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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致密非均质砂岩储层精细预测

评价领域，公开了一种致密砂岩储层渗透率多参

数预测方法。包括：(1)确定致密砂岩储层中渗透

率的地质主控因素，地质主控因素包括孔隙度、

粒度及裂缝发育程度；(2)建立孔隙度、粒度的测

井预测模型及地震预测模型；(3)确定裂缝发育

程度的地质主控因素；(4)根据步骤(3)得到的地

质主控因素建立裂缝发育指数模型；(5)建立地

震-地质约束的多参数渗透率综合预测模型。本

发明的方法在地震-地质多参数约束下，实现致

密砂岩储层渗透率的单井及平面的准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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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致密砂岩储层多参数渗透率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1)通过将孔隙度相同渗透率不同的致密砂岩储层样品进行地质因素对比分析，以确

定致密砂岩储层中渗透率的地质主控因素，其中，所述地质主控因素包括孔隙度、粒度及裂

缝发育程度；

(2)建立孔隙度、粒度的测井预测模型及地震预测模型；

(3)确定裂缝发育程度的地质主控因素，其中，所述裂缝发育程度的地质主控因素包

括：所述致密砂岩储层样品中的砂体构型、距断层距离、相干和曲率；

(4)根据步骤(3)得到的地质主控因素建立裂缝发育指数模型；

(5)建立地震-地质约束的多参数渗透率综合预测模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步骤(2)中所述建立测井预测模型的方法为多元

线性回归法。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步骤(2)中建立的测井预测模型如式(1)和式

(2)所示：

孔隙度＝0.4853*AC-26.725                           式(1)

粒度中值＝2.7943*△GR+1.7207                       式(2)

其中，AC为声波测井值，单位是μs/ft，粒度中值是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上颗粒含量50％

处对应的粒径值，单位为 GR为伽马测井值，单位为API；其中，△GR＝(GR-GRmin)/(GR-

GRMax)。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步骤(2)中所述建立地震预测模型的方法为多元

线性回归法。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方法，其中，步骤(2)中建立的地震预测模型如式(3)和式

(4)所示：

孔隙度＝-0.0020*波阻抗值+30.4138                       式(3)

粒度中值＝-1.1*10-4*波阻抗值+3.096                      式(4)

波阻抗值单位为g/cc*m/s；孔隙度单位为％，粒度中值是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上颗粒含

量50％处对应的粒径值，单位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步骤(4)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确定砂体

构型、距断层距离、相干和曲率的权重系数，建立裂缝发育指数模型，如式(5)所示，

裂缝发育指数(FDI)＝-35.219+0.0747*砂体构型-0.010353*距断层距离+36.7045*相

干+380.245*曲率                                 式(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步骤(5)中，通过多参数拟合方法建立渗透率综合

预测模型如式(6)所示：

K＝e(1.9412+0.25645*孔隙度-4.11463*粒度中值+2.50071*裂缝发育指数)               式(6)

其中，K为渗透率，单位为mD，孔隙度单位为％，粒度中值是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上颗粒含

量50％处对应的粒径，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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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致密砂岩储层多参数渗透率预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致密非均质砂岩储层精细预测评价领域，特别是对于孔隙结构复杂、

孔渗相关性差的储层评价。具体地，涉及一种致密砂岩储层多参数渗透率预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通常的储层分类评价中，一般采用孔隙度作为主要评价指标来确定有效储层并

