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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然气水合物有时会以结核状、层状、脉状或块状等
裂隙形态发育在深水盆地的细粒泥质沉积物中，该类型天然气
水合物被称为裂隙充填型． 与孔隙充填型不同，裂隙充填型天
然气水合物储层由于裂隙的出现，在测井速度、电阻率和地震
数据上会呈现明显的各向异性特征． 本文利用细层层状介质模
型和有效介质理论（ＥＭＴ）新估算出印度克里希纳—戈达瓦里
（ＫＧ）盆地ＮＧＨＰ０１１０Ａ和１０Ｄ孔裂隙充填型水合物储层的
各向异性饱和度，纵波（Ｖｐ）和垂直极化横波（Ｖｓｖ）测井速度估
算的平均饱和约为２０％，明显优于水平极化横波（Ｖｓｈ）估算结
果，且与压力取心估算结果更为一致． 倾角随深度变化曲线和
不同角度估算的水合物饱和度结果都表明１０Ａ孔浅部以高倾
角裂隙为主，深部出现低倾角裂隙；１０Ｄ孔以垂直裂隙为主，
这说明两口相距１０ ｍ的孔中裂隙在空间上延伸长度较小；而
１０Ｂ０８Ｙ岩心的Ｘ射线成像定量评价结果显示水平裂隙倾角
位于０°～ ２１°，高倾角裂隙倾角位于６８°～ ８９°，裂隙尺度为厘米
级，最大高度、宽度和纵横比分别为２７． ６６ ｃｍ、６． ７１ ｃｍ和１７０．
此外，水合物饱和度估算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地层岩性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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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计算参数对饱和度估算的准确与否至关重要，与简化三相方
程相比，有效介质理论计算参数的物理意义明确，参数选择简
易，因此计算也更为准确与便捷．
关键词　 裂隙充填型天然气水合物；有效介质理论；裂隙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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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深水盆地的细粒沉积物中，压力取心结果显示天然
气水合物除了孔隙充填外，有时还会以结核状、层状、脉状
或块状等裂隙形态发育（Ｃｏｌｌ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Ｈｏｌ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我们称该类型天然气水合物为裂隙充填型天然气水
合物． 虽然随着水合物含量的增加孔隙充填型与裂隙充填
型天然气水合物都会显著地改变地层的弹性性质（Ｍü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Ｑ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钱进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但两者的形成机理并不相
同，前者是充填在孔隙空间的水合物替代了沉积物孔隙间
的流体，水合物成为孔隙流体或固体骨架的一部分（宋海斌
等，２００１；陈多福等，２００４；刘学伟等，２００６；阮爱国和李湘
云，２００６；吴能友等，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阎贫
和陈多福，２００９；栾锡武等，２０１０；张光学等，２０１１；高红艳
等，２０１２；宁伏龙等，２０１３；何涛等，２０１７）；而后者是水合
物充填在超压流体和气体产生的裂隙中，且富集的水合物
会迫使裂隙继续增大，占据原先沉积物的颗粒空间，最终形
成纯的裂隙充填型水合物（Ｈｏｌ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Ｇｈｏｓ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目前，在印度克里希纳—戈达瓦里（ＫＧ）盆地、
美国墨西哥湾、韩国郁陵（Ｕｌｌｅｕｎｇ）盆地以及我国珠江口盆
地东部等海域的细粒沉积物中均发现了裂隙充填型水合物
（Ｃｏｌｌ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Ｋｉ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Ｃｏｌｌ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与以往孔隙充填型有所不同，裂隙充填
型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由于裂隙的出现，在测井速度、电阻率
和地震数据上呈现明显的各向异性特征（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
２００９；Ｃｏｏ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Ｓｒｉｒａ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钱进等，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６年印度国家天然气水合物计划（ＮＧＨＰ０１）的测井
和Ｘ射线成像结果显示，裂隙充填型水合物是ＫＧ盆地（图
１）泥质沉积物中最富集的水合物类型，储层厚度最高达到
１３５ ｍ（Ｇｈｏｓ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Ｃｏｏｋ和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２００８ａ）利用
ＮＧＨＰ０１０５站位不同钻孔的实测裂隙倾角数据和蒙特卡洛
模拟方法预测水合物裂隙的延展长度可能为几米，但该方
法不能用于没有实测裂隙倾角数据的站位． 在ＮＧＨＰ０１
１０Ｄ孔的水合物饱和度估算中，利用阿尔奇公式计算的随
钻电阻率和各向同性简化三相方程计算的纵、横波测井水合
物饱和度都要明显高于邻近孔的压力取心计算结果；而使用
简化三相方程的纵波各向异性在假设垂直裂隙时计算的饱
和度与压力取心结果吻合很好，但横波计算结果并不理想
（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王吉亮等，２０１３），而且简化三相方

