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力学分析新方法

应力与压力对任何油藏、井筒及完井装置都会产生影响。钻井、
开采及注入过程都会使应力和压力发生变化，有时会给作业者带来
不利影响。随着地质力学测量、模拟和监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油
气田从评价到废弃的整个生命期内，勘探与生产公司都能够预测应
力及压力的变化情况，并降低这些变化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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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改变岩石应力，岩石就会变形，
岩石的体积、几何形状以及流体流经岩
石内部的路径均会发生改变。地层应力
状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岩石类
型、沉积环境、区域地质构造、侵蚀或
隆起阶段以及局部地震扰动，甚至还包
括潮汐变化。岩石组构的不同使得这些
应力源的影响变得更为复杂。
地层对应力变化的反应方式越来越
成为勘探与生产公司关注的焦点。在较
长地质时期内已经达到平衡状态的油藏
地应力在钻井、开采和注入过程中都会
发生改变。如果没有预先采取措施应对
钻井或开采引起的应力变化，那么，管
理某一勘探区所遇到的困难及所需要的
费用会远远超出作业者最初的预期。为
了描述油藏的应力、应变以及形变特
征，勘探与生产公司一般都采用地质力
学这一学科。该学科涉及广泛领域，运
用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工程学、地质
学以及物理学来确定岩石及其包含的流
体是如何对力产生反应的，或确定钻
井、完井与开采是如何引起应力、压力
和温度变化的。
过去，大多数钻井与生产部门没有
特别关注地层应力和地质力学分析；许

多油藏在技术上被认为是简单的，并且
仅实施部分衰竭开采。但是油气资源量
的不断递减以及油价的不断上升促使作
业者越钻越深，油井轨迹越来越复杂，
同时，新技术的应用延长了老油田的寿
命。因此，在评估钻井与开采困难时，
作业者越来越关注地质力学分析，尤其
是那些在高温高压构造活跃探区或超深
水探区安装了昂贵的完井装置，并想竭
尽全力保护其投资的作业者。
不重视地质力学分析的重要性可能
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过量泥浆漏
失、井筒失稳、套管挤压或剪切、油藏
压实、地表下沉、出砂、断层复活、油
藏盖岩失去密封性等可能都是地层内应
力发生变化的表现。
在钻井和生产过程中，一些作业者
被动地对应力或岩石组构的变化做出反
应，而另外一些作业者则主动采取措
施。通过岩心测试以及对岩石强度、变
形和应力特性进行地质力学模拟，采取
主动的作业者能够对油气井和油气田进
行更科学的设计。最近，这些努力得到
了在英国 Bracknell 和美国休斯敦以及
犹他州盐湖城新建的地质力学研究中心
的支持。

ECLIPSE，Petrel，TerraTek，UBI（超声波井眼成像测
井仪）和 VISAGE 等是斯伦贝谢公司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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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地质力学实验室测试
技术、
应力相关的油藏模拟以及监测技
术等方面的新进展。
斯伦贝谢地质力学
卓越实验室中心和斯伦贝谢油藏地质力
学卓越中心所进行的现场研究，
说明了
此门学科是如何帮助勘探与生产公司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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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开采难度日益加大的油气藏的钻井
与生产活动的。

应力主要来源于上覆岩层重量。水平应
力也有引力分量，区域地质构造、热效
应和地质构造可能会使这一引力分量增
地下应力
强。而其他因素（如岩性、孔隙压力和
作用于地层的各种应力在起源、 温度）则影响应力大小和方向，以及岩
大小和方向上各有不同。天然垂直地 石对应力的反应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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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应力与主应力。用符号σV 、σH和σh表示地下立方体物质的应力，其
中，V 表示垂直，H 表示较大水平应力的方向，h 则表示较小水平应力的方
向。为简便起见，常假设它们为主应力方向，但应力的主方向可围绕这三
个轴大幅度旋转。主应力一般用σ1 、σ2 和σ3 表示，按照应力大小降序排
列。如果主应力方向与垂直和水平方向不一致，沿立方体表面所示方向也
会存在剪切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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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力 - 应变图。岩石体积变化时，经历弹性变形的岩石储存应变能量。撤
掉外加的边界应力后，岩石会恢复到初始变形状态，应变能量则恢复到其
初始值。施加更大的应力后，岩石变形为非弹性且是不可恢复的，内部结
构发生了变化（从屈服点开始）
，如微裂隙、颗粒破碎或颗粒边界滑移等。
这些变化导致永久性的体积变化，常常被称作塑性变形。更高的应力最终
会引起岩石破裂（破裂点）
，组成颗粒与胶结物的破碎或破裂以及矿物溶解
等就属于这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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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是作用于某一给定区域上力的
量度，由法向分量与剪切分量组成。法
向应力（σ）垂直于平面或岩石表面，
剪切应力（τ）则沿着平面表面。从数
学角度上看，有一个正交轴方向，可确
定剪切应力为零时的应力方向。这个方
向可确定应力的主轴，而主轴上的外加
应力则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向应力。
在天然岩层中，常常假设这些正交
主轴是垂直或水平的（左图）；但实际
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地层内应力大小与
方向随着地层构造倾角的变化而变化，
当存在断层、盐刺穿、山脉以及其他复
杂构造时，可使主应力的垂直和水平方
向发生旋转[1]。
地下地层的变形受到限制，因为有
三个应力分量相互关联，某一方向上的
任何应力变化都会伴随着应力在正交轴
上的变化。例如，当连续沉积加深埋藏
深度时，从地层在水平方向上伸展的程
度可知，上覆岩层垂直应力的增强使水
平应力发生了变化。此反应一般会受到
限制岩石变形的围岩的影响。地层性质
的不同也会增强相邻岩性的应力差。此
外，地层各向异性也可引起侧向应力在
某一方向上比另外方向上要大。
岩体通过不同的应变或变形方式回
应外加应力，会造成体积和形状的变
化，并常常伴随着岩石性质的变化（左
图）。在岩石最终破裂之前，其变形程
度从可逆或弹性变形到永久或塑性变
形。压力、张力或剪切力引起的变形会
造成岩石压实、拉伸、平移或旋转，并
最终由于剪切、压裂或断裂作用而破
裂。除了外加应力大小之外，岩石对应
力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岩石类型、
胶结程度、孔隙度和埋藏深度。在砂岩
中，岩石颗粒间接触点的大小、形状与
面积影响变形程度。在石灰岩中，基岩
骨架的形状与强度影响变形程度[2]。
应力的小幅度增加一般会引起小的
应变，岩石可从这种小应变中恢复。超
过某一点，岩石会发生塑性变形或破
裂。最大应力与最小应力之间的关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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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来说，孔隙压力是净应力的一
个重要分量。
温度是总应力状态的又一个影
响因素。钻井液与井下地层间的温
差使热量在两种介质间传递。因为
大多数岩石的热导率较低，所以这
些温度变化会引起较大的应变梯度，
进而造成严重的破裂以及应力的重
新调整。由于水在孔隙空间的热膨
胀程度远高于在基岩的热膨胀程度，
所以通过钻井液传递到地层的热量
会造成孔隙流体的大体积膨胀及孔
隙压力的相应增加[7]。
在受限条件下，岩石基体的热
膨胀会引起更大的应力。有效泥浆

2. Geertsma J：“Land Subsidence Above Compacting
Oil and Gas Reservoir”
，SPE 3730，发表在 SPEAIME 欧洲春季会议上，阿姆斯特丹，1972 年 5
月 16-18 日。

Teufel LW，Rhett DW 和 Farrell HE：
“Effect of
Reservoir Depletion and Pore Pressure Drawdown on
In-Situ Stress and Deformation in the Ekofisk Field，
North Sea”
，第 32 届美国岩石力学专题研讨会
论文集。荷兰鹿特丹：A.A. Balkema（1991
年）
：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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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形与破裂。不同形式的变形与破裂可以绘成剪切应力（Q）与平均有效应
力(P’)的关系图。P’ 相对较低、Q 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在与主应力轴成一定角
度的平面方向上有局部应力时，一般会发生岩石破裂。P’ 相对较高、Q 相对较
低的情况下，岩石可能会被压实或者孔隙会坍塌。
（根据 Scott的资料修改，参
考文献 3）

