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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钻声波测井新技术

工程师根据声波测井仪记录的声波资料以更高的安全系数提

高钻井效率，优化完井方式。LWD 声波测井仪是在上世纪 90 年

代中期问世的，能够记录纵波资料，但不能记录所有地层的横波

资料。新型 LWD 声波测井仪能记录以前无法得到的横波资料，工

程师正在利用横波资料优化钻井作业，确定最佳钻进方向，识别

具有更好完井特征的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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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下钻井环境给随钻测井（LWD）
仪器制造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应用条

件。一方面钻头随旋转钻杆研磨打

穿岩层，另一方面 BHA（井下钻具

组合）不断强烈碰撞井壁，冲击着敏

感的电子元件。在这一过程中，钻

井泥浆通过钻杆涌进，从钻头流出，

清扫井筒，并将钻屑带到地面。尽

管 LWD 仪器在设计上考虑了如此不

利的环境，但 LWD 声波测井仪还需

在这种噪声且震动剧烈的环境中有

效采集井下资料。

随钻采集声波资料颇有难度。然

而服务公司一直致力于开发 LWD 声

波测井仪，因为这种仪器可提供其

他随钻测井仪器无法提供的信息。通

过记录声波沿多孔介质传播获得的

数据有助于了解储层的地质和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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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特性。

岩石物理学家已经开发出利用

实时声波数据确定地层属性的方法，

包括孔隙压力、上覆岩层压力梯度、

岩性、岩石力学属性等。岩石物理

学家还利用声波资料进行天然气检

测、裂缝评价和地震资料校验。

第一代 LWD 声波测井仪是在上

世纪 90 年代中期投入使用的，这种

仪器可提供纵波资料，也可记录部

分地层的横波资料。工程师根据纵

横波资料计算声波孔隙度，估算孔

隙压力，比对井下记录的基于深度

的资料和地面记录的基于时间的地

震资料。电缆声波测井仪采用了不

同的声源，并且因为它们能够高速

处理和传播数据，其能力是早期同

类 LWD 测井仪无法比拟的。这种能

力包括记录高质量纵波和横波资料，

用来估算松软地层的地质力学属性，

以及确定各向异性地层岩石属性走

向的能力。最近问世的 LWD 声波测

井仪实时提供的地层纵波和横波资

料是早期测井仪无法提供的。

本文回顾了声波资料在油气作

业中的应用，重点介绍了 LWD 仪器

的应用。讨论了四极子声波测量，以

及如何根据声波资料得到岩石力学

属性资料。通过案例研究表明工程

师能够利用四极子声波资料提取出

软地层的横波数据。这些数据连同

纵波数据被用来优化钻井作业，随

钻实时监测孔隙压力，改善完井动态，

评估地层的地质力学属性。

声波测井基础

声波测井仪记录的时间是声脉

冲从发射器发出，沿井筒来回通过

泥浆，最后到达测井仪器上接收器

阵列的时间。测量到的时间等于声

波在各种介质中传播的累计时间。

接收器阵列记录的声波速度是

声波通过接收器直接面对的地层的

速度。岩石物理学家把这一记录称

为慢度，即速度的倒数，表示为单

位长度上的传播时间，因为它是声

波通过 1米或 1英尺地层的声波时差，

也将其表示为 Δt。
声波以不同方式通过固体介质，

如纵波和横波。传播方式不同，相应

的传播速度也不同（上图）。除了这

两种方式，还有其他方式，如瑞雷波、

泥浆波和斯通利波，这些都可从声

波信号中识别出来 [1]。

很多物质都有各自具体的声波

慢度（下表）。例如纵波通过钢材的

慢度是 187 微秒 / 米（57 微秒 / 英尺）。

纵波通过零孔隙度砂岩的慢度约为

182 微秒 / 米（55.5 微秒 / 英尺），通

过石灰岩的慢度是 155 微秒 / 米（47.3
微秒 / 英尺）左右。纵波通过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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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波。声波测井仪测量的时间是声波脉冲从发射器到达接收器阵列所用
的时间。声波穿过井筒进入地层传播，然后返回测井仪，在那里由一组接

收器阵列记录随时间变化的声波信号振幅。声波通过岩石传播时，产生不

同形式的波。最先到达的是纵波波至，然后是横波波至。这两种波在油田

应用中最为重要，主要用来计算岩石孔隙度和力学属性。随后到达的声波

包括瑞雷波、泥浆波和斯通利波等。

^ 纵波慢度（Δtc）和横波慢度（Δts）的特征值。

水、油和气的地层岩石比通过无孔

隙度岩石的传播时间要长。传播时

间的变化与岩石孔隙空间中的流体

体积有关，流体体积是孔隙度的函数。

测量声波孔隙度是最初开发声波测

井仪的关键动因。

根据所需的物理记录，可将声

波测井仪设计成一组发射器（声源），

用于产生特定形式的压力脉冲。最基

本的方式，也是各种声波测井仪常

用的类型是单极子声源。单极子声

源产生的是径向压力场，类似于向

水池水面投一颗石子后产生的波形，

但单极子声波是三维形态的。这种

声源主要用于计算地层的纵波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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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tc Δts

620 [189]

715 [218]

200 - 300 [61 - 91]

143 [43.5]

155 [47.3]

182 [55.5]

187 [57]

236 [72]

290 [88.4]

289 [88]

338 [103]

