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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的探索
刘 洋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地震资料处理中心，辽宁 盘锦 124000）

摘 要 油田受地质稳定和不稳定波的影响很有可能会出现地震事故，这就需要在合理资料支持下针对油田地震

进行有效处理。相关单位应强化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力度，从而为油田地震处理提供有力支持。本文将以辽

河油田为例，阐述地震资料在处理监督中的作用，探讨油田地震勘探瓶颈和综合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

出策略，旨在能为发挥油田地震资料在具体处理工作和实际监督中的作用效果，精准勘探辽河油田地震区域和地

层表现，使得油田地震处理水平和各项问题控制力度有所提高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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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油田总部位于辽河下游、渤海湾畔，被沈阳、

辽阳、鞍山、营口、大连环抱，交通便利，物产丰富，

气候宜人，人文和地理环境十分优越。辽河油田总部

坐落于盘锦，1998年探明石油地质新增储量 8374万吨，

可采储量 1635.9万吨，探明天然气地质新增储量 5.32

亿立方米，实现了当年采油量与新增可采储量的平衡。

辽河油田全国 500家最大企业中位居前列。目前原油

年开采能力 1000万吨以上，天然气年开采能力 8亿立

方米。

1 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的意义

对辽河油田开发过程中涉及的地震资料进行处理

监督具有明显现实意义，具体如下：首先，通过对辽

河油田地震资料进行综合处理和整体监督，可以在改

善油田地震资料处理过程中各项问题的同时为地震 E

和地层混乱现象处理提供有力支持。充分发挥地震资

料在实际处理工作中的作用效果，借此彰显辽河油田

地震资料在各项处理工作中的监督意义。其次，通过

处理监督可以维持辽河油田地震资料中基础信息的准

确性和全面性，借助相关资料将辽河油田地震表现和

现实地质状况等信息归纳汇总，满足辽河油田地震 E

以及相关工作实际开展要求。最后，借助辽河油田地

震资料处理监督还可以强化各个区域地震现象预防防

控力度，降低地震对辽河油田开发以及区域范围内油

气行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1]。

2 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的要求

对于辽河油田来说，针对其地震资料进行处理监

督时需要考虑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通过适当处理监督可以强化辽河油田地震资料在综合

处理工作中的作用效果，这就需要保证辽河油田地震

资料中各项基础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并在保证各

项信息的准确性和完善性的同时，将辽河油田地震资

料在综合处理工作中的监督作用表现出来。借此推进

辽河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工作顺利开展，从而满足

辽河油田地震 E和现实处理要求。第二，需要根据辽

河油田不同区域地质情况和地震问题现实表现确定相

关资料信息，以此保证辽河油田地震资料信息的完善

效果，将准确完善地震资料在具体处理监督工作的现

实作用充分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在进行油田地震资料

处理监督时必须保证其中基础信息的完善性和准确性。

第三，应强化现代信息化系统与辽河油田地震资料协

调配合力度，通过信息化系统将辽河油田地震处理过

程中涉及的资料信息清楚地表现出来，确保相关人员

可以利用信息化系统对辽河油田地震资料中涉及的信

息进行更新处理，保证辽河油田地震资料中各项信息

更新的及时性，借此强化辽河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

力度和现存问题综合处理效果。第四，辽河油田地震

资料处理监督对于人员素养也有较高要求，这也应针

对参与到辽河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中的工作人员展

开有效培训，使得相关人员可以全面掌握相关条例和

基础依据，促使相关人员按照已经掌握的规章条例和相

关依据针对辽河油田地震资料处理展开有效监督，借此

为辽河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提供充足人力支持 [2]。

3 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的问题

3.1 地震资料内容不准

辽河油田地震资料中涉及的内容和基础信息不够

准确，这会影响相关资料在辽河油田地震处理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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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中的作用效果，在实际工作现实开展过程中也可

