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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震測屬性探討台灣西南外海新近系古
水道與沈積環境
Channels and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s in Neogene Analyzed by 
Using Seismic Attributes in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李 健 平1  ■  邱 維 毅1  ■  涂 嘉 勝1

   C.P. Lee, W.Y. Chiu, C.S. Tu

台灣西南外海在新近系為淺海相沈積環

境，過去研究透過二維震測資料與井測資料

描繪出此區域的海岸、大陸棚、大陸斜坡以

及水道沈積物，隨地質年代的不同而有海進

海退的變化，然而這些研究大多描繪出粗略

的沈積環境分布與變化。三維震測資料提供

空間上與時間上更精細的資訊，可用來研究

台灣西南外海新近系沈積環境。震測屬性近

年來在分析三維震測資料上有很好的應用，

本研究藉由相參性與頻譜分解的震測屬性來

分析新近系的古水道分布，以便瞭解此區域

的沈積環境。針對三維震測資料體摘取一震

測信號連續性良好的A1地層，將此一地層往

下平移至與古水道相關的位置為A2層，由合

成震波比對的時間 -深度關係知其為上新統

之地層，萃取其相參性與頻譜分解的震測屬

性。從相參性震測屬性可看出斷層走向為東

北東 -西南西方向，也可看到五個北北西 -南

南東方向的主要古水道，位於大陸棚靠近大

陸斜坡區段。此外，利用頻譜分解分析配合

三原色融合展示，更可細部分析古水道沈積

物厚度變化，結果顯示古水道沈積物兩側厚

度較中央薄。本研究利用震測屬性分析台灣

西南外海三維震測資料，結果可清楚描繪出

新近系古水道的分布與海退的沈積環境。

關鍵詞： 震測屬性、相參性、頻譜分解、古

水道

The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Neogene 

period is shallow marine in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Shores, shelves, slopes and channel 

deposits, which changed from different sea levels 

in geological ages, were interpreted from two-

dimensional seismic and well data to illustrate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s in previous studies. 

Three-dimensional seismic data provided detailed 

information in time and space to study the Neogene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in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We utilized three-dimensional seismic data 

to analyze seismic attributes for channels in the 

Neogene syste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nnels, 

such as distribution, thickness, and evolution, in the 

Neogene system were analyzed by using coherence 

and spectral decompos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ults in the Neogene system are in NEE-SWW, 

and the direction of channels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faults. Channel distributions were tree-like form. 

Thickness of channel deposits was analyzed from 

spectral decomposition showing thicker thickness 

in the thalweg. Channel evolution from various 

horizon slices of seismic attributes suggests that 

the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was regression in the 

Neogene period. 

Key words: seismic attribute, coherence, spectral 

decomposition, channel

一、前　言

台灣西南外海在新近系為淺海相沈積環境，過去研究 (1,2)透過二維震測資料描繪出此區域

的海岸、大陸棚、大陸斜坡以及水道沈積物，隨地質年代的不同而有海進海退的變化，然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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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大多描繪出粗略的沈積環境分布與變化。此外，鑽井的井測資料可以提供縱向的砂頁岩

比例的變化，藉由砂頁岩比例變化來瞭解井位所在的海水面變化與相關的沈積環境。為更瞭解

地下構造的形貌，近年來三維震測已為常見的震測採集方式，三維震測資料提供空間上與時間

上更精細的資訊，可用來研究台灣西南外海新近系沈積環境。震測屬性近年來在分析三維震測

資料上有很好的應用，本研究利用台灣西南外海之三維震測資料與四口井的井測資料進行震測

屬性分析，透過相參性（coherence）與頻譜分解（spectral decomposition）等不同的震測屬性分

析新近系古水道的分布、厚度變化與演變，藉此瞭解這個時期的沈積環境。

二、研究方法

震測屬性是利用數學、物理、統計等方式分析震測資料 (3)，從振幅、能量、頻率、相位、

波形等不同角度來解讀震測資料，配合解釋的地層，則可做更多元的分析。震波測勘的施測技

術隨時間演進，三維震波測勘已是常見的手段，然而三維震測資料量大，所需軟硬體資源相對

也大，隨著電腦硬體與軟體的進步，三維震測資料的處理與分析所需時間已比過去節省千百

倍，也因此許多震測屬性被研究開發，透過電腦對三維震測資料的快速運算分析，這些震測屬

性可用來輔助震測解釋，讓探勘人員對地質架構有更清楚的認識。

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為相參性與頻譜分解兩種震測屬性，這兩種震測屬性的原理簡單敘述