1.   瑞雷波以 Lord Rayleigh 的名字命名，他在 1885
年发现了瑞雷波的存在。瑞雷波是随频率变

化的扩散波，沿井筒表面传播。瑞雷波被用

来估算声速随深度的变化。泥浆波是原始声

波从发射器发出，沿井筒中泥浆柱传播，然

后被测井仪接收器检测到的波至。斯通利波

以 Robert Stoneley 的名字命名，是井壁处固 -
液界面上产生的面波，用来估算裂缝密度和

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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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极子声源在测井仪周围的井筒

流体中产生纵波，这是测量纵波慢度

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波形沿径向扩大，

以流体纵波慢度的方式传播，直到遇

到井壁，部分能量反射回去，部分能

量折射到地层（下图）。

斯涅尔定律定义了折射角和流体 /
地层声速比之间的关系 [2]。临界折射的

能量沿井筒向接收器方向传播。折射

后的能量以纵波方式通过地层，因为

地层比流体质地硬，传播速度比流体

波快。

临界折射的纵波在井筒中产生的

头波以地层纵波速度传播 [3]。根据惠

更斯原理，井壁上每一点上的纵波都

是一个新声源，将纵波传回井筒。纵

波的头波最终到达接收器阵列，从而

允许计算地层纵波速度。

当来自单极子声源的纵波折射进

入地层后，一些纵波能量转化成横波，

折射进入地层。而纵波既在充满流体

的井筒中传播，也在多孔岩石基质中

传播。横波不在流体中传播，只沿充

满流体的多孔介质传播，在岩石基质

的粒间传播。如果地层中的横波慢度

小于井筒流体中的纵波慢度（这种情

况被称为快地层），折射波发生临界折

射，并在井筒中产生横波头波。该头

波以地层横波速度传播，并可能被接

收器阵列记录。这种情况下，单极声

波测井仪能提供横波速度，但也仅限

于快地层这种情况。

如果地层的横波慢度大于井筒流

体的纵波慢度（这种情况被称为慢地

层），纵波在到达井筒时仍然会发生折

射，但折射角度很特殊，永远不会发

生临界折射，并且在井筒中不会产生

头波。因此接收器不会记录到横波头波，

也无法确定横波速度。这是利用单极

子声源进行声波测井的根本性局限。

因此能否利用单极子声源测量横

波慢度取决于井筒流体和地层性质两

种因素。井筒流体慢度值各不相同，

从水基泥浆的大约 620 微秒 / 米（189
微秒 / 英尺）到合成油基泥浆的大约

787 微秒 / 米（240 微秒 / 英尺）。因为

没有上覆压力的挤压，慢地层在井的

浅层很常见。基于同样的原因，慢地

层在深水钻井环境中也比较常见。横

波资料对确定井筒强度和慢地层稳定

性至关重要，但无法从仅采用单极子

声源的测井仪记录的资料中提取。在

非常需要这些资料的井段通常也无法

获得。

单极子声源在测量慢地层横波资

料方面的局限促使业界开发了偶极子

测井技术 [4]。利用偶极子声源的测井

仪器产生一种弯曲波，类似于振动井

筒（下一页图）。弯曲波是扩散波（波

速随频率变化），频率较低时，以横波

速度传播。利用偶极子声源的测井仪

器能够记录横波慢度，与泥浆慢度无

关；因此可以计算慢地层的慢度。

偶极子声源也具有定向性，利用

定向接收器阵列和两个互成 90°的声

源，工程师能够得到井筒周围的定向

横波资料。这种交叉偶极测井方法提

供了最大、最小应力方位，径向速度

分布和各向异性横波资料的方向。

上世纪 80 年代引入了将快地层中

使用的单极子声源纵波和横波数据与

慢地层中交叉偶极子声源定向横波数

据结合在一起的电缆声波测井仪器。

服务公司一直使用这种类型的测井仪

器，但依靠这些声源的最新电缆测井

仪器比早期的测井仪器在石油应用方

面能够记录更大范围的资料 [5]。

最近在油田应用中引入的第三种

声源产生的是四极子波。在非常低的

频率下，这些四极子波在地层中传播，

速度和横波波速相当。和偶极子横波

数据一样，四极子波数据逐渐收敛到

横波速度 [6]。尽管和偶极子波有些相似，

但四极子波的传播方式不同，且难以

进行概念化描述。四极子波还用另外

^ 单极子声源发出的声波。单极子声源测井仪产生的能量脉冲穿过地层，然后以纵波头波的方式沿
井筒传播。在硬地层或者说快地层（左上），纵波（即 P 波）产生横波（即 S 波），横波到达时间比

纵波晚一些（左下）。软地层，即慢地层（右上）能够维持横波，但总是发生折射，可能无法到达

接收器（右下）。新型测井仪器使用多个接收器，发射器与接收器距离越远，声波信号到达的时间

越晚。尽管信号振幅随着发射器与接收器距离的增加而逐渐衰减，但可以通过时移和叠加处理提高

资料的相干性和信噪比。斯通利波（绿色）比 P 波和 S 波到达时间晚。

P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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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源。测井用到三种声源：单极子（上）、偶极子（中）和四极子（下）。单极子声源产生的声波从仪器向外辐射，以纵波方式
在地层中传播。偶极子声源产生定向弯曲波。交叉偶极子声源发射出两个方向的弯曲波，二者成 90°分布。四极子声源产生的波

