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格天地

网格天地专注于发展尖端的地学建模与分析技术，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地球模型相关技术与信息服务提供商，
帮助地质相关行业建立精确的地质模型并模拟分析地下的物理过程。 20 多年研发与实战经验的积累，使网格
天地在 2015 年开拓海外市场之时，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与赞许，并于 2016 年获得了位列于全球前十的石油
公司订单，同时技术也得到同行软件公司的采用。

网格天地现有员工 30 名，主要工作于中国北京、南京以及美国休斯顿。跨计算机和地质科学双学科背景的核
心技术团队，使其结合两个学科的专业知识，不断研发出创新性的技术，解决用户的困难。为了更好的服务于
全球的用户，公司正在积极的建立全球销售体系，目前在巴基斯坦、印度和加拿大已有代理。



深探 ® 地质建模软件

为客户创造的价值
不管是直接使用深探 ® 软件，还是将深探 ® 软件开发工具包嵌入到第三方应用，地质学家和地
质工程师都可以实现以下应用：  

在任意复杂环境下建立构造地质模型（及网格）应用于如下后续静态分析与动态模拟：

· 用于地震成像的速度建模； 
· 构造约束下的地震解释； 
· 岩石属性的地质统计学模拟； 
· 油藏模拟； 
· 地应力模；

· 四维盆地和石油系统建模； 
· 井轨迹设计； 
· 钻井工程； 
· 地质导向； 
· 古构造恢复； 

为什么使用深探 ® 软件？
· 建立任意复杂模型 - 以全新的三维网格生成和模型描述方法，解决了现在最常用的、甚至最新的
地质建模技术中仍存在的问题。
· 满足各种网格需求 – 构建任意大小、任意类型的网格。没有限制。
·  操作简单快速 – 自动化方法加快整个工作流程和结果的生成，更容易地精确描述复杂地质情况。
· 性价比高 – 学习曲线短，提高地质科学家的工作效率。更准确的油藏描述、分析与规划不仅节
约了操作成本与时间，更降低了打井和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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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建模模块

构造建模模块是深探 ® 地学建模软件的核心模块，采用独特的三角网格优化算法，无简化地建立
任意复杂构造模型。准确描述断层交切关系，地层不整合关系以及地层和断层的接触关系等，为
建立油藏模型提供精确的构造基础。

主要功能
数据管理 - 包括支持井数据、地震数据和断层地层解释数据等多种数据格式的导入、导出、显示
及编辑管理等；
构造解释 - 支持二维、三维地震数据，剖面位图等多种数据来源的断层和地层解释；
数据编辑处理 - 数据人机交互编辑等，断层分组，自动拆分与组合；
建立断层模型 - 自动生成断层边界和断层面，断层交切关系设置，断层和地层的接触关系设置，
断层数据的交互编辑等；
建立地层模型 - 多种方法计算地层面，根据井分层点自动校正地层面，设定不整合关系等；
模型显示 - 多种显示方式进行构造模型的质量控制。实现所有数据和模型结果的三维显示，局部
切除显示及任意线栅状图显示；自动生成剖面图，构造图，地层厚度图等工业图件；

断层和地层建模流程



井震匹配的构造模型

三维显示

构造解释建模

建立地层模型 - 多种方法计算地层面，根据井分层点自动校正地层面，设定不
整合关系等；
模型显示 - 多种显示方式进行构造模型的质量控制。实现所有数据和模型结果
的三维显示，局部切除显示及任意线栅状图显示；自动生成剖面图，构造图，
地层厚度图等工业图件；



等厚图 剖面图二维图

技术优势
全新的网格生成技术和自动处理功能，深探 ® 软件可以更加轻松且高效率、高质量的处理复杂构造问题。
- 复杂断裂构造：逆冲断层、逆掩断层、辗掩断层，叠瓦状断层和花状断层等；
- 复杂地层构造：盐体模型、火山锥模型、地层尖灭和不整合等；
- 自动处理功能：断棱自动拆分命名，自动生成断层边界，智能化断层和地层编辑以及模型即时更新功
能等；

