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提名公示内容 

项目名称 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叠前地震直接反演技术及基础软件工业化 

提名者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提名意见 

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叠前地震反演描述和油气识别是业内研究的前沿和世界级难题。该

项目针对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叠前地震预测存在的岩石物理机制不清、反演精度不够、油气

识别可靠性低等难题，持续攻关近 20 年，在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多尺度迭代岩石物理建模、

特征参数叠前地震直接反演、固液解耦叠前地震识别三项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攻克了制

约多类型复杂油气藏叠前地震描述和油气识别的技术瓶颈，研制了 23 套特有基础软件，

为发展油气勘探软件领域的“中国芯”做出了突出贡献，整体技术成功应用于渤海湾、松

辽、四川、鄂尔多斯、准噶尔、塔里木、柴达木、南海、东海、东非、南美、大洋洲等盆

地，近三年新增利润达 97.07 亿元。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8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3

项；核心软件登记软件著作权 15 项；出版专著 6 部；发表期刊论文 310 篇，其中 SCI 收

录 104 篇，EI 收录 101 篇；国际会议论文 205 篇；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300 多名，为我

国油气地球物理勘探的高等教育、工业建设及人才培养做出卓越贡献。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项目简介 

该项目属于油气地球物理领域。我国多地块、多期构造运动、多盆地类型的特点决定

了油气藏类型的复杂性，特别是近年来勘探开发向深层、深水、非常规等领域的推进，油

气藏类型更为复杂，其描述和油气识别成为研究的前沿和世界级难题。以均匀介质理论为

基础的叠前地震反演及商业软件推进了储层描述技术的进步，但无法满足多类型复杂储层

描述和油气识别的需求。难点在于：微观组构复杂，现有岩石物理模型难以反映复杂储层

地震响应特征；均匀介质为基础的三参数反演间接计算方法，难以描述多类型复杂储层的

非均质特征；岩石骨架、孔隙及油气水的地震响应混叠，难以有效识别油气。自 2000 年 

以来，项目组在 973、863 和重大专项等百余项课题资助下持续攻关，在多类型复杂油气

藏多尺度迭代岩石物理建模、特征参数叠前地震直接反演、固液解耦叠前地震油气识别三

项核心技术上取得原创性突破，研制了 23 套特有基础软件，已在国内外推广 806 套，

成功应用于国内外 69 个区块的勘探开发，支撑了储量的发现和采收率的提高。 

1、揭示了矿物组分、孔隙结构、油气分布等微观因素与宏观地震响应的物理机制，

创建了多类型油气藏岩心、测井、地震多尺度迭代岩石物理建模技术。开展了 10 万多次

试验，创建了多类型复杂储层油气微观主控因素定量分析技术，揭示了微观孔隙结构及流

体地震响应特征，建立了致密砂岩、缝洞型碳酸盐岩、火成岩等 16 种岩石物理模型，覆

盖了国内主要含油气盆地以及中海油海外区块，奠定了多类型复杂油气藏描述与油气识别

的理论基础，研制了 1 套软件系统。 

2、建立了 18 组多类型复杂储层特征参数直接表征的地震反射特征方程，创建了叠前

地震直接反演技术体系。构建了多类型复杂储层 25 个敏感特征参数，建立了表征介质弹



性、粘滞性、各向异性及物性、脆性等储层性质的 18 组地震反射特征方程，创建了多级

扰动叠加的叠前地震直接反演技术体系，研制了 18 套基础软件，编制了 2 个企业规范标

准，实现了多类型复杂储层非均质特征的叠前地震直接描述。 

3、建立了固液解耦地震油气识别理论， 首创了岩石骨架、孔隙及油气水解耦的叠前

地震识别技术。通过实验建立了油气等效模量与储层岩性、孔隙之间的量化模型，提出了

岩石骨架、孔隙及油气水多相态模量替换方法，创建了不同相态等效岩石模量及地震响应

解耦模式，实现了油气识别由多相混叠到固液解耦的跨越。固液解耦叠前地震识别技术形

成 4 套基础软件，实践表明，油气识别符合率平均达到：中深层砂岩 86%、致密砂岩 83%、

深层碳酸盐岩 80%，使我国叠前地震油气识别技术处于国际前沿地位。 

该项目成功应用于渤海湾、松辽、四川、鄂尔多斯、准噶尔、塔里木、柴达木、南海、

东海、东非、南美、大洋洲等盆地及地区，面积达 147174km
2
 ，近三年新增利润达 97.07 

亿元。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8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3 项；登记软件著作权 15 项；

