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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顺南地区碳酸盐岩储层作为塔里木盆地天然气勘探开发的重点区块，对其进行流体检测是提高效益的有

效手段。因此本文结合多尺度裂缝岩石物理模型和频变AVO反演方法建立了一套流体检测的技术流程。首先，

基于研究区钻井、测井和地质资料，建立Chapman等效模型来模拟顺南地区裂缝型储层，并使用反射率法正演

模拟储层在饱和油气水不同类型流体时的地震响应特征；其次，开展不同流体类型储层的地震属性敏感性分析，

确定地震频散属性对流体较为敏感；最后，针对顺南地区三维地震资料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套基于岩石物理

模型和频变AVO反演进行流体检测的技术流程，并进行实际应用。经流体检测结果与实钻井验证，表明本文提

出的方法技术具有很好的实用性，为进行此类型油气藏的流体检测提供了方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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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油气勘探开发实践表明，裂缝型油气藏是我国含

油气盆地中非常重要的一类油气藏，其已探明地质储

量约占目前探明油气资源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1]。特

别是我国西部的碳酸盐岩裂缝型油气藏，其储层的储

集空间通常包含孔隙和裂缝两种类型。其中储集空间

较大的为孔隙，为主要的流体充填空间；而裂缝储集

空间较小，但是它主要影响储层的渗透性 [2]。顺南地

区位于塔里木盆地腹部，其奥陶系碳酸盐岩具有储层

发育的地质条件及成藏基础，但是其储层埋藏深度大、

纵横向非均质性强和裂缝发育等特点 [3-4]。随着油田的

不断开发，由于顺南地区下奥陶统碳酸盐岩储层的油

水关系非常复杂，油气分布规律不清楚，钻遇水井的

概率增大 [5]。因此，对于碳酸盐岩裂缝型油气藏的储

层精细描述与流体识别均十分重要。基于等效介质岩

石物理模型正演分析是连接实际地震数据响应特征与

裂缝型储层及其含油气特征的桥梁，也是对碳酸盐岩

裂缝型储层进行精细描述的理论基础。

近几十年，等效介质理论得到快速的发展，其中有

一些较为通用。如Gassmann早在 1951 年就通过分析孔

隙压力与岩石刚性的关系，建立了饱和流体岩石的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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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模量与岩石骨架的表达式 [6]；Biot在考虑岩石孔隙

