产生一些假象。而且当多个井之间的距离较小时，

我们认为这些井所在区域的地质情况不会改变。因此，只选择了一小部分井来生

成训练数据集。增加训练井的数量不能显著提高反演结果的准确性和垂向分辨率，

反而可能会在反演过程中带来一些假象。 

从测试结果可以得出，我们认为在反演过程中数据本身比网络起着更重要的

作用。即使使用简单的 CNN 网络，但数据集更合理，也可以提高结果的准确性。

此外，在构建初始模型中同时考虑断层的分布，可以更符合地质特征，从而提供

更合理的约束。总体上来说，本研究使用基于层序和结构的深度学习方法提出了

一种更快，更好的地下建模流程。这种数据驱动的反演方法还可以应用于其他更

复杂的建模问题中，但要引入严格的层序地层约束，例如相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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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 为了更加清楚地显示预测结果的局部详细信息，显示了二维地震切片（第一

列），基于 RGT 插值的初始模型（第二列），以及通过本章的 CNN 方法预测的最终结

果（第三列）。结果显示基于 CNN 的预测结果与插值的结果相比更为合理，也显

露了更多的高频信息特征。 说明具有不同卷积核大小的多尺度模块可以提取更

丰富的特征（白色箭头所示）。 此外，预测结果与地震构造相一致，与插值的

结果相比横向更加合理（例如，黑色虚线的断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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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 基于稀疏脉冲的传统方法(b)与基于深度学习的结果(c)的对比。 基于稀疏脉冲

的方法可以追踪地震结构，但在深度方向上分辨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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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本章小结 

本章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包含地震结构解释，层位导向的测井数据解释以及基

于深度学习的岩石属性估计的工作流程，以构建合理的地下储层参数模型。本章

已将整套该工作流程应到公开的 Volve 数据集上，首先通过预处理和井震联合分

析去除异常数据，并使测井曲线与地震成像结果垂向上对齐。其次，本章使用自

动化方法优化层位以填补缺失区域和符合地质特征，提取更多的层位。然后用这

些可以表示地震构造和地层特征的层位对 RGT 体进行插值。第三，本章使用基

于 RGT 的插值来获得初始模型，以与测井特性和地震构造保持一致。最后，本

章使用多尺度 CNN 借助低频约束的初始模型，从地震和测井数据中预测最终的

模型。结果表明，本章的工作流程可以获取可靠的储层参数模型并显示出较高的

垂向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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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结论和展望 

6.1  结论 

建立精确的地下模型对精确的储层预测至关重要。本文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包

含地震层位解释，层位导向的地层模型的建立以及基于深度学习的岩石属性估计

的工作流程，以构建合理的储层参数模型。本文中所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1. 针对目前提取地震层位的方法中存在的问题（耗时长；地震数据中同相轴