程在计算时不同研究区方程的参数明显不同（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另外，Ｘ射线成像技术已被成熟用于
水合物的形成过程、结构类型、晶格参数等研究（蒋观利等，
２００５；李承峰等，２０１２；胡高伟等，２０１４；刘昌岭和孟庆国，
２０１４），而印度ＮＧＨＰ０１航次也仅利用Ｘ射线成像数据识
别出ＫＧ盆地存在裂隙充填型含水合物地层（Ｈｏｌ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但对这些裂隙的定量评价却未见文献报道． 因
此，本文利用有效介质理论（ＥＭＴ）代替先前的简化三相方
程，综合考虑偶级横波测井仪方位的变化，依据印度ＫＧ
盆地纵、横波和密度等测井数据，估算ＮＧＨＰ０１１０Ａ和１０Ｄ
孔（图１）裂隙充填型水合物储层的各向异性饱和度，详细
分析各向异性饱和度估算的影响因素，并根据饱和度预测
的裂隙倾角结合ＮＧＨＰ０１１０Ｂ孔岩心的Ｘ射线成像数据，
对裂隙充填型水合物储层中的水合物裂隙进行定量评价，
该研究也能够为我国２０１３年在珠江口盆地东部海域钻遇裂
隙充填型水合物资源（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Ｓｈ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的定量评价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１　 测井数据与水合物储层特征分析

２００６年，为了研究印度大陆边缘天然气水合物的赋存
状态，建立天然气水合物研究的地球化学、地质、地球物理
和微生物学背景，并分析沉积物与天然气水合物富集之间
的关系（Ｃｏｌｌ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印度ＮＧＨＰ０１航次共计钻探
２１个站位，其中１３个站位成功钻遇到水合物，并且在
ＮＧＨＰ０１０５、０６、０７和１０等站位发现裂隙充填型水合物
（Ｃｏｏｋ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２００８ｂ）． ＮＧＨＰ０１１０站位水深约为
１０３８ ｍ，包括１０Ａ、１０Ｂ、１０Ｃ和１０Ｄ四口钻孔（图１），１０Ａ孔
为随钻测井（ＬＷＤ）孔，曲线包括伽马射线、密度、电阻率、纵
波速度和裂隙倾角等（图２）；１０Ｂ ／ １０Ｃ孔为取心孔，恢复出
１２８ ｍ厚的裂隙充填型水合物储层；１０Ｄ为电缆测井（ＷＬ）
孔，曲线包括伽马射线、密度、电阻率和纵横波速度等（图
２），纵、横波是偶极声波成像电缆测井仪（ＤＳＩ）测量获得．

从图２中ＮＧＨＰ０１１０Ａ倾角测井曲线和图３中岩心的
Ｘ射线成像可以看出，该孔中的水合物裂隙倾角基本集中
在６０°～ ９０°高角度范围内（图２ｅ和图３ａ），纵波速度和电阻
率（红实线）在海底以下２７ ｍ（ｍｂｓｆ）到１５６ ｍ之间有显著增
加，最高分别能够达到２０００ ｍ ／ ｓ和１４０ｏｈｍ． ｍ（图２ａ和
２ｂ），实测纵波速度（红实线，图２ａ）明显大于１５００ ｍ ／ ｓ的
饱和水背景纵波速度（红虚线，图２ａ），指示该层为含水合
物层． ＮＧＨＰ０１１０Ｄ孔测井曲线深度范围较短，位于水合
物层段，纵波速度和电阻率（绿实线）与１０Ａ孔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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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区ＫＧ盆地和ＮＧＨＰ０１１０站位图
红色框代表ＫＧ盆地，白色插图为ＮＧＨＰ０１１０站位不同
钻孔相对位置图，１０Ａ孔和１０Ｄ孔相距约１０ ｍ．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ＫＧ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Ｓｉｔｅ ＮＧＨＰ０１１０
Ｒｅｄ 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ｉｎｓｅ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ｏｒ ＫＧ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ｌｅｓ ａｔ Ｓｉｔｅ ＮＧＨＰ０１１０．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ｌｅ １０Ａ ａｎｄ Ｈｏｌｅ １０Ｄ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１０ ｍ．

其中电阻率在相同深度上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实测纵波
（绿实线）和横波（蓝实线）也都明显大于饱和水背景速度
（虚线）． 同时发现两口相距１０ ｍ孔在相同深度上的伽马射
线测井曲线都有随深度增加而增加的曲线，而且两者的纵
波背景速度（红、绿虚线，图２ａ）和密度曲线（图２ｃ）基本吻

