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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地震物理模拟的研究目标由地质构造发展为不同类型的油气储层，明确震源指向性及介质非均质性对

实验结果的影响，对提高物理模拟数据的可信性及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激光测振新方法对震源指向性进行

了实验测试，得到了更加精确的指向性结果，形成了模拟数据振幅补偿方法．制作了具有不同尺度特征的非均质样

品，在５０ｋＨｚ至１０００ｋＨｚ超声频段下对纵波速度及能量进行了测试，明确了不同的波长／介质尺度比（λ／犪）范围

内纵波速度及干扰波与有效波能量比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在地震物理模拟超声频段下射线速度向散射速度的

转折点出现在λ／犪≈２处；散射速度向等效介质速度的转折点出现在λ／犪≈１００处．当满足λ／犪＞２００条件时，干扰波

与有效波能量比小于５％时，可认为满足储层模拟的等效介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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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震物理模拟技术是将野外的地质构造或地质

体按照一定的比例制作成物理模拟，利用压电陶瓷

换能器激发和接收在物理模型内传播的超声波，实

现对地震波在实际介质中传播的模拟，从而对地震

波传播规律及特征开展研究工作．物理模拟作为一

种重要的地震波传播正演手段，与数值模拟相比具

有结果更具真实性、不受计算方法和假设条件限制

等优点．近年来，随着地震物理模拟实验数据高速采

集系统等技术创新，地震物理模拟技术在地震波传

播基本规律、野外地震勘探方法验证、观测系统验证

（Ｄ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等方面有诸多应用．比较典型的领

域如碳酸盐岩缝洞型储层“串珠状”地震反射响应特

征（魏建新等，２００８；赵群等，２０１０；李凡异等，２０１６）

及储层真实体积估算（曲寿利等，２０１２；李倩等，

２０１４）、裂缝型储层的地震波传播各向异性特征

（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Ｍａｈｍｏｕｄ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及多

尺度裂缝预测方法验证（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复杂

构造地质体地震波响应特征（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等方

面，基于物理模型实验数据均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

地震响应规律结论，为实际生产提供了基础认识和

参考．另外，也有学者利用物理模拟技术在地震槽波

传播特征（皮娇龙等，２０１８）、砂体刻画（Ｓｈｅｒｌｏｃｋ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储层流体识别（Ｗａｎｄ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徐超等，２０１４）、近地表衰减模