对储层进行分类评价。在孔隙结构相对简单、孔渗相关性较好的地区，评价结果与实际生产

情况有较好的匹配性。但是，对于孔隙结构复杂、孔渗相关性差的储层，以孔隙度为基础的

评价结果通常与实际生产状况具较大差异。因此，需要采用能够综合反映储层的储渗、运聚

和产出能力的渗透率作为基本评价指标，开展基于渗透率的致密砂岩储层精细评价。其中，

渗透率的准确预测至关重要。

[0003] 前人针对致密非均质砂岩已建立多种渗透率预测方法和模型。宋宁(基于流动单

元分类的非均质砂岩储层渗透率预测，2013)综合岩心分析测试和测井资料，对松辽盆地新

站油田D404区块葡萄花油层进行流动单元划分，建立中低孔、中低渗非均质砂岩的渗透率

预测模型；孟万斌等(2013)依据以砂岩岩石学特征为基础的不同类型砂岩孔渗定量分析渗

透率预测模型，对川西新场地区上沙溪庙组JS2气藏储层渗透率进行研究，分别用不同类型

储层的孔渗定量关系渗透率预测模型计算渗透率，提高渗透率求取精度。蔺景龙等(基于分

形理论预测砂岩储层渗透率，2004)根据分形几何学的基本理论探讨了岩石孔隙的分形结

构及孔隙分形维数的确定方法，改进Kozeny-Carman方程，调整颗粒半径和有效孔隙半径至

适于动力传导过程的分辨率尺度，从而建立了渗透率的分形模型。谭成仟(基于岩石物理相

的储层渗透率解释模型研究，2001)提出了一种基于岩石物理相的储层渗透率解释方法，在

表征各类岩石物理相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类岩石物理相的渗透率解释模型。Baziar  Sadegh

(Prediction  of  permeability  in  a  tight  gas  reservoir  by  using  three  soft 

computing  approaches，2014)利用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同期神经模糊推理系统和支持向

量机的技术预测位于美国Mashakie盆地的Mesaverde致密含气砂岩的渗透率，结果表明，所

有的方法在预测渗透率方面都具有可接受的性能，但同期神经网络模糊推理系统和支持向

量机比多层感知器预测渗透率更准确。

[0004] 目前，针对致密非均质砂岩储层渗透率的预测方法和模型主要基于流动单元分

类、砂岩组构分类、分形理论以及神经网络理论等。这些方法主要从岩石物理参数(孔隙度

f、渗透率k、储层质量指数RQI等)出发，通过分析这些参数的典型测井响应特征，采用不同

的统计学方法建立多测井参数的渗透率预测模型。这些方法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1)没

有分析控制渗透率的地质主控因素，当岩石物理参数与测井曲线间没有明显相关性时，则

难以建立可靠的渗透率预测模型；2)微裂隙可以明显改善致密砂岩储层的渗透性。但是，微

裂隙由于通常不具有典型的测井、地震响应特征，导致裂缝预测一直是储层研究中的难点；

3)这些方法主要针对单井，普遍仅具有单井(点)渗透率可预测性，不具备平面可预测性，而

渗透率的平面准确预测却正是致密砂岩储层精细预测、评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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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致密砂岩储层多参数

渗透率预测方法。

[0006] 具体地，本发明提供一种致密砂岩储层多参数渗透率预测方法，该方法包括：

[0007] (1)确定致密砂岩储层中渗透率的地质主控因素，地质主控因素包括孔隙度、粒度

及裂缝发育程度；

[0008] (2)建立孔隙度、粒度的测井预测模型及地震预测模型；

[0009] (3)确定裂缝发育程度的地质主控因素；

[0010] (4)根据步骤(3)得到的地质主控因素建立裂缝发育指数模型；

[0011] (5)建立地震-地质约束的多参数渗透率综合预测模型。

[0012] 通过本发明的方法形成的地震-地质约束的多参数渗透率综合预测方法，可以实

现渗透率的平面准确预测，为基于渗透率的非均质致密砂岩储层的精细评价奠定基础，推

动了学科建设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0013] 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4] 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面的具

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在附图中：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致密砂岩储层中渗透率预测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述的具体

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17] 在本文中所披露的范围的端点和任何值都不限于该精确的范围或值，这些范围或

值应当理解为包含接近这些范围或值的值。对于数值范围来说，各个范围的端点值之间、各

个范围的端点值和单独的点值之间，以及单独的点值之间可以彼此组合而得到一个或多个

新的数值范围，这些数值范围应被视为在本文中具体公开。

[001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致密砂岩储层多参数渗透率预测方法，该方法包括：

[0019] (1)确定致密砂岩储层中渗透率的地质主控因素，地质主控因素包括孔隙度、粒度

及裂缝发育程度；

[0020] (2)建立孔隙度、粒度的测井预测模型及地震预测模型；

[0021] (3)确定裂缝发育程度的地质主控因素；

[0022] (4)根据步骤(3)得到的地质主控因素建立裂缝发育指数模型；

[0023] (5)建立地震-地质约束的多参数渗透率综合预测模型。

[0024] 本发明的致密砂岩储层可以为各种致密砂岩储层，例如可以为川西坳陷中江气田

侏罗系致密砂岩、川西拗陷上三叠统须家河组及侏罗系砂岩、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砂岩、