图２　 ＮＧＨＰ０１１０Ａ（红线）和１０Ｄ（绿线）的随钻和电缆测井曲线
曲线包括：纵、横波速度、电阻率、密度、伽马射线和倾角． 虚线代表饱和水背景速度． １０Ａ孔随钻电阻率为环形电阻率，
１０Ｄ孔电缆电阻率为相量深感应电阻率． 红色倾角数据改自Ｃｏｏｋ和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２００８ｂ），绿色倾角数据为计算数据．
Ｆｉｇ． ２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ｒｅ ｌｉｎｅ ｌｏｇｓ ｆｒｏｍ Ｈｏｌｅ ＮＧＨＰ０１１０Ａ （ｒｅｄ ｌｉｎｅ）ａｎｄ １０Ｄ （ｇｒｅｅｎ 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ｓｈｏｗ Ｐｗａｖｅ ａｎｄ Ｓ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ｇａｍｍａ ｒａｙ，ａｎｄ ｄｉｐ． Ｔｈｅ ｄｏ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１０Ａ ａｎｄ １０Ｄ ａｒｅ ｒ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ｈａｓｏｒ ｄｅｅｐ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 ｄｉｐ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ｏｋ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２００８ｂ）ｗｈｉｌｅ ｇｒｅｅｎ ｄｉｐ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合，这说明两口孔在地层岩性上很可能是一致的，造成速
度、电阻率和伽马射线测井曲线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水合
物饱和度的差异引起的．

图４　 电缆测井仪器方位图
Ｆｉｇ． ４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ｏｆ ｗｉｒｅｌｉｎｅ

２　 岩石物理模型

２． １　 有效介质理论（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ＥＭＴ）
对于海底未固结的高孔隙度含水合物或者不含水合物

沉积物，有许多不同的岩石物理模型能够描述地层的弹性
性质，其中包括ＢｉｏｔＧａｓｓｍａｎｎ理论、三相Ｂｉｏｔ方程、简化三
相方程（ＳＴＰＥ）和有效介质理论（ＥＭＴ）等（Ｄｖｏｒｋｉ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Ｃａｒｃｉ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ｉｎｉｖｅｌｌａ，２０００；Ｌｅｅ ａｎｄ Ｗａｉｔｅ，２００８，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这些岩石物理模型都可以用来估算地层
的水合物饱和度，其中ＳＴＰＥ和ＥＭＴ更为常用（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在ＫＧ盆地水合物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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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研究中，ＳＴＰＥ已经被成功用于各向同性和各向异性水合
物的饱和度估算（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王吉亮等，２０１３），
但ＳＴＰＥ在计算时参数没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参数选择较为
模糊． Ｑｉａｎ等（２０１４）和钱进等（２０１６）证实了ＥＭＴ也非常适
合海底未固结泥质沉积物弹性参数的预测，而且ＥＭＴ在计
算时方程参数的物理意义明确，因此，本文利用ＥＭＴ代替
ＳＴＰＥ估算ＫＧ盆地各向异性水合物的饱和度，将使饱和度
计算过程更加便捷．

ＥＭＴ岩石物理模型是利用有效压力、孔隙度、饱和度、
矿物组分以及流体性质等参数描述沉积物的弹性性质，其
中干骨架的弹性常数取决于孔隙度、固体颗粒的弹性模量和
有效压力（Ｄｖｏｒｋ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该模型连接两端点弹性模
量孔隙度之间的关系：临界孔隙度时致密弹性球形包裹的
ＨｅｒｔｚＭｉｎｄｌｉｎ模量；１００％孔隙度时的零模量（图３ａ），再利
用干骨架的弹性模量和Ｇａｓｓｍａｎｎ方程计算饱和沉积物的弹
性模量． 模型假设沉积物在３６％到４０％存在一个临界孔隙，
不同孔隙度下计算骨架的弹性模量方法不同． 模型的计算
过程包括Ｈｉｌｌ平均计算骨架的弹性模量、ＨｅｒｔｚＭｉｎｄｌｉｎ理论
计算弹性模量、ＨａｓｈｉｎＳｈｔｒｉｋｍａｎ理论计算干燥骨架的弹性
模量、Ｇａｓｓｍａｎｎ方程计算流体饱和的弹性模量以及Ｐ波和Ｓ
波速度计算等五个步骤，具体计算公式详见（Ｄｖｏｒｋｉ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Ｄｅｗａｎｇ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钱进等，２０１６）． 实际计算过
程中使用的临界孔隙度φｃ为０． ３６，配位数ｎ为８． 由于没
有类似中国南海神狐海域ＳＨ２站位的矿物组分柱状图（Ｑ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文中所使用沉积物矿物组分一种是选择黏土
和石英含量分别为９５％和５％的常量，这与Ｇｈｏｓｈ等
（２０１０）和钱进等（２０１６）文中一致；另一种是利用伽马射线
数据计算黏土含量（Ａｓｑｕｉｔｈ ａｎｄ Ｋｒｙｇ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４）．
２． ２　 层状介质模型