不连续的区域（例如，断层、噪音等），无法自动提取相位一致的精确的地震层

位，并且往往由于过度平滑而缺失一些地质结构的细节信息等），本文提出了基

于动态规划的方法，解决上述问题，以获得更加准确的层位。在这种方法中，本

文首先使用自动方法、人工拾取或用几个控制点插值来计算一个初始层位。该初

始层位可以不准确，只需要符合目标层位的总体趋势即可。然后提取以初始层位

为中心的子区域，并根据初始层位使子区域整体拉平。最后，利用动态规划来有

效地选择整个子区域中的最优路径，即全局最大或最小振幅值得路径。通过此方

式，我们能够将初始的不准确层位更新为一个更精确的层位，该结果遵循一致的

振幅峰值、谷值或零交叉。由于本文的方法并不严格依赖于初始层位，因此我们

更倾向于直接从有限数量的控制点插值得到初始层位，这比自动或手动提取初始

层位时在计算上更有效。此外，本文的方法可以通过编辑或移动控制点时进而实

时交互实现更新层位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控制点不需要精确的放置在目标

的层位上，在其附近即可，这能够大大降低计算成本，节约时间，可以有效且快

速地实施人工交互功能。本文利用多个二维和三维的复杂实际数据来验证提出的

方法，结果也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有效地拾取正确的地震层位，甚至在地震

数据中复杂的不连续区域（例如，断层、噪音等），依然能够准确地自动追踪相

位一致的地震层位，能够很好地揭示详细的地质结构信息，在地震解释中有很好

的应用前景。 

2.本文利用二维卷积网络（CNN）实现基于深度学习的波阻抗预测，并将初

始波阻抗模型的作为低频约束引入到该网络中，该初始模型可以从几个测井曲线

利用地震构造导向的插值方法得到。大量的测试例子证明，加入约束条件能够使

1D 和 2D 的 CNN 网络产生稳定的波阻抗预测结果。本文提出的二维的卷积神经

网络的架构非常简单，但是由于我们利用特殊的方式得到很多的训练数据，解决

了二维波阻抗标签的问题。首先定义一个随机路径可以穿过一定数量的测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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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沿着这个路径去提取一个二维的地震剖面和对应的初始模型剖面作为二维

网络的输入，穿过该路径的所有测井作为波阻抗剖面相对应的部分标签。有了这

些随机抽取得到的二维训练数据集，并定义自适应损失函数，即网络输出的二维

波阻抗模型仅在有井的地方进行验证评估。由于二维的数据训练集是从最原始的

三维数据中从各个方向随机选择的，所以能够保证其空间的连续性。合成和实际

的例子也表明，相对于一维卷积神经网络，本文提出的二维卷积神经网络不仅对

噪音的干扰反应更加稳定、能够更好得恢复出薄层（分辨率高），而且具有较好

的横向连续性。 

3. 以 Volve 油田的数据为例，本文提出了一套完整工作流程，充分利用地震

振幅、测井属性和地震构造特征来建立合理的储层参数模型。首先，对所提供的

Volve 地区的地震资料、层位和测井曲线进行预处理，去除异常值和并进行井震

关系匹配。其次，使用文中提出的基于动态规划的方法来填补层位所缺失的地方，

并改进所提供的层位的准确度，同时获取更多的层位。然后根据地震数据和提取

的层位计算相对地质年代体（RGT），它被认为是一个隐含的结构模型，代表地

震构造和地层特征。然后，以相对地质年代体为导向，融合测井数据，插值得到

初始的储层参数模型。但由于井的稀疏性，该模型往往是不够准确的，因此本文

进一步利用深度学习方法结合地震和测井数据预测最终的模型，同时将初始模型

作为低频约束引入网络。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工作流程能够产生合理的储层

参数模型模型，而且在垂向上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在横向上也能够得到更加一致

的结果。 

6.2  展望 

1. 本文提出的基于动态规划的地震层位提取方法，只需要少量的控制点，而

且对控制点不敏感，可以高效、方便地进行层位解释。因此它很适合作为一种人

工交互式的方法来实现，以便在编辑控制点的同时快速更新层位，我们也正在计

划将该方法嵌入到人工交互的公开平台。但是该方法中存在一定缺陷，本文使用

地震振幅图像作为输入，通过假设一个层位遵循一致的相位或振幅值来提取层位。

然而，一些复杂的情况下，相位可能沿着层位发生改变，此时这个假设不一定是

成立的。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一些其它更合适的地震属性代替振幅属性。

在新属性中，目标层位可以被转换成全局最大或最小路径（二维）或曲面（三维），

因此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的属性来完善该方法。此外，本文提出的方法一次只能从

地震图像中提取一个单一的层位，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考虑改进方法来实现可

以一次同时提取多个层位的目的。 

2. 本文提出的利用二维神经网络来进行波阻抗的预测，并引入初始波阻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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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约束到该网络。结果表明在测井路径为直井的时候比斜井有更好的效果。 

这是因为在直井的情况下，在准备训练数据集时，可以选择一个随机路径穿过一

定数量的测井位置，然后沿着这个路径去提取一个二维的地震剖面和对应的初始

模型剖面作为二维网络的输入，同时穿过该路径的所有测井作为波阻抗剖面相对

应的部分标签。利用此方法可以大大增加训练数据的数量，因此可以得到预测结

果也会更加准确。而在 Volve 油田的例子当中，所有的井都是倾斜的，无法按照

此方法去随机提取多个二维剖面，因此训练数据集是非常有限的。测井校正的准

确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反演结果，可以进一步考虑将斜井映射到地震剖面上转化

成直井后反演的做法。另外由于测井的位置离得很近，在反演属性的时候如何更

加有效地选择测井的位置和数量也值得继续研究。 

3. Volve 油田的数据非常丰富，目前本文只利用了地震数据、层位和测井数

据。我们将考虑把断层构造加入到相对地质年代体的计算过程和地质建模，期望

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储层模型。该数据集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岩性划分信息，考虑