拟（高峰等，２０１８）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工作．

对于构造型地质目标的地震物理模拟，多是利

用环氧树脂、硅橡胶、滑石粉等有机或无机均质材料

构建模型，针对反射波走时等几何地震学特征规律

开展研究．将不同类型的含油气储层作为模拟目标

时，则需要考虑能否得到与野外实际资料类似的振

幅、衰减、频率等动力学传播特征．这就要求储层地

震物理模拟在满足几何相似性的准则下，还需要进

一步满足物理规律的相似性，例如油气饱和度引起

的纵波及横波速度、衰减变化规律的相似性（司文朋

等，２０１７）．

在储层地震物理模拟中，为了提高实验数据的

准确性和可信性，首先要消除模拟方法本身对实验

数据的影响．由于地震物理模拟中使用的模拟震源

（换能器）具有振幅指向性，即激发的子波能量随着

入射角度的增大而急剧减小，会影响到实验数据的

振幅特征，尤其会对振幅随入射角变化的 ＡＶＯ特

征产生严重干扰，因此需要格外重视并加以准确校

正．另外，在储层地震物理模型构建中，通常采用有

机或无机胶胶结平均直径约０．０１ｍｍ至５ｍｍ的

石英砂等颗粒介质作为模拟储层（刘东方等，２０１５；

裴宇罛等，２０１６），而颗粒介质在地震物理模拟超声

频段下具有尺度非均质性，同样会对实验数据产生

影响．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本文对震源指向性及模拟

介质非均质性对实验数据的影响开展了高精度实验

测试，基于测试结果形成了模拟数据振幅补偿方法，

并明确了储层模拟的等效介质条件，为不同类型储

层的地震物理模拟准确实验数据获取提供了支撑．

１　震源指向性影响

１．１　指向性实验测试

超声波换能器在地震物理模拟中作为模拟震

源，其辐射场具有随着开角（与法向出射的夹角，范

围为－９０°到９０°）增大而能量急剧减小的非球面特

征，称之为震源指向性．这与野外实际地震勘探中炸

药震源及可控震源、海上气枪震源的球面辐射特征

具有明显差异，因此需要加以校正才能保证地震物

理模拟实验数据的可信性．针对换能器指向性的理

论计算，已经有学者开展过一定的研究（Ｔａｎｇｅｔ

ａｌ．，１９９０；Ｍａｉ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但由于影响换能器

性能的参数众多，如压电晶体的大小、换能器的结构

以及压电晶体的类型等，理论计算往往与实际情况

存在较大差异．为了获取准确的换能器指向性，还是

需要采用实验测试的结果．以往的测试多采用水中

测试或者固体测试的方法（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２），测

试原理是用水或者半球状均匀固体作为超声波传播

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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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保持激发换能器位置固定，在水中或者沿半球

状固体球面移动接收换能器，在不同的角度上接收

具有相同传播距离的超声波的波形，提取振幅即得

到换能器指向性．以往方法的缺点是接收换能器同

样具有指向性，在非０°开角时接收到的振幅势必受

到影响，而固体测试中接收换能器每次移动后的耦

合程度也会影响到测试振幅值的精度．

由于激光测振采用光学干涉作为测量原理，在

检测振动时没有指向性限制，同时检测不受距离和

耦合影响，能够极大提高测量精度，因此本文采取了

非接触式激光测振新方法构建了换能器指向性实验

测试平台，如图１所示．测试装置主要包括：超声放

大器、超声换能器、直径１０ｃｍ半球状铝块、激光测

振仪和计算机组成．测试具体过程为：（１）将换能器

固定在半球状铝块底部圆面的中心处，换能器与铝

块之前涂抹适量耦合剂确保耦合良好，以减少空气

阻碍超声波传入铝块；（２）换能器连接超声放大器，

根据换能器主频调节放大器增益等参数；（３）利用激

光测振仪在半球状铝块过球心的半圆弧面上－９０°

至９０°开角范围内以５°为间隔逐点移动测量，得到

不同开角上的换能器超声波振幅值；（４）多次测量求

取平均值，得到均一化之后的指向性结果．

图１　换能器指向性激光测振实验构建

Ｆｉｇ．１　Ｓｅｔｕｐｏｆ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ｂｙｌａｓｅ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通过以上步骤，得到不同开角上的换能器超声

波波形，如图２ａ所示．提取振幅值后进行均一化处

理，得到图２ｂ显示的指向性结果．可见在开角从０°

增大到６０°时振幅急剧的减小，而开角大于６０°后几

乎没有能量．

１．２　数据校正

在测试得到归一化的换能器指向性后，首先计

算各个开角α犻 上测试值与数值１的比值犽（α犻），随

后计算其倒数１／犽（α犻）即为各开角上的补偿系数．对

于地震物理模型实验数据，首先进行常规处理，抽取

得到ＡＶＡ（振幅随入射角）道集．对于单界面的物理

模型，可认为入射角与换能器开角相同，可直接对

ＡＶＡ道集的振幅值进行加权补偿．对于多界面的

物理模型，在首个界面处可认为入射角与开角相同，

其他界面处则需要根据射线追踪计算出入射角与透

射角的关系后，再依次进行补偿．图３为一个单界面

物理模型实验数据的ＡＶＯ特征在振幅补偿前后的

对比，图中理论计算结果是利用Ｚｏｅｐｐｒｉｔｚ方程的近

似公式（Ｓｈｕｅｙ，１９８５）计算得到．可以看出，经过补

偿后的振幅有了明显增加，尤其是大入射角处的振

幅 值，补偿后的物理模型实验数据ＡＶＯ特征非常

图２　换能器指向性测试

（ａ）道集记录；（ｂ）均一化结果．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Ｇａｔｈｅｒｓ；（ｂ）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图３　物理模型实验数据校正前后ＡＶＯ特征对比

Ｆｉｇ．３　ＡＶ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ｄａｔａ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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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理论计算结果．因此，振幅指向性补偿保障了利

用物理模拟进行不同类型储层ＡＶＯ特征研究的可

行性及数据准确性．

２　介质非均质性影响

尺度非均质性对波传播的速度及能量特征具有

重要影响（Ｙ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Ｓｉｖａ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Ｒｏｂ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未?等，２０１９）．地震物理模拟

