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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are gas isotope in crude oil 

 

Cao Chun-hui1,2, Li li-wu1, Du Li1, He Jian1 

（1.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Gansu Province/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Research,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2.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 Key Lab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Western 

China (Gansu Provinc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The specific properties of noble gases (chemical inertness, high potential for tracing of sources, simple physical properties) 

have been recognized to be of great interest in geology and geochemistry including the implication widely to trace the sources of 

natural gas and formation processes. Because crude oil is closely related to natural gas in formation,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to form hydrocarbons pools, it could be deduced that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petroleum geology was also possibly obtained from 

noble gases in crude oil. One important feature of noble gases, which might be applied to oil exploration, is that their relative 

abundances are modified in multiphase fluid systems where, for example, water and gas, or water and oil phases co-existed. 

However, just few studies were performed on noble gases in oil in 1990s (Daniele et al., 1995) and then almost no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Some reasons could be limited for the applicability of noble gases. One is the difficulty in analyze because of very small 

amount of gases (e.g. down to 10-20 moles for 3He) extracted from chemically complex hydrocarbons. Another difficulty is the 

incomplete separation of dissolved noble gases from petroleum, and the 

pollution with hydrocarbons assemblages of ultra-clean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noble-gas mass spectrometry (NGMS systems). At present, only few 

laboratories are able to carry out such analyses of noble gas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a new method for analyzing noble 

gas in oil (especially for noble gas extraction, purification, separation).  

The purification of noble gases from petroleum is a critical step. We 

design and build a A system for noble gas purification and separation was 

designed and built up as shown in Fig. 1,  which mainly contains two 

sections. First, the gas mixture is exposed to a getter (800℃) with titanium 

sponge in it. After 10 mins, C1-C4, H2O, O2, N2, CO2 and other active gas 

are removed through reaction with the Ti. Secondly, the gas mixture is 

exposed to the second purification section that  includes two dry getters (Ti–Zr alloy getter). The partial pressure of H2 can be 

reduced, avoiding the effect of 3H on 3He. And then, the gas mixture is exposed to a cryogenic trap (8K-475k) for the separation 

of  individual  noble gas species. There is a cold finger in the JANIS cryogenic trap, which is filled with activated charcoal and 

is able to be cooled to a minimum of 8K by using a helium expansion refrigerator. Finally He, Ne, Ar, Kr and Xe will be separat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Three different natural gas samples were selected and analyzed for He isotope by this system and method on a mass 

Fig.1 Schematic of the system for 

purification and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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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ometer – Noblesse. Parallel samples were also analyzed by another mass spectrometer – Helix, in Atmosphere and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nalytical results are strongly consistent each other (Table 1) and the deviation of 

these two parallel samples is no more than 0.03%. However, the error of our results is more than that of Atmosphere and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Table 1  Comparison of analysis results in different laboratories 

Laboratory sample 3He/4He err(1s) 
Atmosphere and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Hot Spring Taiwan 6.36  ±0.07 
Hot Spring Tengchong 6.77  ±0.07 
Natural gas 0.40  ±0.01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ot Spring Taiwan 6.36  ±0.15 
Hot Spring Tengchong 6.75  ±0.12 
Natural gas 0.37  ±0.10 

Repetitive experimental (n=5) were carried out with Air (Collected on the top of Gaolan mountain). The RSD of 3He/4He was 

1.04% (Table 2). 

 
Table 2  Results of repetitive experimental with Air (n=5) 

 3He/4He 20Ne/22Ne 21Ne/22Ne 40Ar/36Ar 38Ar/36Ar 86Kr/84Kr 129Xe/132Xe 

1 1.3758E-6 10.6951  0.0317 301.81 0.1836  0.3045  1.0012  
2 1.4002E-6 10.4329  0.0315 297.31 0.1928  0.2924  1.0001  
3 1.4041E-6 10.7198  0.0317 298.83 0.1820  0.3001  1.0027  
4 1.3741E-6 10.6930  0.0316 299.48 0.1803  0.3039  1.0652  
5 1.3994E-6 10.7397  0.0318 300.74 0.1799  0.3015  0.9871  

AVG 1.3907E-6 10.6561  0.0317  299.63  0.1837  0.3005  1.0113  
RSD 1.04% 1.18% 0.36% 0.58% 2.88% 1.62% 3.04% 

Noble gases are relatively much more soluble in oil than in water (Kharaka et al., 1988; Smith et al., 1983). Thus, the 

separation of noble gases from petroleum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which is a key for analysis of noble gas from crude oil. 

We combine vacuum, heating and ultrasonic to extract noble gas. The theoretical extraction efficiencies for He with our method is 

more than 99%, and for Ar is almost 98%. We analyzed two oil samples (Table 3).   

