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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作业公司力争最大限度地扩大目的层的接触面积，开发

更加有效的完井技术，优化复杂地质构造的采收率，因此更多油
气井采用水平钻井方法钻进。构造导向是指导作业公司钻水平井
和大斜度井眼轨迹的一种方法。这种技术综合了深探测随钻电阻
率测井仪和高分辨率成像装置记录的资料，建立钻头遇到的地质
条件下的构造模型。采用这种技术，司钻可以提前预测将要钻遇
的地质构造，从而及时校正井眼轨迹。该技术还可以帮助作业公
司更好地了解已钻地层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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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油气井钻井方法与勘探初

期基本上没有共同之处。勘探初期是

钻孔打探井，有时钻井模式看似非常

随意，目的是希望能发现尚未开发的

资源。而在今天，现代钻井工程师通

过组合各种技术，以可视的方式观察

地下构造，然后将精密井下工具非常

精确地送到储层段。地质导向工程师

通过分析各种资料，可以随钻调整井

眼轨迹，实现最大化油藏接触面积。

服务公司也在不断引进新技术，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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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水平井钻井情况。美国所钻水平井占全部钻井数的比例在过去十年急剧增加。（资料经贝
克休斯公司许可使用。）

作业者钻优质油气井：生产时间更长，

油气排泄更彻底，投资回报率更高。 
能够钻大斜度井和水平井是近年

来钻井技术的最大突破。尽管钻水平

井平均成本一般是钻常规直井的 2-3
倍，而且风险较高，但水平井的数量

还是不断增加（下图）。

例如在美国，2012 年末，1817 口

在钻井中其中 63% 是水平井，另外

11% 是定向井，只有 26% 是直井 [1]。

转向水平井和大斜度井的一个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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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前的水平井钻井情况。1986 年全球只有 41 口水平井，而这一数字在 1989 年至 1990 年急剧
上升。钻井技术的进步，加上某些作业公司通过钻水平井确实提高了产量，是使水平井数量急剧增
加的主要因素。虽然起初这一趋势主要出现在美国，但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加拿大，作业公司也钻
了很多水平井。（资料改编于 Kuchuk 等人，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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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这样的井能带来直井通常无法提

供的潜在的短期和长期回报。通过单

一井筒，大斜度井和水平井能提高排

液能力，深入复杂储层内分散的储层

单元，降低储层干预成本，提高开发

效率，扩大油藏接触面积。尽管初始

建井成本较高，但水平井通常能使作

业公司找到一种用其他方法无法获利

的油藏开发方法。在开发非常规油气

藏方面，水平井尤为重要。例如，水

平井是开发页岩气资源的一项关键技

术 [2]。

钻井技术和作业实践方面的提高

转变了作业公司的资源开发方法 [3]。

在水平钻井初期，基本上按几何方法

计划井位，实施钻井。当某些井没有

以最佳轨迹进入目的层时，结果往往

令人失望。如今，地质学家和钻井工

程师已经认识到水平钻井这个术语对

钻井过程的描述过于简单化了，精确

的井位不仅仅是将直井旋转 90o 那么

简单。最大化油藏接触面积，深入了

解地下构造形态和地质条件是成功钻

井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LWD 地层评价仪器方面取得的技

术进步也会帮助钻井工程师更加有效

地实现地质导向目标。通过那些能够

探测井筒周围地层的仪器，钻井工程

师可以直观化地观察地下构造的复杂

几何形态。工程师们使用实时高分辨

率成像资料确定构造形态，并主动调

整钻井计划。通过 LWD 测井方法也可

帮助作业公司分辨哪些层段产能特征

好，哪些层段没有开发效益。

为了优化水平钻井程序，地质导

向工程师制定了工作流程，帮助他们

更加有效地实现钻井目标。即使在开

钻前，这些工作流程也发挥重要作用，

可以帮助地质人员和钻井工程师识别

目的层段，制定切合实际的井眼轨迹，

从而避免不必要的钻井复杂情况 。钻

进过程中，地质导向小组可以利用实

时信息，通过 3D 技术更新模型。

上述新技术和工作流程也不一定

总能提供答案。决定哪种类型的井是

最佳选择的关键因素是钻井队对油藏

地质特征如何影响生产井的长期表现

的了解程度。在很多高渗透率油藏，

特别是在开发早期，直井和水平井表

现相当，由于钻井成本低，直井显得

更有吸引力。最近对某复杂天然裂缝

性油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直井比

水平井产油量高，出水率低 [4]。这一

现象是注水开发程度高和独特的油藏

地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最近在钻井和地质导向钻

井方面的技术发展已经可使作业公司

深入到那些采用常规直井或几何式水

平钻井方法无法开发的资源。本文对

LWD 仪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这

些仪器提供的资料直接影响钻井计划，

地下构造可视化软件和钻井工作流程。

而作业公司利用该流程，通过构造导

向技术优化地质导向。本文案例选自

意大利储气库项目，美国非常规油藏

和中东碳酸盐岩薄储层，通过上述案

例说明作业公司如何优化井位，如何

提高油气藏资源的开发效率。

钻井规模

钻井技术的进步是促使上世纪

九十年代水平井和定向井数量急剧增

加的关键因素。1986 年，全世界只钻

了 41 口水平井（左下图）[5]。而仅仅

过了 4 年，即到了 1990 年，就完钻了

1190 口水平井。这些井中的大多数位

于美国得克萨斯州，而其中 20% 以上

集中在奥斯汀白垩系地层。在该地层

开展的钻井活动是水平钻井发展史的

一个缩影。

奥斯汀白垩系地层属于低渗透

率，低 - 中孔隙度油藏。上世纪 20 年

代，在该地层钻了首批井。油气产量

能否达到商业规模取决于井是否穿过

现有相互连通的裂缝网络。为了提高

直井产量，作业公司采用了各种新技

术，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例如，

通过酸化处理，打开井筒到天然裂缝

网络的通道；通过地震解释，确定裂

缝簇的位置；通过水力压裂，提高井

筒与天然裂缝网络的连通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业公司开

始尝试侧钻，通常是重新进入那些已

经不能生产的井。因为采用这种方法，

可使井筒接触到更多裂缝，而原始直

井不太可能做到，往往能获得非常可

观的产量。



2013 年春季刊 17

^ 建模 - 比较 - 更新法地质导向。用邻井测井资料建立地质模型和测井仪响应模型。创地质模型前，地质人员首先将原始测井
记录进行处理，然后建立地层柱状图，标注地层标记和地层面（左上）。地层标记和分层信息从邻井资料获取，用于建立地质
模型（左下），该模型也可以用地震资料提高模型精度。通过正演模拟预测测井仪（如电阻率测井仪）如何响应地层属性（红
色曲线，右上）。建立模型后，设计井眼轨迹（绿色曲线，右下），使井眼轨迹直达目的层段。钻水平层段时，边钻边对比实
测响应曲线（蓝色曲线，右上）与模拟响应曲线。（资料改编自 Griffiths，参加文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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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专家把全球水平钻井的快速

发展归因于在上述地区和得克萨斯其

他油田井开发方面取得的成功和教训
[6]。然而，在奥斯汀白垩系地层所钻

的水平井，并不是所有井都经历了产

量的大幅增加。很多作业公司没有充

分考虑该地层的复杂地质特征—储层

断块发育，低于地震分辨率的断层把

奥斯汀白垩系地层分割成多个独立的

储层。

如今，作业公司利用广泛的储层

模型外推地面和井下资料，预测水平

井将要钻遇的地层。通过这种方法，

力争识别具有更高储层质量的岩石，

并尽可能了解具有更好完井质量的岩

石。然而，只要还未钻井，模型就只

能是一种近似，因为模型的质量取决

于可用资料的类型和质量。

地质导向方法

用于水平钻井的井下硬件设备在

过去几十年已大为改善，地质导向方

法和工作流程也得到了配套开发和更

新，以充分利用新技术和新钻井方法。

有了上述改进，地质导向方法得以不

断发展。目前，一般有三种补充方法

用于地质导向 [7]。第一种方法以建模，

比较和更新为特征，是一种被动的钻

井过程。第二种方法根据地层倾角资

料，通常是钻井过程中记录的方位角

数据，估测和外推层理面的走向。第

三种方法利用深探测定向资料进行远

程边界检测，从而主动调整井眼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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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踪模型。地质导向工程师和地质师可根据预测的地下地质情况建立测井仪响应的软件模型。用
自然伽马（绿色曲线，上）和浅电阻率资料（蓝色曲线，中）追踪模拟响应（红色曲线），表明井
眼轨迹的 2D 模型（下，绿线）是有效的。模拟和实测深电阻率数据间的差异（测井资料，下）可
表明井眼轨迹是否需要调整，尽管深电阻率资料再次跟踪到钻头当前位置。

^ 利用地层倾角资料进行地质导向。利用微笑和皱眉表情形状显示的方位测井资料，可帮助地质导向工程师确定钻头校正量。当井眼穿过层理面时，
方位测井仪响应表明井眼是否离开了层理上升或下降的地质层。当井眼切割上升地质层时（左），首先接触的是井底地层（左下）；当钻头离开该层时，
最后接触的是井眼顶部地层。当钻头切割上升地质层时，资料显示为皱眉表情的形状。相反，井眼离开下降层理面时的记录显示为微笑表情的形状（右）。
根据上述解释可上下调整钻头位置，确保井眼保持在目的层段内，或在偏离后重新回到目的层段内。

最大化油藏接触面积，避免偏离目的

层段。

使用建模 - 比较 - 更新地质导向

方法时，地质导向小组首先根据邻井

测井资料观察到的预计层段上的测井

仪器响应建立模型（上图）。地震资

料解释成果也加入综合分析中，帮助

地质人员估测地层边界的位置。

该小组可利用 3D 可视化软件的

提前计划功能设计井眼轨迹和钻井计

划。随钻采集到的实时资料可用于验

证模型，也可用于更新地层响应（左

图）。然后，负责定向钻井的司钻可

以根据更新后的模型调整井眼轨迹。

第二种地质导向方法需要了解地

层倾角的走向和大小。对井眼成像方

位数据进行解释后，地质导向工程师

可以估测和外推目的层段的纹理走向。

钻头轨迹应保持在目的层内。如果钻

头偏离了目的储层，可用 LWD 资料确

定钻头是否已经离开了储层的顶或底，

定向钻司钻可校正钻头方向，使之重

新回到目的层中（下图）。如果井筒

穿过断层，离开了储层，上述技术可

能无效，因为定向工程师必须知道钻

头向哪个方向钻进，才能重新回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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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导向的探测边界距离（DTB）技术。实时成像边界距离的技术利用定向测量结果和大探测深
度（DOI）确定到井筒上下邻层的距离。要使 DTB 技术使用效果好，邻层间的电阻率差异必须存在，
而且邻层还必须在测量窗口内。深探测 LWD 仪器，如 PeriScope 测井仪，记录的电阻率，可进行反
演处理，然后将反演结果转换成不同的颜色。对比较强烈的颜色说明层理特征差异较大。资料经过
处理后，像窗帘一样展示，因此制造了窗帘显示这个名称。如果知道井位相对于临层的距离，就能
通过调整钻井工具组合，使钻头向理想方向（蓝色）前进，这样井眼就能保持在目的层内，即使发
生了偏离，也能再回到目的层内。如果沿着计划井眼轨迹（绿色），这口井就会离开目的层（浅色）。

^ 构造地质导向。构造导向方法将油藏模拟和边界距离技术同高分辨率成像技术结合一起，用以进
行钻井决策。根据这些资料，地质人员建立 3D 模型，如图中显示的模型，定向司钻根据模型可直
观地了解钻头周围和前面的地层条件。这种方法对预测地下构造的几何形态，指导钻头在断层和褶
皱发育的复杂油藏内钻井非常有效。

的层，并且只有方位资料可能无法提

供这项关键信息。

第三种方法是，地质导向工程师

利用远程边界检测方法提前确定钻头

钻进方向。

通过深探测方位角记录，可以提

前知道目的层和周围地层的变化（右

图）。如果周围地层和目的层间的电

阻率差异非常明显，这种技术就特别

有效。优化泄油能力，进入未开发断块，

避开潜在水层，这些钻井方案都是这

类主动钻井技术的主要优势。在厚储

层段或层间电阻率差异较低的环境下，

这种技术可能不是很有效。复杂地质

环境，如断层和褶皱发育的环境，也

不适合使用这种技术。

另外一种地质导向技术，构造导

向技术，扩展了上述三种方法的能力。

它替代了平面几何假设方法，是一种

基于观测资料进行地质预测的方法（右

下图）。尽管大多数地质导向技术都

把重点放在地质构造的几何形态方面，

但构造导向方法还是采纳了传统方法

的一些方面，试图利用随钻测井资料

解决地质构造的复杂性，其中一些随

钻测井资料只是在最近才能够实时采

用。

构造导向工作流程

定向钻井被定义为指引井眼沿计

划轨迹到达已知侧向距离和方向的目

的层的技术。构造导向则是利用 LWD
资料，将构造分析与建模能力同井眼

成像结合起来，建立 3D 模型，使作业

者基于模型优化井位的一个过程，通

常是实时进行的过程。通过将新型软

件工具建立的地质模型融入分析之中，

并提升那些可能不适合原始钻井计划

的解释成果的可信度，作业者能够根

据构造导向方法进行实时决策。

有一款软件利用构造导向方法，

它是将 Petrel E&P 软件平台使用的两

个插件进行综合：eXpandBG—近井筒 -
油藏规模模拟模块，和 eXpandGST—实

时地质导向模块。MicroScope 随钻电

X,606

X,608

X,610

X,612

X,614

X,616

X,618
X,800 X,850 X,900 X,950 Y,000 Y,100 Y,200Y,050 Y,150 Y,250 Y,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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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率和随钻成像测井仪提供的实时资

料可与 PeriScope 地层边界成像仪采

集的深探测记录结合起来，用于构造

分析，提高建模能力。

利用提供深探测功能的仪器以及

那些采集实时井眼图像的仪器提供的

资料，斯伦贝谢的地质人员开发了构

造导向工作流程，为地质导向决策提

供了一个指导框架（左图）。解释人

员拾取边界距离，然后将边界展现在

eXpandGST 剖面上。诸如 MicroScope
仪器测量的成像资料可提供层理倾角，

裂缝信息和断层检测结果。

eXpandBG 模块的输入数据是 LWD
测井数据，同时，工程师建立一个融

合钻井极性记录的更新模型。极性记

录表明井眼是朝向构造的顶或底前进。

接下来用该软件计算实际地层厚度

（TST）指标；TST 与储层段的厚度相

关。地质导向工程师可比较随钻记录

的构造倾角与原始模型的构造倾角，

很快识别出异常现象。利用地层层位，

eXpandBG 软件设计出远离井眼的构造

倾角，地质师可以标记层顶和地层面。

有了上述信息，地质导向小组就能确

定是否需要进行校正，或将井眼向哪

个方向引导。

构造导向钻井的两项要素是 LWD
资料和软件。前者可用于建立切合实

际的模型，后者可提供描述储层的有

效方法。如果没有实时资料，工程师

和地质师可能不太容易了解地下构造

8.  Borghi M，Piani E，Barbieri E，Dubourg I，Ortenzi 
L 和 Van Os R ：“New Logging-While-Drilling 
Azimuthal Resistivity and High Resolution Imaging in 

Slim Holes”，发表在第 10 届地中海会议暨展
会上，意大利 Ravenna，2011 年 3 月 23-25 日。

^ 构造导向工作流程。利用构造导向方法钻井
时，首先制定作业前计划：地质人员基于邻井
测井资料，可能是从一口先导直井采集的测井
资料（上），建立构造模型，然后进行资料关
联分析，确定层顶的位置和地质标志层，最后
从直井周围进行资料外推，再根据预测地下构
造形态建立井眼轨迹。开钻后，地质导向工程
师利用倾角资料的实时分析结果引导井筒走向。
地质导向工程师可根据实际地层厚度剖面（TST）
确定井眼与标记层的距离，调整井眼轨迹。钻
到井底后，这项工作还未完成。接下来根据采
集的最新资料更新模型，优化完井方案和技术
设计，制定新的建井计划，以最大限度提高采
收率（下）。