暨展览会上，华盛顿特区，1992年10 月4-7日。

Rhett DW 和 Teufel LW：
“Effect of Reservoir Stress
Path on Compressibility and Permeability of
Sandstones”
，SPE 24756，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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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ddis MA：
“The Stress-Depletion Response of
Reservoirs”
，SPE 38720，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
展览会上，得克萨斯州 San Antonio，1997 年 10
月 5-8 日。

3. 有关应力路径更多的信息，请参见：Crawford
B和Yale DP：
“Constitutive Modeling of Deformation
and Permeabil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Critical
State and Micromechanics”
，SPE/ISRM 78189，发
表在 SPE/ISRM 岩石力学会议上，得克萨斯州
Irving，2002 年 10 月 20-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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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变形与破裂方式（右图）。这种关
系被称作应力路径 [3]。在石油地质力学
中，应力路径（K）在惯例上是流体压
力降落过程中原始油藏条件下最小水平
有效应力变化与有效垂直应力或上覆岩
层应力变化的比值，可简单地表示为 K
＝ Δσ3 /Δσ1。也可以用剪切应力的变
化（Q）与平均应力的变化（P’）来表示，
如 P’-Q 图所示[4]。
若应力路径值非常低，说明岩石会
在剪切力中破裂，形成一个剪切面。岩
石侧向应力增强时，剪切强度也增强。
如果应力路径值较高，说明岩石被压实
或者岩石的孔隙度降低。这在高孔隙度
软岩石中极为常见，如白垩岩、孔隙性
砂岩和硅藻岩[5]。当承受应力差时，其
他岩石（如盐岩）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出现流动趋势以降低剪切应力，并朝流
体静应力状态变化。
在油藏管理过程中，油气公司必须
要克服各种各样的井下应力源－并非所
有井下应力源都是由上覆岩层或构造引
起的。孔隙压力、温差与化学反应也会
影响应力方向和大小的局部波动。
应力与孔隙压力之间存在内在联
系[6]。在地层孔隙空间，应力以压力的
形式传递给液体或气体。外加压力的
大小在所有方向相同。如果流体被挤
压，它会产生一种向外且相等的反压
力。在压力作用下，孔隙流体常常会吸
收一些施加于地层的应力。因此，对于

Scott TE：
“The Effects of Stress Paths on Acoustic
Velocities and 4D Seismic Imaging”
，The Leading
Edge，26 卷，第 5 期（2007 年 5 月）
：602-608。

4. 在应力路径、剪切应力与平均应力之间存在
着一种关系。应力路径（K）可以表示为 K=Δ
σ3 /Δ σ1，剪切应力（Q）可表示为 Q= σ1
－σ3，有效平均应力（P'）可表示为 P' = (σ1+
σ2+ σ3 ) /3。在实验室单轴应力试验中，最小
主应力与中间主应力被视为相等（σ2 ＝σ3）
；
根据 Crawford 和 Yale 的论述（参考文献 3）
，P'Q平面中与应力路径K相对应的斜率η可由如
下公式计算而得：

支撑作用下降往往伴随着孔隙压力的上
升，而且还会与岩石基体热膨胀一起使
井筒变得不稳定。相反，冷却地层则会
使井筒变得更稳定，因为这样可以降低
孔隙压力和切向应力。切向应力的降低
还可能导致水力压裂梯度下降，在极端
情况下，切向应力会变成负应力并导致
产生诱导裂缝。
应力与孔隙压力也受岩石与钻井液
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页岩（在大多数
井中占所钻井段的大部分）对钻井液特
别敏感。页岩通常是孔隙性的，而且常
常饱和地层水，因此这些岩石易与某些
钻井液产生化学反应。

5. Doornhof D，Kristiansen TG，Nagel NB，Pattillo PD
和 Sayers C：
“压实和沉降作用”，
《油田新技
术》
，18 卷，第 3 期（2006 年夏季刊）：50-68。
6. Addis，参考文献 1。
7. Choi SK 和 Tan CP：“Modeling of Effects of Drilling
Fluid Temperature on Wellbore Stability”
，SPE/ISRM
石油工程岩石力学研讨会论文集，挪威特隆
赫姆（1998 年 7 月 8-10 日）：471-477。
Li X，Cui L 和 Roegiers J：“Thermoporoelastic
Analysis for Inclined Borehole Stability”
，SPE/ISRM
石油工程岩石力学研讨会论文集，挪威特隆
赫姆（1998 年 7 月 8-10 日）：44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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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h = 2,000 psi

用钻井液的液压代替钻井过程中因被挖
出圆柱形岩石而失去的机械支撑。他们
实际上用圆柱形钻井液代替圆柱形岩
石。但是，泥浆压力在所有方向上都相

σH = 3,000 psi

σH = 3,000 psi
ཤ

σh = 2,000 psi
࣍ၠᆌ૰, psi
2,000

3,000

4,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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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井筒周围环向应力的平面图。在此模型中，孔隙压力与井筒压力相同，
但地层内的最大有效应力与最小有效应力分别为 2000 psi（13.8 MPa）和 3000
psi（20.7 MPa）
。环向应力是井筒半径与方位角的函数，变化很大，沿着与最
小水平应力（σh ）在一条直线的方位上，环向应力处于强烈压缩状态（井筒
上下红色阴影部分），几乎达到 7000 psi（48.3 MPa）。井筒破裂更有可能沿该
轴发生。（根据 Sayers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9。
）

同，不能抵消地层内方向性剪切应力。
随着应力在井壁周围重新分布，剪切应
力可能会超过岩石强度。如果发生这种
情况，井筒会变形或完全报废。
与地质力学相关的比较典型的钻
井问题包括井筒失稳和地层破裂。其
后果包括井漏、井涌、卡钻、追加套管
柱、侧钻以及废弃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为了维持井筒稳定性，作业者在制定
钻井与井身结构计划时，必须考虑钻
井之前、钻井期间及钻井后的应力大
小与方向、泥浆比重、井眼轨迹以及孔
隙压力等因素。
司钻要控制由泥浆重量施加的压
力，从而避免井筒失稳问题。他们对井
内流体力学动态的控制体实际上是解决
地质力学问题的一种石油工程方法。在
钻井过程中，泥浆引起的各种故障会给
井筒带来损害：[10]
增加泥浆压力，直到井壁进入拉伸
状态并最终超过岩石的抗张强度，
会引起拉伸破裂。在这种情况下，
岩石沿着与最小应力方向垂直的平
面破裂，常常引起井漏。
太低或太高的泥浆比重会引起压缩
破裂。在泥浆比重太高或太低的情
况下，地层会坍塌或开裂，造成井
筒损害及崩落（下一页，上图）。除
非用正确方法对井筒进行清理，否
则，崩落岩屑的堆积会引起卡钻。
当泥浆压力足够高，重新打开现有
且与井筒交叉的裂缝时，会发生剪
切位移。裂缝打开时，沿着裂口方
向的应力暂时消失，使裂缝相对立
的两个表面发生剪切，沿着井筒形
成小但有潜在风险的位移。
井筒稳定性还进一步受构造因素的
影响，如井筒倾角、地层倾角以及地层
层理面之间或沿着地层层理面强度的方
向性变化之间相互的影响（下一页，下
图）。在钻遇高陡倾角页岩层的直井中
●

