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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电成像测井产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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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中流体流动的非达西渗流特点，应用电成像测井资料图像分割技术，提出一种新的
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电成像多尺度管流模型产量预测方法。该方法以描述细管中不可压缩流体流动的

石油勘探与开发
Hagen-Poiseuille 定律为基础，根据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井筒内单个缝洞横截面积大小不同这一特征，建立碳酸盐岩

缝洞储集层多尺度管流模型，给出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多尺度细管平面径向流流量计算公式；引入管流模型产量指
数的概念，应用电成像测井资料图像分割结果提取的缝洞面积参数计算管流模型产量指数，最终实现碳酸盐岩缝洞
储集层电成像测井资料产量预测。将此方法应用于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奥陶系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预测结果与实
际试油资料吻合较好。图 8 表 1 参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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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prediction for fracture-vug carbonate reservoirs using
electric imaging logging data
XIE Fang1, ZHANG Chengsen2, LIU Ruilin1, XIAO Chengwen2
(1. Geophysics and Oil Institute, Yangtze University, Wuhan 430100,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arim Oilfield Company, PetroChina, Korla 841000, China)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fluid flow non-darcy characteristics in fracture-vug carbonate reservoirs, a new multi-scale conduit flow
model production prediction method for fracture-vug carbonate reservoirs was presented using image segmentation technique of electric
imaging logging data. Firstly, based on Hagen-Poiseuille’s law of incompressible fluid flow and the different cross-sectional areas in
single fractures and vugs in carbonate reservoirs, a multi-scale conduit flow model for fracture-vug carbonate reservoir was established,
and a multi-scale conduit radial fluid flow equation was deduced. Then, conduit flow production index was introduced. The conduit flow
production index was calculated using fracture-vug area extracted from the result of electrical image segmentation. Finally, production
prediction of fracture-vug carbonate reservoir was realized by using electric imaging logging data. The method has been applied to
Ordovician fracture-vug carbonate reservoirs in the Tabei area, and the predicted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oil testing data.

Key words: Tarim Basin; Ordovician; carbonate; fracture-vug carbonate reservoir; electric imaging logging; conduit flow model;
production index; production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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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蚀孔洞）发育 [4]，以达西渗流为基础的产量预测模型

0 引言

对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精度较低。
塔里木盆地奥陶系碳酸盐岩储集层几乎不发育原

国内外研究者应用测井资料进行的产量预测工作

生孔隙，主要靠次生裂缝和溶蚀孔洞提供储渗空间和

可分为两类。第 1 类以达西渗流理论为基础，建立相

[1-3]

。对于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流体的

应的地层模型，推导相应的产量预测公式，然后利用

流动主要受孔隙结构和孔隙尺寸的影响。碳酸盐岩孔

测井资料计算的参数进行产量预测 [5-8]。这种方法以达

隙空间复杂，非均质程度较强的次生孔隙空间（裂缝、

西渗流理论为基础，不适用于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

流体流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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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储集空间为缝洞，流体在缝
洞中的流动不是达西渗流。第 2 类是利用测井资料计
算储集层特征参数，再结合试油资料，建立经验关系
或利用人工智能、模式识别等方法进行产量预测 [9-15]。
这种方法对地区经验依赖较大，由于没有先验的理论
作为基础，需要大量的数据建立模型。
电成像测井是一种测量井壁附近地层电导率图像
的测井方法。由于不同地质体电导率不同，因而电成

图1

像测井资料能以图像的形式反映井壁附近地层中的裂

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模型（a）和井壁裂缝-溶蚀
孔洞分布示意图（b）

缝、溶蚀孔洞、层理等地质现象。在纯的碳酸盐岩缝
洞储集层井段，应用图像分割技术 [16-17] 可从电成像测

下，流体在溶蚀孔、洞中的流速不高，流动近似层流。

井图像上提取缝洞参数表征缝洞储集层的有效性。目

不 可 压 缩 黏 性 流 体 在 细 管 中 的 层 流 问 题 是 Hagen-

前还尚未见到考虑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流体流动特

Poiseuille 流动 [22]。综合考虑，对于不同孔径的溶蚀孔

征，应用电成像测井资料图像分割提取的缝洞参数进

洞、有限长裂缝中流体流向井筒的流动，将其统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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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成不同横截面积的细管中流体流向井筒的流动。

