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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沉积储层地震精细描述
技术研究及应用

曹向阳,郝立华,韩文明,刘励云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海外评价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２７)

摘　要:沉积储层识别与精细描述是深水区油气藏勘探的重点及难点.针对深水沉积砂

体内部储层横向变化快、纵向多期叠置切割、非均质性强等储层预测及评价难题,提出了

利用地震甜点/梯度融合属性定性识别沉积体,高精度频谱成像精细雕刻沉积体内幕,多

相约束随机地质建模实现储层精细描述的技术方案,实现了储层定性分析向半定量评价

转变,解决了深水沉积体识别与储层精细评价难题,对加快复杂深水碎屑岩油气藏勘探步

伐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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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全球深水油气资源丰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

和其他国际能源机构估计,世界(不含美国)海洋

待发现石油资源量(含凝析油)５４８亿t,待发现天

然气资源量７８５万亿 m３,分别占世界待发现资

源量的４７％和４６％.深水油气勘探始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开展深水钻探

计划,未来２５年深水将处于油气勘探和生产的最

前沿[１Ｇ２].而随着全球深水油气勘探的兴起,深水

沉积储层成为石油工业界研究的热点[３Ｇ５].
勘探实践表明,深水沉积体是深水油气勘探

中重要的储层类型,近９０％的深水油气储藏在深

水碎屑岩储层之中,深水沉积储层分布局限,横向

变化快,非均质性极强,如何快速有效搜索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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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沉积体内部期次如何划分、砂体之间连通关系

如何、物性横向变化如何等储层精细评价难题为

复杂岩性圈闭搜索与落实、复杂油气藏钻后评价

带来了极大的技术挑战[６Ｇ８].前人研究成果主要

集中在利用地震剖面上的地震反射强度和反射几

何外形识别深水沉积体,而在利用深水沉积体岩

石物理特征及地震反演体进行储层识别与预测、
深水重力流复合下切水道体系精细地质表征与建

模等方面[６Ｇ８],目前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深水沉积

体识别与储层精细评价技术方案.
针对深水沉积地质地球物理特点,本文以地

质需求为研究导向,以地球物理方法为技术手段,
研究形成了以高精度频谱成像、多相约束随机地

质建模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方案,实现了储层定性

分析向半定量评价转变,解决了深水沉积体识别

与储层精细评价难题.

１　研究思路及技术流程

针对深水沉积储层精细评价难题,本文以地

质需求为研究导向,通过单项地球物理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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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项地球物理技术组合应用为技术支撑,形成

了一套深水沉积储层地球物理精细描述技术方案

(图１):
(１)在等时地层格架控制下,从浊积水道发

育的主控因素入手,明确了浊积水道储层展布

特征及时空演化规律,总结了不同类型浊积水

道对应的地震相特征,并开展了深水碎屑岩高

精度层序地层划分、深水沉积演化分析及水道

复合体结构充填模式研究,实现了对深水沉积

体的早期判断;
(２)提出了三维透视背景下的甜点/梯度融合

技术、基于保幅拓频处理资料及物理小波变换的

地震频谱成像等一系列地球物理创新技术,在重

点层序框架内搜索沉积体并精细刻画浊积水道内

幕,识别水道体边界及演化规律;
(３)从沉积相控制、反演含砂概率约束及虚拟

井控制３个方面施加约束进行储层地质建模,以
降低井间储层预测的不确定性,提高深水浊积岩

储层地质模型精度,实现对储层物性参数平面展

布及空间分布的半定量预测;
(４)在储层半定量评价基础上,进一步可实现

对砂体连通性的分析,其分析结果为复杂构造Ｇ岩

性圈闭落实、井位目标钻前分析及油气藏钻后评

价提供重要依据.

图１　深水沉积储层精细评价技术流程与配套技术

Fig．１　Aflowchartforfinedescriptionofdeepwaterreservoir

２　关键技术对策及应用效果

２．１　基于地震甜点/梯度属性融合的沉积体定性

识别技术

　　越来越多的深水沉积勘探实践及资料表明,
深水沉积砂岩储层一般表现为相对低速度、低密

度、低阻抗、低频率的特征,而海相泥岩则相对高

速度、高密度、高波阻抗、高频率的特征,两者具有

一定的波阻抗差异,为深水储层地震预测提供了

理论基础[９].另一方面,深水沉积体在其形成及

演化过程中,受到多期沉积体相互叠置与切割、晚
期断裂复杂化、含烃流体充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及控制,常规利用单一振幅或频率类属性体识别