2,000 km² 油藏，90 条断层，建模时间 20 小时

自动拆分命名断层



火山概念模型逆掩断层模型

叠瓦状断层模型 复杂逆冲断层模型

盆地构造模型 蘑菇形模型



速度建模模型

在构造模型的约束下，速度建模模块 (VMM) 利用地震和井数据在任意复杂的地质环境下协同建立
速度模型。可以三维交互的查看和编辑速度模型。速度模型的结果以标准的 SEGY 格式输出，可
方便地用于正演模拟和时深转换。

主要功能
构造约束
- 利用构造模型中的断层和地层进行约束
- 井分层约束不存在闭合差
多种速度建模方法
- 井数据建立速度模型
- 井数据和速度谱协同建立速度模型
- 利用层速度重新构建速度模型

三维交互编辑
时间 / 深探转换
SEGY 输出—可用于正演模拟、地震反演
和叠前深度偏移。

协同速度建模

地震解释数据

构造模型

协同建立速度场

井数据
( T-D / VSP / 声波 ) 

速度谱



技术优势
在构造框架的约束下，结合所有的地层和断层建立速度模型，使得速度模型的结构更合理，精确度
更高。速度模型受到构造框架和井分层的约束，因此不存在闭合差。

速度谱建立的速度体井数据和速度谱建立的速度体

逆掩断层和高速岩体控制下的速度建模

复杂逆掩断层速度模型 平均速度模型



地震属性建模

在构造模型的约束下，地震属性建模模块 (SPM) 利用地震和井数据在任意复杂的地质环境下协
同建立地震属性模型。可以三维交互的查看和编辑地震属性模型。地震属性模型的结果以标准的
SEGY 格式输出，可方便地用于地震反演。

主要功能
建立各种高分辨率的地震属性模型
生成水平切片、竖直切片和三维体透明渲染图
生成沿层切片
三维交互编辑
SEGY 输出—可用于地震反演

技术优势
在构造框架的约束下，结合所有的地层和断层建立地震属性模型，使得地震属性模型的结构更合理，
精确度更高。

波阻抗体和波阻抗剖面 波阻抗栅状剖面



三维属性油藏模型

更精准的反演

属性水平切片显示

更精准的反演



油藏属性建模模块

深探地学建模软件油藏属性建模模块用于油藏属性及油藏网格的建立。该模块能够实现测井曲线的
粗化及油藏网格的生成，并采用序贯指示、序贯高斯、克里金、距离加权等一系列算法实现属性数
据的网格化分配。建模过程中可选用地震数据、沉积相模型或地震属性模型作为约束条件，使建立
的油藏属性模型更加接近地下构造的真实形态。

主要功能
沉积相建模
- 随机性建模算法，如序贯指示模拟
- 确定性建模算法，如指示克里金算法
- 第二变量控制的沉积相建模
- 人机交互式的相模型的编辑与处理

油藏属性建模
- 利用井数据、属性数据及地震数据联合建立属性模型
- 基于相控及岩性属性约束的油藏属性建模
- 以测井曲线、属性及地震数据为辅助的协同克里金算法
- 确定性算法
- GSLIB 克里金算法
- 距离加权
- 随机性算法
- 序贯高斯模拟

构造模型

相模型

岩性模型

油藏属性模型



技术优势
油藏属性建模模块以三维构造模型为基础建立油藏网格及属性模型。根据用户设定的网格类型和
网格大小生成相应精度的模型。该模块将井数据及测井曲线恢复到构造运动前的地质条件下，从
而保证了生成的油藏属性模型的准确性。

渗透率模型

孔隙模型



网格化模块

深探地学建模软件网格化模块用于构造模型的网格化及为油藏建模提供粗化后的网格模型。根据
用户需要，本模块提供了多种不同类型的网格，包括阶梯网格，截断矩形网格以及 PEBI 网格。局
部网格加密功能可对井周围或特定区域进行网格加密，以便进行后续的建模及详细分析工作。本
模块能对不同尺度的网格模型进行属性粗化。网格化的结果能够以多种标准的工业化格式导出并
能方便地加载到其他数值模拟软件中。

