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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

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该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

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包括：步骤1，研究不

同含水阶段储层渗透率的时变规律；步骤2，表征

不同时期的过液量的平面分布；步骤3，测井二次

解释储层渗透率；以及步骤4，建立三维时变模

型。该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

立方法所需要的参数容易获取，操作简便易行，

能够建立渗透率参数时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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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开发动态约束的

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包括：

步骤1，研究不同含水阶段储层渗透率的时变规律；

步骤2，表征不同时期的过液量的平面分布；

步骤3，测井二次解释储层渗透率；以及

步骤4，建立三维时变模型；

在步骤2中，利用不同时期的各井点过液量进行插值，不同时期矿场过液量平面特征研

究，建立不同时期的过液量等值图，过液量为液量与注水量之和；

在步骤4中，利用取心井分析的渗透率变化规律做控制，利用不同含水阶段的完钻井测

井二次解释渗透率，反映井点的渗透率时变程度，以同时期的过液量等值图做趋势面，建立

储层三维精细时变模型，来反映整个储层渗透率时变的不均衡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步骤1中，将开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注水前、中高含水期、高含水期及特高含水期，各

时期的取心井，通过对取心井岩心资料与测井资料的分析，选取井场位置邻近、属于同一沉

积微相类型、砂体发育程度相同但不同含水阶段完钻的取心井进行研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步骤1中，统计含水阶段的不同，储层渗透率的时变规律，四个阶段取心井的物性参数

统计表明：随着注水冲刷的影响，渗透率不断变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步骤3中，根据取心井资料，利用各时期的完钻井测井曲线，进行测井二次解释，解释

储层渗透率。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步骤3中，在测井曲线标准化和岩心深度归位的基础上，建立不同含水期储层参数测

井精细解释模型，完成全区储层参数8points/m的精细解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步骤4中，利用各时期的完钻井渗透率解释结果，以本时期过液量等值图进行约束，分

别采用确定和随机的建模方法建立储层渗透率参数的时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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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气田开发储层精细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到中高渗储层长期注水冲刷

后储层渗透率时变研究方面的内容。

背景技术

[0002] 胜利油田整装油田都经过数十年注水开发，经历了初含水、中含水、高含水和特高

含水四个开发阶段，其中多数油田都进入了特高含水开发阶段，其综合含水率均达到或超

过90％，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实现油田稳油控水，提高油气的采收率，就必须要研究储层参数

变化规律及地下储层变化的动态模型，才能实现提高油田采收率的目的。

[0003] 从查阅大量的文献来看，研究长期注水开发油田的不同含水阶段剩余油的分布主

要通过研究储层参数变化规律来描述剩余油分布，在这方面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采用

了很多方法。但总的来看是从一维二维定性研究储层参数变化规律较多，而从三维定量研

究相对较少。

[0004] 三维地质建模的概念最早是由加拿大SimonWHoulding于1993年提出的。所谓三维

地质建模,就是运用计算机技术,在三维环境下,将空间信息管理、地质解译、空间分析和预

测、地学统计、实体内容分析以及图形可视化等工具结合起来，用于地质研究的一门新技

术。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引入EarthVision以来，也已经发展了快二十年。但回顾一

下地质建模在油田开发中的主要为数值模拟提供基础模型及用于油藏的整体评价。目前的

三维精细建模，在储层渗透率参数时变上，主要是总结时变规律，建立阶段模型，而没有考

虑不同阶段渗透率时变程度平面的非均质性，与储层的过液量进行联系。为此我们发明了

一种新的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解决了以上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参数容易获取，操作简便易行的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

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如下技术措施来实现：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

