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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风城油田 1845 井区目前有
13 个井组正在实施蒸汽辅助重力泄油( SAGD) ． 2018 年 12 月
至 2019 年 4 月期间，我们应用微破裂向量扫描对该井区实施
了共 35 天的微震监测，试图定量确定热蒸汽腔的 4D 变化． 由
于微震活动的间歇性和跳跃性，一定期间的监测，很难用含震
级或能量的震源分布对蒸汽腔实施解释; 故，我们对监测域实
施微震释放能量( 或最小信噪比) 的扫描，对域内各点逐时段
( 10 min) 累积这个能量，结合域内测温等数据，统计分析微震
强度相对于注汽线不同距离的平均几何分布． 可能有三种
SAGD诱发微震机制:热传导引起附加压应力场、微震弹性波
传播扰动、及泄 ( 注) 液引起的体积变形; 而微破裂又加剧了
蒸汽腔边界延展和内部的微震活动． 此期间井区注热蒸汽腔
的状态是:注汽时长分别为 2 年多到 5 年多不等的三个井组
的蒸汽腔边界( ≥32 m) 基本已接近或到达平均井组中线( 35
m) ;实际可能两年内甚至注汽开始不久，这个边界即接近完
成;以后除腔边界极缓慢地推进，主要注入能量是贡献于腔内
微震“填空”:在腔内缝间热传导产生的高温梯度子区引起的
多重附加热压应力下间歇产生的微震活动． 测温和产能数据
支持上述结论．腔边界和腔内“填空”区域的时空变化是热蒸
汽腔特性、也是重油生产决策的重要参数．这类监测解释方法
也适用于任何注水前缘、矿山巷道安全、和断裂带的长期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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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ngcheng factory，Xinjiang oil field， China， is
implementing 13 SAGDs ( Steam Assisted Gravity Drainage ) of
heavy oil development at the block 1845． The Vector Scanning
( VS) was used to，totally 35 days in the term between 12 /2018
and 04 /2019，microseismically monitoring them for quantitatively
describing 4D geometry of steam cavities due to hot steam injection．
It is hard，in a detection with a certain period，to achie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avity simply based on 4D microseismic
distribution，including their magnitudes or released energy and the
huge number of microseismic events，since the intermittence and
jump process of microseismicity． We have to，thus，scan and stack
the released energy of all 35 days for each space point，then tak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average geometric seismicity，combined
with th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e injection line of each SAGD． The analysis is taken for all
13 SAGDs together，also the SAGD groups with different injected
time lengths． There may be three mechanisms to induce microseismicity
by SAGD: thermal conduction which produces additionally thermal
stress， disturbing by previous microseismicity， and volumetric
deformation due to liquid injection and extraction， while the
induced fractures aggravate greatly the cavity extension quickly at
early injection period，and microseismicity specially in the caviti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avities is: the cavity boundaries ( ≥32 m)
of all，injected among more than 2 to 5 years，have reached or been
close to the average central line ( 35 m ) between any couple of
SAGDs; they might actually extend the region in a shorter time，for
example，several days to 2 years; the boundaries develop then very
slowly; later，and the most of injected energy is contributed to
“filling blanks”， that is， intermittently， there always is some
microseismicity between any sub-fractures in the cavities，in which
there also still exist thermal conduction and corresponding
superimposed thermal stress． The data analyses of th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nd oil production support our conclusions． The 4D
status of the cavity boundaries and“filling blanks”in them are the
two important parameters for the policy in heavy oil development．
Keywords Heavy-oil; SAGD; Microseismic; Steam-cavity;
Monitoring;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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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蒸汽辅助重力泄油 ( Steam Assisted Gravity Drainage，
SAGD) 是重油开发常用手段;了解蒸汽腔三维分布形态和发
展规律，对 SAGD生产过程及计划决策极为重要( Chopra et
al．，2010) ．通过注入高温蒸汽改善重油流动性的同时，也导
致了岩石物理环境与特性的变化; 例如，弹性模量等各类力
学参数的变化( Chopra et al．，2010 ) 、流体注泄造成的体积
变形导致储层内外的剪应力变化( Segall，1989) 等;特别是蒸
汽腔前缘的高温梯度产生的附加热应力场( Nowinski，1978;
杨桂通，2011;王者超和乔丽苹，2016) ，这相当于对热蒸汽腔
所在岩体附加了很大的压力，必然会导致微地震的发生
( Dusseault and Collins，2010) ．

已有热蒸汽腔的 4D变化研究多聚焦在其前缘或边界的
预测和监测上．如，有人试图改变普通的热传导系数，使其包
含由于微破裂的快速传热效应，来预测热蒸汽腔几何边界
( 如，韩力等，2015) ;也有人基于岩石物理性质，使用物理正
演模型，预测蒸汽腔的形状和发展过程( Folke，2010 ) ． 他们
对腔内的温度预测描述多是自注汽点( 非) 线性向外延展，
腔上部较下部大很多，腔两侧比上下也延展得远得多．这类
预测或正演，在物理性质上简化和猜测得太多，不如使用大
量的测温和可靠的微震监测．

利用微震监测研究热蒸汽腔 4D 变化主要有两类．第一
类是定位微震震源后，转化为能量分布，综合利用平滑和能
量梯度分析等手段，对不同时间段的数据进行批量处理，最
终确定蒸汽腔体在三维空间上的展布形态和不同时间的发
育趋势( 例如，董宏等，2017) ．第二类监测时期均很短( 每次
＜ 2 天) ，如 Maxwell等( 2010) ，但井中监测使用的严格定位
较可信，明确了注汽开始破裂即可达 20 ～ 30 m，且统计上无
上下距注汽点距离的差异，可作为重要参考．直接使用大量
的测温数据完整勾勒蒸汽腔形状的文献很少．

