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油田新技术

三十多年来，X射线计算机层析成像技术推动了医学领域的发

展。这一技术一直以来也是地学专家十分宝贵的工具。这项技术的

不断发展正在帮助地学专家更详细地揭示储层岩石内部的孔隙结构，

以便更好地了解影响产量的具体条件。

详细研究孔隙几何形状

在编写本文过程中得到以下人员的帮助，谨表谢

意：法国Clamart的Veronique Barlet-Gouédard，Gabriel
Marquette，Olivier Porcherie 和 Gaetan Rimmelé；巴
黎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的 Bruno Goffé 以及苏格

兰爱丁堡大学的 Rachel Wood。

Inside Reality 和 iCenter 是斯伦贝谢公司的商标。

Andreas Kayser
英国剑桥

Mark Knackstedt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堪培拉

Murtaza Ziauddin
美国得克萨斯州 Sugar Land

岩心分析获得的信息对预测油藏

产层的产能来说非常宝贵。虽然岩石物

理学家也能利用其它方法评估地层颗粒

尺寸、总体积、饱和度、孔隙度和渗透

率等参数，但岩心样品通常是对其它方

法进行标定的基准。尽管世界各地的岩

心库内存放着数十万英尺的全岩心或岩

心切片，但大部分井还是没有取岩心。

通过岩心获取大量信息也是有一

定代价的。取心通常会延长钻井时间、

减缓钻进速度并增加井底设备卡钻的风

险。在一些井中，井下和地面条件都很

苛刻，使取心工作存在很大风险。在某

些情况下，由于地层相关对比不够明

显，使地质家无法准确、可靠地选择取

心点。因此，许多作业者通常是对潜力

产层进行井壁取心，并在常规测井程序

的基础上加测一些项目来弥补缺乏全岩

心数据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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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部CAT扫描图片。通过处理不同组织的颜色和暗度值为医生提供了患者

肺部和骨骼系统的清晰图像（图片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VizLab的Ajay Limaye
提供）。

1. 在医学领域，计算机化轴向层析（CAT）扫描

有时还被称作计算机辅助层析成像，与计算
机层析成像概念是一样的。

2. 一微米等于百万分之一米或千分之一毫米。
它可以缩写成μ、μm 或 mc。在英制单位

中，一微米等于 3.937 × 10-5 英寸。

3. Siddiqui S，Grader AS，Touati M，Loermans AM
和 Funk JJ:“Techniques for Extracting Reliable
Density and Porosity Data from Cuttings”，SPE 96918，
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达拉斯，
2005 年 10 月 9-12 日。

Bauget F，Arns CH，Saadatfar M，Sheppard AP，
Sok RM，Turner ML，Pinczewski WV和Knackstedt
MA:“What is the Characteristic Length Scale for