的建立方法，该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包

[0007] 本发明的目的还可通过如下技术措施来实现：

[0008] 该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

[0009] 本发明中的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首先选取不同开发

时期、井场位置邻近、同一沉积微相的取心资料，总结渗透率参数的变化规律。然后利用不

同时期的各井点过液量进行插值，不同时期矿场过液量平面特征研究，建立不同时期的过

液量等值图。再利用各时期的完钻井测井曲线，进行测井二次解释，解释储层渗透率。最后

利用各时期的完钻井渗透率解释结果，以本时期过液量等值图进行约束，分别采用确定和

随机的建模方法建立储层渗透率参数的时变模型。该方法所需要的参数容易获取，操作简

便易行，能够建立渗透率参数时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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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的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的一具体实施例

的流程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中不同时期岩心分析渗透率柱状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中胜坨油田14口关键井标准层联井剖面图；

[0013] 图4为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中胜坨油田二区低含水期渗透率解释模型图；

[0014] 图5为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中胜坨油田二区低含水期渗透率解释精度分析图；

[0015] 图6为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中胜坨油田二区中、高含水期渗透率解释模型图；

[0016] 图7为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中胜坨油田二区中、高含水期渗透率解释精度分析

图；

[0017] 图8为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中胜坨油田二区特高含水期渗透率解释模型图；

[0018] 图9为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中胜坨油田二区特高含水期渗透率解释精度分析

图；

[0019] 图10为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中胜坨油田二区低含水期渗透率模型；

[0020] 图11为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中胜坨油田二区中、高含水期渗透率模型；

[0021] 图12为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中胜坨油田二区特高含水期渗透率模型。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出较佳实施

例，并配合所附图式，作详细说明如下。

[0023] 油藏开发流体动力地质作用是控制储层宏观和渗流参数动态变化的主导地质作

用。随着注水开发过程的深入，储层中与流体(原油、地层水)性质不同的注入水长期对储层

浸泡、驱动，对储层进行改造，使储层的微观属性发生物理、化学作用，致使储层宏观参数发

生变化。中高渗透油藏经长期注水的冲刷，储层微观孔喉骨架、孔喉网络、孔壁及周边、粘土

矿物、地层微粒都发生显著的变化。地层微粒伴随油田开发流体被带出地面，使储层的孔喉

半径增大，孔喉配位数增加，连通性变好，渗透性变好。因此储层渗透率的时变与过液量有

直接的联系。本发明提供长期注水冲刷的中、高渗储层时变模型建立方法。

[0024] 如图1所示，图1为本发明的开发动态约束的储层渗透率时变模型的建立方法的一

具体实施例的流程图。

[0025] 在步骤101，研究不同含水阶段，储层渗透率时变规律。将开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注水前、中高含水期、高含水期及特高含水期。优选各时期的取心井，通过对取心井岩心资

料与测井资料的分析，选取井场位置邻近、属于同一沉积微相类型、砂体发育程度相同但不

同含水阶段完钻的取心井。统计含水阶段的不同，储层渗透率的时变规律。四个阶段取心井

的物性参数统计表明：随着注水冲刷的影响，渗透率不断变大，四个阶段渗透率变化规律为

1:1.09:1.12:1.20，可以看出随注水开发渗透率增大明显。流程进入到步骤102。

[0026] 在步骤102，表征不同时期的过液量的平面分布。利用不同时期的各井点过液量进

行插值，不同时期矿场过液量平面特征研究，建立不同时期的过液量等值图。过液量为液量

与注水量之和，由于注水开发过程中，储层中与流体(原油、地层水)性质不同的注入水长期

对储层浸泡、驱动，对储层进行改造，使储层的微观属性发生物理、化学作用，致使储层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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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发生变化。因此选区液量与注水量之和。流程进入到步骤103。