一个对称轴在垂直方向的横向各向同性介质，其弹性
刚度张量可以用五个独立弹性常数的简洁矩阵形式表达．
Ｂａｃｋｕｓ在１９６２年论证过，在长波极限下（地震波长必须至
少是介质层厚的１０倍），一个由多层横向各向同性（每层的
对称轴方向都垂直于层面）材料组成的层状介质，是等效各
向异性的，其弹性刚度矩阵可用Ｂａｃｋｕｓ平均计算． 当介质
呈现周期性和两层各向同性即每一个单层是各向同性（图
３ｃ），则等效介质仍然是横向各向同性的且其弹性刚度矩阵
可以简化成用每层的拉梅常数λ和μ加权平均表示． 对于
水平裂隙介质，该模型还可以进一步简化成两层各向同性
介质（图３ｄ，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上层为纯水合物（Ｖｐ１，
Ｖｓ１，ρ１），下层为各向同性饱和水地层（Ｖｐ２，Ｖｓ２，ρ２），这两
者的弹性参数为计算时输入参数，垂直裂隙介质也可以做
垂直方向的简化，具体公式详见（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 本
文在该层状介质模型的基础上，用ＥＭＴ代替ＳＴＰＥ进行印
度ＫＧ盆地裂隙充填型水合物的饱和度估算，并详细分析
地层岩性和方程参数对饱和度估算的影响．
２． ３　 各向异性速度分析

因裂隙定向排列引起速度的各向异性（速度在传播方向
上的差异）不仅与介质的弹性性质有关，而且跟裂隙的倾角
和波的入射角息息相关（Ｔｈｏｍｓｅｎ，１９８６）． 对于裂隙充填型
水合物，随钻测井测量速度时钻头方向是固定不变的，因此

图３　 岩石物理模型
（ａ）固体颗粒（深灰色）、球形包裹（白色）和空体（浅灰色）的
ＨａｓｈｉｎＳｈｔｒｉｋｍａｎ排列（改自Ｄｖｏｒｋ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从左往右孔
隙度逐渐增加，依次是零孔隙度的纯固体，纯固体被球形包裹
相包围，临界孔隙度的球形包裹，空体被球形包裹相包围，
１００％孔隙度的空体；（ｂ）、（ｃ）和（ｄ）为层状介质模型示意图，
深灰色为固体相，白色为水合物（改自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
（ｂ）为Ｘ射线成像；（ｃ）层状介质模型；（ｄ）模型简化图．

Ｆｉｇ． ３　 Ｒｏｃｋ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ＨａｓｈｉｎＳｈｔｒｉｋｍａｎ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ｌｉｄ （ｄａｒｋ ｇｒｅｙ），ｓｐｈｅｒｅ
ｐａｃｋ （ｗｈｉｔｅ）ａｎｄ ｖｏｉｄ （ｌｉｇｈｔ ｇｒｅ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ｖｏｒｋｉ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ｓａｄ，１９９９）． Ｆｒｏｍ ｌｅｆｔ ｔｏ ｒｉｇｈｔ：ｐｕｒｅ ｓｏｌｉｄ ａｔ ｚｅｒｏ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ｐｕｒｅ
ｓｏｌｉｄ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ｅ ｐａｃｋ ｐｈａｓｅ；ｓｐｈｅｒｅ ｐａｃｋ ａ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ｖｏｉｄ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ｓｐｈｅｒｅ ｐａｃｋ ｐｈａｓｅ；ａｎｄ ｖｏｉｄ ａｔ １００％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ｂ）、（ｃ）ａｎｄ （ｄ）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ｄａｒｋ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 ｇｒｅ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ｏｌｉｄ ｐ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ｂ）Ｘｒａｙ
ｉｍａｇｅ；（ｃ）Ｔｈｅ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ｍｏｄｅｌ；（ｄ）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ｍｏｄｅｌ．