出版专著 6 部；发表期刊论文 310 篇；SEG 和 EAGE 国际会议论文 205 篇，培养博士、

硕士研究生 300 余人。 

客观评价 

1）专家鉴定评价 

由院士等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项目研究成果创新性强，复杂储层地震

岩石物理建模及岩石模量多级反演预测技术、油气敏感参数叠前地震直接反演技术、岩石

物理驱动下固液解耦油气直接识别技术等三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同行评价 

该项目科研成果累计发表期刊论文 310 篇，其中，被 SCI 收录 104 篇、EI 收录 101 篇，

累计发表 SEG/ EAGE 等国际会议 205 篇，研究成果得到行业领域广泛关注并被多次引用，

项目第一完成人发表论文累计被引达 4403次，H指数 33。 

①代表性研究成果得到行业领域高度评价，专业顶级期刊：《Geophysics》、

《Geophysical Prospecting》、《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高影响因子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Surveys in Geophysics》；及行业著名

期刊《Pure and Applied Geophysics》、《Journal of Applied Geophysics》、《Journal of Natural 

Ga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Geofluids》、《Journal of Geophysics and Engineering》、

《地球物理学报》等 10 余种行业主流期刊正面引用，代表性评价包括：1）构建了岩石物

理指导下的优质储层评价因子、双相介质流体因子、频变烃检因子、固液解耦流体因子，

避免了流体因子累积计算的误差；2）解决了叠前地震直接反演存在的初始模型构建难、

多解性强、稳定性差等问题，提高了弹性参数预测的可靠性。  

②2015年 1月发表在《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的《岩石物理驱动下地震流体识别研究》

一文，截至 2018 年 10 月 1 日，仍被《中国科学》列为最新进展论文，被《中国科学•地

球科学》列为主编推荐和阅读量最多论文，获评 2017 年度《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热

点论文”，为油气勘探领域唯一入选论文。 



③发表在《地球物理学报》的《基于基追踪弹性阻抗反演的深部储层流体识别方法》

一文，由院士等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一致认为，对深部地震勘探资料反演和深部储层流

体识别意义重大，获评 2016 年度中国石油科学十佳论文奖，为油气勘探地球物理领域唯

一入选论文。 

④推导出用杨氏模量和泊松比等地层可压裂性敏感参数表示的地震反射系数和弹性

阻抗方程，被业内称为 YPD 方程，提出了杨氏模量和泊松比叠前地震 AVA 同步和弹性阻

抗直接反演方法，降低了常规方法间接计算及密度参数反演欠合理带来的累积误差，为非

常规油气储层可压裂性直接反演评价提供了技术支撑。 

⑤支撑该项目的《白云凹陷北坡陆架坡折带储层描述与流体检测技术研究》技术服务

课题，解决了我国南海东部存在的强地震反射背景下优质储层预测及复杂储层油气检测等

难题，形成了一套复杂油气储层边界识别、岩石物理驱动下叠前地震反演与流体识别的技

术体系，成功指导了深水油气井位部署，获评 2017 年度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总公司“优秀

外协研究团队”，为物探领域唯一入选团队，全国仅两团队入选（另一入选团队为地质团

队）。 

3）验收意见 

由姚振兴、陈运泰、贾承造、金之钧、李阳、高锐、邹才能等院士专家针对国家 973

课题验收形成代表性意见：①建立了针对深部致密储层特征的地震岩石物理模型，在多元

信息约束下创建了复杂储层地震岩石模量预测技术；②提出了基于岩石物理的面向深部储

层流体因子叠前地震反演理论方法与技术，现场应用效果明显，为深层油气藏的地球物理

探测提供基础理论与技术支持。“973 项目”六课题中排名第一（95 分），被国家“973

项目”列为“亮点”成果。 

由国家科技部“非均质油气藏地球物理探测的基础研究”专家组和国家重大专项委员

会“缝洞储集体识别与描述技术研究”等专家组评审，形成的代表性意见有：①提出了岩

石弹性参数和流体因子的直接反演理论和方法，建立了基于互均化思想的叠前地震属性提

取方法和技术；②形成了适合于缝洞储层的弹性参数和流体因子的地震直接反演技术，有

效指导了复杂非均质储层预测及油气识别。 

4）查新评价 

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 SH02 的查新表明，除本委托课题项目组成员发表的文献外，

