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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砂砾岩油气储层水力压裂技术

领域，涉及一种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脆性指数预

测方法。步骤如下：一、根据测井解释数据获取砂

砾岩储层纵向连续的动态力学参数、孔隙度和砾

石粒径及含量；二、建立弹性参数动静态转化关

系；三、建立砂砾岩储层强度参数-测井数据之间

的解释模型；四、建立数值岩心模型，从而建立数

值岩心宏细观参数转化关系；五、建立不同纵向

深度的储层数值岩心并开展单轴压缩数值试验，

获取应力、应变数据和全应力应变曲线；六、结合

静态弹性模量计算脆性指数。本发明实现了对全

井段砂砾岩储层岩心的数值化表征，可为砂砾岩

储层可压性评价和射孔压裂层段优选提供指导，

有助于促进油气藏经济高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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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脆性指数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根据测井解释数据获取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的动态力学参数和孔隙度；

第二步：开展岩心单轴压缩测试，获取纵向上非连续的静态力学参数，结合由测井数据

得到的动态弹性参数和由室内测试得到的静态弹性参数，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建立砂砾

岩储层弹性参数的动静态转化关系，见公式(1)和(2)，由此获得纵向连续的静态弹性参数

分布；

Es＝f1(Ed)                                 (1)

νs＝f2(νd)                                 (2)

式中：Es和Ed分别为静态和动态弹性模量，GPa，νs和νd别为静态和动态泊松比，无量纲；

第三步：利用砂砾岩岩心静态强度参数对由测井解释得到的动态强度参数进行归位校

核，建立砂砾岩储层强度参数-测井数据之间的解释模型，见公式(3)和(4)；

σc＝F(C1)                                (3)

θ＝F(C2,Φ)                               (4)

式中：σc为校核后的单轴抗压强度；θ为校核后的残余强度系数，θ＝σr/σc，σr为残余强

度；Φ为测井解释得到的岩心孔隙度；C1和C2分别为不同类型的测井数据；

利用砂砾岩储层弹性参数的动静态转化关系和强度参数-测井数据解释模型，对测井

解释力学参数进行校核，得到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的精细的力学参数表征；

第四步：根据真实物理岩心的尺寸以及砾石含量和粒径，建立储层岩心数值有限元模

型，对模型划分网格和施加轴向位移荷载并开展多次单轴压缩数值试验；利用物理岩心的

力学参数和应力应变曲线对相应数值岩心基质的细观力学参数进行标定，保持砾石和界面

材料的细观力学参数不变，从而建立数值岩心宏细观参数转化关系，见公式(6)和(7)；

式中：σc和σc0分别为岩心宏观和细观单轴抗压强度，MPa；Es和Es0分别为Weibull分布赋

值时的岩心宏观和细观弹性模量均值，单位GPa；m为均值度系数，用以表征岩心力学参数的

非均质性，m值越小则非均质性越强；

第五步：根据步骤第二步、第三步中得到的岩心静态宏观力学参数和第四步中得到的

宏细观力学参数转化关系，可对任意层位储层对应的数值岩心细观力学参数进行标定，从

而建立不同纵向深度的储层数值岩心并开展单轴压缩数值试验，获取应力、应变数据和全

应力应变曲线；

第六步：根据不同纵向深度储层对应的数值岩心应力应变曲线，获取对应的脆性破坏

残余强度特征参数σr和εr，进而根据式(8)计算脆性指数BI，由此得到纵向连续的脆性指数

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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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r为残余强度，εr为残余应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脆性指数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一步中，所述测井数据具体包括横波时差、纵波时差、自然伽马和密度测井曲线，所述纵向

连续的动态岩石力学参数具体为动态弹性模量和动态泊松比，以及由测井解释得到的单轴

抗压强度和残余应力水平。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脆性指数预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第二步中，所述岩心单轴压缩测试采用轴向位移加载，加载速率为2×10-6m/s；所述静态