形比较复杂，具体取决于频率大小。频率非常低时，四极子波以接近横波的速度传播。图中的蓝色星号代表横剖面上表示的波沿

井筒传播的近似位置。

一个术语描述，即螺旋波，可以直观

地表达四极子波在井筒中的传播情形。

目前，服务公司只在 LWD 仪器中使用

四极子声源。

LWD声波测井仪的崛起

电缆声波测井仪在相对低噪音环

境中记录高质量资料，但他们也有不

足之处。钻井和测井作业之间存在滞后，

加上需要特殊方法传送电缆测井仪器，

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尽管近些年已开

发出了多种传送技术，但是将测井仪

器传送到大位移水平井的井底并非易

事，而且非常耗时 [7]。另外，电缆声

波测井仪应该在井眼内居中，仪器重

量使得在大斜度水平井中居中成为问

题。此外，停止钻井作业来进行测井

会大大增加额外成本，特别是深水钻

井作业，深水钻井作业平台费（日作

业总费）一般都在一百万美元左右。

对于很多应用，包括孔隙压力预

测和井筒稳定性分析，在钻井过程中

采集数据，并尽早使用这些数据的能力，

大幅提高了这些数据的价值。一般是

在地层钻完后数天甚至数周才进行电

缆测井，因此可能只能利用这些数据

查找问题，或是用于规划未来的钻井。

声波资料也受到井筒条件和各种

复杂环境的影响，如泥浆侵入和井壁

粗糙，会导致测量误差，往往是完钻

时间越长情况越严重。

另外，如果井眼遭到破坏或井筒

不稳定，电缆测井仪器就无法下到井底，

2.  折射波定律是荷兰数学家 Willebrord Snellius 提
出的。斯涅尔定律规定入射角 i 和折射角 R
的正弦比等于波在两种介质中的相速度 V 之

比。比如两种介质分别为泥浆 m 和地层 ƒ，
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成：

    临界折射发生在折射角大于或等于 90°时，

这种情况说明波是沿井壁传播的。

3.  惠更斯原理是根据荷兰科学家 Christiaan 
Huygens 的名字命名的。惠更斯原理说明波前

每一点都可看成是二次子波的波源。二次子

波向所有方向传播，速度等于原始波速。

4.  关于交叉偶极子声波测井仪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Brie A，Endo T，Hoyle D，Codazzi D，
Esmersoy C，Hsu K，Denoo S，Mueller MC，
Plona T，Shenoy R 和 Sinha B ：“声波测井发

展的新方向”，《油田新技术》，10 卷，第 1
期（1998 年春季刊）：40–55。

5.  关于声波测井技术进展，请参见：Arroyo 
Franco JL，Mercado Ortiz MA，De GS，Renlie L
和 Williams S ：“声波测井新技术”，《油田新
技术》，18 卷，第 1 期（2006 年春季刊）：

14–33。

6.  偶极子波的横波慢度与声波频率的分散交会

点最终将逐渐收敛到地层横波慢度上。

7.  关于测井仪传送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 ：Billingham M，El-Toukhy AM，Hashem MK，
Hassaan M，Lorente M，Sheiretov T 和 Loth M：“井

下传送新技术”，《油田新技术》，23 卷，第
2 期（2011 年夏季刊）：18–31。

sin i
=

sin R

Vm
V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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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由于作业者担心仪器被卡而放弃

测井作业。这些因素从一定程度上促

使了 LWD 声波测井仪的开发。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引入的 LWD
声波测井仪使用的是单极子声源，记