国内外未见其他与该查新项目的技术特点相符的中外文文献报道，表明课题组相关研究成

果在科学研究中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5）科技奖励 

经过近 20 年联合攻关，该项目形成的复杂储层油气识别叠前地震反演技术体系，系

统地查明了复杂油气储层叠前地震识别中的科学瓶颈难题及技术关键，累计获得省部级科

技进步一等奖 8项，具体如下： 

 岩石物理驱动下叠前地震反演与油气识别，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2018,印兴耀



（1/15） 

 基于叠前地震反演的储层含油气性预测，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已公示），2018，印兴耀（1/15） 

 复杂油气储集体地震反演方法及应用研究，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2007，印兴耀

（1/12） 

 济阳坳陷古近系湖相成烃成藏理论及其应用，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12，印兴耀（2/27） 

 天然气地震预测技术研究与应用，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6，高建虎（1/15） 

 复杂油气藏地球物理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4，高建虎（2/13） 

 地层超剥带圈闭精细描述技术与目标评价，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2016，王兴谋

（2/15） 

 高精度地震处理解释技术与油气勘探，国家能源局科技进步一等奖，2011，王兴谋（10/15） 

应用情况 

依托累计 100 余项科研攻关及技术服务课题，项目成果成功应用于国内主要含油气盆

地及中海油 80%以上海外区块，在东部老区、西部深层、海洋深水、海外复杂、非常规油

气等复杂油气田勘探推广应用中效果显著。 

① 东部老区 

以中石化胜利油田为代表，项目整体成果已在埕岛、永安、永新、垦东北、丰深、陈

家庄、胜坨、胜北、大王庄、董集、桩海、商河、利津等 15个油区开展工业化推广应用，

累计处理面积达 136972km2。针对滩坝砂、浊积砂、河道砂、砂砾岩等复杂储层“砂泥岩

模糊”、“不整合强反射隐蔽型储层”、“致密砂砾岩气藏信号弱”、“油气储层地震预

测多解性强”等难题，查明了东部老区岩石物理模型及横波速度预测模式、复杂岩性指示

因子、油气敏感因子，降低了常规资料在薄互储层、油气水识别中存在的“虚假亮点”干

扰。成功部署了大 312、大斜 313、坨 174-斜 8、坨 149-1、坨 149-斜 2、坨 149-斜 8、埕

北斜 822、826等井位。相比常规技术，横波速度预测精度平均提高了 14.9%，叠前反演精

度平均提高了 13.7%，复杂储层油气预测符合率平均提高了 15.81%。 

② 西部深层 

依托国家 973、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国石油重大科技攻关等课题，项目整体成果在

中国西部支撑了四川盆地川中磨溪-龙女寺地区、川西北双鱼石地区、川东奉节南地区、柴

达木盆地、阿尔金山前带地区、鄂尔多斯盆地苏里格陕 186 井区、塔里木盆地塔中地区塔

中 82、中古 51 井区、南充-合川地区、通南巴、元坝等 15 个油气区的勘探发现和规模储

量落实。横波速度预测精度平均提高了 14.8%，叠前物性及流体因子直接反演预测精度平

均提高了 14%，油气预测吻合度平均提高了 14.7%。 

③ 海外复杂油气田 

项目整体成果在中海油海外刚果 A、尼日利亚 OML130、赤道几内亚 S、阿尔及利亚

HBR、乌干达 EA1、乌干达 EA2、加蓬 BC9、加蓬 BCD10、巴西 Libra、澳大利亚 W406/P、

缅甸 M10 等 11 个油区进行了工业应用，累计处理面积达 15790 km
2，成功指导了 13 个油

气田的发现，油气勘探成功率提高了 12.5%。相比常规油气地震勘探来说，测井资料横波

速度预测精度提高了 15.6%，叠前直接反演精度相比间接反演方法提高 12.8%，复杂储层



油气预测符合率提高 15.1%。 

④ 中国近海（南海深水、东海、渤海）及非常规油气 

针对南海深水油气区存在的“差气层、低饱和度气层识别难”、“油气识别多解性强”