流体与矿物骨架之间的黏滞性，推导了流体饱和岩石与

频率相关的理论公式 [7]；White在各向同性介质背景下

通过考虑岩石饱和地层水但包含球形气体的孔隙岩石

来分析斑块状饱和情况下的纵波速度和衰减 [8]；Mavko
和Nur提出一种从微观尺度描述流体与骨架相互作用

的理论，即喷射流理论 [9]；Murphy验证了喷射流机制

是引起地震波能量衰减和速度频散的主要因素 [10]。然

而，针对裂缝描述的等效介质理论模型还在发展中，如

Thomsen的等径孔隙模型率先定量表征了流体流动效应

对各向异性的影响 [2]；Hudson的孤立裂缝模型分析了裂

缝与孔隙背景介质间的压力松弛作用 [11-12]；Schoenberg
的线性滑动模型给出了裂缝的等效柔度张量 [13]。这些

等效介质模型都是假设频率与尺度相互独立，不能量化

裂缝的尺寸、裂缝密度和流体类型，并无法模拟裂缝储

层中流体流动引起的地震波频散特征。为了克服这一局

限性，Chapman等考虑地震波引起的中观裂缝、微裂隙

与背景等径孔隙间两种尺度 (中观尺度和颗粒尺度 )的
耦合流体流动，利用Biot理论将裂缝和喷射了机制相结

合得到了全频带范围的频散模型 [14]，并在此基础上分

析了与频率相关的速度频散和衰减 [15]。Batzle等通过实

验发现了地震波能量在地震频段内产生剧烈的衰减，并

证实了这种衰减是由孔隙流体的相对流动所引起的 [16]，

也进一步验证了Chapman模型的有效性。

随着Chapman频散模型的提出，裂缝型储层的频

散特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有人尝试用频散特征来

识别流体。Wilson等联合频谱分解方法和AVO近似公

式，提出频变AVO反演方法，旨在从叠前数据中直接

提取频散属性 [17]。吴小羊等基于平滑伪Wigner-Ville
分布 (SPWVD)算法引入了频散AVO反演方法，并在

北海地区进行了实际应用研究 [18-19]。Chen等通过对物

理模型数据进行频变特征分析说明调谐效应和流体流

动是反射波产生频散的主要原因，进一步验证了可以

利用频散属性来定量解释含气饱和度 [20-22]。郝前勇等

基于Shuey近似公式，推导了纵波频散程度和频散程

度随炮检距变化梯度属性的反射系数的近似公式，在

贝叶斯理论下实现频变AVO反演 [23]。王峣钧等基于

White模型，分析了地震波频散与流体饱和度的对应

关系，并推导了频变反射系数的近似表达式 [24]。兰慧

田基于Chapman模型对裂缝型孔隙介质波场特征进

行分析并结合频变AVO反演方法来获取储层参数 [25]。

赵万金和杨午阳从频变AVO技术发展的基本状况入

手，将频变AVO技术发展过程分为分频识别、分频

AVO分析、频散AVO分析和基于岩石物理频率扫描

的频变AVO分析四个阶段 [26]。张震等构建了新的流

体因子，并结合连续小波变换来进行流体检测，并用

于实际数据 [27]。Qin等运用频变AVO反演方法在致密

砂岩储层进行储层预测取得较好效果 [28]。李坤等将

Morlet小波的快速动态匹配追踪算法引入到频变AVO
反演来提取频散属性，然后利用频散属性进行流体类

型检测 [29]。印兴耀等指出了岩石物理是地震流体识别

的基础，并着重评述国内外岩石物理驱动下地震流体

识别研究的主要进展 [30]。李博南等提出基于动态等效

介质模型的频变AVO反演方法来反演裂缝参数，并通

过模型测试验证反演方法的有效性 [31]。上述方法大多

是基于理论模型分析，然后实际应用大多是研究砂泥

岩储层，针对碳酸岩盐裂缝型储层的频变AVO反演研

究相对较少。随着频散等效介质理论的不断发展，频

变AVO反演越来越成为流体检测所关注的焦点，该方

法通过扩展AVO技术并引入高分辨率的时频分析方法

来提取出地震数据与流体相关的信息，在储层预测中

具有独特的优势。

本文利用频变AVO反演方法从叠前地震数据提取

频散属性，结合等效介质模型来实现流体检测。首先，

本文回顾了Chapman多尺度裂缝模型和频变AVO反演

方法的推导；其次，利用测井和地质资料，正演模拟

饱和不同流体的储层的地震响应特征，并优选流体敏

感属性；最后，将本文方法应用于顺南地区碳酸盐岩

裂缝型储层的流体识别，并与实际钻井结果相对比。

1 方法与原理

1.1 裂缝型孔隙介质模型

实际裂缝型储层岩石中通常广泛发育中观尺度

(即远大于孔隙尺寸，并远小于弹性波波长 )裂缝。地

震波在地下介质中传播时遇到不同尺度地质体以及

不同频带范围内会发生能量衰减和速度频散。然而，

这种速度频散与能量衰减是与岩石孔隙流体的流动

(Wave-induced fluid flow，WIFF)密切相关。裂缝型孔

隙介质模型是一个基于中观尺度流体流动机制的典型

模型。针对这种裂缝型孔隙介质Chapman等人在喷射

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速度随频率变化的裂缝

型孔隙介质模型，用于描述岩石中裂缝与孔隙之间和

不同裂缝之间流体的相对流动所引起的地震波速度的

频散和能量的衰减 [15]。

本文采用Chapman多尺度裂缝岩石物理模型开展

正演模拟研究，该模型的等效刚度张量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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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 0 是岩石基质的各向同性弹性刚度矩阵，可