随钻测井速度波的入射方向是一定的；但电缆测井随着电缆
的提升，钻头有时会发生旋转（图４），会造成仪器的发射方
向和接收方向也随之变化． 图４是电缆测井仪器的方位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电缆在不同深度的方位是不同的，这说明
电缆在提升过程中方位确实在不断变化，变化范围位于南
南西北东方向之间（ＳＳＷＮＥ）． 这种变化对于波传播方向
与质点振动方向一致的Ｐ波影响较小；但对偶级横波测量影
响较大，这是因为横波传播方向与质点振动方向垂直且又
分为水平极化横波（ＳＨ）和垂直极化横波（ＳＶ），而偶极子横
波测井仪（ＤＳＩ）的声系是由上、下两个偶极子发射探头和八
个接收探头组成，上下偶极子声源的方向相互垂直（李留
中，２００９），所以测量电缆的旋转会同时造成上、下偶极子声
源的发射探头方向和接收探头方向发生变化，导致接收探
头既能够接收到水平极化（ＳＨ）横波又能够接收到垂直极化
（ＳＶ）横波这两种横波． 因此，在用横波估算水合物饱和度
时，除要考虑ＳＨ横波外（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还应考虑
ＳＶ横波．

在利用速度估算裂隙充填型水合物饱和度时，假设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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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ａ）速度随入射角变化图；（ｂ）速度随水合物体积变化图
Ｆｉｇ． ５　 （ａ）Ｍｏｄｅｌ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ｇｌｅ；

（ｂ）Ｍｏｄｅｌ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图６　 纵、横波速度在各向同性和各向异性条件下的水合物饱和度估算结果
红、绿实线代表ＥＭＴ估算结果，黑色点线代表ＳＴＰＥ估算结果，粉红色和天蓝色方形点分别代表为
１０Ｂ孔和１０Ｄ孔压力取心估算饱和度，深度依次为７８ ｍｂｓｆ、９８ ｍｂｓｆ、１１８ ｍｂｓｆ和１４５ ｍｂｓｆ．

Ｆｉｇ． ６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ｗａｖｅ ａｎｄ Ｓ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Ｒ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ｓｏｌｉｄ ｌｉｎ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ＭＴ． Ｂｌａｃｋ ｄｏ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ＰＥ．

Ｐｉｎｋ ａｎｄ ｂｌｕ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ｒｅｓ Ｈｏｌｅ １０Ｂ ａｎｄ １０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ａｒｅ ７８ ｍｂｓｆ，９８ ｍｂｓｆ，１１８ ｍｂｓｆ，ａｎｄ １４５ ｍｂｓｆ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的入射方向是垂直方向ｘ３，当裂隙为水平方向ｘ１ 时，入射
角对应０°；而裂隙为垂直方向ｘ３ 时，入射角对应９０°． 图５
是利用层状介质模型和有效介质理论以９５％黏土和５％石
英矿物组分比计算的速度随入射角（图５ａ）和随水合物体积
变化图（图５ｂ）． 图５ａ中所用纯水合物的体积分数为１５％，
饱和水沉积物的孔隙度为６５％ ． 从图５ａ中可以看出，Ｐ波
（Ｖｐ）和水平极化横波（Ｖｓｈ）都随入射角度的增加而逐渐增
大；在图５ｂ中，各向同性和各向异性速度也都随水合物体

积增加而增大，且不同入射角的曲线变化形态各不相同． 但
图５ａ中垂直极化横波速度（Ｖｓｖ）却是先增加后减小，极大值
位于４５°，出现两个不同入射角对应同一个速度的情况，区
间分别位于０°～ ４５°和４５°～ ９０°． 这会导致Ｖｓｖ在计算水合物
饱和度时存在两个解（分别位于图５ｂ中绿色点线、绿色虚线
之间和绿色实线、绿色虚线之间，绿色点线与绿色实线重
合），可以利用Ｖｐ的计算结果进行约束进而确定唯一的Ｖｓｖ
解． 另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出，横波速度差异要明显大于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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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裂隙的长度、宽度和高度
Ｆｉｇ． ７　 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图９　 地层岩性对水合物饱和度估算的影响
Ｆｉｇ． 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９５３



地球物理学进展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２０１９，３４（１）　

图１０　 ＥＭＴ方程参数对水合物饱和度估算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ＥＭＴ ｏｎ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图１１　 ＳＴＰＥ方程参数对水合物饱和度估算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ＴＰＥ ｏｎ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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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裂隙纵横比
Ｆｉｇ． ８　 Ａｓｐｅｃ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波速度差异，这说明横波各向异性要强于纵波各向异性即
横波速度更有利于裂隙充填型水合物地层的各向异性研究．
３　 裂隙充填型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的饱和度新估算

