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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烃源岩的定量地震刻画对于勘探开发区块的优选、盆地油气资源量的估算都具有重要意义．陆相沉积环境

下的浅湖或半深湖相的烃源岩横向变化快，其空间展布需要依靠钻井约束下的反射地震进行刻画，但是其地震弹

性特征与岩性和有机质含量的映射关系呈现高度非线性化，因而很难利用传统基于地震岩石物理模型驱动的烃源

岩地震预测方法进行有效刻画．本文以低勘探区的东海盆地长江坳陷为例，提出了一种在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框

架下，综合利用地质约束、钻井录井、测井、地球化学和叠前地震数据进行烃源岩的定量地震刻画的工作流程．其核

心思想是利用随机森林集成学习算法对小样本数据表现优异的特征，以井位处的测井弹性数据（纵波速度和密

度）、岩性、地球化学标定的总有机碳含量（ＴＯＣ）为样本标签数据，在地质导向约束下通过随机森林算法生成学习

网络，并将该网络与叠前地震反演结果相结合，采取先预测泥岩再预测总有机碳含量的“两步走”策略，完成对烃源

岩空间分布及其非均质性的定量地震刻画，并对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进行评价．测试结果显示，随机森林算法相较

于其他的机器学习算法能够更准确的识别陆相沉积地层的泥岩，并比传统的利用阻抗转化方法获得更可靠的总有

机碳含量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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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传统的烃源岩评价主要基于钻井岩芯的地球化

学或测井数据分析，这些方法往往不能对烃源岩的

空间展布和非均质性做有效刻画（王贵文等，２００２；

闫磊等，２０１９；朱光有和金强，２００２）．而空间高分辨

率反射地震数据为烃源岩空间展布刻画提供了可

能，它对确定有效烃源岩的生烃规模、优质烃源岩的

空间展布、刻画烃源岩的横向非均质性都具有重要

意义，从而为盆地坳陷潜在资源量评估、勘探开发有

利区块的优选奠定基础（母国妍等，２０１０；刘震等，

２００７）．

富有机质泥页岩的地震岩石物理响应机理对揭

示地震资料是否蕴含丰富的烃源岩信息具有重要的

意义．很多学者都对非均质有机质泥岩（烃源岩）地

震响应的岩石物理基础做过详细的研究（Ｂｒｅｉｍａｎ，

１９９６；ＶｅｒｎｉｋａｎｄＬｉｕ，１９９７；Ｃａｒｃｉｏｎｅ，２０００；Ｓｏｎｅ

ａｎｄＺｏｂａｃｋ，２０１３；ＣａｒｃｉｏｎｅａｎｄＡｖｓｅｔｈ，２０１５；Ｚｈａｏ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２０２０；邓继新等，２０１８），一般来说高有

机质含量会造成富含有机质烃源岩的纵波速度、密度

和纵横波速度比的降低．Ｚｈａｏ等（２０１６）和Ｓｕｗａｎｎａｓｒｉ

等（２０１８）对不同成熟度下有机质泥页岩的弹性特征

演化做了详细的研究．Ｚｈｕ等（２０１１）、Ｓａｙｅｒｓ（２０１３），

Ｃａｒｃｉｏｎｅ（２００１）从岩石物理的角度对烃源岩的地震属

性和ＡＶＯ（振幅随偏移距变化而变化）响应特征做

了系统的分析．这些工作为揭示烃源岩的地震响应

特征、利用地震资料定量刻画烃源岩的分布特征奠

定了物理基础．

现有的烃源岩地震评价技术主要基于地震相或

地震反射特征来定性评价烃源岩的厚度和分布规模

（曹强等，２００８）．顾礼敬等指出深湖相沉积的烃源岩

呈现低频率、强连续、高振幅的地震反射特征（顾礼

敬等，２０１１）．在定量刻画方面，则主要通过地震属性

或叠后波阻抗与有机质含量的线性或简单非线性关

系预测有机质含量的空间分布（ＯｇｉｅｓｏｂａａｎｄＨａｍｍｅｓ，

２０１４；张寒和朱光有，２００７）．Ｌｓｅｔｈ等（２０１１）首次指

出北海（ＮｏｒｔｈＳｅａ）的烃源岩在叠前地震上显示出

明显的ＩＶ类ＡＶＯ特征，也就是负反射振幅强度随

着偏移距的增加而降低，同时他们还指出利用叠后

反演波阻抗与有机质含量的非线性关系可以预测有

机质含量．黄艳辉等（２０１３）以烃源岩镜质体成熟度

犚ｏ与孔隙度之间的乘方关系为基础，并利用从地震

数据中预测的地层速度对琼东南盆地乐东—陵水凹

陷的烃源岩成熟度进行定量预测；徐新德等（２０１３）

联合地化、测井、地震数据利用地震反演和多地震属

性对优质烃源岩的平面展布进行预测．Ｂｒｅｄｅｓｅｎ等

（２０１５）提出利用岩石物理模型约束来区分含气砂岩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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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烃源岩，并利用岩石物理反演对有机质含量及其