随着油公司试图对老油气藏进行

经济有效的开发，工程师和地学家们

也许会为他们早期做出放弃取心的决

定而感到后悔。一旦井已经钻穿产层，

要想退回去获取全岩心就太迟了，除

非对井进行侧钻。但实际上，矿物成

分、粒度、饱和度、渗透率、孔隙度和

其它岩石结构参数有时可以不进行取

心也能确定。

早期医学CAT扫描技术是1972年发

展起来的。通过对该技术的改进，地学

家能够通过对一块岩样进行精细、近

间距X射线扫描，来获得重要的储层数

据[1]。这种被称为微计算机层析成像的

无损伤技术采用聚焦X射线束产生“虚

拟切片”，其分辨率达到微米级，而不

仅仅是毫米级[2]。这种精细程度还可以

满足检查较小岩石样品的要求；地学

家们可以不用依靠全岩心来测量孔隙

度和渗透率，而是使用地层钻屑来评

估这些参数[3]。虽然许多公司都不在井

中取心，但他们通常进行泥浆录井，在

泥浆经过振动筛时收集地层岩屑。地

学家们发现，在没有岩心可供使用的

情况下，即使一小块岩屑也能说明很

多问题。

本文回顾了 X 射线计算机层析技

术（CT）的发展史，以及这项技术是如

何从医学行业被应用到油田领域的。

我们介绍了如何利用浸入式可视化技

术来对数据进行评价，然后讨论了一

些能够从该项技术获益的油田应用实

例。最后，我们将看到研究人员是如何

使用该项技术评价套管水泥和油井增

产措施效果的。

CT 扫描技术

计算机层析成像技术是 Godfrey
Newbold Hounsfield于1972年开发的，起

初用于医疗目的，该技术使用X射线扫

描方法来检查身体的内部结构，如软

组织和骨骼[4]。CT克服了普通X射线照

相中出现的叠影问题，这个问题是由

于上方器官和组织在二维 X 射线胶片

上成像造成的，叠影使内部组织的三

维特征变得模糊不清。

普通X射线照相是用X射线对患者

进行透射后再投射到胶片上成像的，

而CT流程则采用另外一种方法。CT扫
描仪使用一个旋转支架，上面安装了

一个X射线管，X射线管的对面安装检

测器阵列。患者躺在支架的中部，X射

线源和它对面的检测器围绕患者旋转。

由于患者近似位于 X 射线源和接收器

的中间位置，旋转支架能够从多个角

度进行一系列的近间距X射线扫描。对

这些扫描结果进行处理后可得到一张

患者的三维成像图片（下图）。

CT X射线成像原理如下：患者体内

的密度差别而导致 X射线的衰减不同，

这一衰减表示 X 射线在通过身体各个

部位时能量的降低。一些组织对X射线

的散射或吸收好于其它组织：厚组织

吸收的X射线比薄组织多；骨骼吸收的

X 射线比软组织吸收的多；而脂肪、肌

肉或器官对X射线吸收少，可使更多的

X 射线透过并投射到检测器上。如果不

考虑患者因素，衰减是 X 射线能量和 X
射线透射物体的密度和原子数的函数。

这一相关关系式相当直接：X 射线能量

越低、密度越高和原子数越高，一般衰

减幅度就越大[5]。

使用层析 - 重建算法将数字投影数

据转换成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可显示衰

减系数的分布[6]。这种分布可显示成由

点组成的二维切片，点的暗度与其衰减

值相对应（请参见“从二维点转变到三

维体”，第 6 页）。因此，在医院进行的

扫描中，骨骼的颜色一般较浅，与其相

对较高的衰减值相对应；而充满空气的

肺部组织的颜色则较深，与其相对较低

的衰减值相对应。

Permeability? Direct Analysis from Microtomographic
Data”，SPE 95950，发表在SPE技术年会暨展览
会上，达拉斯，2005 年 10 月 9-12 日。

4. Hounsfield GN:“A Method of and Apparatus for
Examination of a Body by Radiation such as X- or Gamma
Radiation”，英国专利号 1283915（1972 年 8 月 2
日）。

5. 有关 X射线 CT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Public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of the ODP Science Operator，
http://www-odp.tamu.edu/publications/185_SR/005/
005_5.htm（2006 年 1 月 27 日浏览）。

6. Feldkamp LA，Davis LC和Kress JW: “Practical Cone-
Beam Algorithm”，Journal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A1，第 6 期（1984 年 6 月）: 61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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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维点转变到三维体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新

印象派艺术家Georges Seurat完成了

一项革命性的绘画技术－用彩色小

点绘画。与他之前的Michel Chevrul
一样，Seurat意识到，从远处看，眼

睛会自然地将原色的小点混合起来，

形成二次阴影。Seurat和他的同行一

起使用小画笔点画技巧，捕捉城市、

港口风光以及正在工作和休憩的人

们。这一技法后来被称作点画法。

计算机使用类似的技术显示文

字和图形；但是，计算机的显示要

精细得多。计算机显示器和视频屏

幕显示的每一幅图像都是由许多几

乎无法分辨的小点组成，这些小点

之间的间隔非常小。在一个二维的

屏幕上，每个点或称像素（一个由图

元收缩得来的名词）可以由它的水

平（x）和垂直（y）屏幕坐标确定下

来。每个点的色值也能被确定下来。

在彩色图像中，每个像素还被分配

了亮度值。

一个像素的阴影值取决于计算

机和计算机所能处理的单像素所占

的位数（bpp）。这个值一般是 8 bpp
（28位，可换算成256色）到24 bpp（224

位，或16,777,216色）。例如，在一幅

8位灰度图像上，每个像素会被赋予

一个与灰度相应的值，取值范围从0
到255，其中0代表黑色，255代表白

色。

一幅图像所用像素的数量决定

了该图像的分辨率（右上图）。所用

像素越多，图像就能显示越多的细

节，分辨率越高。因此，分辨率首先

受到图像采集系统的影响，其次受

到显示系统的影响。

数字图像采集系统的分辨率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对光敏感的感光元件数量的

影响，这种感光元件称作光感应单元，

它能用于记录图像。这些光感应单元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像素）聚积电荷，电

荷的多少与通过镜头进入感光元件的光

的数量有关[1]。随着更多的光进入光感

应单元，电荷量增加。一旦快门关闭，

光就不能再进入镜头，这时，每个感光

元件的电荷被处理芯片记录下来，并转

换成数值，该数值决定了屏幕上显示图

像的每个像素的颜色和亮度。这些装置

的精细程度通常不是用光感应单元表示

的，而是用兆像素表示。例如，一台

1.2 兆像素的装置可能有 1280 x 960 的
显示区域（1,228,800个像素），而高清

晰显示器可能达到3.1兆像素，显示区

域为 2048 x 1536（3,145,728 个像素）。

>  像素分辨率。图像的分辨率受到像素数量和大小的影响。若要在固定区域内增加像素数量，则
必须降低像素尺寸。随着像素尺寸（白色方框）逐渐变小（从左到右），显示图像的像素变多，图

像则更清晰。

>  从像素到体素。当多个切片相互叠放在一起时，平面像素（左）就呈现出一个新的维，从而形
成体（右）。在切片数上增加 z 坐标相当于给像素赋予一个深度值，由此在众多切片内形成体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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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积岩中常见矿物的密度值。使用 X 射线对岩石结构成像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岩样密度和矿物成分差异的影响。