若在钻穿地层时使用了不配伍的钻
井液，滤液侵入可能会使页岩膨胀，从
而降低岩石与井筒的不稳定性。页岩还
容易受到泥浆压力与孔隙流体压力之差
或钻井液矿化度与地层水矿化度之差引
起的与时间相关的有效泥浆支撑变化的
影响[8]。此外，页岩与钻井液之间相互
作用引起的页岩体积变化会局部干扰井
筒内应力的方向与大小。
因此，虽然局部构造应力与区域
构造应力在岩石变形过程中起主要作
用，但也不能忽略其他井下因素如孔
隙压力、泥浆比重、井下压力波动、温
度与化学性质等对连续区域局部应力
变形的影响。局部岩性特有的结构特
性也会减弱它们的影响，如骨架颗粒
与孔隙的大小与分布、矿物成分与成
岩胶结物的组分等。因为岩石对应力
的反应千变万化，所以对作业者来说，
尽可能多地了解井筒周围岩石及其所
处环境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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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变化
钻井与生产活动影响局部应力状
态。钻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预示着在随
后的生产期内会遇到困难。应力变化会
引起岩石破裂，进而造成钻井期间井筒
失稳。完井后，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出
砂。油气田开采期的其他活动会引起孔
隙压力和温度的变化，这些变化会改变
远离井筒的作用应力。应力变化不仅仅
影响油气藏，还影响相邻的地层。
钻井活动打乱了近井筒区域应力的
初始平衡。钻井过程中，原来作用于井
筒内岩石的应力会转移到周围地层。这
一过程形成了由井筒周围岩石承受的切
向应力或环向应力。这些应力是泥浆比
重、井眼倾角、地层倾角与方位角以及
远场应力（σV、σH 与σh）大小与方向
的函数。环向应力是井筒半径与方位角
的函数，变化很大[9]。而且，它可能会
远远大于σH（左上图）。
在大多数常规钻井作业中，司钻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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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azaniol D，Forsans T，Boisson MJF 和 Piau JM：
“Wellbore Failure Mechanisms in Shales：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SPE 28851，发表在 SPE 欧洲石
油会议上，伦敦，1994 年 10 月 25-27 日。
Mody FK和Hale AH：
“A Borehole Stability Model to
Couple the Mechanics and Chemistry of Drilling Fluid
Interaction”
，SPE/IADC 钻井会议论文集，阿姆
斯特丹（1993 年 2 月 22-25 日）：473-490。
Tan CP，Rahman SS，Richards BG 和 Mody FK：
“Integrated Approach to Drilling Fluid Optimization for
Efficient Shale Instability Management”
，
SPE 48875，
发表在 SPE 国际油气会议暨展览会上，北京，
1998 年 11 月 2-6 日。
van Oort E，Hale AH 和 Mody FK：
“Manipulation of
Coupled Osmotic Flows for Stabilization of Shales
Exposed to Water-Based Drilling Fluids”
，
SPE 30499，
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达拉斯，
1995 年 10 月 22-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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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以小角度与页岩层理面相交叉的
斜井中，出现某种程度的井筒破裂也是
常有的事。这些破裂由页岩层弱面的低
剪切强度和抗张强度造成。
强度或者岩石抗应力能力的问题指
的是对岩石组构变形或破裂的潜在重要
影响[12]。岩石组构可以决定某一给定应
力是否会引起岩石变形或者完全破裂，
是否影响裂缝或井筒崩落的范围和方
向。因此，尽管在一般情况下认为井筒
崩落方向与最小应力轴方向一致，但岩
石的层理、胶结情况、矿物成分以及颗
粒大小可能会改变破裂沿着岩石最薄弱
点的崩落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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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筒崩落。井眼超声波成像测井仪的测量结果显示了井筒内与应力相关的
损坏程度。在各向同性或横向各向同性的岩石中，岩石性质在井筒面上不发
生变化，因此这种损坏一般发生在水平应力最小的平面上。

9. Sayers CM，Kisra S，Tagbor K，Dahi Taleghani A
和 Adachi J：
“Calibrating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In-Situ Stresses Using Acoustic Radial Profiles”
，
SPE 110089-PP，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
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Anaheim，2007 年 11 月
11-14 日。
10. 有关井筒稳定性问题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Addis T，Last N，Boulter D，Roca-Ramisa L 和
Plumb D：“The Quest for Borehole Stability in the
Cusiana Field，Colombia”
，Oilfield Review，第 5
卷，第 2&3 期（1993 年 4 月 /7 月）
：33-43。
11. Aoki T，Tan CP 和 Bamford WE：
“Stability Analysis
of Inclined Wellbores in Saturated Anisotropic Shales”
，
发表在 Siriwardane HJ 和 Zaman MM（编辑）
：
Computer Methods and Advances in Geomechanics：
第八届地质力学计算机方法及进展国际会议
论文集，美国西弗吉尼亚州 Morgantown，1994
年 5 月 22-28 日。荷兰鹿特丹：A.A. Balkema
（1994 年）
：2025-2030。
Yamamoto K，Shioya Y，Matsunaga TY，Kikuchi S
和 Tantawi I：
“A Mechanical Model of Shale
Instability Problems Offshore Abu Dhabi”
，
SPE 78494，
发表在第 10 届阿布扎比国际石油会议暨展览
会上，阿联酋阿布扎比，2002年10 月13-16 日。
12. 岩石组构这一术语涉及岩石组成颗粒的矿物
含量、大小、形状、方向以及胶结情况，包
括它们在微观分层或较大地层上的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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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层对井筒稳定性的影响。构造因素与地层因素会一起造成井的损害。本
例中，软岩层在构造脊部附近上覆于较硬的地层；相对运动造成胶结水泥受
损和套管被挤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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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导致的应力变化。随着油田的衰竭开采，应力值变化非常明显。在这
些条件下，生产开始时处于最稳定方向上的完井装置与炮眼会随着生产的进行
而变得不稳定或者损坏。本例中，水平射孔孔眼将会产生最大安全压降（蓝色
曲线），而且不会出砂。但是，随着油田衰竭，应力发生变化，这一先前稳定
的射孔孔眼将坍塌，而垂直射孔孔眼将在生产中起到更大作用，尽管安全生产
压差下降（红色曲线）。
（根据 Marsden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8。
）

为了能预测并避免上述问题的发
生，一些作业者求助于斯伦贝谢孔隙
压力预测与井筒稳定性分析中心的地
质力学专家。该中心位于休斯敦，中心
的地质力学专家能够为全世界的作业
者提供支持。此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正
在积极帮助客户降低不利地质力学环
境下钻井、完井与开采过程中的风险，
如深水勘探、盐下钻探、非常规气藏和
疏松气藏等。