行产量预测的报道。

考虑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流体在裂缝和连通的溶
蚀孔洞中的流动近管流这一特征，本文以描述细管中

描述单个细管中不可压缩牛顿流体流动的 Hagen-

Poiseuille 定律的流量表达式为：

不可压缩流体流动的 Hagen-Poiseuille 定律为基础，推

Q

导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多尺度细管平面径向流流量计
算公式；引入管流模型产量指数的概念，应用电成像
测井资料图像分割结果提取的缝洞面积参数计算管流
模型产量指数，建立一种新的适用于碳酸盐岩缝洞储

的可靠性。

量与细管的压力梯度成正比，与细管的横截面积的平
方成正比，其微分形式为：
A2 dp
8π dL

（2）

1.2 多尺度细管平面径向流流量计算公式推导
流动简化为管流，与颗粒砂岩中流体的流动有重大区
别。在后面的推导中，假定 Hagen-Poiseuille 定律可以

径向流流量计算公式

用来描述流体在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单个溶蚀裂缝或

1.1 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流体流动特征
塔里木盆地奥陶系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主要储渗
空间为溶蚀裂缝和溶蚀孔洞，地层钻开后井筒及井周
地层剖面如图 1a 所示。流体在溶蚀裂缝和尺度大的溶

连通的溶蚀孔洞中的流动，将溶蚀裂缝和连通的溶蚀
孔洞等效成横截面积大小不一的多个细管，建立碳酸
盐岩缝洞储集层多尺度管流模型。
设 Ai 为井壁处第 i 个等效细管的横截面积（见图

版权所有

蚀孔洞中的流动满足黏性不可压缩流体的 Navier-Stokes
方程

Q

将储集层流体在溶蚀裂缝和连通的溶蚀孔洞中的

1 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多尺度细管平面

[18-19]

（1）

由（1）式可知，不可压缩牛顿流体流经细管的流

集层的多尺度管流模型产量预测方法，并应用塔里木
盆地北部地区奥陶系碳酸盐岩储集层资料验证本方法

πpR 4
pA2

8L 8πL

。地层中裂缝宽度较大（如裂缝宽度大于 2

1b），

dpi
为第 i 个等效细管压力梯度。对于碳酸盐岩
dLi

mm）时，流体的流动可近似地等效为穿过井筒无限延

缝洞储集层多尺度管流模型，储集层中流体流量计算

伸、有限长的平板间的恒定层流问题，为近似的形状

公式的微分形式为：

不规则的 Hagen-Poiseuille 流动

[20-21]

。碳酸盐岩地层中

溶蚀孔洞的形成一般要经过长时间的溶蚀，有很长的

Q
i

Ai2 dpi
8π dLi

（3）

溶蚀路径。溶蚀孔洞溶蚀路径的长度相对于溶蚀孔洞

假设实际地层流体从径向深处到井筒的流动为平

的孔径（直径小于 2 mm 的称为孔，直径大于 2 mm 的

面径向流动，压力差仅存在于径向，垂向没有窜流（见

称为洞）要大得多，因此，流体在溶蚀孔洞中的流动

图 2）。平面径向流动关于井眼中心对称，在圆柱坐标

可以近似地等效为细管中的流体流动问题。在采油状态

系中，流体管流流量可表示为：

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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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的黏度成反比，与井筒的泄油面积的平方成正比，
与管流模型产量指数成正比。当储集层供给半径内压
力梯度、地层流体性质及井筒泄油面积一定时，碳酸盐
岩缝洞储集层产量仅取决于管流模型产量指数。