T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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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浆脉冲遥测系统（MPT）的数据传输速度。LWD 仪器利用泥浆脉冲信
号（数据编码）传输和接收数据。早期 MPT 系统的数据传输速度只有几
个字节 /秒。尽管在过去几十年内MPT系统的数据传输速度已经提高很多，
但 LWD 数据传输速度仍然比电缆测井仪器低两个数量级。对某些作业，
LWD 数据必须存储在存储器内，仪器回收到地面后再取出。对需要大量
数据，如高分辨率成像项目，井下存储是很常用的手段。目前已经成功开
发的数据压缩新技术，结合数据高速度传输，已使实时采集某些作业数据，
如构造导向成为可能。

^ MicroScope 测井仪。MicroScope LWD 测井仪提供四种侧向测井电阻率，四种井眼成像记录，两
种环形电阻率。该仪器还包括倾角和方位自然伽马记录。该仪器提供的高分辨率井眼成像可用于确
定构造条件。根据上述资料，可以识别断层和裂缝。因为该仪器提供了多个探测深度的高分辨率信
息，通常可将天然裂缝与钻井诱发的浅裂缝区分开。环形电阻率记录对确定钻井条件，识别钻头周
围的地层非常有用。

的几何形态，不能精确制定下一步计

划。然而，实际情况是，工程师经常

在面临复杂储层又缺乏资料时，必须

做出决策。直到最近，还没有开发出

LWD 作业解决油藏这些复杂性问题的

仪器，但目前这一情况已发生了改变。

随钻测井仪器的发展

随着模拟软件和钻井硬件的发

展，LWD 仪器在设计和功能方面也得

到了发展。最早的 LWD 仪器只是复制

常规电缆测井仪器能够记录的资料，

其主要设计的思路是记录油藏描述所

需要的高质量岩石物理资料。现代

LWD仪器仍然能够提供岩石物理信息，

但还具备其他优势：在地层暴露于钻

井液前就采集数据。我们知道暴露一

段时间后，钻井液会改变岩石和流体

的属性。另外，LWD 作业的实时记录

优势还开辟了仪器开发的新途径。 
目前，服务公司引入的 LWD 仪器

比常规电缆仪器更能探测到地层深处。

新仪器设计功能也使实时采集钻头处

的数据成为可能。有了井眼周围丰富

的资料，司钻能精确地确定井眼位置，

从而优化生产或注入动态。

应用新型测井仪器采集的数据有

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定向钻井。例如，

地质导向工程师可利用深探测测井仪

器提供的信息帮助井眼保持在狭窄的

目的层内。利用深探测资料和 TST 处

理结果，目前工程师可以根据周围地

质构造，而不仅仅是井眼附近的地质

条件，管理井眼轨迹的方向。

对于裂缝性油气藏，如奥斯汀白

垩油气藏及很多页岩油气藏，油藏段

可能几十米甚至几百米厚，部署井位

时，更倾向于使井眼穿过裂缝网络，

而不是保持在范围较窄的层段内。提

供高分辨率资料的成像仪器能证实裂

缝的存在，对那些部署不很合适的井

段，也许需要重新定向或重钻。而在

某些油藏，为了避免过早见水，需要

避开裂缝和断层。工程师则利用这些

高分辨率成像仪器识别裂缝和断层，

并精确描述裂缝和断层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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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记录，特别是井眼成像

数据，涉及到大量数据，而且 LWD 数

据传输速度比电缆测井系统的传输速

度低几个数量级，因此成像数据的主

要来源一直是电缆测井仪器。最近投

入使用的 LWD 数据传输系统和成像系

统具备电缆测井仪器的功能，也能够

像电缆测井仪器一样检测裂缝和断层，

确定裂缝和断层的走向。不再需要单

独下测井仪器获取这些信息，在钻井

过程中司钻就能做出钻井决策。

提高分辨率

很多 LWD 仪器通过泥浆脉冲遥测

系统（MPT）向地面传输数据。目前

数据传输速度已达到了 MB/ 秒和 TB/
秒级别，可是最初泥浆脉冲遥测系统

只能提供每秒几个字节（上图）。因

为 LWD 仪器能够随钻连续向地面传输

数据，因此比电缆测井仪器更有时间

采集和发送数据，如此测井公司已经

找到了克服泥浆脉冲遥测系统的低传

输速度不足。然而，对于数据密集型

记录，如井眼成像有关的记录，基本

上还是依靠电缆测井仪器，因为测井

电缆传输数据的速度较快，能够满足

成像需求。

现 代 LWD MPT 系 统 传 输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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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缆测井与 LWD 成像测井对比。电缆成像仪如 FMI 测井仪提供的记录
（左），已经成为行业标准，虽然在水平井中下入这类仪器可能很花费时间，
也可能增加卡钻的风险。最近推出的 LWD 成像测井仪，如 MicroScope，
提供的成像质量（右）可以电缆测井仪相媲美，通常将资料实时传输到地面，
或存储到存贮器中，仪器回收到地面后再取出资料。（根据 Allouche 等人
的修改，参考文献 10。）

X,333

X,334

X,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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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38 

X,339 

X,340 

FMI MicroScope 

速度较高—某些系统甚至能达到 128 
bps。传输速度的提升，加上采用新方

法数据压缩，为可能实现实时数据采

集开辟了新的领域。MicroScope 测井

仪器就是受益于高速度数据传输的一

款仪器（下图）[8]。

MicroScope 测井仪上的聚焦方位

传感器边旋转边采集资料，提供的井

眼成像资料与电缆测井仪的资料相当，

如 FMI 全井眼地层微成像仪记录的资

料。MicroScope 测井仪还有一项优势

是它能够提供不同径向探测深度的高

分辨率电阻率成像记录，可使工程师

区分天然裂缝和钻井引起的裂缝。

MicroScope 测井仪采用环形天线

作为发射器，沿钻铤发送轴向电流，

进入地层测量电阻率。两个纽扣电极

分别安装在钻铤两侧，随着测井仪旋

转能覆盖整个井筒。电流离开仪器表

面，通过导电钻井液直接进入地层，

然后返回纽扣电极 [9]。井筒影响校正

后，电流测量值是地层电导率（及其

倒数电阻率）的函数。纽扣电极测量

分布在井筒周围 56 个独立面元中的电

阻率，纽扣测量值的方位取决于地球

的磁场，用与仪器轴向垂直的方位定

向系统测量。

全阵列测量结果包括几个探测深

度，大约是 2.5 厘米，7.6 厘米，13 厘

米和 15 厘米（1 英寸，3 英寸，5 英

寸和 6 英寸），从仪器表面开始，沿

径向向外测量。这些数据能够分辨出

小到一英寸的层理面和特征体。尽管

FMI 成像数据也能分辨出小特征体，

对层理分析和分辨裂缝特征很有效，

但 MicroScope 成像完全可以与 FMI 成
像相媲美（上图）。

钻头处电阻率也可以从测井仪底

部两根天线处获得。一根天线起到发

射器的作用，另一根起到监测器作用。

电流从钻头流出，并返回到上面稍远

处的仪器串。天线下面的钻柱相当于

一根电极，实测电流大小取决于地层

电阻率和泥浆特性。

井筒成像除了需要大量数据，利

用 LWD 测井仪提供高分辨率图像的最

大挑战是需要将基于时间的数据转换

成基于深度的数据。传统的 LWD 测量

结果与钻台上观察到的钻杆移动距离

相关联。这种方法不太适合检测小的

地层特征体，因为地面上观测到的钻

柱位移可能不能反映井下仪器的细微

移动。斯伦贝谢的科研人员引入了一

种新算法，根据测井仪旋转而不是观

察到的管柱位移，推算局部深度信息
[10]。 

对于这一方法，高分辨率资料以

及基于磁力计的仪器方位都记录为随

时间变化的资料。这些资料都可看作

是固定、已知厚度的条带。将基于时

间的测井资料转换成以深度为基础的

图像，要求精确估算传感器的方位角

和轴向位置。随着仪器的前进，重合

条带被合并，然后与仪器的轴向位移

进行对比。该方法提供了一种高分辨

率深度匹配（下一页，上图）。随后

将成像数据传送到地面，分辨率计划

不受影响。

地质导向工程师还利用比电缆测

井仪探测深度更大的测量结果识别到

储层段顶和底的距离。这些记录帮助

地质导向工程师规划井眼轨迹，使其

一直保持在目的层段内。PeriScope 地

层边界绘图仪记录 360o 的资料，能检

测出距离井眼 6.4 米（21 英尺）远的

地层。倾斜的接收线圈方向灵敏性很

强，能确定地层方向。只要目的层与

其周围层段间的电阻率差异足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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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辨率测井记录与深度的相关关系。LWD 测井深度参照地面记录的钻杆移动距离进行估算。对于大部分数据，这是一种可接受的采集方法。然而，
这种方法的精确度无法满足高分辨率资料采集。为了弥补传统深度测量的不足，斯伦贝谢的工程师们开发了一项技术，利用成像的重叠条带（左），
基于测井仪上纽扣传感器间已知固定距离，建立一种内部深度参考基准。相关关系的建立考虑了测井仪井下移动距离（中，蓝色）和地面移动距离（黑
色）间的不匹配。相关后的成像结果（右）与未相关的成像结果相比有很大改善。（根据 Borghi 等人的资料改编，参考文献 8。）

^ 综合利用各种资料。地质人员利用实时成像结果（上）识别断层，确定倾角方向，然后用这些资
料解释地质条件。地质人员还用 DTB 记录帮助建立地下地层模型（下）。通过综合利用各种资料，
可使定向司钻及时调整计划井眼轨迹（绿色），最大程度地增加油藏接触面积，如果井眼轨迹意外
遇到断层或褶皱等不利条件，确定井眼轨迹回到目的层的最佳路径（蓝色）。

PeriScope 仪器就能提供井眼在当前层

段内具体位置的关键信息 [11]。

现代地质导向工程师需要的资料

不只是用来确定钻头在目的层中的位

置和方向。如果遇到断层，地质导向

工程师单从深探测仪器可能获取不到

足够的信息去了解构造形态以使钻头

回到目的层。

通过综合分析高分辨率成像资料

和深探测仪器数据，有助于地质人员

建立井筒周围地质构造的 3D 图像，通

常还能帮助定向钻井工程师决定下一

步钻进方向，如果井筒钻出了目的层，

再怎样重新回到储层（右图）。

分析复杂地质构造 
在过去 10 年，从富含有机质的页

岩中生产天然气成为全球追逐的焦点；

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水力压

力和水平钻井。开发这类气藏的常规

途径是先钻垂直导眼井，然后水平侧

钻到页岩层段。因为这类远景油气藏

的地质构造比较复杂，有些井眼可能

会钻出产层，或钻遇储层质量较差的

岩石。尽管经常可用地震资料解决油

气藏的复杂性问题，但很多情况下这

些资料的分辨率不高，不能充分确定

9.  MicroScope 测井仪设计专用于导电泥浆环境。

10. Allouche M，Chow S，Dubourg I，Ortenzi L 和
van Os R ：“High-Resolution Images and Formation 
Evaluation in Slim Holes from a New Logging-While-
Drilling Azimuthal Laterolog Device”，SPE 131513，
发表在 SPE EUROPEC/EAGE 年度会议暨展览会
上，西班牙巴塞罗那，2010 年 6 月 14-17 日。

11. 关于 PeriScope 测井仪及层边界成像，请参考：
Chou L，Li Q，Darquin A，Denichou J-M，Griffiths 
R，Hart N，McInally A，Templeton G，Omeragic D，
Tribe I，Watson K 和 Wiig M ：“Steering Toward 
Enhanced Production”，《油田新技术》，17 卷，

第 3 期（2005 年秋季刊）： 54–63。

Bourgeois D，Tribe I，Christensen R，Durbin P，
Kumar S，Skinner G 和 Wharton D ：“Improving 
Well Placement with Modeling While Drilling” ，《油

田新技术》，18 卷，第 4 期（2006 年冬季刊）：
20–29。

12. Amer A，Collins S，Hamilton D，Gamero H，
Contreras C 和 Singh M ：“A New 3D Structural 
Modeling Technique Unravels Complex Structures 
Within the Marcellus Shale: Utilizing Borehole Image 
Logs”，发表在 AAPG 东部会议上，华盛顿特区，
2011 年 9 月 25–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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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特征体。最近在 Chief Oil & Gas 
LLC 作业的 Marcellus 页岩井中应用了

一种新型 3D 构造方法，其中包括应用

eXpandBG 建模 [12]。

利用导眼井资料建立的原始模型

表明存在一个向西北方向倾斜的向斜

和一个向东南方向朝向计划的分支井

段底部倾斜的背斜。Chief 油气公司的

工程师根据垂直导眼井的解释结果提

出了井眼轨迹计划。

水平井段的钻进只参考了 LWD 方

位自然伽马记录。完成分支井段后，

用 FMI 电缆测井仪采集了井筒成像资

料。利用 eXpandBG 处理软件进行资料

解释后，原始油藏模型和实测地质构

造间的差异变得非常明显。

利用 eXpandBG 软件，无需解释人

^ 复杂的 Marcellus 页岩模型。通过外推从导眼井提取的地层顶建立了原始储层模型（插图），然
后地质导向工程师基于该模型设计了井眼轨迹。实际构造形态与模拟构造形态非常不同。 分支井
是从认为是轻微向上倾斜的饼状层段开始（西北偏北 5o）。然而，进入水平层段前，该井穿过了
一条褶皱轴，其周围地层倾斜很大，然后出离了目的层段。尽管定向钻井司钻希望继续钻井能够
帮助确定向哪个方向钻进，但该井很快穿过了一个断层；该断块隆起，并且相对以前层段倾斜，
同时也向相反方向倾斜。该井只有穿过第二个断层才能重新进入目的层段。幸好该井仍然保持在
Marcellus 页岩层内，继续钻进逐步靠近了基于导眼井设计的角度（根据导眼直井假设地层倾角为
西北偏北 5o）。该井比预期提前出离了目的层底，因为实际地层比预计情况倾斜度高（西北偏北
8o）。由于仅有方位自然伽马信息作为参考，定向钻井司钻基本上无法确定如何更好地引导钻进方向。
地质人员后来将成像资料（用 FMI 测井仪采集的资料）加载到 Petrel 建模软件的 eXpandBG 模块中，
该模块输出的解释结果解释了井眼为何没有如预计那样进入储层。

Marcellus 

Marcellus 

eXpandBG 

NW SE

5°

24°
25°

X°

8°

员额外输入资料，就可以解决地质构

造的复杂性问题。该软件也能利用多

井资料建立构造模型。在本例中，利

用局部曲率轴方法计算地层倾角，建

立 eXpandBG 构造模型 [13]。该方法提供

的答案可能不是唯一的；然而，地质

解释人员可以对答案进行干预和调整，

使之和其他资料拟合，例如 3D 地震解

释结果。

Chief 公司以及斯伦贝谢的地质专

家分析了导眼井和水平井段的倾角层

序，并根据局部曲率轴方法在 Schmidt
图上对各构造进行了分类，以此分析

复杂的构造。与原始模型相反，新模

型揭示了三个不同的层段：第一段是

非对称背斜，第二段高度倾斜，第三

段轻微倾斜（上图）。

根据直井段识别出的地层倾角，

表明地层向西北偏北方向倾斜 5o。该

井本应经侧钻进入目的层段，仍然保

持这个趋势。然而，侧钻实际上是从

一个褶皱轴开始，在那里构造突然转

向，向南倾斜 24o。井眼很快退出储层

段，并穿过一个断层，最后又重新进

入储层段，但是在一段反向倾斜层段

（向北 25o）。该井钻遇了第二个断层，

然后又回到目的层内；随后钻井继续

沿原始构造模型指示的井眼轨迹进行。

糟糕的是，因为实际地层比模拟地层

倾斜度大，井眼退出 Marcellus 页岩段

底部的时间早于预期。

通过审查井眼轨迹，确认需要实

时随钻构造资料。而只有方位自然伽

马资料用于解释地层构造，这一钻井

计划未能实现最佳井眼轨迹。如果用

LWD 仪器实时采集到了成像资料和深

探测电阻率资料，那么基于这些资料

的钻井和完井计划或许会大不相同。

模拟过程的最后一步涉及到用

Petrel 地质重建软件进行模型验证。

这套软件可以恢复和正演模拟复杂褶

皱和断层地质模型。通过一套全面的

边界条件模拟岩石的力学动态，该软

件可使用户分析复杂构造。软件证实

了现今复杂解释结果的可行性（下一

页，上图）。最近采集的 3D 地震资料

也验证了该构造模型。

和附近的其他井相比，该井产量

不尽人意。如果用 LWD 成像资料更新

构造模型，或许可以修正井眼轨迹，

或基于新模型重钻。同样，四级增产

设计或许会更有效（下一页，下图）。

实际上只有二级和三级完全在目的层

段。一级和四级覆盖的目的层只是层

段的一半。另外，增产措施没有达到

井底的 Marcellus 页岩段，尽管该页岩

段与褶皱周围的高应力层段（FMI 资
料表明此处存在天然裂缝）非常相似，

而天然裂缝一般能够提高页岩储层的

产量。在本案例中，根据实时构造资

料设计井眼轨迹，或许可以增加油藏

接触面积，提高油井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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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平衡和恢复。为证实利用 eXpandBG 模型所得解释成果的有效性，必须进行构造平衡和恢复模
拟。假设原始地质结构成饼层状（上），然后用 Petrel 地质重建软件对模型进行沉积后加载。经过
早期压缩（中），形成了观测到的复杂形态，后期隆起解释了现今的地质条件（下）。最后一步模
拟证明 eXpandBG 软件提供的解释成果是有效的。