用拉梅系数 λ  和µ  表示， C C Cp， ，f f1 2 分别表示来自

孔隙、微裂隙和裂缝的附加贡献，分别乘以孔隙度 φ，

微裂隙密度 ε1 以及裂缝密度 ε2 ，ω代表频率。然而本

文中只考虑了球形孔隙和一组定向排列的竖直缝。因

为球形孔的孔隙度远大于微裂隙的孔隙度，此时微裂

隙对岩石等效模量影响近似为零 [11]。模型中控制着频

散的一个关键参数是颗粒尺度的时间延迟 τ，其与流

体黏滞性、渗透率以及裂缝的半径等参数相关，当微

裂隙的纵横比非常小时， τ可近似为：

τ ≈
4 1η νa

9

3

κςµ
( − )  (2)

其中， ς为颗粒尺度， ν为固体矿物泊松比， κ η，   
分别为流体的渗透率和黏滞度，a为裂缝长轴半径。

可以用此模型来计算任意频率时与喷射流机制相

关的地震波速度频散与能量衰减，在低频极限处该模

型给出的地震波速度与Gassmann方程预测的结果一

致。Chapman理论模型中流体的流动同时出现在两个

尺度，分别为微观颗粒尺度和中观裂缝尺度，因此同

时存在两个延迟时间与特征频率。裂缝与微裂隙之间

的流体交换与低特征频率 (大时间尺度 )有关，取决于

裂缝的密度。两个延迟时间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τ τf =
a
ς

f  (3)

其中， τ f 为裂缝尺度对应的延迟时间， af  为裂缝长

轴半径。

1.2 频变AVO反演

地震波在含烃储层中传播的速度与频率相关，而

速度的频散特征可以用来检测流体的类型。本文采用

Wilson等推导的频变AVO反演公式进行反演 [17]。

R f A f B f(θ θ θ,  ) ≈ +( )
∆

V V
V

p s

p ( ) ( ) ∆Vs ( )  (4)

其中， R 为频变的地震波反射系数， θ为地震波入射

角， ∆Vp 、 ∆Vs 分别为反射界面下的地层速度与上覆

地层的速度之差， Vp 、 Vs 分别为反射界面上下地层的

纵波速度和横波速度的平均值， A 和 B 为与角度有关

的项， f 为频率。

令 (4)式在参考频率  f0 处对纵横波速度变化率进

行泰勒级数的展开，舍去高阶项，仅保留一阶导数项

即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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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a 和 Ib 为纵、横波速度变化率  
 
 
∆
v
v

对频率 f的

导数，其表征了速度变化率随频率变化的快慢程度，

是频散程度的一种度量：

I I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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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参考频率  f0  的道集进行最小二乘反演，可以得

到参考频率处纵横波速度变化率的值。为了求解   Ia

和   Ib 的值，将 (5)式调整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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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求解方程组就能得到了表征频散属性的参数