程度的变形或破裂，颗粒移动和转动、
塑性变形、颗粒接触处的胶结破裂或者
已有裂缝的复活都证明了这一点[14]。
从较大尺度而言，岩石骨架上由生
产诱发的应力变化会导致孔隙坍塌以及
油藏压实 [15]。（但是压实不一定就是坏
事，压实驱动有助于增加某些油藏内原
油的压力，从而增加产量并提高最终采
收率）[16]。因此，作业者不得不面临地表
沉陷问题、井筒管柱变形或剪切以及完
井组件挠曲等问题。其他影响还包括孔
井筒之外
隙度和渗透率下降、断层复活、地层破
地质力学影响不仅限于井筒，还会 裂、出砂或者油藏盖层失去密封性等。
延伸至油藏甚至油藏之外，尽管在油藏
地质力学对储气库作业的影响尤为
开采前不一定能够确定其延伸范围。为 明显，气体注入储层或者从储层中采出
了开始生产而在油井上产生的压力降会 气体的循环过程引起储层孔隙空间内流
导致井筒压力低于周围地层的孔隙压 体压力的变化。这些压力缓解了作用在
力，此压力差可能会增加岩石破裂的风 岩体上的应力，但压力随着气体注入与
险[13]。
产出而上升或下降。由于这些循环过
生产过程中随着储层流体的产出， 程，作用在岩石基体上的负荷也会下降
孔隙流体承受的上覆岩层负荷一定会转 和上升。尽管在这些循环过程中上覆岩
移到孔隙空间周围的岩石骨架。孔隙压 层总应力保持不变，但作用在整个储层
力的变化会引起总应力与有效应力的调 的总水平应力则会随着压力的变化而变
整。在岩石内部，增加负荷会引起不同 化，在采气时一般下降。如果诱发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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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岩石的弹性极限，孔隙度和渗透率
会永久性下降，总储存能力也会随之下
降。此外，随着周围岩石不断适应压力
循环和应力变化引起的均衡失调，附近
的断层有可能复活[17]。
生产诱发的变化也会影响远离油藏
开采区的岩石。甚至在生产层，油藏的
各项特征（如孔隙度和渗透率）也会有
所不同，会引起不均匀的排液和枯竭。
随着油藏的开采，岩石最终会变得致
密，周围未泄油的地层补偿压力变化和
围岩的移动。在生产层上方，压实作用
会导致上覆岩层的变化，这将在下文中
进行讨论。
生产层上的应力变化会使岩石与其
周围环境之间失去平衡。结果就是应力
在衰竭储层或注入层段与其紧邻的岩石
之间转移。随后的岩石变形会损害储层
与上覆岩层内现有完井装置的完整性
（左上图）。生产诱发应力变化的意义以
及它们对现场作业、生产与经济情况的
潜在不利影响取决于岩石、天然裂缝和
断层的岩石力学性质[18]。为了了解和预
测发生在井筒及井筒之外的这些变化，
作业者越来越多地依靠先进的地质力学
测试和模拟技术。
13. Cook J，Fuller J 和 Marsden JR：
“Geomechanics
Challenges in Gas Storage and Production”
，发表在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
天然气工作组：第三届天然气开发、存储与
运输地质力学与环境安全研讨会论文集，俄
罗斯圣彼得堡，2001 年 6 月 27-29 日。
14. Sayers CM 和 Schutjens PMTM：
“An Introduction to
Reservoir Geomechanics”
，The Leading Edge，第
26 卷，第 5 期（2007 年 5 月）
：597-601。
15. Doornhof 等人，参考文献 5。
Sayers C，den Boer L，Lee D，Hooyman P 和
Lawrence R：“Predicting Reservoir Compaction and
Casing Deformation in Deepwater Turbidites Using a
3D Mechanical Earth Model”
，SPE 103926，发表
在第一届世界石油会议暨展览会上，墨西哥
Cancun，2006 年 8 月 31 日 -9 月 2 日。
16. Andersen MA：Petroleum Research in North Sea
Chalk，Joint Chalk Research Monograph，RFRogaland 研究院，斯塔万格，1995 年。
17. Cook 等人，参考文献 13。
18. Marsden R：
“Geomechanics for Reservoir
Management”
，发表于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
司-斯伦贝谢公司油井评价会议－阿尔及利亚
2007。休斯敦：斯伦贝谢（2007 年）
：4.86 －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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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地质力学实验室试验为井筒
设计、完井设计与油藏管理提供了关键
数据。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传统的油
藏潜能与产能工程分析往往忽略储集岩
的非均质性。尽管泥浆录井与岩心照片
已经反映出非均质性或已经从各种岩石
物理特性测井曲线中推测出非均质性，
但这些性质却没有在为油藏和地质力学
模型建立的简化均质系统中反应出来。
在某一特定的地质单元内，与储层
岩力学有关的性质常被认为在所有位置
和所有方向上都是均匀的。这种方法不
可避免地低估了材料性质在地质力学中
的作用。不过，石油行业渐渐意识到岩
石特性分析的重要性，意识到在地质力
学分析中不能忽略岩石的各种特性。
如下事实使评估过程更加复杂，即
在储层分析的每个阶段－从钻前地质研
究到勘探，再到油藏模拟与开采－评估

几乎都是独立进行，而且没有统一参考
基准。直到最近也没有一套方案可以使
该过程的每个阶段保持一致。目前，连
续特性剖面与测井曲线多维聚类分析的
发展为在油藏分析与评价各个方面考虑
非均质性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统一参考标
准。
连续剖面－划痕试验，以前称为无
侧限抗压强度连续剖面，是定量评价岩
心样品强度、结构与组分变化的方法。
这些变化可能与岩石其他性质相关。划
痕试验在准确确定岩相和非均质性方面
已经成为极为重要的方法，仅靠地质描
述或测井响应特征则很难或不可能对其
进行观察分析。岩心的数码照片与划痕
试验相结合，可对结构非均质性和相关
的强度非均匀性进行可视化分析（下
图）。
（下接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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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特性测量
尽管地质力学分析进行了多年，但
许多勘探与生产公司依然面临钻井或生
产引发的问题。然而，地质力学范畴所
涉及的不仅仅是应力分析。尽管应力场
的变化会对钻井和生产计划造成不利影
响，但如果脱离岩石本身而讨论应力和
应变的方向或大小，则意义不大。况且
岩石的变化也是很大的。在某种程度
上，其他问题是由过度简化的岩石特性
描述、有限的模拟和分析能力及缺乏全
面的岩石特性数据而引起的。
TerraTek地质力学实验中心位于犹
他州盐湖城，该中心目前正致力于解决
这些问题。斯伦贝谢公司于 2006 年 7 月
收购了 TerraTek 公司（请参见“地质力
学实验室：极端条件下的试验”
，第 44
页）。TerraTek 实验室开发的新型高压
试验系统与技术是从描述受核试验影响
条件下地表运动和凹坑发育的特征并对
它们进行预测发展而来。若没有高压下
的岩石性质测量结果，则无法对这些试
验进行评估。岩石性质的测量非常困
难，促使 TerraTek 取得了很多技术突
破。
高精度负载变形测量必不可少，这
需要在极限压力下的试验容器内进行测
量。TerraTek 科学家在 150000 psi（1034
MPa）压力下对岩石性质进行了测量。
利用TerraTek获得的高压岩石性质数据
能够对核试验引起地表运动的幅度进行
分析。
TerraTek研究人员进行了数万次高
压岩石试验。之后，他们还进行了其他
地质力学调查，包括地热能回收、煤矿
开采、深层地质核废物储存、地下能量
贮存以及油气开采等。如今，TerraTek
地质力学实验中心定期对深井进行岩石
试验，压力可达 30000 psi（207 MPa），
钻井岩石破坏或炮眼分析需要时，压力
会更高，达 50000 － 60000 psi（345 － 414
M P a ）。 除 了 高 压 地 质 力 学 试 验 ，
TerraTek实验室还进行大规模钻井与完
井性能试验。

> 岩心照片与划痕试验结果的重叠图。划痕试验用一尖点以固定的力滑过岩心表面。划痕深度反应
岩石强度（红色曲线），可与岩石的力学性质关联。在外观上表现出相同性质的取心井段（相同的灰
色阴影，A 点与 A’ 点）可能具有不同的强度，在外观上表现出不同性质的其他井段（浅灰色和深灰
色阴影，B 点与 B’ 点）却具有相同的强度。岩心长度方向上的力学强度变化很大，在相连的 8 英尺
（3.6 米）岩心内，强度从 8000 psi 增加到 23000 psi（55 － 159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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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力学实验室：极端条件下的试验

TerraTek 实验室坐落于盐湖城，
被指定为斯伦贝谢卓越地质力学实验
中心，该实验室研究地质力学对各种
勘探与生产应用的影响。此应用范围
也让作业者了解了他们必须尽力避免
的各种问题：
建井与完井： 评价井筒稳定性与
出砂和炮眼塌陷的可能性； 分析
多分支井连接，评价常规与膨胀式
衬管。
●

完井与增产设计： 根据岩石力学
特性和物理特性确定最佳完井方
案； 为延迟砾石充填和定向射孔
选择方案；优化增产作业设计。
长期生产动态： 研究生产期间对
油藏压实产生影响的应力状态；
预测地表下沉及随后产生的油藏渗
透率损失； 分析压实过程中产生
的细粒以及伴生的表皮污染； 评
价套管被挤毁的可能性。
上覆岩层： 测试钻井液与页岩之
间的配伍性；优化钻井液的选择；
评价泥浆 - 页岩相互作用引起滞后
页岩破裂的可能性； 分析可引起
滞后页岩破裂的热效应。
勘探及边远地区钻井作业：在勘
探钻井之前及期间研究现场作业与
实验室测试的相关关系， 以预测
力学性质及地应力。
根据现有的试验材料、客户的具
体要求以及研究计划，在不同的专门
实验室进行试验。许多大规模试验在
完井实验室进行。此实验室最突出的
特点之一是其大型多轴应力框。在伪
静态试验中，此应力框为岩石反应监
测提供了可控制的环境。在这种环境

●

●

●

> 模拟井下条件的大型多轴应力框。图中，工作人员正在下放钢板，准备对
试验内腔进行密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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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研究人员可测量变形参数，同时还
可测量岩石样品对不同荷载率和大小的
动态反应。可利用大型应力框来模拟各
种井下压力和条件。大型试验应用范围
从井筒稳定性分析到出砂可能性、衬管
和筛管载荷、射孔效果以及水力压裂模
拟的评价等。
应力框放置在凹坑内，其外部由一
串钢环构成。这些钢环摞在一起，组成
一个可容纳 30 × 30 × 36 英寸（76 × 76