^ 完井结果。作业者根据方位自然伽马资料解释结果为 Marcellus 页岩井设计了水力压裂增产措施
计划。该计划是在修正后的构造模型（如图所示）建立前制定的，包括四级（紫红色线），其中只
有二级和三级段完全在目的层段内，一级和四级只有部分在 Marcellus 页岩段。水力压裂没有到达
井底地层（白色椭圆虚线），在此处识别出了裂缝，工程师认为错过了增产机会。作业者认为，与
邻井相比，该井的压裂效果令人失望。

Marcellus Shale

Stage 1
Stage 2

Stage 3 Stage 4

储气库导向

最近在 Stoccaggi 意大利天然气

公司，即 Società Nazionale Metanodotti 
(Snam) 的储气分公司，开展的一项地

下储气库项目中采用了构造导向工作

流程，该流程使用了实时 LWD 资料和

eXpandBG 处理软件。该项目涉及到多

个气田和多口气井，由埃尼公司专家

提供技术开发。钻井计划的目标是利

用最短井距获得最大最优储层段接触
[14]。最终利用实时 LWD 资料指导了钻

井和井眼轨迹导向。

和意大利许多地区的情况一样，

因为地层倾斜大，断层多，地层变

化剧烈，水平钻井面临诸多挑战。

Furic 气田储层段是上新世浊积岩系

的有限延伸。包括数个砂岩体，其中

含有较小互层。该气田的钻井工序是

按照预定工作流程进行的。作业公司

选择了水平目的层，地质导向工程师

将井计划输入 Petrel E&P 软件平台的

eXpandGST 模块。该平台上有来自垂直

导眼井的测井资料。程序创建了一个

正演模拟记录，用来预测几种情形下

（比如地层倾角大于或小于预期）的

测井响应。这些情形可能表明与预期

情况相比井位于气藏不同的部分。

在该油田所钻第二口井的目的层

由两个朵状砂体组成，被两个页岩层

分开。钻井目标是钻穿浅的朵状砂体，

穿过薄页岩，然后进入较深砂的体。

作业者按照钻井计划完成了导眼直井

段，然后开始按预先规划的井眼轨迹

钻水平井段。

地质人员用两种独立仪器系

统确定地层倾角：深探测地层边

界 PeriScope 测 井 仪 和 井 眼 成 像

MicroScope 测井仪。这些测井资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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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横切井筒的断层和层理信息。随

着开始水平段钻井，PeriScope 测井仪

显示地层倾角平缓，随后倾角略有增

加。

电阻率突然下降似乎表明井眼轨

迹穿过了上部朵状砂体和中间的页岩

段，正向较深的砂体钻进；然而，地

质人员经过资料解释，认为井眼轨迹

意外穿过一个断层，正在进入上倾段

（上图）。

钻穿上倾段后，证实断层解释是

正确的，最终井眼穿过第二条个断层，

又重新进入储层段。井眼通过第二条

断层后采集的测井资料表明该井正穿

过较深的朵状砂体，钻井队决定将钻

头倾斜 90o 以上，重新钻入上部朵状

砂体。

井眼再次穿过页岩层，最后到达

^ 意大利某储气井复杂的地质构造。这口水平井的目的层是两个被页岩层分开的朵状砂体。原始地质模型假设是层饼状地质构造，钻井工程师计划井
眼轨迹（绿色）通过上部朵状砂体，穿过中间的页岩层，在下部朵状砂体终止。然而，实钻井眼轨迹（蓝色）没有钻遇连续地层，而是钻遇一个断层，
进入目标砂体下面的隆起层段，穿过第二个断层后，才重新接上下倾段中下部朵状砂体。通过下部朵状砂体段后，地质导向工程师使井眼轨迹向上，
使之再次进入页岩层，并重新接上上倾的上部朵状砂体。常规岩石物理资料记录—电阻率（第二道和第三道），自然伽马（第四道）和地层密度（未
显示）—未能提供足够的导向信息。另外，如果工程师只用 PeriScope 工具提供的 DTB 资料（红点和蓝点，下图），也难以确定方向调整量。但根据
MicroScope 仪器提供的成像资料（上图），地质人员可识别断层，确定倾角方向，正确导向钻进方向。如果没有上述两项补充测井系统，钻井工程师
难以确定穿过断层后向哪个方向钻进。（根据 Borghi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4。）

15. Koepsell R，Han SY，Kok J，Munari M 和
Tollefsen E ：“Advanced LWD Imaging Technology in 
the Niobrara—Case Study”，SPE 143828，发表在
SPE 北美非常规天然气会议暨展览会上，得克
萨斯州 Woodlands，2011 年 6 月 14–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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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朵状砂体的下倾段。穿过第一条

断层后，如果按照原始井眼轨迹，会

完全错过下部朵状砂体，并且大部分

井眼将穿过将两个朵状砂体隔开的页

岩层。根据实时 LWD 资料对井眼轨迹

进行了修正更新，使其穿过两个朵状

砂体，因此尽量扩大了与储层段的接

触面积。

页岩钻井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东北部和怀俄

明州东南部的 Niobrara 页岩探井中，

工程师用构造钻井工作流程分析页岩

井的复杂地质环境 [15]。Niobrara 页岩

远景区属于上白垩系钙质页岩，生产

石油和天然气。页岩由泥质灰岩组成，

其中夹有白垩岩，泥灰岩和膨润土等。

由于岩石的渗透性差，孔隙度低，一

般情况下，对具有天然裂缝的层段经

过水力压裂后可提高产量。 
对于 Niobrara 页岩井，典型的开

发方案是钻垂直导眼，用电缆测井仪

采集岩石物理资料。对于评价井，测

井项目通常包括电阻率测井，中子测

井和密度孔隙度测井，元素捕获能谱

和核磁共振（NMR）测井等。井筒成

像测井用于识别裂缝和地质特征描述。

声波测井可用于了解岩石的力学特征，

帮助设计压裂增产计划和井筒稳定性

评估。作业者还通常在导眼井中进行

常规取芯，用于确定岩性，描述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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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复杂地质构造。MicroScope 仪器记录的成像资料可显示为动态模式（第二道）或静态模式（第四道）。地层倾角（上图，第一道）可从成像图
上人工拾取，或根据资料计算。图中的绿色小蝌蚪符号表明倾角呈下行方向，围绕每个小蝌蚪，顺时针从 0o 到 360o，即北 - 东 - 南 - 西走向。还计算
出倾角大小，并可以从测井记录上读取。洋红色的小蝌蚪表示裂缝及裂缝走向。可以采用环绕模式显示成像资料，以此模拟水平井（插图）。层理面（绿
色），断层（洋红色），连通裂缝（蓝色）和闭合裂缝（青色）可以直观地显示在水平井筒上。（根据 Koepsell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5。）

特征。从导眼中采集的资料用于描述

储层特征，确定目的层段方位，识别

开始侧钻的最佳深度。

水平段的测井目标与垂直导眼井

的测井目标不同。水力压裂设计时，

需要了解裂缝密度，类型和走向。测

量井眼轨迹和方向很关键，特别是当

井筒出现进出储层段的情况。识别断

层，确定断层位置和方向可为完井设

计提供指导信息。工程师识别构造复

杂的层段，有助于他们能够使井筒保

持在储层单元内，或在井筒离开目的

层后，确定重新进入目的层段的最佳

路径。利用 LWD 仪器提供的资料可以

确定地层的沉积变化，地质人员也利

用这些资料更新模型，根据模型可从

垂直导眼井外推岩石特征。

在分支井中采集成像资料的传统

方法要求部署通过钻杆传送的电缆测

井仪。地质人员利用这些资料确定是

否存在天然裂缝，以及天然裂缝的数

量，走向和密度。而利用 MicroScope
仪器采集高分辨率成像资料就不需要

单独下入电缆测井仪器进行测量（上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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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直井段。地质人员可识别直井段内的层理面和断层的位置和走向，并预测离开井眼的这些构造，但水平井常常会意外钻遇地质构造。在这口井
的直井段（上），地质人员识别出几个地质层段，包括目的层—C 长椅型构造，它是白垩岩和泥灰岩混合地层，以塑性页岩和非生产性白垩为界，属
于 Niobrara 组的一部分。地质导向工程师规划的井眼轨迹通过该目的层，定向钻井工程师从 C 长椅型构造开始侧钻（下，延展段）。水平钻井进行了
约 2350 英尺（76 米），遇到了出乎地质人员意料的构造。井眼（黑色曲线）至少穿过七个大断层 （洋红色线）。穿过第一组断层后，发现 C 长椅型
构造上倾，使井眼进入储层的最下部。继续钻进，井眼穿过第五个大断层，钻到目的层的下面，而且完全退出了储层。于是地质人员重新建立了水平
井的模型，作业者回到第一个大断层段开始重钻水平段，这次改变了钻进方向，使新井眼（图中未显示）在原井眼轨迹之上。通过重新定位，井眼一
直保持在目的层段内。地质人员可充分利用倾角数据识别其他构造特征体。跨越五个层段的立体网络图可用于识别裂缝及断层类型和走向。最左边的
图表示闭合裂缝呈西北偏北 - 东南偏南走向，可能是因为褶皱作用形成。（根据 Koepsell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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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开展了一项在水平井中通过多级

水力压裂开发 Niobrara 储层的项目。

根据垂直导眼井的测井记录，地质人

员能够确认存在一个被称为 C 长椅的

目标层。井筒成像资料表明有呈西北 -
东南走向的连通裂缝和东北偏北 - 西
南偏南走向的矿化裂缝。为了尽量扩

大与天然裂缝的交叉，计划水平井段

与天然裂缝垂直，角度为 104o，水平

跨度约长 2400 英尺（730 米）。

MicroScope 仪器为构造和裂缝分

析提供了实时高分辨率成像资料。工

程师利用 eXpandBG 软件建立了 3D 模

型，这有助于优化井位，设计水力压

裂作业计划。MicroScope 仪器记录的

成像资料对了解复杂构造环境特别有

用。除了大量连通裂缝和闭合裂缝，

地质人员还发现了很多断层，一个漏

掉的层段和一些构造变形的地层（下

图）。

计划井眼轨迹是根据直井段测井

记录和地面地震资料制定的，井筒穿

过一个断层，退出目的层，进入了目

的层下面的泥灰岩非产层段。井筒后

半段在 C 长椅型构造体之下，基本上

是在没有生产能力的塑性页岩层内钻

进。经过资料分析，开始侧钻，并根

据新模型重钻了大部分层段，使井筒

进入构造较高的部分。

测井结果对工程师关于分支井完

井计划的很多决定产生了影响。例如，

完井计划要求采用裸眼封隔器进行隔

离。工程师识别出了井眼冲刷段和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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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眼井测井资料。在井斜 30o 的裸眼直井段采集了各种测井资料，基于这些资料，发现有一段含油碳酸盐岩储层。根据实测井深，
表明该产层（灰色阴影）厚度不足 20 英尺（6 米）。经过井斜校正后，产层的真垂直厚度甚至小于图中所示。根据 NMR（第五道）
和 MDT（未显示）确定的流体流动性表明该层段中有一个小的渗透性薄层。地质导向小组建议利用 PeriScope 仪器和 MicroScope 仪
器指导水平井钻井。定向钻井工程师利用岩石物理资料指导钻进方向，但目的层内的自然伽马（第一道），电阻率（第二道）和孔隙
度（第三道）变化不明显。但在目的层之上的高电阻率厚层盖岩提供了参考边界层，可用于指导该井地质导向。

圆形井筒段，因此避免在这些层段下

入封隔器。在靠近断层的井段会影响

密封质量和水力压裂效果。因为同样

的原因，封隔器没有在连通天然裂缝

层段下入，在成像图上识别出了这些

裂缝。

水力压裂分级进行，并且分级压

裂设计基于根据岩石物理资料识别出

的类似岩石类型。压裂设计也考虑了

由于地层构造复杂性而形成的局部应

力。

薄层导向钻井

开发非常规资源可能需要利用与

16. Al-Suwaidi SH，Lyngra S，Roberts I，Al-Hussain J，
Pasaribu I，Laota AS 和 Hutabarat S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a Novel Mobil i ty Geosteering 
Technique in a Stratified Low-Permeability Carbonate 
Reservoir“，发表在 SPE 沙特阿拉伯地区技术
年度技术大会暨展览会上，沙特阿拉伯 Al-
Khobar ，2013 年 5 月 19–22 日。

开发常规资源不同的钻井和完井方法，

但常规资源也会受益于非常规资源开

发方法的应用。沙特阿美公司利用实

时构造导向工作流程，结合 eXpandBG

建模软件和 eXpandGST 处理软件，来开

发若采用其他方法很难实现经济开采

价值的非常规资源。目的层是碳酸盐

岩储层，产层是渗透性碳酸盐岩与低

渗透率层的互层，上覆非孔隙性碳酸

盐岩盖层。 
该井钻于沙特阿拉伯某大型老油

田内 [16]。历史资源表明，该油田主要

是从两大碳酸盐岩储层开采油气。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该油区发现了

两个小规模地层油气圈闭。这口井就

钻在这两个储层中的较大储层内。几

口直井进一步确认了发现的范围并进

行了测试。这是一个低渗透率储层，

蕴藏高质量轻质油，而且气油比相对

较高。

2012 年初，沙特阿美钻了第一口

碳酸盐岩储层开发井。这口井是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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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导向及作业实施。在含油碳酸盐岩目的层段内，工程师将开采目标限制在一条夹在低渗透含油层（黄褐色）间的渗透性薄层内。钻井目标是使
井筒与覆盖在储层上的高电阻率、低孔隙度盖岩（绿色）保持固定距离。电阻率（第四道）和孔隙度（未显示）表明整个层段上的特征变化很小。为
了有效指导钻进方向，工程师利用 PeriScope 窗口数据（第七道和第八道）保持井筒到边界的距离。地质人员也利用 MicroScope 成像资料（第三道）
检测方向和地层倾角（第二道）的微小变化。井位工程师利用钻井极性资料（第六道，红色表示上钻构造，绿色表示下钻构造）提前校正井眼轨迹。
由于目的层和其周围有利层在流体流动性和渗透率方面是有差异的，在 LWD 测井系列中增加了 FPWD 仪器。沿井筒随机采集了流动性数据（第一道上
的蓝色圈），但在确定在 1700 英尺（520 米）左右存在流体流动性后，由于担心测井仪器遇卡，工程师去掉了 FPWD 仪器。地质导向小组对大约 2900
英尺（884 米）长层段进行了导向（底图，蓝色），并在整个层段内使井眼一直保持在窄小的目的层窗口内。

MicroScope

PeriScope 

PeriScope

X,000 Y,000 Z,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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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主产层完井的一口枯竭生产井的