能因为不合理因素干扰而出现问题，直接影响地震资

料的作用和各项信息的准确效果。地震资料内容不够

准确也会影响辽河油田地震处理的连贯性和现实监督

效果，造成辽河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以及基础工作

实际开展过程中出现各类问题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3]。

3.2 资料信息不够真实

由于辽河油田整体规模比较大，进行地震信息归

纳收集时可能会受到一定阻碍，影响辽河油田地震资

料中各项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油田地震资料信息

与辽河油田地震发生情况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这也

会影响资料中各项信息在辽河油田地震处理监督中的

作用。如果不能对辽河油田地震资料中各项信息进行

优化调整，必然会导致资料信息在辽河油田地震处理

中的作用下降，具体处理监督工作也难以顺利开展。

3.3 地震处理难以协调

对于辽河油田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地震问题来说，

进行地震处理时不能协调相关联的油田地震资料，会

影响油田地震资料在地震 E和相关地质灾害实际处理

中的作用效果，有关部门也难以在协调相关资料信息

的情况下对辽河油田地震进行处理监督，造成油田地

震资料处理监督工作受到很大限制，导致相关工作在

具体开展时出现各项问题的可能性提升，辽河油田地

震资料监督效果和综合处理工作的实施效果和现实管

控力度下降，使得地震资料信息与实际处理监督之间

的协调配合大幅度下降 [4]。

3.4 实际监督受到限制

针对辽河油田地震处理进行监督时没有考虑现存

资料信息，相应资料在辽河油田地震处理和具体工作

实际开展中的应用价值下降，现实工作在具体开展过

程中很容易受到各项不合理因素干扰，直接影响相关

工作的合理性有效性，使得辽河油田地震资料与综合

处理监督之间的关联性难以彰显，辽河油田地震处理

以及实际工作综合监督力度下降，地震资料信息的全

面性和实际管控效果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导致辽河油

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过程中各项问题频频发生。

3.5 相关人员素质低下

地震对于辽河油田开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就

需要辽河油田开发人员从区域地震表现和地震形成状

况等方面入手做好相关处理工作。但是相关人员对于

辽河油田地震资料以及相关信息不够了解，相关人员

也难以准确应用资料中各项信息针对辽河油田开发过

程中出现的地震进行综合有效处理，地震资料处理监

督也会受到影响，具体处理监督与辽河油田地震资料

规划和现实应用情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辽河油田地

震资料处理监督会因为人为因素干扰而出现诸多问题。

4 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的策略

4.1 明确油田地震资料内容

在对辽河油田地震和潜藏的安全隐患进行处理前

期，必须针对辽河油田地震期间归纳收集的各项资料

进行精准分析，通过相关资料以及准确信息深入分析

辽河油田地震点和空间位置情况，并在地震处理前期

做好资料抽查和复查等工作，使得辽河油田地震资料

处理监督效果和实际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加上辽河油

田地震处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和相关信息比较多，

应在全面落实各项基础信息监督管理的条件下将资料

在辽河油田地震处理和现存问题管控中的作用表现出

来。通过油田地震资料能提高相关人员对辽河油田空

间分布情况和地质情况的掌握力度。准确的地震资料

也可以将辽河油田发生地震的频率和地震过程中地层

变化趋势等信息准确地表现出来，从而强化地震资料

内容和相关信息在辽河油田地震处理和综合监督中的

作用效果，避免辽河油田地震处理因为缺乏合理参考

依据而出现问题。保证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及其相

关工作现实开展效果，满足辽河油田整体安全管控要

求，借此遵循辽河油田开发要求，推进地震灾害预防

和实际处理工作良性开展 [5]。

4.2 调控油田地震资料信息

为强化油田地震资料在地震勘探和实际处理监督

中的作用效果，必须保证辽河油田地震资料中各项信

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方便有关部门可以利用辽河油

田地震资料表现出来的信息对各项突发安全事故进行

综合处理，并对辽河油田地震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突发情况进行有效监督，通过一系列监督管控可以及

时解决辽河油田地震处理和综合预防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明确油田地震资料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和相关

信息，并从多个角度出发对比地震资料信息与辽河油

田实际情况，按照辽河油田整体布局和地震发生状况

做好地震资料中基础信息优化调整等工作。辽河油田

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地质变化和地震蔓延方向变化等

现象存在一定差异，这就需要保证辽河油田地震资料

信息调整的及时性，借此发挥辽河油田地震资料的实

际作用，有效监督辽河油田地震勘探和实际处理工作，

找准辽河油田地震勘探与实际资料信息之间的关联性，

从而保证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水平和实际作用有所

提高。对辽河油田地震资料信息进行调整处理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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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维持各项信息综合调整的实时性，引导有关部门利