× 91 厘米）岩块的内腔。内腔用固
定于 12 个大拉杆的钢板密封（上
图）。
被称为扁千斤顶的几对囊状装
置相对安装在样品侧面，为三个主
要应力方向的每一个方向进行独立
的三向加载。三对扁千斤顶内部增
压，扁千斤顶的一个表面反作用于
岩石表面，另一个表面则反作用于
应力框内腔壁或其压板。

油田新技术

> 多轴应力框。此装置可容纳 12 × 12 × 16 英寸
（30 × 30 × 41 厘米）的岩石样品。

> 对样品进行三轴测试。此试验框装置用于测量径向应变、轴向应变以及压缩波与剪切波速度。
在模拟的地应力条件下，利用此装置可以同时测得伪静态弹性性质和动态弹性性质。在此图中，
用超声波脉冲干扰淡色与深色粉砂岩和泥岩交互组成的岩心，从而测试岩石的地震响应。样品用
干净的聚氨酯外壳密封，防止流体因为流体围压和孔隙压力之差而出现窜通。这些试验框也可进
行单轴应变压实试验、厚壁容器试验及获得其他专门应力路径，测试温度可高达 200˚C（392˚F）
。
高达 1.5 × 106 磅（6.7 MN）的轴向力可施加于直径为 6 英寸（15 厘米）的样品。运用常规压力
传感器监测围压和孔隙压力，其压力极限为 30000 psi（207 MPa）。本试验室中另外一套装置的
压力可达到 60000 psi（414 MPa）
。

三个方向上可施加的最大应力为
8000 psi（55 MPa），两个水平应力间的
最大差值为 2000 psi（13.8 MPa）。可单
独控制各个应力。
应力框还可控制样品内的孔隙压 提供流体。注入的流体可以是盐水，也
力。在这些试验中，样品被封闭在一个 可以是钻井液或者各种完井液。注入可
薄钢罐内。在岩石上、下表面各配了厚 模拟按比例缩小的井筒或实际尺寸井筒。
橡胶片，用作孔隙压力液封。岩块周围
对于较小的样品，可用中等大小的
的多孔支撑剂充填层形成了恒定压力边 多轴应力框（左上图）。此装置常常用
界条件。特定软件控制三个主应力当中 于研究酸化压裂和其他增产技术，提供
的每一个，还控制孔隙压力和井筒压 各种测试功能。
力。软件可一直保持样品岩块的有效应
另一个比较独特的实验室是岩石力
力为固定值。
学实验室，此实验室有14个应力框，可
一些实验要求模拟上下均为不渗透 对直径为 0.5 英寸（12.7 毫米）－ 6 英寸
地层的渗透层。在这样的试验中，运用 （152.4毫米）的圆柱形样品进行试验。小
伺服控制注入器以恒定的流量或者压力 型试验也可以获得关于岩石特性的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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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1]。专用的三轴试验框用于测量
岩石应力及其对地震速度的影响
（右上图）。轴向和径向应力变形测
量结果与超声波速度可提供与测井
数据相关的静态与动态力学属性信
息。
1. 实验室可进行各种试验－无侧限压缩试
验、单轴应变压缩试验、三轴压缩试验、
多级三轴压缩试验、受控恒定应力路径试
验、厚壁容器试验（带有和没有平面径向
流及出砂测量结果）、抗张强度试验以及
伴有共生超声波速度和声波发射测量结果
的试验－还可进行用户定制的试验以及研
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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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轴试验框抛光淬火钢密封
盖之间放置岩心样品。样品直径为1
英寸（2.5 厘米）
，长度为 2 英寸（5 厘
米），外面覆盖一层不渗透膜。样品
安装有轴向悬梁与径向悬梁，用于
测量样品受到应力和压力影响时的
位移。轴向应变悬臂组与上密封盖
相连，通过与下密封盖相连的基圆
锥可测量轴向位移。径向应变悬臂
组由带有四个应变仪臂的环构成，
可测量四个点的径向位移，在样品
的中心点形成两个垂直方向。下密
封盖放置在内部载荷传感器上，通
过测量作用在内部载荷传感器上的
力可计算出轴向应力。在试验过程
中，由于密封盖的弹性畸变以及与
护套材料相关的应变的缘故，要对
数据进行修正。
密封盖还包含超声换能器。利
用可将电脉冲与机械脉冲互相转换
的压电换能器测量超声波速。脉冲
发生器以超声频率将高压、短时电
脉冲施加在一只压电传感器上，可
生成压缩脉冲与剪切脉冲。通过岩
石样品，此脉冲以弹性波的形式传
播。岩石样品另一端的接收换能器
将弹性波转化为数字示波器可捕获
的电信号。根据压缩脉冲或剪切脉
冲穿过样品所需的时间，可计算出
压缩波与剪切波的波速。
接下来将装有仪表的试验样品
放入压力容器内。然后，为了施加围
压，将压力容器装满石油溶剂油或
石油。在每次试验中都测量并控制
轴向应力、轴向应变、径向应变和围
压。根据试验目的，在这些试验中，
将孔隙流体泄流到常压下或不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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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提高温度以更好地模拟实际情
况。
三轴试验框允许在相对于层理面的
不同方向上进行测量。应用这些测量结
果，岩石样品的破坏包络线可定义为层
理应力方向的函数；另外，还可确定岩
石的各向异性。这些资料对各向异性程
度较强的地层（如非常规致密含气页岩
地层）的井筒稳定性预测、地应力评价
以及水力压裂方案设计非常重要。
轴向和径向应力变形测量结果与超
声速度可提供能够与测井数据进行相关
对比的静态与动态力学属性信息。砂岩
（尤其是固结差的砂岩）中的超声波速
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力；因此，可
用地震速度测量结果校准应力变化。其
他固结较好的岩石（如致密砂岩和致密
页岩）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性。事实
上，这些岩石中的波速与应力无关，因
此，导致所测地震速度发生变化的可能
是其它一些原因，如各向异性。
早期对岩石特性的了解建立在对均
质和各向同性物质试验的基础上； 早
期模型反应了这种简单处理。新探区
（如非常规油气远景区）的出现促使人
们开始注意真实的岩石特性。各种平台
（如三轴试验框）提供的数据对于开发
能真实反映复杂地层非均质性和各向异
性的新模型至关重要。
TerraTek实验室也有义务对新的钻
井、完井与增产技术进行测试，包括评
价高压情况下的钻井液与钻头。尽管可
以在极端温度和压力下测得各个岩石性
质或流体性质，但当钻井液所处深度很
大时，要确定复杂钻屑与破坏机理之间
的相互作用方式非常困难。为了进行大
规模地质力学试验，钻井实验室安装了

> TerraTek 井筒模拟设备。经过适当配置，实际
尺寸钻机和井筒模拟设备可测试实际尺寸钻头在
过平衡或欠平衡条件下、在模拟深度处的性能、
磨损、偏差及其动态。配备有专门高压流体管汇
的三缸泥浆泵可提供高达11000 psi（75.8 MPa）的
井筒压力，可以模拟高压钻井条件。还可研究不
同流体对钻井特性、钻头泥包、地层损害、取心
以及岩心侵入的影响。

井筒模拟设备，该模拟设备可以模拟油
藏埋藏深度条件下的压力情况，而且还
适应在极端环境下钻井所要求的各种流
量（上图）
。
最近，在美国能源部（DOE）联合
行业计划的资助下，一项名为 D e e p
Trek 的高压钻井研究正在展开，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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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筒崩落模拟。由于围压不断升高，在钻此段砂岩时没有使用钻井
液，模拟井筒渐渐破裂，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井筒崩落形状。

