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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石油及天然气勘探的一种大地

电磁反演数据偏移成像方法，将大地电磁反演数

据进行偏移成像，得到偏移剖面，提高分辨率。本

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得到高质量的大地电磁

反演剖面；开展波场分离和变换；提取视反射率；

生成偏移模型；人机交互得到高分辨率偏移剖

面。本发明得到的电磁反演偏移剖面能更好的提

高电性层的分辨率，能与地震开展联合解释，从

而提高构造解释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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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地电磁反演数据偏移成像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利用大地电磁高精度处理技术，得到高质量二维反演数据剖面；

2）根据极化模式，进行波场分离，得到不同极化模式的分离数据；

3）将分离的电磁数据，进行波场变换，将视电阻率和阻抗相位数据转成波动场；

4）将变换出的波动场进行处理、反演获得视反射率；

5）将反演数据和视反射率进行联合反演，生成偏移模型；

6）对偏移模型进行处理、偏移成像，得到高分辨率的电磁反演偏移剖面；

所述步骤3）中进一步描述为：分别针对步骤2中的极化模式开展波场分离，需要合理选

择正则化因子、时间采样点数、时间采样间隔参数，得到TE极化电磁变换波、TM极化电磁变

换波，TE和TM极化电磁变换波，方程如下：

采用电磁波慢波传播方程：

采用电磁波快波传播方程：

采用电磁场全波动传播方程：

。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地电磁反演数据偏移成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

进一步分解为：

2.1）对MT资料进行精细预处理，所述精细预处理包括飞点及静态位移校正；

2.2）进行TE\TM高精度二维定量反演；

2.3）进行二维联合高精度反演，得到高质量二维电性反演剖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地电磁反演数据偏移成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

进一步分解为：

3.1）选择极化模式分别进行波场分离，得到TE极化电磁反射数据、TM极化模式电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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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数据以及TEM极化电磁反射数据；

3.2）选择极化模式分别进行波场分离，得到TE极化方式的视反射率数据、TM极化方式

的视反射率数据以及TEM极化方式的视反射率数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地电磁反演数据偏移成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

进一步分解为：

4.1）对步骤3中的波动场进行编辑、去噪和提高分辨率处理，并分别进行反褶积，提出

近似视反射率；

4.2）将近似视反射率进行非线性反演获得比较准确的视反射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地电磁反演数据偏移成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

进一步分解为：

5.1）需要进行二维连续介质反演得到高精度的反演数据体；

5.2）选择模型深度与反演深度参数一致，选择合理采样步长，依据电磁矢量快慢波波

动理论，得到伪速度模型，作为偏移模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地电磁反演数据偏移成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6）中进一步分解为：

6.1）将偏移模型数据.dat转换为.sgy数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子波、校正反射率，得到稳

定的偏移模型；

6.2）将得到的偏移模型.sgy数据，进行偏移成像，得到高分辨率的反演偏移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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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地电磁反演数据偏移成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油勘探中地球物理资料的处理及地质综合解释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大地电磁反演数据偏移成像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地球物理勘探中的大地电磁勘测方法，通常是用来研究地球内部电性结构的一种

重要的地球物理手段，能够探测从地面几十米到地幔数百千米的各点电性分布，对识别盆

地结构、盆山接触关系、断裂等地质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

[0003] 大型叠合含油气盆地历经多期构造运动与演化，构造复杂，且早期裂谷或断陷阶

段一般发生多期强烈的岩浆活动，保存了众多的火成岩体。因此在某些火成岩发育区，厚层

火成岩对地震信号有较强的屏蔽和吸收作用，使得地震资料火成岩内幕多呈空白或杂乱反

射，制约了火成岩的描述与目标优选。

[0004] MT法采集的天然的大地电磁信号，在石油勘探中具有不受高阻屏蔽、对高导层分

辨能力强、横向分辨能力较强、勘探费用低、施工方便等优势，但由于其体积效应，纵向分辨

能力随着深度的增加而迅速减弱，常规的反演结果分辨率难以与地震等资料匹配，不能满

足开展重磁电震联合勘探研究的要求。

[0005] 目前常用的提高MT反演分辨率途径较多：高精度采集、高精度处理、联合反演等，

但分辨率依旧不能让人满意，还是存在提升空间。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大地电磁反演数据偏移成像方法提高大地电磁分辨

