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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沉积物含天然气水合物后通常会引起速度的增加,与周围地层形成较大的波阻抗

差异,利用地震波阻抗反演技术可识别出这种差异,从而预测天然气水合物的分布.测井

资料具有较高的纵向分辨率,而地震资料横向分辨率较高,通过井震联合反演可获得天然

气水合物准确的空间展布形态.利用井震联合反演技术对南海北部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

物储层进行了精细刻画,研究表明,该矿区天然气水合物储层表现为高波阻抗特征,其值

域范围为３４５０~４５００m/sg/cm３,同时根据有效介质模型建立了岩石物理量版,预测

了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的孔隙度和饱和度数据,预测结果与测井解释结果吻合度较高,为天

然气水合物的资源评价提供了比较准确的物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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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广泛分布于大陆

边缘海底沉积物和永久冻土带中,具有能量高、分
布广、规模大等特点,是未来理想的替代能源[１].
通常沉积物含天然气水合物后具有较高的速度特

征[２,３],与周围地层形成较大的波阻抗差异,特别

是当下伏地层含有游离气时波阻抗差异会更明

显,在地震反射剖面上形成似海底反射(BSR)现
象[４,５],利用地震波阻抗反演技术可识别出这种

差异,从而预测天然气水合物的分布.目前国内

外许多研究者利用地震波阻抗反演技术来识别天

然气水合物,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６Ｇ８].研究

表明,波阻抗属性对天然气水合物较敏感,可利用

波阻抗属性信息对天然气水合物进行识别以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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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天然气水合物的空间展布规律[６,８].
经过多年的勘探,在我国南海北部神狐海域

已经成功钻获了天然气水合物,并取得了大量的

天然气水合物样品资料,证实了南海北部具有丰

富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同时,神狐海域丰富的

测井、取心资料也为天然气水合物的反演预测提

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测井资料在纵向上分辨率

高,而地震资料横向分辨率高,综合利用测井和地

震资料进行联合反演可实现天然气水合物空间展

布形态特征以及储层物性的准确预测,从而估算

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规模.本文利用井震联合反演

技术对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目标矿体储层进行

了精细刻画,同时利用岩心等资料基于有效介质

模型建立了天然气水合物岩石物理量版,预测了

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的孔隙度和饱和度数据,为天

然气水合物的资源评价提供基础数据.

１　反演方法

地震记录可以假设为地震子波和反射系数褶

积而成,地震反演的任务就是从地震记录中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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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波的影响,得到仅反映地下界面变化情况的反

射系数序列,进而求出地层的速度和密度参数,预
测岩性、孔隙度、饱和度和地层压力等数据[９].由

于反演多解性较强,需要在反演过程中加入测井、
地质解释以及岩心资料等信息,降低反演的多解

性,提高反演的准确度.
常用的地震波阻抗反演方法主要有稀疏脉冲

反演和测井模型约束反演[９].稀疏脉冲反演忠实

于地震资料,反演分辨率相对较低,不适合储层的

精细刻画.测井约束地震反演技术是一种基于模

型的反演技术,以地震解释层位建立地质模型为

基础,将测井纵向分辨率与地震横向分辨率的特

点相结合,充分利用测井的低频Ｇ高频成分和丰富

的地震中频信息,通过循环迭代对地质模型进行

修改,使合成地震记录与实际地震资料尽可能逼

近,反演结果分辨率相对较高,适合于储层的精细

刻画.由于此次目标矿区已有８口钻井资料,具
有丰富的测井和岩心资料,并且需要对天然气水

合物矿体进行精细刻画,因此,选择了基于测井模

型约束的波阻抗反演技术.

２　测井Ｇ地震联合反演

２．１　测井约束反演流程

测井约束的地震反演流程如图１所示,其主

要步骤包括测井资料标准化、层位解释、子波提

取、合成记录标定和建立初始模型等.