不确定性进行评估．刘志斌等（２０１６）以渤海湾盆地

辽西凹陷为例综合利用地震反演以及波阻抗和有机

质含量的拟合关系对优质烃源岩进行预测；ｄｅｌ

Ｍｏｎｔｅ等（２０１８）也提出了富含有机质的突尼斯

Ｔａｎｅｚｚｕｆｔ烃源岩呈现典型的ＩＶ 类 ＡＶＯ反射特

征，并提出一种指示烃源岩质量的“甜点”地震属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技术主要用于海相或是深

湖相沉积的烃源岩，因为其应用主要依赖两个条件，

一方面烃源岩要有连续的强反射特征，另外一方面

烃源岩的叠后波阻抗和有机质含量之间满足较好的

线性或简单非线性关系（Ｌｓｅ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然

而，陆相沉积环境下的浅湖或半深湖相的烃源岩横

向变化快，有机质泥页岩与砂岩频繁互层，烃源岩厚

度变化大，因而地震相分析很难对烃源岩进行准确

描述（傅恒等，１９９６）．此外，由于陆相沉积环境下地

震弹性岩性有机质含量映射关系非常模糊，弹性

参数或地震属性与烃源岩评价参数（有机质含量）之

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映射关系，只利用线性或简单

非线性拟合关系很难对其地震岩石物理特征进行全

面准确描述．

针对这些挑战，可以采用机器学习去解耦陆相

沉积环境下地震弹性与岩性和有机质含量非常复杂

的非线性映射关系．目前多种机器学习算法都被应

用于基于地震或测井数据的岩性、储层参数、烃源岩

和地质特征预测（Ｃｒａｃｋｎｅｌｌａ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８；陶倩倩等，２０１５；季少聪等，

２０１８；宋建国等，２０１６；张东晓等，２０１８；Ｚｈｏｕ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如支持向量机、模糊逻辑、深度神经网

络等．针对小样本的机器学习训练和预测，集成学习

算法被证明在预测准确率和泛化性能方面具有明显

的优势．随机森林算法基于集成学习的思想对传统

的决策树方法进行优化，其本质上是一个整合了多

个弱分类器的强分类器（Ｂ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它有

效提升了决策树的泛化性能，能够很好地处理具有

高维特征的输入样本，并可评估各个特征在分类

和参数预测等问题上的重要性，也不需要进行大

量的参数调试工作，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和迁移学

习能力．

本文在机器学习框架下，充分利用带有标签的

测井数据和叠前地震反演结果，采取了先预测岩性

再预测总有机碳含量的“两步走”策略，通过将泥岩

地层首先筛选出来，再从泥岩地层中预测优质烃源

岩，从而降低了陆相沉积盆地烃源岩定量地震刻画

的不确定性．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对测井数据、钻井数

据标定的岩性、地球化学分析标定的烃源岩评价参

数（总有机碳含量狑ＯＴＣ
）进行机器学习训练，并生成

用于表征“弹性岩性”和“弹性总有机碳含量”映射

关系的机器学习网络．再将该机器学习网络与叠前

地震弹性参数反演结果结合，进而预测烃源岩的宏

观空间分布和品质特征．此外，本文还提出了一种基

于随机森林算法对岩性预测不确定性进行定量表征

的策略，从而可以为油气盆地烃源岩的风险评价提

供技术支撑．

１　地质背景

东海新生代陆架盆地为大型断陷盆地，表现为

多个沉积沉降中心，依据裂陷期地层的发育特征，可

将其划分为西部坳陷带和东部坳陷带，两大沉降带．

其中，西部坳陷带裂陷期为晚白垩世至古新世，渐新

世开始裂陷中心向东迁移至东部坳陷带．长江坳陷

位于东海新生代陆架盆地东北部，属于其西部坳陷

带，主要发育上白垩统古新统美人峰组、始新统长

江组及中新世以来的区域沉降地层（刘金水等，

２００３）．其中，美人峰组为裂陷期沉积，地层厚度最大

且受控盆断裂控制局限分布于断陷盆地内部，并向

断层下降盘方向显著增厚，主要发育陆相湖盆沉积，

为本区主力烃源岩层．钻井揭示，美人峰组地层主要

表现为黑色和灰黑色泥岩与砂岩的频繁互层，缺乏

中国东部其他典型陆相盆地厚层且稳定的深湖相泥

岩沉积．总体而言，本区裂陷期，沉积环境变化较大，

湖相沉积不稳定，砂泥岩频繁互层．

长江凹陷美人峰１井在美人峰组中见多个油气

显示层，岩芯的芳香味浓厚，含较高的氯仿沥青

“Ａ”含量，表明该区具有一定的生油气潜力（赵艳

秋，２００３）．美人峰组烃源岩的沉积环境主要受古盐

度和古气候控制，表现为温暖潮湿的弱氧化淡水环

境，有机质类型以ＩＩＩ型为主，含少量ＩＩ型．其主力

烃源岩为美人峰组底部，有大量陆源有机质输入，水

体盐度相对较高，有机质的保存条件较好，有机质的

丰度较高，且有机质已经进入低成熟成熟阶段．

２　随机森林算法

２．１　方法原理

Ｂｒｅｉｍａｎ（２００１）提出的随机森林（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

简称ＲＦ）是一种以决策树为基础构建Ｂａｇｇｉｎｇ框架的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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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算法（图１），其具体步骤可以描述为