热蒸汽腔导致的压破裂主要成分就是剪破裂 ( 例如，
Jaeger and Cook，1979) ，这同水力压裂裂缝的发生和扩展在
机理上一致 ( 梁兵和朱广生，2004; Maxwell，2014; Grechka
and Heigl，2017; Liang and Wang，2017 ) ． 这类微地震既辐射
纵波( P) ，也辐射横波( S) ． 但在震源几十米开外，S 波的振
幅即比 P波的大两三倍以上( 例如: Aki and Ｒichards，1980;
Bullen and Bolt，1985; Maxwell，2014) ，更不要说到达地表了．
因而，我们使用专门针对微震监测和处理 S波的微破裂向量
扫描 ( Vector Scanning，VS ) 技术实施地面监测( Liang and
Leng，2016; Liang et al．，2016; Liang and Wang，2017; Liang et
al．，2017; Liang and Wang，2019) ． 1845 井区内外地面仅有锅
炉和小型抽液机，背景噪声较一般油气生产区小很多，且注
汽井很浅( ＜ 500 m) ，这非常有利于实施地面微震监测．

以下，第 1 章叙述了 VS的原理及其应用的必要条件．第
2 章描述了井区概况以及共 35 天的微震监测实施过程． 由
于本井区有十几口测温直井，我们据测温数据尽可能定量地
分析热蒸汽腔的特性，它们可以作为微震监测解释的重要参
考( 第 3 章) ．第 4 章给出监测所得的微地震分布，并根据其
推断整个井区的总体、分不同注汽时长的三个井组的平均热
蒸汽腔的几何及腔内特性．在第 5 章，根据监测解释，我们讨

论和结论几个重要问题，包括:目前井区蒸汽腔的模型，能否
使用微震活动 3D分布图形直接判断热蒸汽腔边界，热蒸汽
腔内的微震“填空”现象及其机理，以及热蒸汽腔边界不同
方向的尺度等．

1 微地震向量扫描原理

1． 1 原 理
由于地面微震监测，一般微震信号淹没在背景噪声中

( 梁兵和朱广生，2004; Ma et al．，2012; Maxwell，2014; Ｒen et
al．，2014; Liang et al．，2015; Grechka and Heigl，2017 ) ，VS
试图从较低的信噪比( S /N) 中提取微震信息． S /N 的高低反
映了整个监测过程的质量，是用来判别结果是否满足 VS 应
用必要条件的最简单直观的概念． Liang 和 Leng( 2016 ) 以及
Liang和Wang( 2019) 叙述了 VS改造和发展了 Semblance叠
加公式( Sheriff，1991) ，简述如下．

为了与 S /N建立关联，我们引入数字信号处理中的相关
性思路( 例如，Press et al．，1997; 程乾生，2003) ，对地震记录
数据，使用式( 1) 实施向量扫描:

C( k) =

1
M∑

L

j =
[

1
∑
M

i = 1
( ± ) f ]ij

2

P( k) ，P( k) = ∑
L

j = 1
∑
M

i = 1
f 2ij ，

( 1)
这里，k是扫描体积中第 k个点; 对所有的台站 M、记录于同
波型到时的时间窗口内 L个样点的 fij求和，使用各台记录信
号的总能量 P，得到 k点的 C( k) ．因通常记录的振幅是地面
运动速度，而速度的平方正比于动能，故 C( k) 可理解为无量
纲化了的破裂辐射能量． 若将公式 ( 1 ) 写成积分形式，它就
类似于一般 3D模型的深度偏移成像．当 C( k) 高( 低) 时，表
示 k点破裂释放能量高( 低) ．这里( 1) 中分子表示台网标准
信号，x( j) ，j = 1，L，的能量的 M 倍，而标准信号 x( j) 是各台
信号的算术平均 ( 例如，程乾生，2003 ) ． ( 1 ) 式与 Semblance
公式或一般相关性最大的不同是考虑了震源机制效应 ( 例
如，Aki and Ｒichards，1980; Bullen and Bolt，1985) ，即( 1) 中标
明的( ± ) 号以保证叠加时使用同一相关方向( 即同为正相
关或负相关) 的实数．

S /N的定义依不同目的而不同． 这里，我们定义 S /N 是
有用信号的总能量与背景噪声的总能量之比 ( 例如，
Ｒobinson and Treitel，2000) :

Ｒ = S
N =
∑

L

j = 1
∑
M

i = 1
s2ij

∑
L

j = 1
∑
M

i = 1
n2ij

， ( 2)

其中，sij与 nij分别为有用信号与背景噪声样点．实际上，( 1 )
式中的 fij = sij + nij ．我们的地面微震监测，一般的，有用微震
信号( S) 通常淹没在背景噪声( N) 中，实际上是 SN; 在我
们的监测中，除少量达百分之十几，极个别可达百分之几十，
一般就是百分之几．故:

0≤Ｒ = S /N≤1 ． ( 3)
但往往很难分离 S 和 N． 在我们的地面监测中，由于

sij 一般至少较 nij 小数倍，因而式( 4) 成立:
0≤S / ( S + N) ≈S /P ＜ S /N≤1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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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定义在( 1) 中．
我们可以合理地将( 1 ) 中分子的叠加结果( 正实数) 分

离为 S + ΔN，分别为叠加后的相应于有用信号与无用信号的
能量，那么( 1) 式可变为

C( k) = ( S + ΔN) /P( k) = S /P( k) + ΔN/P( k) ， ( 5)
这里，ΔN/P( k) 为不存在有用信号 S 时的背景噪声产生的
“噪声相干”或其能量．若已知计算输出值 C( k) ，则可得:

