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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芦岭矿区 L43 井测井数据为样本，选取视电阻率、自然伽马射线（gamma ray，GR）、声波（acoustic，
AC）时差、密度（density，DEN）测井数据，进行小波变换（wavelet transform，WT）处理。结果表明，对
于此区，选用 sym8 小波基 7 级分解后重构测井曲线，其对选段岩性响应最为明显。煤层表现为两高（高声
波时差值、高视电阻率值）、两低（低密度值、低自然伽马射线值）特征，泥岩表现为两高（高密度值、高
自然伽马射线值）特征。基于测井曲线小波变换的岩性识别方法，提高了测井曲线纵向分辨率和岩性识别的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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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wavelet transform 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lithology in logging 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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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logging data of well L43 in Luling mining area as samples, logging data of apparent
resistivity, natural gamma ray (GR), acoustic (AC) time difference and density (DEN) are selected for
wavelet transform (WT) processing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this area, the response to
lithology of selected sections is the most obvious when the sym8 wavelet basis is selected and the log
curve is reconstructed after 7-level decomposition. The coal seam is characterized by two high (high AC
value, high apparent resistivity value) and two low (low DEN value, low natural GR value), and the
mudstone is characterized by two high (high DEN value, high natural GR value). The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logging curve wavelet transform improves the longitudinal resolution of
logging curve and the reliability of lithology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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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小波变换是在傅里叶变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信号分析方法，其在信号处理中拥有效率高、精

度高等特点，在地层层序划分和流体识别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2]。王燕等[3]应用小波变换研究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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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维奇旋回，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测井曲线是地下地质情况的真实反映，其包含了地层岩性、沉积
地层旋回等地质信息，是岩性分析的基础资料[4]。为此，引入小波多尺度变换思想，以实现地层岩性的
识别划分。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将该方法应用到实际的测井资料中，实验信号分析的时频局部化，进而
对地层岩性进行识别划分，以检验小波分析方法的效率与精度。

1

小波变换简介
小波变换是一种新的变换分析方法，它以傅里叶变换为基础，继承和发展了短时傅里叶变换局部化

的思想，同时又克服了窗口大小不随频率变化等特点（现实中的信号通常是非平稳、随机信号），能够
提供一个随频率改变的“时间-频率”窗口，是进行时频分析和处理的理想工具[5]。它通过变换能够充分
突出问题在某些方面的特征，能对时间（空间）频率的局部化进行分析，通过伸缩平移运算对信号逐步
进行多尺度细化，自动适应时频信号分析的要求，从而可聚焦到信号的任意细节。
所谓测井（地球物理测井），就是将利用电、磁、声、热、核等物理原理制造的各种测井仪器，由
测井电缆下入井内，使地面电测仪可沿着井筒连续记录随深度变化的各种参数。测井曲线就是表示这类
参数的曲线。其主要应用于地层层序划分和标定、油气藏精细地质构造及断层研究、认识裂隙发育分布
规律、确定沉积环境和古水流方向等方面。测井岩性识别具有纵向分辨率高、针对性强等优势。
通过对测井数据进行预处理、小波多尺度分析，剔除高频噪声，保留反应岩性的有用信息，对此信
号进行分析处理。

2

小波变换处理测井曲线与岩性识别

2.1

傅里叶变换与小波变换

2.1.1

傅里叶变换

Fourier 于 1807 年提出傅里叶分析，即任何函数均能用一组正余弦函数的和表示。1822 年，Fourier
提出了非周期信号分解概念，即傅里叶变换[5]。傅里叶变换是傅里叶分析的抽象，它将时间域和频率域
联系起来，通过研究频率域信息，使许多在时间域很难看清的问题，在频率域可以很好地得到问题答案。
傅里叶变换表达式：

F (ω ) = ∫

+∞
−∞

f (t ) e− jωt dt ，

其中，ω = 2π f.
存在的缺陷：傅里叶变换只能获取信号在整个频率轴上的信息，不能反映信号在局部时间范围内的
特性，几乎没有分辨率。
2.1.2

短时（加窗）傅里叶变换

为克服弊端，在傅里叶变换时间域的计算过程中，对信号 f(t)乘以窗函数 g (t − τ ) ，通过变量 τ 的变
化，实现窗函数的开窗和平移。表达式如下：

F ( ω ,τ ) = ∫

+∞
−∞

f ( t )g ( t − τ ) e− jωt dt ，

其中，窗函数 g(τ)在 t = τ 附近非零，向相反方向明显衰减，为低通函数。
存在缺陷：对于加窗傅里叶变换，时间分辨率与窗宽有关，窗越宽，时间分辨率就越低。因此，当
确定窗函数后，其分辨率就已固定，且不随其他参数变化。这即不满足本研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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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变换

现实中的信号，绝大部分是非平稳、具有突变性质的信号，而研究此类信号，需要从时间域和频率
域两方面描述信号。在理想情况下，希望得到信号在不同时间的频率特性，重点把握其局部突变位置的
情况。傅里叶变换、短时傅里叶变换均无法做到这一点，其加窗函数的大小和形状是固定不变的。而对
于这种问题，需要一个灵活可变的窗口，满足其各类要求。为此，小波变换的出现非常有效地解决了此
类问题，当其检测到高频信号时，尺度因子减小，时间窗口变窄，频率窗口高度增加；当检测到低频信
号时，尺度因子增大，时间窗口变宽，频率窗口高度减小，小波的时频分析方法特别适用非稳定信号的
处理。小波变换是指任意信号 δ(t)在小波基 ψ(t)的伸缩和平移下进行展开，得到一个具有双参数 a 和 b
的函数 WT(a,b)，公式为
WT (a, b) =