加深。导眼井段斜度为 30o，穿过了储

层段，而且沙特阿美公司进行了全面

的资料采集项目，包括全储层段取岩

心。

目的层的孔隙度和电阻率相当均

匀；作业者利用核磁共振组合测井仪

器识别可动油（上图）。通过 MDT 模

块式地层动态测试器证实目的层中只

有一个薄层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可生

产油。

根据测井资料，岩石物理师确定

渗透层厚度小于 10 英尺（3 米），位

于高电阻率盖层之下大约 6 英尺（1.8
米）处。测井分析人员不能确定这段

流动性较高的层段是否进一步向外延

伸到储层，还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地层

异常体。

即使这一层段延伸进入储层，工

程师仍然认为要想从垂直导眼井开采

如此薄的产层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

为了更有效地开发这一储层段，他们

设计了一口水平试验井。面临的挑战

包括利用实时 LWD 记录确定是否存在

高流动性层段，并使井筒保持在窄小

的高渗透率窗口内。孔隙度和电阻率

测井记录对识别这段高流动性层段基

本上没有什么帮助。

技术小组确定最佳方式是使井

筒与上覆盖层保持固定距离。距离大

小根据 PeriScope 仪器提供的边界距

离（DTB）确定。该小组依靠真地层

厚度（TST）数据使井筒相对于盖层

位置保持不变位置。斯伦贝谢的地质

导向工程师利用 eXpandBG 软件处理

从 MicroScope 成像结果上拾取地层倾

角，实时计算 TST。沙特阿美公司的

人员利用上述解释成果指导定向钻井

工程师操作 PowerDrive 旋转导向系统

向正确的方向钻进。

根据试验井的测井结果，判断

NMR 记录不足以确定高流动性层。因

此，工程师采用了 FPWD（随钻测量

地层压力仪器）确认井眼轨迹保持在

高流动性薄层内。为了确保井眼沿地

层倾角和方向微小变化轨迹钻进，地

质导向人员使用了 MicroScope 仪器采

集的井筒成像资料解释成果。

地质师利用井资料建立了一个 2D
构造模型，并对 LWD 仪器响应进行了

正演模拟。地质导向小组将侧钻位置

定在该层段附近，为了确保与上覆盖

层保持所需的距离，他们沿地层上倾

方向钻进。一旦 eXpandBG 处理结果证

实得到了预期的井眼轨迹，则保持适

当方向钻进（前一页图）。

FPWD 资料是从对最初 1700 英尺

（520 米）采集的，结果证实所选井

眼轨迹没有偏离高渗透率薄层走向。

每次 FPWD 流动性测试都要求让钻具

组合静止 20 分钟后进行。每次流动

性测试后，显著的拉力开始发生，由

于担心井筒状况和测井仪器串被卡，

都将 FPWD 仪器去除。然后只依靠

eXpandBG 软件和 eXpandGST 软件提供

的 DTB 资料和 TST 资料确定对井眼

轨迹的校正量，完成剩余井段钻进。

MicroScope 仪器提供的成像资料帮助

确定了地层倾角，是关键的解释输入

数据。水平井段大约长 1900 英尺（884
米），整个层段一直保持在只有 4 英

尺（1.2 米）宽的甜点窗口内钻进。

通过该井证实了高渗透率薄层不

是地层异常体，而是向外延伸进入了

储层。完井后进行了试井，并开始生产，

日产量达数千桶。目前正在进行详细

评估，但早期分析证实，因为该井是

沿高渗透层轨迹钻进，井筒进入储层，

如果用其他方法则很难进行经济开采。

知识就是力量

水平井钻井一度是几何学与钻井

技术的练习题。然而，随着地质导向

技术和实践方法的发展，引入了 LWD
仪器，地质导向人员据此可以更好地

了解地质和地下构造条件。将井下资

料应用于建模软件，可使作业者直观

对地下复杂构造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

这种知识为作业者提供了修正钻井计

划的强大工具，使他们可及时调整井

眼轨迹并优化完井方案。

服务公司不断推出 LWD 新仪器，

有些甚至在过去曾经认为不适合在钻

井环境下使用。压力取样，井下地震

采集和声波测井装置曾经被认为不能

随钻使用，正是因为这些服务已被行

业接受，高分辨率井筒成像和大数据

量传输目前正逐步可行。对这些资料

进行正确恰当的解释有可能改变钻井

方式；这样的钻井已经不再主要依据

几何形状，还针对井下构造条件进行

优化钻井。

与常规钻井相比，构造导向钻井

涉及到更多测井仪器，需要更多分析

资料除之外，构造导向钻井的成本也

较高。但这些测井仪器和资料向工程

师和地质师提供更多答案，使他们有

可能设计出开发油气藏的最佳井眼轨

迹，从而提高采收率，产出更多油气。

构造导向钻井可能不是对每一口井都

有效，但对地下复杂地质构造准确分

析为作业者提高资源采收率提供了一

个强大的工具。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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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层和油藏流体类型的情况下，作业者使用常规电缆
地层测器进行压力测量和流体取样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工程师最
近开发出的仪器可在困难的环境下，如低流体流度地层和稠油环
境，进行可靠的地层测试。

电缆地层测试技术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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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式双封隔器电缆地层测试仪器（WFT）。一些 WFT 在取样和瞬变测试过
程中使用液压膨胀式封隔器对地层进行隔离，以避免井眼流体的污染。

^ 探针式 WFT。探针式仪器下入指定深度后，仪
器从 WFT 的一侧将活塞伸出顶靠至井壁，与此
同时封隔器总成被紧紧推靠至待测试的地层。之
后，封隔器总成中部的探针深入地层。储层流体
通过探针流入到仪器的管线以及取样室，然后将
其取至地面。探针周围的封隔器密封阻止井筒流
体与储层流体进行混合。

WFT

工程师在对油藏进行特征描述并

进行完井设计以最大限度提高生产效

率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油

藏流体样品进行分析并进行瞬变压力

测试。油藏工程师和岩石物理师使用

多种数据准确评估储量并建立有代表

性的油藏模型。其中包括流体组分，

孔隙压力测量，油藏温度，油藏对压

力变化的响应，以及与地震资料的整

合等。

以前，大多数地层流体样品都是

在钻杆测试以及生产测试过程中达到

地面后收集的，然后再将其分离成气、

油和水等组分。这些样品被转移到异

地实验室进行分析。试井继续为工程

师提供有关油藏流体、油藏规模以及

生产潜力等有用的数据。但是，对在

地面收集的样品进行流体特征描述存

在一定的问题。在地面对分离流体进

行重新混配需要格外小心：在采集和

运输过程中，技师往往很难避免样品

污染或是造成压力损失，在偏远地区

作业时更是如此。在实验室重新建立

地下条件非常困难，但进行准确分析

要求必须重建井下条件。

20 世纪 50 年代，业界引入了电

缆地层测试器（WFT），通过测井电

缆将测试器下到目的层，以解决上述

以及其他一些取样难题。这类仪器一

种最新的版本使用跨式双封隔器在取

样点上下进行坐封以便将地层与井筒

流体隔离，使地层暴露更大的范围进

行取样（左上图）。然后，使地层流

体流入或是泵入仪器中进行收集并回

收至地面。

探针式 WFT 使用液压操作臂迫使

封隔器总成顶靠在井壁上（上图）。

探针位于封隔器中央，深入地层后，

油藏流体流入或是泵入仪器内。在井

下对流体进行分析，在使用井下压力

计测量压力的过程中可以收集样品。

在使流体流入样品室之前对其进行纯

净度分析。这使得电缆测井工程师在

采集地层样品之前去除掉收污染的样

品。在将样品回收至地面的过程中，

取样瓶使流体保持在地层压力下，然

后将其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 [1]。



油田新技术34

^ 使用 Quicksilver Probe 聚焦取样仪器进行地层流体取样。探针有两个吸入口，屏蔽入口在取样入
口周围（左下）。封隔器在这些探针周围并将其分开，与井壁之间密封（右）。蓝灰色表示地层流
体，浅棕色表示泥浆滤液。当开始泵抽时，流过样品入口的流体污染程度很高（左上），但很快会
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WFT 取得的流体样品往往要比在

地面收集的油藏流体更具有代表性。

然而，早期仪器中使用的探针在某些

地层中不适用，很难建立起密封条件。

此外，在流体缓慢流入仪器的地层中

进行测试会延长仪器在取样点的停留

时间，常常出现样品被泥浆滤液污染

的情况。而且，高粘地层流体只有在

井筒和地层之间形成相对较高压差时

才能流入井筒。这一压降（或压差）

可能会超出 WFT 封隔器的额定压力，

或使未固结地层井壁崩落，从而导致

封隔器总成周围的密封失效 [2]。高压

差还可能使仪器处的压力降低至泡点

压力以下，从而在油中产生自由气或

是造成组分变化，从而影响样品的完

整性。

在某些井况条件下，使用常规单

探针 WFT 难以获得有代表性的样品，

因为密封封隔器仅将地层或探针总成

与井筒的钻井或完井液隔离。侵入到

渗透性地层中的流体也可能使样品受

到污染。为了获取相对纯净的油藏流

体样品，工程师使用泵出模块（WFT
仪器串中包括的微型泵）使地层流体

流过仪器并进入井筒，直至污染物被

全部泵出。通过各种传感器在井下对

流入流体的特性进行分析。然后使流

体流向取样瓶，对流体进行收集和保

存，然后运送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分析。

在任何情况下，获得有代表性的

储层流体样品都是一个挑战，因为工

程师很难知道流体何时具有足够的纯

净度。工程师必须依靠油藏以及污染

侵入的特性和多少来计算在给定流速

下地层流体流动达到纯净所用的时间。

以下因素使这一计算进一步复杂化，

即储层流体以锥形体的方式向探针流

动，受到近井筒侵入带以及沿井筒方

向一定垂直距离上污染物的影响。该

流动的外边界可能含有很多非储层流

体，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将其泵出。

而且，工程师往往低估这一过程需要

的时间，因此得到的样品不具有代表

性。相反，如果工程师高估了这一时间，

那么在取样点上会停留过长的时间，

从而增加成本。

对 WFT 的设计改进旨在克服上述

限制。例如，为了缩短流动时间并确

保获得有代表性的样品，斯伦贝谢的

工程师开发出了 Quicksilver Probe，对

纯净储层流体进行聚焦取样，使用两

个同心取样区域将流体泵入仪器。外

部环形区域是流体受污染较为严重的

区域，在井筒处排掉。内部探针流入

的流体是锥形流动内部区域更具代表

性的流体，之后可将其导向进入 WFT
取样瓶（下图）[3]。

另外一个创新改进（井下流体分

析 DFA）使用光谱识别储层流体流过

WFT 时的组分。该技术使工程师能够

确定污染程度，在污染程度达到可以

接受的水平后才开始取样。在单井以

及多井中的选择层段使用 DFA，工程

师可以获得以前无法得到的进行油藏

结构分析的数据。

持续的挑战

在大多数类型的地层中，对 WFT
进行改进的技术都大大提高了作业者

获得有代表性流体样品从而进行分析

的能力，与此同时还可获得高精度井

下压力数据。但某些作业方面的限制、

未固结砂岩地层、稠油以及低渗透率

岩石等仍就对取样成功率产生影响。

传统的跨式双封隔器是针对这些

情况的一种解决方案。然而，这一解

决方案也有一定的作业问题。在大井

眼中，封隔器需要较长的膨胀时间，

它们在测试层段上下的相对位置形成

较大的存储体积。这一存储体积的影

响会大大增加获取纯净流体所需的时

间，并在对低渗透率地层进行瞬变测

试时带来麻烦 [5]。

在对低流度地层进行测试时，在

泵出过程中的压降可能变得很高。形

成的压差可能会超过现有跨式封隔器

的额定压力 31 MPa（4500 psi）。高压

差还可能是未固结砂岩地层中高粘度

流体流动的结果，从而造成密封失效，

甚至造成井壁崩落。

易碎地层由于地层砂堵塞探针和

流动管线也可能使取样作业失败。此

外，在低力学强度岩石进行钻井常常

会 高度粗糙的井筒，规则井段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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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urn 探针。Saturn 探针通过等间距分布在仪器四周的较大入口收集流体样品。当封隔器膨胀后，
使入口顶靠井壁，从而在储层流体和井筒流体之间形成密封。仪器的形状设计使储层流体（绿色）
呈径向流动型式（中，右），并能快速清除被污染的流体（蓝色）。这与典型的 WFT 的流动型式（中，
左）不同，后者在仪器的一侧有一个入口。Saturn 探针的流动面积比常规探针的流动面积大许多倍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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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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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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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2

Saturn Quicksilver Probe

2. 压降是指诱发流体从地层流入井筒的压差条
件。当井筒压力低于地层压力就会出现压降，
可能是自然发生，也可能是由于泵抽或井的
开采而产生。

3. 有关 Quicksilver Probe 仪器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Akkurt R, Bowcock M, Davies J, Del Campo C, Hill B, 
Joshi S, Kundu D, Kumar S, O’Keefe M, Samir M, 
Tarvin J,

Weinheber P, Williams S 和 Zeybek M: “Focusing on 
Downhole Fluid Sampling and Analysis,”《油田新
技术》, 18 卷 , 第 4 期（2006/2007 年冬季刊）: 
4–19。

4. 有关井下流体分析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Creek J, Cribbs M, Dong C, Mullins OC, Elshahawi 
H, Hegeman P, O’Keefe M, Peters K 和 Zuo JY: 
“Downhole Fluids Laboratory,”《油田新技术》, 

21 卷 , 第 4 期（2009/2010 年冬季刊）: 38–54。

5. 井筒流体膨胀和压缩效应会使压力瞬变分析
中使用的油藏对压力变化的响应发生畸变。
压力瞬变分析中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区分井筒
存储效应和真实的储层压力响应。

很难获得良好的封隔器密封。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工程师在近

些年使探针的尺寸增大了 10 倍，并改

变了探针形状的设计使其更好地适应

不同的地层类型。能够形成较大过流

面积的探针提高了在致密和易碎砂岩

地层应该的成功率，双封隔器技术使

压差额定数值提高到了 40 MPa（5800 
psi）。DFA 测量还能帮助确保样品纯

净度，与取至地面并运送到实验室的

样品相比能够进行一系列不同的复杂

流体分析。斯伦贝谢公司的工程师最

近对 WFT 进行了进一步改进，开发出

了在地层和仪器之间能够提供较大流

动面积的探针，与此同时还能提供更

好的密封。

径向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压差限制以及相关的密

封和封隔器失效等问题，斯伦贝谢的

工程师开发出了 Saturn 三维径向探针。

该仪器使用 4 个长条形入口沿模块周

围等间隔分布，而不是使用单探针或

双封隔器。单一膨胀式封隔器将每个

入口与井筒进行隔离，与地产之间形

成较大的密封表面（右图）。

与 单 探 针 WFT 封 隔 器 相 比，

Saturn 探针使用的封隔器在粗糙井眼

中的密封更可靠，而且与跨式双封隔

器相比膨胀减压速度更快，与此同时

完全消除了存储体积。4 个入口嵌入

封隔器内，每一入口都比常规探针上

的入口大很多，从而进一步加快了获

取纯净样品的速度。

清洁时间—层段测试时间的主要

组成部分—是使井流动直至消除储层

流体污染或是降低至可接受水平所需

的时间。缩短测试时间的一个关键是

通过较高流量来缩短清洁时间。为了

测试 Saturn 探针设计能否能实现这一

目标，油藏工程师建立了数值模型，

将使用 Saturn 探针时的时间与使用超

大直径（XLD）探针时的时间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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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测试模拟的参数。工程师使用基于特定井筒、地层、流体和模拟参数
（上）的油藏模型，对 Saturn 探针、跨式双封隔器以及 XLD 探针的清洁效
率进行了比较。模型输出结果（下）证明，对于亲水和亲油砂岩不同的垂直
和水平渗透率而言，Saturn 探针较大的流动面积大大缩短了清洁时间。模拟
结果考虑了双封隔器存储体积的影响。在这些模拟中，假定存储体积为 17
升（4.5 加仑），假定油基泥浆和水基泥浆滤液在存储体内随即发生分离。
封隔器之间的层段高度为 1.02 米（40 英寸）。

6. Al-Otaibi SH, Bradford CM, Zeybek M, Corre P-Y, 
Slapal M, Ayan C 和 Kristensen M: “Oil-Water 
Delineation with a New Formation Tester Module,” 
SPE 论文 159641, 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
会上 , 美国得克萨斯州 San Antonio, 2012 年 10
月 8–10 日。