值，同时结合裂缝型孔隙介质模型建立频变AVO反演

流体检测的技术流程，如图 1 所示。

1.3 技术流程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从等效岩石物理模型出发，分

析不同流体饱和情况下的地震响应特征，来指导实际

数据的储层预测和流体识别。

本文具体的技术流程如图 1 所示，具体实现分为

以下几个步骤：

(1)利用V-R-H平均理论计算多种基质矿物的等效

颗粒模量，矿物组分参数通过多个岩样进行矿物组分

分析获取。

(2)利用Chapman理论将孔隙、竖直排列的裂缝和

流体加入固体岩石中，形成等效的裂缝孔隙岩石，并

得到具有VTI各向异性的弹性刚度矩阵，其中孔隙度

参数和裂缝参数参考测井解释结果。

(3)根据实际的地质资料，建立等效的数值模型，

并将裂缝层的弹性刚度矩阵输入ANISEIS进行全波场

正演，并对Z分量数据进行频变AVO反演，得到模型

的频散属性。

(4)利用测井数据构建纵横波速度模型，利用频变

AVO反演方法对实际数据进行频变AVO反演，得到频

散属性。

(5)利用模型数据的反演结果，来分析饱和不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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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裂缝层的频散属性值的相对大小，从而来定性—半

定量的流体解释。

2 实际数据应用研究

顺南三维区位于塔里木盆地塔中北斜坡，是一个

形成较早的古隆起，经历了加里东、海西、印支—燕

山、喜山等多期构造运动。在晚加里东期—早海西构

造运动时期，受南北挤压构造作用，古城墟隆起定型，

沉积地貌特征呈东高西低之势。海西期以后，古城墟

隆起西段以继承性演化为特点，构造运动对古城墟低

隆影响不大，断裂作用基本停止，构造活动以地层整

体抬升为主，主要表现为断裂及上覆构造不发育。研

究区下奥陶统实钻发育多套储层 (图 2)，纵向可分为

三套：蓬莱坝组、鹰山组下段、一间房组—鹰山组上

段顶，其中以鹰山组下段最为发育。储层类型以裂缝

型、裂缝孔洞型为主，分别获得油气突破和显示，证

实了该区奧陶系良好的油气勘探前景。本次研究的目

的层位为一间房组、鹰山组上段和鹰山组下段，一间

房组和鹰山组上段储层类型主要是裂缝型为主，岩性

以深灰、灰黑色泥晶灰岩为主，裂缝、缝合线普遍发

育，微孔和洞发育程度一般；鹰山组下段储层类型以

裂缝—孔洞型为主，岩性以灰、浅灰色晶微灰岩为主，

溶洞发育而裂缝少量发育。

2.1 岩石物理模型

结合研究区的地质特征，设计了一个三层模型，

第一层为各向同性层，对应恰尔巴克组的地层，纵波

速度 6 000 m/s，横波速度 3 510 m/s，密度 2.65 g/cm3；

第二层裂缝型储层，代表研究区的目的层，其厚度

为 600 m，孔隙度为 0.1，其背景介质的纵波速度

6 200 m/s，横波速度 3 606 m/s，密度 2.7 g/cm3；第

三层为各向同性层，对应蓬莱坝组的地层，纵波速度

6 400 m/s，横波速度 3 702 m/s，密度 2.78 g/cm3。建

立三个模型，模型 1、2、3 分别为裂缝层饱和天然

气、油、地下水的模型。裂缝层的岩石物理参数见表

1，其中固体矿物的模量和密度通过各矿物组分进行

V-R-H平均求取，裂缝参数通过岩心资料和成像测井

观测数据统计得到裂缝延伸长度、裂缝密度和扁平比。

裂缝密度表示裂缝长度所对应立方体占总体积的百分

比，裂缝扁平比为裂缝椭球体的长轴与短轴之比。

目前同时考虑流体和裂缝的模型中较为经典的是

Chapman模型，它是基于Biot理论模型并将裂缝引入

到喷射模型中得到的一种多尺度的频散模型，能很好

的分析不同尺度流体流动的频散特征。Chapman模型

中的时间延迟参数与流体的黏滞度密切相关。表 2 为

图 1 频变 AVO 反演检测流体的技术流程图

Fig. 1 The workflow of detecting fluid by frequency-dependent AVO inversion

Chapman

ANISEIS

AVO A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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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地下水、油和天然气的基本参数，数据均由实