力学参数具体为静态弹性模量、静态泊松比、单轴抗压强度和内摩擦角；弹性参数具体为弹

性模量和泊松比。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脆性指数预测方法，其特征在

于，第三步中，所述强度参数具体为单轴抗压强度和内摩擦角；第四步中，所建立的数值岩

心一般为直径25mm、高50mm的圆柱体模型，砾石建模时将其概化为球状或椭球状，按照测井

数据显示的含量和粒径随机分布于数值岩心模型中。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脆性指数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三步中，所述强度参数具体为单轴抗压强度和内摩擦角；第四步中，所建立的数值岩心一般

为直径25mm、高50mm的圆柱体模型，砾石建模时将其概化为球状或椭球状，按照测井数据显

示的含量和粒径随机分布于数值岩心模型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5所述的一种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脆性指数预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第四步中，所述利用物理岩心的力学参数和应力应变曲线对相应数值岩心基质的细

观力学参数进行标定，保持砾石和界面材料的细观力学参数不变，具体做法为：在数值模型

中给定基质细观单轴抗压强度均值和细观弹性模量均值，其他所需输入参数包括泊松比和

内摩擦角按相应的宏观参数输入，通过改变均值度系数分别拟合岩心宏观单轴抗压强度和

宏观弹性模量与均值度系数的关系，进而根据物理岩心的真实宏观单轴抗压强度和宏观弹

性模量反算与之对应的基质细观力学参数；最后将标定后的细观力学参数输入数值岩心模

型进行单轴压缩试验，根据应力应变曲线形态对细观力学参数进行校验；要求物理岩心和

数值岩心的应力应变曲线形态相同，且峰值强度和应变以及残余强度和应变相对大小均不

超过5％，如超过5％则对细观力学参数进行多次标定和校验。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脆性指数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四步中，所述利用物理岩心的力学参数和应力应变曲线对相应数值岩心基质的细观力学参

数进行标定，保持砾石和界面材料的细观力学参数不变，具体做法为：在数值模型中给定基

质细观单轴抗压强度均值和细观弹性模量均值，其他所需输入参数包括泊松比和内摩擦角

按相应的宏观参数输入，通过改变均值度系数分别拟合岩心宏观单轴抗压强度和宏观弹性

模量与均值度系数的关系，进而根据物理岩心的真实宏观单轴抗压强度和宏观弹性模量反

算与之对应的基质细观力学参数；最后将标定后的细观力学参数输入数值岩心模型进行单

轴压缩试验，根据应力应变曲线形态对细观力学参数进行校验；要求物理岩心和数值岩心

的应力应变曲线形态相同，且峰值强度和应变以及残余强度和应变相对大小均不超过5％，

如超过5％则对细观力学参数进行多次标定和校验。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脆性指数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第

四步中，所述利用物理岩心的力学参数和应力应变曲线对相应数值岩心基质的细观力学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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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进行标定，保持砾石和界面材料的细观力学参数不变，具体做法为：在数值模型中给定基

质细观单轴抗压强度均值和细观弹性模量均值，其他所需输入参数包括泊松比和内摩擦角

按相应的宏观参数输入，通过改变均值度系数分别拟合岩心宏观单轴抗压强度和宏观弹性

模量与均值度系数的关系，进而根据物理岩心的真实宏观单轴抗压强度和宏观弹性模量反

算与之对应的基质细观力学参数；最后将标定后的细观力学参数输入数值岩心模型进行单

轴压缩试验，根据应力应变曲线形态对细观力学参数进行校验；要求物理岩心和数值岩心

的应力应变曲线形态相同，且峰值强度和应变以及残余强度和应变相对大小均不超过5％，

如超过5％则对细观力学参数进行多次标定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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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脆性指数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砂砾岩油气储层水力压裂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脆

性指数预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砂砾岩油气藏是近些年备受关注的一种重要的非常规油气资源。砂砾岩油气储层