等关键难题，项目整体成果成功指导了深水油气井的勘探部署，获评 2017 年度中国海洋

石油集团总公司“优秀外协研究团队”；针对东海油气识别中存在的“微观组构复杂、油

气主控因素不明”的难题，形成一套针对性强的东海低渗气藏地震预测技术；针对渤海油

气识别存在的“薄互储层区分难”等难题，形成了叠前高分辨率直接反演技术；针对非常

规页岩和致密油气储层非均匀强、裂缝发育、孔低低渗等特征，以“焦石坝南页岩气地震

预测”为例，创新了焦石坝南页岩气“地质-工程甜点”地震岩石物理模型，提出了焦石坝

南页岩储层“甜点”、总有机质含量、脆性、可改造性及地应力参数的叠前地震预测模式，

焦石坝南页岩“地质甜点”的预测吻合率高达 83%。 

⑤ 软件集成应用 

项目团队始终坚持自主创新驱动战略，把打造中国特色专有技术作为首要任务，自主

研发的复杂储层地震岩石物理建模、叠前地震直接反演及油气识别等 12 项特色模块在中

石油 GeoEast、中石化 NEWS 等国内主流商业软件平台集成转化并进行了工业化推广应用。 

该项目整体技术有效指导了我国国内及海外复杂储层油气地震勘探。代表性应用单位

情况表如下： 

序

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对象及规模 

应用起止时

间 
单位联系人/电话 

1 
中石化胜利油

田分公司 

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 

埕岛等 15 个油区，累计

处理面积达 136972km
2
，

成功部署 11 口高产井。 

2003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 

苗永康 

/18605465272 

2 

中海油研究总

院有限责任公

司 

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 

刚果等 11 个油区，累计

处理面积 15790km
2
，指

导 13 个油气田发现。 

200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 

张世鑫 

/18701329866 

3 

中石油西北地

质研究所有限

公司 

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 

支撑了四川盆地、柴达

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

塔里木盆地等 7 个油区

勘探发现和储量落实。 

2009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 

桂金咏 

/18119304506 

4 
中石油东方地

球物理公司 

岩石物理驱动下

叠前地震反演与

油气识别 

在 GeoEast 软件系统集

成，在大庆、长庆等中

石油所有油田推广。 

2008 年 10

月-2017 年 9

月 

张红英 

/13932241703 

5 
中石化石油物

探技术研究院 

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 

核心模块均在在中石化

NEWS 软件系统集成转

化，在多家油田推广。 

2005 年 10

月-2018 年 9

月 

刘定进 

/13805179157 

6 
中石油塔里木

油田分公司 

岩石物理驱动下

叠前地震反演与

油气识别 

塔里木油田塔中地区多

个区块推广应用，获得

钻后有效证实。 

2008 年 1 月

-2017年9月 

刘依谋 

/13999622326 

7 
中石油辽河油

田分公司 

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 

欢喜岭地区三维叠前预

测，处理面积 266km
2
，

获得钻后有效证实。 

2009 年 11

月-2010 年 9

月 

张巨星 

/13909873427 

8 
中石油新疆油

田分公司 

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 

克拉美丽美 6 井区火山

岩，处理面积 150km
2
，

岩石物理精度大于 90%。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6

月 

毛海波 

/13319895850 



9 
中海油天津分

公司 

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 

渤中 1/2 区叠前反演与

储层预测,面积 472km
2
，

预测符合率大于 80%。 

2012 年 5 月

-2013 年 10

月 

周东红 

/13512099052 

10 
中海油深圳分

公司 

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 

白云凹陷北坡陆架坡折

带深水油气预测，处理

面积 300km
2
，预测目标

获得钻后有效证实。 

2014 年 9 月

-2015年9月 

刘杰 

/15013219707 

11 
中海油上海分

公司 

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 

东海低渗气藏储层甜点

预测，处理面积 150km
2
，

岩石物理精度大于 90%。 

2014 年 11

月 -2015 年

12 月 

阮建新 

/13585679166 

12 

中海油研究总

院有限责任公

司 

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 

致密砂岩气地震预测技

术，处理面积 240km
2
，

预测符合率 85%以上。 

2016 年 8 月

-2017 年 10

月 

张世鑫 

/18701329866 

13 
中石化勘探分

公司 

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 

焦石坝南页岩气甜点叠

前直接反演预测，预测

符合率 83%以上。 

2015 年 11

月-2017 年 6

月 

刘晓晶 

/18782263023 

14 
中石化华东分

公司 

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 

彭水区块页岩储层含气

性预测，预测符合率 85%

以上。 

2013 年 1 月

-2015年6月 

孟庆利 

/13451907907 

15 
中石化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院 

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 

鄂尔多斯大牛地流体预

测，处理面积 500km
2
，

岩石物理精度大于 92%。 

2011 年 10

月 -2012 年

10 月 

刘俊州 

/13520365507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第一完成单位 

单位名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对本项目的贡献：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作为第一完成单位，持续开展了理论与方法技术攻关，指导

