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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智能矿上建设狂进进行透明化,主要需要应用的高精度的物探技术为七提供地质数据。能够
有效的避免各种的矿区的灾难,在基于此,国内外广泛的的开展了智能矿山物探保障技术研究,其中主要包
含三维地震野外采集、数据处理以及资料解释等高精度地震探测的技术,目前这方面可以说取得比较大的
进步,本文主要则是通过列举出一些三维的地震勘探精细处理技术,比方说费网格化静校正、
优化串联反褶
积前、
叠前时间偏移等在资料处理中的效果,在次过程中进行指出参数测试的重要性,本文对于某勘探区应
用实例表明,选择最佳的参数,可以明显的提高了信噪比,获得地震剖面的能够反应目的以及起伏状态等信
息,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以及结果,矿井的揭露的基本相符合,进一步的验证了矿区深部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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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ines on smart mines, it is mainly necessary to apply
high-precision geophysical technology to provide geological data for them, which can effectively avoid disasters in
various mining areas. Based on this, extensive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geophysic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of intelligent mines, which mainly includes high-precision seismic detec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3D seismic field acquisition, data processing and data interpretation. At present, it can be said that
considerab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mainly lists the effects of some 3D seismic
exploration fine processing techniques, such as grid static correction, optimization of serial deconvolution, and
pre-stack time migration in data processing, and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parameter testing during the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example of a certain exploration area in this paper shows that selecting the best parameter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and obtain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response purpose and
fluctuation state of the seismic profile.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data and results, the disclosure of the mine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hich further verifi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in the deep part of the mining area.
[key word] detection accuracy; geological guarantee: intelligentize
引言

比较明显优势。

在矿山深处,开采的过程中主要用断层、含水柱以及各种的

1 三维地震数据精细处理技术

矿层结构等可以说这些都不能忽视变化,严重破坏了矿层的链

在本次试验中,对于山西东仪煤气话的各种有限公司。具体

接性,可以说降低了机械采矿效率。严重的情况就会导致地面滲

地震资料精细化处理项目中,其中主要核心试验则是在对于该

水。为矿上的开采带来一定的危险,对于智能化物探技术主要是

地区需要加上行之有效资料性处理流程以及有关参数,尤其是

通过人工的地震的获取地下层的反射波,经过室内资料处理技

在山地相关的资料的处理中进行普遍的存在难题。

术进一步获取到多层叠加剖面图,进一步的在成果的数据进行

其中一个就是静校正、反褶积、叠前时间等相关偏移技术,对于

层位解释。构造解释以及煤炭层预测等一下系列精细化操作技术,

新方法进行了相应的补充性测试,最后形成了对于该地区的针对性

最后形成指导山深部开采地质。剖面图,可以说对于此技术的流程

以及有效良好数据处理,获得了比较理想效果。进一步进行了有力验

的使用,在预防矿山以及各种的地质灾害等以及防治等方面具有

证,对于智能化的物探技术在指导矿山开采过程中实用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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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静校正技术。工区表层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地表高程变

2 效果分析

化大(图1),表层岩性横向变化大,薄黄土沉积区、厚黄土沉积区

对于本次精细处首次采用了非网格层析静校正、优化反褶

交互,这些因素导致本区静校正问题非常突出,解决好静校正问

积、叠前时间偏移等新技术,在处理中对各个步骤以及参数进行充

题,是本次处理的关键。

分测试后选择最佳参数进行处理、目的比较突出,信噪比、分辨率
等有了比较明显提升,尤其是在小段层更清楚。
从具体的图2可以清楚的看到,沿着5煤层振幅能量可以说明显
增强,信噪比可以说明显高,再有就是对于新的数据,这个时候整体
能量振甫明显的变强,北部震弱反应为煤层区域变得非常薄,具体
如图2所示。最后对于这个与巷道与实际性情况基本上也是相符合。

图1 区内地表高程分布
在本次的处理过程中,需要采用常用折射矫正以及非网格层
析静校正两种校正方法的试验对比,主要的核心就是通过目标的
叠加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常规的折射静态正面的剖图形态错误,
但是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假构造的产生,并非是网格的层析形态的
符合的各种本区的情况。且消除了假构造,同时目的层的成像质量
也有很大提高。由此我们确定非网格层析静校正为本区应用。
1.2优化反褶技术。本区重点在于5号和10号煤,需要注意的
则是两个煤层之间的间距比较的小,而且在此基础上5号煤层对
于下面的10号煤层起到具有一定的屏蔽作用。这样会影响10号
煤层的质量。尤其是在此本的精细化的处理过程中,需要采用的
则是优化反褶积技术,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10号煤层
的成像质量,同时也是提高了两目分辨率。
进一步的增强了10号煤层的成像质量,同时也是提高了两
目分辨率,为后续的资料打下基础。
图2新(下)老(上)成果振幅对比

1.3叠前时间偏移技术。叠前时间偏移将共中心点道集转换
成共反射点道集,再有就是具体的考虑到复杂以及陡峭的界面,

3 结论

这个时候的CMP道集反射点离散问题,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弯曲射

在经过以上试验我们需要给出结果为,通过三维地震勘探

线追踪。这个时候可以说能在很大程度上适用纵向以及横向变

精细化处理技术在智能矿井中得到实际应用,针对于特定区域

化。在本次的项目中。在具体偏移方法上则是选择弯曲的射线叠

应用数据处理技术,可以比较好的获得更加的好以及清晰的地

加前时间偏移方法,主要是从新的进行分析时间的偏移的速度,

下煤层结构伏形态,构造各种煤层厚度等变化情况,这些数据,

在速度的上交互拾取时间速度相对意志,趋势性比较好的进行。

对于煤矿具有积极作用和使用价值,相关地质灾害可以人为可

在通过的叠加前时间的偏移与速度分析迭代方法来进一步的优

控,地质保证抑制煤矿事故发生的关键所在。

化均方根速度场。这样使得最终的速度场的最大的限度的则是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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