２．１．１　测井资料标准化

由于不同测井资料之间会存在一些刻度差

异,使得天然气水合物波阻抗值识别标准不统一,
难以用统一的门槛值反演预测天然气水合物的分

布,因此,需要对测井曲线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

统一的天然气水合物的门槛值.本次研究采用频

率分布直方图法对测井曲线进行标准化处理.频

率直方图法是针对目标层段[１０],绘制各井该层段

测井曲线的频率直方分布图,然后根据测井值域

的分布情况选取处于值域中心且井况较好的井作

为标准井,将其他井的值域通过算法换算到标准

井的值域区间内.图２是标准化后对测井波阻抗

值进行的直方图统计,可以看出天然气水合物、游
离气以及不含烃类地层的波阻抗值存在明显的差

图１　测井约束反演流程图

Fig．１　Flowchartofloggingconstrainedinversion

图２　波阻抗频率分布直方图

Fig．２　Distributionhistogramofimpedancefrequency

异,含天然气水合物地层波阻抗值大部分在３４５０
~４５００m/sg/cm３ 之间,含游离气地层波阻抗

值大部分＜２７４０m/sg/cm３,表明可以利用波

阻抗反演来识别天然气水合物,从而预测天然气

水合物的分布范围.

２．１．２　井Ｇ震标定

井Ｇ震精细标定是储层反演的关键步骤,标定

的结果直接影响反演结果的准确性.通过精细标

定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地震子波和时深关系.本

次储层精细标定分３步进行:首先采用雷克子波

进行初步标定,针对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层顶、底
界面等几个全区标志层进行标定;在初步标定的

基础上,利用井旁地震道和井曲线提取最佳统计

子波,用该子波重新制作合成地震记录,不断修正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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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深关系,使合成地震记录与井旁道地震达到最佳

匹配;最后对各井提取的最佳子波进行平均,确定

工区平均子波,对目的层再次进行标定.图３为工

区的平均子波,可以看出子波波形稳定,在有效频

带内相位稳定,图４为其中 W１井的合成地震记

录,标定结果显示相关性比较好,相关系数为０８８,
满足反演的需求.从多井标定结果来看(图５),天
然气水合物在测井曲线上表现为高波阻抗,地震剖

面上天然气水合物顶界面表现为强反射特征.

图３　平均子波

Fig．３　Averagewavelet

图４　W１合成地震记录标定(位置见图８)

Fig．４　Calibrationofsyntheticseismogram
(seefig．８forlocation)

２．１．３　初始模型建立

初始模型利用测井资料为基础,以地质解释

层位为约束,从井点出发,将井点数据外推内插,
建立一个符合沉积规律的三维初始地质模型.本

次利用了海底、水合物顶界面、水合物底界面

(BSR)、游离气内部界面和海底下移４００ms作为

控制层位进行内插,内插方法采用的是反距离加

权法,建立的初始波阻抗模型如图６所示,内插的

波阻抗与实际井曲线吻合良好,且井间横向变化

合理,游离气内幕的陡倾角反射也清晰的反映出

来.

图５　连井地震剖面标定结果(蓝色曲线为测井波阻抗)

Fig．５　Calibrationresultsofcrosswellseismicprofiles(bluecurverepresentsloggingimpedance)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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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连井初始模型剖面(蓝色曲线为测井波阻抗)

Fig．６　Initialmodelsectioncrossingwells(bluecurverepresentsloggingimpedance)

２．２　波阻抗反演

在建立合理的低频模型和提取高质量子波的

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反演参数后,可进行波阻抗反

演.针对反演中的比例因子、低频模型滤波参数

和模型权重等敏感参数进行了反复测试,其中比

例因子通过井旁道进行分别计算,然后取平均值,
本次研究比例因子取值０００３;低频模型滤波参

数可根据地震频谱分析获得,本次研究的地震资

料缺乏１２Hz以下的低频成分,因此,利用初始模

型通过设置滤波参数对反演结果补偿１２Hz以下

的低频成分;对于模型权重,其主要影响低频模型

在反演中占的比重,权重越高,模型占的比重越

大,反之越小,通过测试模型权重取值００５时,反
演结果较为合理.