1. 尽管专家确信光感应单元并非真的就是像
素，但像素这个术语还是在行话中越来越
流行，这主要是受数码摄影广泛影响的结

果，数码相机的制造商用百万像素来描述
数码相机的分辨率。

图像的分辨率还受到显示仪器的

影响。一台低分辨率计算机显示器的

显示精度可能是640×480，这表示显

示器的一行有 640 个像素，高度上有

480行，共计307200个像素。如果这些

像素铺满15英寸的显示器，那么显示

器上的图像每英寸上有50个点。如果

要增加分辨率，要么缩小显示器的尺

寸，要么增加显示屏上的像素。现代

显示器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方法，将大

量的像素挤压在更小的显示空间中。

　　为了给三维物体成像，像素需要

伸展到另一维上去。第三个坐标（z）
加到了x-y位置上，这个坐标可以精确

表示像素在三维物体内部的位置，因

此产生体素－即体积像素的简称。在

CT 图像中，z 坐标通常代表深度，并

且只能由层析切片在体内的位置确

定，这个体是由大量间隔很小的层析

切片堆叠在一起形成的（前一页，下

图）。除了 x、y、z坐标外，体素还能

够通过属性值定义一个点。例如CT扫
描中，属性值为密度，密度是样本对

X 射线透射能力的函数。密度值可与

色谱联系起来，而亮度范围可控制计

算机屏幕上的体素的暗度。有了这些

值和三维再现软件，可以生成三维物

体的二维图像，并且可以在屏幕上从

不同角度进行观察。

> 另类“病人”。一段全岩心被放在滑车上，送入一台医用 CAT 扫描设施中进行扫描成像。

7. Kayser A，Kellner A，Holzapfel H-W，van der Bilt
G，Warner S和Gras R：“3D Visualization of a Rock
Sample”，Doré AG和Vining BA（编辑）: Petroleum
Geology: North-West Europe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第 6 届石油地质大会文集。伦敦：地质学

会（2005 年）：1613-1620。

Vinegar HJ:“X-ray CT and NMR Imaging of Rocks”，
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38 卷，第 3 期
（1986 年 3 月）：257-259。

8. 有关高分辨率X射线CT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得克萨斯大学高分辨率 X 射线计算机层析成
像设施。http://www.ctlab.geo.utexas.edu/
overview/index.php#anchor1-1（2006 年 1 月 30 日
浏览）。

向工业应用发展

与对人体内密度差异进行成像一

样，岩体中的密度差可以成像（下表）。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止，CT 技

术已经向地质科学应用方面迈进了一大

步。除了定量确定岩样的体积密度外，

改进后的 CT 扫描还可用于对煤的微生

物脱硫、重油的驱替以及碳酸盐岩岩心

内原油的流动进行可视化分析[7]。

在用 CT 对岩心进行扫描分析的早

期，地学家与城内唯一能够提供这种复

杂 CT 扫描的医院达成协议也是常有的

事。一般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尽量

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将从油层中取得

的岩心送进医用 CT 扫描设施，进行成

像和分析（下图）。

没过多久，医学界之外的研究人员

就认识到 CT 技术在材料无损评估方面

的应用潜力，特别是那些研究材料测试

的人员，他们一直在寻找更精细的材料

内部结构成像方法。地学家们也很快加

入了这一行列。这种精细的内部结构成

像能力主要是通过开发工业级 CT 系统

得以实现的。与医用 CT 相比，这种系

统使用了强度更高的X射线，它的焦点

更集中、曝光时间更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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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岩成分的三维定量分析和空间分布。尽管大多数砂岩的主要成分是石英
颗粒和胶结物，利用 X 射线成像有助于对其它成分进行分析。岩样对 X 射线