如下：

（一）相參性屬性

相參性屬性是利用震測資料中某一描線（trace）與相鄰描線間的相似度所建立的屬性 (3)，

可來解讀震測資料的側向不連續性，進而瞭解地下構造的側向不連續。如果相鄰描線波形相

似，則相參性高，相鄰描線波形差異大，則相參性低，因此可藉由相參性屬性來瞭解震測資

料中的不連續性，由此來判斷是否為斷層或是層序特徵 (4)。古水道的存在也會使震測信號不連

續，主因是古水道的兩側自然堤（natural levee）會使震測信號產生兩條平行的不連續，故可藉

由這個屬性判別古水道的存在。

三維震測資料不像二維震測資料只可用垂直剖面方式展示，三維震測資料還可用平面的方

式展示，因此有兩種方式展示三維震測資料的平面圖，一種是時間切面（time slice），另外一種

是地層切面（horizon slice）。時間切面可直接展示三維震測資料而毋須依靠解釋過的地層做參

考，通常可用來偵測斷層與層序特徵在側向上的變化，但是時間切面可能切過不同的層序，增

加解釋的困難度。而地層切面則需要一解釋的地層來建立地層切面，雖然可以用相同層序的觀

點來看震測資料，但是需花時間解釋參考層面，且解釋層面的誤差將影響地層切面的結果。

相參性屬性主要是用於三維震測資料，不僅可以提供震測剖面在垂直方向上信號不連續的

斷層解釋，更可以提供時間切面做為斷層側向延展的解釋，描繪出斷層的空間分布。而在層序

的地質特徵，如古水道，則可利用地層切面來解釋同一層序的側向變化，藉此瞭解古水道的空

間分布。

（二）頻譜分解分析

頻譜分解屬性則是用漣波轉換（wavelet transform）的方式將震測資料分解成幾個不同頻段
(3,5,6)，從低頻、中頻到高頻信號來解析地層厚度，低頻信號對應較厚的地層，高頻信號對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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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的地層，由高頻到低頻不同頻段的資料相互比較，可以對地下構造（如古河道、地層）的厚

度有所瞭解。利用頻譜上不同頻段的振幅變化，提供震測解釋時偵測薄層或震波衰減帶的存在
(5,6,7)。以不同頻帶信號協助小區域岩性特性的分析，在有限頻寬的頻譜分解下，更容易地解析