7. 流度是地层渗透率与流体粘度的比值。因此，
较低的地层渗透率或较高的流体粘度都使流
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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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D

21.6 cm [8.5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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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 h
14.6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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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使用 ECLIPSE 油藏模拟

软件对三种探针配置进行了分析。对

于混相污染，研究人员对单一相流体

系统进行了模拟，并使用嵌入示踪剂

表示钻井液污染。此外，研究人员还

对亲油和亲水系统进行了非混相模拟。

在模拟实验中，工程师考虑了渗

透率、各向异性、滤液与油之间的粘

度差异、侵入前沿的扩散以及侵入范

围等参数。在混相污染清洁情形中，

工程师发现尽管对 XLD 探针而言地层

油的突破更快些，利用 Saturn 三维探

针在总泵出体积较小的情况下能够收

集到较纯净的样品。在对非混相污染

清洁进行模拟时，使用了粘度为 1.0 
cP（1.0 mPa.s）和 0.6 cP（0.6 mPa.s）

的泥浆滤液。在使用典型的水湿和油

湿相对渗透率的情形中，达到 5% 污

染的清洁时间与混相污染情况类似（上

表）[6]。

因为使稠流体流动经常会产生很

高的压降从而造成弱地层破裂，因此

在固结较差的砂岩地层使用高粘流体

通常是电缆地层测试最大的难题之一。

流体从储层流向取样仪器的动态

由达西定律所决定，即流量直接与渗

透率、压降压力以及横截面积成正比，

与流体粘度以及压降范围上的长度成

反比。Saturn 探针的流动面积大约比

传统 XLD 探针的流动面积大 40 倍，因

此降低了使稠流体或低渗透率地层流

体流动所需的压降压力（下一页，上

图）。

过去，传统 WFT 方法使作业者只

能在传统探针的较高压降和较低流量

与跨式封隔器的较大流量之间进行选

择。较低流量的缺点不再是清洁时间。

另一方面，虽然双封隔器与传统探针

相比允许有更高的流量，但它们会形

成大的存储体积并可能失去密封，因

为在非固结地层中不能提供必要的井

壁支撑。Saturn 探针设计具有探针和

双封隔器的优点：大的流动面积可缩

短清洁时间，封隔器 - 探针配置可提

供井壁支撑以形成更可靠的密封。

Saturn 三维径向探针新方法使作

业者能够在不能的条件下收集样品，

进行 DFA 和识别瞬变流动系统，其中

包括低渗透率地层、稠油、未固结地层、

接近泡点的单相流体以及超致密地层

等等。

对理论进行验证

某作业者使用了 Saturn 仪器来区

分以前使用传统仪器很难进行地层测

试的油层和水层。其中的一个问题是

地层测试中泥浆漏失使得取样时间限

制在每个测点为 4 小时。由于这些地

层还是低流度地层，这一作业限制使

得使用传统探针难以收集样品。

工程师将该作业视为比较 Saturn
仪器与传统取样方法一次很好的机会。

他们设计了 WFT 仪器串，其中包括

XLD 探针、Saturn 探针、DFA 组分模

块以及几个取样瓶。在仪器下入井中

的过程中，工程师进行了多次压力测

量，在将仪器从井中回收的过程中收

集了 7 个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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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污染分布。使用 Saturn 探针和 XLD 探针清洁的模型在 4 个时间点上进行了显示。对 XLD
和 Saturn 探针都使用了相同的压降，但是由于其流动面积较大，而且是圆周上多个点吸入流体，
Saturn 探针能够在较高的泵速下工作，最终实现清洁速度比 XLD 探针快 12 到 18 倍。（改编自 Al-
Otaibi 等人，参考文献 6）。

^ 发现油层。在中东地区的这口井中，根据地层压力（第 1 道），流度（第 2 道），密度 - 中子 - 声波（第 3 道）以及电阻率（第 4 道）等测井资料，
分析人员可能认为目标层不含油。然而，泵出过程中的 DFA 测量（第 5 道）表明在该碳酸盐岩地层有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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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测点，在 DFA 测量识别

出流动流体中含油为 60—70% 之后，

使用 XLD 探针收集了样品。作业者选

择了第二个测点以确定最低可动油的

深度。工程师在第二个测点试图使用

XLD 探针收集样品，但在压降为 13.8 
MPa（2000 psi）的情况下，只能达到

5.2 升 / 小时（1.4 加仑 / 小时）的流量。

在泵出 1.5 小时后，将流动调至 Saturn
探针，尽管流量增加到了 7.8 升 / 小时

（2.1 加仑 / 小时），相应的压降仅为 4.7 
MPa（680 psi）。在这些条件下，流

动达到稳定，工程师得以在以前提到

的4小时限制时间内识别出了油水层。

在使用 XDL 探针对第二个测点

进行取样的同时，工程师观察到清洁

期间泵出的头 34 升（9.0 加仑）流体

中没有油（下图）。在考虑了 XLD 探

针的贡献率后，工程师断定，使用

Saturn探针，油到达仪器的速度更快，

工程师认为这是流量增加以及径向清

洁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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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l-Otaibi 等人，参考文献 6。

9.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勘探与生产
公 司 ：“2011: Las reservas de hidrocarburos de 
México,” 墨西哥城 : PEMEX (2011 年 1 月 1 日 ): 
22 ( 西班牙文 )。

10. Flores de Dios T, Aguilar MG, Perez Herrera R, Garcia 
G, Peyret E, Ramirez E, Arias A, Corre P-Y, Slapal 
M 和 Ayan C: “New Wireline Formation Tester 
Development Makes Sampling and Pressure Testing 
Possible in Extra-Heavy Oils in Mexico,” SPE 论 文 
159868, 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 , 得
克萨斯州 San Antonio, 2012 年 10 月 8–10 日。

11. Flores de Dios 等人 , 参考文献 10。

^ 流体取样。使用Saturn仪器在目的层采集流体仪器并进行压力测量（红色）。最初的测量是泥浆压力。
大约在 2500 秒处，仪器就为并开始泵出流体，之后是在约 10000 秒处进行压力恢复，确定出油藏压
力的估算结果。在 40000 秒左右重新开泵进行清洁时，总的累积泵出体积（绿色）开始增加。由于泵
速较高以及高粘度油到达仪器，压降增加。在大约 55000 秒处的两个压力尖峰是由于收集样品之后停
泵产生的压力震动造成的。还利用观察探针记录了压力（黑色）。最右侧坐标轴分别记录了第一次
和第二次的泵出速率（棕色和蓝色）（单位为厘米 3/ 秒）。（根据 Flores 等人的资料改编，参考文
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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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者还对该油田的一个低孔隙

度、低电阻率地层进行了测试。第一

次使用 XLD 探针进行了测试，产生了

13.8 MPa 的压降，流量小于 72 升 / 小
时（19.0 加仑 / 小时）。工程师使用

Saturn 探针在流量为 288 升 / 小时（76.1
加仑 /小时）的情况下把压降降低到 7.6 
MPa（1100 psi）。因此，工程师使用

DFA 模块的光学密度测量结果能够收

集足够的样品，以划分油水接触面。

还利用 Saturn 探针在一个低流

度地层识别出少量的油，而利用标准

XLD 探针是无法在该层泵出流体的。

最后，作业者使用取样和 DFA 来确定

非均质碳酸盐岩地层的油水界面，该

地层的电阻率为 0.7 欧姆米。在该例

中，工程师得以使用 DFA 测量结果结

合 Saturn 仪器收集的流体样品来确定

油层的厚度，而使用传统的取样方法

是无法完成测试任务的 [8]。

稠油的挑战

对常规井下取样装置来说，稠油

尤其会带来比较大的麻烦。通过适当

布置注入井和生产井来开采稠油资源

高度依赖于对流体的准确描述。由于

常常采用注蒸汽和人工举升的方法使

高粘度油流入井筒之后采到地面，因

此作业者掌握由相对高渗透率岩石或

低粘度流体产生的储层内较高流动地

层的情况至关重要。以上两种情况都

可能会形成高流度流体优先流动通道，

油和蒸汽通过这些通道流动经常会导

致大量的储量被漏掉。

2011 年，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

（PEMEX）报告指出该国 60% 的石

油储量是稠油和超稠油 [9]。随着较为

容易开采的储量不断得到开发，对

PEMEX 以及墨西哥而言稠油储量变得

日益重要。在墨西哥南部的 Samaria
稠油油田，PEMEX 正在试图对井下条

件下粘度高达 5000 cP（5000 mPa.s）
的稠油进行开采，稠油地层的无侧限

抗压强度在 0.69—5.5 MPa（100—800 
psi）之间 [10]。由于未固结地层中高

粘度流体给测试带来很大的挑战，作

业者虽然能够使用 WFT 在这些地层中

进行压力测量，但不能收集流体样品。

在 Samaria 油田，PEMEX 公司的工程

师选择了对每个层进行单独射孔和流

动的方法，并通过连续油管或钻柱部

署取样瓶。但由于该方法被证明不切

实际而且成本高—每个层经常用时达

数天或数周—因此作业者放弃了使用

这一取样方法。

随着 PEMEX 工程师对这些第三

纪砂岩的开发进行新的周期，他们于

2011 年开始使用 Saturn 探针来对 4 口

井进行评价。在第一口井中应用的主

要目的是验证这一新型仪器的功能。

在第二和第三口井中，工程师转向了

全压力测试，进行流体扫描和取样。

在第四口井中，他们还设计了层段和

垂直干扰试井等内容。

在每口井中对多个测点进行了

测试和取样。由于地层是未固结的，

井筒经常比较粗糙、不规则，使用传

统探针在清洁和取样前就可能失去密

封。在第一口井中，使用 XLD 探针和

Saturn 探针进行了测试，以验证新系

统的密封效果，并对一些变了进行调

整，包括坐封和解封时间、达到密封

的最小膨胀压力以及校正存储效应的

最优预测试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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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FT 干扰测试。Saturn 探针在单探针 WFT 之下进行测量。工程师进行了层段压力瞬变测试，获得
了垂直渗透率（kv）和水平渗透率（kh）。较浅位置的观察仪器（蓝色）和 Saturn 仪器（绿色）记录
了压差及其导数。分别使用 12.2 米、640 mD、120 mD 和 370 cP，kv、kh 以及粘度等数据建立了模型。
模拟数值（蓝色实线和绿色线）很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数据，表明垂直和水平渗透率数值是准确的。（根
据 Flores de Dios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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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n 探针在 7 个测点都实现了

100% 密封，使用的封隔器膨胀压力低

至 0.2 MPa（30 psi）。因此，工程师

得以在油基和水基泥浆环境下获得压

力测量结果，对压力响应只有轻微的

存储效应。PEMEX 工程师使用压力测

量结果和根据预测试确定的流度进行

完井设计，根基该设计将在指定层段

均匀分布注入蒸汽，提高驱扫效率。

随着对 Saturn 仪器测试应用的继

续，工程师利用仪器串在 3 口井中收

集到了污染程度最低的流体样品，该

仪器串包括 XLD 探针和 Saturn 探针、

流体分析仪以及取样瓶等。由于地层

未固结特性，PEMEX 工程师计划采用

低压差进行测试，在每个测点用时需

要 16—20 小时收集样品，其中很多时

间用来在清洁过程中泵出储层流体前

面的泥浆滤液。在第一个测点，在限

制压差的同时，工程师在泵出大约 9
小时后观察到了油气。

之后提高泵速，压差上升到大约

200 psi（1.4 MPa）。仪器内未发现有

砂进入。流动用来也下降，表明密封

效果很好。这使得作业小组决定放弃

原先低压降压力的计划，对第二个测

点设定 300 psi（2.1 MPa）的最小压差

（前一页图）。在该测点收集到的污

染程度很低的样品是重度为 7.5oAPI 的
油。后来进行的实验室分析表明，该

样品在井下条件下的粘度约为 1030 cP
（1.03 Pa.s），在大气条件下的粘度为

7800 cP（7.8 Pa.s）。工程师将利用样

品的实验室分析结果进行油田的完井

设计和生产规划。

在第四口井中，工程师使用

Saturn 探针结合观察探针进行了层段

压力瞬变测试。这些瞬变测试首先对

泥浆滤液进行彻底清洁，之后是变速

流动和关井，测试结果用于评价地层

的生产能力。在仪器串上部的观察探

针测得的数据为工程师提供了有关地

层的渗透率和渗透率各向异性等信息

（上图）。PEMEX 工程师正在应用这

一信息对核磁共振测井处理的截止值

进行标定，据此对渗透率预测结果进

行微调。

低流度和高可靠性

岩石物理师利用电阻率测井资料

能够确定大多数地层的油 - 水界面。

然而，在某些地层中，作业者很难对

含水和含油地层相交处的测井响应进

行解释。这一不确定性会影响到工程

师选择怎样的完井方式。

某中东地区作业者试图确定致密

碳酸盐岩地层中油层的延伸范围，测

井资料明确指示该层顶部含油，底部

含水。中部层的测井结果不明确。电

阻率响应与之下水层的电阻率类似。

利用传统井下取样仪器的 DFA 测量无

法解决这一中部地层流体类型的问题，

因为要在这一致密碳酸盐岩地层建立

流动需要的压差要大于传统双封隔器

的额定压力。

然而，工程师使用 Saturn 探针在

全部三个层中都收集到了样品，证实

了最上部地层是轻质油，最下部地层

是水层。在压差为 4900 psi（34 MPa）
条件下，对流度为 0.04 mD/cP 的地层

泵出 15 小时后，DFA 测量结果表明在

中部地层存在可动轻质油，因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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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钻井过程中泥浆滤液侵入井壁在井筒周围的
地层中形成正压时就会出现超压。在预测试
过程中利用 WFT 进行的压力测试受这一正压
的影响，此时压力大于地层真实的压力。

^ 低流度碳酸盐岩地层。在中东地区某地层中，电缆测井测量结果（上）无法给出肯定结论，或是
给出的解释相互矛盾。孔隙度（第 1 道）和电阻率（第 2 道）测量结果指示为油层。工程师利用
Saturn 探针收集储层样品，利用 DFA 模块测量流体特性，最终解决了中部地层不确定性问题。井下
流体分析（第 3 道）表明，与上部地层一样，中部地层也是含油层。这一致密碳酸盐岩地层中的流
体流动需要压差压力为 4900 psi（下），这一数值超出了传统 WFT 和封隔器的额定压力。（根据 Al-
Otaibi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6）。

ps
i

/

0
50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0

5

10

15

20

25

305,500

          

/     

/     

%     

%     
10

    

20
    

30
    

60
    

MDT

4900 psi

者断定油层的厚度比最初估算的厚度

要大（上图）。

压降限制

在某些情况下，尽管使用传统探

针也足以能够完成测试任务，但作业

者有理由仍然使用 Saturn 三维径向探

针。在埃尼集团的工程师看到使用新

型探针在加纳取得的成果后，其下属

公司（埃尼挪威分公司）的工程师决

定在巴伦支海的 Goliath 油田选择使用

这一新型服务。埃尼的工程师在相对

低流度的环境下将新仪器应用于砂岩

地层的测试，更新油藏模型和流体接

触面，并提高其对这一新技术的认识。

在测试作业过程中，地层压力测

量在油柱底部遇到了一些超压低流度

层。这在压力梯度的解释中引入了一

些不确定性 [12]。而且，很难找到清楚

的油水界面，因为电阻率测井响应可

能是高含水饱和度的结果，也可能是

深侵入影响的结果。Saturn 探针的流

体扫描识别出的油水界面位置比压力

梯度和测井响应指示的位置要深 5.5
米（18 英尺）。

此外，由于 Saturn 探针的流动面

积比较大，证实了薄互层低渗透率岩

石的强度。在本例中，尽管储层流体

流度为中等（45 mD/cP），储层压力

接近饱和压力。因此，保持低压降至

关重要，从而避免高压差引起两相流

动以及不具有代表性的气油比。使用

Saturn 仪器，仅需要 0.5 巴（0.05 MPa
或 7.3 psi）的压降进行扫描分析和准

确识别储层原油。在同一口井中的另

外一个测点利用 XLD 还收集了样品，

储层流体的流度为 880 mD/cP，比使用

Saturn 探针收集的流体样品的流度高

一个数量级以上。与 XLD 探针的流量

相比，Saturn 探针在一半压降的条件

下取得了两倍的流量（下一页图）。

这样一来，清洁时间仅是使用 XLD 时

的三分之一，无需担心极端压力变化

对样品完整性的影响。

未来的发展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业界采集

流体样品与关键压力数据的能力得到

了快速发展。对复杂地层测试作业的

要求日趋苛刻，这也促使了该领域的

技术创新。工程师对弱胶结地层以及

高粘度流体地层的测试日趋频繁，这

就意味着每个测点的测试时间必须更

少，压降范围更低，流量也更低。以

上这些限制因素的综合常常使得取样

不可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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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降和流量的比较。埃尼集团的工程师选择使用 Saturn 探针在流度为 45 mD/cP 的储层收集样品，并使用 XLD 单探针在同一口井中流度更高（880 mD/
cP）的储层收集样品。流过 Saturn 探针（左）的流量（上，绿色线）几乎是 XLD 探针流量（右）的两倍，但压降（蓝色线）仅是 XLD 探针的一半。清
洁过程中的荧光检测（中）指示荧光随着流体纯净度而增加时的清洁程度。利用 Saturn 探针进行测试的储层用了 10 分钟达到纯净度要求（左下），而
XLD 探针达到纯净度要求用了 30 分钟（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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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silver Probe 的仪器设计缩短

