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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测井资料属性谱的低阻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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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 N 国 A 地区储层复杂、泥质含量高、水性变化大等因素引起的低阻油藏评价难题，在对其常规测
井资料响应差异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并提取出量化表征岩性、物性和含油性的敏感参数系列。通过对参
数系列的归一化、界限响应确定及界限刻度对齐，集成并构建出储层特征的直观描述谱，从而形成了一种快
速直观的测井解释技术。对 A 地区的油气藏进行处理解释应用，符合率高达 86%，为复杂地区测井快速直观
解释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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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and intuitive interpretation method of low resistivity
oil layer based on attribute spectrum of logg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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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arding the evaluation problems of low resistivity reservoirs caused by complex reservoir, high
clay content, and large water change in area A, state N, based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esponse
differences of conventional logging data, series of sensitive parameters of lithology, physical property and
oil bearing are summarized and extracted in the paper. Through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parameter serie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threshold response and the re-calibration of the threshold scale, the direct
description spectrum of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is integrated and constructed, thereby forming an efficient
and intuitive logging interpretation technique. The hydrocarbon reservoirs in area A are processed and
interpreted with the method above mentioned with a coincidence rate of 86%, which provides a new way for
the fast and intuitive logg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lex area.
Key words: solid earth geophysics; attribute spectrum; efficient and intuitive interpretation; low resistivity
oil layer

0

引言
随着测井技术的发展，各种测井新方法应运而生，然而，基于成本控制等多方面因素，油田开发井

中应用最多的仍然是常规测井技术。基于常规测井资料，在面对复杂储层和流体的时候，常用的识别图
版和标准往往会难以应对。利用常规测井资料提取有用的特征信息，并进行分类组合，用于描述复杂储
层，并进行有效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1~2]。在对常规测井资料仔细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总结提取出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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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含油性等特征参数，并利用这些敏感参数构建储层的属性谱，从而形成一种快速直观的解释技术。

1

属性谱基本原理
在现有的常规解释过程中，通常利用常规测井资料，计算储层的泥质含量，进而计算物性参数，然

后根据电性、物性信息和饱和度模型，计算储层含油性并进行物性参数的含油气校正与含油气性再计算，
最终结合解释人员定性认识经验，给出解释结论[1]。在此过程中，参与含油气性定量表征的往往是单个
饱和度模型，大量定性分析认识和非正式的饱和度信息描述手段仍然无法体现在处理程序中，而需要人
为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解释结论的主观性。基于常规资料属性谱构建的快速直观解释技术，本
质上是常规处理解释技术的集成，即将常规解释中定量、定性解释手段和认识半定量化，集成大量储层
特征描述参数（属性）[2]（如图 1 所示），对多个参数进行表征意义上分区和参数的归一化、刻度对齐处
理，有效解决了常规定量解释参数模型过于局限的现状，并通过直观的谱特征，充分展示储层综合性质。
如在属性谱中，为描述储层物性，会将三孔隙度信息、电阻率侵入差异、自然电位幅度差等与物性相关
的信息进行集成，归一化到（−1, 1）区间，并进行刻度对齐。这样可为测井资料处理与解释人员的综合
分析提供直观的参考信息。

注：SP 为自然电位（spontaneous-potential）；GR 为自然伽马（natural gamma-ray）

图1
Fig. 1

2

属性谱构建方法示意图[2]

Schematic diagram of attribute spectrum construction method[2]

属性谱构建步骤
为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在属性谱构建前先进行测井曲线的预处理，包括基础的质量检

查以及深度校正等工作。
2.1

参数选取与构建
根据地区地质特征及测录井资料条件，选择能够分别描述本区岩性特征（泥质含量或骨架）、物性特

征、含油性特征的一系列参数[3]，给出相应的测井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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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排列
在确定属性计算模型后，按照岩性信息、物性信息、饱和度信息三类进行有序排列（如图 1 所示），

