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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地震构造解译法在霍西煤田郑家寨普查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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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查明工作区断层的性质、特点及延伸情况，了解2号、11号煤层的分布范围，根据勘探区的地震地质条件，

结合前期的试验工作成果，确定了地震勘探的工作参数，采用二维地震构造解译法，对获得的勘探数据资料进行处

理和解释，结果表明：勘探区2号和11号煤层的赋存形态宏观上为一向SE方向倾的单斜，埋深主要受断裂系统控

制；东部埋深大，西北部埋深小，并发育有两个规模较大的褶曲—背斜（S3）、向斜（S1、S2）；解释断点7个，利用其中7

个断点组合断层两条，落差均大于100 m的（Fd1，Fd2），均为可靠正断层；根据区内反射波组的发育特征，圈定了11

煤层控制程度较差的区域，初步认为本区无煤层缺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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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勘探技术作为物探方法的重要手段[1-5]，虽

然成本不菲，但分辨率较高，勘探深度相比其他物探

技术测深方法有明显优势。然而随着勘探区域复杂

度的不断增大（埋藏深度深、隐蔽类型多、目标更小），

对地震勘探的精度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二维地震

勘探技术应运而生，地震施工、处理、解释技术不断

发展，趋于成熟，在煤田地质中应用越来越广泛，成

为除钻探外最重要的找煤手段之一，得到了业界的

一致认可[6-8]。

二维地震勘探方法通过人工激发仪器生成地震

波，波向地下传导被界面阻隔后发生反射，反射波携

带信息传至地面，由信号接收仪器接收并处理信息，

从而形成能够准确解析地下构造特征和地层分布情

况的地震剖面图，该方法广泛用于煤田、油气田和石

油等较明显地下构造的勘探中[9-12]。本文运用二维地

震勘探技术对本区进行了详细勘探，查明了勘探区2

号、11号煤层的分布范围和断层性质、特点及延伸情

况，为勘探区的深部勘查提供了科学依据。

1地质概况

勘探区位于霍西煤田的东南部，地表广泛分布

有第四系的沉积物。区域地质应力大体为东西向挤

压。受此构造应力的影响，含煤盆地内发育一不对称

的复式向斜构造。倾角6～8°，研究区地质图见图1。

勘查区内发育的地层由老至新有：奥陶系中统

峰峰组（O2f）；石炭系中统本溪组（C2b）；石炭系上统

太原组（C3t）；二叠系下统山西组（P1s）；二叠系下统

下石盒子组（P1x）；二叠系上统上石盒子组（P2s）；二

叠系上统上统石千峰组（P2sh）；三叠系下统刘家沟

组（T1l）；第四系中更新统（Q2），为浅黄色亚砂土。

其中含煤地层主要为太原组和山西组，共含煤 12

层。太原组含5、6、6下、7、7下、8、9、10、11号共九层

煤，其中11号煤层为全区稳定可采煤层。太原组地

层厚度平均为79.87 m，煤层总厚度8.72 m。山西组

含 1上、1、2、3号共四层煤，其中 2号煤层为全区稳

定可采煤层，其它煤层为局部可采或不可采煤层。

山西组地层厚度平均为 35.09 m，煤层总厚度为

3.50 m。

2地震地质条件
勘探区地表主要为冬麦田，且部分地段为冲砂

河沟，砂砾石层。大部分为第四系黄土覆盖，沟谷纵

横、陡坎发育，地形高差较大（最大可达300 m以上），

给地震勘探激发和接收带来不利影响，勘探区浅表



层地震地质条件极差。

勘探区深层含煤地层主要为太

原组和山西组，平均厚度为115 m，

主要可采煤层为山西组的2号煤层

和太原组的 11号煤层，其中 2号煤

平均厚约 2.35 m，11号煤层平均厚

约6.89 m，可采煤层基本稳定，与其

围岩物性差异较大，可形成较好的

波阻抗界面。从已知资料可知，本

区目的煤层埋藏深度较深（最大约

900 m左右），给地震波激发和接收

带来困难，但煤层的组合厚度较大，

煤层与围岩波阻抗差异明显，通过

对波阻抗界面的追踪，可以对目的

层构造特征进行地质解释，因此本

区深层地震地质条件尚可。

3试验工作

在测线上就浅表层速度结构调

查、激发因素、接收因素和仪器采集因

素等内容进行试验。通过对本次试

验资料的分析对比，结合总体设计要