了测点上的测量时间，DFA 技术为工

程师提供了有关储层流体的关键和及

时的信息。以上两方面的技术进展不

仅使作业者能够更快地采集压力和流

体样品数据，而且对测量结果的精度

有更大的信心。

Saturn 探针的推出扩大了 WFT 技

术的应用范围，其中包括低渗透率或

未固结地层、稠油、近临界流体以及

粗糙井眼等。Saturn 探针的取样入口

形成的总流动面积比最大的常规单探

针地层测试器的入口要大 1200% 以上。

这一较大的面积意味着粘性流体的流

动受到的阻碍更小，所需压差降低。

而粘性流体流动以及压差等正是以前

某些环境下进行测试的限制因素。

除了使作业者能够在这些地层中

进行测量和取样外，在大多数情况下

Saturn 探针还能更快速处理泥浆滤液

和受污染的地层流体，从而缩短了在

测点上停留的时间。对低流度储层进

行的恒定压降模拟结果表明，与标准

XLD 封隔器探针相比，Saturn 仪器完

成流体清洁所用时间要快几个数量级。

由于不存在存储体积，能够更早地识

别瞬变流动范围，从而进一步拓展了

层段压力瞬变测试的应用范围。

缩短作业时间对当今的一些项目

而言十分重要，因为这些项目的作业

成本常常超过 100 万美元 / 日。Saturn
探针通过较高的流量解决了高成本时

间的问题，为作业者节省数小时甚至

数天的作业费用。同样，Saturn 探针

采集的数据能够使工程师根据真实数

据而非估算结果进行关键的完井和开

采决策。                                             —R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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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激发技术采用一艘地震船沿环形曲线航行，采集全方位
3D地震资料，在地质条件复杂的区域，这种技术提供的地下构造
成像比常规3D资料更加精确、可靠。最近在该技术基础上又开发
了多船采集，专门解决深水区盐下构造成像难的问题。

全方位海上地震成像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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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变形。光线穿过不规则玻璃杯表面发生
折射，导致勺子的某些部分不可见或变形（上）。
很明显，勺子图像的变形与观察角度有关。同样，
安哥拉海上某地下构造的地震成像随地震资料
的震源 - 检波器方位角不同而发生变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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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地震资料采集的传统方式是

地震船在勘探目标区上方沿一系列平

行直线航行，采集 3D 地震资料。这种

勘探系统本身存在缺陷：尽管震源波

前向各个方向传播，但只有一小部分

反射波波前被布置在海面上的接收排

列捕捉到，而且地震射线路经主要在

一个方向或方位角内成直线传播。

如果地质结构复杂，射线发生弯

曲，地震波无法波及到某些地下区域，

这时只有震源 - 检波器方位上很窄范

围内的资料才能被记录（左图）。为

了解决这一难题，研究人员开发了宽

方位角采集技术（WAZ），富方位角

采集技术（RAZ）和多方位角采集技

术（MAZ）（下一页，左上图）。上

述方法从多个方向“照亮”以揭示地

层面貌，提交的地下构造面貌更为清

晰，记录的资料信噪比（S/N）较高，

地震分辨率也得到提高，在成像难的

复杂地区（如复杂盐下构造）比较有

效 [1]。

宽方位角资料采集一般需要 3—4
艘地震船，每条船沿平行直线激发。

和常规地震采集过程一样，结束一束

线到开始采集下一束线之间地震船转

弯花费的时间一直被认为是不可避免

的非生产时间（NPT）（下一页，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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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船组合变线方式。在墨西哥湾典型宽方位角线性采集排列方式下，结
束一束线到开始下一束线，四艘地震船沿迂回曲折路线变换位置，开始新
线采集前，四艘船必须并排排列，避免线间转弯时发生碰撞。这种船的移
动方式导致产生非生产时间。

^ 环形激发示意图。采用环形激发单地震船全方位角采集
方式，地震船沿螺旋形重叠环线航行，进行连续采集。
偏移距 - 方位角图（插图）表明这种采集排列方式实现了
全方位角地震采集，偏移距覆盖次数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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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艘船宽方位（WAZ）组合。这种
采集排列方式（两艘船分别拖曳拖缆
和震源，加上另外两艘震源船）在墨
西哥湾得到了广泛应用。偏移距 - 方
位角关系图（插图）表明，用这种组
合方式采集偏移距和方位角，方位角
范围是 60。图中方位角对应的角度是
从圆的顶部顺时针旋转，偏移距对应
的距离是从圆心开始，颜色表示道数

多少，紫色表示最少道数，依次是绿色和黄色，红色表示最多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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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覆盖次数是衡量地震资料密度的一个指标。
通常按炮检对计算，即勘探区块上 3D 网格内
一个矩形面元（一般是 25 米 X25 米 [82 英尺
X82 英尺 ]）内记录某个目的层反射的反射波
的炮检对数量。高覆盖次数一般能提高信噪
比。

2007 年，西方奇科开始测试环形

激发技术—让一艘地震船沿螺旋形重

叠的环状曲线航行，进行连续记录，

获得全方位（FAZ）地震资料（右图）[2]。

和其他技术相比，这种采集方法覆盖

次数高，方位覆盖面大 [3]。全方位角

地震采集成本效益较高，因为只需一

条地震船，而且是连续记录，将非生

产时间降到了最低。

采用 Q- Marine 点检波器海上地

震系统可以成功执行环形激发地震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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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位层析分析流程。首先根据时间域处理结果建立一个倾斜的横向各
向同性（TTI）速度模型，作为初始模型。然后把 Tulip 项目采用环形激
发技术采集的资料按方位角分成三组，用于叠前深度偏移（PSDM）。将
PSDM 后的传播时间与通过模型层析反演和射线追踪预测的传播时间进行
对比，对原始速度模型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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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校准单检波器可以衰减噪音

（这一问题用其他技术无法解决）。

用全托架声波网络定位海上设备。用

Q-Fin 导向装置精确控制拖缆的深度

和侧向位置，以使缆间距保持不变。

DSC 动态排列控制技术增加了可控震

源和自动地震船，通过调整震源和拖

缆，使其实际位置与震源和检波器的

设计位置达到最佳匹配。环形激发技

术不要求专用设备，用常规 3D 地震采

集设备即可，地震船可以很容易地在

线性和环形方式间转换。

目前已在几个地区（包括地质条

件比较复杂的工区）进行了环形激发

地震勘探，这些环形观测系统全方位

角地震勘探项目记录的资料明显优于

常规 3D 地震勘探记录的资料，和多船

组合技术采集的宽方位角资料质量差

不多，甚至优于宽方位角资料。本文

介绍了最近在印度尼西亚，巴西，安

哥拉和墨西哥湾海上完成的地下地质

构造成像的一些成功案例。

印度尼西亚地震成像案例

环形激发技术首次用于全商业地

震勘探是在 2008 年为埃尼集团下属勘

探开发公司的 Tulip 项目采集地震资

料，该项目位于印度尼西亚海上加里

曼丹岛以东的 Bukat 产量分成合同区

块内。工区地质条件复杂，导致地震

响应较弱 [4]。由于目的层纵波阻抗差

较小，因此只有微弱的地震反射。海

底地貌粗糙，有峡谷和各种形状的障

碍物，导致地下构造成像不均匀、不

全面，由于面波和内部多次波的出现，

使 3D 射线路径非常复杂 [5]。海底下面

的海底仿拟反射层（BSR）使多次波

增加了数倍，进一步降低了地下成像

质量 [6]。海底仿拟反射层下面存在自

由气体，使一次反射波的频率和振幅

突然衰减。复杂的地下地质条件使得

勘探方案设计更加复杂。以上各种因

素的综合导致地震信号能量出现绕射，

吸收，分散，传播强度弱等现象。这

些影响在常规窄方位角拖缆（NATS）
3D 地震勘探结果中非常明显，形成的

目的层成像效果也较差。

埃尼希望通过改进采集方法提高

成像质量。工程师在现有速度 - 深度

模型上通过射线追踪进行了可行性研

究，评估各种单船拖曳拖缆观测系统

的可能性。没有考虑多船宽方位角方

法和富方位角方法，因为主要是记录

近偏移距资料—震源 - 检波器距离较

短的资料—用于成像起伏海底。研究

结果认为环形激发勘探方法能够提供

最佳目的层成像。另外，从后勤管理

方面考虑，向工区动迁几艘船存在一

定的困难而且会增加成本。

最终地震设计由 145 个半径为

6500 米（21300 英尺）的圆圈组成，相

邻圆的圆心距是 1000 米（3280 英尺）。

采用Geco Topaz 地震船，装备了 8 缆，

每根缆长 6 千米（3.7 英里），缆距

100 米（328 英尺），在 2008 年 8 月和

9 月共采集了 563 平方公里（217 平方

英里）的资料，将近 260000 个炮点。

完成原始计划圆圈的资料采集速

度比预期快，而且还多采集了几条线，

用于加密覆盖次数低的区域。在勘探

末期，经过加密激发后，实际目的层

成像比预期显得稍微均匀一些。西方

奇科利用环形激发技术用时 49 天完成

了 Tulip 项目采集。如果用三个方向的

MAZ 采集方法，预计需要 60 天完成，

用四个方向的 MAZ 采集方法需要 75
天。

2008 年 8 月在 Geco Topaz 船上开

始处理 Tulip 项目环形激发采集的资

料，到 2010 年 2 月在雅加达完成了所

有资料处理。环形激发采集方法带来

很多采集和构造成像方面的好处，但

也带来了资料处理方面的难题，因为

有些标准处理流程是针对线性观测系

统设计的。采集全方位角资料之前，

西方奇科的地球物理师建立了环形观

测系统 3D 合成资料的子集，并进行了

资料处理，用于验证推荐的算法和工

作流程的有效性。

准备资料处理的重要一步是剔除

多次波。西方奇科开发了 3D GSMP—
一般表面多次波预测流程，已证明该

流程对压制多次波非常有效，同时还

能保护一次能量的完整性 [7]。除了叠

加速度，该算法不需要实现了解地下

构造，可以处理复杂地质条件下和不

规则采集观测系统记录的任何级别的

表面多次波 [8]。应用于宽方位角技术

采集的资料时，3D GSMP 技术处理效

果最好，因此，应用于环形激发技术

采集的全方位角资料时，效果达到最

佳。对 Tulip 数据，基本上可以按照相

位完全预测出 3D 多次波，并采用上述

算法成功地将多次波振幅降低了 25 分

贝（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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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lip Coil Shooting 地震资料。通过对比以往采用 NATS 技术采集的 3D 老资料中的一条测线（左）
和现在采用环形激发技术采集的叠前深度偏移数据体中的对应资料（右），表明环形激发技术能有
效改善地下构造的成像质量，特别是对深层构造，倾斜同相轴的连续性、可见度和清晰度均有明显
的改善。

4. Buia M，Vercesi R 和 Tham M ：“Coil Shooting 
on Tulip Discovery: Seismic Processing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Results”，SPE 134222，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及展览会上，意大利弗洛伦撒，
2010 年 9 月 19–22。

5. 多次波是初至地震波在其传播路径上发生多
次反射形成的一种干扰波。大部分多次波是
从海底和海面 -大气界面上反射回来的反射波。
还有一部分是地下地层界面间反射回的反射
波。多次波可干扰或模糊一次反射波，通常
在处理过程中需要仔细压制。

6. 海底仿拟反射层（BSR）是深水地震剖面上常
见的地震反射层。研究表明 BSR 主要是因为
在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层底部圈闭了自由气的
地方存在声阻抗差。

7. Moore I 和 Dragoset B ：“General Surface Multiple 
Prediction ：A Flexible 3D SRME Algorithm”，First 

Break，26 卷，第 9 期（2008 年 9 月）：89-100。

8. 叠加是地震资料处理的一个关键阶段，即将
一个面元内的地震道叠加成一道。叠加前，
需将地震道根据震源 - 检波器偏移距和地下
地震速度估算结果进行逐道校正，将所有地
震道校正到一个时间界面上。

9. 偏移是地震资料处理的一个步骤，即将反射
波从其被记录的双程传播时间移动到根据地
下地震速度模型估测的实际空间位置上。

10. Cooke A，Le Diagon F，De Marco R，Amazonas 
D，Bunting T，Moldoveanu N，Klug S 和 Mattos 
E ：“Full-Azimuth Towed-Streamer Seismic: An 
Exploration Tool for Pre-Salt Hydrocarbon Exploration 
Offshore Brazil”， SGS 1.6，发表在第 82 届 SEG
国际年会暨展览会上，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
加斯，2012 年 11 月 4–9。

Tulip NATS Tulip Coil Sh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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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覆盖次数高，因此提高了信

噪比，这是环形激发方法诸多优点中

的一项。然而，不同面元上的覆盖次

数也会有很大变化，必须对这种变化

进行校正，以避免叠加后引起地震道

振幅的异常变化。处理工程师利用一

种加权方法—根据 3D 面元内地震道的

空间分布计算相应的比例因子—在全

方位角内将覆盖次数和偏移距贡献进

行规范化处理。然后分析目的层深度

的振幅，结果表明规范化处理是成功

的，它使数据适合进行处理，例如可

以进行振幅变化与偏移距分析或反演。

方位信息也提供了建立更加精确

的地下地震速度模型的机会，反过来

也使地下 3D 构造的深度成像更加准

确。采用层析方法建立模型—一种尝

试根据地震反射波实测传播时间构建

地下 3D 速度结构近似模型的反演过

程，通常包括某些地质约束条件。这

种分析方法通常在 2D 剖面上进行，通

过多次迭代在实测传播时间和基于 3D
速度模型预测的时间之间确定最佳拟

合值。

Tulip 项目数据按照方位角被分

成三组，输入层析工作流程，每一

组覆盖 60 数范围的资料（前一页

图）。每一组数据都进行叠前深度偏

移（PSDM）处理，结果输出到 50 米

X50 米（164 英尺 X164 英尺）的网格

上进行分析 [9]。根据时间域处理结果

首先建立倾斜的横向各向同性（TTI）
初始速度模型。然后分析 PSDM 资料，

结果表明必须调整速度模型，而且，

处理过程需要反复迭代，直到模型与

实测传播时间吻合。形成的各向异性

速度模型表明与根据以前在本区块采

集的垂直地震剖面（VSP）导出的层

速度非常吻合。TTI 模型也与井中观测

到的地质边界和层速度一致，并识别

出了海底之下的低速区，这可能是因

为自由气体的存在而造成的。

与在同一区域以前完成的窄方位

角勘探资料相比，环形激发 PSDM 最

终结果表明目的层深度和更深地层上

的构造成像有几方面的改善（右上图）。

特别是倾角同相轴的连续性、可见度

和清晰度等方面的改善非常明显。

巴西近海盐下成像案例

2010 年初，一家作业公司寻找

机会评估环形激发采集技术是否可以

作为有效改善巴西近海盐下目的层成

像质量的工具。该公司邀请西方奇科

在桑托斯盆地的一处深水油田开展这

项技术 [10]。这一油田的储层在海面下

6000 米（20000 英尺）深处，厚度从数

十米到数百米不等。上覆层包括构造

复杂的倾斜盐层，厚达 2000 米（6600
英尺），由均质岩盐和层状蒸发岩组成。

在该地区采集的储层段老地震资料信

噪比较差。另外，由于面波和层间多

次波比较强，严重干扰了盐下目的层

的一次反射波。

这次勘探以未来一口计划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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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项目炮点位置图。红圈表示实际炮点位
置。三个正方形从外到里分别表示勘探区域边
界，180 正方位覆盖区和 360 盖方位覆盖区。黑
色圆圈表示钻机位置。