衰减作用的差异能够用来说明由于孔隙度和各种组成岩石的矿物而引起的密
度差异。得到成像图后，便可对这些特征单独进行详细分析。

随着微CT（μCT）技术的发展，研究

人员能够获得越来越高的分辨率[9]。使用

μCT，研究人员有时能够以低至 2.5微米

的体素尺寸对其样品进行成像。根据样

品大小和用以成像的像素数量，可获得

样品尺寸千分之一的体素尺寸。例如，一

台百万像素相机使用 1000 x 1000 像素对

1立方厘米样品进行成像，分辨率可达到

大约10微米。同样，使用1600万像素的

相机（4000 x 4000像素）对相同样品进行

成像，分辨率可达到 2.5微米。

在这样的分辨率下，地学家能够区

分岩样内部的密度或孔隙度差异，并且

能够详细研究孔隙空间和孔隙连通性。

这种μCT技术可以识别颗粒或胶结物的

矿物组成（右图）。它甚至还能用于区

分相同类型的不同颗粒，如碳酸盐岩颗

粒，在相同碳酸盐岩石内不同类型颗粒

之间的微孔隙可能不同[10]。

扫描过程

用于采集 μCT 数据的扫描过程在某

些方面与三维地震数据的采集相似。地

震队布置出一系列间距整齐的地震测线，

并对每条测线的起点和终点坐标进行测

量，这样就有可能推算出地震测线系列

中每条地震测线间的距离。因此可能确

定任一条地震测线上任一点的位置，以

及测线系列中线上任意两点间的距离。

有了这些数据，在处理数据时就可以在

任意两点或任意两条线间进行插值。

对于μCT来说，需要采集一个间距较

小、有规律的扫描系列，以便获得样品的

高分辨率虚拟切片。切片中的每个像素

代表一个扫描点，并且其坐标与样品的

实际点相对应。由于每个点的坐标已知，

就可以确定每个点和每个切片间的距离。

如同地震测线一样，在已有的切片之间

可以内插点和切片。通过将一系列切片

近距离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数据

体，切片上的每一个像素就成为数据体

的一部分，并且有一个三维坐标。这样，

每个像素都可以当作一个体素。

扫描过程由高度专业化的X射线系

统完成。尽管有几家公司可以提供研究

级别的X射线系统，但是许多X射线层

析成像装置都是专门制造的。无论是不

是特别设计的，它们都有三个主要组成

部分，即一个X射线源、一个放置样品

的旋转台和一架记录样品内X射线衰减

模式的 X 射线相机。

要扫描的样品必须放在X射线源和

相机之间的旋转台上。由X射线源发射

出来的X射线在被相机记录之前由于经

过散射和吸收而衰减[11]。当样品在旋转

台上进行360˚渐进旋转时，相机记录大

量的X射线照片。用计算机程序将这些

数字投影数据叠加在一起，同时保持像

素和切片间的真实距离。采用 CT 算法

处理这些数据，可以重新建立样品的内

部结构并保持它的三维比例不变。

2002年，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制造了这样一套设备（下一页，上

图）。它的X射线源产生的X射线焦点达

到 2到 5微米。X射线束从焦点扩散开，

形成一个锥形结构[12]。由于放大倍数随

着与X射线源的接近而变大，旋转台和

相机被设计成可分别在滑轨上滑动，这

样方便研究人员调整X射线源、样品和

相机之间的距离。样品台以千分度的精

度带着样品旋转，能够承受 120 公斤

（265磅）的重量，其中包括样品以及辅

助测试设备的重量[13]。

在这套设施上，X射线“照相机”由

一个在X射线照射下发出绿色荧光的闪

烁体和一台将绿色荧光转换成电信号的

电荷耦合装置（CCD）组成[14]。这种相机

有 70平方毫米的有效面积，具有 410万
像素（2048 x 2048像素）。该系统的大视

野使研究人员能够以 30 微米的像素尺

寸对60毫米的样品进行成像。他们还可

以推变焦距镜头来提高分辨率，从而能

够以2微米像素对4毫米样品进行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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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高分辨率 X 射线层析成像装置。旋转台和电耦合（CCD）照相机可沿轨道滑
动，从而可用于调整相机、样品和 X射线源之间的距离。利用这套装置可以将样品放大到原尺寸的
1.1到 100多倍。旋转台的精度达到千分之一度，并可配备流体泵，用于对流体在多孔介质中的流动

进行成像。（图片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提供）。

>  砂岩孔隙。利用 Inside Reality 软件的暗度过滤器对体视窗内的不同特征进行再现。图为德国

Rotliegendes地层的风蚀砂岩，黄色箭头后上方的视窗左部只显示石英颗粒（浅绿色）。右边背景上的
数据体仅显示孔隙（蓝色），右边前景上的小数据体显示后生成岩作用形成的重晶石胶结物（红色）。
底部图像切片显示有石英（灰色）、孔隙空间（蓝色）、重晶石（红色）和碳酸盐胶结物（橙色）。黄