（１）对于每一棵决策树，将具有犕个属性的犖个

训练样本数据进行犖次随机且有放回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

样方法，从而构建得到训练集犘；其中，部分数据在

犖 次抽样之后始终未被抽取，不成为训练集样本，

称为袋外数据；

（２）针对训练集样本生成相应的ＣＡＲ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决策树犜．犚犉从犕 个属性集

合中随机抽取犿（犿＜犕）个属性作为当前树节点的

分裂属性集，并在这犿个属性中寻找最优的方式对

该节点进行分裂．在此方式下每棵树尽最大程度的

生长或直到达到停止生长的条件；

（３）重复步骤（１）到步骤（２）共狀次，得到训练集

犘１，犘２，…，犘狀，相应生成的决策树犜１，犜２，…，犜狀 构

成随机森林模型；

（４）待预测的样本根据已生成的随机森林模型

得到预测结果．对于分类树，随机森林基于每棵树的

分类结果，采用多数表决的手段得到目标样本的最

终类别；对于回归树，目标样本的预测值则是所有树

的预测值的平均值；

（５）将生成的随机森林模型应用于犙个验证集

数据得到决策结果犚１，犚２，…，犚狀，并根据步骤（４）得

到验证集预测结果犗，将其与验证集标签犔比较从

而对模型泛化能力进行评估，进而进行参数调优并

获得最佳随机森林模型；

（６）最后，将犎 个预测集样本输入最佳随机森

林模型中得到最终结果犉．

对于分类和回归问题，随机森林采用不同的原

则进行节点分裂．在分类树中，采用 Ｇｉｎｉ指数（李

航，２０１２）为计算原则．Ｇｉｎｉ指数定义为

Ｇｉｎｉ（狆）＝∑
犓

犽＝１

狆犽（１－狆犽）＝１－∑
犓

犽＝１

狆
２
犽， （１）

其中，Ｇｉｎｉ（狆）为当前节点的Ｇｉｎｉ指数，狆犽 为节点数

据集中第犽类样本的比例，当前节点上共有犓 种类

别．由式（１）易知，Ｇｉｎｉ指数越小表示类别分布越不

均匀，集合的纯度越高，集合中被选中的样本被分错

的概率越小．

在寻找最佳的分裂特征和阈值时，评判标准为

犪（狋）＝ｍｉｎ［狑ｌｅｆｔＧｉｎｉ（狆ｌｅｆｔ）＋狑ｒｉｇｈｔＧｉｎｉ（狆ｒｉｇｈｔ）］，

（２）

其中，犪为当前节点的最优分裂特征，狋为分裂阈

值，Ｇｉｎｉ（狆ｌｅｆｔ）、Ｇｉｎｉ（狆ｒｉｇｈｔ）、狑ｌｅｆｔ、狑ｒｉｇｈｔ分别为节点划

分后，左叶子节点与右叶子节点的基尼指数与样本

权重．式（２）即表示在犿个候选属性构成的集合中，

寻找属性犪和阈值狋使得划分后叶子节点相比父节

点的Ｇｉｎｉ指数最大程度降低．

在回归树中，采用最小均方差为评判标准：

　　ｍｉｎ犪，狋［ｍｉｎ犮１ ∑
狓犻∈犚１

（犪，狋）

（狔犻－犮１）
２

　　　　＋ｍｉｎ犮
２ ∑
狓犻∈犚２

（犪，狋）

（狔犻－犮２）
２］， （３）

其中，犮是划分区域犚 内样本点的均值：

犮ｍ ＝ａｖｅ（狔犻狘狓犻∈犚ｍ）， （４）

其中，犚１（犪，狋）＝｛狓狘狓
ａ
≤狋｝和犚２（犪，狋）＝｛狓狘狓

ａ
＞狋｝

是被属性犪和阈值狋划分后的两个区域（李航，

２０１２）．式（３）表示遍历候选属性集合犃中的所有特

征并对固定的特征扫描所有取值，寻找最优的切分

特征犪和最优的切分点狋，使其满足犚１ 和犚２ 内样本

的均方差最小，同时犚１ 和犚２ 的均方差之和最小．

数据集的泛化误差由偏差、方差和噪声构成．由

上述步骤可见，随机森林算法在样本扰动的基础上，

进一步在决策树的训练过程中引入特征随机，增加

了决策树的多样性，因而随机森林集成模型与决策

树子模型的偏差和方差具有如下关系：

犈 ∑犡犻
烄

烆

烌

烎犓
＝犈［犡犻］， （５）

Ｖａｒ∑犡犻
烄

烆

烌

烎犓
＜Ｖａｒ（犡犻）． （６）

　　即随机森林模型因决策树之间的差异使得方差

降低，从而提高了泛化能力．

相比于其他机器学习方法，随机森林具有原理

简单、易于使用即参数较少的特点．在ｓｃｉｋｉｔｌｅａｒｎ

的随机森林库中，该算法的参数主要包括ｂａｇｇｉｎｇ

框架参数中的决策树棵数（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决策树参

数中的最大特征数（ｍａｘ＿ｆｅａｔｕｒｅｓ）．决策树棵数太

少容易欠拟合，增多则能提升模型预测准确率但同

时会增加计算量，并且当其增大到一定的数量后，模

型性能提升会很小．最大特征数太少影响模型的预

测效果，太多则会降低模型泛化效果，增加计算耗

时．此外，步骤（４）中描述的参数调优除了选择其他

数据作为验证集外，随机森林算法还可以直接对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采样方法中产生的袋外数据进行预测，