S /P( k) = C( k) － ΔN/P( k) ＜ S /N ． ( 6)
如何确定 Δn /P( k) ? 对一目标域中若干个扫描点，使用

M个台 L个样点记录，其扫描输出最大最小值分别为 Cmax和
Cmin ．因 Cmin中有用信号的成分很小，故令 Cmin≈ΔN/P ( k) ，
将其代入式( 6) 得:

Ek = C( k) － Cmin ＜ Ｒ = S /N ， ( 7)
其中 Ek 为一个时段某空间点的信噪比下限．它表示，若能确
定这个下限，而真实的信噪比大于它，我们就能判断此点在
一个监测时段的微震监测的可靠程度，它也是微震活动能量
强弱的标志． ( 7) 式中，Cmin可能与不同时段的数据有关，或
可使用无微震时扫描的最大噪声相干值作为 Cmin ．

我们的专用微震检波器( Liang et al．，2016 ) 的失真度
＜ 0． 2%，而记录的综合精度≤0． 5% ．因而，考虑到可能的数
值计算误差，实际可用扫描结果的 Ek 应当≥1% ．

图 1 监测区域内 SAGD井组、微震台站、测温井等平面位置
黑直线为注汽水平井段，其中长虚线为注汽时长 27 ～ 31 个月，实线为 38 ～ 43 个月，短虚线为 62 个月．

小方框凡由黑线连接的为注汽段的两端靶点，否则为地震台站．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AGDs，seismic stations，and wells used for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he black straight line is the horizontal well section of steam injection，in which the long dotted line is 27 ～ 31 months，the solid line is
38 ～ 43 months，and the short dotted line is 62 months． The small box connected by the black line is the target at both

ends of the steam injection section，otherwise it is the seismic station．

1． 2 高破裂能量数
在一个监测期间，对每一个扫描时段和空间中一点 k，

指定一个信噪比下限 E0≥1%，我们定义所有扫描时段中高
于 E0 的 Ek 之和:

EG ( k) = ∑Ek，Ek ＞ E0 ， ( 8)

为高破裂能量数，它表示在此期间内第 k 点的微震活动强
度． EG ( k) 就是我们本次统计分析微震活动的参数．

高破裂能量数的定义和使用，主要是针对微震监测中的
具有不同震级的震源分布像“天女散花”，而很难用人眼识
别微震活动强度或频繁程度的情形． 它特别适用于构造活
动、矿山隧道安全预警、注水汽前缘等微震数量巨大的长期
监测．

1． 3 应用 VS的必要条件
应用 VS 的必要条件以及必需的技术保障是 ( 例如，

Liang and Wang，2017) :
( 1) 使用专用于微震监测的微震仪器;
( 2) 地震台各观测点应离散地分布于安静地点;
( 3) 一般放弃叠加振幅小得多的纵波，而使用到达地表

时携带能量较多的横波 Sv、Sh、或 S;
( 4) 使用大于等于一个有统计意义的最小扫描台站数

实施扫描( 例如 10) ，地震台网应有≥25 个三分量专用微震
台站;

( 5) 有效去噪，特别是地面机器的干扰．
简单地说，就是检查是否在较安静处布设专用微震台站

来躲避、并在数据处理中压制干扰，以获得较小振幅的随机
记录，使得有效信噪比尽可能地高，确保监测的可靠质量．

2 井区概况与微震监测实施过程

2． 1 井区 SAGD生产概况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1845 井区共有 13 口水平注汽井及

其下部约 20 m平行的 13 口泄油井，注汽井水平段为注汽井
段;所有井都在持续注泄．注汽段垂深约 460 ～ 490 m，温度约
260 ℃，围岩温度约 20 ℃ ．注汽井口压力约 5 ～ 6 MPa，注汽
参数稳定．在考察微震分布和蒸汽腔几何时，将这些井按注
汽时长分成 3 组: 27 ～ 31 个月，38 ～ 42 个月，以及 62 个月．

本井区的微震监测较一般压裂微震监测，有下列优势:
( 1) 没有压裂时井口的干扰噪声极大的压裂车群;
( 2) 由于井区附近生产井使用了小型抽液机，其机械振

动和下部真空吸取液量的激励干扰较小;
( 3) 监测扫描域较浅( ＜ 500 m) ，有利于保证扫描精度;
( 4) 注入井中热蒸汽与储层温差大，有利于产生高温梯

度及相应的高附加热应力;
( 5) 已知注采比 ＞ 1，若有微震发生，应主要发生在储层

内( Segall，1989) ，这有利于发现蒸汽腔特性．
2． 2 微震监测实施过程
2． 2． 1 野外数据采集

使用背景噪声探测仪踏勘后，除遵循布设台网的一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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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D井轨迹、速度模型、与扫描体积几何设计
( 每个 SAGD井组有两口井，注汽井和与
它平行的下面约 20 m处的泄油井)

Fig． 2 The 3D distribution of the SAGDs，velocity model，
and scanning volume( each SAGD well group has two

wells，a steam injection well and a parallel
drain well about 20 m below it)

则外( Liang et al．，2016) ，所用台点如图 1 所示，具体约束和
结果为:

( 1) 井区北部噪声较高，放弃布点;
( 2) 井区东南西三个方向，均有部分地域噪声较大，放

弃布点;
( 3) 距离锅炉最小距离应为 300 m;
( 4) 距离生产抽液机最小距离应为 150 m;
( 5) 目前已测定可布台点的背景平均噪声最高为 0. 087

( ＜ 0. 5 即为优) ，观测质量优 + ．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监测的几何设计依据台站分布、井