色箭头表示 1 毫米长刻度。

为了生成一个 20843 体素的层析照

片，大概需要近3000张投影图。在每张

投影图之间，将样品台旋转0.12˚。整个

过程需要 12 － 24 小时，这取决于样品

的类型和用于减少取样伪影而进行的滤

波步骤。利用超级计算机对所产生的24
G的投影数据进行处理，128个中央处理

器要用大约2个小时的时间才能生成层

析照片。

可视化技术

一旦将各X射线投影图编辑成三维

数据体文件，数据就能被加载到一个浸

入式可视化环境中进行详细分析。利用

Inside Reality 虚拟现实技术，就可以对

这些数据进行成像和处理，如同其它三

维数据体一样。Inside Reality技术最初

是为帮助对数英里或数公里地震数据进

行可视化分析而开发的，也能够对毫米

级以下的数据体进行处理。

地学家利用这一先进的可视化技术

来从不同方向观察数据体。甚至是在实

际岩样的切割面与层理面和裂缝面不平

行的时候，也能让他们从正面观察岩样

的层理面和裂缝面。岩样的沉积和构造

特征一般采用切片或数据体透视图的形

式进行分析。

扫描过程依靠岩样内部的密度差来

识别各种特征，而可视化处理主要利用

了暗度的差异。要展示由数百万个体素

组成的数据体内部的各种特征，一个办

法是不显示周围的体素。暗度再现是可

视化的关键。每一个体素都被赋予透

明 -暗度范围内的一个值，由此可使一

些体素显示出来而另一些体素从图像中

消失。如果没有这种功能，外部体素的

不透明性会将数据体内部的所有特征遮

挡住。

基于体素的技术能够用来确定样品

中岩石颗粒、胶结物、基质和孔隙空间

的体积和形状。地学家使用 I n s i d e
Reality暗度再现工具可以给数据体内部

的各种组成部分赋上不同的透明 -暗度

值。这项技术可使地学家将不同密度的

物质区分开来。例如，矿物颗粒间的胶

结物分布用明显的颜色显示出来，而将

孔隙空间的暗度值赋为 0，就可以显示

出岩石颗粒间的孔隙。这就使观看的人

能够将岩石颗粒与胶结物、基质和孔隙

分开，从而揭示内部的沉积和构造特征

（下图）。

9. 微计算机层析成像技术的缩写包括 μCT（这
里希腊字母 μ代表前缀“微”）、uCT（这里 u
替代了 μ）、mCT（这里 m 代表微）和 XMT
（代表 X 射线微层析成像）。

10. Kayser A，Gras R，Curtis A和Wood R：“Visualizing
Internal Rock Structures：New Approach Spans Five
Scale-Orders”，Offshore，64 卷，第 8 期（2004
年 8 月）: 129-131。

11. Ketcham RA和Carlson WD:“Acquisition, Optimiz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X-Ray Computed Tomographic
Imagery: Applications to the Geosciences”，
Computers & Geosciences，27 卷，第 4 期（2001
年 5 月）: 381-400。

12. Sakellariou A，Sawkins TJ，Senden TJ 和 Limaye
A:“X-Ray Tomography for Mesoscale Physics
Applications”，Physica A 339，第 1-2期（2004年
8 月）：152-158。

Sakellariou A，Sawkins TJ，Senden TJ，Knackstedt
MA，Turner ML，Jones AC，Saadatfar M，Roberts
RJ，Limaye A，Arns CA，Sheppard AP和Sok RM：
“An X-Ray Tomography Facility for Quantitative

Prediction of Mechanical and Transport Properties in
Geological, Biological and Synthetic Systems”，发
表在 Bonse U（编辑）：Developments in X-Ray
Tomography IV，SPIE－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 文集，5535 卷。美国华盛顿
州Bellingham：SPIE出版社（2004年）：473-474。

13. 该试验设备包括泵或其它用于研究流体流动

或压实的装置。

14. 与胶片曝光不同，CCD技术捕捉图像的技术与
普通数码相机类似。CCD使用薄硅片记录闪烁
器发出的光脉冲。CCD硅片被分成数千个独立

的光敏单元。当闪烁器发出的光脉冲撞击到
其中一个光敏单元上时，光电效应将光转换
成微电荷，每束光脉冲撞击上该单元都会导

致电荷增加。CCD硅片上每个单元对应一个图
形像素的大小和位置。像素的亮度取决于对
应光敏单元内电荷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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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Inside Reality 技术进行可视化分析。将样品数据体放入 iCenter 安全网
络协作环境，油藏评价小组就可以“浸入”到这些数据体中。立体投影可以产

生深度视觉，这为研究岩石及其微结构的三维特性提供了不同的方法。Inside
Reality可视化软件为1.5 x 1.0毫米的有孔虫类化石提供了细节图像（插图）。这
个三维可视化图像可以用于从多个不同角度观察化石。动画图像反映其他进行

远程交互的观看者的指向动作。

15. Saadatfar M，Turner ML，Arns CH，Averdunk H，
Senden TJ，Sheppard AP，Sok RM，Pinczewski
WV，Kelly J 和 Knackstedt MA：“Rock Fabric and
Texture from Digital Core Analysis”，SPWLA 第 46
届测井年会论文集，新奥尔良，2005 年 6 月
26-29 日，ZZ 篇。

16. Udden-Wentworth 和 Krumbein 分类标准都是根
据直径对岩样进行分类；前者是口头分类标
准，而后者是数字分类标准。根据 Udden-
Wentworth标准，大于64毫米的沉积颗粒被定
义为砾石，较小的颗粒被定义为砂砾、细粒、
砂粒和粉砂。而那些小于 0.0039 毫米的颗粒

被称为粘土。同时在用的还有其它几个粒度
分类标准，但是 Udden-Wentworth 标准（一般
称作Wentworth标准）是地质学中最常用的标

准。Krumbein标准是一种对数计算标准，它使
用一个被称作 phi 的值对沉积物大小进行划
分。Phi 值的计算公式为：ø = -log2（颗粒尺寸

单位为毫米）。

17. Arns CH，Averdunk H，Bauget F，Sakellariou A，
Senden TJ，Sheppard AP，Sok RM，Pinczewski WV
和 Knackstedt MA：“Digital Core Laboratory：
Analysis of Reservoir Core Fragments from 3D Images”，
SPWLA 第 45 届测井年会论文集，荷兰
Noordwijk，2004 年 6 月 6-9 日，EEE 篇。