为明确区分三个区域代表意义的差异，选择 2 个 0 值参数作为分区界限。在各个区域内部，参数排列时
将信息指示意义更为敏感和突出的属性排于各区域的中间，辅助性的信息指示属性置于各区域的两侧。
2.3

属性界限值的确定
不同属性表达不同类型的信息，同类属性的不同数值，表达该类信息的量变情况。以未经处理和换

算的补偿声波（AC）曲线为例，当其作为物性属性时，其数值大小反映物性的变化。在实际快速直观解
释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物性下限值[4~5]。因此有必要确定属性的分布界限，并在属性谱中直观表达出来。
具体以某低阻发育区饱和度描述信息来说明。该区 Rxo/ΔSP 属性识别油水层，尤其是低阻油层效果较好
（如图 2 所示），因此在描述该区饱和度信息的属性 Rxo/ΔSP 中，其界限可设置为 0.7，在该数值以上，
储层含油气的可能性较大，否则指示储层含水。

注：IR—泥浆滤液侵入指数；Rxo—侵入带电阻率；ΔSP—自然电位幅度差

图2
Fig. 2

2.4

IR-Rxo/ΔSP 解释图版（敏感响应参数图版）

IR-Rxo/ΔSP interpretation chart (sensitive response parameters chart)

归一化处理与信号放大
统计确定各属性的分布范围，利用统计所得的最大、最小值将属性进行归一化处理，消除因各种计

算方法而产生的量纲和数值大小的影响。图 2 所述 Rxo/ΔSP 属性，则需要取对数并归一化。对于部分属
性，其有效信息区间相比统计所得的分布区间小，还需将有效信息区间进行等比例放大，以便改善成图
效果。
2.5

刻度对齐
表达同类信息的不同属性，实际统计得到的界限值会有所不同。如利用 AC 曲线计算得到物性属性

与利用中子-密度交会得到的物性属性，其统计所得的有效储层下限在数值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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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属性谱构建的需要，以界限值为基线，对各属性进行数值上的平移处理。

3

应用效果分析
N 国 A 地区的区块构造复杂、圈闭众多，正处于朝气蓬勃的勘探阶段。然而，该地区层系间泥质含

量差异大，纵向地层水矿化度分布不稳定，正常油层、高阻水层和低阻油层同时发育，给测井评价带来
了不小的难题。在对 A 地区所有井的测井资料深入分析基础上，总结出 20 个信息描述的属性，并利用
上述方法构建属性谱，如表 1 所示。
表1
Tab. 1

A 地区测井资料属性表

Attribute table of logging data in area A

序号

属性名

特征描述

序号

属性名

1

自然电位（SP）法视岩性

以 SP 异常幅度为依据的岩性判据，有
效储层泥质含量（Vsh）<40%

11

密度孔隙度视饱和度

基于 DEN 法视孔隙度的阿
尔奇法含油饱和度

2

自然伽马（GR）法视岩性

以 GR 为依据的岩性判据，有效储层
泥质含量（Vsh）<40%

12

中子孔隙度视饱和度

基于 CNL 法视孔隙度的阿
尔奇法含油饱和度

3

补偿密度（DEN）法视
孔隙度

基于体积模型，利用地区岩石骨架刻
度下的泥质校正的 DEN 曲线计算所得的
视孔隙度

13

声波孔隙度视饱和度

基于 AC 法视孔隙度的阿
尔奇法含油饱和度

4

补偿中子（CNL）法视
孔隙度

基于体积模型，利用地区岩石骨架刻
度下的泥质校正的 CNL 曲线计算所得的
视孔隙度

14

泥质含量法视饱和度

基于泥质含量的变形阿尔
奇法含油饱和度

5

补偿声波（AC）法视孔
隙度

基于体积模型，利用地区岩石骨架刻
度下的泥质校正的 AC 曲线计算所得的
视孔隙度

15

侵入指数 I

基于 Rxo 数值及三电阻率
差异的响应特征描述

6

CNL- DEN 交会孔隙度

CNL-DEN 曲线交会所得的泥质砂岩
视孔隙度

16

Rxo/ΔSP

基于 Rxo 数值与 SP 幅度差
的响应描述

7

电阻率差异

去地层水电阻率影响的深电阻率
（RT）、浅电阻率（RS）曲线差异

17

RT- AC 叠加

典型水层重合刻度下的数
值差

8

冲洗带响应

去泥浆滤液影响的视冲洗带电阻率

18

RT- DEN 一阶吻合度 [5]