 
Table 3  Results of oil samples analysis 

 Sample 1 Sample 2 
3He/4He（Ra） 0.0092 0.0073 
38Ar/36Ar 0.2056 0.1896 
40Ar/36Ar 397.92 438.65 

The analytical results indicate the method in this study is suitable for noble gas extraction, purification and separation from 

crude 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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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格气田盒 8 段、山 1 段气藏特征与气藏类型研究 

 

陈占军 1,2，任战利 1,2，王树慧 3，蔡  芳 3，何姜毅 4，王玉风 4 

(1.西北大学地质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9；2.大陆动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69；3.西安石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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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苏里格气田上古生界盒 8段、山 1段气藏具有低丰度、低物性、低产能的特征，但气藏的总地质储量大、含

气面积大、非均质强，地质特征十分复杂，具体表现为连通形态多样化、气藏边界不确定化、气水分异与边底水特

征相对不发育、含气饱和度不均一等。该类气藏常常在形态上连通，但成藏系统却不统一；气藏不同部位的含气饱

和度具有差异性与不确定性；由于储层物性、含气饱和度、气藏压力的非均一性，气藏在不同砂体、同一砂体的不

同部表现为离散性与非均质性。该类气藏既不等同于常规的具有统一成藏系统、统一气水界面的常规气藏，也不同

于有明显边界、气水倒置的深盆气或其它“连续型”非常规气藏，研究认为苏里格上古生界盒 8段、山 1段气藏属

于“准连续型致密砂岩气藏”。 

关键字：苏里格气田；上古生界；气藏特征；气藏类型；准连续型气藏. 

 

0  引言 

苏里格气田是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工程-“西气东输”的主力气田之一，也是陕京二线工程的主要资

源基础之一，至 2014 年已探明储量超过 3.0×1012m30[1，2]，成为我国最大的天然气田。上古生界作为

苏里格气田的重要产气层段[3]，整体产量较低、部分井产水量较大，气水关系复杂，不同区块之间产

气特征具有差异性[4-10]，复杂的气藏特征对生产开发产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达到科学勘探部署、

合理开发的目的，对上古生界气藏的特征及类型仍需深入研究。 

1  气藏基本特征 

苏里格大气区上古生界气藏主要分布于伊陕斜坡北部，主力层位为上石盒子组盒 8 段与山西组山

1 段。地层发育在约为 1°的西倾单斜构造背景下，区域性断层以及规模性的背斜构造相对不发育，气

区大面积含气、气藏广泛分布[2-4,11]。 

1.1 储层发育特征 

研究表明，盒 8 段与山 1 段储层主要为河道条带状、透镜状砂体[12-15]。在动荡的三角洲前缘沉积

环境下，无论是单块岩心还是全取心段，砂岩段常常夹有泥岩或与泥质岩层呈互层发育，因此砂岩与

泥岩的没有明显的边界，致使砂岩圈闭的边界不确定或呈过渡性渐变。（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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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S-SQ 井，盒 8 段，泥岩-粉砂岩互层序列(单块) 
(b)Z-LB 井，盒 8 段，中砂-含砾粗砂-泥质粉砂岩序列 

图 1  钻井取心图片 

Fig.1  Li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gradually change of drill core 

1.2  物性特征 

通过岩心实测结果统计，发现盒 8 段与山 1 段主要发育致密砂岩，盒 8 段砂岩（766 块样）的平

均孔隙度为 7.5%，平均渗透率为 0.821×l0-3um2，山 1 段砂岩（402 块样）的平均孔隙度为 6.35%，平

均渗透率为 1.060×l0-3um2（图 2）；对其中工业物性下限以上的储层进行统计，盒 8 段储层的平均孔

隙度为 8.73%，平均渗透率为 1.596×l0-3um2，山 1 段储层的平均孔隙度为 8.69%，平均渗透率为

2.302×l0-3um2。结合图 2 所示孔隙度与渗透率的分布特征，可以看出，盒 8 段与山 1 段少数高渗透率

的样品拉高了渗透率均值，但实际上大部分样品的渗透率低于 0.5×l0-3um2，因此苏里格上古生界盒 8

段与山 1 段气藏储层主要为致密型储层[16-26]，少部分储层为常规物性的储层。 
 

  
盒 8段（766 块样）   山 1 段（402 块样） 

图 2  储层孔隙度与渗透率交会图 

Fig.2  Reservoir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crossplot   

1.3  压力特征 

根据实测数据显示，气藏压力整体上为负压。各井点气藏压力值既不集中分布，与气藏深度之间

也没有严格的相关性，仅大致上呈现出随着深度增加而升高的趋势，说明苏里格上古生界气藏并无统

一的成藏压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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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气藏压力-深度交会分布 