一般具有地质条件复杂、岩性变化大、物性复杂、非均质性强、渗透率低等特点，常规方法和

技术手段难以实现有效改造和经济开采。水力压裂改造技术是砂砾岩储层增透开发的一项

重要手段。水力压裂改造通过在井筒附近岩层中形成人工裂缝，并沟通天然弱面形成复杂

裂缝，降低流体渗流阻力，改善渗流条件，从而实现增加油气开发产能。

[0003] 实际压裂施工过程中，由于砂砾岩储层控制因素复杂，开采难度大，水力压裂改造

后可能难以达到预期产能。导致压裂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对压

裂射孔层段地质力学条件的把握不够准确，可压性评价不够准确。普遍认为储层可压性是

表征储层压裂形成复杂裂缝并达到预期压裂效果的能力，受岩体脆性、断裂韧性、天然弱面

和地应力条件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其中，脆性是影响可压性的最重要的指标。

[0004] 砂砾岩一般由基质、随机分布的砾石和基质与砾石之间的胶结界面构成。胶结界

面可视为一种天然弱面，砂砾岩力学性质主要受基质力学性质和胶结界面控制。界面总是

围绕砾石存在，因此砾石的含量和粒径分别决定了界面的分布密度和面积，因此砂砾岩脆

性主要受基质力学参数和砾石粒径及含量控制。脆性受砂砾岩储层脆性与压裂裂缝起裂和

延伸以及复杂裂缝的形成等密切相关，脆性预测和评价直接影响到压裂改造过程中射孔层

段选取和施工工艺参数选择等关键技术环节，对砂砾岩储层开发增产具有重要意义。

[0005] 目前常用的脆性预测和评价方法多是针对页岩、煤岩和砂岩提出的，并没有针对

砂砾岩的结构特点和力学特性提出的脆性评价方法。由于砾石颗粒的存在和天然裂隙不发

育等结构特点，砂砾岩的力学特性与其他类型的岩石具有明显差异，常用的脆性评价方法

对砂砾岩的适用性值得商榷。

[0006] 目前常用的脆性评价方法中，基于矿物含量的脆性评价模型未考虑岩体内部胶结

方式、成岩环境和地应力不同导致的脆性差异；基于室内岩心测试所得力学参数的脆性评

价模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力学特性对脆性的影响，但只能得到取心层段的脆性特

征，无法获得储层全井段纵向连续的脆性评价结果。基于测井曲线得到归一化弹性模量和

泊松比定义的脆性评价模型，虽然能够得到纵向连续的脆性评价结果，但其是针对页岩储

层提出的，对砂砾岩储层的适用性有待研究。因此目前常用的脆性评价方法对砂砾岩储层

脆性预测均存在不适用性。需要针对砂砾岩储层结构特点和力学特征，结合岩石力学和地

球物理方法，根据有限的物理岩心测试获取纵向上连续的脆性指数，提出适用于砂砾岩储

层的脆性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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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脆性指数预测方法，该方法结合

测井解释数据、室内岩心物模测试结果和数值试验方法，对纵向上任意层位的砂砾岩岩心

进行数值表征并开展数值试验，获取岩心残余强度特征预测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的脆性指

数，为射孔层段优化及施工工艺参数优选提供参考，有助于提高储层纵向上的有效改造体

积。

[0008]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脆性指数预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第一步：根据测井解释数据获取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的动态岩石力学参数和孔隙

度；

[0011] 所述测井数据具体包括横波时差、纵波时差、自然伽马和密度测井曲线等，所述纵

向连续的动态岩石力学参数具体为动态弹性模量和动态泊松比，以及由测井解释得到的单

轴抗压强度和残余应力水平；

[0012] 第二步：开展岩心单轴压缩测试，获取纵向非连续的静态力学参数，结合由测井数

据得到的动态弹性参数和由室内测试得到静态力学参数中的静态弹性参数，采用最小二乘

回归方法建立砂砾岩储层弹性参数的动静态转化关系，见公式(1)和(2)，由此获得纵向连

续的静态弹性参数分布；

[0013] Es＝f1(Ed)    (1)

[0014] νs＝f2(νd)    (2)

[0015] 式中：Es和Ed分别为静态和动态弹性模量，单位GPa；νs和νd别为静态和动态泊松

比，无量纲；

[0016] 所述岩心单轴压缩测试采用轴向位移加载，加载速率为2×10-6m/s；所述静态力学

参数具体为静态弹性模量、静态泊松比、单轴抗压强度和内摩擦角；弹性参数具体为弹性模

量和泊松比；

[0017] 第三步：利用砂砾岩岩心的静态强度参数对由测井解释得到的动态强度参数进行

归位校核，建立砂砾岩储层强度参数-测井数据之间的解释模型，见公式  (3)和(4)；

[0018] σc＝F(C1)    (3)