180

360
^ 覆盖次数和照度。25 米 X25 米面元上的总覆盖次数（上）。计划覆盖次数（左）和实际覆盖次数
（右）基本上一致。计划（左）和实际（右）的目的层照度，或击中次数（下）也接近匹配。

中心，勘探目的是通过新资料帮助优

化井位。勘探区域内还有一口在钻井。

由于这项正在进行的钻井作业，在整

个区域内无法开展连续环状采集，但

有利于螺旋状 3D VSP 资料采集。处理

专家用这次的采集记录验证了用于地

面地震数据体深度成像的地质模型。

作业公司计划将采集的 3D VSP 资料与

地面地震数据体结合，以提高由于钻

井平台的存在被模糊的面积内的覆盖

次数。

建模人员进行了一项勘探设计研

究，以比较几种可能的采集观测系统

的预期结果，并将计划处理顺序应用

于通过现有地质模型进行 3D 射线追踪

产生的合成数据体。研究证实，与线

性观测系统相比，环形激发采集提供

的资料信噪比高，对多次波能量压制

效果好，目的层反射波连续性好。在

分析了几种可能的环状观测系统后，

双方在一项计划上达成了一致：在 600
平方千米（230 平方英里）的面积上

沿 78 个半径为 6.25 千米（3.88 英里）

的圆采集数据（下图）。通过设法使

采集观测系统略微不规则，并减少 3D
面元内的偏移距重复，使环形中心在

规定容限内随意分布 [10]。

资料采集在水深 2000—2300 米

（6600—7500 英尺）的区块内从 2010
年 11 月一直持续到 2011 年 1 月。地

震船装备了 12 条拖缆，每根拖缆长

8000 米（26250 英尺），缆间距 120 米

（394 英尺）。两组震源枪阵间隔 60
米（197 英尺），每隔 37.5 米（123 英尺）

交替激发。

为了证实资料质量，地震队在船

上查看了剖面。震源和检波器位置数

据被传输到里约热内卢的办公室，在

那里分析人员绘出了近实时覆盖次数

和照明图，与原计划进行对比分析（上

图）。采集期间地震队调整了测线位置，

特别是钻机周围区域内的测线。环形

观测系统使得作业调整非常容易实现。

最终采集了 92000 多炮，但采集路线

比原始计划少了一圈。

开始采集前，分析人员测试了工

作流程，包括原始噪音衰减和某些子

波处理，它随后将用于近实时船载资

料处理。测试结果证明，该工作流程

能有效消除强振幅噪音，同时不会明

显影响信号振幅（下一页，上图）。

处理专家对资料进行了校正，以

校正采集过程中因为水温和盐度的变

化引起的声波在海水中传输速度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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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规则化。原始共偏移距，共方位角剖面道间出现间隙或“抖动”，这是由于方位角变化引起
的（上）。规则化处理后，填实了道间间隙，减少了抖动（下）。两个插图中的蓝点分别表示规则
化前后偏移距 - 方位角数据体的覆盖次数，黄线表示地震剖面的位置。

^ 噪音衰减。原始炮记录（左）含有强振幅噪音，经过船载处理后被有效衰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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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oldoveanu N ：“Random Sampling: A New 
Strategy for Marine Acquisition”，Expanded 
Abstracts，第 80 届 SEG 国际年会暨展览会，
丹佛（2010 年 10 月 17–22 日）：51–55。

12. Carvill CV ：“A New Approach to Water Velocity 
Estimation and Correction”， U027，发表在第 71
届欧洲地学家及工程师协会会议暨展览会上，
阿姆斯特丹，2009 年 6 月 8–11 日。

13. Schonewille M，Klaedtke A 和 Vigner A ：“Anti-
Alias Anti-Leakage Fourier Transform”，Expanded 
Abstracts，第 79 届 SEG 国际年会暨展览会，
休斯敦，（2009 年 10 月 25–30 日）：3249–3253。

这种改变造成的反射同相轴旅行

时的异常会影响成像质量，多次波衰

减效果及其他应用于资料在 3D 面元内

分类的过程。这种改变可能在深水区

和洋流变化较快的区域内表现的最明

显，而这两种现象都是巴西海上水域

的典型特征。很多不同的环形曲线，

每个都有各自的水柱特征，都向每个

面元贡献数据；因此，当发生明显速

度改变后，必须进行校正。

通过层替换方法进行水速度校正
[12]。由于单条环形航线半径达 6.25 千

米（3.9 英里），在其调查区域内采集

的水速度样本变化非常大，因此地质

人员把每条航线分成几段，估计每段

的水速。然后应用动态校正，将数据

调整到一个水速函数。

在桑托斯盆地深水区，来自洋底

和复杂盐层顶界面的表面多次波和来

自盐层底和盐下的反射初至波重合。

因此，资料处理的关键是衰减表面波，

同时不破坏一次反射波的振幅强度。

环形采集方法的一个特征是炮密度比

常规 NATS 勘探方法的炮密度高，比

多船 WAZ 调查方法提供的近偏移距信

息丰富。这些特色确保提供的资料更

加满足多次波衰减技术（如 3D GSMP
方法）的要求。

资料覆盖在偏移距，方位角和

中点位置上（炮点和接收点之间的等

距离地表位置）在环形调查区域内本

身是不规则的—例如层析速度模型建

模——3D 面元需要等间距的中点，方

位角和偏移距。有几种方法可用来数

据规则化处理，在这次桑托斯盆地勘

探项目中，资料处理顺序的不同部分

使用了各种适用方法。

从不规则取样数据中提取规则取

样数据需要采用内插方法。对于巴西

海上勘探数据集，采用了傅里叶内插

方法建立了偏移距，中点和方位角完

全规则化的数据集，用于建立沉积层

速度模型（下图）[13]。这种方法能够

在多个方向上高效内插，提高稀疏采

样数据的规则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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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azley M，Whitfield PJ，Santos-Luis B，Sellars 
A，Szabo P，Nieuwland F 和 Lemaistre L：“Solving 
Short-Wavelength Velocity Variations with High-
Resolution Hybrid Grid Tomography”，C001，发表
在第 69 届欧洲地学家和工程师协会大会暨展
览会上，伦敦，2007 年 6 月 11–14 日。

15. Khaled N，Capelle P，Bovet L，Tchikanha S 和
Hill D ：“A Coil Shooting-Acquisition Case Study in 
the Angolan Deep Offshore”，X027，发表在第 74
届欧洲地学家和工程师协会大会暨展览会上，
丹麦哥本哈根，2012 年 6 月 4-7 日。

^ 巴西勘探项目旅行时残差。通过比较模拟旅行时和随环形激发记录的 3D 
VSP 资料提供的旅行时，地球物理师验证了速度模型。采集 VSP 资料时，
炮点以井筒为中心，呈螺旋形布置在钻机周围，检波器布置在井内。图中
颜色表示模拟旅行时和实际旅行时的差异，浅绿色表示最佳匹配。螺旋下
面和右边的洋红色面表示盐层顶。

^ 选自巴西环形激发 3D 数据体的地震测线和时间切片。采用环形激发技术
采集的新数据对盐底成像质量好，也使作业公司对盐下构造的解释成果充满
信心。

–32–40 –24 –16 –8 8 16 24 32 400
ms

3D

用快速傅里叶变换将空间 - 时间

域资料转换成空间 - 频率域资料。对

于每个频率切片，资料从空间域转换

成空间傅里叶或波数域。一旦完成傅

里叶域计算后，可通过离散傅里叶逆

变换将资料转换回空间域的任何位

置—在本例中转换到稠密且规则的网

格上。

在诸如桑托斯盆地这样复杂的地

质区域内进行深度成像，必须建立精

确的速度模型，将反射波正确定位到

其实际的地下位置上。如果是全方位

角采集，可用多方位角层析方法更新

速度模型。由于多方位角提供了更多

信息，可以减少不确定因素，增加更

新速度模型的信心 [14]。

地球物理师通过几个步骤更新了

桑托斯盆地的速度模型：他们首先将

环形采集的数据集分成三个方位角子

集：0o- 60o，60o-120o 和 120o- 180o， 及

它们的相反方位角，用于层析模型分

析。然后按三个层位：沉积层，岩内

层和盐下层，对各向异性速度模型进

行了更新。

验证建立的地质模型包括了 3D 
VSP 旅行时分析—将实测到达时间和

模拟到达时间进行了对比分析，以了

解模型的可信度（左图）。

用中间速度模型对环形激发采集

的资料进行深度偏移，与那些在本地

区采集的 2D 深度偏移数据相比，环形

激发采集技术明显改善了成像质量（左

下图）。新采集的全方位角资料对盐

底构造成像质量好，而且也使盐下构

造解释成果可靠。通过全方位角各向

异性模型对资料进行偏移处理后预计

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安哥拉海上环形激发采集案例

在西非盐下地区首次应用环形激

发技术是在 Calulu 前期开发区块内的

安哥拉 33 区块为 TEPA（道达尔勘探

与生产安哥拉分公司）及其合作伙伴

采集地震资料（下一页，右上图）。

该区块的水深为 1500—2500 米（4900—
8200 英尺）。区域内地质构造复杂，

延伸的盐蓬覆盖了区块的大部分区域。

主要储层是浊积砂岩，位于构造高度

复杂的近盐层和盐下区域。

1999 年 曾 在 这 一 地 区 采 集 了

NATS 3D 地震资料；然而，处理后的

资料不足以对这一地区复杂的盐体构

造和陡倾的背斜两翼进行正确成像。

另外，盐下目的层信噪比较低，照度

不够。偏移距（3.5 千米（2.2 英里））

和方位角覆盖范围有限，使得采集的

资料不尽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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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哥拉海上 33 区块 Calulu 前期开发区（PDA）。

^ Calulu 环形激发采集设计。该设计包括 72 个圆（左），圆心呈菱形分布（右），在目的区域内（红
色长方形）记录的资料覆盖次数高，且全方位覆盖。

^ NATS 采集方式和单船环形激发采集方式提供的覆盖次数和偏移距对比。覆盖次数图（左）NATS 采集方式提供的覆盖次数是固定的（红色），而环
形激发采集方式提供的覆盖次数变化但很大（蓝色）。在偏移距方面（右），NATS 采集方式提供的偏移距稍长，而采集同样面积的环形激发采集方式
记录的道数比 NATS 多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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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上述问题，TEPA 和其合

作伙伴决定重新采集 3D 地震资料：采

用大偏移距—7.5 千米（4.7 英里）—

在 1284 平方千米区块内采集 NATS 资

料，在该区块内 860 平方千米（332 平

方英里）面积上进行环形激发勘探。

公司进行 NATS 勘探的目标是通

过更好的信号穿透，长偏移距，高覆

盖次数和长记录时间改善深层渐新世

白垩纪盐下层段的成像质量。新资料

能够重新评估深层盐下层序，并首次

获得了盐下层序的 3D 解释成果。环形

激发勘探的目标是改善深层渐新世白

垩纪盐下构造的成像质量，以便进一

步了解圈闭形态，减少识别有无储层

的不确定性。通过比较两种资料，也

使研究人员有机会评估环形激发技术

的其他价值。

资料采集前进行了可行性研究，

制定了最佳环形激发参数，确保能够

对勘探区块中心处 38 平方千米（15 平

方英里）范围内的目的层进行充分成

像 [15]。通过分析研究，最终确定的

采集设计是沿 72 个圆进行资料采集，

圆心呈菱形分布，相邻圆心在纵线和

横线方向上分别相距 2500 米（8200 英

尺）（右图）。对于该设计，12.5 米

X12.5 米的面元内覆盖次数可达 567 次，

目的区域内的方位覆盖达 360 度。

利用同样的海上设备配置采集同

样的勘探面积，与 NATS 方式相比，

环形激发方式 95% 的面元内资料覆盖

次数较高，其中 70% 的面元内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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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层照度。基于 3D 射线追踪模型（左）获得的预期照度与目的层实际照度基本一致。图中的照度值，即表示通过一个面元的射线路径数量，用不
同色码表示：蓝色表示低值，红色表示高值。

1,0505251

次数比 NATS 方式高两倍。单船环形

激发方式记录的数据量比 NATS 方式

记录的数据量多两倍，但是由于拖缆

曲率问题，环形激发方式记录的长偏

移距比 NATS 方式记录的长偏移距稍

短一些（下图）。

在 2011 年 2 月到 4 月期间，用

WesternGeco Amundsen 地震船完成了

两项采集。Calulu PDA 环形激发采集

用时 21 天。有好几次连续采集周期超

过 24 小时，无 NPT。尽管环形激发采

集的面积比NATS采集的面积小得多，

但记录的叠前资料量与 NATS 相当；

两种采集方式的炮数都接近 120000 炮。

NATS 采集对覆盖次数的质量控

制通常基于 3D 网格中每个面元代表的

覆盖次数和偏移距范围。前提是假设

中点在一个面元内的地震道都属于该

面元。这一假设对于平坦反射层和各

向同性速度是正确的，通常对于海底

和浅层地质条件是合适的，但地质构

造越复杂，越不精确。海洋逆流会引

起拖缆羽状漂移，或偏离计划位置，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缺口，或部分面元

覆盖次数低。如果缺口妨碍目的层成

像，应在缺口部分加密测线。因为

Calulu 采集的设计目的是克服盐下目

的层地质构造复杂、成像效果差的问

题，因此，除了常规采集质量控制手段，

还通过 3D 射线追踪模拟，进行了近实

时船载质量控制，用来对比分析目的

层上预期照度和实际照度。在项目结

束时，实际达到的照度基本上和预期

照度相当，这说明拖缆羽状漂移，地

震船偏离计划位置及其他可能导致加

密采集的因素均不影响目的层照度（上

图）。基于以上分析，地震队判定采

用环形激发采集方式无需加密采集。

相比之下，采用 NATS 采集方式需要

增加 6.4% 的时间进行加密采集（下一

页，上图）。

在出现强逆流时沿曲线拖曳拖缆

会产生很强的声波干扰，即逆流噪音，

这种噪音需要特殊处理。因为地球物

理人员需要设计一套流程，在进行环

形激发采集主要部分时有效衰减逆流

噪音（计划在NATS采集进行后执行），

因此在 NATS 采集之前先采集几个主

圈，用于评估逆流噪音的强度。这次

环形激发采集碰到的逆流噪音是直测

线采集平均噪音的 10 倍以上。

Q-Marine 技术凭借在电子和光纤

网络方面的进步，提供了大道数记录

系统，能够有效帮助去除逆流噪音。

这种技术沿每条拖缆，利用单检波器

以 3.125 米（10.25 英尺）为间隔采样，

从而采集了充足的信号和大部分噪音。

船载处理流程的第一步是进行数字分

组（DGF）。在分组过程中，处理工

程师在每条拖缆采集的炮记录上应用

数据自适应算法，识别并压制逆流噪

音，同时保护地震信号的完整性。在

后续处理阶段再进一步衰减噪音。

在采集初期，地震勘探工程师对

3D GSMP 处理参数进行了试验，以确

定最佳工作流程，加快现场处理周转

进度。他们用 TEPA 提供的 TTI 速度模

型进行了射线追踪，以此结果优选参

数。他们模拟了各种多次波，有些与

海水 / 空气界面相关，有些发生在地

下反射界面之间。

水底和盐层顶被认为是最显著的

多次波发生器。环形激发资料和 NATS
资料都采用了相同的 3D GSMP 参数进

行了处理。

根据 TEPA 的现场评价时间表，

需要快速交付现场处理结果和初步成

像资料。原始 TTI 逆时偏移（R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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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时间。对于基本采集部分，两种采集方法花费的采集时间大致相同，
但 NATS 方法的换线时间及其他非生产时间较长。