塔里木盆地侏罗系砂岩中的一种。

[0025] 其中，川西拗陷中江气田侏罗系致密砂岩气藏属于低孔、低渗致密砂岩储层，储层

中微裂隙发育且具有很强的非均质性，导致砂岩的孔、渗相关性较差。通常使用的孔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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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率相关方程预测的渗透率精度较低，亦不能很好地解释研究区勘探开发实践中存在的

“低孔隙度、较差储层、亦能高产”问题，难以适应中江气田勘探开发实践需求。

[0026]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优选地，步骤(1)中，确定所述渗透率的地质主控因素的

方法包括：将孔隙度相同渗透率不同的致密砂岩储层样品进行地质因素对比分析，以确定

影响渗透率的地质主控因素；本领域的技术人员知晓，所述地质因素可以包括所述致密砂

岩储层样品的孔隙度、岩石学特征、和微裂缝发育程度，其中，所述岩石学特征优选包括致

密砂岩储层样品的岩石组分参数、岩石粒度、磨圆度和分选，更优选地，所述岩石组构参数

包括黏土矿物含量和粒度。本发明中，在进行地质因素对比分析时，对于可以定量的地质因

素，则采用常规方法测定该地质因素，并统计孔隙度相同渗透率不同的致密砂岩储层样品

中有哪些定量地质因素不同，以定量地确定地质主控因素；对于不能够定量的地质因素，则

采用定性观察的方法观察孔隙度相同渗透率不同的储层样品的定性地质因素的差别，以确

定定性地质主控因素。上述优选地质因素中，黏土矿物含量、孔隙度和岩石粒度为定量地质

因素，而磨圆度和分选为定性地质因素。本发明中，磨圆度是指岩石或矿物颗粒在搬运过程

中经冲刷，滚动，撞击，棱角被磨圆的程度；分选表示的是颗粒的均一性。

[0027] 本发明中，步骤(1)中，确定的地质主控因素可以包括孔隙度、粒度以及裂缝发育

程度。其中，粒度可以通过粒度中值来反映。具体地，粒度中值的计算参见下式(2)或者式

(4)。

[0028]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建立所述测井预测模型的方法优选为多元线性回归法；

具体的步骤优选包括：以实测样品的孔隙度、粒度为基础，通过多元回归方法，分析实测孔

隙度、粒度与测井参数包括AC、GR、CNL、DEN和RD的相关性，其中，CNL为中子测井值，DEN为密

度测井值，RD为电阻率测井值，从而得到孔隙度、粒度的测井预测模型如式(1)和式(2)所

示：

[0029] 孔隙度＝0.4853*AC-26.725  式(1)

[0030] 粒度中值＝2.7943*△GR+1.7207  式(2)

[0031] 其中，AC为声波测井值，单位是μs/ft，粒度中值是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上颗粒含量

50％处对应的粒径值，单位为 GR为伽马测井值，单位为API；其中，△GR＝(GR-GRmin)/

(GR-GRMax)。

[0032] 本发明中，上述测井参数AC、GR可以根据本领域常规的测井方法得到。本发明中，

粒径可以通过实验室显微镜测定的粒状碎屑长轴的长度来表示。本发明中的*表示乘积的

关系。

[0033]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建立所述地震预测模型的方法优选为多元线性回归法；

优选地，步骤(2)中得到的地震预测模型如式(3)和式(4)所示：

[0034] 孔隙度＝-0.0020*波阻抗值+30.4138  式(3)

[0035] 粒度中值＝-1.1*10-4*波阻抗值+3.096  式(4)