根据优选的反演参数,对目标矿区进行了反

演,反演结果如图７所示,图中暖色调代表高阻抗,
冷色调代表低阻抗,蓝色曲线为测井波阻抗,可以

看出反演结果与测井资料吻合度较好,天然气水合

物表现为高波阻抗特征,反演剖面清晰的刻画出了

天然气水合物的展布特征,在CMP１５０处还存在未

钻探较厚的天然气水合物响应.同时反演剖面也

刻画出了游离气的响应特征,在剖面右侧 W４ＧW８
井钻遇的水合物层下方存在明显的低阻抗响应,从

图７　连井波阻抗反演剖面(蓝色曲线为测井波阻抗)

Fig．７　Crossingwellimpedanceinversionprofile(bluecurverepresentsloggingimpedance)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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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井解释上看,低阻抗响应为游离气的特征.为

了分析天然气水合物的平面特征,提取了天然气

水合物顶底之间平均波阻抗的平面切片,结果如

图８所示,天然气水合物矿体整体成近南北走向,
在其矿体中部未钻探部位平均波阻抗值较高,在

３５００m/sg/cm３ 左右,推测该部位还发育较厚

的天然气水合物,可作为以后的潜力发展区.

图８　波阻抗平面切片

Fig．８　Planesliceofimpedance

３　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物性预测

３．１　储层物性预测分析

储层孔隙度和饱和度是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评

价的基础.利用波阻抗曲线与测井解释孔隙度或

饱和度曲线进行拟合,可以得到两者的拟合关系,
如果拟合关系良好,则可以直接利用波阻抗反演结

果求取孔隙度或饱和度数据.分别将孔隙度和饱

和度与波阻抗进行交汇,结果如图９和图１０所示,
孔隙度和波阻抗的交汇显示出两者具有较好的拟

合关系(图９),表明用波阻抗直接计算孔隙度具有

一定的可靠性,可直接利用两者拟合的关系来预测

孔隙度,而饱和度和波阻抗的交汇结果显示两者关

系比较发散,相关性不好(图１０),因此,如果直接通

过两者拟合关系来预测天然气水合物饱和度,误差

会比较大,会直接影响对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估算

结果.
利用孔隙度与波阻抗拟合的关系来预测孔隙

度,预测结果如图１１所示,天然气水合物储层孔

隙度基本在４０％左右,与测井解释孔隙度相吻

合.

图９　孔隙度与波阻抗交会图

Fig．９　Crossplotofporosityandimpedance

图１０　饱和度与波阻抗交会图

Fig．１０　Crossplotofsaturationandimpedance

３．２　储层岩石物理分析

由于水合物饱和度和波阻抗的关系比较发

散,不能直接利用饱和度和波阻抗拟合关系来预

测.同时由于该区具有丰富的岩心资料,可以较

准确的确定沉积物的矿物成分,因此,可以建立水

合物饱和度和波阻抗的岩石物理量版来分析二者

之间的关系,进而预测水合物的饱和度.
目前水合物常用的岩石物理模型有时间平

均ＧWood加权方程[１１]、Biot三相介质理论[１２Ｇ１４]和

有效介质模型[１５,１６],其中时间平均方程为经验公

式,不具有物理意义;Biot三相介质理论需要假设

纵、横速度比为常数,并且其中 Biot系数需根据

李权重方程和有效介质理论来计算[１７];有效介质

模型被常用于水合物的饱和度计算中,因此本次

主要应用有效介质模型来建立天然气水合物的饱

和度岩石物理预测量版.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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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连井孔隙度预测剖面图(蓝色曲线为测井波阻抗)

Fig．１１　Crosswellpredictionprofileofporosity(bluecurverepresentsloggingimpedance)

　　有效介质模型是基于物理准则的岩石物理模

型[１５,１６],适用于海底含天然气水合物非固结高孔

隙度的松散沉积物的弹性波速度估算,根据该模

型沉积物的弹性波速度与矿物组分、孔隙度、有效

压力、孔隙充填物的弹性性质以及孔隙充填物饱

和度有关[１８Ｇ２０].根据有效介质理论,海洋沉积物

的干岩体积模量Kdry和剪切模量Gdry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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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øc为临界孔隙度,取值０３６－０４;

n 为骨架颗粒接触点的平均数目,取值８－
９５;