^ 偏移距 - 方位角图。绘出了盐底辟周围目的层（中）上四个位置处的偏移距 - 方位角关系图。在
每个环形图上，距离圆心的距离表示偏移距，从垂直方向顺时针偏移角度表示方位角，颜色代表照
度，或通过该位置的射线数量，蓝色表示射线数量少，红色表示射线数量多。从图上可以看出清楚
照明每个区域要求的偏移距和方位角变化很大。通过增加方位资料（能够提供最佳成像效果）的权
重，可获得最佳叠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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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前深度偏移 3D 资料集需在采集最后

一炮后交付，NATS 采集方式是 4 个月

后交付，环形激发采集方式是 5 个月

后交付。逆时偏移（RTM）是一种双

程波动方程偏移算法，适合于构造和

速度复杂的层段及以下层段的精确成

像。直到最近，公司还认为 RTM 不切

实际，原因是这种方法计算要求高，

对速度和反射率参数比较敏感。如今，

大型并行计算集群，加上能够建立越

来越精确的速度模型的新工作流程，

使得 RTM 成为成像技术中比较可行的

方法。然而，要按计划完成船载处理，

必须采取某些折中办法。为了获得船

载快速成像资料，地球物理师只挑选

了 NATS 资料和 Coil Shooting 资料中

50% 的炮和部分偏移后频率，NATS 是

25Hz 以下，Coil Shooting 是 20Hz 以下。

RTM 前，他们将 Coil Shooting 资料按

方位角分成四组，然后将这四组部分

叠加的方位数据用等加权系数叠加。

结果表明，与 NATS 资料相比，Coil 
Shooting 资料整体改善了成像质量，

特别是在构造复杂的区域和陡倾角区

域。

在某些地方，陡倾角反射层在船

载处理后的 NATS 剖面上比未经加权

叠加的 Coil Shooting 剖面上成像效果

更好。如果地质结构复杂，不同方位

的照度可能导致成像质量发生变化。

如果不考虑成像质量而简单地将

不同方位的资料合并起来，可能导致

破坏性叠加。通过射线追踪对预测地

下照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偏移距和

方位角都出现了较大变化—本来预期

照不同区域，破坏性叠加也可能沿指

定目的层段出现在具体偏移距 - 方位

角范围内（右图）。

为了进一步调查需要照盐构造体

周围反射层的方位角的变化，地球物

理师对部分资料进行了 PSDM 处理，

并将结果按方位角分成 18 组—每组覆

盖 10o—用于资料叠加。

对 18 组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证实

了地震成像和照度研究之间存在可观

察到的相关关系（上图）。不同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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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ulu PDA Coil Shooting 资料的 PSDM 结果按方位角被分成 18 组。每个范围的方位角都照出不同的构造特征。因为普通叠加方法均化了这些特征，只
提高了所有方位上共同的信号，因此可能降低最难成像区的信号振幅。这一观察结果使地球物理师制定出一套资料依赖的加权叠加方法，它将优先考
虑能够提供最佳照度的方位。

^ 智能叠加。由于方位角和偏移距覆盖范围不同，必须执行加权叠加方案才能得到最佳结果。在
某些区域，NATS 资料（左）在质量上和 Coil Shooting 船载快速叠加结果（中）相同。在叠加 Coil 
Shooting 资料（右）前应用资料依赖加权法先进行处理，能获得整个资料的最佳成像。

^ NATS 最终处理结果和 Coil Shooting 初步处理结果的对比。NATS 资料的全处理结果（左）表明工
区内地质结构非常复杂，而 Coil Shooting 资料的半处理结果（右）就对某些区域勾勒出了非常清晰
的图像（绿框内）。这些特征体（如盐蓬下的层段和深层反射体）都表现出了较好的横向连续性，
而它们在 NATS 资料上成像效果较差。

NATS Coil Shooting Coil Shooting

NATS 20Hz Coil Shooting 20Hz

角资料勾勒出的构造成像表现出明显

的差异，说明比较智能化的资料自适

应叠加方法比未加权法生成的图像质

量更好。

处理专家开发了一套智能迭代叠

加方案解决破坏性叠加问题，并在整

个 3D 资料体上创建最佳成像。通过与

参考成像比较，导出每个方位偏移成

像的本地化加权值。如果方位成像与

本地参考成像相似，增加加权值，如

果不一样，则减少加权值。这种迭代

叠加方案的初步结果表明，利用多方

位资料有希望得到优化结果（左中图）
[16]。

初始结果表明 Coil Shooting 技术

采集的方位资料丰富，可能有利于提

高 Calulu PDA 工区的构造成像质量。

将 Coil Shooting 资料的船载快速处理

结果和 NATS 资料的全处理结果进行

对比分析，证明加权方法是有效的（左

图）。

成像效果得到改善的区域包括盐

蓬下面的目的层（受益于全方位照明）

和深目的层（受益于高覆盖次数提高

信噪比）。目前正在进行最终处理，

其重点是充分利用 Coil Shooting 技术

提供的丰富方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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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长偏移距提高盐下照度。有限差分声波模拟结果表明偏移距长度对盐脊削蚀的反射包（黄色虚
线圈）成像有影响。采用常用的 WAZ 记录排列方式（最大纵向偏移距 8 千米长，最大横向偏移距
刚刚超过 4200 米（13800 英尺），盐脊对反射波的削蚀是模糊的（左）。而采用全方位环形激发采
集方式（右），反射波削蚀是连贯的。

^ 双环采集设计。在墨西哥湾采用两条自带震源的记录船（S1 和 S3）和两条震源船（S2 和 S4）以
12.5 千米的直径沿相互连接的环形曲线航行，采集了长偏移距全方位角资料。

16. Zamboni E，Tchikanha S，Lemaistre L，Bovet L，
Webb B 和 Hill D ：“A Coil (Full Azimuth) and Narrow 
Azimuth Processing Case Study in Angola Deep 
Offshore”， X025，发表在第 74 届欧洲地学家和
工程师协会大会暨展览会上，丹麦哥本哈根，
2012 年 6 月 4-7 日。

17. Moldoveanu N 和 Kapoor J ：“What Is the Next 
Step After WAZ for Exploration in the Gulf of 
Mexico?”，Expanded Abstracts， 第 79 届 SEG 
国际年会暨展览会，休斯敦（2009 年 10 月
25–30 日）：41–45。

Coil Shooting

S1

S3
S2

S4

墨西哥湾全方位、长偏移距采集案例：

某些地质环境导致射线路径非常

复杂。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想获得地

下构造的充足照度，往往既需要采集

全方位角资料，也需要在激发点和接

收点之间采集非常长的偏移距资料。

在墨西哥湾深水区某些盐下油气远景

区就是这种情况，因为盐体较厚，形

态复杂，总是面临严峻的成像难题。

多船 WAZ 采集方法能够提高这类区域

的成像质量，但很多数据展现出的区

域信噪比低，反射层连续性差，特别

是盐蓬下的地层和倾角陡的地层。这

些照度差的区域往往是识别钻探目的

层，进行油田评价的关键成像区。对

这些区域进行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要

想获得充分的盐下成像，需要采集全

方位覆盖和长至 14 千米（8.7 英里）

的偏移距资料（右上图）[17]。

在墨西哥湾进行的现代 3D 勘探

一般使用 8 千米（5 英里）长的拖缆。

如果以环形排列方式部署太长的拖缆

从逻辑上说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单

船采集方法不能满足长偏移距要求。

为了在本地区获得需要的方位角和偏

移距覆盖范围，西方奇科的地球物理

师设计了一套四船环形激发系统，其

中两条记录船有自己的震源，另两条

是单独的震源船，以 12.5 千米（7.8 英

里）为直径沿相互连接的环形曲线航

行（右图）。每条拖缆船带 10 缆，缆

长 8 千米，缆间距 120 米。这种双环

形采集设计提供的道密度是当前 WAZ
采集方式提供的道密度的近两倍，从

而提高了信噪比，并进一步加强了盐

下弱反射层的成像效果。2010 年在墨

西哥湾首次进行了多船环形采集，目

前有 25600 平方千米（9880 平方英里）

以上的区域—相当于 1100 个外大陆架

区块—已经采用多船采集方法进行了

勘探。勘探地点包括洋流超过2.5节（4.6
千米 / 小时，2.9 英里 / 小时）的高难

度地区。

勘探排列设计成炮点和接收点随

机分布。这背后的考虑是双重的：随

机分布的炮点和接收点避免了覆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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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il Shooting 设计的灵活。在墨西哥湾一处有生产和钻井设施的工区进
行双环形激发采集，炮点（红色环形）的部署方式说明可以在任何方向上
扩大工区。图中黄色环形标注的是限制区。

^ Dual Coil Shooting 结果。两套资料都用同一初步速度模型进行了快速处理。线性 WAZ 资料（左）
和Dual Coil Shooting资料（右）都显示出盐顶有强反射。Dual Coil Shooting资料展现出盐底成像效果好，
盐体下反射连续性好（黄色曲线圈）。

WAZ Dual Coil Shooting

域内可能出现排列集群或重复，另一

方面，压缩采样理论表明，若采样不足，

如果随机记录的话，地震波场比较容

易重建 [18]。常规 NATS 海上采集方法

采集的地震资料通常对炮点和接收点

都采样不足，它们以一定的规律沿平

行线分布。因此在处理流程上的任何

部分都需要资料内插或规则化处理，

而环形激发方式随机采集资料比常规

采集方式采集的资料效果好。

墨西哥湾某勘探项目工区内有几

处生产和钻井设施，布置环形采集曲

线时需要考虑这些限制区。要在这种

限制区下面进行地面地震资料采集，

需将震源部署在限制区一侧，检波器

部署在另一侧，即采用下冲激发方法。

双环排列方法可以实现下冲激发，因

为四船组合无需改造就可形成一个直

径近 9 千米（5.6 英里）的区域。通过

仔细规划环形曲线的位置，可使地震

队采用下冲激发方式覆盖大部分生产

和钻井设施区，而无需重新布置排列。

针对工区内的三处最大的设施，尽量

扩大环线的直径，覆盖住整个限制区。

船、震源和拖缆的位置通过自动导航

与定位系统控制，特别是从设施旁边

通过时尤为重要。

勘探设计灵活，能覆盖任何形状

的工区，这是环形激发采集技术的另

一个重要特点。NATS 采集设计一般都

是矩形的，或其他规则形状，而环形

激发采集设计可以覆盖任何形状，因

此可以经过优化设计，充分照顾到整

个油藏或勘探目标区。而且，在完成

初始计划后，勘探区域可以容易地在

任何方向上扩展，例如新发现了有利

特征体或早于计划完成了初始勘探任

务的情况下（左上图）。

墨西哥湾 Dual Coil FAZ 资料已采

用垂直横向各项同性方案或 TTI RTM
方案完成了处理，这些方案适合于处

理盐下目的层周围地质构造复杂和陡

倾角的情况。处理方法包括 3D 叠前声

波全波形反演（FWI）（采用双程波

动方程）建立高分辨率速度模型。全

波形反演通过模型正演计算实际采集

的地震资料和最新模型间的差异，执

行的过程和 RTM 相似，在剩余资料集

上计算梯度量，并更新速度模型。当

与 RTM 成像结合时，通过全波形反演

建立模型改善了最初结果，因为自始

至终深度成像流程都使用了相同的波

场解。墨西哥湾 Dual Coil Shooting 采

集的初始结果明显好于相同范围内采

集的线性 WAZ 资料（左图）。

到目前为止，多船 Coil Shooting 
技术主要用于解决墨西哥湾西部的海

下成像难题，但这种技术也可用于其

他难成像地质环境，例如玄武岩层比

较厚的地方以及碳酸盐岩使地震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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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斜拖缆。在墨西哥湾试验应用中，通过水平拖缆方式（上）和倾斜拖缆
方式（下）采集了环形激发资料。对比结果表明采用倾斜拖缆可拓宽带宽。
复杂构造中的深层反射体，如黄框中的反射体，用倾斜拖缆采集方式获得的
成像结果也更清晰。

18. Moldoveanu，参考文献 11。

19. Moldoveanu N，Ji Y 和 Beasley C ：“Multivessel 
Coil  Shooting Acquisit ion with Simultaneous 
Sources”，ACQ 1.6，发表在第 82 届 SEG 国际
年会暨展览会上，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2012 年 11 月 4–9。

20. Moldoveanu N，Seymour N，Manen DJ和Caprioli P：
“Broadband Seismic Methods for Towed-Streamer 

Acquisition”，Z009，发表在第 74 届欧洲地学
家和工程师协会大会暨展览会上，丹麦哥本
哈根，2012 年 6 月 4-7 日。

径扭曲的地方等。

目前正在调查能否使用同步震源

提高多船地震采集方式下的震源采样

率和生产效率。在目前进行的墨西哥

湾地震勘探项目中，四条船依次激发，

间隔时间为 17 秒。四条船同时激发，

只要形成的波场可以单独记录，资料

密度就会增加三倍，但勘探成本不会

额外增加。在环形炮线的相对侧上，

震源以 12.5 千米的间隔分布，因此同

步炮记录上大部分地方没有出现波场

重叠。模型研究和野外可行性试验结

果都表明多船同步震源环形激发方式

采集的资料可以进行有效处理 [19]。

详细调查正在进行中，目的是证

实同步激发能否应用于未来的多船环

形激发采集项目。

扩展带宽

环形采集排列可以记录全方位资

料，也可以更改排列方式，记录长偏

移距资料，这两种资料都有利于提高

目的层照度。提高分辨率是增强地震

成像要求的另一个关键目标，它要求

扩大有效信号高低两端的频率范围。

海上拖缆采集对地震分辨率的限

制因素之一就是所谓的“虚反射”，

是由于检波器部署在海面下几米深造

成的。虚反射使那些取决于检波器深

度的频率衰减。这种衰减是由于上行

地震波和其虚反射（波场反射波从拖

缆上面的海面弹回）之间的干扰造成

的。常规拖缆海上地震采集系统通常

将拖缆部署在海面下 6-12 米（20-39 英

尺）深处。浅拖拖缆保护中高频率成分，

但衰减低频成分。浅拖拖缆也使地震

资料更易受到波浪、涌浪和海风等环

境噪音的影响。深拖拖缆降低环境噪

音，保护低频成分，但衰减高频成分。

最近在地震资料采集和处理技术

方面取得的进步已经可以成功执行几

种方案，解决检波器虚反射问题。一

种方案是以一定的斜度拖曳拖缆，从

拖缆一端到另一端形成可变的检波器

深度—因此衰减一个可变范围内的频

率成分 [20]。通过叠加和偏移处理，使

拖缆不同部分记录的资料合并起来，

衰减检波器虚反射。然而，在进行上

述处理之前，必须进行多次波衰减，

并建立速度模型，因为需要统一的子

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研究人员开

发了新算法，用于完成叠前接收点去

虚反射，这在处理初期应用。震源虚

反射问题采用新开发的经过校准后的

海洋宽带系列地震震源进行解决。

西方奇科在墨西哥湾的多船环形

采集项目中对倾斜拖缆方式进行了可

行性试验，在该地区通常拖缆深度为

12 米。他们将拖缆倾斜，使接收点深

度从 12 米变化到 32 米（39-105 英尺），

重复采集了一圈。然后对比了水平拖

缆和倾斜拖缆两种方式下采集的叠前

深度偏移结果，表明 ObliQ 倾斜拖缆

采集方式和处理技术增强了低频成分，

同时保护了中高频率成分（左上图）。

保护低频成分不仅对成像深陡目的层

很主要，也对通过 FWI 建立高分辨率

速度模型很关键。目前已经完成了两

次单船环形激发倾斜拖缆采集，一次

在欧洲，另一次在亚洲。在墨西哥湾

完成了一个多船环形激发倾斜拖缆采

集项目。

自从 2007 年首次进行可行性试验

后，环形激发采集技术已证明是一种

成本和效率都很高的地震采集技术，

它能够有效提高目的层照度，改善地

震成像质量，适用于全球各种复杂地

质环境。预计今后通过创新的采集排

列，先进的处理技术和新颖的工作流

程从地震资料中提取出更多信息，以

提高我们对地下构造的了解。      —J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