这为测试模型的泛化能力提供了便捷．

２．２　不确定性表征

随机森林算法还能够返回每棵决策树对每种类

别的投票结果．如果某种类别得到了大多数选票，那

么就能认为此时的预测是相对可靠的；相反地如果

每种类别得到的票数都差不多，那么此时的预测就

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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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ａ）随机森林算法的训练及验证过程；（ｂ）随机森林算法的预测过程

Ｆｉｇ．１　（ａ）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ｂ）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

是比较有风险的．可以用ｖａｒｉａｎｃｅ来衡量这种不确

定性（Ｃｒａｃｋｎｅｌｌａ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２０１４），如式（７）所示．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１－∑
犆

犮＝１

狆
２

ｃ

１－∑
犆

犮＝１

１（ ）犆
２
， （７）

其中犆指类别的个数，狆ｃ指某个样本属于类别ｃ的

概率，定义为

狆ｃ＝
犜ｃ
犜
， （８）

其中犜指决策树棵数，犜ｃ指投票给类别ｃ的决策树

棵数．在后续的烃源岩地震刻画流程中，可以用公式

（７）和（８）对砂泥岩岩性预测的不确定性进行表征．

３　机器学习框架下的烃源岩定量地震

刻画工作流程

基于机器学习的烃源岩定量地震刻画的主要工

作流程如下（如图２所示）：

（１）构建用于砂泥岩区分和烃源岩质量评价（总

有机碳含量）的学习样本：从钻井或录井获取岩性标

签（砂岩和泥岩）、从测井数据中获取用于砂泥岩区

分和烃源岩评价的弹性特征（如纵横波速度、密度、

纵横波阻抗等），基于Δｌｏｇ犚 方法从测井数据中获

取用于机器学习的总有机碳含量（Ｐａｓｓｅｙｅｔａｌ．，

１９９０），并与地球化学测试数据进行标定；

（２）针对经过钻井和录井标定的岩性数据和经

过地球化学测试标定的总有机碳含量测井数据，利

用相关机器学习算法（随机森林）分别获得表征砂泥

岩岩性与弹性特征映射关系的机器学习网络１和表

征烃源岩评价参数（有机质含量）与弹性特征的机器

学习网络２；

（３）针对叠前地震数据进行叠前弹性参数同时

反演（ＢｕｌａｎｄａｎｄＯｍｒｅ，２００３；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获得纵波速度、横波速度、密度、纵横波阻抗等相关

弹性参数；

（４）将叠前地震反演弹性参数结果与机器学习

网络１（分类问题）相结合，获得勘探区的砂泥岩岩

性区分空间分布；

（５）在步骤（４）获得泥岩空间分布的基础上将叠

前地震反演弹性参数结果与机器学习网络２（回归

问题）相结合，获得勘探区泥岩部分的总有机碳含量

和有效烃源岩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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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机器学习（随机森林）框架下综合叠前地震、录井、测井和地球化学测试数据进行烃源岩定量地震刻画的工作流程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ｕｓｉｎｇ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ｌｏｇｇ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ｄａｔａ

４　随机森林算法学习样本准备

为获得表征砂泥岩岩性与弹性特征映射关系的

机器学习网络１和表征烃源岩评价参数（总有机碳

含量）与弹性特征的机器学习网络２，在训练模型之

前有必要对钻井或录井数据及测井数据进行预处

理，以得到机器学习可以识别的岩性标签及用于机

器学习训练的总有机碳含量样本数据．

东海盆地长江坳陷为典型的低勘探区域，该研究

区只有一口探井 ＭＲＦ１井．图３ａ为地层划分结果，

从上到下依次为长江组、ＭＦＲ６段、ＭＦＲ５段、ＭＦＲ

４段、ＭＦＲ３段、ＭＦＲ２段、ＭＦＲ１段；图３ｂ是根据

勘探区 ＭＲＦ１井钻井和录井标定的砂泥岩岩性，

其中白色是砂岩，黑色是泥岩．由于随机森林算法更

易于对数字进行识别操作，对于岩性文本标签“砂

岩”和“泥岩”，将其编码转化为数字标签“０”和“１”．

美人峰１井的岩性特征显示，美人峰组由下至上岩

性变化大、差异显著，整体上可分为六个段（第一段：

３６３９～３９０６ｍ；第二段：３４４８．５～３６３９ｍ；第三段：

３１１８．５～３４４８．５ｍ；第四段：２７１８～３１１８．５ｍ；第五段：

２３５０～２７１８ｍ；第六段：１２．５～２３５０ｍ）：第一段至第

四段主要为灰色黑色泥岩、粉砂质泥岩夹灰色砂质

岩；第五段主要为灰色泥岩与浅灰色砂质岩互层；第

六段岩性具二分性，上部以杂色泥岩夹砂质岩为主，

下部以粗颗粒砂砾岩为主．针对岩芯的地球化学测

试仅能够获取极少量的总有机碳含量数据样本，这

将限制机器学习对有机质含量与弹性特征关系的学

习网络构建，造成模型可信度不高及预测准确率低

的结果．Ｐａｓｓｅｙ在１９９０年提出的适用于有机质泥

页岩的Δｌｏｇ犚测井评价方法，能够计算出不同成熟

度条件下的总有机碳含量，是一种相对较成熟的方

法，目前在烃源岩评价中已得到广泛应用．

Δｌｏｇ犚法经验公式为（Ｐａｓｓｅ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０）

狑ＴＯＣ ＝１０
（２．２９７－０．１６８８犚ｏ

）
Δｌｇ犚． （９）

　　根据声波时差和电阻率叠加计算Δｌｇ犚的代数

方程是

　Δｌｇ犚＝ｌｇ
犚

犚（ ）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０．０２（Δ狋－Δ狋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１０）