验室测得。一般情况下油的黏滞度会高于地下水的黏

滞度，然而研究区原油为轻质油，因此会出现油的黏

滞度低于地下水的黏滞度。

将上述参数通过Chapman模型计算可以得到纵波

速度和纵波衰减系数随频率的变化曲线。

图 3 为Chapman模型模拟裂缝层得到的纵波速度

和纵波衰减系数随频率的变化曲线，该模型描述的地

震波频散机制包含三部分：不发生频散的低频段、不

发生频散的高频段和发生明显频散和衰减的过度频段。

在过度频段范围内，不同类型流体中传播的地震波频

散出现的频带范围不一样，黏滞度大的流体需要更大

的时间尺度因子来达到新的压力平衡状态，导致其在

更低频带范围就能观察到频散现象。从纵波的衰减系

数图上可以直观的看到地震波在饱和不同流体的裂缝

层中衰减系数的峰值大小不一样，对应的峰值频率也

不同。其中饱和水模型的衰减系数峰值频率接近 1 Hz，
饱和油的模型约在 5 Hz，饱和气的模型在 20 Hz附近。

因此，可以利用这种频率差异来识别流体。

为了进一步分析地震反射界面处的响应特征，计

算了模型裂缝层顶界面的纵波频散 (如图 4)，即公式

6 中的 Ia ，其含义为速度变化率对频率的导数，横轴

为频率，纵轴为频散强度。当裂缝层饱和水时，地震

波发生频散的过度频带最窄，只有 1~5 Hz，此时的频

散强度极大值在 1 Hz左右；当裂缝层饱和油时，过

度频带次之，在 2~12 Hz，频散强度最大在 5 Hz；当

裂缝饱和气时，过度频带最宽，在 10~100 Hz，频散

最强大约在 20 Hz左右。从频散属性可知在地震频带

10~100 Hz范围内含气储层的频散最强，而含水储层

表 1 裂缝层的岩石物理参数

Table 1 Rock physics parameters of fracture layer

体积模量 /MPa 63.7
剪切模量 /MPa 30.7
密度 /(g/cm3) 2.7
裂缝密度 0.05
裂缝长度 /m 0.2
扁平比 0.000 1

表 2 流体参数

Table 2 Parameters of fluid

流体 体积模量 /MPa 密度 / (g/cm3) 黏滞度 /(Pa·s)
地下水 2.25 1.04 0.003
油 1.2 0.7 0.001
天然气 0.04 0.11 0.000 15

图 2 塔中北坡奥陶系碳酸盐岩地层综合柱状图

Fig. 2 The histogram of Ordovician carbonate strata i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azho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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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散很弱，接近零值。在低于 10 Hz范围内，饱和