沉积体具有较强多解性.
在利用保幅拓频技术提高地震资料分辨率的

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三维透视背景下的地震甜点及

梯度属性融合技术进行沉积体识别及目标搜索.
地震甜点属性定义为反射强度与瞬时频率平方根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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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值,能突出显示强振幅、低频率的水道砂体分

布特征[１０].地震梯度属性作为一种几何属性,主
要被用来检测地震资料中的不连续性边缘特征,可
重点用于刻画沉积体边界.因此,三维透视背景下

的地震甜点及梯度融合属性能突出显示沉积体在

地震相中振幅、频率及几何外形等多方面的综合地

震相特征.实际应用中,相比常规RMS属性,本技

术对沉积体的刻画质量明显改善,水道、朵叶或水

道朵叶复合体等深水沉积最主要的储层单元在三

维空间中清晰可见(图２).由于深水沉积为远源

异地沉积,受物源、输送通道、海底地貌控制,具有

明显的几何外形特征,因此,本技术可明显降低浊

积目标识别的多解性,为深水沉积体的初步识别、
有利勘探目标搜索提供重要依据.

图２　RMS地震属性图(a)和三维透视背景下的甜点/梯度融合图(b)

Fig．２　MapofRMSsismicattributes(a)andsuperimposedmapofsweetnessand

gradientattributesinathreeＧdimensionalprospective(b)

２．２　基于高精度频谱成像的沉积体内幕雕刻技术

频谱成像技术提供了利用３D地震资料和离

散频率域变换来对反射层厚度和地质上的不连续

进行成像的手段,即利用薄层的调谐体离散频率

特征,分析复杂岩层内部的频率变化和局部相位

特征的不稳定性,从而识别地质异常体的分布特

征[１１Ｇ１５].由于物理小波具有能匹配待研究的物理

问题的特点,从信噪分离及刻画信号中所含高频

成份的角度看,选用这类小波进行地震分频是最

优的,利用一种具有４个可调参数的新的物理小

波匹配地震子波,模拟地震子波的物理小波的公

式如下:

w(t)＝Aexp[－τ(t－β)２]exp(iσt) (１)

式中:i＝ －１;

A 为地震子波的振幅;

τ为能量衰减因子;

β为能量延迟因子;

σ为地震子波的中心频率.
函数w(t)加上一个小的修正项,可以得到一

类匹配地震子波的小波:

ψ(t,A,σ,τ,β)＝Aexp[－τ(t－β)２]exp(iσt)＋

R(A,τ,β,σ,t) (２)
利用模拟地震子波的物理小波ψ(t),实现对

地震数据进行小波变换:

SW(b－τ,a)＝
１
a∫

∞

－∞
ψ(t－τ)g(t－b

a
)dt

＝
１
a∫

∞

－∞
ψ(t)g(t－(b－τ)

a
)dt (３)

地震波的波长等于波速除以子波主频,采用

匹配地震子波的物理小波,可使用高的调谐频率

(即在小波变换中采用小的尺度因子)实现对薄层

空间展布的预测.物理小波变换频谱成像技术提

供了利用三维地震资料的多尺度信息对储层进行

高分辨率成像并刻画储层时间厚度变化的工具,
具有较强的分辨特殊地质体,尤其是薄层横向变

化的能力,因此,在刻画水道内幕及边界方面具备

较大优势.在高精度地震分频基础上,利用三元

色RGB属性融合技术进行分频信号的整合,结合

地层切片技术,可实现对深水沉积体演化规律的

精细刻画与分析,实际应用效果可见,基于高分辨

率频谱成像技术,地层切片清晰刻画出多期水道

相互叠置、切割的接触关系,水道主体及其多期摆

动、迁移的演化特征非常明显(图３).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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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频谱成像切片的结果对比

Fig．３　Correlationofspectrumimagingslices

２．３　基于多相约束随机地质建模的储层精细描

述技术

　　随机模拟算法虽然可以用于表征储层井间预测

的不确定性,可为降低储层预测风险、优化各种方案

设计提供重要参考,但还不能满足储层建模的目的,
即获得最大程度逼近地下实际的确定性的三维地质

模型之需求.人们很难从随机建模给出的多个等概

率的地质模型中选出最优的建模结果,这一点在井

资料稀缺的勘探阶段尤为明显[１６].此外,在勘探阶

段,由于钻井资料的稀缺、地震资料品质的缺陷以及

地质认识不足等诸多条件的限制,易造成地质模型

随机性强,与真实模型存在较大偏差.为了降低随

机建模的不确定性,本文研究了多相约束地质建模

技术,通过“虚拟井”点、沉积微相平面及三维含砂概

率反演体三方面共同约束,大大降低了井间储层预

测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地质模型精度,为后续储量评

估及评价井建议提供了有效技术支持(图４).