求以及以往施工经验，综合技术经济

合理原则，得出如下野外工作参数。

3.1激发因素

1）激发岩性与深度：在10 m以

深的范围逐点选择具有一定厚度

的相对高速粘土层 1 m激发；2）激

发井组合方式：激发深度大于15 m

时，采用 3井组合，组合基距 20 m，

组内距 10 m；激发深度 10～15 m

时，采用 5井组合，组合基距 20 m，

组内距5 m；3）激发方式：总药量原

则上为 6～10 kg，单井药量不小于

2 kg，建筑物附近适当降低单井药

量；4）闷井方式：全部闷井。

3.2接收因素

1）检波器埋置方式：0.3 m 坑

深；2）检波器组合参数：组内距2 m，

组合基距20 m；3）检波器主频及个

数：自然频率为10 Hz的6串2并12

个检波器。
图1 勘查区地质简图

Fig.1 Geological map of explor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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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料处理
地震资料的数字处理工作使用Sun Ultra 80工

作站,采用法国地球物理公司的地震数据处理软Ge-

ovecturPlus和美国Green V版本的绿山初至折射静

校正软件进行。

资料处理重点突出保真、提高信噪比、提高主频

及拓宽频带。整个处理顺序为：先进行模块参数测

试和试处理，后进行批量处理。主要处理模块及参数

包括：野外静校正、干扰波去除、地表一致性反褶积、

常速扫描与速度分析的混合使用、剩余静校正等。

5资料解释

在充分利用、研究已有地质信息资料和邻区地

质资料的基础上，对研究区煤系地层的赋存形态、构

造发育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5.1反射波地质层位解释

将勘探区钻孔密度的曲线利用伽伦公式转换成

声波时差测井曲线进行了合成记录。在人工合成记

录上，2号煤层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波组，与地震剖

面上确定的T2反射波对应关系良好；11-1、11-2、11-3

号煤层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复合波组，与地震剖面

上确定的T11反射波对应关系良好（图2、图3）。

通过对钻孔资料、井旁地震时间剖面及过钻孔

的联井时间剖面进行综合分析对比，确定了目的层

层位。勘探区主要可采煤层太原组11-1、11-2、11-3

号煤层间距较小，其综合厚度较厚，稳定性好，与上

下围岩波阻抗差异较大，形成的T11复合反射波特征

明显，能量强，连续性较强，频率稳定，能连续追踪，是

解释的主要反射波。其次山西组2号煤层所形成的

T2波，能量稍弱，连续性稍差，频率一般稳定，全区也

能连续追踪，与T11波间隔基本稳定，呈平行状态，亦

作为地质和构造解释的主要反射波（图2）。

5.2褶曲解释

在时间剖面上，同相轴的起伏形态基本反映了

煤系地层的构造形态（图4）。同相轴拱起表示背斜，

下凹则表示向斜。

5.3断裂构造解释

（1）断点解释。依据目的层有效波在地震时间

剖面上的中断、错位、扭曲、振幅和产状变化等标志

进行断点解释。

（2）断点品质级别。依据断点在时间剖面上的

显示特征，分A，B，C 3级：

A级断点：反射波对比可靠，断点清晰，能可靠地

确定断层上、下盘；

B级断点：达不到A级又不是C级的断点；

C级断点：两盘反射波连续性较差，有断点显示，但

标志不够清晰，能基本确定断层的一盘或升降关系。

本项工作中共解释断点 7 个，其中 A 级断点 2

个，B级断点4个，C级断点1个。

（3）断点的组合。断点组合成断层的主要原则

是：同一条断层在相邻剖面上的断点性质一致，且断

层走向应有一定规律；断点落差接近一致或有规律

变化；断点连接和组合符合区域构造规律。

6成果分析与推断
6.1主要煤层起伏形态

（1）1、2号煤层的形态

图2 过ZK2-1号钻孔地震剖面（左）与合成记录在时间剖面上的显示（右）图

Fig.2 Seismic section through drilling ZK2-1 (left) and the display of synthetic records on a time profil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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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区主要可采煤层的赋存形