录地层的纵波慢度 [8]。这些测量结果

连同其他 LWD 记录通过泥浆脉冲遥测

系统实时传送到地面。

工程师可根据纵波资料监测孔隙

压力趋势，计算声波孔隙度，地球物

理师可将基于深度的井下测量结果与

基于时间的地面地震资料进行对比。

根据随钻测量的孔隙压力趋势，钻井

工程师可避免风险隐患，比如避免钻

入超压层，并优化钻井泥浆密度。对

于高级处理，比如提取快地层的横波

资料，可得到每个发射器发射的全波

形资料，而且能存储在存储器中，等

测井仪收到地面后再取出。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改进，LWD 测

井仪经历了多个阶段，主要是提高仪

器的可靠性和单极子波记录结果的一

致性，增加实时数据量。限制 LWD 声

波测井仪发展的障碍之一是如何计算

那些从发射器发射后直接沿测井仪传

播到接收器的能量。为了保持钻井过

程中的完整性，并且因为测井仪必须

和钻杆的其余部分保持同样强度，需

将 LWD 仪器嵌入钢制钻铤内。声波很

容易穿过钻铤，它们在接收器的波至

完全压制了来自地层的信号。对早期

测井仪来说，消除钻铤波至是一个相

当麻烦的问题。

在仪器外壳开槽和使用特殊材料

旨在衰减电缆声波测井仪自身产生的

工具波至，但对 LWD 测井仪来说该方

法并不可行，因此工程师不得不研究

其他方法来限制直接来自钻铤的耦合

能量。早期的 LWD 声波测井仪都装有

深槽钻铤，虽然能够成功限制仪器波

至出现在记录资料中，但这种设计导

致钻铤比钻具组合的其他部件柔软，

使得测井仪容易受震动、接收器间倾

斜和偏心等因素的影响。

其实工程师寻求解决的最致命缺

陷是无法获得所有类型地层的横波资

料，这一点用单极子声源无法做到。

工程师首先试图复制电缆仪器所依据

的物理原理。通过用偶极子声源进行

试验，他们发现了采集大部分地层横

波资料所需的精确频率范围，但在偶

极钻铤弯曲波信号和地层信号间有干

扰（左上图）。因此，斯伦贝谢和其他

服务公司没有采用偶极子声源，而是

采用了四极子声波测井技术 [9]。

和偶极子波相比，四极子波比较

分散，这意味着四极子波速取决于频率。

低频率时，波速渐近地层的横波速度。

通过处理和反演技术可从四极子波扩

散记录中提取出横波慢度值。但是，

由于四极子波信号的低频成分衰减很

快，四极子扩散剖面并不能像偶极子

声源产生的弯曲波扩散记录那样清晰

地渐近地层的横波速度。

由于四极子资料剖面比较扩散，

导致波速降到实际地层横波速度以下。

四极子资料受地层特性、井筒条件、

钻井液特性、测井仪器特点和仪器在

井筒中的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工程师

应充分了解各种影响因素（与具体仪

器有关），这对于从四极子资料中提取

横波慢度来说非常重要。另外，四极

子波的资料处理也比偶极子波的资料

处理复杂得多 [10]。

工程师进行了广泛的模拟和测试，

^ 电缆测井仪和 LWD 测井仪使用的偶极子声源。偶极子声源产生的弯曲波是分散波。井筒中的电
缆测井仪（左）的特殊设计使得通过测井仪本身的弯曲波信号（蓝色曲线）不会干扰地层弯曲波慢

度资料（红色）。分散交会图上的慢度 - 频率交会线会趋向于渐近线上的地层横波慢度值（水平虚线）。

为了适应钻井中的苛刻环境，将 LWD 声波测井仪（右）安装到刚性钻铤内。通过 LWD 仪器传播的

弯曲波（绿色）干扰并扭曲记录结果（黑色粗虚线），以至于仪器弯曲波最终没有趋向于地层弯曲

响应的横波慢度渐近线（红色）。因为这一原因，对于 LWD 随钻声波测井仪服务公司最终没有选择

偶极子声源，而是采用了四极子声源。

8.  Degrange J-M，Hawthorn A，Nakajima H，Fujihara 
T 和 Mochida M ：“Sonic While Drilling ：Multipole 
Acoustic Tools for Multiple Answers”，IADC/SPE 
128162，发表在 IADC/SPE钻井会议暨展览会上，

新奥尔良，2010 年 2 月 2-4 日。

9.  关于四极子模拟和处理技术的详细解释，

请 参 见：Scheibner D，Yoneshima S，Zhang 
Z，IzuharaW，Wada Y，Wu P，Pampuri F 和

Pelorosso M ：“Slow Formation Shear from an LWD 
Tool ：Quadrupole Inversion with a Gulf of Mexico 
Example”，Transactions of the SPWLA 51st Annual 
Logging Symposium，澳大利亚珀斯，2010 年 6
月 19–23 日，论文 T。

10. Scheibner 等人，参考文献 9。

11. SonicScope 仪器也能产生交叉偶极子弯曲波，

但目前没有使用这种波。

12. 体积密度通常从密度孔隙度资料获得。

13. 以 17 世纪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 · 胡克命名的

胡克定律规定弹性材料的应变与施加的应力

成正比。对于各向异性介质，这一定律可表

达为二阶刚性张量。

14. Zoback MD ：Reservoir Geomechanics。纽约市：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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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四极子声源技术和用于提取慢地