式中，Δｌｇ犚为实测曲线间距在对数电阻率坐标上的

读数；狑ＴＯＣ为总有机碳含量（％）；犚为测井实测的电

阻率；Δ狋为测井实测声波时差；犚ｂａｓｅｌｉｎｅ为非生油岩对

应的电阻率Δ狋ｂａｓｅｌｉｎｅ为非生油岩对应的声波时差．

针对 ＭＲＦ１井泥岩段的测井数据，基于该方

法可以得到具有更多样本的总有机碳含量测井数

据．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我们考虑了

地层压实效应对声波时差基线的选择，如图３ｅ所

示，美人峰四、五、六段和美人峰一、二、三段的声波

时差基线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分别选择了２．７９×

１０－４ｓ·ｍ－１和２．３０×１０－４ｓ·ｍ－１作为该口井美人

峰四、五、六段和美人峰一、二、三段的声波时差基

线．图３ｈ为根据Δｌｏｇ犚 法预测得到的总有机碳含

量，其中紫色的圆点为根据地球化学方法实测得到

的总有机碳含量．可以看到基于Δｌｏｇ犚法预测的总

有机碳含量与地球化学实测（热解法）的数据有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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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ＭＲＦ１井的测井数据

从（ａ）—（ｈ）依次为地层划分结果、录井标定的岩性、ＧＲ、孔隙度、纵波速度、电阻率、密度，根据Δｌｏｇ犚法预测的总有机碳含量（狑ＴＯＣ）．

３ｂ的岩性标签中：白色是砂岩，黑色是泥岩；３ｈ的预测总有机碳含量曲线中紫色的圆点为根据地球化学方法实测得到的总有机碳含量

标定结果．

Ｆｉｇ．３　ＭＲＦ１ｗｅｌｌｌｏｇｇｉｎｇｄａｔａ

（ａ）ｔｏ（ｈ）ｉｎｔｕｒｎｆｏｒ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ＧＲ，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Δｌｏｇ犚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３ｂ，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ｃｏｌｏ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ｓｈａｌ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ｐｕｒｐｌｅｄｏｔｓｉｎ３ｈａｒｅｔｈ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ｏｃｋＥｖ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的对应关系，能够较好的刻画泥岩中总有机碳含量

纵向上变化趋势．这些经过标定的数据为砂泥岩岩

性弹性特征和总有机碳含量弹性特征的随机森林

学习提供了训练样本．

５　针对测井数据的随机森林算法测试

和网络构建

５．１　考虑压实效应的岩性预测测试

由于 ＭＲＦ１井测井数据的弹性特征只有纵波

速度和密度，图４显示了 ＭＲＦ１井不同岩性（砂岩

和泥岩）纵波速度和密度的交会图．可以较为清楚的

看到，如果不分地质层段（图４ａ），ＭＦＲ１井砂岩和

泥岩的纵波速度和密度重合度很高，岩性预测准确

率较低．图４ｂ则显示了不同地质层段的纵波速度和

密度交会图，可以清楚地看到压实效应对弹性特征

的影响：随着深度的增加，由于砂岩的孔隙度在逐渐

降低（图３ｄ），其密度和纵波速度都有明显的增加趋

势，而泥岩的弹性特征则分布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

间．这样考虑压实效应并通过地质层段的局部约束，

有利于降低砂泥岩区分的不确定性．所以，根据对该

研究区砂泥岩地震岩石物理特征的分析，拟采取对

不同深度段沉积地层的岩性采取分段训练分段预测

的思路，可以有效去除压实效应对岩性弹性特征的

影响．

为了检验随机森林算法在“小样本”数据中网络

映射能力，如图５和图６所示，这里将随机森林算法

与其他四种机器学习算法（模糊逻辑（Ｂｏｓｃｈ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概率神经网络（Ｋｏｔｓｉａｎｔｉｓ，２００７），支持向量机

（Ｃｒａｃｋｎｅｌｌａ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２０１４），基于Ｇｏｏｇｌｅ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的深度神经网络（Ｓｃｈｍｉｄｈｕｂｅｒ，２０１５）的岩性预测效

果进行了比较．每一种机器学习算法基于纵波速度

和密度两个弹性参数与砂泥岩岩性的学习样本建立

机器学习网络１，进而采取分段训练分段预测的方

法对 ＭＲＦ１井砂泥岩进行岩性预测的结果．其中

白色、红色、黄色、紫红色分别代表长江组、美人峰

五六段、美人峰三四段、美人峰一二段的砂岩，黑

色、蓝色、绿色、青色分别代表长江组、美人峰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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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美人峰三四段、美人峰一二段的泥岩．五种机