P 为有效压力,P＝(ρb－ρw)gD,
其中ρb为沉积物的密度;

ρw为液体密度;

g 为重力加速度;

D 为海底以下的深度;

Gma是沉积物骨架剪切模量;

v 是沉积物骨架的泊松比,v＝０５(Kma－２/

３Gma)/(Kma＋１/３Gma).
沉积物骨架的弹性模量和其组成矿物的弹性

模量有关,可根据 Hill(１９５２)平均模型计算.当

确定干岩石弹性模量后,可利用 Gassmann方程

计算饱含流体岩石的弹性模量,通过这些模量参

数可以计算得到纵横波的速度,建立水合物饱和

度和波阻抗的关系.
由于天然气水合物即可作为流体充填于孔隙

中(mode１),又可作为沉积物骨架支撑(mode２),
因此,在建立岩石物理模板前,需要先分析天然气

水合物的充填模式.根据有效介质模型分别计算

两种充填模式下的纵横波速度,然后与实际测井

的纵横波速度对比,来分析水合物的充填模式.
估算纵横波速度的需要的矿物组分、孔隙度以及

饱和度参数来自于 W１井的测井解释结果,矿物

组分和孔隙流体的弹性模量参数根据实验室岩石

物理数据获得[２１],计算结果如图１２所示,可以看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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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合物作为骨架支撑(mode２)模型相对于水合

物作为孔隙流体(mode１)时,计算的纵横波速度

与实测数据更加吻合,因此,认为该区水合物充填

模式主要以骨架支撑为主.

图１２　计算的水合物纵横波速度与实测数据对比分析

Fig．１２　ThecalculatedvelocityofPＧwave(a)and
SＧwave(b)andtheircomparisonwithmeasureddata

３．３　天然气水合物饱和度预测

根据骨架支撑模型,利用该区 W６井的岩心

资料获得的矿物组分含量取平均值作为该区沉积

物的矿物骨架,其中矿物组分主要由石英、方解石

和粘土组成,建立的天然气水合物饱和度和波阻

抗的岩石物理量版如图１３所示,可以看出该区水

合物饱和度集中在４０％~５０％孔隙度线之间,不

同孔隙度情况下,水合物饱和度随波阻抗的变化

不一样,并且相同波阻抗值对应了不同的饱和度

数值,如果利用单一线性关系预测水合物饱和度

会存在误差.

图１３　水合物饱和度和波阻抗岩石物理量版

Fig．１３　Rockphysicstemplateofhydrate
saturationandimpedance

　　利用波阻抗数据预测得到的孔隙度数据,然
后再利用建立的岩石物理模板,预测不同孔隙度

情况下的水合物饱和度,相对于单一线性关系预

测的饱和度,准确度更高一些.首先根据天然气

水合物波阻抗值分布范围,雕刻出水合物矿体,然
后利用建立的岩石物理模板预测水合物矿体的饱

和度,预测结果如图１４所示,预测结果与井吻合

度较高,同时提取了水合物平均饱和度平面分布

图,如图１５所示,矿体面积约为６５７km２,可以

图１４　连井饱和度预测剖面图(粉红色测井曲线为测井解释饱和度)

Fig．１４　Crosswellpredictionprofileofsaturation(pinkcurverepresentssaturationbylog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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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平均饱和度在２０％~４０％之间.表１统计

了测井解释的水合物平均饱和度和反演预测的平

均饱和度的对比情况,整体上看吻合度较好,在

W１井、W２井和 W５井处预测误差相对大一些,
推测原因是由于本次建立岩石物理模板的矿物组

分数据主要来自于 W６井的岩心资料,上述井位

与 W６井位距离相对较远,岩性存在一些差异,导
致预测的误差大一些.根据预测结果,可以看出

水合物矿体的北部、中部和东部的平均饱和度相

对比较高.