Fig.3  Reservoir pressure-depth crossplot and distribution 

1.4  含气特征 

岩心鉴定结果显示，不同井点、不同砂体储层的物性与与含气饱和度的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即使

物性相同或接近的样品，含气饱和度也可能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性。例如当储层渗透率约为 0.1×l0-3um2

时，盒 8 段的含气饱和度分布于 5~73%，山 1 段的含气饱和度为 8~95%；渗透率于低于 0.1×l0-3um2

时，仍有储层的含气饱和度可以达到 60%以上，而当渗透率接近 1.0×l0-3um2 时，也部分储层的含气

饱和度仅为 30%（图 4）。 

  
盒 8段（766 块样）   山 1 段（402 块样） 

图 4  气藏群渗透率-含气饱和度交会 

Fig.4  Reservoir p permeability and gas saturation crossplot in gasfiled 

但是，单一砂体内的样品实测表明物性与含气性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例如 Z-SQ 井山 1 段

（3032~3040m）与 T-SQ 井山 1 段（3395~3403m）单段砂体，物性与含气饱和度的相关性较好（图 4）。

分析认为，对单段砂体内的测样而言，其源储配置、充注动力、保存条件等地质条件基本相同，所以

物性与含气饱和度正相关。 

而当样品位于不同区带、不同层位的砂体时，即使样品的物性相同，但可能受成藏期充注动力、

源储配置关系及保存条件的差异性影响，含气饱和度有可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所以单一砂体的物性

与含气饱和度正相关，而不同区带、不同层位、不同砂体的物性与含气饱和度的相关性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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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47 井山 1段（3032-3040m）  桃 17 井山 1段（3395-3403m） 

图 5  单储层渗透率-含气饱和度交会图（岩心鉴定） 

Fig.5  Reservoir p permeability and gas saturation crossplot in single layer（Core identification） 

通过对取心样段纵向归位，结果反映出：在致密的物性条件下，毛细作用阻碍气水的分异性，据

此推测气水界面相对不发育（图 5）。砂体的物性纵向上多变、含气饱和度不均一，所以盒 8 段、山 1

段气藏不是常规的岩性油气藏。 

 
图 6  S-YQE 井单砂体孔渗饱纵向分布（密闭取心 91 块样） 

Fig.6 Porosity, permeability, saturation plot in single layer of Su-YQE well 

 

2  气藏分布特征 

前人的研究认为，苏里格气田上古生界盒 8 段、山 1 段储层的主要沉积环境为三角洲平源—前缘

亚相[12,13,15]，因此诸多砂体的发育多表现为河流、水下分流河道条带状或透镜状，空间上交错叠置，

加之岩性边界、圈闭边界的复杂多变性（图 2），相互之间或为连通形态，或为不连通形态，或表现

为砂体形态上连通形态。 

盒 8 段、山 1 段大部分储层物性致密，气水“弥漫式分布”于砂体之中，形成了大面积分布、空间

叠置的致密气藏，少数常规物性的储层内发育“甜点”气藏，以“嵌入”的形式分布于致密气藏内（图

7）。如苏 20-16-13 井至苏 20-16-22 井开发井排剖面[27]，砂体普遍砂气，但没有明显的气水分异界面，

气藏含气饱和度不均一，气藏压力不统一，“甜点”部位受致密气层包裹。 

该成藏模式下，砂体之间、砂体内部不同部位的含气饱和度、气藏压力具有差异性，即气藏在形

态上连通，但成藏系统却并不统一，气藏表现出“准连续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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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苏里格气田盒 8-山 1段气藏剖面图[27]（据赵文智等，2013） 

Fig.7  The profile drawing of He8-Shan1 section of Sulige gas reservoir (Zhao Wenzhi et. al,2013) 

 

3  苏里格上古生界气藏类型探讨 

3.1  气藏特点 

根据本文前述的气藏基本特征可以发现苏里格气田上古生界气藏具有以下特点： 

（1）盒 8 段、山 1 段气藏储层的物性具有多样性，以致密储层为主，兼有部分“甜点”型储层（表

X）。 

（2）在致密气藏内部，气水“弥漫式”分布于储层内部，分异界面相对不发育（图 8）。 

 
图 8  准连续致密砂岩气成模式（据赵靖舟 2012[45]，有修改） 

Fig.8  Quasi-continuous tight gas mode(According to Zhao Jingzhou 2012, modified) 

 

（3）由于储层的连通关系复杂，气藏常常表现为形态连通；但受储层整体的致密性与非均质性、

区域层带的成藏条件的差异等因素控制，砂体不同部位含气饱和度不均一（图 6）、气藏压力也不统

一（图 3）。 

3.2  气藏类型对比分析 

研究认为，苏里格气田上古生界气藏既不属于常规岩性油气藏，也不属于典型的深盆气藏，而是

介于常规与非常规之间的一类气藏。将上述三类气藏对比，其主要特征及区别如表 1 所示：  
 

表 1  岩性气藏特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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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among Lithological gasfield 