器学习算法用于岩性预测的关键调节参数如表１所

示，这些调节参数都根据每一种机器学习算法最优

表现搜寻得到．表２展现了随机森林算法与其他几

种机器学习算法在岩性预测准确率上的比较，其中

每一段地层随机选取８０％的数据训练，１００％的数

据进行检测．随机森林的岩性预测准确率达到了

９５．１％，其岩性预测准确率明显高于其他几种机器

学习算法（模糊逻辑，概率密度神经网络，支持向量

机，深度神经网络），这也一定程度验证了随机森林

算法比其他算法更适合陆相弹性岩性映射关系模

糊条件下的岩性预测问题．图５ｃ为根据公式（７）和

（８）计算得到的岩性预测不确定性，不难看出大部分

岩性预测的不确定性都低于０．３，也证明机器学习算

法对 ＭＲＦ１井岩性与对应弹性特征关系有较好的

表达能力．该训练网络也为后续利用叠前弹性参数

反演结果进行砂泥岩空间分布预测奠定了基础．另

外，如果不采取分段训练预测的话，岩性预测的准确

率会相应的降低到９３．６３％，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

了基于岩石物理分析和地质引导的机器学习模型有

利于得到更加准确的岩性预测结果．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利用纵波速度和密度两个弹性参数而没有利用

纵波阻抗进行岩性预测，也是因为前者的弹性参数

组合在机器学习测试中能够给出更高的岩性预测准

确率．

５．２　总有机碳含量预测测试

图７是基于随机森林算法建立纵波阻抗与总有

机碳含量的机器学习网络２，采取分段训练分段预

图４　ＭＲＦ１井 （ａ）所有地质层段混合在一起的砂泥岩纵波速度和密度交会图；

（ｂ）不同地质层段的砂泥岩纵波速度密度交会图及压实效应对弹性特征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ａ）Ｃｒｏｓｓｐｌｏｔｏｆ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ｓｈａｌｅｆｏｒａｌｌ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ａｔａｉｎＭＲＦ１ｗｅｌｌ；

（ｂ）Ｃｒｏｓｓｐｌｏｔｓｏｆ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ｓｈａｌ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ａｔａ．

图５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采取分段训练分段预测的方法对 ＭＲＦ１井砂泥岩的岩性预测结果

（ａ）真实岩性；（ｂ）预测岩性；（ｃ）不确定性（概率）．

Ｆｉｇ．５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ａｔｅａｃｈ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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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方法对 ＭＲＦ１井总有机碳含量进行预测的结

果，其中上段（ａ）代表ＭＲＦ１井总有机碳含量比较

低的地层（美人峰四、五、六段，１７００～３１００ｍ），下

段（ｂ）代表ＭＲＦ１井中总有机碳含量比较高的地

层（美人峰一、二、三段，３１００～３８００ｍ）．黑线为经

表１　不同机器学习算法进行砂泥岩岩性预测相关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犪犮犺犻狀犲犾犲犪狉狀犻狀犵

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狊犳狅狉狊犪狀犱犪狀犱犿狌犱狊狋狅狀犲犾犻狋犺狅犾狅犵狔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

机器学习算法 参数

模糊逻辑 ｆｕｚｚｙｇａｍｍａ，ｇａｍｍａ＝０．５

概论神经网络 ｓｐｒｅａｄ＝１．０

支持向量机 犮＝１０２４，犵＝１０２４

深度神经网络 ｈｉｄｄｅｎ＿ｕｎｉｔｓ＝［１０，２０，１０］

随机森林 狀ｔｒｅｅ＝５００，犿ｔｒｙ＝１

表２　各种机器学习算法对 犕犚犉１井岩性预测准确率对比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犪犮犮狌狉犪犮狔狅犳狏犪狉犻狅狌狊犿犪犮犺犻狀犲

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狊犳狅狉狋犺犲犾犻狋犺狅犾狅犵狔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犕犚犉１狑犲犾犾

机器学习算法 岩性预测准确率／％

模糊逻辑 ７５．６９

概论神经网络 ７４．５６

支持向量机 ７６．６６

深度神经网络 ７２．３２

随机森林 ９５．１０

过地球化学数据标定的总有机碳含量，红线为利用

机器学习预测的总有机碳含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

只针对泥岩段的数据进行训练和测试．上段和下段

地层都选取８０％的数据训练，１００％的数据测试．如

图７所示，利用随机森林算法预测的总有机碳含量

与利用测井数据计算并标定的总有机碳含量有非常

好的匹配关系，说明该机器学习网络可以有效刻画

总有机碳含量在纵向上的空间变化．图７的第三和

第四栏分别为基于传统的纵波阻抗和总有机碳含量

的线性和非线性拟合关系预测的结果．表３为利用

随机森林学习算法与传统的线性和非线性回归关系

预测得到的总有机碳含量与实测总有机碳含量的相

表３　不同算法对 犕犚犉１井犜犗犆预测相关系数对比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犳狅狉犜犗犆

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犪狋犕犚犉１狑犲犾犾犫犪狊犲犱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狊