层横波资料的处理技术的有效性。正

是由于这些努力，四极子声源被服务

公司广泛用于 LWD 声波测井仪，用来

提取慢地层的横波资料，但不同公司

使用的具体方法不尽相同。

四极子 LWD 测井仪可提供单极子

测井仪无法提供的资料，但还不能完

全取代交叉偶极子电缆测井仪，原因

是四极子声源不是定向的。但四极子

声波测井仪能实时记录快慢两种地层

横波资料的功能大大增加了 LWD 声波

测井仪的实用价值。

SonicScope 测井仪

为 了 满 足 业 界 对 四 极 子 LWD 
测井仪的需求，斯伦贝谢公司开

发了 SonicScope 随钻声波测井仪。

SonicScope 测井仪具有广泛的应用范

围，能在不同模式下采集井下资料。

虽然它提供的结果取决于采集的资料

类型和处理方式，但不同领域的人员，

包括司钻、地球物理师、地质师、岩

石物理师、油藏工程师和完井工程师

都能使用该仪器提供的信息。

采用功能强大的宽带发射器在

井筒内以单极子和四极子两种模式下

激发声波，频率范围从 1 到 20 kHz，
SonicScope 测井仪能够采集单极子和

四极子声波测量数据 [11]。在仪器外侧

的保护槽内有 48 个接收器，彼此间隔

10 厘米（4 英寸），保护槽之间以 90°
角分开（右上图）。接收器排列成四个

阵列，提供12个轴向和4个方位测量值。

每排阵列包含 12 个数字转换器，每个

转换器对应一个传感器。通过优化发

射器到接收器的距离，使信噪比达到

最大。测井仪中配置了 1GB 的存储器，

即使记录速度达到每秒一次，也能存

储所有模式下记录的数据。最新版本

的测井仪直径为 43/4 英寸，目前正在

开发大尺寸测井仪，直径分别为 63/4

英寸、81/4 英寸和 9 英寸。

通常，SonicScope 测井仪在现场

编程，以记录高频单极子资料，获得

快地层的纵波和横波慢度，记录低频

单极子资料和四极子资料，分别用于

求取慢地层的斯通利波和横波。在四

极子模式下记录资料时频率最低为 2 
kHz。通过声波分散分析（采用反演

算法使记录结果与模拟响应达到最佳

拟合），工程师能提取到低于 2000 微

秒 / 米（600 微秒 / 英尺）的横波慢度

值。SonicScope 测井仪与其他 MWD
和 LWD 测井仪完全兼容。结合其他记

录如密度资料，声波测井数据可进行

多种应用，包括地震相关分析、确定

孔隙压力、复杂岩性测井解释以及分

析岩石力学特性等。

资料应用

岩石力学特性参数无法直接测量，

但可以通过地层的纵波和横波慢度值，

结合岩石体积密度进行计算 [12]。对于

各向同性介质，由于介质在各个方向

上的特征相同，岩石力学专家应用胡

克弹性定律得出简化方程式，用基于

测井记录推测的结果计算几项弹性模

量（右侧公式）[13]。纵波模量 M （也

称为 P 波或纵向弹性模量）是根据纵

波资料计算出的。同样，衡量材料剪

切强度的横波模量 G，是根据横波资

料计算出的。确定了上述两个数值后，

就可以计算体积模量 K、杨氏模量 E
和泊松比ν。

体积模量是平均法向应力与体积

应变之比，表示一种材料在疲劳前能

承受各向同性压载荷的程度。杨氏模

量将同一方向上的应变与应力联系起

来，表示材料的刚度大小。刚度高的

岩石杨氏模量高，比刚度低的岩石更

容易压裂。泊松比表示横向应变与轴

向应变之比，与闭合应力有关；泊松

比高的岩石比泊松比低的岩石更难压

裂，而且需要更多支撑剂才能撑开 [14]。

将杨氏模量高、泊松比低的层段定为

水力压裂的目标井段，可提高压裂效

果和井产能。

^ SonicScope LWD 仪器。SonicScope 仪器嵌在一根长约 9 米（30 英尺）的刚性钻铤内，有一个宽
带多极发射器，通过设置能在几种不同模式下采集井下数据。测井仪外侧有 48 个接收器，相邻接

收器之间间隔 4 英寸，在高空间密度下可提供高分辨数据。

^ 胡克定律和各向同性弹性模量。对于各向同
性岩石，工程师使用三种测井结果来计算五种

力学属性。其中纵波模量 M 根据纵波慢度时间

（Δtc）和体积密度 ρb 计算。横波模量 G 根据

横波慢度时间（Δts）和体积密度计算。两个公

式中的 a 是一个单位转换常数。然后再用纵波

和横波模量计算体积模量 K、杨氏模量 E 和泊

松比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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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弹性各向异性条件下，

测井记录和岩石力学属性之间的简化

方程式不再有效 [15]。如胡克定律所述，

将应力与应变联系起来的一般公式被

表达为一个四阶刚度张量，该张量包

含 81 项弹性常数和求和值。尽管假设

了对称条件后将常数项减少到 21 项，

但推导出用于确定各向异性地层力学

属性的各项关系式仍然是一项艰巨的

任务，本文将不对其进行论述。

如果有声波资料，工程师可利用

这些资料计算孔隙压力，推导弹性属

性，将井下资料与地面地震结果关联

起来。钻井工程师利用孔隙压力改善

钻井作业，提高安全系数。根据从声

波资料推导出的岩石力学属性，钻井

工程师能够优化钻井计划，尽量保证

按照计划井剖面钻进，同时保持井眼

稳定。完井工程师利用上述资料设计

压裂方案。地球物理师根据井下声波

资料得出的信息对地面采集的地震资

料进行细化处理。

LWD 声波测井仪记录的实时资料

在确定孔隙压力方面有两个主要用途：

识别超压地层和优选泥浆密度（左下

图）。在钻井工程师看来，超压层是危

险信号，轻者或许只是给正常钻井进

程造成麻烦，重者可能会发生严重的

灾难事故。通过优化泥浆比重来维持

井筒稳定性和提高钻井安全系数可节

省大量钻井费用 [16]。

在岩化过程中，沉积物被上覆压

力压实，流体被挤出。压实作用在声

波慢度资料上表现为纵波慢度稳定下

降。这种现象在页岩层段最为明显。

相反，如果流体没有被挤出，地层中

仍然滞留有流体，就变成超压层。流

体含量越高，纵波慢度值越大。

钻进超压页岩层段通常没有风险，

因为这类层段本身的渗透率较低；但是，

如果钻遇超压多孔层，井筒内的静水

压力可能不足以遏制孔隙压力，可能

会造成储层流体快速流入井筒，或溢

流（井涌）。严重情况下，可能发生井喷。

工程师也可利用基于声波资料计

算出的岩石力学属性，用计算机程序

如 Petrel 地震模拟软件系统中的单井

岩石力学模块，建立一维岩石力学模

型（下一页，上图）。这种模型在钻井

过程中可根据 LWD 声波测井仪记录的

实时资料进行调整。基于模型钻井工

程师能保持合适的泥浆密度（或比重），

使井筒静水压力与预测的储层孔隙压

力达到平衡。

提高泥浆密度有一个临界点，超

过了这个点，强度较小的岩石就会破碎。

利用孔隙压力预测程序能确定不会造

成地层坍塌的最大泥浆密度。一旦到

了最大泥浆比重临界点，就下入套管

对较弱地层进行隔离。但几米的误差

就会大幅增加套管费用，也许还会带

来钻井隐患。要确定泥浆密度极限值，

就必须知道地层的力学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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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监控。从实时 LWD 自然伽马数据（第 1 道）可以看出该井正穿过
该层段上半部的页岩。只要钻头一直保持在页岩段，基本上就不会遇到超

压层，也不会发生井涌。但是，如果钻头钻到了高渗层，地层流体就可能

流入井筒。通常钻井人员通过增加泥浆比重控制超压，但是如果浅层强度

不足，不能通过增加泥浆密度控制超压，就必须下套管隔离。因为岩性或

流体的变化可能遮掩压力范围的变化，从电阻率（第 2 道）就无法看出是

否存在超压情况。声波慢度（第 3 道）在 X5,000 英尺深度附近增大，说明

可能存在超压情况（红色阴影）。如果 LWD声波测井仪能提供实时横波资料，

工程师就能计算浅层的强度，确定泥浆密度最大值的门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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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利用纵波和横波慢度值计