> 钻头破岩留下的痕迹。当钻头在高强度砂岩上钻进时，井底会留下
钻头痕迹。在本例中，采用的是聚晶金刚石复合片钻头和 16 磅 / 加仑
（1.9 克 / 厘米 3）的油基泥浆，井筒压力为 10000 psi（68.9 MPa）
。后来
对底部的痕迹进行了研究，
以便确定各种钻井条件如何影响钻井特性。
如果泥包深度变浅，钻头切削效率降低，ROP 也会随之下降。使用不
同的钻井液，痕迹有时会完全消失。
2. 初滤失是指在坚硬滤饼沉淀之前钻井液中液
体成分的瞬时滤失。
有关 ROP 试验更多的信息，请参见：Judzis A，
Bland R，Curry D，Black A，Robertson H，Mei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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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和 Grant T：“Optimization of Deep Drilling
Performance；Benchmark Testing Drives ROP
Improvements for Bits and Drilling Fluids”
，SPE/IADC
105885，发表在 SPE/IADC 钻井会议上，阿姆斯
特丹，2007 年 2 月 20-22 日。

TerraTek 井筒模拟器是这项研究的
核心。根据合同，该实验室需要在井
眼压力 10000 psi（68.9 MPa）－这一
压力远高于以前研究项目的压力－
的条件下对钻头和样品钻井液进行
全尺寸室内试验。这些试验的结果
可能会影响深井钻井的经济效益。
此项研究证明，使用高级钻头
和先进的钻井液设计可提高深井作
业中的机械钻速（ROP）。尽管以前
的研究已经表明机械钻速常常在井
眼压力上升时降低，但是这些早期
研究并没有考虑在较大深处影响机
械钻速的机理，如钻井液类型、泥浆
加重材料以及初滤失等。
井筒崩落是另一种常见的井筒
稳定性问题。尽管崩落常常发生在
钻井期间，但是崩落也会影响完井
过程。在一次崩落研究中，TerraTek
工程师在一块大型砂岩岩心上钻了
一个81/2 英寸（21.6厘米）的井筒。在
实验室中，不断增加岩心的围压。最
终形成的井筒崩落与钻井液比重非
常低的情况下实际井筒所形成的井
筒崩落相似（左上图）。
后来，样品用于膨胀式筛管
（ESS）机械完整性试验。筛管与中心
管装置同步向孔壁膨胀，而且部分
进入崩落区。此项试验结果说明了
筛管膨胀并进入井筒崩落区的程度，
此外，还确定了ESS产品的破坏负载
阻力。
通过研究钻井井位布置可识别
对钻井动态有不利影响的其他问题，
如振动或者螺旋井筒（左下图）。在
井筒模拟器的帮助下，研究人员得
以有机会近距离研究井底痕迹，这
是用其他方法无法做到的。

47

ጲᎾக
0 gAPI 150
5

1

PE
barn/e-

2

༹ओ܈
g/cm3

1ࡽ

ဃֶ

2ࡽ

6
3

০
ۉፆ୲
ዐጱဤ܈
ૌՔऻ
in. 15 0 ohm.m 1,000 0.45 vol/vol –0.15

ศ܈, ft
X,500

ศ܈, ft
X,500

ศ܈, ft
X,500

X,600

X,600

X,600

X,700

X,700

X,700

X,800

X,800

X,800

X,900

X,900

X,900

Y,000

Y,000

Y,000

Y,100

Y,100

Y,100

Y,200

Y,200

Y,200

Y,300

Y,300

Y,300

Y,400

Y,400

Y,400

Y,500

Y,500

Y,500
0

50

100

ӥݴԲ

> 两口井之间的聚类标记。
每口井测井响应的彩色编码与误差道一致性分析可用于识别两口井先前定
义聚类单元的厚度与位置变化。在本例中，1号井的红蓝黄序列明显地比2号井高且厚。三次超过40%
的误差（红线）指示出需要进一步取心的候选层位，以更好地描述钻遇岩相的范围。

> 测井资料的聚类分析。在测井测量中应用多维
统计算法以识别相似与不相似的综合测井响应，
从而使用户区分出具有相似介质性质和不相似介
质性质的岩石单元。输出结果显示为聚类的彩色
编码图，因此可直接解释目的层段上具有不同特
性的岩石单元（第 4 道）
。

若连续强度剖面与测井资料聚类
分析相结合，将会为按比例扩大或缩
小提供基础关系，因此也是将岩心数
据与测井资料进行综合的强大工具。
聚类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可在
测井响应多维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测井
级非均质性（左上图）。此项方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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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算法来区别测井响应的相似形态
和不相似形态。由于此方法可以解释所
有测量结果的综合效应，所以，它也可
以识别综合测井响应中细小但却一致的
变化。在介质性质的不均匀分布方面，
聚类分析还可以为项目后续评价步骤中
的特性变化处理提供适当参考。
聚类标记－聚类分析可应用于多口
井，以便在油田中的取心井、参照井和
其他井之间进行比较。利用一口井聚类
分析获得的详细资料，通过聚类标记可
识别其邻井的相似特性。
聚类标记从参照井离散取心井段的
测井响应聚类开始，然后与将这些聚类
与非取心井的测井响应进行对比。运用

参照井岩心 - 测井曲线所确立的定义，
该方法将聚类分配到非取心井的测井曲
线上，然后输出一个误差曲线，帮助评
价两个相关层位的一致性。聚类显示一
致性较差，误差超过 40%，说明这不是
所定义聚类的测井响应，而是新岩相的
测井响应。这些聚类可选用于详细岩心
取样，以提供新的聚类定义，并进一步
确定远景区岩相范围的特性（右上图）。
聚类分析也可用于岩心样品的优
选。在油藏研究中，必须按照油藏相对
丰度的一定比例对连续剖面测得的最强
和最弱岩心样品进行测试。非均质地层
或薄交互层的取样不当，会导致对地层
的描述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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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有助于作业者把整个油藏
的测井特性与岩心特性联系起来，从而
确定哪一部分岩心有进行岩心塞样品分
析的必要性（下图）。通过划痕试验获
得测井级非均质性聚类分析测量结果和
岩心级非均质性测量结果之后，作业者
可确定获得岩心特征描述所需的样品位
置以及样品数量。
聚类级特性预测－由于常规模型建
立在盆地构造和地层格局的基础上，所
以经常无法很好地反映整个盆地单地层
剖面内油藏与非油藏岩性单元的不连续

和不均匀分布。聚类分析通过介质特性
识别各个单元，并绘制岩性单元沿井筒
的分布图。将这些单元的实验室测量结
果与它们的综合测井响应相联系，可得
出每个聚类的岩心 - 测井关系。由于此
方法不受各个群单元厚度或堆积形式变
化的影响，所以可用于预测测井井段范
围内的性质。
多井分析－为了对整个盆地进行分
析，将多口井的聚类标记与包含整个盆
地介质特性定义的单参考模型联系起
来。结果可用于油藏与非油藏单元横向

֪पݥዊ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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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三维可视化分析。
聚类标记分析为计划开发一个非常
规远景区的某客户生成了一份区域研究
报告。目的是要模拟致密含气页岩油藏
中主要油藏单元的纵向与横向不连续
性。这些油藏在纵向与横向上均有很强
的非均质性，而且局部的成岩变化使岩
石性质发生很大变化。因此，油藏性质
与力学特性在井间不同位置变化很大，
而且生产动态也常常发生变化，甚至在
彼此非常接近的井间也是如此。