18. Bennaceur K，Gupta N，Monea M，Ramakrishnan
TS，Tanden T，Sakurai S 和 Whittaker S：“CO2

的收集和储存解决方案”，《油田新技术》，16
卷，第 3 期（2004 年秋季刊）：44-61。

> 砂岩追踪。使用暗度过滤器突出显示德国 Rotliegendes气藏砂岩内的石英颗粒。使用 Inside Reality
软件的数据体放大工具显示数据体（浅灰色部分）中相互连通的孔隙（蓝色）。沿着孔隙角落的边沿
部分（红色）显示可能与由软件自动检测出来的相邻孔道连通。数据体中还显示出有碳酸盐胶结物

（橙色）。水平切片显示出有石英颗粒（深灰）、孔隙空间（黑色）、碳酸盐胶结物（中等灰色）和重晶
石胶结物（白色）。

控制暗度值的功能在种子点和数

据体放大工具上起了重要作用，这两

个工具是Inside Reality工具包中的一部

分。观看的人使用种子点工具可以选

择看一个切片或数据体内任一个点。

该点有一定的X射线衰减值。一旦选定

了要看的点，软件能够自动选择与该

点相连接的具有相同衰减值的全部体

素。这一特点可帮助地学家在代表孔

隙的数据体内选取一个点，并且用数

据体放大工具显示所有该数据体内相

互连通的孔隙（上图）。

由于每个体素基本上都由其坐标来

确定，所以可以计算任意两个体素之间

的距离。为了方便计算两个体素间的距

离，Inside Reality 系统使用了标尺工具

作为一个直观尺度。标尺工具能够用于

测量三维空间中颗粒或孔隙的尺寸，帮

助地学家估算孔隙度和连通性。

将来自实验室的岩样放入浸入式可

视化环境中，能够使油藏评价小组共享

重要的油藏岩样数据和认识，从而作出

更明智的决策。Inside Reality虚拟现实

技术可使地学家们和其他远在现场的人

员共享三维虚拟岩心数据，帮助油藏评

价小组与油公司的专家以及世界各地的

合作伙伴进行很好的协作（左下图）。

应  用

岩石结构数据为地质学家提供了

关键信息，用于分析沉积相和确定沉

积环境。现在，地质学家和岩石物理学

家根据岩心或岩心碎片的数字扫描可

以获得有关颗粒大小、形状和基质等

的重要信息。单个岩屑的图像能够包

括数千个岩石颗粒。通过将被扫描岩

样中的岩石颗粒用数字方法分离开来，

可以得到组成每个颗粒所有体素的坐

标，以及相邻岩石颗粒的数目和颗粒

间相互交叠的信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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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样品单张切片中得到的统计数据。从一张切片上分辨出了4100多个
颗粒，研究人员可以收集到详细的统计数据用来描述岩石结构特征。在

与其它样品进行比较时，这些统计数据有助于地质学家对岩石的沉积环
境进行分类。（根据 Saadatfar 等人的文章修改，参考文献 15。）

> 从层析成像中得到的孔隙级别信息。用孔喉（蓝色柱状体）将孔隙

中心（蓝色圆球）连接起来，可模拟碳酸盐岩样品（黄色）内的孔隙。
孔隙网络中孔隙中心和孔喉的大小及位置反映了岩石微观结构内的实
际情况。当部分岩石基质再现成半透明而孔隙再现成不透明时，碳酸

盐岩孔隙网络的复杂性和非均质性就显示出来了。（图片由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提供）。