1
a

+∞

∫−∞ δ (t )Φ

−b⎞
⎜
⎟ dt ，
⎝ a ⎠

*⎛t

其中，a 为尺度因子，对应频率信息；b 为位移因子，对
应时间信息；Φ (t)为小波基函数；Φ *(t)为小波基的共轭
运算。
通过改变小波变换中的尺度因子和位移因子，得到
信号在不同尺度、不同因子下的小波系数，具体流程如
图 1 所示。
2.2

小波变换在测井曲线中的应用

2.2.1

小波基函数

Φ (t)的选取十分重要。研究要求小波基函数具有正
交性、紧支性、正则性、对称性。严格规范的正交特性，

图1

有利于小波分解系数的精确重构；正则性与对称性则影

Fig. 1

响着信号能量的集中和重构信号的质量。房文静等 [6]通

小波变换流程图
Flowchart of WT

过对四种小波基函数的研究，实现了选取最优小波基的
方法。总的来说，平滑性、正则性越好，频率的分辨率
就越高，对称性则确保信号不失真[7~11]。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小波变换选择采用 sym8 小波
基函数，它具有平滑性、正则性、近似对称的特点，如图 2
所示。
2.2.2

小波多尺度分析

下面以某口井段视电阻率测井曲线为例，首先对其
进行归一化，选择 sym8 小波基函数，对信号进行 7 层
分解，并进行信号重构，如图 3 所示。
图 3a 为原曲线。图 3b 为大尺度变换，表示曲线低

图2
Fig. 2

sym8 小波时域波形图

Time domain waveform of sym8 wavelet

频分量，含有曲线的宏观特征信息。图 3c 为中尺度变换，表示曲线中频分量，含有曲线的细节特征。图 3d
为小尺度变换，表示曲线的高频分量，高频分量为随机信号，与岩性信息无关，可视为噪音干扰。因此，

第12 卷 第4 期
2019 年 8 月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精品论文

700

通过小波变换，实现了对曲线的分频处理的目的。要提高信号的时间分辨率，既需要高频信息也需要低
频信息，因此，由低频分量和中频分量曲线重构得到图 3e 中的重构曲线（用红色表示）。可以看出，重
构曲线相对于原曲线（用黑色表示）变得圆滑，保留了反应岩性的有用信息，达到了除噪的目的。

图3
Fig. 3

测井曲线的小波变换多尺度分析及曲线重构

Multi-scale analysis and curve reconstruction of logging curve WT

a—原曲线；b—大尺度变换；c—中尺度变换；d—小尺度变换；e—重构曲线与原曲线对比
a-Original curve; b-Large scale transformation; c-Mesoscale transformation; d-Small scale transformation; e-Comparison of
reconstructed curve and original curve

2.3

钻井过程对各类岩石物理性质的影响
钻井过程中，由于岩性的不同，岩石受到钻井的影响不同，对岩性物理性质的影响也不同。对于第四

系松散的粘土，由于其质地松散，孔隙发育，所以在钻井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很大；对于泥岩，由于其密
度较大，裂隙不发育，在钻井过程中受到的影响不大；对于砂岩，其质地均匀，裂隙不发育，在钻井过
程中受到的影响小；对于煤层，相较而言，由于其裂隙发育，质地松软，在钻井过程中泥浆侵入煤层，
容易发生扩孔现象。
2.4

各类岩石测井曲线的响应特征
本文中泥岩、砂岩相对于煤层其内部结构没有过多破坏，其物理、化学性质没有发生过多改变，测

井响应特征不受钻井过程的影响，具有视电阻率低、声波时差高、自然伽马值高、密度值大的特点，特
别地，泥岩相较于砂岩、泥质砂岩，其泥质含量更多，因此自然伽马射线值高；煤层在测井曲线响应较
为特别，其裂隙发育，有扩孔现象，具有视电阻率高、声波时差大、密度值低、自然伽马射线值低等特
点，且在测井数据图中常出现视电阻率曲线与密度曲线交叉的现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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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性识别
此井共有四种测井曲线（视电阻率、密度、自然伽马射线、声波时差）。通过上述小波多尺度分析，

结合各类岩石测井响应特征，可初步将选取段分为 3 类，红色段为煤层，绿色段为泥岩，蓝色段为砂岩，
如图 4 所示。

图4
Fig. 4

不同性质测井重构曲线的对比图

Comparisons of logging reconstructed curves with different properties

a—视电阻率曲线；b—密度曲线；c—自然伽马曲线；d—声波时差曲线
a-Apparent resistivity curve; b-DEN curve; c-Natural GR curve; d-AC time difference curve

3

结论
1）测井曲线包含了丰富的地质信息，通过对测井曲线进行小波变换，能够从复杂多变的原始信号中

识别提取有效的信号成分。

2）对于小波变换，它解决了具有突变性质的非平稳信号在研究时难以获取时频信号的问题，通过可
变的“小波窗”，展现信号的时频信息。

3）本文采用 sym8 小波基，对信号进行多尺度变换，保留低频分量和中频分量，进行曲线重构，达
到去除噪声的效果，保留反映岩性的有用信息。

4）利用重构曲线，结合钻探信息识别岩性，本文只是基于较为理想的层段，尚未运用到复杂的实际
测井数据中去。另外，小波变换的除噪过程尚处于人为分频、人为认知除噪阶段，下一步应该在除噪的
方法上实现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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