[0036] 波阻抗值单位为g/cc*m/s；孔隙度单位为％，粒度中值是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上颗

粒含量50％处对应的粒径值，单位为

[0037] 本发明中，波阻抗值可以通过地震勘探技术得到，波阻抗值是地震波在岩石中传

播的速度乘以岩石的密度。

[0038]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由于微裂缝不具有典型的测井、地震响应特征，导致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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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一直是储层研究中的难点。本发明的发明人在研究中发现，中江气田侏罗系的裂隙发

育程度主要受砂体构型、距断层距离以及相干、曲率等的控制。因此，本发明人在研究中提

出了一个可以综合表征裂缝发育程度的参数，即裂缝发育指数。结合地震多属性裂缝预测

结果，在完成砂体构型、距断层距离、相干、曲率以及地震预测结果等数据标准化的基础上，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确定各参数的权重系数，建立裂缝发育指数的计算模型式(5)，并

根据式(5)所示的公式完成裂缝发育程度的预测模型。

[0039] 裂缝发育指数(FDI)＝-35 .219+0 .0747*砂体构型-0 .010353*距断层距离+

36.7045*相干+380.245*曲率  式(5)。

[0040] 其中，距断层距离单位为千米，砂体构型分为均一、不均一(1表示均一，2表示不均

一)，无单位，相干和曲率值均无单位。距断层距离单位为千米，但在将其代入式(5)中时仅

代入数值，因此，计算得到的裂缝发育指数(FDI)无单位。

[0041] 本发明中，距断层距离指的是预测样点与离其最近的断层的垂直距离，相干和曲

率都是通过地震勘探采集的三维数据体计算得来，相干表示样点与周围数据的相关性，相

干值越小，裂缝越发育；曲率是表示地质体在地下产状变化的程度，曲率越大，裂缝越发育。

具体地，相干的计算方法可以按照本领域各种常规的方法计算得到，例如可以采用基于复

地震道的相干体技术得到，相干体技术是利用地震信号相干值的变化来描述地层、岩石等

的横向非均匀性，进而研究断层、微断裂的空间分布，地质构造异常及岩性的整体空间战布

特征。曲率是根据致密脆性岩石的地震反射同相轴的弯曲程度来预测裂缝发育程度。曲率

在数学上可以通过倾角与倾角的导数表示。

[0042]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步骤(5)中，通过多参数拟合方法建立渗透率综合预测模

型如式(6)所示：

[0043] K＝e(1.9412+0.25645*孔隙度-4.11463*粒度中值+2.50071*裂缝发育指数)  式(6)

[0044] 其中，K为渗透率，单位为mD，孔隙度单位为％，粒度中值是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上颗

粒含量50％处对应的粒径，单位为 其中，mD指的是毫达西。

[0045] 本发明中，得到渗透率综合预测模型的方法可以为本领域各种常规的方法，例如

可以为各种常规的多参数拟合方法。

[0046] 本发明中，有钻井控制(钻井有测井数据)时，将公式(1)和(2)计算得到的数据以

及式(5)得到的裂缝发育指数代入公式(6)中以计算渗透率，当无钻井控制或者有钻井控制

但是无单井测井数据时，将公式(3)和(4)计算得到的数据以及式(5)得到的裂缝发育指数

代入公式(6)中以计算渗透率，从而达到预测平面渗透率的目的。

[0047] 以下将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48] 孔隙度和渗透率的测定是在实验室中通过常规仪器进行的，用的是小块的岩芯或

岩屑。波阻抗值可以通过地震勘探技术得到，波阻抗值是地震波在岩石中传播的速度乘以

岩石的密度。AC是声波速度测井，是滑行波通过地层传播的时差Δt，单位是μs/ft。粒径是

通过实验室显微镜测定，以粒状碎屑长轴为准，单位为mm。

[0049] 实施例

[0050]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致密砂岩储层中渗透率的预测方法。

[0051] (1)测定川西坳陷中江气田侏罗系致密砂岩储层各样品的渗透率和孔隙度，将孔

隙度相同渗透率不同的致密砂岩储层样品进行地质因素对比分析，其中，地质因素包括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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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组分参数(包括黏土矿物含量)、岩石粒度、磨圆度、分选、孔隙度、微裂缝发育程度等因