> 通过处理扫描样品图像的暗度，很容易对砂岩颗粒（绿色）和孔隙（蓝色）进行直观分析。在许多

评价中，利用这种详细的孔隙分析方法可以得到未来油藏动态特征的关键启示。

地质学家从这样的数据集中推断出

颗粒大小和分布的全面分析结论，以获

得一整套统计测量结果（左上图）。颗

粒体积是通过分别计算每个颗粒的体素

数目得到的，从中还能得出颗粒的尺

寸，然后根据标准Udden-Wentworth或
者Krumbein分级标准给颗粒分级[16]。自

动化程序根据颗粒的圆球度和磨圆度等

形状特征跟踪每个颗粒并将其分类，或

者根据诸如分选、颗粒接触关系和基质

或颗粒支撑等结构分类标准给颗粒分

类。一些程序还能测量岩石颗粒方向的

各向异性，以帮助地学家断定沉积物搬

运方向。

比详细测量岩石颗粒更重要的是分

析颗粒间的孔隙空间以及其中的物质。

暗度再现工具在显示非岩石部分（即孔

隙）方面特别有用。研究人员通过降低

代表岩石颗粒和胶结物的高密度体素的

暗度值并同时增加低密度体素的暗度

值，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孔隙度图像（右

图）。这一暗度再现技术突出显示岩石

中的连通孔隙。一旦将孔隙显示到屏幕

上，地学家就能够使用标尺测量孔隙及

孔喉的尺寸。利用基于层析成像技术的

孔隙网络模型，还能绘制孔隙连通性图

（右上图）。孔喉和孔隙大小分布以及相

互连通性等主要用于计算确定油藏岩样

的相对渗透率和采收率估计值，在有不

同流体同时流过样品端部时很难确定这

些参数。

层析成像还能用于进行很多其它测

量，从中得出重要的信息。例如，通过

直接分析找出孔隙结构图像数据和连通

性之间的相关关系，就能得到地层因数、

渗透率和毛管驱替压力。比较同一岩心

的 μCT 图像和常规实验室测量结果，一

般说来，两者具有很好的一致性[17]。

研究二氧化碳对套管外水泥的影响 　
　μCT技术在常规岩石物理领域之外的

重要应用就是研究二氧化碳（CO2）对

套管外水泥的影响。温室气体，特别是

CO2，导致全球温度上升。有人提出，在

低排放量能源投入使用之前，可将排放

的CO2捕集起来并将其封存在地下作为

减少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措施[18]。但

是，当在温度超过 31.1˚C（87.9˚F）和压

力超过73.8巴（1070 psi）的条件下（大

部分中深井很容易超过这个条件），CO2

性质处于超临界状态[19]。因此，任何CO2

封存项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知道井

下物质是如何与超临界CO2（scCO2）反

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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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净水泥塞样品。这块样品仅有几厘米长，但它说明了超临界CO2与普通硅酸盐水泥发生作用的

重要信息。水泥样品的层析灰度图像（右）是用 18.33微米分辨率扫描得到的，它显示出沿着碳酸盐
化前缘，文石的含量高，同时也存在蚀变前缘。还有一个高孔隙度的溶解前缘，进一步向样品中心靠
近。直径500微米的圆孔可能代表空气泡。微裂缝内充填了文石晶体。在蚀变前缘中的浅色代表高CT
值，可能意味着矿物成分与微裂缝的填充物不同，或者是微孔隙的数量不同。

> 突出显示超临界CO2蚀变作用的范围。彩色编码能够突出显示那些在灰度图像中可能不明显的特征。
在超临界CO2蚀变作用下形成的微裂缝起了通道的作用，使文石蚀变作用进一步向内延伸。利用Inside
Reality软件提供的彩色编码工具可以清楚看出沿裂缝和蚀变作用前缘处的文石含量。成像的物质有净

水泥（绿色）、蚀变前缘（黄色）和充填矿物的裂缝（碳酸盐化前缘）（红色）等。孔隙度增加（蓝色）
表示各种溶解模式的范围。

英国斯伦贝谢剑桥研究中心的科

学家与法国 Clamart的斯伦贝谢 Riboud
产品中心的同事们共同合作，研究CO2

存储对井筒稳固性的长期影响。他们

进行了一项实验，试图弄清楚scCO2是

如何与套管外水泥发生反应的[20]。长期

以来，普通硅酸盐水泥都用在油气井

固井作业中，将产层与地面以及其它

渗透层封隔开，对井筒的稳定性起到

了关键作用。

这项实验是在净水泥样品上进行

的[21]。柱状水泥样品在 90˚C（194˚F）和

280 巴（4061 psi）的条件下固化三天。

科学家们在将它暴露在scCO2之前对其

进行了CT扫描。然后将它置于湿scCO2

环境下，并在 90℃、280巴的条件下放

置了30天。科学家们从水泥柱上取了两

个水泥塞，并对其进行了扫描。

研究人员利用 Inside Reality软件控

制数据体，显示孔隙度和微裂缝，并随

心所欲地对感兴趣的位置进行切片。通

过对比处理前后的扫描图像，研究人员

注意到水泥塞上发生的明显变化，这是

scCO2 作用的结果。研究人员特别感兴

趣的还有微裂缝的形成和分布、文石交

代作用和以高次生孔隙度为特点的矿物

变质作用。

在scCO2和水泥之间的反应产生了

一个不规则的碳酸盐化前缘，从水泥塞

的外边界向内延伸了4毫米（0.16英寸）。

这一浅色的碳酸盐化前缘在灰度三维数

据体及色标切片中很明显（右上图）。随

后进行的X射线衍射分析确定了蚀变前

缘的化学成分与原来的水泥塞不同，原

来的成分被文石取代了，在微裂缝和文

石前缘处的孔隙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右

图）。

实验说明，普通水泥暴露在 scCO2

下仅6个星期，导致普通水泥的强度下

降了65%以上。这些重要的实验结果促

进了新水泥配方的产生。斯伦贝谢的

研究人员研制出了新型抗scCO2的水泥

材料，暴露在 scCO2 之后，该水泥仍然

显示出良好的力学性能。对这些新材

料的实验室测试结果说明，这些新材

料在头两天内抗压强度仅有轻微的下

降，并且在随后的三个月内基本上没

有什么变化。

分析增产作业形成的酸蚀孔洞

研究人员还使用 CT 成像技术研究

非均质性对碳酸盐岩基岩酸化作业的影

响。在一项实验中，该技术对于显示原

始孔隙度分布对酸化模式的影响起了很

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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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生产中心（PCoE）生产监测结果。在一口井中，电潜泵入口压力降低（左）引发 espWatcher黄色警报，警告工作人员出现了生产问题。不稳定压
力分析包括诊断图标准曲线拟合（中上）以及压力模拟分析图（中下）。解释结果表明，渗透率为 197 mD，近井筒表皮系数从 2.2 增加到 4.0。通过增产