油、气、水的储层频散强度曲线相互交错，这一范围

内不能很好的利用频散强度检测流体；在 10~30 Hz频
带范围内含气储层明显高于油水储层，含油储层的频

散强度略高于含水储层，因此可以利用这一特征来检

测地震频带内的流体；在高于 30 Hz范围内，含油储

层和含水储层的纵波频散强度接近，无法利用这一属

性来识别油层和水层。因此，研究区对流体敏感的频

带为 10~30 Hz。

2.2 正演模拟及属性优选

为 了 分 析 不 同 流 体 的 地 震 响 应 特 征， 利 用

ANISEIS软件分别对模型 1、2、3 进行正演得到叠前

道集。图 5 为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通过正演得到

的单炮的Z分量道集，在 1 s处的波谷为裂缝层顶界面

的反射，1.24 s处的波峰为裂缝层底界面的反射。

从叠前道集数据很难直接观测模型 1、模型 2 和

模型 3 的差异，但可以看出裂缝层顶界面表现为第 4
类AVO，零偏移距反射系数为负，反射系数随偏移距

的增大而减小。图 6 为 1 s处不同流体饱和模型的反

射振幅随偏移距的变化特征，均表现为第 4 类AVO特

征，且饱和天然气的模型 1 振幅绝对值大于饱和油的

模型 2 和饱和地下水的模型 3。由于实际数据提取真

振幅很难，并且研究区资料信噪比较低，所以用振幅

属性来检测流体可信度较低。

为了优选流体敏感属性，对正演的道集分别进行

叠前AVO反演和频变AVO反演。利用Smith&Gidlow
的两项近似公式对叠前道集进行叠前AVO反演，可得

到纵波速度变化率，即
∆

V
V

p

p 。图 7 为不同模型相对的

纵波速度变化率，这是通过两项AVO近似公式直接利

用振幅反演得到，没有消除子波影响，展示结果是相

对值。从图 7 可以看出不同流体饱和情况下的纵波速

度变化率差异不大，因此利用速度的变化率来检测流

体不能取得准确的结果。

图 8 为不同模型的频散曲线特征。裂缝层的顶界

面在三种不同流体饱和的情况下都会产生频散，其中

饱和气情况下频散最强，饱和水的频散最弱。对比纵

波速度变化率曲线和频散曲线，证明研究区的频散属

性较AVO属性能更好的检测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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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裂缝层充填不同流体的纵波速度和衰减系数

Fig. 3 The P wave velocity and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of fracture layer filled with different fluids

图 4 模型裂缝层顶界面处的纵波频散

Fig. 4 The P wave dispersion on the top of the fracture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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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际数据应用

根据Chapman计算得到的纵波速度和频散衰减等

曲线，本研究区在地震频带范围内能较好的识别储层

流体。顺南三维区叠前地震资料频带窄，地震主频低

为 15 Hz。该频率对应着Chapman模型计算的含气储

层频散属性的峰值，而含油储层的频散属性值低于含

气储层但远高于含水储层的频散属性值。含油和含水

的储层的频散峰值分别在低频 5 Hz和超低频 2 Hz。由

于研究区目的层的频带窄，在低频和超低频能量分布

很弱，信噪比也很低，于是选取 15 Hz作为反演的参

考频率，得到 15 Hz处的纵波频散属性，利用纵波频

图 7 不同模型的纵波速度变化率曲线

Fig. 7 The velocity changing rate curves of differ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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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模型裂缝层顶界面反射振幅随偏移距的变化曲线

Fig. 6 The amplitude varies with the offset at the top of 
fracture layer of differ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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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模型的频散曲线

Fig. 8 The dispersion curves of differ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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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饱和不同流体模型的合成记录

Fig. 5 The synthetic record of models saturated with different 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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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属性来识别储层流体是可行的。

顺南 5 井的油气储层主要为一间房组和鹰山组下

段。顺南 5 井成像测井显示一间房组裂缝较发育，顶

部见扩溶缝和溶蚀孔洞发育特征，节流循环点火成功，

焰高可达 3~10 m。顺南 5 井鹰山组上段储层不发育，

孔洞大多被方解石充填。图 9 为顺南 5 井周围叠后地

震剖面和纵波频散属性。图中可以看出鹰山组下段地

震剖面上显示为串珠状，主要发育溶洞，是顺南 5 井

的有利含气储层。对比反演得到的纵波频散属性发现，

顺南 5 井周围一间房组的纵波频散强度为 1.3 左右，

表现为中等强度，而鹰山组下段的溶洞对应强的纵波

频散属性值。

为了进一步分析流体横向上的展布，对纵波频散

属性体提取层间均方根振幅属性。图 10 为一间房组

纵波频散属性平面图，亮色为频散高值，蓝色为频散

低值。顺南 5 井、顺南 5-1 井、顺南 5-2 井和顺南 7
井在一间房组有油气显示，是主要的产气井，其对应

的纵波频散值分别约为 1.3、1.5、1.1、1.4；而顺南 4
井、顺南 4-1 井和顺南 401 井对应的纵波频散强度均

小于 0.6 为低产井。

图 11 为鹰山组上段的纵波频散结果，在鹰山组上

段主要的产气井为顺南 4 井和顺南 401 井，其中顺南

图 9 顺南 5 井叠后剖面和纵波频散

Fig. 9 The post-stack profile and P wave dispersion profile in around Shunnan 5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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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井累计产量为 1 193 万m3，对应的纵波频散强度为