成藏特征 常规岩性油气藏 苏里格上古生界气藏 深盆气 

气藏

特征 

油气藏 
基本特征 边界明确，规模不等，一般不大 没有明确的边界，由非均质型、准连

通的单砂体、或多砂体构成的气藏群 
边界明确， 

气藏规模一般较大 

圈闭 岩性圈闭 非均质的 
非明显型圈闭 岩性圈闭为主 

气藏 
边界 受岩性控制 受储层、岩性、物性致密等 

因素的非均质分布共同控制 主要受岩性、构造控制 

含气 
特征 或含纯气、或不含气 

不完全受岩性、物性控制： 
较差的储层也可能高饱和度含气， 
较好的储层也可能高饱和度含水。 

或含纯气、或不含气， 
存在气水过渡带 

气水 
关系 

重力作用正常分异， 
上气下水，存在边底水 

毛细作用阻碍分异，气水在不同部位

不同程度分布，无明显分异界线 
毛细作用阻碍气水重力分异，气水倒

置，有明显分异界线或分异带 
物性 
特征 常规物性。 以致密储层为主， 

含有甜点储层 物性致密 

封盖 
条件 

有着良好的上部封盖 
或空间封闭性 

封闭保存条件取决于储盖多样化的空

间配置关系 一般具有良好的区域性盖层 

气藏 
压力 多为常压 常压或负压，压力不统一 多为超压、负压 

压力 
系统 有统一的压力气统 一般无统一的压力系统，但气藏内部

不同部位之间可能互有影响 一般有统一的压力系统 

展布 
特征 非连续型 准连续型 连续型 

资源量 资源量相对小 资源量巨大 资源量一般或巨大 

成藏

机理 

充注与 
运移方式 

定向充注、 
一次运移或二次运移。 

弥漫式不稳定充注， 
以初次运移为主。 

主要为活塞式充注， 
初次运移为主。 

运移 
动力 

浮力运移、 
流体动力运移 

异常压力流体势运移为主、 
兼有浮力作用。 

异常压力流体势运移， 
兼有扩散。 

运移 
形态 涌流、达西流 非达西流为主 扩散、达西流、非达西流 

构造 
背景 或与构造共同控制气藏分布 一般与构造无关 多与构造所在部位物性有关 

气藏成藏实例 
[28,29,30] 

海拉尔盆地贝尔凹陷油藏 苏里格上古生界气藏 川西坳陷北部深盆气藏 
N

区域盖层

储层

烃源岩
天然气泄露区

常压

气水
过渡带

高压
异常

深盆气区

致密砂岩
超高压

气水过渡区

高压异常

常规气藏区

常压

断层 泥岩 煤层 油层 致密层 气层 水层

生油门限

斜坡
地带

斜坡
内带 洼槽带 陡坡带

 

根据对比可知：常规岩性气藏与深盆气藏一般具单一成藏系统，具有明显的油气藏边界与气水界

面；而苏里格目的层段气藏是集群式、准连续的致密岩性气藏，气藏之间、气藏内部的压力无统一、

含气饱和度度不均一，气藏具有非均质的致密储层、准连通的形态展布、非均一的成藏系统，其类型

可表征为“准连续型致密砂岩气”。 

结论： 

苏里格气田上古生界盒 8 段、山 1 段气藏储层空间分布不稳定、岩性具有渐变性、连通形态多样，

加之物性致密及储层非均质性因素，气水“弥漫式”分布，没有明显的分异界面；在多数储层致密的背

景下，盒 8 段、山 1 段气藏的“甜点”以“嵌入”的形式分布于致密气藏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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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藏整体上表现为形态上“连通”，但不同部位的含气饱和度不均一、气藏压力不统一。该类气藏

既不是常规的岩性气藏，也不是典型的深盆气藏，而是物性致密的非均质型气藏，其类型属于“准连

续型致密砂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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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the Upper Paleozoic gas reservoirs 
in Sulige Gasfield 

 

Chen Zhan-jun1,2, Ren Zhan-li1,2, Wang Shu-hui3, Cai Fang3, Wang Li4, Liu Tao4 

（1.Department of Geolog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continental dynamics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Xi'an 710069,China; 3.School of Eart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China;  4.Petro-China 

Changqing Oilfield Company, Xi’an 716000, China) 

 

Abstract: With low abundance, low propery, low productivity features, Upper Paleozoic He8 and Shan1 section reservoir in 