可以结合已提供的信息，融入地质学家丰富的经验，对该地区进一步进行研究。

另外，该地区也提供了叠前数据，其包含的信息更加丰富，因此如何利用叠前数

据进行地震反演也值得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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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国都会跟我们进行交流谈心，解决我们学习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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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谢张老师的耐心指导和从未放弃。另外，也是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我完

成了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老师用这种方式锻炼我们坚持不懈的精神，告诉我

们只有到终点才是最终的赢家。在张捷老师的课题组，我最大的收获是做人要

谦和、诚实、自律，做事要坚持、求实。我相信这将会使我以后不管遇到何事

都能从容处之，冷静解决。此外，也很感谢张伟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我的记忆

中，张伟老师一直特别的认真细致，我还清楚记得张老师在夏令营面试我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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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感谢罗小梅老师、郝志锋老师和田瑞红老师，为我们的科研和生活提供了

便利和支持，每一次报销都非常复杂繁琐，每一个项目的手续也很多，但你们

每次都很耐心的完成，事无巨细的提醒和帮助，才让我们可以专心的科研。 

在这五年多的时间，伴随我的还有和课题组的伙伴们的帮助和无数欢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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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龙师兄对在服务器的使用上对我的帮助；感谢朱慧宇师兄对天然地震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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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算法理解上对我的帮助；感谢同一级的沈杨、段旭东、王艺豪陪我一起

找工作，一起参加活动，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与我提醒和帮助，以及我的室友张春

丽在与我合租期间的包容和帮助；感谢马洋洋师妹辛苦帮我寄东西；感谢薛智文

师弟作为答辩秘书辛苦组织答辩；感谢刘宇师妹陪我一起住宿买东西；感谢王函

师妹给我推荐各种好物；感谢王康、王章钰、张基、丁香军师弟们经常组织有趣

的活动，带我参加体验。难忘课题组一起聚餐、过生日、玩狼人杀桌游、去漂

流……这一次次的欢声笑语为我艰难的科研生涯增添了无限的乐趣和美好的回

忆。 

也要感谢去年遇到的活泼可爱的师弟们，他们不仅是课题组的新鲜血液，更

是未来的顶梁柱，他们努力认真、风华正茂，未来可期。瀚林-文娱担当，认真

策划我们的每一次活动，调动着大家的积极性，更是把办公室管理的井井有条；

高航-技术担当，各项技能大佬，进步神速，而且更是耐心地帮助我的每次求助；

金涛-身份担当，作为科大本科生从不逊色，性格直爽易相处，乐于助人；子健

-可爱担当，虽然话少但不失可爱风趣；司旭-幽默担当，无聊之际的玩笑总能

带来意想不到的幽默感。是你们的到来迅速壮大了课题组的力量，活跃了气氛。

另外，要特别感谢晓明师兄对我写作上的帮助，感谢师兄帮我修改论文，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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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软件处理反演结果；感谢亚星师弟陪我一起去南京参加会议，帮助完成项目；

感谢认识了即将入学的江蕾、戴传力、李游、高晖，你们的热情和乐观再次感染

了我，仿佛看到了我当年刚入学的模样。与大家相遇，让我的博士期间增添了更

多温暖和珍贵回忆，谢谢！ 

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所以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感谢你们

这么多年对我的培育和教导，感谢你们给我的空间和信任，感谢你们在我前行道

路上坚定的支持，在我受挫时的鼓励和怀抱，你们一直是我奋斗的最大动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有人出现，有人离开，有人还在，有无随缘，得失在心。惟愿以余生之全

部精彩报与你们相遇之恩。 

月有盈亏，花有开落，山水一程，三生有幸，金寨路 96 号，期待重逢，行

文至此，落笔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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