2 电成像测井资料管流模型产量指数
计算
应用电成像图像分割技术能从浅侧向电阻率刻度
后的电成像图像上分割出清晰的井壁裂缝-溶蚀孔洞子
图2

平面径向流模型

图像，提取裂缝、溶蚀孔洞的横截面积等几何参数[16-17]。

石油勘探与开发
2
Ai2 dpi i Ai dp

Q
i 8π dr
8π dr
i

电成像测井资料图像分割与缝洞参数提取是计算管流

（4）

2.1 多目标边缘拾取

将（4）式改写为：

应用针对电成像图像设计的一套多目标边缘拾取

A

Qdr 

2
i

i

（5）

dp

8π

对供给半径积分得：
re

r

模型产量指数的基础。

Qdr 

w

图像中单个裂缝-溶蚀孔洞目标的边缘坐标，计算每一
个裂缝-溶蚀孔洞目标的面积。



Ai2

i

8π

电成像多目标边缘拾取及目标几何参数提取算法
pe

p

dp

（6）

w

即可得到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多尺度细管平面径向流
流量公式：
 Ai
i

8π

流程如图 3 所示，该方法的思路是，首先求取单个目
标的边缘点序列，统计记录目标边缘点序列内的像素
点数，并抹去目标；然后移动至下一个目标，拾取下
一个目标的边缘点序列，统计记录目标边缘点序列内

2

Q  re  rw  

及目标几何参数提取算法求取电成像裂缝-溶蚀孔洞子

 pe  pw 

（7）

的像素点数；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拾取完输入图像内
的所有目标。

对（7）式两边同时乘以井筒泄油面积（ Ah  2πrw h ）
的平方，有：
Ah 2  pe  pw  i Ai

2

Q
 Ai

8π  re  rw  Ah 2

（8）

2

上式中

i

Ah 2

的含义是井壁次生裂缝和连通溶蚀

孔洞横截面积平方和与井壁泄油面积平方之比，它的

版权所有

大小与裂缝-溶蚀孔洞横截面积在井壁所占比例有关，
将此参数定义为管流模型产量指数：
 Ai

2

Ch 

i

Ah 2

100%

（9）

图3

将上式代入（8）式得：
Q

Ah 2  pe  pw 
8π  re  rw 

Ch

（10）

电成像多目标拾取及目标几何参数提取
算法流程图

图 4 为电成像图像分割和多目标拾取试验结果图，
其中图 4c 是拾取的电成像裂缝-溶蚀孔洞子图像中所

由（10）式可见，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产量与供

有目标的边缘，拾取出电成像裂缝-溶蚀孔洞子图像中

 p  pw 
给半径内的压力梯度  e
 的大小成正比，与地层
 re  rw 

每个目标的边缘之后，即可统计记录下每个目标边缘
内的像素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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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电成像图像分割结果计算管流模型产量指数
的具体流程步骤如图 5 所示：①输入一个图像框的电成
像图像分割结果数据；②对输入图像框内的单个极板的
图像分割结果进行多目标边缘拾取处理，记录每个裂缝
或溶蚀孔洞目标的面积；③移动至下一个极板，直至处
理完所有的极板；④根据管流模型产量指数定义式计
算单个图像框的管流模型产量指数；⑤移动至下一个
图像框，直至处理完整个井段，输出管流模型产量指
数数据。管流模型产量指数随深度的变化如图 4d 所示。

石油勘探与开发
图4

电成像图像分割、多目标拾取及管流模型产量
指数计算结果图

2.2 管流模型产量指数计算
电成像多目标拾取算法能够拾取记录电成像裂缝溶蚀孔洞子图像中单个裂缝或溶蚀孔洞目标边缘内的
像素点数，即单个裂缝或溶蚀孔洞目标的面积（Ai）。
应用电成像测井资料在逐点计算管流模型产量指
数时，以一个图像框为基本单元进行计算，如图 4 所

图5

管流模型产量指数计算流程

示。图像框纵向上的长度就是逐点计算管流模型产量
指数的采样间隔。电成像测井的极板不能完全覆盖井
壁，单个图像框内的像素点仅覆盖部分井壁。设电成
像测井资料的井眼覆盖率为 β，图像框的面积（像素点
数 ） 为 Fz ， 则 图 像 框 面 积 对 应 的 实 际 井 壁 面 积 为
Az 

Fz



将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管流模型产量预测方法应
层，计算管流模型产量指数，结合试油产量数据建立