主要功能
模拟网格生成
- 阶梯，矩形，PEBI
- 局部网格加密
对不同尺度的网格模型进行属性粗化

生成各种网格

能以多种工业格式导出（Eclipse，
RESQML 等）
三维可视化

技术优势
网格化模块提供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网格：阶梯网格，截断矩形网格以及 PEBI 网格。无论地层多么
复杂，本模块强力有效的网格化算法确保了生成的阶梯网格（矩形截断网格及 PEBI 网格）能够精
确地反映真实的地下构造。

PEBI 网格

局部视图

阶梯网格

截断矩形网格



阶梯网格 - 以 Resqml 和 Eclipse 格式导出

截断矩形网格—高精度油藏地质模型

PEBI 网格 - 井周围局部网格加密



地应力模块

地应力模块提供一体化的地质应力分析计算模拟环境。无需任何额外编辑操作，直接将构造模型
转换得到有限元方法所需的计算网格，在定义各个地层断块的介质属性分布，及必要的载荷等边
界条件后，适用于任意复杂构造的应力模拟。通过对计算结果的分析，进行裂缝预测、裂缝有效
性评价、断层稳定性和封闭性研究、钻采过程中人工裂缝的预测和模拟以及套管设计及其稳定性
分析等。

矢量显示 渐变色显示

主要功能
基于三维构造演化的古应力分析
非均质地质体的表征与三维可视化
岩石物理属性参数模型内整体插值与显示
- 密度
- 杨氏模量
- 泊松比
- 内摩擦系数
- 抗张、抗拉、抗剪强度
复杂力学边界条件的设置
- 固定约束
- 法相约束
- 任意方向载荷

计算结果的显示                 
二维和三维显示              
矢量和渐变色显示
文本输出
成果应用
- 盆地演化与模拟；
- 油气运移与成藏；
- 油藏裂缝预测；
- 水力压裂及水平井设计；



技术优势
地应力模块可以直接继承构造建模成果，获得有限元计算所需网格，极大减少网格编辑。
在现今构造模型或者某一期古构造模型基础上，充分考虑地质问题特殊性和复杂性，应用数值模拟
方法计算某一时期地应力的大小、方向和空间分布。
直接继承精确的复杂构造模型，提高了地应力计算和结果分析的准确性。

地应力计算结果和剖面显示



构造演化模块

构造演化模块是深探 ® 地学建模软件另一特色模块。该模块以弹性力学和有限元计算方法为基础，
利用多种构造恢复工具，实现全三维的动力学构造恢复。在遵循地质原理的前提下，通过由新到老
的构造恢复，更易了解盆地整体或局部构造单元的演化历史，结合三维构造演化动画，可以验证并
加深研究区地质认识。在构造演化的同时，该模块还可以实现地震数据体，解释数据以及属性体等
多种数据的演化，演化结果进一步与深探 ® 其他模块结合，形成多元的工作流程。例如构造解释—
建模—演化一体化工作流程。

断距 去断距后 去褶皱

构造演化剖面

去褶皱前

去褶皱后

主要功能
断层、地层、构造模型、地震数据、属性体数据等多种数据构造恢复；
分析各地质时期的沉积和构造运动特征；
生成三维动态构造演化演示动画；
根据需求，生成满足工业制图要求的古构造图、古剖面图等工业图件；
构造演化结果为提供进一步分析提供数据基础，为量化研究古代油气的生成、运移、聚集、保存
以及古储油层和盖层提供技术基础。



技术优势
提供多种恢复工具。
斜剪切、弯曲滑动、断层平行流、去剥蚀、去褶皱和层拉平。
不同于目前商业软件构造演化功能的断块刚体假设，深探 ®，其特点是可以实现断块滑动（无缝
且无嵌入）的构造演化过程。
实现地质构造变化过程的三维动态演示，逐步推演出每个地质年代的地质构造模型。
实现各时期的古构造模型的三维可视化并随需生成古构造图与古剖面图。