了项目研究成果在石油行业内的推广与应用工作，为本项目做出以下贡献：1、提出了

基于地震岩石物理建模的储层含油气敏感参数表征技术，创新了不同类型复杂含油气储

层的地震岩石物理模型、宏观岩石弹性模量精细估算及油气敏感性定量评价体系。创新

了变孔隙纵横比碎屑岩、致密砂岩、碳酸盐岩、火成岩及非常规页岩储层岩石物理建模

及岩石弹性模量反演技术。首次提出了叠前地震、测井数据（纵波速度、泥质、孔隙度

及密度）协同约束反演的高精度横波估算技术。2、提出了储层含油气敏感参数叠前地

震直接反演技术，提出了拉梅参数*密度、纵横波模量、杨氏模量、泊松比、孔隙流体

因子、各向异性参数等叠前地震直接反演技术。3、推导了等效流体模量油气敏感性参

数定量表征的地震反射特征方程，首次提出了基于岩石物理和叠前地震反演的储层含油

气性识别技术，油气识别的吻合率提高了 15%。4、集成创新了多套特色叠前地震反演

与油气勘探软件模块，核心技术已集成到中石油东方 GeoEast、中石化 NEWS 等大型商

业软件平台，在石油行业内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对复杂储层油气识别叠前地震反演技术及应用的创新性研究及其技术体系

的形成做出了主要贡献。 

第二完成单位 

单位名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 

对本项目的贡献：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作为项目第二完成单位，为本项目做出

以下贡献： 1、参与并应用了复杂储层油气识别叠前地震反演技术，实现了胜利油田

20 多个地区油气分布综合预测，形成了有目标工区针对性的地球物理综合判别油气分

布的技术体系； 2、根据胜利油田探区地震地质条件，利用流体替换研究储层流体与岩

石物理参数特征，对碎屑岩储层进行了关键技术研究； 3、进行了面向目标的叠前地震

反演及流体识别方法应用研究； 4、参与复杂储层油气识别叠前地震反演技术的研制，

并根据实际资料处理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反馈和跟踪改进； 5、负责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技术的推广与实施，在胜利油田开展油气预测应用以来，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效益，并在中石化相关油田企业内进行了有效的推广应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对复杂储层油气识别叠前地震反演技术及其在油田企业的工业化

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完成单位 

单位名称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 

对本项目的贡献：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项目第三完成单位，为本项目做出以下贡献： 1、

参与复杂储层油气识别叠前地震反演技术的研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叠前地震反演算

法进行了优化改进，并结合实际资料特征形成了针对性的资料处理及反演技术； 2、参

与岩石物理驱动下固液解耦油气直接识别技术，实现了油气、孔隙及骨架的解耦预测，

建立了有针对性的储层预测与油气检测技术体系； 3、针对复杂碎屑岩储层预测问题，

研究了稀疏正则化的岩石物理弹性参数提取方法技术，优选了有效的储层预测与流体识

别地球物理方法。 4、全面负责复杂储层油气识别叠前地震反演技术在中海油 MIAS 等

大型商业软件平台中的集成与推广应用工作； 5、负责复杂储层油气识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的推广与实施，在中海油海外澳大利亚、刚果、赤道几内亚、缅甸、阿尔及利亚、

乌干达、加蓬、尼日利亚、巴西等 10 多个区块开展了复杂储层油气识别叠前地震反演

技术的工业化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研究成果已经系统集成到了中海油

MIAS 大型商业化软件中，并在中海油相关油田企业内进行了有效的推广应用。中海油

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对复杂储层油气识别叠前地震反演技术及其在油田企业的工业

化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完成单位 

单位名称 中国石油集团西北地质研究所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的贡献： 

中国石油集团西北地质研究所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第四完成单位，为本项目做出以下