斜数据、和各注汽段位置，确定扫描范围 S( 这里是 1440 m ×
880 m × 200 m，即图 1 中短虚线框) 、所有扫描点相应于各观
测点的走时表范围 T( 即图 1 中长虚线框，深度范围 200 m，
或图 2 中的白色立方框) 、并计算出速度模型范围 V，后者包
含所有台站和扫描区 S;这里，V≥T≥S．本次监测，我们使用
了井区内外的 5 口井的测井数据，插值构建了用于射线追踪
的 3D速度模型( 图 2) ．
2． 2． 2 数据处理

Liang等( 2017) 详细叙述了记录数据的整理与去噪步
骤．监测自 2018-12-23 开始，中间有间断，到 2019-04-26 结
束;监测时长共跨 39 天，实长 35 天．我们将每小时的数据分
成时长为 10 min的 6 个时段，共 5000 余时段，对每个时段进
行去噪．实际上，由于个别干扰较大的短区间必须去除，每天
约有几个 10 min时段被分成 2 ～ 3 个子时段．但总的来说，相
较一般油气开发区，井区较安静．

背景噪声波形有少量的“葫芦状”，如图 3a 中前几个台，
即抽油机架受激励时的谐振干扰( Liang et al．，2017) ，在去
噪中可消除．由于台站躲避抽油机 150 m 外，没有发现抽油
机的类似小震的凸显记录干扰，但去噪也包括去除这类隐形
干扰．其他干扰主要来自地面车辆，每次可能影响几个台．影
响大的台站记录被去除，短时内( 如几毫秒) 干扰大的的振
幅已被强行压制．

去噪后即投入扫描计算，获得每个时段的 Sv和 Sh的破
裂释放能量( 或最小信噪比) 的 3D输出．
2． 2． 3 解 释

在 35 天的监测中，简单地绘出震源分布，很难判断微震

图 3 去噪前( a) 后( b) 对比的记录数据例子
这里只显示了 10 min的第 1 min．
格林尼治时间( + 8 h为北京时间) ．

Fig． 3 Comparison example between before ( a)
and after ( b) denoising for records

Only the first minute of 10 minutes is shown here．
Greenwich mean time ( + 8 h is Beijing time) ．

图 4 所有选中时段的最小信噪比下限( ＞ 2． 5%) 统计
Fig． 4 The statistics of all selected intervals

with minimum S /N( ＞ 2． 5%)

图 5 检查距注汽点不同半径 r上的
微震活动强度的方法示意

Fig． 5 Showing the geometric statistics for
microseismicity around an injection point

活动与热蒸汽腔的几何关联，这是因为:
( 1) 尽管我们的监测总时长不算短，但仍极大可能在距

注汽点一定半径上，破裂发生在监测期间的前后，即微震活
动有间歇性;

( 2) 由于地震波的扰动等机制，可能出现“天女散花”的
景象，“适当集中”也不明显，即微震活动有跳跃性，靠一定
时长内的监测结果，不可能较细地定量地勾勒蒸汽腔几何．

因而，对每个有类似注汽时长的井组、甚至整个井区，实
施不同半径 r的高破裂能量的统计是必要的．实际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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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每个时段的扫描输出，从两种 Sv和 Sh波形中，挑
选信噪比下限( 即破裂释放能量) 较高的一个，作为此时段
的输出结果;

( 2) 经过摸索，我们定义 E0 = 2． 5% × 0． 95 = 2． 375%，即
高于此值的空间点将被用于累加统计( 图 4) ;

( 3) 从 5000 多个时段中，我们获得了 1692 个合格时段
( 图 4) ，集成它们的 Sv 或 Sh 的 3D 扫描输出． 即，对应每一
点，累加它们的大于 E0 的最小信噪比下限，得到每点的高破
裂能量数 EG ( 第 1 章 ( 8 ) 式) ，形成一个扫描区的 3D 数据
体，内中是每点的信噪比下限的集合，即微震活动的强弱;

( 4) 对每个类似注汽时长的井组、乃至整个井区，使用
这个 3D数据体，分析研究在距每一注汽点不同半径 r上( 图
5) 平均高破裂能量数的分布．更细地，试图分析注汽点上下
部、SAGD井组间、井区边缘等的特性．

3 测温数据及分析

依据大量的测温数据分析蒸汽腔几何有相对独立性，当
另文详述．作为微震监测分析的参考或约束条件，我们这里

关心 dT( 增温 /月) 的分布;因为它的高值表示与热应力成正
比( Nowinski，1978; 杨桂通，2011; 王者超和乔丽苹，2016 ) ，
与微震活动强弱相关．

井区内测温井分布如图 1 所示． 井区内外或附近有 13
个垂直测温井，其中一口井的数据无法得出我们所需的
dT，弃用．由测温井的储层温度数据可获得 dT 随注汽时长
和距注汽井不同距离( m) 的分布( 表 1 ) ． dT 的形成采用了
相当于注汽井垂深 ( 均在 460 ～ 490 m 附近) 的数据，用某
时刻温度减去上一时刻温度再除以时长; 这里时长约为
2 ～ 18 个月．

表 1 仅列出了 SAGD 井组间的数据． 其中，中央横细线
表示，大致以 dT = 0． 6 ℃为界，以上属于较高值的时空域，否
则为低值域．右部三列标明了较高 dT 与哪些不同注汽时长
的井组有关，也标出了估计的最大高 dT边界，相应的给出估
计的最大高 dT平均推进速率． 由于井区 SAGD 井组的平均
中间点距为 35 m，故估计时凡超过此值时，用 70 m减去那个
值，即以较近的井的影响距离计．井区边缘的测温数据太少，
未用于统计表中．