技术从均匀介质的构造模拟发展到非均质介质的储

层模拟，模型介质中颗粒材料的尺度非均质性对实

验数据有效波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通过制

作具有不同平均尺度的非均质物理模型样品，在物

理模拟超声频段下测量了模型纵波速度及干扰波／

有效波能量比，明确了非均质性对实验数据的影响

规律．

２．１　实验测试

２．１．１　样品准备

将具有不同尺度（平均直径）的石英砂嵌入进低

速均质介质（环氧树脂）中，制作了一组共６块非均

质样品，其组分含量如表１所示．石英砂尺度（平均

直径）分别为６ｍｍ、２ｍｍ、１ｍｍ、０．２５ｍｍ、０．１ｍｍ

和０．０５ｍｍ．样品的制作过程如下：（１）按照表１确

定环氧树脂、固化剂、石英砂的质量并分别进行称

取；（２）将环氧树脂和固化剂混合，充分搅拌后作为

低速基底介质；（３）将石英颗粒加入到前述基底介质

中，再次进行充分搅拌后放入真空系统，抽去混合介

质中气泡；（４）将混合介质倒入圆柱形模具，放入

４０°恒温烤箱中４８ｈ；（５）待环氧树脂完全固化后，从

模具中取出样品，对样品两端进行磨平精细加工，即

完成样品制作．设计好的体积含量能够避免出现环

氧树脂和石英砂分层固化的现象．图４为制作好的

样品图，从每个样品对应使用的石英砂颗粒可以明

显看出其尺度变化．

表１　不同尺度非均质样品组分含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犺犲狋犲狉狅犵犲狀犲狅狌狊狊犪犿狆犾犲狊

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犮犪犾犲狊

模拟材料 体积分数／％ 纵波速度／（ｍ·ｓ－１）密度／（ｇ·ｃｍ－３）

环氧树脂 ２０ ２４６０ １．１８

石英砂 ８０ ４９８０ ２．５２

２．１．２　速度测试

由于地震物理模拟所使用的超声频段为５０ｋＨｚ

至１０００ｋＨｚ，即在１∶１００００的比例因子下模拟地震

频段５Ｈｚ至１００Ｈｚ，因此采用主频为１０００ｋＨｚ、

５００ｋＨｚ、２５０ｋＨｚ、５０ｋＨｚ的纵波换能器对样品进

行了纵波传播速度测试．为了消除其他因素，只考虑

尺度非均质性对波传播速度的影响，首先在不同频

率下对钢样、石英玻璃、有机玻璃、环氧树脂４个均

质样品的纵波速度进行了测试，来确定物理模拟超

声频率段内频率对波传播速度的影响程度．图５为

四个均质样品的速度值随着频率的变化情况．可以

看到，对同一块均质样品，在５０ｋ～１０００ｋＨｚ范围

内纵波速度基本上是保持恒定不变的．对于有机玻

璃及环氧树脂样品，纵波速度在１０００ｋＨｚ时测试

值略微大于５０ｋＨｚ时测试值，这与速度传播理论

也是相符的，但总体速度差异均在２％以内，基本可

以认为地震物理模拟的５０ｋ～１０００ｋＨｚ频带范围

内均质样品纵波速度是恒定不变的．

随后，分别对不同尺度非均质样品进行了纵波

图４　不同颗粒尺度非均质样品

Ｆｉｇ．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ｓ

图５　物理模拟超声频段下均质样品速度随频率变化情况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ｓａｍｐｌｅｗｉｔ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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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的测试，图６是实测波形图．可以看出，在相同