[0019] θ＝F(C2,Φ)    (4)

[0020] 式中：σc为校核后的单轴抗压强度；θ为校核后的残余强度系数，θ＝σr/σc，σr为残

余强度；Φ为测井解释得到的岩心孔隙度；C1和C2分别为不同类型的测井数据；

[0021] 利用砂砾岩储层弹性参数的动静态转化关系和强度参数-测井数据解释模型，对

测井解释力学参数进行校核，得到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的精细的力学参数表征。

[0022] 所述强度参数具体为单轴抗压强度和内摩擦角。

[0023] 第四步：根据真实物理岩心的尺寸以及砾石含量和粒径，建立储层数值岩心有限

元模型，对模型划分网格和施加轴向位移荷载并开展多次单轴压缩数值试验；利用物理岩

心的力学参数和应力应变曲线对相应数值岩心基质的细观力学参数进行标定，保持砾石和

界面材料的细观力学参数不变，从而建立数值岩心宏细观参数转化关系，见公式(6)和(7)；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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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式中：σc和σc0分别为岩心宏观和细观单轴抗压强度，MPa；Es和Es0分别为韦伯分布

(Weibull分布)赋值时的岩心宏观和细观弹性模量均值，GPa；m为均值度系数，用以表征岩

心力学参数的非均质性，m值越小则非均质性越强。

[0027] 所建立的数值岩心一般为直径25mm、高50mm的圆柱体模型，其中，砾石建模时将其

概化为球状或椭球状，按照测井数据显示的含量和粒径随机分布于数值岩心模型中；

[0028] 所述利用物理岩心的力学参数和应力应变曲线对相应数值岩心基质的细观力学

参数进行标定，保持砾石和界面材料的细观力学参数不变，具体做法为：在数值模型中给定

基质细观单轴抗压强度均值和细观弹性模量均值，其他所需输入参数如泊松比和内摩擦角

按相应的宏观参数输入，通过改变均值度系数分别拟合岩心宏观单轴抗压强度和宏观弹性

模量与均值度系数的关系，进而根据物理岩心的真实宏观单轴抗压强度和宏观弹性模量反

算与之对应的基质细观力学参数。最后将标定后的细观力学参数输入数值岩心模型进行单

轴压缩试验，根据应力应变曲线形态对细观力学参数进行校验。要求物理岩心和数值岩心

的应力应变曲线形态相同，且峰值强度和应变以及残余强度和应变相对大小均不超过5％，

如超过5％则对细观力学参数进行多次标定和校验。

[0029] 第五步：根据步骤第二步、第三步中得到的岩心静态宏观力学参数和第四步中得

到的宏细观力学参数转化关系，可对任意层位储层对应的数值岩心细观力学参数进行标

定，

[0030] 将细观单轴抗压强度和Es0细观弹性模量均值输入到真实破裂过程分析软件

(RFPA3D)中，得到不同纵向深度的储层数值岩心模型，对储层数值岩心模型开展单轴压缩

数值试验，获取应力、应变数据和全应力应变曲线。

[0031] 所述通过对不同纵向深度对应的数值岩心开展细观力学参数标定和单轴压缩数

值试验，实现了砂砾岩储层纵向上连续的岩心精细化数值表征，为储层纵向连续的脆性预

测提供了技术支持。

[0032] 第六步：根据不同纵向深度储层对应的数值岩心应力应变曲线，获取对应的脆性

破坏残余强度特征参数σr和εr，进而根据式(8)计算脆性指数BI，由此得到纵向连续的脆性

指数预测值。

[0033]