态宏观上为一向SE方向倾的单斜，

埋深主要受断裂系统控制；煤层东

部埋深大，西北部埋深小，最深点在

勘探区东部，位于勘探线D1线1 100

桩号附近，其标高为-525，埋藏深度

约 1 225 m；最浅点在勘探区西北

角，位于勘探线 5000桩号附近，其

标高为1 250，埋藏深度约125 m；在

此基础上，发育有两个规模较大的

次级褶曲—背斜（S3）、向斜（S1、

S2）。

（2）11号煤层的形态

11号煤层东部埋深大，西北部

埋深小，最深点在勘探区东部，位于

勘探线D1线 1 000桩号附近，其标

高为1 300 m，埋藏深度约600 m；最

浅点在勘探区西北角，位于勘探线

4 900桩号附近，其标高为1 375 m，

埋藏深度约225 m。11号煤层等高

线示意图（图5）。

6.2 构造

本次勘探初步控制了勘探内地

层的起伏形态和构造轮廓，地层总

体为一倾向 SE，走向 NE 的单斜。

区内地层产状变化较大，倾角 4～

30°。倾角最大处位于勘探区中部，

D4线6 000桩号附近。见图5。

（1）褶曲

区内地层在单斜的基础上，主

要发育有规模较大向斜 2 个（S1，

S2）、背斜1个（S3）。其描述如下：

S1向斜：S1向斜位于勘探区西

部，主要由测线D2、D4控制，控制轴

长约 3.5 km，幅高约 100 m，并向西

延伸至勘探区西北外。

S2向斜：S2向斜位于勘探区西

南角，主要由测线D3、D4控制，控制

轴长约2.4 km，幅高约75 m，并向西

延伸至勘探区西南外。

S3背斜：S3背斜位于勘探区中

部，右勘探区东北角延至西南角，主

图3 过ZK2-1号钻孔的地震时间剖面与

其地震合成记录进行对比图

Fig.3 Comparison between seismic time section of

borehole ZK2-1 and seismic synthetic records

图4 背斜形态在d1线上的时间剖面（上）与变密度剖面（下）上的显示

Fig.4 Anticline form display of anticline shape (up) and

variable density profile(down) on the d1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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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测线D1、D2、D4控制，控制轴长约7.5 km，幅高