３． １　 各向同性饱和度
图６ａ和６ｂ是分别根据１０Ｄ孔纵波和横波速度在各向

同性条件下，利用ＥＭＴ和ＳＴＰＥ估算的水合物饱和度随深
度变化曲线． ＥＭＴ计算参数见３． １节，ＳＴＰＥ与Ｌｅｅ和
Ｃｏｌｌｅｔｔ （２００９）一致，沉积物矿物组分采用石英和黏土，其中
黏土含量为伽马射线数据计算所得． 对比ＥＭＴ和ＳＴＰＥ估
算结果与压力取心计算结果可以看出，ＥＭＴ和ＳＴＰＥ估算的
纵波速度饱和度比较接近，平均饱和度约为４０％，两者的
横波速度饱和度略有差异，这也说明ＥＭＴ和ＳＴＰＥ两种理
论预测横波速度的差异要大于纵波速度． 而且发现在各向同
性条件下，横波速度预测的饱和度要比纵波速度更加接近于
压力取心估算结果，压力取心估算的平均饱和度约为２０％，
纵波速度预测的饱和度与７８ ｍｂｓｆ、９８ ｍｂｓｆ和１１８ ｍｂｓｆ三处
压力取心估算之差依次为１２％、１４％和２３％，差异有随深度
增加而增加的趋势，这种差异是由于水合物储层的高倾角
裂隙（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造成地层呈现明显的速度各向
异性所致． 为了准确预测裂隙充填型水合物储层的饱和度，
需要采用各向异性理论进行饱和度的计算． 另外，由于速度
曲线深度达不到１４５ ｍｂｓｆ，所以不能判断该深度的饱和度估
算误差．
３． ２　 各向异性饱和度

图６ｃ、６ｄ、６ｅ和６ｆ是分别根据１０Ａ、１０Ｄ孔纵波和横波
速度在各向异性条件下，利用ＥＭＴ和ＳＴＰＥ估算的水合物
饱和度随深度变化曲线，红色实线和黑色点线代表入射角
为０°的情况即裂隙为水平裂隙，蓝色实线和绿色点线代表
入射角为９０°的情况即裂隙为垂直裂隙和入射角为４５°的情
况． 对比各种饱和度估算结果可以看出，在图６ｃ中假设垂
直裂隙时估算的水合物平均饱和度约为２５％，且在三个深
度上与压力取心估算结果非常吻合，这说明１０Ｄ孔水合物
储层中发育的裂隙为高倾角近似垂直的裂隙；而ＶＳｈ的估算
结果显示假设水平裂隙时估算的水合物饱和度更加接近于

压力取心估算结果（图６ｄ），显示裂隙为低倾角的水平裂
隙，这与纵波估算结果相矛盾，我们推测该矛盾很可能是在
电缆测井提升过程中由于电缆的旋转（图４），导致发射源
质点振动方向和接收单元方向发生变化所致，因此在利用
横波计算饱和度时除要考虑ＶＳｈ外还需考虑Ｖｓｖ ． 为了验证该
推断，利用Ｖｓｖ并假设水平、垂直和４５°入射角进行水合物饱
和度计算（图６ｅ），因为Ｖｓｖ在４５°入射时速度最大，而水平
和垂直入射时速度较小且相等，所以饱和度估算结果存在
０°～ ４５°和４５°～ ９０°两个区间，利用纵波估算结果约束后，
４５°～ ９０°区间的估算结果更为合理，而且Ｖｓｖ在９０°入射时的
ＥＭＴＢ估算结果（ＥＭＴＢＳｖ）比ＳＴＰＥ更加接近于压力取心结
果，这显示横波速度预测水合物饱和度时ＥＭＴ要比ＳＴＰＥ
准确． 图６ｆ为１０Ａ孔纵波速度在水平裂隙和垂直裂隙条件
下利用ＥＭＴ估算的饱和度，与压力取心估算结果对比发现
１０Ａ孔在７８ ｍｂｓｆ处的裂隙为６０°高倾角裂隙，而随着深度
的增加逐渐变为低倾角的水平裂隙，这与１０Ｄ孔的结果明
显不同．
４　 裂隙充填型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的裂隙定量评价