算法 相关系数

美人峰四、五、六段

随机森林 ０．９７１５

线性回归 ０．６９７９

非线性回归 ０．７２０７

美人峰一、二、三段

随机森林 ０．９３６７

线性回归 ０．３５０８

非线性回归 ０．３４０７

图６　基于（ａ）模糊逻辑；（ｂ）概率神经网络；（ｃ）支持向量机；（ｄ）深度神经网络，

采取分段训练分段预测的方法对 ＭＲＦ１井砂泥岩岩性预测的结果

Ｆｉｇ．６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ｆｕｚｚｙｌｏｇｉｃ，（ｂ）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ｎｄ（ｄ）ｄｅｅ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ｔｅａｃｈ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ａｔ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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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利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井数据总有机碳含量预测的结果对比

（ａ）美人峰四、五、六段；（ｂ）美人峰一、二、三段．第二栏为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预测结果，第三栏和第四栏分别为基于线性和

非线性拟合关系的预测结果．黑线为基于Δｌｇ犚预测的总有机碳含量，红线为利用机器学习预测的总有机碳含量．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Ｏ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ｃｏｌｕｍｎｉｓ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ａｎｄｆｏｕｒｔｈｃｏｌｕｍｎｓａｒｅ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

ＴＯＣ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ＯＣ，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关系数对比，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随机森林算法比传

统的基于弹性特征总有机碳含量的线性和非线性

回归关系在预测准确率方面有明显的提高．这也进

一步证明，对于陆相烃源岩地层，弹性特征与总有机

碳含量之间非常复杂的映射关系很难用传统的线性

和简单非线性关系进行预测．

６　烃源岩的定量地震预测

６．１　叠前地震反演

图８是针对研究工区内某条过 ＭＲＦ１井地震

测线，利用常用的商业软件得到的叠前弹性参数（纵

９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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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研究工区内某条地震侧线的叠前弹性参数ＡＶＯ同时反演结果

（ａ）纵波速度；（ｂ）密度．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ＶＯ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ｏｆａ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ａ）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Ｄｅｎｓｉｔｙ．

波速度和密度）ＡＶＯ反演结果．其中叠前角道集经

过了较好的保幅处理，低频模型是基于 ＭＲＦ１井

的测井数据并利用地层格架引导的弹性参数建模的

方法得到．不难看出，在ＣＤＰ号２４００左右处，叠前

弹性参数反演结果获得的纵波速度和密度与实际测

井数据显示有较好的对应关系，这也一定程度上证

明了叠前地震反演能够较好地对地下弹性参数进行

有效表征．同时，地震反演结果对断陷盆地内部的结

构和断裂特征也进行了较好的刻画．整体来说，沉积

盆地的纵波速度和密度都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高，

但在目标区美人峰六段到美人峰一段内部仍然有一

些低速异常．正如图１的工作流程所示，叠前地震反

演结果为基于机器学习的砂泥岩和总有机碳含量地

震预测提供了叠前弹性参数分布．

６．２　砂泥岩岩性地震预测

如图９ａ所示，得到叠前地震弹性参数反演结果

后，可以联合测井数据生成的机器学习网络预测砂

泥岩岩性的空间分布．过 ＭＲＦ１井段的砂泥岩地

震岩性预测结果与实际经过录井标定的砂泥岩岩性

分布显示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很多细节都有较好的

刻画．整体来说，长江组地层以砂岩分布为主，美人

峰五段和六段砂泥岩互层，而美人峰一段和美人峰

二段的泥岩分布最为集中，这都与实际录井的岩性

分布吻合较好．图９ｂ为岩性预测对应的不确定性分

布，相对来说，美人峰一、二段到美人峰五、六段的不

确定性低一些，而长江组顶部、美人峰三、四段以及

缺乏测井数据的盆地底部不确定性较高．这些不确

定性也是由地震反演结果和随机森林映射网络共同

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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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得到的砂泥岩岩性地震预测结果（ａ）和岩性预测的不确定性概率结果（ｂ）

Ｆｉｇ．９　（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ｓｈａｌｅ，ａｎｄ（ｂ）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决定的．岩性预测不确定性的刻画对于盆地烃源岩

潜力的风险评价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果不确定

很高，则说明利用现有的地震和测井数据进行烃源

岩评价的风险较高，反之则说明现有方法的可靠性

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地震预测的砂泥岩岩性分布也

与该陆相沉积盆地的沉积相结果较为一致，即从美

人峰六段、美人峰五段、美人峰四段的砂泥岩互层浅

湖相／半深湖相逐渐过渡为美人峰三段、美人峰二

段、美人峰一段的泥岩为主的半深湖／深湖相．此外，

需要指出的是，ＭＦＲ１井的测井数据并没有全部涵

盖地震解释的层位，包括美人峰一段的部分地层以

及石门潭组的地层，因此这两个部分的岩性预测仍

然依赖的是其上段地层的弹性特征和岩性的映射关

系，其不确定性也会高一些．随机森林方法预测的石

门潭组的地层主要为砂岩，这与裂谷初期以河流为

主的沉积体系一致，也与同时期具有相似构造背景

和演化历史的丽水凹陷岩性一致．

６．３　有效烃源岩地震预测

图１０为将基于测井数据得到纵波阻抗与总有

机碳含量的随机森林映射关系（机器学习网络２）应

用于叠前地震反演结果得到的总有机碳含量空间分

布预测的结果．注意这里我们只显示了预测为泥岩

部分的总有机碳含量预测结果．整体上，可以看到过

ＭＲＦ１井段的总有机碳含量地震预测结果与经过

地球化学标定的通过测井数据计算得到的总有机碳

含量有较好的对应关系：总有机碳含量整体呈现由

美人峰六、五段到美人峰四段缓慢下降，而在美人峰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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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得到的总有机碳含量地震预测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ＯＣ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三、二、一段又增高的趋势，并且总有机碳含量在测