表 1 测温 dT( 温度增加(℃) ) ．横轴: 测温井距注汽井距离( m) ，纵轴: 测温数据距注汽开始的时长( 月) ．
仅 SAGD井组间数据

Table 1 Temperature increase ( dT /℃) between SAGDs with respect to distance from
SAGD ( horizontal axis) and time length( m，vertical axis)

15. 7 17. 1 18. 9 22. 9 26. 7 29. 9 31. 9 35. 9 36. 3 39. 0 40. 9 43. 1 45. 9 53. 9
涉及不同
注汽时长的
井组 /月

估计最大
高 dT
边界 /m

估计最大高 dT
平均推进
速率 /m /月

2 1. 8 38 ～ 43 ≥34 ≥0. 8 ～ 0. 9

5 5. 2 27 ～ 31 ≥32 ≥1. 0 ～ 1. 2

11 0. 3

18 5. 2 5. 2 38 ～ 43

17 2. 0 0. 9 38 ～ 43

21 1. 1 1. 8 5. 2 38 ～ 43，62 ≥34 ≥0. 5

26 1. 0 2. 7 38 ～ 43

27 0. 8 0. 8 38 ～ 43

28 0. 5

29 1. 4 0. 1 1. 4 62

34 0. 6 0. 6 0. 6 38 ～ 43

35 0. 4

36 0. 3 0. 9 0. 3 62

41 1. 8 38 ～ 43

45 3. 9 38 ～ 43

46 0. 6 0. 3 0. 2 0. 3 0. 6 62

47 0. 2 0. 2

48 0. 5 0. 1 0. 5

52 0. 2

53 0. 4 0. 3 0. 6 0. 3 0. 4 62

65 0. 3 0. 3 0. 1 0. 2 0. 3 0. 3

142



地球物理学进展 www． progeophys． cn 2021，36( 1)

图 6 监测区 13 组 SAGD井组高破裂能量与距注汽点距离 r的关系
横轴是距注汽点距离 r( m) ;左纵轴和相应的小黑方框，表示空间中一点距某 SAGD上某注汽点某个 r( 以米逐步滑动) 的高破裂能量
累积数( %) ;右纵轴和红色线是在以 1 m为单位的范围内的平均高能量累积值．白竖直线表示 r若大于它，可能含有两井的重叠
注汽效应．白横直线为累积破裂能量最高最低的中值．白圈表示其圈住的地域是平均高能量累积曲线高于中值( 600%) 的地点．

Fig．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ance from injection place to any point ( r) and microseismic released
energy for 13 group of SAGDs

The horizontal axis is the distance r ( m) from the steam injection point; the left vertical axi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mall black box represent
the high fracture energy accumulation ( %) of a point in space from a steam injection point r ( sliding gradually in meters) on a SAGD; the
right vertical axis and the red line are the average high energy accumulation values in the range of 1 m． The white vertical line indicates
that if r is greater than it，there may be overlapping steam injection effect of two wells． The white horizontal line is the median of the

highest and lowest cumulative fracture energy． The white circle indicates that the area it encircles is the place where the
average high energy accumulation curve is higher than the median ( 600%) ．

图 7 27 ～ 31 个月 SAGD井组高破裂能量与距注汽点距离 r的关系( 图释同图 6)
Fig．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ance from injection place to any point ( r) and microseismic released energy

for the group of SAGDs with 27 ～ 31 months injection time( the illustration is the same as Fig． 6)

图 8 38 ～ 45 个月 SAGD井组高破裂能量与距注汽点距离 r的关系( 图释同图 6)
Fig．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ance from injection place to any point ( r) and microseismic released energy

for the group of SAGDs with 38 ～ 43 months injection time( the illustration is the same as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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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 1，我们定性并尽可能定量地分析判断如下:
( 1) 注汽 30 个月以后，dT 逐步降低． 注意较高的 dT 同

较多较强的微震活动正相关;故这表示当注汽能量不变，随
着蒸汽腔的范围不断扩大，扩展腔边界单位面积的动力越来
越低．随着今后时长的继续延伸，这个 dT 应当继续下降，直
至趋于 0，除非提升注入能量;

( 2) 30 个月之前，各不同时长注汽井组的腔体积边界应
当已接近完成终值( 如平均 SAGD间距离，35 m) 的大部分尺
度．这同 Maxwell等( 2010) 监测微震活动估计腔边界开始就
可达 20 ～ 30 m相容;

( 3) 腔体内仍有大量破裂( 较高 dT) ．我们的微震观测期
应当处于表中 30 个月以外的时空域． 在 20 ～ 30 m 以内，特
别是十几米以内，应当还有大量的高 dT或较强微震活动域，
尽管最高 dT已经很早就越过了这些地域．

上述测温数据仅给出了一些最多半定量的趋势，不可能
完全反映井组蒸汽腔的情况，但可作为微震监测的参考或一
定程度的约束．

4 微地震分布与注热蒸汽腔的几何

以下仅对整个井区的总体、分不同时长的三个井组实施
统计解释．每个 SAGD 井组的监测统计，由于统计空间点数
减少，且发现的规律与时长分组大同小异，故仅举例显示．
4． 1 总体分析

图 6 是整个监测区 13 个 SAGD井组高破裂能量与距注
汽点距离 r的关系．这里，从左至右黑方框逐渐增密，主要是
随着 r的增大，供挑选的网格点会大量增加; 因而我们据此
画出以米滑动的平均高破裂能量的累积值( 红线) 随 r 的变
化．以下所有各图中，每米滑动统计时，不足 10 个点的 r 区
间的状态，仅供参考．尽管这里所用 r的范围达到 40 m，但井
组平均间距中点是 35 m，接近或大于此值可能有两井注汽
的微震重合效应; 因而，我们用 r = 32． 5 m 为考察腔边界的
参考边缘( 竖白线) ．为便于讨论微震强度，我们画出一条横
白线表示平均高能量累积的中值( 600%) ; 同时也参考高能
量点值( 小黑方框) 高低和多寡的分布． 我们最关切的就是
那些接近或高于中值的地域 ( 白圈) ，它们同当前的微震高