频率下，不同尺度样品的初至时间不同，说明波传播

速度出现了变化．另外，频率越高，这种速度差异越

明显．将６个不同尺度样品的速度值随着频率的变

化情况在图７中给出．可以看出，对于不同尺度样

品，其纵波速度都是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大．在相同

频率下，大尺度样品的速度要高于小尺度样品；这种

尺度带来的速度差异在高频时更加明显．可见在地

震物理模拟中尺度非均质性会对纵波速度产生很大

影响．

图６　不同主频下非均质样品速度测试结果

（ａ）１０００ｋＨｚ；（ｂ）５００ｋＨｚ；（ｃ）２５０ｋＨｚ；（ｄ）５０ｋＨｚ．

Ｆｉｇ．６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２．１．３　干扰波／有效波能量测试

尺度非均质性不仅会对波传播速度产生影响，

同样会产生散射波等干扰波，从而对有效波的能量

产生影响．在这里将尺度非均质性产生的各种散射

波统称为干扰波，通过对不同尺度非均质样品采用

相同传播长度的激光测振多点观测，定量研究颗粒

尺度对有效波能量的影响．图８为实验观测示意图，

每个样品固定在试验台上，在样品底端中心位置分

别设置主频为１０００ｋＨｚ、５００ｋＨｚ、２５０ｋＨｚ、５０ｋＨｚ的

纵波换能器，激发出超声波在样品内传播．在另一端

距离圆心等距的圆形测线上设置２０个点激光测振

观测点，来检测振动并接收波形．对于６块非均质样

品，在进行激光测振时，震源中心点、样品底部和顶

图７　不同频率下不同尺度样品速度变化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部中心点、２０个激光测振观测点的圆心保持在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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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非均质样品激光测振多点观测

Ｆｉｇ．８　Ｍｕｌｔｉｐｏｉ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ｓｅ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ｓａｍｐｌｅｓ