贡献： 1、参与研究“西部中深层储层含油气叠前反演预测技术体系”，针对典型的西

部中深层油气藏，针对性提出如何解决深部储层预测和流体识别问题的技术与方法。 2、

参与创新了西部中深层储层地震岩石物理建模及岩石模量反演技术，将流体因子叠前地

震反演理论与方法应用于西部中深层等储层预测中。 3、将复杂储层油气识别叠前地震

反演技术较好的应用于西部中深层油田油气储层地球物理预测中，基于该技术部署的井

位在储层和含油气性预测方面有较高的成功率，为利用地球物理资料解决油气田勘探开

发问题提供技术支持。 4、研制了致密储层敏感参数同步反演软件系统及叠前地震资料

角道集优选软件等系统，负责复杂储层油气识别叠前地震反演技术及应用的推广与实

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中国石油集团西北地质研究所有限公司对复杂储层油气识

别叠前地震反演技术及其在油田企业的工业化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1完成

人 

姓名 印兴耀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教授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主持复杂储层油气识别叠前地震反演技术，负责项目技术路线、关键技术研究方案的制

定和实施，对创新点 1、2、3 具有重要贡献，具体表现在：1）形成并主持了基于地震岩石

物理建模的储层含油气敏感参数表征技术，创新了不同类型复杂含油气储层的地震岩石物理

模型、宏观岩石弹性模量精细估算及油气敏感性定量评价体系；2）形成并主持了储层含油

气敏感参数叠前地震直接反演技术；3）形成并主持了基于岩石物理和叠前地震反演的油气

检测技术。2.授权发明专利 20 项、发表论文 287 篇（其中 SCI/EI 147 篇）、出版专著 3

部。 

第 2完成

人 

姓名 吴国忱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教授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对创新点 1、2、3 具有重要贡献，具体表现在：1）地震岩石物理建模中考虑了各向异性

并推导出各向异性参数定量表征的地震反射特征方程，形成相应的叠前地震反演方法技术；

2）创新性的把基础地震数据看作背景，把监测数据看作扰动后数据，创新了非均质储层模

型参数化和正演算子构建方式，提出了基于扰动理论的裂缝参数反演方法；3）创新了流体

识别方法，克服了非均匀复杂储层物性因素导致的流体识别假象，并进行了软件模块编写； 

2. 授权发明专利 17项，发表论文 85篇（其中 SCI/EI 46篇），出版专著 1部。 

第 3完成

人 

姓名 宗兆云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副教授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对创新点 1,2,3 具有重要贡献，具体表现在：1）创新了基于叠前地震反演的岩石物理模

量校正方法；2）推导了利用不同弹性参数表示的地震反射特征方程，形成了拉梅参数*密度、

纵横波模量、杨氏模量、泊松比等参数的叠前地震直接反演技术，增加了反演结果精度避免

了累计误差。3）发展了流体因子的直接反演方法及其在非均质油藏中的应用，创新了固液

解耦流体识别方法。 2.授权发明专利 15项， 发表论文 99篇（其中 SCI/EI 45篇）。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第 4完成

人 

姓名 王兴谋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胜利油田分公司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胜利油田分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对创新点 2、3具有重要贡献，具体表现在：1）在研究过程中，针对新近系油藏地震识别

的岩石物理基础、识别技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提出了创造性的反演思路和解决复杂储层及

流体预测问题的具体方法。2）研究了复杂储层高精度流体检测的可行性与不确定性，参与

形成了一套基于双相介质孔隙弹性理论的叠前地震直接反演和等效流体模量油气识别技术

体系。3）参与解决了相关技术研究、综合应用和推广过程中的重要技术问题。2. 授权发明

专利 13项，发表论文 7篇（其中 SCI/EI 2 篇），出版专著 1部。 

第 5完成

人 

姓名 高建虎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集团西北地质研

究所有限公司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集团西北地质研

究所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对创新点 1、2、3 具有重要贡献，具体表现在： 1）建立了一种非均质储层的非等效体

建模方法；2）针对相约束反演问题，提出了岩相约束储层物性参数反演方法。3）将复杂非

均匀介质流体因子叠前地震反演理论与方法应用于西部复杂油气储层并进行了技术推广应

用。2. 授权发明专利 5项，发表论文 16篇（其中 SCI/EI 6篇），出版专著 2部。 

第 6完成

人 

姓名 杜向东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地球物理总师/教授级高工 

完成单位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

责任公司 
工作单位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

司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对创新点 2、3 具有重要贡献，具体表现在：1）针对不同的地质与地球物理难题，基于