2

 Fz 
2
    pe  pw   Ai2
Fz 2  pe  pw  i Ai


i

Qz 
（11）
8π  re  rw   Fz  2 8π  re  rw  Fz 2
 
 
对应的成像测井图像框内的管流模型产量指数

该地区奥陶系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多尺度管流模型产
量预测模型。将得到的产量预测模型应用于实际资料，
对比预测产量与实际试油产量，验证电成像多尺度管
流模型产量预测方法的可靠性。
3.1 预测模型

版权所有

对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奥陶系碳酸盐岩电成像测

 Ai

2

Cz 

i

Az

2

100%

（12）

Qz 

 pe  pw 
Cz
8π  re  rw 

Fz

井资料进行图像分割处理，计算管流模型产量指数，剔
除硅质团块发育段、含泥层段、泥质纹层、缝合线
等非储集层段，统计 8 口井 9 个试油层段 12 个溶蚀

将（12）式代入（11）式得：
2

（13）

Qz 是一个图像框深度间隔内的流量，对于每一个
图像框计算得到逐点的管流模型产量指数 Cz，由于已
考虑了不同仪器井眼覆盖率的影响，Cz 对于不同的井
含义是相同的。

产量预测
用于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奥陶系碳酸盐岩缝洞储集

。在此情况下，（8）式变为：

变为：

3 塔北地区奥陶系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

孔洞型、裂缝型及裂缝-溶蚀孔洞型储集层的管流模型
产量指数，结合试油产量数据建立塔北地区奥陶系碳
酸盐岩缝洞储集层多尺度管流模型产量预测模型。
令B

Fz 2  pe  pw 

8π  re  rw 

，则（13）式变为：

Qz  BCz

（14）

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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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井的整个储集层段内，由于流体黏度、径向
压力梯度不变，图像框内的像素点数 Fz 不变，系数 B
为常数。储集层段的总流量 Q 为对所有储集层厚度
求和：
Q   Qz   BCz
z

（15）

z

储集层的采油强度为：
Q  86 400

上式中， Cz 

 Cz
z

H
量指数的平均值。

 Cz
Q
 86 400 B z
 kCz
H
H

（16）

是储集层段厚度内逐点管流模型产

图6

储集层管流模型产量指数平均值与 10 mm 油嘴工作
制度下的采油强度关系图

石油勘探与开发
实际上，对于同一缝洞系统的不同井，其供给半

流产量预测模型进行产量预测。

径内的压力梯度亦为一常数。只要供给半径内的流体

性质一致，则不同井之间的 k 值也应是一个常数，这

对比表 1 中的预测日产油量和试油日产量数据可

以看出，除 S7E 井和 TK4CZ 井误差较大外，其余井的

是笔者应用部分实际试油井数据标定 k 值后进行产量

预测日产油量和试油日产油量都很接近。预测日产油

预测的依据。

量和试油日产油量对比关系如图 7 所示，可见除 S7E

根据（16）式中采油强度与储集层段内管流模型

井和 TK4CZ 井数据点以外，其余数据点均在对角线上

产量指数平均值之间的关系，同时为保证不同井不同

或对角线两侧分布，且分布均匀。表 1 和图 7 中的数

储集层段试油产量数据的一致性，把试油折日产油量

据说明，对于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奥陶系碳酸盐岩地

转换为 10 mm 油嘴工作制度下的折日产油量，然后除

层溶蚀孔洞型、裂缝型及裂缝-溶蚀孔洞型储集层，电

以有效储集层厚度，得到采油强度。

成像多尺度管流模型产量预测方法是可靠的，其产量

储集层段平均管流模型产量指数与 10 mm 油嘴工

预测结果是合理的，与实际情况吻合。

作制度下的采油强度关系如图 6 所示。由图 6 可见， 10
mm 油嘴工作制度下的采油强度与根据电成像测井资

表1

塔北地区奥陶系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产量预测结果

料计算的管流模型产量指数有很好的线性正相关性，与
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多尺度细管平面径向流流量公式
一 致 。 这 表 明 前 述 假 设 是 成 立 的 ， 能 够 用 Hagen-