直线上．即震源测振仪之间保持零度发射超声信

号，２０个观测点同角度接收测振信号的位置关系．

这样可认为在每个观测点处超声波具有相同传播长

度，速度变化仅是由尺度非均质性引起．

当波在均匀介质中传播时，不同位置的观测波

形显示出高相似性，其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异来自于

实验误差．由于同一块样品的２０个观测点具有相同

的传播距离，可认为观测波形的差异是由非均匀性

引起的．在第犻个观测点，在时间狋，每道信号是有效

波和干扰波的叠加．有效波是２０道观测波的平均

值，见公式（１）．干扰波是非均质介质内各点散射波

的综合效应．有效波和干扰波分别描述了介质物理

特性的平均和随机波动．公式（１）为

狑
（０）

犻
（狋）＝狑

（犮）（狋）＋狑
（狊）

犻
（狋）＝

１

犖∑
犖

犻＝１

狑
（０）

犻
（狋）＋狑

（狊）

犻
（狋），

（１）

其中狑
（０）

犻
（狋）第犻个观测点观测到的信号，狑

（狊）

犻
（狋）

是非均质介质内散射波综合效应形成的干扰波，

狑
（犮）（狋）是可由全部犖 个观测点的平均波形计算得

到的有效波．通过对比有效波和干扰波能量的大小，

可以确定由尺度非均质性对波传播能量的影响规律．

根据公式（１），可以将干扰波从每一道观测信号

中分离出来．将每个样品中２０道观测波叠加得到的

平均波形，认为是该样品在此频率观测下的有效波．

每道信号减去有效波，可分离出２０道信号分别对应

的干扰波，再将２０道干扰波进行叠加得到的平均波

形，认为是该样品在此频率观测下的干扰波．图９中

显示的是提取每个样品在２５０ｋＨｚ频率下的有效

波及干扰波的波形对比，其中黑色实线为有效波的

波形，灰色虚线为干扰波的波形．分别提取两道波形

的最大振幅进行对比，可计算出此道的干扰波与有

效波的能量比．对每块样品在４种频率测试下的波

形均进行类似操作，即可得到全部的干扰波／有效波

的能量比变化情况．

２．２　数据分析

２．２．１　速度与λ／犪关系

前人的研究表明，介质非均质性对波传播的影

响是与地震波在介质中传播波长λ及非均质体尺度

犪相关．对于６块非均质样品，用游标卡尺分别量取

样品长度犺、激光测振点到样品顶部中心点的长度

犪，利用公式（２）计算出超声波传播长度犔．随后，从

激光测振结果中提取出超声波在样品内的传播时间

狋，利用公式（３）即可计算得到传播速度狏，并将所有

速度值标定到图１０中．公式（２）和（３）为

犔＝ 犺２＋犪槡
２， （２）

狏＝
犔
狋
． （３）

从图１０给出的纵波速度随λ／犪（波长／非均质尺度）

的变化关系中可以发现，λ／犪的变化范围为０．６７～

５７９．８２，观测到总的速度偏移为１１０７ｍ·ｓ－１，约占

最小测量速度的３８％，速度变化非常显著．当λ／犪＜２

时，速度波动很小，属于射线速度范围．当２＜λ／犪＜

１００时，随着λ／犪的增大，速度迅速减小，属于散射

速度范围．当λ／犪＞１００之后，速度趋向于一个常数，

属于等效介质速度范围．因此认为地震物理模拟超

声频段下，从射线速度向散射速度的转折点出现在

λ／犪≈２处，散射速度向等效介质速度的转折点出现

在λ／犪≈１００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进行物理

模拟时，当满足λ／犪＞１００（λ为超声波在介质中传播

波长，犪为组成模拟介质的颗粒尺度）条件时，模拟

储层在速度上可以看成是等效介质，在此基础上才

能进一步模拟由储层结构、油、气所引起的储层速度

参数变化．

２．２．２　干扰波能量比与λ／犪关系

对不同主频下所有非均质样品的有效波与干扰

波进行了提取，并计算了干扰波／有效波能量比，得

到了干扰波／有效波能量比与λ／犪关系图，如图１１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颗粒介质，５０ｋ～１０００ｋＨｚ

频段内散射波能量显著，但当λ／犪＞２００后，干扰波与

有效波能量比小于５％，可认为属于随机噪声．因此

可以认为λ／犪＞２００时在能量上满足等效介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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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２５０ｋＨｚ主频下非均质样品有效波与干扰波波形对比

（ａ）犪＝６ｍｍ；（ｂ）犪＝２ｍｍ；（ｃ）犪＝１ｍｍ；（ｄ）犪＝０．２５ｍｍ；（ｅ）犪＝０．１０ｍｍ；（ｆ）犪＝０．０１ｍｍ．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ｗａｖ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ｓａｍｐｌｅｗａｖｅｕｎｄｅｒ２５０ｋＨｚｍａ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图１０　物理模拟超声频段下速度变化与λ／犪值关系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λ／犪ｖａｌｕｅ

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ａｎｄ

在物理模型材料选择和构建时，应根据此特征判断

选取是否合适，尤其是需要将颗粒介质模拟储层视

为等效均匀介质，而仅考虑流体带来的模拟储层参

数变化情况．

２．２．３　讨论

基于前述非均质样品的实验结果及分析，探索

了介质尺度非均质性引起的纵波速度及干扰波／有

效波能量比与λ／犪关系．在实际介质地震勘探中，随

图１１　物理模拟超声频段下干扰波／有效波能量比与

λ／犪关系图

Ｆｉｇ．１１　Ｅｎｅｒｇｙｒａｔｉｏ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ｖｅａｎｄλ／犪ｏｆ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ｓａｍ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ａｎｄ

着油气勘探目标的复杂性不断提高，传统地震勘探

理论中的层状介质或者均匀介质假设已不能满足研

究要求，想要得到更精确的地下信息，就必须建立基

于非均匀介质假设的地震勘探理论．但由于实际介

质的非均质性更为复杂，包括尺度、岩性、物性、含油

气性以及地层特征等等因素，因此基于本论文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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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得到的速度偏移与尺度非均质性关系并不具有

普适性，不能直接推广至实际应用．想要更加深入的

探究非均质地震勘探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大量

的基础研究工作．

３　结论及认识

通过实验测试及分析，针对了换能器指向性及

介质尺度非均质性对地震物理模拟实验数据的影响

规律开展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及认识：

（１）利用激光测振方法能够得到更加精确的换

能器振幅指向性特征，计算得到补偿系数对模型数

据进行补偿，能够提高模拟数据振幅及 ＡＶＯ特征

的准确性．

（２）在物理模拟超声频段下，射线速度向散射速

度的转折点出现在λ／犪≈２处，散射速度向等效介质

速度的转折点出现在λ／犪≈１００处．当满足λ／犪＞

２００条件时，干扰波与有效波能量比小于５％，可认

为满足储层物理模拟的等效介质条件．

本文主要针对地震物理模拟方法自身因素对实

验数据的影响开展分析并加以校正，逐步实现含流

体储层地震物理模拟的技术可行性，提高模拟数据

的可信性和准确性．在此基础上，如何实现由流体引

起的模拟介质的速度、衰减等参数变化能够与实际

储层具有高度的物理相似性，是今后储层物理模拟

需要继续攻克的技术难题．

致谢　本文部分实验工作是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地球物理学院地震物理模型实验室完成，两位匿名

评审专家为本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

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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