等效流体模量构建方法和基于岩石物理模型和叠前地震反演的油气预测方法，建立了有针对

性的储层预测与油气检测技术体系；2）针对复杂碎屑岩储层预测问题，参与提出了变孔隙

纵横比的碎屑岩地震岩石物理模型来计算宏观岩石弹性模量，研究了稀疏正则化的岩石物理

弹性参数提取方法。3）针对海外性的研究了储层含油气性识别技术及推广应用，进一步提

高了油气识别吻合率。2.发表论文 4篇。 

第 7完成

人 

姓名 张广智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副院长/教授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对创新点 1、2 具有贡献，具体表现在：1）在测井尺度下提出了基于修正 Xu-White 模型

的横波速度定量计算与匹配方法；2）开展了碳酸盐岩储层地震岩石物理建模和基于岩石物

理模板的碳酸盐岩含气储层定量解释技术，参与研究了一种碳酸盐岩储层溶蚀孔隙体积含量

预测方法；3）提出了基于 MCMC的叠前地震反演方法用以解决各向异性介质和非均匀介质反

演问题，同时开展了多种叠前地震直接反演方法及叠前井震联合反演方法研究。 2.授权发

明专利 4项，发表论文 133篇（其中 SCI/EI 53 篇）。 

第 8完成

人 

姓名 张繁昌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教授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对创新点 1、2具有贡献，具体表现在：1）在岩石物理预测的初始横波速度基础上，提出

了通过井旁叠前道集非线性反演进一步将预测的横波速度校正到地震尺度的方法，解决了岩

石物模量估算与叠前地震尺度、振幅不匹配的问题，获取符合靶区实际地震波反射特征的精

细横波速度；2）深入研究和完善了叠前井震联合反演中的同步反演算法，形成了从弹性阻

抗反演结果中进行储层参数提取技术，参与形成并制定了叠前地震弹性阻抗反演模块。 2.

授权发明专利 2项，发表论文 77篇（其中 SCI/EI 38篇），出版专著 1部。 

第 9完成

人 

姓名 曹丹平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副处长/教授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对创新点 2、3具有突出贡献，具体表现在：1）针对深部储层提出了基于流体体积模量的

三项反射系数近似公式，探索了流体体积模量的油气敏感程度及随岩石物性参数的变化规

律，形成了流体体积模量参数反演理论与方法；2）提出了多尺度地震资料联合反演方法研

究并形成了多尺度叠前地震数据的联合反演模块。3）针对油田实际勘探资料特征完善了多

种油气敏感参数的叠前地震反演方法技术流程与配套体系，并结合不同类型的油气储层开展

了大量应用工作。 2. 授权发明专利 3项，发表论文 40篇（其中 SCI/EI 16篇）。 

第 10完

成人 

姓名 王玉梅 行政职务/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

司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胜利油田分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 对创新点 2、3 具有重要贡献，具体表现在：1）针对胜利油田探区地震地质条件，研究

应用了叠前地震反演、流体识别等技术；2）针对碎屑岩储层进行了关键技术研究和效果分

析，提高了油气描述精度。 2.授权发明专利 3项、发表论文 2篇。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不超过 10 件） 

 

序

号 

知识产权（标

准）类别 

知识产权（标准） 

具体名称 
国家（地区） 授权号（标准编号） 

授权（标准发

布）日期 

证书编号（标准批

准发布部门） 

权利人（标

准起草单

位） 

发明人（标

准起草人） 

发明专利

（标准） 

有效状态 

1 专著 叠前地震反演 中国 ISBN: 9787563632251 2010 年 09 月 
中国石油大学出

版社 

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 

印兴耀，张

繁昌，孙成

禹 

出版 

2 论文 

Bayesian inversion 

for effective 

pore-fluid bulk 

modulus based on 

fluid-matrix 

decoupled amplitude 

variation with offset 

approximation 

美国 
检索号（ WOS ）：

000345907100030 
2014 年 09 月 Geophysics 

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 

印 兴 耀 ; 

张世鑫 
发表 

3 论文 
岩石物理驱动下地

震流体识别研究 
中国 

检索号（ WOS ）：

000348120900001 
2015 年 01 月 

中国科学﹒地球

科学 

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 

印 兴 耀 ; 