在ＮＧＨＰ０１１０Ａ和１０Ｄ孔的饱和度反演裂隙倾角基础
上，结合１０Ｂ孔的Ｘ射线成像数据，继续对１０井裂隙充填
型水合物层中的裂隙进行了定量评价． 对比１０Ｄ和１０Ａ孔
的速度估算饱和度与压力取心估算结果，可以判断１０Ｄ孔
中的裂隙倾角近乎垂直（图７ｄ），而１０Ａ孔中８０ ｍｂｓｆ处的
裂隙倾角约为６０°（图７ｄ中Ｉ处），１００ ｍｂｓｆ和１２０ ｍｂｓｆ处
为水平裂隙（图７ｄ中ＩＩ和ＩＩＩ处）． 利用１０Ａ和１０Ｄ孔相距
１０ ｍ的关系，根据裂隙倾角方向将裂隙由１０Ａ孔向１０Ｄ孔
延伸，又可以推测１０Ｄ孔９０ ｍｂｓｆ、１００ ｍｂｓｆ和１２０ ｍｂｓｆ处的
裂隙倾角分别为６０°、０°和０°，但在１００ ｍｂｓｆ和１２０ ｍｂｓｆ两
处为水平裂隙的推测结果明显与饱和度反演的垂直裂隙结
果不一致，也说明这两处（图７ｄ中ＩＩ和ＩＩＩ处）的裂隙长度
在１０Ａ到１０Ｄ方向上应该不足１０ ｍ．

为了进一步预测１０Ａ和１０Ｄ孔浅部Ｉ处的裂隙延展长
度，根据５０ ｍｂｓｆ深度处ＮＧＨＰ０１１０Ｂ０８Ｙ保压岩心（图
７ｂ）的实测Ｘ射线成像对裂隙的高度、宽度以及高度／宽度
比（纵横比）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见图７ｃ、７ｄ和图８． 由于
岩心尺度有限，预测过程中不考虑超过岩心高度和宽度的
裂隙部分，所以根据肉眼观察并对裂隙密集段进行等效共
计刻画出１９条裂隙，其中包括８条近似水平的裂隙，倾角
位于０°～ ２１°；１１条高倾角裂隙，倾角位于６８°～ ８９°，高倾角
裂隙分析结果与Ｃｏｏｋ等（２０１０）根据ＮＧＨＰ０１１０Ａ孔的测
井倾角数据（图２ｅ）分析结果一致，裂隙的高度和宽度统计
信息见图８，单位为ｃｍ． 水合物地层中１９条裂隙出现高倾
角的概率约为５３％，近似水平的低倾角裂隙纵横比一般都
低于０． ５，而高倾角裂隙的最大纵横比约为１７０（图８），裂
隙最大高度和宽度分别为２７． ６６ ｃｍ和６． ７１ ｃｍ，该厘米尺
度的裂隙延展１０ ｍ以上的可能性极低，所以推断１０Ａ和
１０Ｄ浅部Ｉ处的裂隙延展长度很可能也不到１０ ｍ，这也与
ＮＧＨＰ０１５Ａ和５Ｂ孔实测裂隙倾角预测的裂隙延伸长度分
析结果吻合（Ｃｏｏｋ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２００８ａ）．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为了更加清楚地显示图７ｂ中岩心的Ｘ射线成像，其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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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被放大３倍． 在图７中还发现，水合物层中高度较大的
水平裂隙发育层段的密度会有明显降低（图７ａ），基本接近
纯水合物密度，例如裂隙１和１５ ． 此外在裂隙８和１１处
虽然裂隙发育高度不大，但裂隙发育密度较大，地层明显呈
浅白色，密度降低，也指示有水合物存在，而且这种密集裂
隙定向排列的较厚水合物地层会呈现明显的地震各向异性
（钱进等，２０１５）．
５　 饱和度估算的影响因素分析讨论

５． １　 地层岩性
上述各向同性和各向异性条件下的水合物饱和度估算

时矿物组分中黏土矿物含量是用伽马射线数据计算获得，
是随深度变化而变化的． 王吉亮等（２０１３）在计算１０Ｄ孔的
水合物饱和度时使用的矿物组分为石英、黏土和方解石，含
量分别为４％、７９％和１７％，并保持不变，而站位１０所取沉
积物的平均黏土矿物含量为９５％（Ｇｈｏｓ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为
了检验地层岩性对水合物饱和度估算结果的影响，矿物组
分仅使用黏土和石英，分别利用９５％和伽马射线数据计算
的黏土矿物含量进行计算，结果见图９． 从图中可以看出，
不同地层岩性计算的水合物饱和度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异，
但使用伽马射线数据计算的随深度变化而变化的饱和度估
算结果要低于固定石英／黏土比（０． ０５ ／ ０． ９５）的估算结果，
且更加接近于压力取心估算结果（图９中绿色线），这进一
步说明地层岩性对水合物饱和度估算的重要性，在水合物
饱和度计算时地层岩性应该首选沉积物的矿物组分分析结
果（Ｑ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其次是伽马射线数据计算结果，再
次是固定石英／黏土含量比． 另外，还观察到不同岩性无论
是ＥＭＴ还是ＳＴＰＥ的估算结果，在纵波条件下都是低角度
估算结果差异要明显大于高角度估算结果，而横波条件下
是高角度估算结果差异要明显大于低角度估算结果．
５． ２　 方程参数