图１５　平均饱和度平面切片

Fig．１５　Planesliceofaveragesaturation

表１　测井解释饱和度与反演预测饱和度对比

Table１　Comparisonofinterpretedsaturation
toreversionsaturation

井位 W４ W６ W７ W８ W１ W２ W５

测井解释饱
和度平均值 ０．４５ ０．３４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２６ ０．２２ ０．３７

反演预测饱
和度平均值 ０．４３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３２ ０．３２ ０．２８ ０．２９

饱和度差值 －０．０２－０．０１－０．０４－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８

４　结论

井震联合反演综合利用测井资料纵向分辨率

高以及地震资料横向分辨率高的特点,可以提高

反演结果的准确度.同时含天然气水合物的沉积

物具有较高的波阻抗特征,在地震剖面上表现为

强反射特征,为利用反演技术识别天然气水合物

奠定了岩石物理基础.
本文通过利用井震联合反演技术预测了神狐海

域天然气水合物矿体的分布范围,并预测了天然气

水合物储层的孔隙度和饱和度.首先,对测井资料

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获得了天然气水合物的波阻抗

波特征,其波阻抗值为３４５０~４５００m/s∗g/cm３,表
现为高波阻抗特征;其次,进行了精细的储层标

定,获取了准确的地震子波和时深关系,并利用地

震解释层位构建了精细的三维初始地质模型,优
选出了合适的反演参数,获得了较好的波阻抗反

演结果.反演的波阻抗体能够清晰地刻画出天然

气水合物矿体和游离气的展布特征,根据反演结

果,分析表明该区天然气水合物矿体整体成近南

北走向,在其矿体中部未钻探部位平均波阻抗值

较高,推测该部位还发育较厚的天然气水合物,可
作为以后的潜力发展区.

储层孔隙度和饱和度作为天然气水合物资源

评价的基础,要求具有较高的准确度.该目标区

水合物的孔隙度和波阻抗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
而饱和度和波阻抗的关系相对较差,不能采用简

单的线性关系预测饱和度数据.本文根据有效介

质模型,建立了饱和度和波阻抗的岩石物理预测

量版,进行饱和度的预测,预测结果显示该区的天

然气水合物储层孔隙度在４０％左右,平均饱和度

在２０％~４０％之间,与测井解释数据较吻合.根

据预测结果可知,在水合物矿体的北部、中部和东

部的平均饱和度相对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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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HYDRATERESERVOIRINVERSIONANDSATURATION PREDICTION

MENGDajiang１,WENPengfei１,ZHANGBaojin１,ZHANGRuwei１,

LIYan１,ZHAOBin１,SHENShangfeng２

(１KeyLaboratoryofMarineMineralResources,MinistryofNaturalResources,GuangzhouMarineGeologicalSurvey,

Guangzhou５１００７５,China;２APEXSolutionINC．,Beijing１０００１５,China)

Abstract:Seismicvelocityinsedimentwillincreasewhengashydrateoccurs,andtheimpedanceofthe
sedimentisgreatlydifferentformsurroundingsediments．Therefore,seismicimpedanceinversion
technology,whichmayidentifythedifferencebetweenthesedimentswithandwithoutgashydrate,is
usedtopredictthedistributionofnaturalgashydrate．Sinceloggingdatahavehighverticalresolution
andseismicdatahavehighlateralresolution,accuratespatialdistributionofgashydratecanbeobＧ
tainedbyjointinversionofwelldataandseismicdata．ThegashydratereservoirinShenhuseaarea,

northernSouthChinaSea,wascharacterizedbysuchwellＧseismicinversiontechnology．Thestudy
showsthatthegashydratereservoirintheareaischaracterizedbyhighimpedance,rangingbetween
３４５０Ｇ４５００m/s∗g/cm３．Atthesametime,thepetrophysicaltemplatesforporosityandsaturationpreＧ
dictionwasestablishedaccordingtotheeffectivemediummodel．Thepredictedporosityandsaturation
dataofgashydratereservoirareingoodagreementwiththeloginterpretationresults,whichprovides
moreaccuratephysicalpropertydataforcalculationofgashydratereserves．
Keywords:gashydrate;jointinversionofwellandseismic;reservoirinversion;petrophysics;saturaＧ
tion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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