算出力学属性，就能根据岩石力学建

模程序提供钻完井方案。建模程序包

括 VISAGE 油藏地质力学建模软件和

Mangrove 油藏增产设计软件。VISAGE
软件是一款全面的油藏模拟软件，工

程师可用该软件预测钻井、注水和生

产过程中油藏的动态。该软件利用有

限差分方法计算详细的 3D 和 4D 模型，

展示具体点上或整个油藏范围内的压

力、应力、孔隙度和渗透率分布（右

下图）。VISAGE 软件可以模拟常规油

藏的压裂增产措施，以及预测生产情况。

Mangrove 软件是专为非常规油藏开发

的软件。

在非常规油气藏如何利用岩石力

学资料的一个例子是识别那些有利于

实施多级压裂增产措施的目的层。射

孔簇的间距和位置是设计油藏压裂增

产措施的关键因素 [17]。人工识别完井

效果好的岩石层段可能非常繁琐。然而，

目前行业的普遍做法是采用均匀间距

的射孔簇设计增产措施计划，不考虑

岩石物性的变化，这可能导致不太理

想的采收率。

完井设计方面的其他主要困难

是如何模拟那些在非常规储层中观察

到的复杂裂缝网络，以及如何评价复

杂裂缝网络对生产的影响。在完井设

计中充分考虑非均质因素，特别是通

过识别岩石力学属性方面的变化（尤

其是那些根据声波资料可以得到的特

性），有助于工程师提高井的产能。缺

乏一套能融合非均质特征的一体化解

决方案一直是优化压裂增产设计方面

的障碍。

^ 综合声波资料。通过将声波资料应用于储层模型，如该 Petrel 模型，作业者可以设计出适合于地
层力学属性的井眼剖面。地质人员根据地面地震资料计算地层的力学参数，然后用 LWD 声波资料

以接近实时的方式更新模型。例如，用高级计算方法计算出应力剖面在井筒投影周围以复杂方式变

化，并以图示方式沿近井筒网格（井筒周围）进行显示。通过这些直观表现，工程师能更好地了解

井眼的力学状态，调整建井计划，最终安全钻达目的层（下部绿色区域）。左边的紫红色背景表示

杨氏模量（用来确定应力状态的弹性参数），通过地震反演确定。这些类型的信息可通过随钻记录

的井下声波资料更新。通过声波资料也可把基于时间的地震资料（右侧显示的地震剖面）与具体井

下深度基准面关联起来。

^ 通过作业窗口钻井。在根据岩石力学属性构建立 3D 和 4D 模型后，工程师就能进行油田级应力模
拟，从而确定应力的大小和方向（青色十字）。可以识别出储层内需要避开的区域，如背景上用红

色标注的区域。窄作业窗口可能对应很多因素，包括最大泥浆比重、流体漏失严重的区域、岩石力

学属性不稳定的区域，都显示在 3D 模型上，以此工程师能优选出最安全、钻进效率最高的井眼轨迹。

司钻也可以决定是否在这些层之上或之下下套管，或是在得知风险增加的情况下继续谨慎钻进。可

接受的井眼轨迹可能位于窄作业窗口区域之间（紫色）。垂直截面还提供了关于附近盐丘对应力场

影响情况的详细信息。根据地震资料和声波资料计算出的泥浆比重安全作业系数，实际上从上到下

逐渐增加，这与多数油藏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对应的颜色变化从蓝色（安全系数低）到绿色，再

到橙色（安全系数高）。

15. 关于声波资料在弹性各向异性地层中应用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Armstrong P，Ireson 
D，Chmela B，Dodds K，Esmersoy C，Miller D，
Hornby B，Sayers C，Schoenberg M，Leaney S
和 Lynn H ：“The Promise of Elastic Anisotropy”，
Oilfield Review，6 卷，第 4 期（1994 年 10 月）：

36–47。

16. Brie 等人，参考文献 4。

17. King GE ：“Thirty Years of Gas Shale Fracturing ：

What Have We Learned ？”SPE 133456，发表在

SPE 技术年会暨展览会上，意大利佛罗伦萨，

2010 年 9 月 19–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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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非常规水力压裂设计问题，