Sulige gas field has a large geological reserves, large distribution, strong heterogeneity and complex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t shows  diverse connection, uncertain gas reservoir boundary, fuzzy gas-water interface and 

relatively undeveloped water distribution in edge and bottom, uneven gas saturation, etc.. This kind of gas reservoirs often 

connected in form, but not unified in accumulation system; gas saturation in different parts gas reservoir is different and 

uncertain; due to inhomogeneity for reservoir property, water-gas saturation and reservoir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gas 

reservoir is discrete and heterogenous among sandbodies even among different parts in single sandbody.. This kind of gas 



陈占军等：苏里格气田盒 8 段、山 1段气藏特征与气藏类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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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oirs are not conventional reservoir with unified reservoir system, unified gas-water interface, and also not Deep Basin 

gas with distinct boundaries, gas-water inversion or other "continuous" type unconventional gas reservoirs, study shows that 

Upper Paleozoic He8 and Shan1 section reservoir in Sulige Gasfield is "quasi-continuous tight gas". 

Key words: Sulige Gasfield; Upper Paleozoic; Gas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 Gas reservoir type; Quasi-continuous tight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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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宏岗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天然气成藏与开发重点实验室， 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从野外露头来看，松辽盆地前中生代发育有从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的连续地层序列；但从钻井来看，目前

钻遇的地层仅仅是中、晚二叠世地层。这一方面是由于之前对古生界勘探重视程度不够，大部分钻井钻遇古生界即

完钻；另一方面也说明二叠系地层厚度较大，目前还没有钻穿二叠系的井，且其在平面上分布较广。故二叠系是松

辽盆地古生界新领域勘探的现实层位。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从全盆地野外露头、钻井、地震资料及地化分析数据，

主要针对二叠系开展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岩相古地理综合研究。从岩相古地理分析可以看出：早二叠世，主要发育有

三角洲相、碳酸盐岩台地相和浅海-半深海相，三角洲相主要分布在盆地西部、东南部，临近古老陆块，是主要的

物源体系，碳酸盐岩台地相主要分布在盆地西北部，浅海-半深海相分布广泛；中二叠世，主要发育有三角洲相、

碳酸盐岩台地相、浅海-半深海相，三角洲相主要分布在盆地西部、东北部、东南部，临近古老陆块，是主要的物

源体系；碳酸盐岩台地相主要分布在盆地西北部、东南部，浅海-半深海相分布广泛；晚二叠世，主要发育有三角

洲相、浅湖、半深湖-深湖相，三角洲相主要分布在盆地西部、北部、东南部，临近古老陆块，是主要的物源体系，

浅湖相分布广泛，半深湖-深湖相主要分布在盆地中部。以上研究恢复了二叠纪时期的古沉积面貌，进一步证实盆

地内部发育古生界地层，初步预测了盆地内二叠纪地层的展布，为松辽盆地古生界下一步勘探起到了一定的决策支

撑作用。 

关键词：松辽盆地；古生界；岩相古地理；三角洲相；碳酸盐岩台地相；深湖相 

 

作者简介：程宏岗（1977-），高级工程师，博士后，从事天然气地质、构造地质综合研究工作．地址：河北省廊坊市万庄镇中国石油

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天然气地质所． 
     电话：010-69213304．E-mail：chg69@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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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甲烷生成动力学判识南堡凹陷滩海地区天然气气源 1 

 

房忱琛1，胡国艺1，于  聪1，扈松林2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北京 100083） 

 

摘要：渤海湾盆地经历了多期构造作用叠加而形成，该盆地具有多层系、多旋回和多油气藏类型的含油气盆地特征，

并且有多套生储盖组合广泛分布于其新生界、中生界、古生界和中上元古界地层内（李德生，1980）。南堡凹陷作为

渤海湾盆地的一部分，东以柏各庄深断裂与柏各庄凸起、马头营凸起及石臼坨凸起毗邻，南与沙垒田凸起接壤，西

与北塘凹陷相接，北以西南庄深断裂与老王庄凸起、西南庄凸起为界（周海民，2000）。其中新生界经历了多期断陷

演化，是在华北地台基底上，经中、新生代的块断运动而发育起来的断陷盆地。因此，天然气成因及来源一直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次研究拟利用甲烷生成动力学模拟（Xiong 等，2004）来判识南堡凹陷滩海地区的天然气

气源情况。 

根据南堡地区沙一段和沙三段烃源岩样品热解生成甲烷的动力学参数、不同时期温度演化史，模拟计算得到沙

一段和沙三段烃源岩从西向东各构造带（南堡 1-4号构造带）的甲烷碳同位素演化史，如图 1所示。 

根据南堡地区各构造带天然气样品的甲烷碳同位素数据，并参考甲烷碳同位素动力学模拟结果，推断南堡 1-4

号构造带的天然气主要来自沙三段烃源岩，成藏时间分别为 10~5Ma、20~15Ma、35~25Ma、35~30Ma。 

 

 

参考文献(References) 
Xiong, Y.Q., Geng, A.S., Liu, J.Z., 2004. Kinetic-simulating experiment combined with GC-IRMS analysis: application to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coal-derived methane from Zhongba Gas Field (Sichuan Basin, China). Chemical 

Geology 213, 325-338.  