[0034] 式中，σr为残余强度，εr为残余应变；

[0035] 所述结合岩心弹性模量和残余强度特征定义的脆性指数，不仅有效的综合考虑了

峰前和峰后两个变形阶段的破坏特征，而且参数获取方便，计算简单，物理意义明确，有助

于实际压裂现场应用和推广。

[0036] 本发明具备的有益效果：

[0037] 1.本发明结合岩石力学和地球物理方法，充分利用测井数据和室内物理岩心测试

结果，借助砂砾岩岩心数值表征技术实现对任意纵向层位砂砾岩岩心进行数值建模，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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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能钻取岩心层段的储层力学参数表征，可有效克服常规脆性评价方法难以实现对全井

段纵向连续脆性指数进行预测的不足。

[0038] 2.针对砂砾岩的结构特点和力学特性，考虑了基质力学参数以及砾石粒径和含量

对砂砾岩脆性的影响，且砂砾岩脆性评价方法。采用弹性模量和残余强度特征定义脆性指

数，综合考虑了峰前和峰后两个变形阶段的破坏特征，脆性评价结果较其他方法更加准确

可靠。

[0039] 3.本发明脆性评价方法参数获取方便，仅需要常规测井解释数据和岩心室内测试

结果，且计算简单，物理意义明确，有助于在砂砾岩油气储层压裂工程中应用和推广。

[0040] 4.采用本发明提供的砂砾岩脆性评价方法，可为砂砾岩储层可压性评价、射孔压

裂层段优选和施工工艺参数选取提供参考，提高压裂效果和储层改造体积。

附图说明

[0041] 图1为本发明的砂砾岩岩心数值表征图。

[0042] 图2为本发明的物理实验和数值模拟所得单轴压缩应力应变曲线图。

[0043] 图3为本发明的数值岩心单轴压缩试验所得应力应变曲线示意图。

[0044] 图4为本发明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的动态力学参数和孔隙度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以下结合技术方案和附图详细叙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一种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脆性指数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47] (a)根据测井解释数据获取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的动态力学参数和孔隙度；

[0048] (b)开展岩心单轴压缩测试，获取纵向上非连续的静态力学参数，结合由测井数据

得到的动态弹性参数和由室内测试得到的静态弹性参数，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建立砂砾

岩储层弹性参数的动静态转化关系，见公式(1)和(2)，由此获得纵向连续的静态弹性参数

分布；

[0049] Es＝f1(Ed)    (1)

[0050] νs＝f2(νd)    (2)

[0051] 式中：Es和Ed分别为静态和动态弹性模量，GPa，νs和νd别为静态和动态泊松比，无

量纲；

[0052] (c)利用砂砾岩岩心静态强度参数对由测井解释得到的动态强度参数进行归位校

核，建立砂砾岩储层强度参数-测井数据之间的解释模型，见公式(3)和(4)；

[0053] σc＝F(C1)    (3)

[0054] θ＝F(C2,Φ)    (4)

[0055] 式中：σc为校核后的单轴抗压强度；θ为校核后的残余强度系数，θ＝σr/σc，σr为残

余强度；Φ为测井解释得到的岩心孔隙度；C1和C2分别为不同类型的测井数据；

[0056] 利用砂砾岩储层弹性参数的动静态转化关系和强度参数-测井数据解释模型，对

测井解释力学参数进行校核，得到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的精细的力学参数表征。

[0057] (d)根据真实物理岩心的尺寸以及砾石含量和粒径，建立储层岩心数值有限元模

型(如图1所示)，对模型划分网格和施加轴向位移荷载并开展多次单轴压缩数值试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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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岩心的力学参数和应力应变曲线对相应数值岩心基质的细观力学参数进行标定(如图

2所示)，保持砾石和界面材料的细观力学参数不变，从而建立数值岩心宏细观参数转化关

系，见公式(6)和(7)；

[0058]

[0059]

[0060] 式中：σc和σc0分别为岩心宏观和细观单轴抗压强度，MPa；Es和Es0分别为  Weibull

分布赋值时的岩心宏观和细观弹性模量均值，GPa；m为均值度系数，用以表征岩心力学参数

的非均质性，m值越小则非均质性越强；

[0061] (e)根据步骤b、c中得到的岩心静态宏观力学参数和步骤d中得到的宏细观力学参

数转化关系，可对任意层位储层对应的数值岩心细观力学参数进行标定，从而建立不同纵

向深度的储层数值岩心并开展单轴压缩数值试验，获取应力、应变数据和全应力应变曲线。

[0062] (f)根据不同纵向深度储层对应的数值岩心应力应变曲线，获取对应的脆性破坏

残余强度特征参数σr和εr(如图3所示)，进而根据式(8)计算脆性指数BI，由此得到纵向连续

的脆性指数预测值。

[0063]