帮助优化压裂增产措施，斯伦贝谢的

工程师开发了 Mangrove 增产模拟软

件（上图）[18]。这款软件综合利用地震、

地质、岩石力学、微地震资料，以及

油藏模拟技术，来模拟裂缝的延伸和

几何形态。该软件包括两种不同的、

专门针对复杂水力压裂模拟的裂缝模

拟器，与优化裂缝设计和生产预测的

油藏模型连接起来。油藏和完井质量

用这些多领域油藏资料量化，这样完

井工程师就能优化各级压裂层段和射

孔计划。

作业者认识到使用声波测井资料

对建井和完井设计的益处。用电缆测

井仪器在大位移水平井中采集井下资

料一直是个问题，因为将仪器传送到

井底并非易事，而且使仪器保持在井

筒中央也很困难。而专门为在这种环

境下采集资料而设计的 LWD 声波测井

仪能够实时提供地层的力学特征资料，

有助于改善钻井决策和增产计划。

水平井中的应用实例

雪佛龙卡宾达海湾石油有限公司

利用声波资料优化安哥拉近海下刚果

盆地油田的钻完井设计 [19]。首先需

要用横波资料计算力学属性，然后再

用力学属性进行建井设计，确保井筒

稳定。工程师计划从两口独立的、直

径为 6 英寸、按顺序钻的井眼中采

集 SonicScope 资料，以此确定是否

能随钻提取高质量的横波资料。除了

SonicScope 仪器，这项 LWD 测井计划

还包括方位密度、中子孔隙度和电阻

率仪器等。

储层由非固结薄层砂岩组成。为

最大程度地接触到这些薄层，分支

井沿正弦轨迹钻进。A 段钻到了测深

4570 英尺（1390 米），随后没有起钻就

开始侧钻 B 段，钻到了 4240 英尺（1290
米）。A 段内井倾斜度从 78°至 93°，

B 段内从 80°至 97°。

该研究项目的重点是比较用单极

子声源记录的纵波和横波资料与从四

极子数据提取的资料。工程师对测井

仪器编程，以便在下仪器和裸眼钻井

过程中采集高频单极子波形资料、低

频单极子波形资料和低频四极子波形

资料。在套管段还采集了高频单极子

资料。纵波慢度资料实时传输到地面，

然后测井工程师再把这些信息发送给

陆上办公室的地质人员。同时在仪器

的存储器内也保存了资料，待测量到

B 段的全深度，将仪器回收到地面后

对资料做进一步处理。

单极子资料提供了较好的纵波记

录，但这两个层段的横波慢度资料经

常缺失（下一页图）。而对四极子波

形数据处理后得到了两个层段大部分

范围内连续的高质量横波慢度资料。

A 段四极子资料得到的横波慢度值为

132–310微秒 /英尺（433–1020微秒 /米），

B 段的横波慢度值为 145–264 微秒 / 英
尺（476–866 微秒 / 米）。而就单极子

资料而言，没有观察到大于 243 微秒 /
英尺（797 微秒 / 米）的横波慢度值。

利用四极子声源，雪佛龙卡宾达海湾

石油有限公司能够对那些单极子声波

测量太慢的地层的横波慢度进行定量

分析。

^ 测井资料用于压裂设计。在非常规油气藏中，如含气页岩，作业者经常使用几何特征（上），
而不是地质特征和岩石力学特征，来确定压裂阶段和射孔簇的位置。通过 LWD 声波资料，如

SonicScope 测井仪提供的资料，可以识别那些提供较佳完井质量（CQ）的低应力岩层，通过岩石

物理分析可以识别油藏质量（RQ）较好的层段。用 Mangrove 程序产生的涵盖 CQ 和 RQ 的综合质量

评分把岩石质量沿井筒进行分级，并推荐不同处理阶段的优先射孔簇位置和相似岩石组（下）。应

力从低（红色）到高（蓝色）显示在井投影下面。两个例子中使用的射孔簇数量相同（每个阶段的

射孔簇用彩色椭圆形表示），但在推荐结果中，它们都集中在质量好的岩层中（蓝色，绿色和黄色），

避开了质量差的岩石（红色）。作业者按照这种工程技术方法进行完井设计已经见到了显著的增产

效果。（根据 Cipolla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8）。

18 .  Cipolla C，Weng  X，Onda H，Nadara ja T，
Ganguly  U 和 Malpani R ：“New A lgor ithms 
and Integrated Workflow for Tight Gas and Shale 
Completions”，SPE 146872，发表在 SPE 技术年

会暨展览会上，丹佛，2011 年 10 月 30 日 -11
月 2 日。

19. Mohammed S，Crowe J，Belaud D，Yamamoto 
H，Degrange J-M，Pistre V 和 Prabawa H ：

“Latest Generation Logging While Drilling Sonic 
Tool ：Multipole  Acoustics Measurements in 
Horizontal Wells from Offshore West South Africa”，
Transactions of the SPWLA 52nd Annual Logging 
Symposium，美国科罗拉多州 Colorado Springs，
2011 年 5 月 14–18 日，论文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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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icScope LWD 测井仪提供的高质量横波资料。雪佛龙卡宾达海湾石油有限公司的工程师利用根据声波资料计算出的力学参数在安哥拉近海下刚果
盆地油田进行建井设计，优化钻井作业。在本例中，在一口水平井中进行了几项 LWD 测井，提供了钻速（ROP）、自然伽马和井径数据（第 1 道）、电

阻率数据（第 2 道）和孔隙度数据（第 4 道）。组合测井中也包括了 SonicScope 测井仪，以评价该仪器记录软地层横波资料的能力。从该油田的典型

非固结地层单极子资料中提取横波慢度值比较困难。第 5 道给出了单极子纵波资料（左侧黑色曲线）和单极子横波资料（右侧黑色曲线）的预测结果。

在被测层段的几个位置上，如层段中间的空白处，单极子横波资料不完整。而利用 SonicScope 测井仪采集的四极子横波资料是连续的（第 5 道，红色

曲线）。四极子资料比较一致（第 6 道），说明测井结果比较可信。不同方法记录的两种横波慢度之间有差异，这个差异与该水平井的声波各向异性有关。

在记录到横波资料的层段，绘出了单极子 Vp/Vs 比和四极子 Vp/Vs 比（第 3 道，绿色实线和洋红色虚线）。单极子泊松比（第 3 道，紫色）和四极子泊松

比（第 3 道，红色虚线）进行了对比，整个层段上这些数据也有差异。变密度测井（第 7 道）用于检查声波资料的质量。（根据 Mohammed 等人的资

料修改，参考文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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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横波资料就无法计算软地层