构造演化平衡剖面

同一地层不同时期的构造模型

现今构造模型 第三纪沉积前构造模型

三叠纪沉积前构造模型 志留纪沉积前构造模型



多用户并行建模

大工区整体建模模块

深探地学建模软件整体建模模块主要解决了模型的精度与大小的限制问题，用户能够使用该模块
建立任意大规模高精度的整体模型。这很好的解决了用户在使用常规建模方法建立盆地级模型时
模型粗糙的问题。该模块支持多人并行建模工作，建立的不同子工区模型，在上传回整体模型数
据库中后自动拼接成整体模型。用该模块建立的整体模型具有构造一致性，用户能够对于模型中
的任意局部进行快速的下载及更新。

主要功能
数据集中储存与管理 
- 井数据、地震数据和地质资料
局部子工区模型下载和上传
管理不同精度和尺度的模型

提供多人并行建模环境
模型无缝拼接融合
构造及油藏平、剖面图出图
模型扩展、备份及还原



技术优势
整体建模不受模型精度与大小的限制，建立的各子工区模型无缝拼接。允许多个用户对整体模型
中的不同子工区同时建模，完成的模型成果上传回整体模型数据库后自动拼接成整体模型。快速
的局部更新使得整体模型总能够保持最新的状态，而不需要随着数据等方面的改变而重建。至今，
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网格的整体模型已经完成。

功能示例

自动整体构造成
图

自动局部构造
成图

局部模型的专
业应用

自动生成剖面



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将深探 ® 软件构造建模模块（SMM）和网格化模块（GDM）所采用的创新、领先的算法封装于
深探 ® 软件开发工具包（SDK）当中。利用深探 ® 软件开发工具包，第三方公司仅仅需要很少的
软件开发工作量就能开发出自己的建模和网格化软件，具备同样优秀的建立复杂构造和网格化的
功能。通过利用深探 ® 软件开发工具包，第三方公司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优势，在深探 ® 这套
成熟的建模和网格化技术之上，更有效率的将自己的理念、方法变成商业化软件想了解更多深探
® 软件开发工具包中算法的效果和具体应用能力，请参考构造建模模块和网格化模块的介绍。

技术优势
杰出的建模能力——无简化建模
- 处理逆冲、逆掩断层，“y”字形断层；
- 生成火山模型、岩体模型、褶皱、不整合、花状构造；

领先的几何算法——高效建模
-SDK 提供多种数据处理功能：
- 断层自动拆分和重命名；
- 海量断层优化分组；
- 断层、地层快速人机交互编辑、更新；

多种网格表征
- 油藏建模、模拟的三维地质网格（阶梯网格、截断网格）；
- 水密网格，共顶点、共边、共面；

主要功能
构造建模
- 表达任意复杂构造；
- 水密、一致的网格；
- 处理成白上千条断层；
- 方便的模型拓展 & 局部更新；
- 操作高效、简单、稳定；

网格化
- 三维地质网格（截断矩形、阶梯网格）用于
油藏建模；
- 三维地质网格（截断矩形 /PEBI/ 阶梯网格）
用于数值模拟；
- 射线追踪用于速度模型表达的网格；
- 基于有限元的地质力学计算的网格；

空间查询
- 查询给定点在地层中的准确位置；
- 确定地层内任一点到所在断块的地层顶底的正
确位置；
- 确定空间任意一点到某个地层面、断层面的相
对位置；
- 井轨迹被地层、断层面交切后井段中任意一点
在某个断块、地层体的精确位置；



网格天地的建模与网格化算法有多强大？

油藏属性建模

构造建模

地应力 构造演化

做各种分析和计算，如上

大工区整体建模

如何使用 ?
第一种方式，直接基于深探 SDK 研发自己的软件。
第二种方式 , 直接使用深探软件来做构造建模、网格化、油藏属性建模、速度建模、地震属性建模、
地应力、三维构造演化和大工区整体建模。

深探软件开发包（SDK）
- C++, Win/Linux

- 构造建模算法
- 网格化算法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 www.gridworld.com.cn

随时随地了解网格天地最新动态，请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我们的领英（Linkedin）、Youtube 和微信公众号。

领英 /Linkedin Youtube 微信

电话

010-8280 0875

  

地址

网格天地总部
锦秋国际大厦A座 1501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6号

网格天地南京子公司
南大科学院创新创业大厦 103室
南京市栖霞区元化路 8号

网格天地休斯顿子公司
13501 Katy Freeway, Suite 1230

休斯顿，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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