处理产量得到提高（右），产量最终稳定在 550 桶 / 日。

> 酸蚀孔洞形成过程的可视化分析。在 Winterset 灰岩样品注入酸液前（下）后（上）进行了 CT 扫描。利用 Inside Reality 可视化技术显示该数据体，将
其中的孔隙再现成不透明，同时周围的体素被再现成透明。原始孔隙分布（下）显示沿着岩心的长轴方向，分布着一些相互不连通的孔隙簇。酸化之后

（上），显示岩心孔隙度增加，酸液溶解反应从右向左延伸，进一步显示出注入过程中的酸液流动情况。

在渗透率低而限制产量的油井中通

常要实施增产措施，这种低渗是由于储

层致密或地层损害造成的。常用的增产

措施包括向碳酸盐岩储层注入酸液。酸

液能够溶解某些地层基岩物质并形成流

动通道，从而提高基岩渗透率。

这一过程的效果取决于所用酸液的

类型、反应速度、地层性质和注入条件。

酸液溶解能够增加地层渗透率，但对于

一定量的酸液而言，渗透率的相对增加

量在很大程度上受注入条件的影响。当

注入速度非常低时，酸在与地层接触后

很快反应完毕，只在注入层相对浅的部

位沿表面发生酸液溶解。注入速度高时

溶解反应比较均匀，因为酸液在较大范

围内与地层发生反应。不管是哪种情

况，都需要较高的酸化成本才能提高渗

透率。

然而，当注入速度为中等时，可以

形成长导流通道（酸蚀孔洞）。这些通

道深深穿入地层，有利于原油流动。不

仅如此，酸蚀孔洞仅要求少量的酸就可

以显著增加渗透率。因此，研究人员要

弄清楚影响产生酸蚀孔洞的因素。

实践证明 CT 扫描技术在研究这个

问题上很有效，可以帮助确定在酸化实

验中酸液注入速度和孔隙的空间分布对

酸液溶解模式的影响（下图）。由于该

技术不会造成破坏，可以用来对比酸化

前后的岩心特征，因而可以对酸蚀孔洞

的形成和形状进行评价。

展望未来

计算机层析成像技术在石油行业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上游领域，有井间

地震层析成像技术；在下游领域，有用

于炼厂的工业流程层析技术。作为一个

研究工具，μCT被广泛用于各种工业应

用，用来监测聚合物增粘泡沫和聚乙烯

树脂的性能，或用于观察地层样品中的

相分离和孔隙空间特征描述。鉴于层析

成像技术的广泛应用，不难想象，μCT
应该有广阔的新用途。

该技术无疑会在提高实验室和测井

数据的解释精度和应用效果方面有很大

帮助。作为无损测试方面一个日益重要

的工具，它还可用在实验室测试未固结

或脆性地层样品。将μCT成像和数值计

算方法结合起来能够进行精度更高、适

用范围更广的岩石特征预测，这些岩石

特征对油气藏勘探、油藏特征描述和采

收率计算都非常关键。

此外，μCT技术还能用于改进的交

叉属性相关性分析和建立三维图象库，

这两种应用能够对油藏岩石类型和结构

进行更加精确和定量的描述。这些定量

描述可与传统的沉积描述结合起来使

用。该技术还能在研究地层弹性、孔隙

度 -渗透率趋势和多相流特征（如毛管

压力、相对渗透率和残余饱和度）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未来μCT技术的发展可能在于进一

步提高分辨率，以解决当微孔隙低于现

有技术分辨能力时的孔隙度预测问题。

随着对样品分辨率的不断提高，μCT技
术正在帮助今天的地学家更好地观察和

分析地层的微观情况。                    —MV

19. 在条件高于31.1℃和73.8巴的临界点时，二氧

化碳成为超临界流体。在这种压缩状态下，
其性质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超临界状态二
氧化碳的表面张力低于其液态的表面张力，

很容易穿过裂隙和裂缝。同时，它还能够溶
解液态二氧化碳能溶解的物质，而二氧化碳
气体则不能。

20. Barlet-Gouédard V，Rimmelé G，Goffé B和Porcherie
O:“Mitig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Risk of CO2 Migration
Through Wellbores”，IADC/SPE 98924，发表在
IADC/SPE 钻井会议上，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

密，2006 年 2 月 21-23 日。

21. 净水泥中没有添加能改变其凝固时间或流变
性的物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