井号

储集层段/m

5 715.0～5 722.0

Poiseuille 定律来描述流体在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裂缝

T7AE 5 730.0～5 732.0

和连通的溶蚀孔洞中的流动，可以将次生裂缝和连通

5 737.0～5 743.0

的溶蚀孔洞等效成横截面积大小不一的多个细管。
根据图 6 中的数据，按照（16）式和误差平方和
最小准则建立塔北地区奥陶系碳酸盐岩溶蚀孔洞型、

Q  27 350Cz

3.2 模型验证及实例

5 710.0～
5 790.0

5 692.0～
S9B 5 692.3～5 697.4
5 704.0
5 570.67～
T2AY 5 594.0～5 612.0
5 660.0

储集层段
预测 试油
管流模型
日产量/ 日产量/
产量指数
m3
m3
平均值/%

（17）

对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另外 8 口井逐点计算管流

5 478.5～
TK4CZ 5 477.0～5 501.5
5 504.0
5 502.7～5 507.7

5 837.0～5 839.8 5 826.0～
T9AB
5 847.0～5 850.4 5 875.0
5 561.0 m
T2AX 5 577.0～5 590.5
以深井段

溶蚀孔洞型

41.001

0.026

11.469 96.00 溶蚀孔洞型

0.029

38.216

0.026

21.550 20.00 裂缝-孔洞型

0.077

226.232 228.00 裂缝-孔洞型

0.028

5 463.0～5 466.2

储集层
类型

0.027

版权所有

裂缝型及裂缝-溶蚀孔洞型储集层多尺度管流模型产量
预测模型：

试油
层段/m

0.036

溶蚀孔洞型

19.724

195.072 264.10 裂缝-孔洞型

0.010

10.557

0.083

38.311

0.035

19.494

0.057

溶蚀孔洞型

溶蚀孔洞型
溶蚀孔洞型
65.00

溶蚀孔洞型

126.895 140.00 裂缝-孔洞型

6 053.5～6 056.8

0.024

10.948

溶蚀孔洞型

模型产量指数，扣除硅质团块发育段、含泥层段、泥

6 058.3～6 062.0

0.024

12.199

溶蚀孔洞型

质纹层、缝合线等非储集层段，划分出试油井段内的

TK8FE 6 066.1～6 071.5

0.043

32.056 70.12 溶蚀孔洞型

有效储集层段，统计有效储集层段的平均管流模型产

6 072.4～6 073.6

0.009

1.431

溶蚀孔洞型

6 079.4～6 085.0

0.022

16.985

溶蚀孔洞型

量指数，应用前面建立的塔北地区奥陶系碳酸盐岩溶
蚀孔洞型、裂缝型及裂缝-溶蚀孔洞型储集层多尺度管

S7E 5 476.0～5 495.7

6 013.08～
6 080.0

5 484.0～
5 496.0

0.039

126.660 204.00

溶蚀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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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为 T2AX 井管流模型产量指数计算实例，对
该井 5 561.35 m 以深井段进行试油，6 mm 油嘴工作制
度下日产油 140～145 m3。综合常规测井资料和成像测
井资料及管流模型产量指数曲线划分有效储集层段，在
试油井段内，5 577.0～5 590.5 m 井段为有效储集层段，
5 570.0～5 577.0 m 井段和 5 605.0～5 624.0 m 井段为
硅质团块发育段。在塔里木盆地奥陶系硅质团块发育的
碳酸盐岩地层少见油气赋存 [23]，在产量预测过程中需
要扣除这一部分井段。统计的 5 577.0～5 590.5 m 井段
平均管流模型产量指数为 0.057%。由（17）式计算该
有效储集层段在 6 mm 油嘴工作制度下的日产油量为

石油勘探与开发

126.895 m3，与实际酸压试油的日产油量较为接近。

图7

塔北地区奥陶系缝洞碳酸盐岩储集层预测日产油量
与试油日产油量关系图

版权所有
GR—自然伽马；dh—井径；RLLD—深侧向电阻率；RLLS—浅侧向电阻率； —密度； CNL—中子孔隙度；t—声波时差

图8

T2AX 井管流模型产量指数计算结果图

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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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E 井的预测结果与试油结果差别较大主要是受