井曲线上的几个局部高点（图３ｈ）在地震上都能得

到较好的刻画．但在一些层段的局部区域，地震预测

的结果与测井数据计算得到的总有机碳含量不可避

免的存在一些偏差，这应该与基于Ｐａｓｓｅｙ方法得到

的总有机碳含量和地震反演结果的不确定性都有

关系．

７　讨论

对于联合测井和地震数据进行机器学习框架下

的地质特征刻画来说，一般希望研究区内所包括的

井位越多越好，这样可以提供更多的不同空间位置

和地质特征的测井数据进行训练和预测，从而有效

提高机器学习模型的泛化能力和迁移能力．而在本

文中，研究工区内只有一口测井数据，故这里呈现的

是一个“非典型”的机器学习框架下烃源岩地震预测

的例子．毫无疑问，由于井数量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随机森林训练模型的泛化能力，但现有研究对

于推进少井区烃源岩的定量地震刻画仍然有重要的

启示意义：

（１）烃源岩的地震评价及其后续的潜在盆地资

源评估很多都是针对少井或无井的低勘探区应用，

现有研究证明了即使只有一口井，在机器学习框架

下如果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资料，仍然可以有效的

融合地质约束、钻井录井、测井数据、烃源岩地球化

学评价、叠前地震数据等对烃源岩的空间展布进行

有效刻画．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重点是推荐在机器

学习框架下如何整合多类别地学信息进行烃源岩定

量地震预测的工作流程，为烃源岩的定量地震刻画

提供新的思路，具体的应用效果与井位数量和地震

数据品质都密切相关．并且本文提出的随机森林算

法进行砂泥岩岩性预测不确定性刻画的思路，对于

低勘探区盆地烃源岩风险评价具有一定的推广

价值．

（２）在机器学习的有监督学习算法中，集成学习

的最大优势就是组合多个弱监督模型来得到一个更

好更全面的强监督模型，从而改进预测效果并提高

预测准确率．随机森林算法作为最广泛应用的一种

集成 学 习算法，它本质上 利用 的装 袋 的 思 想

（Ｂａｇｇｉｎｇ），通过有放回的抽样方法，改善了泛化误

差（Ｂ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同时，随机森林算法随机

选取输入特征，也大大提高了模型的泛化能力，这些

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只有一口井数据带来的模型

泛化能力和迁移学习能力不足的弊病．所以对低勘

探区陆相烃源岩的烃源岩预测，集成学习框架下的

随机森林算法相较于其他机器学习模型（如人工神

经网络、支持向量机等）有更大的优势．

深度学习通过增强模型结构的深度和复杂程度

在图片识别、语音处理等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应用

潜力，但对于本文中呈现的地学“小样本”数据来说，

很多机器学习算法往往有更好的表现，而深度学习

很难发挥其优势从而充分的对数据特征进行表征，

这主要还是受样本数量限制．图４、图５和表１的不

同机器学习算法在陆相沉积地层岩性预测准确率的

比较也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一点认识．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ＭＦＲ１井缺乏横波

速度测井数据，本文中主要利用的是纵波速度和密

２１７



　２期 赵峦啸等：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陆相沉积烃源岩定量地震刻画：以东海盆地长江坳陷为例

度的弹性特征进行岩性预测，其他沉积盆地的训练

样本中如含有横波速度，利用叠前地震数据进行岩

性预测时可以充分发挥纵横波速度比对岩性比较敏

感的特征，从而有望进一步提高岩性预测的准确率．

对于缺乏横波速度的训练样本，下一步也可以考虑

结合岩石物理建模来补充横波速度，并开展“模型驱

动”＋“数据驱动”结合的策略进行岩性和有效烃源

岩的定量预测．

８　结论

针对陆相沉积盆地烃源岩地震弹性岩性总有

机碳含量映射关系模糊不清的特点，在机器学习框

架下，提出了综合利用地质约束、钻井录井、测井、地

球化学和地震数据进行烃源岩的定量地震刻画的工

作流程．整体来说，采取了先预测岩性再预测总有机

碳含量的“两步走”策略，通过将泥岩地层首先筛选

出来再进行有效烃源岩预测，可以进一步提高烃源

岩定量地震刻画的可靠性．本文提出的利用随机森

林算法对砂泥岩岩性预测不确定性刻画的策略，对

于盆地烃源岩地震预测的风险评估也形成一定技术

支撑．

由于沉积地层压实效应对岩性弹性关系明显

的控制作用，在地层格架约束下，采取地质导向下分

段训练分段预测的思路，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岩性

预测效果在过井段的准确率上优于其他机器学习算

法；相比较于纵波阻抗与总有机碳含量的线性和非

线性关系，随机森林算法有助于更好地解耦陆相（湖

相）烃源岩品质（总有机碳含量）和空间分布与地球

物理响应之间的复杂非线性映射关系，并提高预测

准确率．与常规阻抗转化方法相比，预测精度明显提

升，总有机碳含量空间展布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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