用准确信息增强辽河油田地震处理监督水平和现存问

题处理力度。

4.3 协调油田地震资料处理

对辽河油田地震资料进行综合处理时，应遵循具

体信息，强化地震资料处理和辽河油田地震勘探之间

的协调性，做好相关信息全面归纳工作，方便有关部

门在辽河油田地震资料信息支持下，对区域范围内地

震勘探和实际处理工作展开多方位监督，借此及时有

效地改善油田地震勘探和不同地震危害处理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问题。一般来说，针对辽河油田地震进行全

面监督时可能会受到一系列不合理因素干扰，这就应

按照辽河油田地震监督要求和实际勘探流程对资料及

其相关信息调整处理进行全面更新，保证辽河油田地

震资料中各项信息和处理监督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使得辽河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现存缺陷可以得到有

效改善。同时也需要强化各种信息化手段在辽河油田

地震资料处理监督中的作用效果，借助信息化设备表

现出来辽河油田地形图和地震波传播趋势，并制定准

确合理的资料信息调整计划。维持辽河油田地震资料

处理监督的连贯性，从而为油田地震勘探和实际处理

提供准确的资料信息支持。彰显地震资料的实际作用，

在协调资料信息与辽河油田地震处理监督要求之间关

系的同时，满足辽河油田地震实际处理要求。

4.4 加强油田地震处理监督

对于辽河油田开发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性地震来说，

对地震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综合处理时可能会受到一

定限制。这就需要借助准确完善的辽河油田地震资料

对相关处理工作展开全面合理的监督管控，通过有效

监督对相关工作现实开展时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

调整，充分发挥地震资料在辽河油田开发过程中各项

风险问题综合处理的作用效果，使得辽河油田地震资

料的作用提升到一定高度，有效推进辽河油田地震勘

探和处理工作监督良性开展，引导工作人员应用准确

资料信息和辽河油田地震情况表现进行综合监督处理。

在辽河油田地震勘探时也需要做好相关资料信息归纳

收集工作，了解辽河油田地形变化情况和地质突变现

象，并利用运行合理的仪器设备实时收集与辽河油田

地震情况相关的信息，从而强化相关信息与辽河油田

地震实际表现之间的关联性，使得各项资料信息在辽

河油田地震勘探和实际处理监督管控中的作用取得进

一步提高，借此为辽河油田地震处理监督有效合理开

展提供标准化参考依据。

4.5 培养油田地震处理人员

对于辽河油田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地震事故来说，

需要工作人员从辽河油田开发和地质危害表现情况入

手做好相应处理工作，保证相应处理的综合监督力度，

将辽河油田各时期地震资料在实际处理监督工作中的

作用全面表现出来。同时辽河油田地形的分布较为复

杂，一旦发生地震灾害必然影响整个油田地形的稳定

性和能源开发效果，当地油气开采行业综合发展水平

也会受到极大限制。基于此，必须从辽河油田地震资

料内容和实际应用情况入手针对参与到其中的工作人

员展开有效培训，提升相关人员对辽河油田地震资料

以及相关信息的识别能力，促使相关人员可以严格遵

循辽河油田地震资料信息和现场地质图开展有效的处

理工作，同时控制辽河油田地震处理受到资料信息或

者人为因素的干扰。强化辽河油田开发部门工作人员

与地震处理监督人员之间的协调配合力度，使得各部

门工作人员可以在相互配合状态下针对地震安全事故

进行有效处理。突出地震资料在辽河油田地震处理中

的监督价值，方便工作人员从辽河油田实际开发情况

入手做好有效处理监督工作。

5 结论

为保证油田地震问题处理效果，就需要强化准确

资料在油田地震综合处理中的作用，借助准确资料针

对辽河油田地震以及实际处理模式进行有效监督，借

此解决油田地震勘探和实际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同时还需要保证油田地震资料处理监督策略的准

确性，更好地解决油田地震资料规划和相应处理监督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突出油田地震现场监督管控

中的作用，降低地震对辽河油田规划和当地石油行业

综合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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