约200 m，并向西延伸至勘探区东北外。

（2）断层

区内发现了落差大于 100 m的断层两条（Fd1，

Fd2），在地震测线上解释落差大于20 m的断点1个

（Fd1-1）。分别描述如下。

1）Fd1正断层

该断层在勘探区的西部，由D1、D2、D3、D4线控

制。从南向北，落差逐渐变小。断层走向N16°E，倾

向N73°W，倾角约65°，落差200～380 m，D1线落差约

230 m，D2线落差约260 m，D3线上

落差约 360 m。区内延展长度 9

600 m左右。参与评级断点4个，其

中A级断点3个，B级断点1个属可

靠断层，见图6。

2）Fd2正断层

该断层在勘探区的东部，由

D1、D2线控制。从南向北，落差逐

渐变小。断层走向 N26° E，倾向

N64° W，倾角约 75°，落差 0～350

m，D2线落差约130 m，D1线落差约

320 m。区内延展长度 6 160 m 左

右。参与评级断点2个，其中A级断

点 1个，B级断点 1个属可靠断层，

见图7。

（3）孤立断点

本次勘探在地震测线上发现

落差大于 20 m 的断点 1 个（Fd1-

1），断点 Fd1-1 由测线 D4 控制，并

与断层 Fd1 相交。落差为 100 m，

见图8。

6.3主要可采煤层的赋存范围

本次勘探获得的 11 煤层反射

波组的特征明显，在时间剖面上以1

个正相位 2个负相位显示出现，但

勘探区属厚黄土覆盖区，局部测线

信噪比低，另外本区断裂系统发育，

因而出现局部煤层反射波振幅弱、

连续性差的现象。但仅就此推断勘

探区内11煤层缺失，依据不足，故在

本区二维地震解释过程中，主要对

控制程度差的区域进行了解释，其

分布范围是：D1测线732-1075（CDP）范围内，长度

约1 715 m；D2测线109-532（CDP）范围内，长度约2

115 m；D4测线 250-335，1740-1841（CDP）范围内，

长度约930 m；未解释11煤层缺失区。

7结论
在山西省霍西煤田郑家寨应用二维地震勘探方

法，并对地震资料处理和解释分析，揭示出该地区的

地质构造和煤层的分布范围，得到以下结论：

（1）本次勘探解释断点7个，利用其中7个断点

图5 11号煤层等高线示意图

Fig.5 The map of the contour line of No.11 coal seam

1.钻孔；2.二维勘探线；3.信噪比高段；4.等高线；5.背斜；6.向斜；7.可靠断层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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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线时间剖面

D2线时间剖面

D3线时间剖面

D4线时间剖面

图6 Fd1正断层在测线时间剖面上的反映图

Fig.6 The reflection diagram of the Fd1 normal fault on the line time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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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线时间剖面

图8 Fd1-1正断层在D4线时间剖面上的反映图

Fig.8 The reflection of the Fd1-1 normal fault on the time section of the D4 line

D1线时间剖面

D2线时间剖面

图7 Fd2正断层在测线时间剖面上的反映图

Fig.7 The reflection diagram of the Fd2 normal fault on the line time profile

组合断层两条，落差均大于100 m的（Fd1，Fd2），均

为可靠正断层；另外解释落差大于20 m的孤立断点1

个（Fd1-1）。

（2）初步控制了勘探区内2、11号煤层底板的起

伏形态，宏观上为一向SE方向倾的单斜，埋深主要受

断裂系统控制，变化大；勘探区11号煤层最深点埋藏

深度约 1 300 m，最浅埋藏深度约 225 m；在此基础

上，发育有规模较大的次级褶曲—向斜2个（S1，S2），

背斜1个（S3）。

（3）根据区内反射波组的发育特征，圈定了 11

煤层控制程度较差的区域，初步认为本区无煤层缺
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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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wo dimensional seismic structural interpretation
method in the survey area of Huoxi coalfield, Shanxi province

HUANG Ke-hui1, ZHANG Ya-feng2

（1.Jiangxi Nuclear Industry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Nanchang 330038, China；

2.Shanxi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scertain the n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nsion of faults in the working area, and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range of the No.2 and the No.11 coal seams, we determined the working parameters of

seismic exploration according to the seismic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exploration area and combined with the

previous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used the two-dimensional seismic structure interpretation method to process

and interpret the obtained exploration data.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ain mineable seams in the exploration area

were monoclinic dipping toward SE, and the buried depth wa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fault system. The eastern

part was buried deep, the northwestern part was buried deep, and the deepest point wa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exploration area. The occurrence of the strata in the area was relatively large, with an inclination of about 4～30°

and the maximum inclination wa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exploration area. Seven fault points were

interpreted, and two faults were combined with seven fault points with a drop greater than 100 m（Fd1, Fd2）,

both of which were reliable normal faults, and one isolated fault pointed with a drop greater than 20 m（Fd1-1）.

On this basis, there were two synclines（S1, S2）and one anticline（S3）with larger secondary folds.

Key words: two dimensional seismic exploration; geological tectonic interpretation; coal survey; Huoxi coal-

field; Zhengjia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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