出地下構造的地層厚度與震波衰減帶。

頻譜分解時，輸入為單一描線，輸出為不同頻段的一系列描線資料，其不同頻段可反映出

地層厚度與震波衰減地帶 (5,6,7)。不同頻帶的資料，其反映的信號強弱即是地層厚度的變化。頻

譜分解的結果可以提供與薄層有關的河道與三角洲等地質構造在視覺上的呈現，幫助地質模型

的解釋。此外，含油氣砂下方的反射層通常存在偏向低頻的震測信號，與震波衰減有關，稱為

低頻陰影（low-frequency shadow），可由像頻譜分解這類與頻率相關的震測屬性瞭解低頻信號

與地下構造或油氣儲聚之間的關係，藉由分析結果確認油氣儲聚潛能。

近年來三原色（紅、綠和藍）融合技術為分析與展示頻譜分解結果的有效方法 (3)，將頻譜

分解的結果透過顏色的疊加來瞭解地層厚度變化。由於頻譜分解的結果不易展現，透過三原色

融合的方式，可將頻譜分解結果以顏色的方式展示，藉由不同顏色的分布來說明信號以何頻率

段為主，使解釋者直覺地進行儲集層厚度或震波衰減帶的解釋。

本研究先用頻譜分解計算得出的五個不同頻段三維震測資料體，選取信號較強的三個資料

體，分別將低頻、中頻和高頻設定為紅色、綠色和藍色，紅色代表低頻信號，也代表較厚地

層，而藍色代表高頻信號，也代表較薄地層。調整不同資料體的顏色強度，即可顯現三原色融

合展示頻譜分解結果，用來解釋特定的地質特徵。在此透過這樣的方法可分析古水道的沈積物

厚度變化。

三、成果與討論

（一）相參性屬性分析

相參性屬性是針對三維震測資料體進行波形連續性分析，主要是找出震測信號的側向不連

續，藉此將之解釋為斷層或是古水道。通常斷層是利用時間切面（time slice）來看震測信號的

不連續，可解釋出斷層的分布。而層序特徵所造成的信號不連續，則需要以地層切面（horizon 

slice）來看，如古水道即是要用地層切面來觀察古水道的分布。

相參性屬性可分析三維震測資料體之斷層及古水道分布，由於三維震測剖面在新近系可看

到清楚的古水道分布，故本研究利用相參性屬性來分析三維震測區域之古水道分布與變化。首

先針對新近系古水道上方一震測信號連續性佳的強振幅進行震測解釋，解釋出A1地層，然後

將其往下平移 260 ms，得到一與古水道相近的層面A2（圖 1），從 S-3、S-5、C-12和C-14等四

口井的合成震波比對所得到的時間 -深度關係，可知A2層為上新統之地層。A2層面在整個三

維震測區域的時間構造圖如圖 2所示，由西往東逐漸變深，從約 1200 ms到 1640 ms，以此層面

萃取三維資料體在地層切面上的震測屬性。

地層切面為依照某個解釋層面萃取相關的屬性值，可依照某解釋層面向上或向下切出平行

於解釋層面的地層切面。在與上方的解釋層面平行的地層切面，其地質意義為與上方的解釋

層面為同一沈積狀態。本研究利用這樣的方式，萃取地層切面的相參性震測屬性。先計算三

維震測資料體的相參性屬性，接著從三維相參性屬性體萃取出A2層的相參性屬性地層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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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為從三維震測資料體萃取出A2層振幅屬性地層切面，從振幅來看，A2層的地層切面並不

易看出有古水道的存在。然而從三維相參性屬性體萃取A2層的地層切面（圖 4），可看到明顯

的東北東 -西南西走向的斷層，另外有五個主要的古水道，為北北西 -南南東方向，與斷層方

向接近垂直，且呈現類似樹枝狀分布。

圖 1　 三維震測資料之 xline 566震測剖面，其中綠色線為震測解釋的A1層，而橘色線的A2層
為A1層往下平移 260 ms，由C-12井可知A2層屬於新近系地層。

圖 2　 新近系A2層之時間構造圖，地層由西往東漸深，且有東北東 -西南西走向的斷層，其中
紅線為圖 1震測剖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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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參性屬性的地層切面可看出古水道的分布，由於三維震測資料體可視為實際地下構造

的三維體，因此透過不同深度的地層切面，可代表不同年代的古水道與相關的沈積環境。在此

將A2層的地層切面往下平移 40 ms，再萃取其相參性屬性的地層切面（圖 5a），此地層切面在

較深的位置，依照地質的疊置定律，可視為較A2層早的沈積環境。由圖 5a來看，古水道多且

圖 3　新近系A2層在三維震測資料體之振幅屬性的地層切面。

圖 4　 新近系A2層之相參性屬性地層切面，由圖可明顯看出東北東 -西南西走向的斷層，以及
五個主要的古水道分布（紅色箭頭所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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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雜亂，相較於A2層的古水道（圖 5b），則圖 5a的古水道偏向於下游段。接著再看A2層