1

2

5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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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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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岩石非均质性来选择实验样品。测井级非均质性用聚类颜色表示（左）
，通过划痕试验获得的岩心级非均质资料（红色曲线）与岩心照片相重叠
（中）
。将测井级非均质性与岩心级非均质性进行比较。在测井级非均质性图中，颜色用于区分岩石性质相似或不相似的层段，并受无侧限抗压强度测量
结果的影响。图中黄色聚类是最弱的单元，而棕色聚类则是最强的单元。从 1 区（黄色聚类）、2 区（黄色聚类变为深蓝色聚类）
、3 区（深蓝色团变为棕
色团）一直到 4 区（棕色聚类）的渐进过程中，岩石强度的变化超过 400%。从岩心照片（中）可以看出，在 40 英尺（12 米）井段内，无侧限抗压强度从
泥质泥岩（岩心剖面 1）的 10000 psi（68.9 MPa）逐渐变化至基底碳酸盐岩（岩心剖面 4）的 40000 psi（275.8 MPa）
。从全岩心中截取了岩心塞（右）进
行详细的分析与测试。此方法有助于作业者确保这 2 英寸的岩心塞能够解释整个岩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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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内多井聚类分析。此图利用 Petrel 地震 - 模拟软件帮助作业者直观分析整个油田的聚类分析结
果并对油藏质量进行跟踪。不同聚类单元具有不同油藏质量，而且还与各种可能的裂缝限制值有关。
一旦通过实验室试验详细标出油藏质量和裂缝限制潜力，便可在整个盆地范围内横向跟踪这两种因
素。图中确定出了围绕最佳油藏质量层段的表面。在此例中，聚类分析方法识别出了这些单元所固有
的非均质性，而用其他方法则认为这些单元是均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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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要求我们进行一项研究，以掌
握渗透率、含气孔隙度和总有机碳含
量，因为这些参数都与油藏质量相关。
对包含具有最佳油藏质量单元的井，了
解水力压裂裂缝控制条件的变化也很重
要。为了优化油井产能，必须将油藏性
质与完井质量联系起来。在此油田中，
压裂与裂缝高度控制不成功的条件下，
仅靠油藏本身质量会使油井产能低下。
通过绘制油藏质量与完井质量数据均存
在的油田区域图，客户可以判断出该油
藏的有利位置（左上图）。该油田研究
结果还有助于改善对整个盆地产量分布
的可视化分析。
TerraTek地学专家运用聚类分析与
聚类标记方法对该油田进行了评价。了
解井中聚类单元的垂直叠加方式帮助客
19. McCann GD 和 Wilts CH：
“A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the Subsidence in the Long Beach-San Pedro Area”
，
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技术报告，Pasadena
（1951 年 11 月）
，Geertsma，参考文献 2。
20. Ali AHA，Brown T，Delgado R，Lee D，Plumb D，
Smirnov N，Marsden R，Prado-Velarde E，Ramsey
L，Spooner D，Stone T 和 Stouffer T：
“利用岩石
力学模拟分析岩石的变化特征”
，
《油田新技
术》
，15 卷，第 2 期（2003 年夏季刊）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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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确定出了具有最佳油藏质量的聚类位
置及厚度。
在确定了这些参数后，客户就可以
选择最佳水平井几何形态和最佳射孔位
置。了解油藏性质最佳单元正上、下方
聚类单元的特性也有助于识别水力压裂
控制的力学特性与条件。
地质力学特性模拟
地质情况、井筒方位与钻井和生产
引起的应力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
复杂的三维过程。随着时间的变化，这
种相互作用在不断变化，更增加了相互
作用的复杂性。在油田的整个生产期间
内，会发生无数个可改变油藏与地表之
间地质力学格局的事件。这些事件包
括：探井的钻进和测试、其他井的钻进
和生产、一些井变成注入井、一些井进
行大修，另外一些井则被封堵废弃。每
一项作业都会引起应力变化－一些变化
比较短暂，另外一些变化则比较持久。
这些变化的代价可能会很大，有可能会
影响到地层完整性、孔隙度和渗透率，
油藏压实和沉降，以及井和完井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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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石力学模型的输入参数阵列。

整体性。
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油田的下沉
与生产直接相关这种认识促使业界对
这些变化进行分析。20 世纪 50 年代初
期，基础数学模型问世，用于了解和预
测加利福尼亚州 Wilmington 油田的沉
降情况[19]。后来，20世纪 80年代初期发
现的北海 Ekofisk 油田的沉降促进了基
于有限元分析且更具全面的计算机模
型的开发。这些模型将油气生产与油
藏特性的变化和形变、海底运动及上
覆岩层的断裂相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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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维耦合油藏地质力学模型的工作流程。地层数据与构造数据构成了初始油藏模型的框架，然后加入围岩岩体的特征。对整个油藏及围岩的应力与应
变进行模拟，以分析应力与应变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勘探与生产公司越来越对油藏衰
竭时应力演变的过程感兴趣。如果可
以模拟出整个油田寿命周期内应力的
变化情况，那么作业者就可以预测出
油井生产期间出现的问题，或者可以
预测出是否有必要钻加密井。随着计
算能力的提高，地质力学程序的模拟
功能也越来越完善。用于分析油藏应
力变化的岩石力学模型包括 VISAGE 应
力分析模拟软件。这一先进的地质力
学模拟系统是在对北海和其他地区进
行注水方向性研究的过程中研制的。
VISAGE 地质力学软件由位于英国
Bracknell 的 V.I.P.S.
（Vector 国际处理系
统）公司于1993 年开发，它可求出岩石
应力和孔隙压力与形变和油藏性质之
间关系方程的解。通过将地质力学、岩
石力学与油藏工程相结合，V.I.P.S.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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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世界上第一套耦合地质力学、与应
力相关的油藏模拟程序。2007年4月，斯
伦贝谢收购V.I.P.S.后，该中心被指定为
油藏地质力学卓越中心。
有限元模拟广泛应用于常规工程和
地质力学的应力分析。有限差分模拟则
应用于流体流动分析。VISAGE 模拟程
序的优势在于将上述两种分析联系起
来，在地质力学与流体流动随时间发生
变化时可以描述并模拟二者的耦合特
性。这一能力是研发三维和时序四维岩
石力学模型的关键。
与油藏生产模型不同的是，岩石力
学模型（MEM）不仅需要考虑油藏，还
须考虑上覆岩层、海底、下伏岩层或油
藏下面的岩石，以及提供应力边界条件
的侧覆岩石或围岩[20]。MEM通常要比普
通油藏模型大得多。因此，很难满足其

对数据的大量需求。
复杂的岩石动态、变化的岩石性质
以及大规模模拟，这些都要求采用较好
的软件与数据，尤其是关于岩心的软件
及数据。以前的基础模型使业界可以选
择简化的假设条件，在模型中采用均质
地层特性。而现在，成熟的数值模拟模
型则需要大量数据。MEM 正是为满足
这种需求而建立的（前一页，右上表）。
地质力学模拟的第一步是建立三维
构造模型。随后向模型添加每个地层和
断层的力学特性。这些特性是从地震资
料、测井资料、岩心、地质统计预测以
及单井崩落与钻井数据的反演中推导出
来的。然后添加边界条件，用于模拟位
于模型边界的预期应力剖面。将添加数
值后的模型导入 VISAGE 系统，以计算
出整个模型中的应力演变情况（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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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藏三维图。背斜油藏的最上层位与许多断层相交（半透明紫色、红色、绿
色和蓝色倾斜面）
。背斜轴与此图中的长轴在同一方向上。油藏表面的颜色表
示作用于此层的最大初始主应力的计算状态。
在远离断层及未受断层影响的区
域，最大主应力（绿色）与垂直应力或者上覆岩层应力的大小非常相符，这说
明主应力为近水平和近垂直应力。应力下降区域（蓝色）是覆盖层构造几何形
状和刚度未将上覆岩层重量完全传送到下伏油藏时应力拱起而形成的。
靠近断
层处最大应力高度集中（黄色和红色）与斜主应力相吻合，使得最大主应力超
过由上覆岩块的重力和重量引起的岩层静应力或上覆岩层应力。
黑框所示的区
域为后图（下一页图）中所示的研究区域。

模拟的驱动机制主要是油藏流体采
出或流体注入油藏引起的压力变化。利
用油藏模拟程序（如 ECLIPSE 油藏模拟
软件包）模拟流体流动。利用VISAGE软
件将这些压力变化纳入应力计算中，有
可能准确预测地下岩石的形变与应力变
化，并评价它们对岩石性质（如渗透率
和孔隙度）产生的影响。
可用所得模型作为几个关键阶段的
应力数据来源：
井身设计－井筒稳定性与最佳钻井
方位角
完井－出砂管理
地层增产－水力压裂裂缝方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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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管理－压力保持与注入
油井完整性－能够适应油井生产时
压实与沉降的油井设计
最近在北海一项油田研究中应用了
此耦合方法。South Arne 油田位于北海
丹麦海域，其生产层为 Maastrichtian
Tor 和 Danian Ekofisk 白垩地层。低渗白
垩层原油生产的动力是水驱和白垩岩的
压实作用。
2006 年，在 South Arne 油田进行了
一项油田研究，旨在量化1999年到2005
年间的生产效果，评估所提议的开发方
案的结果。运用历史拟合 ECLIPSE 模型
和 VISAGE 地质力学程序进行了这项油
●