[0064] 式中，σr为残余强度，εr为残余应变；

[0065] 如图1所示，本发明采用有限元数值模型对任意纵向深度的物理岩心进行表征，建

立的砂砾岩数值岩心一般为直径25mm、高50mm的圆柱体模型，其结构构成包括基质、砾石和

基质与砾石之间的胶结界面。砾石建模时将其概化为球状或椭球状，按照测井数据显示的

含量和粒径随机分布于数值岩心模型中；

[0066] 如图2所示，本发明利用物理岩心的力学参数和应力应变曲线对相应数值岩心基

质的细观力学参数进行标定，要求数值试验和物理实验得到应力应变曲线形态保持基本一

致，重点关注峰值强度点和残余强度点是否基本重合，如不重合则对细观力学参数进行多

次标定和校验。

[0067] 如图3所示，本发明根据不同纵向深度储层对应的数值岩心应力应变曲线，获取对

应的脆性破坏残余强度特征参数σr和εr，进而根据式(8)计算脆性指数。

[0068]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详

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69] 实例1

[0070] 以胜利油田砂砾岩储层某区块-3382.4m至-3685.2m储层为例，根据钻取岩心室内

物理实验结果和测井解释数据对其纵向连续脆性指数进行预测。

[0071] 第一步，根据测井解释数据获取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的动态力学参数和孔隙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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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如图4所示；

[0072] 第二步，根据岩心室内单轴压缩测试结果，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建立砂砾岩储

层弹性参数的动静态转化关系，如图4所示；

[0073] Es＝3603.148-0.236Ed

[0074] νs＝-0.046+0.734νd

[0075] 第三步，利用砂砾岩岩心静态强度参数对由测井解释得到的动态强度参数进行归

位校核，建立如下式所示的砂砾岩储层强度参数-测井数据之间的解释模型，根据测井数据

计算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的单轴抗压强度和内摩擦角，如图4 所示；

[0076]

[0077]

[0078] 其中，Vp为纵波速度，单位km/s；Δt为声波时差，单位μs/m；ρ为密度，单位g/cm3。

[0079] 第三步，以-3549.3m层段为例，根据测井解释数据获得砾石含量为38.5％，平均粒

径为6.3mm，建立直径25mm、高50mm的圆柱体岩心数值有限元模型(如图1所示)，对模型划分

网格和施加轴向位移荷载并开展多次单轴压缩数值试验；利用物理岩心的力学参数和应力

应变曲线对相应数值岩心基质的细观力学参数进行标定(如图2所示)，保持砾石和界面材

料的细观力学参数不变，从而建立数值岩心宏细观参数转化关系，见公式(6)和(7)；

[0080] 第四步，取均值度m为3，根据物理岩心单轴抗压强度76 .5MPa，弹性模量为

29 .8GPa，分别代入式公式(6)和(7)计算得到细观力学参数σc0为247 .45MPa，  Es0为

37.12Gpa，并输入数值岩心模型。开展单轴压缩数值试验得到数值岩心应力应变曲线并根

据特征点应力应变数据对细观力学参数进行校核，要求物理岩心和数值岩心应力应变曲线

形态一致且峰值强度、峰值应变和残余强度、残余应变相对大小均低于5％，若相对大小高

于5％则调整细观力学进行多次校核，直至满足要求为止。最后残余强度特征σr为76.5Mpa，

Es为29.8Gpa，εr为0.064，代入式(8)计算得到该层段岩心脆性指数为1.278。

[0081] 第五步，根据测井解释数据对任意层段岩心进行数值化表征，进而按照上述步骤

计算脆性指数，获取砂砾岩储层纵向连续的脆性指数预测结果，如图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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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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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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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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