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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主要以国能金凤矿为工程背景,主要核心是研究三维地震勘探,本文主要以三维勘探技术
为核心,对于相关查明采区地质构造等造成相关的应用效果。其中工程的主要核心是利用Geofiame和
VVA相关的软件进行了大量的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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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is mainly based on th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of Guoneng Jinfeng Mine, and the main
core is to study 3D seismic exploration.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3D exploration technology as the core, and has
related application effects for the related identification of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mining area. The main
core of the project is to use Geofiame and VVA related software for a lot of 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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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比较多,而且都属于半沙漠丘陵地貌单元。可以说地形是比较

近年来,对于地震来说,主要核心在地震的分析技术,其中

平坦。另外就是对于相关地面海拔高度为1360--1410米。

随着该技术的应用领域广泛使用。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

对于相关区域煤层顶底板可以说基本上是以砂岩、粉岩为

面在于储层需要描述,其二对于三位地震的技术发展,这种技术

主要核心构成。区域内的煤层相关密度是之间差异性是比较大。

结合流体、岩性等综合判断与分析,但是这种技术在煤炭开采区

其中以(二、三、四、十二、十五、十八)和周围岩密度和速度

主要局限于地震属性进行煤层厚度进行分析。后期勘探的各种

可以说差异也是巨大。波阻抗也是具有比较大明显性。可以比

开发程度在不断的提高,地质构造越来的越复杂。这个时候对于

较有效形成波阻抗界面和能量较强进行反射波。具体勘探地形

工程所要求的实效性越来越强,需要在短时间内给的合理解释。

图如图1所示。对于典型的时间剖面图如图2所示。

因此对于开发人员需要借助的地震属性分析先进技术,在地震

T2、T3、T4波：在日常的侏罗系安祖顶部二、三、四每层

资料相对保真前提下,则是充分利用计算机代替纯手工,进一步

在进行反射的波,这个需要3个煤层需要较厚,这个和围岩有明

达到精细目的,对于具体的对于属性分析,其中主要对地震层属

显波阻抗差异,这样会形成一定的连续的形成反射波。能够连续

性,地震之间属性以及各种属性分析几个方面。主要核心就是通

追踪,只能隐藏或者暴露出反射波比较差的。

过叠加、叠后等地震数据,经过数学变换导出有关的地震波属性

T12-13波：在对于侏罗系安祖部,上部的十二煤矿层的反射波,

的几何形态,揭示了不同的探测体岩层、物理变化以及地震层之

但是由于十二、十三层间距的比较小,一般做到不大于(大部分不

间的属性统计范畴。主要的核心就是给定2个层的之间的属性进

到10m),故T12-13相关的波为十二层、十三层煤炭反射波,但是十

行统计计算,煤炭的开采对于地震的解释精度要求越来的越高,

二层煤炭的厚度可以说非常的博,所以受到的反射波的影响,进一

尤其是对于断层异常的地质要求非常的高,本文则是以金风煤

步的让T12-13波能量较弱,这导致了大部分的连续的追踪对比。

矿的工程,利用 Geofram e、VVA 软件进行大量的提取了相关的
地震的属性、进一步达到对于地质构造需要解释。

T15-16波：自侏罗系安祖中部分的十五层,主要通过反射波,
但是对于十五、十六层之间因为间距比较的小,所以在T15-16

1 勘探区的概况

波为十五、十六煤层复合反射波。可以进一步的推断出该波形

本文主要探测区域在毛乌素沙漠的西南边缘,其中在该区

的整体的能量区域是比较的强,在第十八层波,则是重要的辅助

域内大多数都是被相关沙丘进行各种掩埋,其中在此过程中,杂

波可全区连续追踪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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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波：对于侏罗纪系延安组下部的第十八层进行反射的波,波形
特征可以说非常的明显,信噪比也是比较的高,全程的稳定的追踪。

显条异状物,另外就是在实际勘探中,对于中部相关断层比较明
显,这个和方差断层分布基本上一样,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最终和
相关钻孔资料等比对。

图1 勘探区地形示意

图4 18煤层拉平切片

图2 典型时间剖面

2 属性切片

图5 18煤层方差体切片

图3 VVA提取的地震属性切片图 (T18)
在Geofram e解释软件提取地震属性时以T15-16波为主要
层位,该波组是十八煤层反射波(T18波)的重要辅助反射波,在
此基础上沿煤层反射波向上向下各开15ms时窗,选取了最大振
幅、最小振幅、弧长、负极性振幅和等属性用于解释分析。利
用VVA软件提取地震属性时以T18波为主要层位,选取了局部变
化率、倾角、时差等属性用于解释分析,如图3～图7。经过之前
系统性对比,我们需要对于相关断层切片可以说呈现出比较明
78

图6 勘探区断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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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种解释等多种技术的良好行为,为煤矿开采以及安全提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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