宗 兆 云 ; 

吴国忱 

发表 

4 发明专利 
一种流体识别方法

及系统 
中国 ZL201410634719.0 2016 年 09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 

吴国忱 ;印

兴耀 ;郭俊

超;宗兆云 

有效专利 

5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扰动弹性

阻抗反演的裂缝储

层流体识别方法 

中国 ZL201510044619.7 2018 年 03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 

吴国忱 ;印

兴耀;罗辑 有效专利 

6 发明专利 
一种地震流体反演

识别方法和装置 
中国 ZL201510581489.0 2018 年 09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 

宗兆云 ;印

兴耀 ;吴国

忱 

有效专利 



7 发明专利 

一种致密砂岩储层

岩石弹性模量计算

方法 

中国 ZL201410635327.6 2017 年 04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 

宗兆云 ;印

兴耀 ;吴国

忱;李龙 

有效专利 

8 论文 

基于等效各向异性

和流体替换的地下

裂缝地震预测方法 

中国 
检索号（ WOS ）：

000353882500014 
2015 年 05 月 

中国科学﹒地球

科学 

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

中国石油集

团西北地质

研究所有限

公司 

陈怀震 ;印

兴耀 ;高建

虎;刘炳杨; 

张广智. 

发表 

9 
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叠前弹性波并行地

震反演系统 
中国 2007SR03987 2007 年 03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版权局 

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 
印兴耀等 

著作权有

效 

10 

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弹性参数叠前地震

联合反演软件系统

1.0 

中国 2011SR005819 2011 年 02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版权局 

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 
印兴耀等 

著作权有

效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项目主要完成人印兴耀、吴国忱、宗兆云、张广智、张繁昌、曹丹平等共同为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储层地球物理实验室核心成员（实验室网址：http://rg.geori.upc.edu.cn/），实验

室成员之间的多年来的默契合作广受业内赞誉，与王兴谋、高建虎、杜向东、王玉梅等连续

战略合作关系均在十年以上，相互联合承担科研课题、发表文章、联合报奖等多种形式合作。

具体合作关系如下： 

1. 2000 年至今，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印兴耀、吴国忱、宗兆云、张广智、张繁昌、

曹丹平，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的王兴谋、王玉梅，及中海油研究总院

有限责任公司的杜向东，聚焦岩石物理驱动下叠前地震反演与油气识别技术持续开展合作研

究，并获 2018 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2. 2010 年至今，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印兴耀、张繁昌，针对叠前地震 AVO 反演算

法和优化的问题持续开展合作研究，并共同完成了《叠前地震反演》专著编写等。 

3. 2009 年至今，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印兴耀、吴国忱、宗兆云，针对叠前地震反演

和孔隙流体识别问题持续开展合作研究，并在行业著名期刊《中国科学•地球科学》上共同发

表《岩石物理驱动下地震流体识别研究》论文等。 

4. 2006 年至今，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印兴耀、张广智及中国石油集团西北地质研究

所有限公司的高建虎，针对各向异性裂缝储层预测和流体识别持续开展合作研究，并在行业

著名期刊《中国科学•地球科学》上共同发表《基于等效各向异性和流体替换的地下裂缝地震

预测方法》论文等。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 备注 

1 联合获奖 印兴耀 1/ 

吴国忱 2 / 

宗兆云 3/ 

王兴谋 4/ 

杜向东 6/ 

张广智 7/ 

张繁昌 8/ 

曹丹平 9/ 

王玉梅 10  

2000年 01 月

至今 

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

科技进步一等

奖：《岩石物理

驱动下叠前地

震反演与油气

识别》  

获奖证书 联合获奖，科技

进步一等奖 

2 专著合著 印兴耀 1/ 

张繁昌 8 

2000年 01 月

至今 

叠前地震反演 专著首页 出版专著 

3 论文合著 印兴耀 1/

吴国忱  2 

宗兆云 3 

2009年 07 月

至今 

岩石物理驱动

下地震流体识

别研究 

论文首页 SCI 论文合著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4 论文合著 印兴耀 1/ 

高建虎  5/

张广智 7 

2006年 01 月

至今 

基于等效各向

异性和流体替

换的地下裂缝

地震预测方法 

论文首页 SCI 论文合著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