往上平移 40 ms的相參性屬性地層切面（圖 5c），明顯地看到五個古水道的分布變得簡單且清

楚，甚至其中一個水道已快消失，相較於A2層的古水道（圖 5b），圖 5c的古水道深度較淺，

代表年代較為年輕的沈積環境，而其古水道屬於較為上游的部分。因此，綜合不同年代的沈積

環境來看，隨著年代越來越年輕，同一個區域的古水道分布由下游逐漸變成上游，顯示此區域

在這個年代為海退的沈積環境。

（二）頻譜分解分析

頻譜分解分析為透過頻率的觀點來解析震測資料，對於二維震測資料與三維震測資料皆可

進行分析。頻率所反映的為震波衰減與地層厚度這兩個因子，原因在於震波會隨著傳遞距離增

加而能量衰減，高頻信號會隨著深度的增加而衰減顯著，而且震波在經過氣層時，高頻衰減

更加明顯，震測信號會在氣層下方形成所謂的低頻陰影（low frequency shadow）。此外，頻率

與地層厚度的相關性可由諧調效應（tuning effect）來解釋 (8)，當地層厚度為頻率所對應波長的

四分之一時，則能量最大，震測信號可反映出該厚度的效應，可藉由頻率來瞭解地層厚度的

變化。

頻譜分解屬性可分析三維震測資料之古水道分布及古水道厚度變化，由於三維震測剖面在

新近系可看到清楚的古水道分布，故本研究利用頻譜分解屬性來分析三維震測區域之古水道分

布與變化。然而單從頻譜分解分析得到不同頻率的剖面，雖可看出不同頻率的能量強弱，但較

難同時呈現不同頻率的變化，而三原色融合的方式展示頻譜分解在地層切面的結果，則提供一

個良好的方法可同時展現不同頻率段的能量強弱與特性。三原色融合展示頻譜分解分析可用來

辨識水道的形貌與分布，如果震測資料品質好，可以更進一步瞭解水道厚度變化。利用頻譜分

解方法將三維震測資料體計算 10 Hz、20 Hz、30 Hz、40 Hz與 50 Hz共五個不同頻段的三維屬

性資料體，選取其中 20 Hz、30 Hz與 40 Hz三個頻段的三維資料體，分別套用三原色中的紅

色、綠色與藍色，進行顏色疊加，則可得到三原色融合的頻譜分解分析結果。

圖 6為三原色融合展示頻譜分解於A2層地層切面圖，頻譜分解的結果跟相參性屬性一樣

可看到斷層與古水道的分布，但是頻譜分解可進一步瞭解古水道的厚度變化，圖中顏色的變化

顯示古水道厚度變化，紅色顯示為最厚的地方，藍色則顯示最薄的地方，古水道兩側多呈現藍

色，表示其厚度較古水道中央（黃色）薄。

同樣地將A2層向上與向下平移 40 ms，可產生不同深度的古水道分布圖（圖 7），而這樣

的古水道分布亦可反映不同時期古水道的空間變化，圖 7a為A2層向下平移 40 ms的三原色頻

譜分解地層切面圖，由於此層深度較深，表示較A2層早的古水道分布，五個主要古水道分布

凌亂，雖然此時期的沈積環境是在大陸棚的位置，但是由古水道的分布可看出此區域應該位於

較靠近大陸斜坡的位置，隨著時間的增加，圖 7b所表示的A2層古水道分布不若圖 7a凌亂，而

圖 7c是A2層往上平移 40 ms，時間上更為年輕，顯示單純的五個主要古水道。從古水道分布

隨時間的變化可看出，這個時期是海退的沈積環境，此結果與過去研究 (1,2)相符，且三維震測

資料提供更為直覺的空間展示結果。

此外，將三維震測資料套用於上新世沈積環境（圖 8），可發現三維震測區域雖然範圍小，

但是提供了清晰的斷層與古水道分布，而相較於過去利用二維震測線解釋的結果所繪製的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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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新近系不同地層之相參性屬性地層切面。(a) A2層向下平移 40 ms之地層切面，(b) A2層
之地層切面，(c) A2層向上平移 40 ms之地層切面。

(c) A2-40 ms

(b) A2

(a) A2+4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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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沈積環境，本研究的震測屬性分析對於此區域斷層與古水道分布的分析結果與過去研究 (1,2)

大致相符，卻提供了更為精細的結果，顯示本研究三維震測資料的優點，未來可利用此方法對

台灣西南外海新近系地層與沈積環境做更全面的研究。

四、結　論

本研究利用相參性與頻譜分解等震測屬性分析台灣西南外海三維震測資料，結果可清楚描

繪出新近系古水道的分布與沈積環境。相參性震測屬性在新近系A2層的地層切面可看到明顯

的東北東 -西南西走向斷層，另外有五個主要的古水道，為北北西 -南南東方向，與斷層方向

接近垂直，且呈現類似樹枝狀分布。由不同深度的相參性屬性地層切面顯示此區域在新近系

（上部中新統或上新統）為海退的沈積環境。

而本研究的三原色融合展示頻譜分解結果跟相參性屬性一樣可看到斷層與古水道的分布，

但是頻譜分解可進一步瞭解古水道沈積物的厚度變化，結果顯示古水道兩側厚度較古水道中央

薄。三維測區在此時期的沈積環境是位於大陸棚，由古水道的分布可看出此區域應該位於較靠

近大陸斜坡的位置。從古水道分布隨時間的變化可看出這個時期是海退的沈積環境，此結果與

過去研究 (1,2)相符，且三維震測資料提供更為直覺的空間展示結果。

總結而言，本研究利用震測屬性分析台灣西南外海新近系古水道分布與沈積環境，透過相

參性與頻譜分解等不同震測屬性的分析結果可知三維震測區的斷層與古水道分布，更能瞭解古

水道的厚度變化，且確認新近系為海退的沈積環境。

圖 6　 新近系A2層之三原色頻譜分解屬性地層切面，由圖可看出東北東 -西南西走向的斷層，
以及五個主要的古水道分布，而古水道的兩側多為偏藍色，顯示地層較薄，而古水道中
央多為黃色，顯示地層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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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新近系不同地層之三原色頻譜分解屬性地層切面。(a) A2層向下平移 40 ms之地層切面，
(b) A2層之地層切面，(c) A2層向上平移 40 ms之地層切面。

(c) A2-40 ms

(b) A2

(a) A2+4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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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三維震測資料的相參性屬性套用於上新世之沈積環境位置圖（修改自蕭承龍等，1991與
Lee et al., 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