[0027] 在步骤103，测井二次解释储层渗透率。根据取心井资料，利用各时期的完钻井测

井曲线，进行测井二次解释，解释储层渗透率。在测井曲线标准化和岩心深度归位的基础

上，建立不同含水期储层参数测井精细解释模型，完成全区储层参数8points/m的精细解

释。流程进入到步骤104。

[0028] 在步骤104，建立三维时变模型。利用各时期的完钻井渗透率解释结果，以本时期

过液量等值图进行约束，分别采用确定和随机的建模方法建立储层渗透率参数的时变模

型。也就是说，利用取心井分析的渗透率变化规律做控制，利用不同含水阶段的完钻井测井

二次解释渗透率，反映井点的渗透率时变程度。以同时期的过液量等值图做趋势面，建立储

层三维精细时变模型，来反映整个储层渗透率时变的不均衡性。

[0029] 下面通过具体实例(胜坨油田胜二区Es81)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30] 胜坨油田胜二区Es81含油面积含油面积12.0Km2，平均有效厚度7.4m，地质储量

1373×104t，原始地层温度86℃，产出水CaCl2型，矿化度25800mg/L，采出程度44.01％，综合

含水97.7％。1966年1月投入开发，经过近50年的开发，目前已进入特高含水后期，特别是主

力油层Es81经强注强采，储层在流体的作用下，储层微粒与微观结构发生了改变，导致储层

宏观参数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平面及纵向上具有不均衡性，导致储层的渗流性能的非

均质性增强，进一步挖潜难度加大，需认识储层渗透率的强非均质性，建立储层渗透率三维

时变模型，为油藏综合治理、改善开发效果奠定基础。

[0031] 1、研究渗透率参数时变规律

[0032] 选取同井场、不同时期、同一微相类型的取心井资料，总结岩心分析渗透率时变规

律。

[0033] 本次研究依据取心资料的岩性特征、结构构造特征结合电性特征，对不同时期的

取心井进行优选，选取符合条件的4口取心井，2-5-17、2-检3-14、2-1-检1662、2-0-斜检313

井。上述四口井，井场位置临近，都属于河口坝沉积，砂体发育规律相似，分属于四个不同含

水阶段。比较下来，初期渗透率621×10-3μm2、中高含水期渗透率679×10-3μm2、高含水期渗

透率696×10-3μm2、特高含水期渗透率744×10-3μm2(如表1、图2所示)。四个阶段渗透率变化

规律为1:1.09:1.12:1.20，可以看出随注水开发渗透率增大明显。

[0034] 表1胜坨油田二区不同时期岩心分析储层物性统计表

[0035]

[0036] 2、表征不同时期的过液量平面分布

[0037] 根据本层系油井液量、水井注水量，建立本区得过液量平面图。

[0038] 3、不同时期完钻井的渗透率参数的测井二次解释

[0039] 根据取心井资料，在测井曲线标准化和岩心深度归位的基础上，建立不同含水期

储层参数测井精细解释模型，完成全区储层参数8points/m的精细解释。

[0040] (1)测井曲线标准化是为了消除非地质因素造成的该井测井曲线的系统误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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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工作主要对声波和电导率两条曲线进行了标准化。

[0041] (2)如图3所示，岩心深度归位是为了消除钻井深度与测井深度之间的误差，本次

工作主要采用岩心分析数据与三孔隙度测井曲线进行相关对比的方法。选取14口标准井。

[0042] (3)如图4到图9所示，依据取心井资料，利用岩心分析数据的单相关分析，建立渗

透率与孔隙度之间的点对点相关关系，从而建立渗透率模型。

[0043] (4)渗透率参数的测井二次解释，按时期统计储层测井解释渗透率参数的变化规

律。初期渗透率732×10-3μm2、中含水期渗透率811×10-3μm2、高含水期渗透率822×10-3μm2、

特高含水期渗透率843×10-3μm2(表2)

[0044] 表2胜坨油田二区不同时期测井解释渗透率统计表

[0045]

[0046] 4、储层渗透率参数三维时变模型的建立

[0047] 如图10到图12所示，以本时期过液量等值图进行约束，分别采用确定性的建模方

法建立储层渗透率参数的时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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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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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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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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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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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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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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