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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

构和国家控股公司，是实行上下游、内外贸、产销一

体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跨地区、跨行业、跨

国经营的综合性石油公司，下设上游17家、下游33家、

销售 36家大型企业。作为中国境内最大的原油天然

气生产、供应商和最大的炼油化工产品生产、供应商，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2010 年国内生产原油 10500 万

吨，生产天然气 725亿立方米，加工原油 1.35 亿吨，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72万亿元，实现利润 1727亿元，

实现利润在国内企业中位居榜首。

美国《财富》杂志 2010 年度全球 500 强公司排

名中，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居第 10位，在全球

50家大石油公司中位居第 5位。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履行资源、市场和国

际化战略，坚持推进科技进步，实施技术创新，以全

面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为主线，以解决制约主营业务发

展的重大瓶颈技术为重点，不断完善技术创新体系，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强化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技术创

新能力大幅度提升，技术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了一大

批高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

物探采集、处理、解释一体化技术（“PAI”技术）

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创新成果之一。

中国石油的“PAI”技术涵盖了采集（Acquisition）、

处理（Processing）、解释（Interpretation）一体化的物探

技术服务领域。

PAI 技术包括七大技术系列：

PAI － Mountain 复杂山地地震勘探一体化解决方

案；

PAI － Desert 沙漠地震勘探一体化解决方案；

PAI － TZ过渡带地震勘探一体化解决方案；

PAI － Loess 黄土塬地震勘探一体化解决方案；

PAI － IRS 陆上油气富集区地震勘探一体化解决

方案；

PAI － LRC陆上地震储层描述一体化解决方案；

PAI － GEM3D三维重磁电一体化解决方案。

“PAI”技术能够针对油气勘探开发所面临的各种

复杂问题，提供采集、处理、解释一体化的地球物理

解决方案。

1简  介

中国石油的“PAI”技术品牌由地球物

理 勘 探 三 大 环 节 采 集 (Acquisition)、 处 理

(Processing)、解释 (Interpretation) 的英文首字母

组合而成。

PAI 技术包括 7 项技术：PAI-Mountain 复杂

山地地震勘探一体化解决方案；PAI-Desert 沙

漠地震勘探一体化解决方案；PAI-TZ 过渡带地

震勘探一体化解决方案；PAI-Loess 黄土塬地震

勘探一体化解决方案；PAI-IRS 陆上油气富集区

地震勘探一体化解决方案；PAI-LRC 陆上地震

储层描述一体化解决方案；PAI-GEM3D 三维重

磁电一体化解决方案。

“PAI”技术体现了中国石油围绕不同勘探

领域，针对油气勘探开发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

题，提供采集、处理、解释一体化技术解决方

案的特点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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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解决方案

       针对油气富集区的多层系地层岩性圈闭、复杂断块、低幅度构造、薄储层、深

潜山以及大型障碍物区造成的资料空白区（复杂城区、矿区、大面积水域等）开展

立体勘探。

      常规三维地震勘探技术难以满足深化勘探的需求，迫切需要提高三维地震资料

的精度。CNPC经过研究探索，发展并形成了以高精度三维地震为核心的陆上油气

富集区地震勘探一体化解决方案(PAI-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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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一体化解决方案

　　针对陆相薄储层地震勘探，CNPC研发形成了陆上地震储层描述一体化解决

方案（PAI-LRC），包括地面3D、3.5D、4D地震技术系列，和VSP、井间地震

技术系列，能够有效解决陆相沉积（小于1/4波长）薄互储层油田开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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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刁顺 先生

电  话： 59986059
Email: sdiao@cnpc.com.cn

Contact: Mr. Diao Shun
Tel: 59986059
Email: sdiao@cnp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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