素，最终确定影响川西坳陷中江气田侏罗系致密砂岩储层渗透率地质主控因素为岩石孔隙

度、粒度及微裂缝发育程度，其中，粒度可以通过粒度中值来反映，粒度中值的计算参见下

式(2)或者式(4)；

[0052] (2)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法建立渗透率影响地质主控因素的测井预测模型，具体方

法为：以实测样品的孔隙度、粒度为基础，通过多元回归方法，分析实测孔隙度、粒度与测井

参数包括AC、GR、CNL、DEN和RD的相关性，从而得到孔隙度、粒度含量测井预测模型，建立的

测井预测模型为：

[0053] 孔隙度＝0.4853*AC-26.725  式(1)

[0054] 粒度中值＝2.7943*△GR+1.7207  式(2)

[0055] 其中，AC为声波测井值，单位是μs/ft，粒度中值是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上颗粒含量

50％处对应的粒径值，单位为 GR为伽马测井值，单位为API；其中，△GR＝(GR-GRmin)/

(GR-GRMax)；

[0056] 建立地震预测模型的方法为多元线性回归法；得到的地震预测模型如式(3)和式

(4)所示：

[0057] 孔隙度＝-0.0020*波阻抗值+30.4138  式(3)

[0058] 粒度中值＝-1.1*10-4*波阻抗值+3.096  式(4)

[0059] 波阻抗值单位为g/cc*m/s；孔隙度单位为％，粒度中值是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上颗

粒含量50％处对应的粒径值，单位为

[0060] (3)确定裂缝发育程度的地质主控因素为砂体构型、距断层距离、相干和曲率；

[0061] (4)测定或者计算所述致密砂岩储层样品中的砂体构型、距断层距离、地震相干属

性和曲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确定砂体构型、距断层距离、相干和曲率的权重系数，建

立裂缝发育指数模型，如式(5)所示，

[0062] 裂缝发育指数(FDI)＝-35 .219+0 .0747*砂体构型-0 .010353*距断层距离+

36.7045*相干+380.245*曲率  式(5)

[0063] 其中，距断层距离单位为千米，砂体构型分为均一、不均一(1表示均一，2表示不均

一)，无单位，相干和曲率值均无单位，距断层距离单位为千米，但在将其代入式(5)中时仅

代入数值，因此，计算得到的裂缝发育指数(FDI)无单位；

[0064] (5)通过多参数拟合方法建立渗透率综合预测模型如式(6)所示：

[0065] K＝e(1.9412+0.25645*孔隙度-4.11463*粒度中值+2.50071*裂缝发育指数)  式(6)

[0066] 其中，K为渗透率，单位为mD，孔隙度单位为％，粒度中值是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上颗

粒含量50％处对应的粒径，单位为

[0067] (6)当钻井有测井数据时，将公式(1)和(2)计算得到的数据以及式(5)得到的裂缝

发育指数代入公式(6)中以计算渗透率，当无钻井控制或者有钻井控制但是无单井测井数

据时，将公式(3)和(4)计算得到的数据以及式(5)得到的裂缝发育指数代入公式(6)中以计

算渗透率，从而达到预测平面渗透率的目的，其中，表1示出了本实施例的方法预测的两个

样品的渗透率以及采用现有方法实测的渗透率和采用单一参数模型所预测的渗透率的值，

表2示出了现有方法单一参数模型所预测的渗透率和本实施例预测得到的渗透率与实测值

之间相关系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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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表1

[0069]

[0070]

[0071] 表2

[0072]

[0073] 通过上表1和2的数据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所建立的渗透率综合预测模型能够对

致密砂岩储层的渗透率进行预测，所预测的渗透率与实测渗透率值更接近，相关系数达到

0.88，而采用单一参数渗透率预测模型预测的渗透率与实测渗透率值的相关关系仅为

0.68，因此，本发明的预测模型较单一参数模型对致密砂岩储层渗透率的预测更准确。

[0074]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中

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这

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75]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

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76] 此外，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违背本

发明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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