强活动相关．
在总体或平均意义上，对于当前监测，我们知道:
( 1) 在 0 ～ 12 m区间，微震平均强度稍低;较高的破裂能

量累积点( 小黑方框) 的值也低，特别是 6 m以内;
( 2) 在 13 m附近，有较高的微震能量释放;
( 3) 在 13 ～ 25 m区间，微震能量平均强度稍低;
( 4) 从 25 ～ 32 m，高破裂能量从较高陡然上升到最

高值．
上述现象表明，在平均意义上，这些 SAGD:
( 1) 注汽腔的远边界，都达到或接近了井组平均边界;
( 2) 由于腔内受到的可能是多重热应力场的叠加，腔内

仍有大量的微震活动，甚至是较强的活动，可称这种现象为
“填空”;

( 3) 在接近注汽点处( 0 ～ 12 m) ，无论能量平均值还是
较高破裂点的数量均较低，表明填空已完成了不少． 而在
13 ～ 32 m，在不同区间填空活动正在进行;

( 4) 在考察不同时长井组时，我们需要逐个确定腔的远
边界和腔内填空特性．

有关高破裂能量累积点的各向分布特性的讨论见第
5 章．
4． 2 不同注汽时长井组

如图 7 所示，27 ～ 31 个月井组的注汽腔的远边界达到或
接近了井组平均边界．在接近注汽点处( ≤12 m) ，无论能量
平均值还是较高能量破裂点的数量均较低，表明那里当前填
空活动较弱．而在 13 ～ 32 m，填空活动还在大规模较均匀地
进行，其长度为 19 m．

如图 8 所示，38 ～ 43 个月井组注汽腔的远边界达到或接
近了井组平均边界． 在接近注汽点处 ( ≤6 m) ，无论能量平
均值还是较高能量破裂点的数量均较低，表明那里当前填空
活动较弱．而在 6 ～ 15、17、26 ～ 32 m 三处，填空活动还在大
规模地进行，其范围为 16 m．

如图 9 所示，62 个月井组的注汽腔的远边界达到或接
近了井组平均边界．在 0 ～ 24 m，无论能量平均值还是较高
能量破裂点的数量均较低，表明那里当前填空活动较弱．而
在 25 ～ 32 m，较强填空活动还在进行，其范围为 7 m．

表 2 不同注汽时长井组的微震活动监测对蒸汽腔几何的解释(为比较，将表 1 的据测温数据的估计也列入)
Table 2 Interpretation of steam cavity geometry by microseismic activity monitoring of wel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eam injection duration ( for comparison，the estimation based on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data in Table 1 is also included)

序号 注汽时长
/月

平均热蒸汽腔
边界 /m

平均腔边界
推进速率
/ ( m/月)

测温腔边界
/m

测温平均腔边界
推进速率
/ ( m/月)

当前填空活动
弱区 /m

当前主要
填空区 /m

主要填空区
尺度 /m

1 27 ～ 31 ≥32 ≥1． 1 ≥32 ≥1． 0 0 ～ 12 13 ～ 32 19

2 38 ～ 43 ≥32 ≥0． 8 ≥34 ≥0． 8 0 ～ 6 6 ～ 15、17、26 ～ 32 16

3 62 ≥32 ≥0． 5 ≥34 ≥0． 5 0 ～ 24 25 ～ 32 7

表 2 列出不同时长各井组的监测解释，总结如下:
( 1) 各组的腔边界均到达或接近了井间平均中点值，

35 m;
( 2) 当前腔内仍在填空，即仍有热传导产生高 dT 或高

热应力而诱发强或较强微震活动;且腔内微破裂强度可能高
于边界附近的强度;

( 3) 平均腔边界推进速率开始较快，两年半期间内为
≥1． 1 m /月，到 5 年多时降到≥0． 5 m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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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62 个月 SAGD井组高破裂能量与距注汽点距离 r的关系( 图释同图 6)
Fig． 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ance from injection place to any point ( r) and microseismic released

energy for the group of SAGDs with 62 months injection time( the illustration is the same as Fig． 6)

图 10 不同注汽时长的 SAGD井组高破裂能量与距注汽点距离 r的关系( 图释同图 6)
Fig． 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ance from injection place to any point ( r) and microseismic released energy

for 3 SAGD examples with 27，38，and 62 months injection time( the illustration is the same as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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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井区各 SAGD产量
Table 3 The statistics of oil production of the SAGDs

序号 年度 平均月
产油 / t

开始
注汽月

到达峰值
月数 序号 年度 平均月

产油 / t
开始
注汽月

到达峰值
月数

1 2015 130 7

2016 186 18

2017 180

2018 153

2 2015 114 7

2016 203 18

2017 150

2018 130

3 2015 54 11

2016 190 14

2017 152

2018 164

4 2015 106 11

2016 131 14

2017 131

2018 123

5 2016 141 6

2017 180

2018 200 31

6 2015 96 11

2016 205

2017 270 25

2018 163

7 2016 66 11

2017 160 13

2018 150

8 2016 192 6

2017 201

2018 232 31

9 2015 517 6

2016 632

2017 821

2018 962 43

10 2015 400 6

2016 628 19

2017 566

2018 421

11 2013 60 11

2014 245

2015 676 25

2016 471

2017 623

2018 429

12 2013 112 11

2014 267

2015 661 25

2016 41

2017 606

2018 478

13 2013 257 11

2014 263

2015 518 25

2016 438

2017 476

2018 398

( 4) 注汽早期的 1 ～ 2 年内，甚至注汽一开始不两三个月
内，边界很快就可能接近了井组间中点，以后的主要注入能
量多贡献于填空;