度细管平面径向流流量计算公式。引入管流模型产量

储集层类型的影响，S7E 井 5 476.0～5 495.7 m 发育溶

指数的概念，应用根据电成像测井资料图像分割结果

蚀洞穴，应用溶蚀孔洞型、裂缝型及裂缝-溶蚀孔洞型

提取的缝洞面积参数计算管流模型产量指数，实现了

储集层多尺度管流模型产量预测模型对其进行产量预

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电成像测井资料产量预测。应用

测必然会出现较大误差。

上述产量预测方法建立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奥陶系碳
酸盐岩缝洞储集层产量预测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试

4 讨论

油资料吻合较好。本文方法有一定使用条件：①地层

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电成像多尺度管流模型产量

为岩性较纯的碳酸盐岩地层，主要储渗空间为溶蚀缝

预测方法以电成像测井资料图像分割的裂缝-溶蚀孔洞

洞；②水基钻井液钻井，井壁附近缝洞处的导电性较

子图像作为缝洞储集层产量预测依据，因此，电成像

基块岩石好；③储集层段没有泥质纹层、泥质充填缝

测井资料图像分割结果的准确性决定了产量预测的准

洞以及硅质团块这些类似储集层的干扰。

石油勘探与开发

确性。电成像测井资料图像分割的基础是溶蚀缝洞处
的导电性与基块岩石的导电性存在差别。在水基钻井
液条件下，由于钻井液的侵入，溶蚀缝洞处的导电性
比岩石基块的导电性好，这为电成像测井资料图像分
割奠定了基础。

符号注释：
A——细管的横截面积，m2；Ah——井筒泄油面积，m2；
Ai——井壁处第 i 个等效细管的横截面积，m2；Az——图像框

面积对应的实际井壁面积，m2；B——常数，m3/s；Ch——管

流模型产量指数，%；C z ——成像测井图像框内的管流模型

塔里木盆地奥陶系碳酸盐岩地层中尚存在一些在

产量指数，%；Cz ——储集层段内管流模型产量指数平均值，

电成像测井资料上有类似储集层响应的地质现象，如

%；Fz——图像框的面积，m2；h——储集层厚度，m；H——

泥质纹层、硅质团块、泥质充填裂缝及泥质充填洞穴

有效储集层段厚度，m；i——等效细管序号；k——常数，m3/

等，在电成像测井资料上不易区分，这些地质现象要

（d·m）； L——细管长度，m； Li——井壁处第 i 个等效细

结合其他测井资料加以仔细区分，以排除这些地质现

管的长度，m；L——细管长度的变化量，m； n ——边缘点

象对电成像图像分割的干扰。

数，无因次； p——压力，MPa； p e ——地层供给边界压力，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出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电成

MPa； pi——井壁处第 i 个等效细管的压力，MPa； pw——井

像测井资料产量预测方法在碳酸盐岩缝洞储集层中的

底压力，MPa；Q——流量，m3/s；p——沿细管方向压力的

应用条件：①地层为岩性较纯的碳酸盐岩地层，主要储
渗空间为溶蚀缝洞；②水基钻井液钻井，井壁附近缝洞
处的导电性较基块岩石好；③储集层段没有泥质纹层、
泥质充填缝洞以及硅质团块这些类似储集层的干扰。
对其他岩性的裂缝型地层，若流体在裂缝中的流

变化量，MPa； Qz——1 个图像框深度间隔内的流量，m3/s；

Q ——采油强度，m3/（d·m）； r——径向距离，m； re——
地层供给半径，m；ri——第 i 个等效细管到井眼中心的径向
距离，m； r w —— 井眼半径，m； R —— 细 管 的 半 径 ， m；

β ——电成像测井资料的井眼覆盖率，%； η ——流体黏度，
106 Pa·s。下标： z ——图像框区域序号。

动对产量的贡献比流体在岩石基块中的渗流对产量的
贡献大得多，且岩石中没有其他矿物的附加导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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