２．３．１　利用地震多属性分析沉积相图实现“面”
约束

相控建模是根据沉积相在时、空域的展布特征

对沉积储层随机建模进行约束,即以储层垂向演化

与平面分布规律为约束,采用数理统计学方法,综
合应用确定性和随机建模技术定量表征砂体的空

间分布,精细刻画储层非均质性.通过井震结合分

析水道沉积规律,将复合水道沉积划分为初级阶

段、鼎盛阶段、衰退阶段及消亡阶段４个期次沉积,
利用地层切片技术划分出４个期次沉积对应的地

震层序界面.通过地震多属性综合分析,从不同角

度精细刻画沉积体内幕及细节特征,确定水道内幕

期次所对应的水道边界,并进一步建立４个期次沉

积的微相平面图.基于拾取的复合水道边界,限定

在水道边界外主要是原地体系域沉积的泥岩相,而
水道边界内为异地沉积体系域,又可进一步划分为

水道砂岩相、溢出砂岩相、异地泥岩相,由此形成２
种体系域、４种岩相的多级相控建模.

２．３．２　利用地震相反演砂岩概率体实现“体”约束

利用常规横波速度比及波阻抗反演体及钻井

资料作为训练数据,通过遗传反演算法进一步提

高纵横波速度比及波阻抗反演精度;在此基础上

联合２种反演体应用统计岩石物理理论得到砂泥

岩在井 旁 地 震 反 演 道 的 概 率 密 度 函 数,基 于

Bayes决策理论合成２个地震反演体计算砂岩概

率体,较好地实现了对随机建模的约束(图５).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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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多相约束地质建模技术方案

Fig．４　Multiphaseconstrainedrandomgeologicmodeling

图５　砂岩概率反演连井剖面(a)和油藏剖面(b)

Fig．５　Wellconnectedsectionsforsandprobabilityinversionresults(a)andreservoirs(b)

２．３．３　利用测井相构建“虚拟井”实现“点”约束

利用已钻井井震结合及沉积特征分析,建立

区块深水沉积储层分类评价标准;开展地震相精

细解释及平面沉积微相单元划分,综合储层分类

评价标准落实对应不同沉积相带含砂率,结合地

震反演含砂概率预测结果,建立“虚拟井”,可降低

随机建模带来的不确定性,提高模型精度.
基于多相约束地质建模技术,分别建立了相

模型、孔隙度模型、有效储层模型等精细储层参数

模型,实现了对储层特征的半定量描述,在此基础

上结合油藏特征构建油藏模型,有效解决了储量

评估及钻后评价难题.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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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深水沉积储层精细描述是当前石油工业界研

究的难点,是地球物理学家及沉积学家普遍关注

的热点.针对深水沉积体定性识别、内幕雕刻及

半定量描述等技术难题,本文制定了从宏观向微

观聚焦、定性向定量发展的研究思路,以深水沉积

地质综合分析为基础,以地震甜点/梯度属性融

合、高精度频谱成像、多相约束随机地质建模等针

对性的特色技术为手段,集成了一套深水沉积储

层精细评价技术流程与配套技术,实现了储层定

性分析向半定量评价转变,有效解决了研究中面

临的深水沉积储层精细评价技术难题,对加快国

内及海外复杂深水碎屑岩油气藏勘探步伐具有积

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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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PHYSICSTECHNOLOGYFORFINEDESCRIPTIONOF
DEEPWATERRESERVOIRANDITSAPPLICATION

CAOXiangyang,HAOLihua,HAN Wenming,LIULiyun
(OverseasEvaluationCenter,CNOOCResearchInstituteCo．,Ltd．,Beijing１０００２８,China)

Abstract:Reservoirrecognitionandfinedescriptionarecriticaltooilandgasexplorationindeepwater
area．Itisratherdifficulttasksincereservoirsarealwayschangingrapidlyinlateral,multiphasesuＧ
perimposedverticallyandstronglyanisotropic．TosolvethoseproblemsinreservoirpredictionandeＧ
valuation,thispaperadoptshighprecisionspectralimagingandmultiphaseconstrainingrandomgeoＧ
logicmodelingastoolstoimprovetheinterpretationfromqualitativetosemiＧquantitativeandtosolve
theproblemsencounteredinrecognitionofdeepwatersedimentarybodiesandreservoirevaluation．
Keywords:deepＧwatersediments;reservoir;seismic;finedescription;geologic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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