( 5) 38 ～ 43 个月井组出现的注汽点近处的高强微震活
动( 6 ～ 15 m) ，另两个组未监测到． 可能为监测期间短的缘
故，即，每个井组在 1 ～ 2 年后，其填空活动均可能发生于从
近注汽点直到腔边界的范围，只不过这次监测看到了 38 ～
43 个月井组的 6 ～ 15 m的强微震活动．这同微震活动的间歇
性和跳跃性有关;

( 6) 以上同测温的估计一致．
4． 3 各 SAGD井组

由于空间点数在统计具体每个 SAGD井组时大大减少，
在研究填空时受到限制，且结果与上面两节大同小异，这里
仅给出典型的三个例子( 图 10) ．

27 个月 SAGD例．直到 r = 10 m，数据才有供统计的≥10
个点出现．本井组的热蒸汽腔的边界是≥32 m，腔内当前主
要填空活动区是 21 ～ 32 m，跨度长 11 m．

38 个月 SAGD例．直到 r = 9 m，数据才有供统计的≥10
个点出现． 本井组的热蒸汽腔的边界是≥32 m．腔内当前主
要填空活动区是 10 ～ 32 m，跨度长 23 m．

62 个月例．直到 r = 10 m，数据才有供统计的≥10 个点
出现．本井组的热蒸汽腔的边界是≥32 m，．腔内当前主要填
空活动区是 11 ～ 32 m，跨度长 21 m．

5 讨论与结论

5． 1 目前井区蒸汽腔状态模型
基于第 4 章的解释，结合测温数据的分析和可靠的参考

文献( 如 Maxwell et al．，2010) ，我们可以归纳出当前井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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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当前微震活动和注热蒸汽腔几何与距注汽点距离 r的关系模型
Fig． 11 The current model of microseismicity in the steam injection cavities，and the cavity geometry

图 12 注热蒸汽与微震活动的关联机制以及
腔内填空机理示意

( a) 微震与距注汽点距离和不同破裂机制的关系;
( b) 注汽腔内破裂与热传导的关系．

Fig． 12 Mechanism of correlation between steam injection
and microseismic activity and mechanism of cavity filling
(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eam injection and microseismicity;

( 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eam injec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filling blank”in the cavities．

般 SAGD蒸汽腔的 4D模型，如图 11 所示．这个模型所描述
的趋势，尽管腔远边界和“填空”区域有所不同，或也适用于
一般 SAGD群组．

注热汽蒸汽腔大致的演化过程是:
( 1) 注汽早期，很可能一开始到 1 ～ 2 年内，腔边界即已

接近、达到、甚至越过井组中心点;
( 2) 在随后很长时期内，这个边界的推进极为缓慢，甚

至停滞不前;
( 3) 边界形成后，主要注入能量被贡献于腔内填空，即

腔内仍有热传导产生高 dT或高热应力而诱发强或较强的微
震活动( 图 12) ;

( 4) 从近注汽点( 线) 开始，到腔边界，按远近顺序可分
为程度不同的微震活动区( 图 11) ，例如:

A．最强填空区． 它应完成填空较多而在我们的监测中
显示为微震活动弱区;

B．强填空区．它跟在 A区后面，在我们的监测中有时显
示为目前强活动区;

C．一般填空区．它将最后基本完成填空．
A ～ B和 B ～ C这些区域的子边界也在缓慢推进．
产油量同上述填空区的发育匹配( 表 3) ．即产量开始较

低，随着填空区达到较大尺度时 ( 如表 2 中 27 ～ 31 个月井
组，约 1 ～ 2 年不等) ，产量上升到极值，随后逐渐下降，直至
无法满足性价比底线而结束 SAGD生产．
5． 2 注热蒸汽与微震活动的关联机制以及腔内填空机理

目前已知在 SAGD生产中引起微震的机制有:
( 1) 简单热传导机制． 若没有破裂，仅仅是固体介质中

的温差传导( 图 12a中黑色实曲线) ，当时间足够长时，这个
温度梯度( dT) 最大的边界 Ｒ0 ( 图 12a) 不会超过几米( 例如
Nowinski，1978) ．然而，高温区要热膨胀，而围岩有阻止其位
移的强大约束，故对热腔产生了压力，而压破裂就是剪破裂
( 例如 Jaeger and Cook，1979 ) ． 这是附加在原有应力场上的
附加压剪应力场引起的微震活动，发生在腔边界( 图 12a 中
对应 Ｒ0 的椭圆域) 及其内部;

( 2) 弹性波传播扰动机制． 即，任何微震都可能诱发附
近及远处的接近破裂状态的缝隙节理滑动 ( 例如，Maxwell，
2014; Grechka and Heigl，2017) ，如图 12a中的灰圆所示;

( 3) 泄( 注) 液机制．当注采比 ＞ 1，储层膨胀，储层内多
发生剪破裂;反之，储层外发生微震( Segall，1989) ;

( 4) 微破裂反过来极大地加速和加剧了 dT的传播．
这些机制已由大量的微震监测所证实( 例如，上述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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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某 SAGD注汽 62 个月的微震分布
仅画出距注汽点 r = 31 ～ 32 m内的高破裂能量累积点．上排:全部点;下排:能量大于 80%的点．

Fig． 13 The 3D distribution of microseismic points with greater released energy
Only the high fracture energy accumulation point within 31 ～ 32 m from the steam injection point is drawn． Upper row: all points;

lower row: points with more than 80% energy．

图 14 井区高破裂能量的 3D分布
( 仅画出能量值≥75%的点)