的力学参数。因为用四极子声波仪器

记录的资料提供了与两个层段慢地层

的横波慢度，因此工程师可将力学属

性资料用于将来的井设计中。

除 了 纵 波 慢 度 和 横 波 慢 度，

SonicScope 测井仪还提供了 7 英寸套

管段上的水泥胶结测井（CBL）资料（上

图）。根据高频单极子资料，测井分析

人员识别出水泥顶（TOC），对水泥胶

结质量进行了评估。还生成了与电缆

水泥胶结测井类似的变密度测井记录。

尽管基于 LWD 声波资料的解释仅仅是

定性的，但也足以验证套管水泥胶结

质量如何。

本案例中的下刚果盆地储层由非

固结砂岩组成，这种砂岩会给钻井带

来一定的困难。由于能够在这种非固

结砂岩层段根据 LWD 四极子声波测井

记录提取有效的高质量横波慢度资料，

因此工程师能够计算出这些地层的岩

石力学参数，为将来设计大位移水平

井提供依据。这些数据可用于多种目的，

包括制定安全可靠的钻井计划，优化

钻井程序，监控泥浆特性，了解对未

来钻井产生影响的因素等。

实时确定甜点实例

除了改善井设计，优化钻井计划，

提高作业安全系数，通过声波资料工

程师还可以实时进行地质导向决策。

最近，工程师利用 SonicScope 测井仪

提供的声波资料来识别水平井中的甜

点 [20]。该井进行了两趟钻井作业，第

一趟钻了 1500（460 米）多英尺，第

二趟钻了 886 英尺（270 米）[21]。LWD
组合测井没有包括密度和孔隙度资料。

仅根据纵横波速度比（Vp/Vs）的变化

来识别甜点位置。

发现该储层的机械钻速与产量之

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钻速高的层段油

气产量高。然而钻速受多种与储层质

量无关因素的影响，如钻头类型和状

况等。另一方面，Vp/Vs 比稳定也说明

储层岩石质量好，一定程度上反映储

层的特征。根据 Vp/Vs 比，测井分析人

员在已钻层段识别出 7 个不同的层。

第 1 层是包括着陆点的层段。第 2 层

是增斜并向储层钻进的层段。在第 4
和第 6 层，根据 Vp/Vs 比发现地层岩性

和地层属性发生变化。第 3、第 5 和

第 7 层的 Vp/Vs 比稳定，相应的钻速比

整段平均钻速高 10%（下一页图）。

根据声波资料，工程师证实有三

个层段具有高质量完井岩石。在意外

退出有利层段后，司钻又使钻井重新

回到高质量层段继续钻进。本实例的

结果表明，实时声波资料对量化岩石

质量非常有价值。

未来的发展

工程师认识到利用力学属性资料

优化钻井程序、设计有效增产措施的

重要性。能够识别出看似微小的属性

变化并做出正确响应可能意味着规避

灾难性的后果，也可能使完钻井井况

好一些，问题少一些。了解力学属性

的变化情况可以更好地改善压裂增产

作业的效果。而利用新型 LWD 声波测

井仪可以实时获得这些资料。

20. 甜点表示远景区或储层内产能或潜在产能较

好的目标位置或区域。地学和工程人员设法

确定甜点位置，争取把井打到储层最有生产

潜力的层段。

21. Degrange 等人，参考文献 8。

^ LWD 声波测井仪记录的水泥胶结测井。将 SonicScope 测井数据以与电缆
测井仪的水泥胶结测井（CBL）类似的形式进行显示，用来评估套管后的水

泥胶结情况。测井结果是定性而非定量的。变密度测井显示的是接收器处的

波形，以灰度阴影表示振幅强弱。因为胶结在套管外的水泥使信号衰减，因

此用变密度测井结果可有效指示套管后的水泥胶结状况。该层段上显示了套

管末端的深度（红色线）。套管窗口（黄色虚线到蓝色虚线）内缺乏波形波至，

表明该段水泥胶结质量较好。套管波至右侧的波形来自地层，说明水泥与地

层胶结程度好。（根据 Mohammed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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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声波测井资料综合应用到钻井、

完井和评价流程中对未来 LWD 声波测

井来说至关重要。服务公司已经证明

声波资料是可以提取的，而且所得信

息有助于优化钻完井作业。用决策者

可以直观化分析井下环境的方式显示

这些数据至关重要。

钻头周围的环境受到钻井过程中

噪声和振动的强烈影响。然而，工程

人员设计的 LWD 声波测井仪能够克服

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获得所钻地层

的声波信息。随钻声波测井仪提供了

有关储层和岩石的重要信息，而这些

信息对地学家来说十分重要。     － TS

^ 甜点钻井。该井的作业者将钻速（ROP）视为最佳完井岩层的标志。但是，除储层质量外，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钻速。钻速资料（绿色曲线）
并不能给出结论性结果，而且其变化范围很大。稳定的 Vp/Vs 也是完井质量的一个指标，可以根据实时采集或从存储器中回收的纵波资料（上

图蓝色和红色曲线）和横波资料（紫色和绿色曲线）计算。工程师根据 LWD Vp/Vs 比数据（红色曲线）在整个层段上识别出了 7 个不同层（黄

色和绿色阴影区域）。泊松比（蓝色曲线）是岩石刚度的指示。下图中的剖面显示出了井筒每个层相对于甜点（浅蓝色曲线之间）的位置。

1 层是水平段的根段，即井眼起斜段，2 层是向储层钻进的增斜段。4 层和 6 层钻出了储层。3 层、5 层和 7 层的 Vp/Vs 比稳定，约为 1.625，
在储层内钻进，被认为是较好的压裂措施目标层。（根据 Degrange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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