率；该方法能有效提高大地电磁反演剖面的纵向分辨率，通过偏移成像能与地震、钻井等资

料开展综合研究，提高了识别精度及可靠性，降低勘探风险。

[0007] 为了达成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大地电磁反演数据偏移成像

方法其步骤包括：

[0008] 1)利用大地电磁高精度处理技术，得到高质量二维反演数据剖面；

[0009] 2)根据极化模式，进行波场分离，得到不同极化模式的分离数据；

[0010] 3)将分离的电磁数据，进行波场变换，将视电阻率和阻抗相位数据转成波动场；

[0011] 4)将变换出的波动场进行处理、反演获得视发射率；

[0012] 5)将反演数据和视反射率进行联合反演，生成偏移模型；

[0013] 6)对偏移模型进行偏移成像，得到高分辨率的电磁反演偏移剖面。

[0014] 进一步，所述步骤1)的具体步骤是：(1)对MT资料进行精细预处理，所述精细预处

理包括飞点及静态位移校正；(2)进行TE\TM高精度二维定量反演；(3)进行二维联合高精度

反演，得到高质量二维电性反演剖面；即首先利用钻井、露头电性测量等资料，对研究区建

立区域电性模型；然后开展大地电磁原始采集资料开展飞点校正和静态位移校正；最后对

预处理资料开展一维、二维联合反演得到反演数据剖面。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07783198 B

4



[0015] 进一步，所述步骤2)的具体步骤是：首先选择极化模式分别进行波场分离，得到TE

极化电磁反射数据、TM极化模式电磁反射数据、TEM极化电磁反射数据；然后得到TE极化方

式的视反射率数据，TM极化方式的视反射率数据，TEM极化方式的视反射率数据。

[0016] 进一步，所述步骤3)的具体步骤是：分别针对步骤2中的极化模式开展波场分离，

需要合理选择正则化因子、时间采样点数、时间采样间隔等参数，得到TE极化电磁变换波，

TM极化电磁变换波，TE和TM极化电磁变换波，采用电磁波慢波传播方程：

[0017]

[0018]

[0019]

[0020] 采用电磁波快波传播方程：

[0021]

[0022]

[0023]

[0024] 采用电磁场全波动传播方程：

[0025]

[0026]

[0027] 进一步，所述步骤4)的具体步骤是：首先对步骤3中的波动场进行编辑、去噪和提

高分辨率处理；并分别进行反褶积，提出近似视反射率；然后将近似视反射率进行非线性反

演获得比较准确的视发射率。

[0028] 进一步，所述步骤5)的具体步骤是：首先需要进行二维连续介质反演得到高精度

的反演数据体；然后选择模型深度与反演深度参数一致，选择合理采样步长，依据电磁矢量

快慢波波动理论，得到伪速度模型，作为偏移模型。

[0029] 进一步，所述步骤6)的具体步骤是：首先将偏移模型数据.dat转换为.sgy  数据，

需要选择合适的子波、校正反射率，得到稳定的偏移模型；最后将得到的偏移模型.sgy数

据，进行偏移成像，得到高分辨率的反演偏移剖面。

[0030] 本发明将反演电磁剖面转换为伪速度剖面偏移成像，实现了常规大地电磁反演数

据高分辨率偏移成像方法，提高了大地电磁资料的反演成像精度，可广泛应用于油气勘探

中精细解释和重磁电震联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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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发明一种大地电磁反演数据偏移成像方法的流程框图。

[003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大地电磁资料反演流程图。

[0033]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MQ-E048大地电磁反演剖面图。

[0034]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MQ-E048对某道电磁波数据视电阻率提取示意图。