Fig． 14 3D microseismic points with greater released energy
( only the points with energy value ≥75% are drawn)

图 15 井区所有 13 个 SAGD的高破裂能量点
在垂向上的统计分布

Fig． 15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ints with greater
released energy for all SAGDs

图 16 井区内典型的一组测温数据
不同颜色的曲线表示测温的不同时刻，红虚线标出温度

较大变化的尺度和位置( 注汽线垂深) ．

Fig． 16 A typical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of
a well in the block

The curves of different colors indicate the different time of
temperature measurement，and the red dotted line indicates

the scale and position of large temperature change
( vertical depth of steam injection line) ．

章; Segall，1989; Maxwell，2014; Liang et al．，2015; Grechka
and Heigl，2017; Liang and Wang，2017) ．事实上，我们在油气
田的长期和压裂微震监测中，一般总能看到微震活动是“天
女散花、适当集中”，最后干干净净的集中在一点、一线、甚或
一小块地域的情况很少． 我们恰恰是根据“适当集中”和已
知的约束条件( 如已知断层、压裂点等) 、各适当集中带连通
的可能性等来判断监测目标的，如压裂裂缝 ( 网) ． 当然，也
可能出现多解的情况( Liang and Wang，2019) ．

在蒸汽腔内部，即最远处的高 dT 区( Ｒ0 ) 扫过的裂缝带
区域，已生成的缝与缝之间继续遵循热传导机制在制造较高
dT子区，并以填空的方式继续产生甚至是较强的微震．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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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由于多重膨胀变形受到约束而产生的多重压剪应力所
致( 图 12b) ．
5． 3 能否使用微震活动 3D分布图形直接判断热蒸汽腔

几何?
微震活动总是具有间歇性，即累积能量一段时间，然后

破裂．另一特性是跳跃性和“随机性”，即破裂并不完全依序
渐进，这同介质的不均匀性有关．故监测到的微震活动常常
在空间中显示为“天女散花”，且一定时期内的微震监测总
是仅能获得小部分微震活动．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仅根据一个或少数几个
SAGD附近的、短时期内监测的不完全的 3D 几何与强弱不
同的微震活动，如何判断热蒸汽腔的边界及内部特性? 由于
数据极不完整，无论如何插值和平滑，很难获得合理的
SAGD蒸汽腔的 4D解释．图 13 就是明显的例子;那里，强度
类似的不可能相对集中在一定距离范围内，哪怕是较稀疏、
且范围较宽．图 14 是另一个例子; 这里，仅能获知井区北部
微震活动较弱．顺便提到一点，对于微震监测，不论解释什么
目标，应当给出具体监测到的微震活动分布，包括微震强度，
最好也给出监测质量的依据．

因而，实施大规模的含全体 SAGD 的监测数据统计，包
括测温数据和微震活动，在统计中发现规律，是目前短期监
测的可行办法，如同本文所做的．
5． 4 热蒸汽腔边界不同方向的尺度差别

我们没有发现也不认为热蒸汽腔的边界形状在垂向上
有何显著差异，这同已有的热腔模型不同( 上宽下窄上高下
短的倒三角形，例如，Chopra et al．，2010) ．在水平向，注汽初
期，可能腔边界尺度与垂向上的类似，但长期的结果是较垂
向上的显著得大．理由如下:

关于垂向:
( 1) 距注汽点的较高能量点在垂向上下分布统计大致

相等，稀疏程度也难分辨，无论对总体、不同注汽时长井组、
甚至某个 SAGD均如此( 例如图 15) ． Maxwell 等( 2010) 的井
中监测 SAGD 的微震分布也显示了，无论几何分布与强度，
在垂向上下类似，没有显著差异;

( 2) 所有测温数据点，无论在 SAGD哪一侧，均显示出如
图 16 的典型分布，也没有垂向上的显著差异;

( 3) 与流体中不同，在固体中，重力对热传导不应对不
同方向上的热传播速率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微裂隙成为热蒸
汽的主要通道时，尽管 SAGD利用重力泄油．

关于侧向:
( 1) 测温数据显示 ( 图 16 ) ，SAGD 侧向在注汽短时期

内，如一两年内，侧向增温较垂向相当，而在较长注汽时长
后，则显著超过垂向的．或者，垂向腔边界稳定或增长极为缓
慢，而水平向的相对增长较快;

( 2) 这种现象或可解释为: 没有构造应力场，热蒸汽腔
应当各向尺度相当;但构造应力场的最大主压应力大致呈水
平状态(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2009) ，这就造成水平
向微震破裂裂隙较多，从而腔边界尺度在水平向较大．在注
汽压力接近或等于压裂时 ( 在克拉玛依，近 500 m 深，约为
10 ～ 11 MPa;俞绍诚，2010) 的情形，这种现象极为显著，即蒸
汽腔的水平测向尺度可达 200 m，远大于垂向的; 我们在此

井区附近的 CSS ( Cyclic Steam Stimulation) 生产微震监测中
已经发现这种情形( 另文) ．本区块的注汽压力为 5 ～ 6 MPa，
远小于压裂的压力;这种腔侧向尺度大的情形需要积累较长
的时间才能够显现;

( 3) 在这种 ＜ 500 m 的较浅深度，水平向位移约束较垂
向的大，造成热压应力在水平向较大，也或许是原因之一．

本次监测，分辨不出注泄液机制对热蒸汽腔形状的影
响，或许应当寻找非注汽而仅仅泄油的时期监测，那时储层
或热蒸汽腔外部较其内部可能微震较多( Segall，1989) ．

致 谢 感谢微震监测施工团队的工作，感谢审稿专家提出
的修改意见和编辑部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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