李德生, 1980. 渤海湾含油气盆地的地质和构造特征. 石油学报 (1), 6-20. 

周海民, 魏忠文, 曹中宏, 丛良滋, 2000. 南堡凹陷的形成演化与油气的关系.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21(4), 345-349. 

 

基金项目：中国石油冀东油田公司《南堡凹陷天然气裂解形成机制与资源潜力》项目资助． 
17 

 

                                                             



房忱琛等：利用甲烷生成动力学判识南堡凹陷滩海地区天然气气源 

 
图 1  南堡地区沙一段（a）和沙三段（b）烃源岩样品的甲烷碳同位素动力学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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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西缘沙井子段“双楔构造”特征与勘探潜力 1 
 

高建荣，赵振宇，张延玲，郭彦如，徐旺林，刘俊榜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摘要：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冲断带构造复杂，勘探难度大，应用断层相关褶皱理论对南段的沙井子段进行构造分析，

划分了西部隆起区、中部双层构造区和东部基底卷入逆冲区，其中:西部隆起区地层向西逐渐抬升,地层分布稳定；

中部崾崄壕双层构造区，以石炭系煤层滑脱层为界，上部发育构造楔，下部为原地岩体构造；东部四合掌地区即西

缘冲断带与天环凹陷接触带发育高角度大型基底卷入型构造，多个构造楔处在逆冲断裂的下盘，故此形成“双楔构

造”。中部的构造楔的定型期是晚侏罗纪，主要的生排烃是晚侏罗纪至早白垩纪，因此构造楔的形成期与主生排烃

期具有一定的匹配性，而且构造楔处在二叠系地层中，埋藏较深，受后期改造较弱，保存条件好，勘探潜力大。 

关键词：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冲断带；沙井子；双楔构造 

 

0  引言 

    Suppe等人早期通过对褶皱、断层以及断层滑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到他们之间的量化关系，确

定了早期断层相关褶皱理论的多种模型[1-3]，近些年来，建立的了多个基本几何运动学模型，例如断

层传播褶皱、断层滑脱褶皱等多个断层相关褶皱的模型, 还构建与补充了断层相关褶皱的多个叠加样

式，这些样式有滑脱构造、常规叠瓦构造、多期干涉构造，楔形构造体等[4]。这些之中，构造楔是前

陆冲断带中常见的一种构造样式，多个断层面相关连接围成的类似于三角形的复杂断块[5-6]。在加拿

大和中国西部的新疆和四川，这种构造样式的冲断带普遍存在[11-14]。 

    构造楔形体的勘探多年来受到石油地质勘探人员的关注，在加拿大西部的阿尔伯塔盆地发现多个

逆冲构造体系，这些中发育多个构造楔形体。在我国中西部前陆冲断带,这些年来的也获得了一系列

的突破和认识。如克拉气田、迪那气田和大北气田等也都与深部构造楔有关[15]。本文通过断层相关

褶皱理论技术对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冲断带沙井子断进行解释，研究了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单个背斜内发

育大规模多个楔形体的构造特征与勘探潜力。 

1  区域构造背景 

    鄂尔多斯盆地西部褶皱挤压变形带是连接我国西部、东部和南部主要大地构造单元的过渡地带,

是我国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及塔里木板块的连接区带。该构造带是大华北板块的西部南北向分布的一

个构造带，该构造带地处鄂尔多斯地块的西缘，早古生代位于大华北板块西南侧的北祁连构造带强烈

造山。加里东运动构造阶段鄂尔多斯西缘处于大华北板块的西部,其西南侧就是北祁连东部走廊过渡

基金项目：国家项目“致密气富集规律与勘探开发关键技术”资助. 

作者简介：高建荣（1977-），男，陕西咸阳人，博士，主要从事构造地质、地震解释等方面研究工作.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20
号，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邮政编码：100083.电话：010-83597711.E-mail:gaojianrong@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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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两者之间是银川—陇县复杂断裂体系带。南北向的过渡带作为北祁连岛弧的弧后盆地靠近大陆的