RT、DEN 一阶导数乘积是
否大于零

9

中电阻响应

去泥浆滤液+地层水混合液影响的视
中电阻率

19

RT- CNL 一阶吻合度

RT、CNL 一阶导数乘积是
否大于零

10

深电阻响应

去地层水影响的视深电阻率

20

RT- AC 一阶吻合度

RT、AC 一阶导数乘积是否
大于零

R

特征描述

图 3 和图 4 为采用属性谱方法识别低阻油层的处理效果图。其中第一道为“三岩性”曲线，第二道
为深度道，第三道为岩屑录井剖面，第四道为“三电阻率”曲线，第五道为“三孔隙度”曲线，第六道
为定量解释各组分流体孔隙度成果曲线，第七道为常规属性谱道，第八道为岩性剖面道，第九道为解释
结论道。图 3 第 26#、27#、28#层为该区 Y-W-1 井纵向上相邻的两个储层，受储层岩性和束缚水饱和度差
异影响，电性特征非常接近。常规资料难以识别的情况下，试油结果证实两层含油气性存在巨大差异，
其中 26#储层顶部射开，日产水 115.0 bll/d（1 bll = 0.159 m3）；27#、28#储层合试，日产油 176.6 bll/d. 而
通过属性谱处理发现，在正常油层含油性指示区都无有利显示的情况下，低阻油层含油性指示区出现了
纵向上较为连续的高值区，非常直观地展示出了其属于低阻油层的可能性。
图 4 第 32#～37#层为该区 Y-W-1 井纵向上连续发育的薄储层，受层厚、储层岩性等影响，电阻率绝
对值远远小于上部的典型水层，且电性曲线的层内分布形态不饱满，常规资料极易判定为水层，试油结
果证实 32#～35#层合试，日产油 181.4 bll/d. 通过属性谱处理，同样发现其低阻油层含油性指示区出现了
纵向上较为清晰的高值区，展示出了其属于低阻油层的可能性。
应用以上 20 种属性建立的属性谱方法很好地适应了该地区的地质情况，在对 A 地区所有井进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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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应用中，其解释符合率达到了 86.0%，此外，该方法对低阻油藏的识别判断效果也非常理想，对 A 地
区所有井的低阻油层识别成功符合率达到了 88.3%以上。

图3

A 地区 Y-W-1 井低阻油层属性谱处理成果图（示例 1）

Fig. 3

Attribute spectrum processing results of Y-W-1 well low resistivity oil layer in area A (case 1)

Fig. 4

Attribute spectrum processing results of Y-W-1 well low resistivity oil layer in area A (case 2)

图4

A 地区 Y-W-1 井低阻油层属性谱处理成果图（示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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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N 国 A 地区的区块低阻油层较为发育，单一的含油气性识别手段或饱和度模型使用起来顾此失

彼，能区分高阻水和高阻油层的方法，在低阻区难以奏效，部分能识别低阻油层的方法，有可能造成对
高阻水层的误判。在大量储层分析和流体识别经验与地区认识相结合的基础上，将分类分步的识别方案
和多种敏感参数组合在一起，构建属性谱来直观识别，是一种信息量更大也更为综合的方法，很好地解
决了这一问题。
2）构建属性谱的方法，理论上可以应用于不同地质对象的测井解释及解释的不同方面，如有效储层
综合评价、裂缝识别等，只需要优选敏感参数，提取属性模型并适当排列，就能达到预想的直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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