[0035]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MQ-E048大地电磁反演数据偏移成像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有关本发明的详细说明及技术内容，配合附图说明如下，然而附图仅提供参考与

说明之用，并非用来对本发明加以限制。

[0037] 图1为本发明一种大地电磁反演数据偏移成像方法的流程框图，如图1所示，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第一步，利用钻井、露头等电性信息，结合首支视电阻率信息建立工区电性模型，

开展原始资料预处理。本案中以MQ工区为例，考虑到电厂、地形的影响，需要进行精细预处

理，消除飞点、静态位移，然后开展TE\TM极化模式的反演工作，得到高质量的反演剖面图3，

具体流程图由图2所示。

[0039] 第二步，根据极化模式，进行波场分离，得到不同极化模式的分离数据：首先需要

对第一步中获得的TE\TM极化电磁数据滤波、极化数据插值、极化数据恢复阻抗相位、一维

二维连续介质反演数据进行识别，根据区域地质特点优化识别TE\TM极化模式；其次，开展

波场分离，得到成TE极化电磁反射数据  ud_te.dat、TM极化电磁反射数据ud_tm.dat、TEM极

化电磁反射数据  ud_tem.dat、TE极化方式的视反射率数据reflect_te.dat、TM极化方式的

视反射率数据reflect_tm .dat、TEM极化方式的视反射率数据reflect_tem .dat。  ud_

te.dat、ud_tm.dat及ud_tem.dat，为“波场变换”及“提取视反射率”运行做准备。

[0040] 第三步，将分离的电磁数据，进行波场变换，将视电阻率和阻抗相位数据转成波动

场。其具体步骤是：首先，设置变换参数，其中极化模式选择联合反演，正则化因子设置为2*

10-7，时间采用数5000，时间采样率为2ms；然后对第二步获得的TE\TM极化电磁反射数据，进

行波场变换，得到TE极化波场变换波文件f_w_te.dat、TM极化波场变换波文件f_w_tm.dat

及TEM极化波场变换波文件f_w_tem.dat，为“人机交互提升分辨率”模块的运行做准备。

[0041] 第四步，将变换出的波动场进行处理、反演获得比较准确的视发射率其具体步骤

是：由于变换出的波动场分辨率很低，所以要通过反褶积提出近似的视反射率，再通过非线

性反演获得比较准确的视反射率。通过选择极化模式及其他参数，输入相应数据，进行提取

视反射率操作，生成新的reflect_te.dat、  reflect_tm.dat、reflect_tem.dat文件作为输

出文件，为下一步做准备。

[0042] 第五步，将反演数据和视反射率进行联合反演，生成偏移模型。其具体步骤是：首

先，设置生成速度模型参数，模型深度与前面反演剖面深度必须一致，深度采样步长10米，

求取剖面对应的速度模型，V_model_te.dat、  V_model_tm.dat、V_model_Jem.dat等。然后

根据地震数据格式，对速度模型转换为SEGY格式，SEGY文件由两部分组成，文件头、数据体。

数据体由一道一道的数据组成，每一道数据体又由道头和采样数据两部分组成，将f_w_

te.dat转换为f_w_te.sgy文件。然后在对电磁场数据某一道数据进行修改反射率及正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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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图4选择120道数据，子波频率5hz，反演运算，调节反射系数，合成新的反射系数和道

数据，进而对全剖面开展工作形成偏移模型。

[0043] 第六步，对偏移模型进行偏移成像，得到高分辨率的电磁反演偏移剖面。其具体步

骤是：将得到偏移模型数据，加载入地震相关显示软件，进行偏移成像显示，从而得到高分

辨率的电磁反演偏移成像剖面。

[0044] 图5为利用偏移成像方法得到的MQ-E048剖面电磁成果图示意图，从成像结果来

看，明显比原反演剖面图3更好的纵向分辨率和横向连续性，证明了该技术的可靠性。

[0045]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

的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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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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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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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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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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