一侧,早古生代沉积了较厚的深海—半深海相复理石建造(米钵山组)；东部沉积厚度较小，盆地西部边

缘向前陆方向发生逆冲推覆。鄂尔多斯盆地的西部主要范围处于前陆冲断地区，经历多次推覆隆升挤

压形成复杂的多种叠置构造体系。 

2  双楔构造 

    沙井子地区(图 1)主要受自西向东方向挤压作用为主，形成多个南北向断层，依据构造特征可划

分为三个区带，西部严家湾隆起区、中部崾崄壕双层构造区、东部四合掌基底卷入逆冲区。 

    西部严家湾隆起区，地层分布稳定，向西逐渐抬升，向西部有南北向逆冲大型断裂为界。 

    中部崾崄壕双层构造区，以石炭系煤层滑脱层为界，上部发育构造楔。多个断层面相关连接围成

的类似于三角形的复杂断块，这些断块由断层段组成。断层段可能是两个断坡段，也可能是一个是断

坡，另一个是断坪。二者的交点叫做构造楔的端点。崾崄壕二叠系的构造楔的顶断层是断坡，底断层

是断坪，断层滑动推动前部楔断点传播引起的地层变形，形成褶皱。在逆冲挤压构造体系中构造楔形

体的形成通常具备这样两个条件,一是断层是相互连接的，而且必须两条断层以上，二是断层内地层

的位移传播方向是不一致的。这两个条件是在很多前陆构造挤压逆冲体系中识别楔形体的常规手段

[15]。图 2 中为过沙井子段的自西向东构造解释后的偏移叠加成果剖面，前冲断层和反冲断层之间镶

嵌着中部构造楔形体,在这里，断层的传递方向是必须是不一致的。上断层受构造逆冲挤压作用向东

运动，下断层利用滑脱面相对向西运动，其中部分上覆地层通常被反向传递的位移量切割,在构造楔

的前一部分形成多个不同尺度的背斜构造（如图 2 楔 1）。构造的变形表现出多样性，通常是在（1）

构造的缩短量由西向东逐渐缩小；（2）形成多套叠置堆积的楔形构造体（图 2 楔 1）。缩短量变化方

式有以下因素造成：构造变形自西向东推进，鄂尔多斯地块反向阻挡，冲断带的构造逆冲挤压作用迅

速转换为内部褶皱变形，由于地层岩性差异导致多种断层相关褶皱类型的形成。二叠系深层背斜的形

态可通过等倾角区划分和轴面分析方法确定。图 2 中构造楔 1 分别用 A、B、C 表示深部地层背斜上

部的等倾角分布区, 用轴面(黑色虚线)平分之了相同的波组内邻近的等倾角分布区,邻近的不同波形

特征区内的等倾角区于是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截切关系,断层分割了这些区,例如 A 区与 B 区、B 区与 C

区,断层的延伸形态由轴面的转折点或终止点综合确定出。形成异常加厚体该楔形构造体发育于二叠

系内部，呈三个自西向东逆冲的构造体进行叠置，中部高，两翼下伏，整体处在石炭系煤层滑脱面之

上，该构造楔在多个东西向测线上均有分布，因此刻画了该构造楔的整体形态（如图 1），呈北东向

椭圆形背斜分布，中部厚度大，向四周厚度逐渐减薄，分布面积约八十平方公里，幅度两千米左右，

埋藏浅（高点埋深 1900m）。下部为原地岩体构造，主要地层自下而上有中上元古地层、寒武系和奥

陶系，地层横向分布比较稳定，在该区段没有断层发育，地层整体呈向斜结构，构造楔的下部对应的

是凹中隆的构造格局，隆起部位为完整的构造圈闭。 

    东部四合掌地区即西缘冲断带与天环凹陷过渡区发育高角度大型基底卷入型构造，上盘的地层向

上逆冲推覆，其中石炭系、二叠系和三叠系地层与第四系地层形成不整合接触，中上元古地层和古生

界地层与深大断裂成不整合接触，下盘的地层从中上元古到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侏罗

系、白垩系和第四系均有分布，受西部构造挤压作用，东部地层俯冲与深大断裂之下，并且在断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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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局部隆起，在隆起区的二叠系、三叠系和侏罗系都发育有构造楔（图 2 中的构造楔 2、3），楔体呈

单构造体，此构造楔东西分布，南北向分布范围有限。该楔状体与中部二叠系的构造楔统称为“双楔

构造”。 

3  构造楔的发育与演化 

    从沙井子段的构造演化剖面可以看出（图 3），奥陶纪末期盆地西缘南段处于被动大陆边缘，沉

积了寒武系和奥陶系地层；三叠纪末期受地块挤压，地层开始自西向东的发生逆冲；侏罗系及以下的

多个中生界和古生界地层变形比较一致，但是与上覆的白垩系呈角度不整合接触，由此证明在三叠纪

—中侏罗世，大规模的造山在鄂尔多斯盆地西缘构造带没有发生，这一时期湖盆的分布比较大，总体

属陆相残延克拉通内叠合盆地[16]。，侏罗系末期，鄂尔多斯盆地受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碰撞作用