●

田研究。地质力学研究包含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目的是要通过增加更
多岩层和构造细节来改善现有油藏模
型。首先，将油藏模型的应用范围扩大
到海底，新增了 20 个岩层和 8 个层位，
以便得到上覆岩层序列的最佳描述。在
储层下面增加了10个岩层，用作下伏岩
层，在 4 个垂直边界的每一个边界增加
8 个单元，用作围岩。其次，将 45 条断
层与两个不同的裂缝组纳入嵌入模型。
根据室内试验、岩心标定和文献搜索确
定了力学性质。根据电缆测井数据，通
过密度测井综合、漏失试验和孔隙压力
模拟确定了一维应力标定。
第二阶段是要在进行生产作业之前
对应力状态进行描述。根据第一阶段确
定的特性计算出初始有效应力状态。应
力状态计算既考虑了不同岩层之间形变
与强度性质的差异，也考虑了岩层本身
的不连续性（左图）。对初始应力状态
计算结果进行了检查，以确定其与现场
数据及与应力方向、应力大小和断层方
向相关的地质特征之间的一致性。
第三个阶段的目的是确定当前应力
状态。采用流体模拟和应力模拟方法，
并从ECLIPSE油藏模拟程序预测的压力
变化开始。然后，使用 VISAGE 地质力
学模拟程序对生产和注入作业引起的应
力和应变变化进行了评价。油藏顶部压
实计算结果与三维地震反演估算结果非
常一致。
油井损坏故障风险的评价也非常重
要。耦合模拟说明油藏各层内的孔隙坍
塌会导致压实或沉降，孔隙坍塌程度不
同会引起局部井的损坏（下一页图）
。
在最后一个阶段，对流体流动和应
力进行了模拟。在模拟中，渗透率随着
应力和应变的变化而变化。在对生产数
据与注入数据进行历史拟合后，地质力
学模型所得结果与生产历史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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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引起的压实作用。这些图片对应于前一页（第 52 页）图中黑色方框所示区域。从四维地震响应（左）中所看到的由生产引起的时移与耦合数值
模拟（右）所得到的计算塑性应变模式相匹配。最大压实（红色）方向为此图上部水平井筒的西北走向（深蓝色线）
。正如预期的那样，压实程度最大的
区域对应于产量最大因此衰竭程度最高的油藏部分。计算所得的油藏顶部的最大压实为 1.45 米（4.76 英尺），三维地震反演估计值为 1.4 米（4.59 英尺），两
者非常吻合。由于气云的缘故，未能获得四维地震数据（白色区域）。由于四维地震数据与数值模型之间吻合程度很好，从而增加了没有地震数据区域模
拟结果的可靠性。

监测：地质力学与四维地震数据
建立起油田模型之后，应该利用监
测数据定期对其进行更新。为了监测油
田级地质力学影响，推出了多种方法。
例如，测量地表沉降所使用的全球定位
系统、深海测量法与井筒倾斜仪等。通
过监测套管接箍的移动可探测油藏压实
情况，尽管此方法不是很精确。微震技
术用于探测油田衰竭过程的活动区域和
岩石破裂，尤其是对断层运动的识别和
注入以及热采过程中裂缝形成的监测特
别有用[21]。延时（即四维）地震测量也
被用于地质力学监测[22]。
地震纵波和横波都受油藏内部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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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生产引起的应力变化的影响。延时地
震测量主要使用纵波，长期起来它一直
用于监测生产引起的油藏变化。在不同
时间反复对油藏进行测量，可使地球物
理师比较地震属性（如反射振幅和走
时）在初始基准测量与随后的监测测量
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油藏生产时出现
的气液接触面活动的检测中非常有用。
在最近几年，四维地震技术已经用于监
测生产诱发的油藏地质力学特性的变
化。
在基准与监测测量之间的差别中，
地球物理师有时会观察到地震波走时向
特定层位的偏移。最初，这些偏差归因

于与油藏重复测量相关的技术问题：
即很难在每次测量中将震源和检波器准
确地放在同一个位置。震源和检波器之
间微小的错位都会使射线在穿过地下岩
石略有不同部位时改变其路径，从而导
致走时观察结果产生波动。过去，地震
走时偏差常常归因于采集观察测系统的
差异或处理过程中的人为因素。
21. 有关微震应用更多的信息，请参见：Bennett L，
Le Calvez J，Sarver DR，Tanner K，Birk WS，Waters
G，Drew J，Michaud G，Primiero P，Eisner L，
Jones R，Leslie D，Williams MJ，Govenlock J，
Klem RC 和 Tezuko K：
“水力压裂监测新方法”
，
《油田新技术》，17 卷，第 4 期（2005/2006 年
冬季刊）
：42-57。
22. Doornhof 等人，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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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特性的变化。几何形态变化（左上）和地震速度变化（左下）均影响地震反射走时。由于上覆岩层拉伸以及相关速度下降，在朝着油藏顶部的方
向上，地震双程走时（TWT）
（右）逐渐增加。在生产井周围观察到最大的时移。在油藏内部，由于应力增加，地震速度也增加，因此时移变小。

不过，地震采集和处理技术一直在
稳步发展，目前，震源与检波器可以重
复进行精确定位，可对小到 1 毫秒走时
的变化进行可靠测量。在此精度基础

上，地球物理师可以利用延时地震技术
观察更多油田因衰竭引起的走时变化。
在北海Ekofisk和Valhall油田，结合油藏
工程师的观察结果，地球物理师与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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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压实随时间的变化。震源与检波器位置相
同情况下，基准测量（绿色）与监测测量（蓝色）
之间的对比说明上覆岩层拉伸影响地震信号的波
至时间。可以看出，与基准测量相比，监测测量
的续至波时间出现一致的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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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无法用测量采集观测系统的不可
重复性进行解释[24]。
地震资料证实储集岩变形不均匀，
而且储集岩变形引起围岩变形。在这种
情况下，与上覆岩层中油藏压实及拱起
作用相关的不均匀变形导致上覆岩层压
缩应力松弛以及相应拉伸。后来，又有
报道称，高温高压油藏和某些深水浊积
岩油田有类似的上覆岩层时移现象[25]。
利用油藏地质力学模型对延时时移
在地质力学方面的含义进行了评价，以
对生产诱发地下岩石变形的特性进行描
述，并预测相关的应力变化。成熟的工
作流程可使地球物理师对观测到的延时
时移与利用油藏地质力学模型预测的时
移进行比较[26]。地下岩石变形与应力变
化都会通过改变地震波必经路径的长度
或改变地震波传播速度对地震走时产生
影响（前一页图）
。用这些工作流程可
以预测三维地下岩石模型中任意一点的
走时变化。
也可在四维地震现场试验中观测走
时变化（左图）。可用四维走时变化的
预测与观察结果验证和标定油藏地质力
学模型，进而提高其预测各种生产设计
方案中应力变化的能力。此外，岩心实
验室测量有助于勘探与生产公司获得更
多不同应力条件和饱和度状态下超声波
速度变化的资料。这可使作业者更好地
管理油藏应力，在油气生产压实驱动与
有害的压实问题（如井筒损坏与渗透率
降低）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目前，观测垂直走时变化是监控
地质力学变化（如垂直应力与应变）比
较常用的方法。此项技术可提供有用
信息，使地球物理师可以区别压实与
非压实油藏断块。然而，要想了解并预
测其他地质力学因素，如井筒稳定性
或岩石破裂，必须知道三轴应力状态。

正是认识到这一需要，斯伦贝谢与西
方奇科的科研人员正在探索如何利用
地面地震四维测量确定张量-应力随时
间变化的特点。
未来发展方向
业界正在努力提高将岩石组构纳入
岩石力学分析范畴的能力，旨在使作业
者能够从岩石微观结构观测到岩样级、
测井级乃至最后的地震级观测中推断出
有用信息。这种能力可使作业者跟踪远
景区内外及无井控区域的油藏特性。如
此一来，地质力学不仅有可能改变油田
的钻进和生产方式，还有可能改变油田
的勘探方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斯伦
贝谢研究人员正在积极研究新的实验室
测量技术、井筒测井方法、地震测量与
模拟程序等。事实上，业界已经具备相
应的计算能力，下一步要做的工作是对
岩石组构及其与岩石动态之间的关系进
行更好的描述。
—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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