除了地层岩性外，不同岩石物理模型所使用方程中的
参数也会影响饱和度估算的正确与否，ＥＭＴ使用临界孔隙
度和配位数两个参数（Ｄｖｏｒｋ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而ＳＴＰＥ使用
初始深度、初始深度的固结参数和方程指数三个参数（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 ＥＭＴ中干骨架的弹性模量在临界孔隙度
左右两侧的计算公式不同，因此临界孔隙度的大小必然会
影响水合物饱和度的估算；而根据Ｍｕｒｐｈｙ在１９８２年的总
结，配位数即每个球体平均接触点数与介质孔隙度成反比
关系，水合物速度计算时，临界孔隙度和配位数通常分别取
０． ３６和８（Ｅ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该值同样适用于饱和度的估
算． ＳＴＰＥ中初始深度、初始深度的固结参数以及方程指数
并没有明确的物理含义和计算依据，因而这三个参数值在
不同的研究区是不同的，印度ＫＧ盆地分别使用的是７０、
２００和０． ３３（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美国墨西哥湾分别是
５０、１０００和１（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１２），韩国郁陵盆地分别为
１４０、１００和０． ９（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１３），可见三个参数在值
的变化范围上非常大，这会给饱和度计算带来一些不确定
性． 图１０和图１１分别为ＥＭＴ和ＳＴＰＥ取不同参数计算的饱
和度随深度变化的曲线． 在图１０中纵波速度计算的饱和度
在水平裂隙和垂直裂隙条件下都是随临界孔隙度和配位数

的增加而降低，横波速度计算的饱和度在垂直裂隙和４５°倾
角裂隙条件下的结果也是一样，ＥＭＴ各条曲线的差异显示
参数线性的变化对饱和度的影响是近似线性的． 在图１１中
纵波速度计算的饱和度在水平裂隙和垂直裂隙条件下都是
随初始深度、初始深度的固结参数和方程参数的增加而增
加，横波速度计算的饱和度在垂直裂隙和４５°倾角裂隙条件
下的结果也是一样，ＳＴＥＰ各条曲线的差异显示参数线性的
变化对饱和度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出，
相比于简化三相方程里的三个参数，有效介质理论中临界
孔隙度和配位数的选择简易，值的变化范围不大，饱和度估
算结果不确定性小，因此计算会更加便捷．
６　 结　 论

（１）根据印度ＫＧ盆地ＮＧＨＰ０１１０站位的速度测井数
据和岩心Ｘ射线成像数据，定量评价了裂隙充填型天然气
水合物储层的水合物饱和度以及裂隙发育的长宽高． 利用
有效介质理论和层状介质模型计算出裂隙充填型水合物储
层纵波（Ｖｐ）和垂直极化横波（Ｖｓｖ）各向异性平均饱和度约为
２０％，与压力取心估算结果一致，并且垂直极化横波（Ｖｓｖ）
估算饱和度要优于水平极化横波（Ｖｓｈ）的估算结果． 水合物
饱和度估算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饱和度估算的准确与否
取决于正确的地层岩性和合适的方程计算参数，有效介质
理论又因其计算参数少且物理意义明确，因此在计算水合
物饱和度时要优于简化三相方程．

（２）１０Ａ孔的倾角随深度变化曲线显示１０Ａ孔浅部以
高倾角裂隙为主，深部出现小倾角裂隙，这与饱和度随深度
变化曲线与压力取心估算对比结果显示的１０Ａ孔浅部发育
一处６０°倾角的裂隙及深部两处以水平裂隙为主也较为吻
合；而１０Ｄ孔主要以垂直裂隙为主，相距１０ ｍ的两口孔具
有不同倾角的裂隙说明裂隙在１０Ａ孔到１０Ｄ孔方向上的延
伸长度不足１０ ｍ． 利用ＮＧＨＰ０１１０Ｂ０８Ｙ岩心的Ｘ射线成
像预测出水平裂隙倾角位于０°～ ２１°，高倾角裂隙倾角位于
６８°～ ８９°，裂隙尺度为厘米级，最大高度、宽度和纵横比分
别为２７． ６６ ｃｍ、６． ７１ ｃｍ和１７０，岩心中高倾角出现的概率约
为５３％，这些厘米级尺度的裂隙延伸长度很可能达不到米
级尺度．

致　 谢　 感谢印度国家水合物计划ＮＧＨＰ０１航次所有工作
人员钻井和测井的辛勤工作，同时也感谢印度国家地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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