1.86；顺南 401 井累计产量为 339.8 万m3，对应的纵

波频散强度为 1.25，单井产气量与纵波频散强度呈正

相关关系。

图 12 为鹰山组下段的纵波频散结果，在鹰山组下

段主要的产气井为顺南 5 井、顺南 7 井、顺南 5-2 井

和顺南 5-1 井。在顺南 5 井处频散强度最强为 3.23，
缝洞体积 488 万方，顺南 7 井频散强度值为 2.36，缝

洞体积 427 万m3，顺南 5-2 井频散强度值为 1.89，缝

洞体积 145 万m3，顺南 5-1 井频散强度值为 1.26，缝

洞体积 55 万m3，总体来说单井预测缝洞体积越大，

可采储量越高，则频散强度也越大。

统计顺南三维区各层系预测频散强度与实钻含油

气性情况，结果表明叠前频变AVO反演频散强度与含

气富集程度成正比，缝洞含气性综合预测与钻井符合

率高达 90%以上，规模大缝洞体含气性预测成功概率

高，如鹰山组下段，而裂缝等小规模储层含气性预测

精度需要进一步提高，如一间房组和鹰山组上段。

一间房组和鹰山组上段储层含气层主要发育在研

究区西南部，断裂的属性响应特征也较为明显，鹰山

组下段含气性特征主要表现为零星点状分布，与串珠

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并且频散强度值与钻井油气产量

或可采储量呈正相关。叠前频散AVO反演在储层刻画

及含气性检测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纵波频散属性都

能和测井解释的含气层吻合度高。高值异常断续且零

散分布，局部富集，流体分布呈条带状或片状，符合

该区缝洞储层含气性分布的特征。

3 结论

本文提出的流体检测方法充分利用了Chapman模

型可以描述裂缝储层频变特征的优势，更加符合实际

裂缝储层的岩石物理特征，为碳酸盐岩储层流体检测

提供理论支撑；将高分辨率的分频方法和AVO反演方

法相结合，直接从地震数据中提取频散属性是切实可

行的；经过模型和实际数据测试结果证明频散属性在

流体检测方面要优于速度变化率属性，在本研究区纵

波的频散强度与储层的储量成正比；本文方法为利用

叠前地震资料进行流体检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案，

并在实际工区的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本方

法具有较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图 11 鹰山组上段 (T75-T76) 纵波频散属性图

Fig. 11 The map of P wave dispersion of upper Yingshan Forma-
tion (T75-T76)

图 12 鹰山组下段 (T76-T78) 纵波频散属性图

Fig. 12 The map of P wave dispersion of lower Yingshan 
Formation (T76-T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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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requency-dependent AVO inversion to identify fluid in 
fractured carbonate reservoirs in the Shunn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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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bonate reservoirs in the Shunnan area are the key target for natural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arim 
Basin. Fluid identificatio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improve exploration efficiency.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ines a multi-
scale fractured rock physical model and frequency-dependent amplitude vs offset (AVO) inversion method to establish a set of 
fluid detection technologies. Firstly, based on the drilling, logging, seismic, and geology data, we use the Chapman equivalent 
model to simulate the fractured reservoirs in the Shunnan area, and use the reflectivity method for forward modeling the seismic 
wave response feature of reservoirs saturated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fluids.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seismic attribute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servoir to determine which  seismic dispersion is more sensitive to fluid. Finally,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seismic data in the study area, we establish a technical process based on the petrophysical model and the 
frequency-dependent AVO inversion, and apply it in the Shunnan area. The results of fluid detection and real drilling verification 
show that the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practical and provides a method for fluid detection in this type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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