影响，西缘冲断带以强烈的逆冲挤压作用以及抬升剥蚀作用为特征。此时也是中部构造楔在二叠系地

层内部的形成发育阶段，处在石炭系煤层滑脱面上的构造楔经历多个断层推翻体系进行叠置，形成断

层所夹持的构造楔状体。后期随其它地层整体构造运动。前白垩系主要表现为逆冲推翻与隆升剥蚀，

芬芳河砾岩在一些地区局部堆积，这与刘池洋等 2005 年裂变径迹测年数据比较吻合(第一个年龄峰值

区间为 145～150 Ma)[16] ，说明第一次大规模抬升事件发生于晚侏罗世，也是中部构造楔的定型期。 

4  烃源岩主排烃期与双楔构造发育期的匹配关系 

    沙井子地区主要发育三套烃源岩:自下而上依次是，在下古生界奥陶系和寒武系发育的各种海相

暗色泥岩和页岩；上古生界石炭-二叠系发育的海陆交互的煤系地层和各种泥岩；中生界上三叠系发

育的各种湖相页岩。这些烃源岩在全盆地分布范围广，有机质丰度高,为该区油气田奠定了物质基础。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南段逆冲挤压构造开始于早三叠纪，侏罗-白垩纪为构造运动的重要发展阶段，基

本定型于白垩纪早期。构造楔定型于晚侏罗世，形成期与主生排烃期基本一致，有大量的供烃物质。

而且构造楔处在二叠系地层中，埋藏较深，受后期改造较弱，保存条件好，勘探潜力大。其次，滑脱

面之下的原地岩体基本没有断层发育，构造完整，后期基本没有构造改造，气藏保存更加有利，也是

勘探的有利目标。 

    沙井子东部的四合掌地区虽然有多个构造楔发育，但是南北方向规模较小，而且紧邻逆冲断裂带，

构造活动活跃，勘探规模有限。 

5 结论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的沙井子地区，主要受自西向东方向挤压作用为主，形成多个南北向断层，依

据构造特征可划分为三个区带，西部严家湾隆起区、中部崾崄壕双层构造区、东部四合掌基底卷入逆

冲区。西部严家湾隆起区，地层分布稳定，向西逐渐抬升，西部有南北向逆冲大型断裂为界。中部以

石炭系滑脱层为界，上部发育楔形构造、下部发育原地岩体低幅隆起；其中：楔形构造体发育于二叠

系内部，呈三个自西向东逆冲的构造体进行叠置，中部高，两翼下伏，整体处在石炭系煤层滑脱面之

上，该构造楔呈北东向椭圆形背斜分布，中部厚度大，向四周厚度逐渐减薄，分布面积约 80 平方公

里，埋藏浅。该构造楔与东部四合掌地区的构造楔统称为“双楔构造”。中部构造楔与主生排烃期匹配，

易于成藏，勘探潜力大。而且下部的奥陶系原地岩体构造圈闭完整，保存条件好，可以与上部的二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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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构造楔兼探。东部的四合掌地区虽然有多个构造楔发育，但是规模较小，紧邻断裂带，保存条件欠

佳。 

 
图1  西缘冲断带沙井子段              

Fig.1  Western margin thrust belt Shajingzi Zone 

 

图2  AB地震解释剖面 

Fig.2  Seismic interpretations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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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沙井子地区构造演化剖面 

Fig.3  Shajingzi tectonic evolution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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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uble wedg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and exploration potential in western 

margin Shajingzi zone of Ordos Basin 
          

Gao Jianrong, Zhao Zhenyu, Zhang Yanling, Guo Yanru, Xu Wanglin, Liujunbang 

(Petro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 The tectonics is complicated in western margin thrust belt Ordos Basin, and gas exploration is very difficul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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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onics analysis with fault-related fold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Divide  the uplift region in the west, central double-layer 

structure zone and the eastern substrate involved thrust zone, the central double-layer structure zone of the Yaoxianhao, with 

a layer of Carboniferous coal seam slippage is bounded, upper tectonic wedge, lower for in-situ rock, in the eastern part, the 

western margin thrust belt and Tianhuan depression transition zone development high angle large basement involved 

structure, multiple tectonic wedge in reverse faulting footwall. Therefore the formation of double wedge structure, central 

tectonic wedge formation stage and the main Hydrocarbon generation and expulsion is consistent and tectonic wedge in 

Permian strata, buried deep, post transformation of weak, good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and exploration potential. 

Key words：Ordos Basin; Western margin thrust belt; Shajingzi; Double wedg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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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A006 

细菌作用对天然气地球化学组成的影响 

——以准噶尔盆地腹部石南油气田为例 

 

龚德瑜 1，王  峰 2，刘  刚 1，卢  山 1，陈刚强 2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摘要：石南油气田天然气中烷烃气含量为 76.50–97.23%，平均 94.95%。烷烃气中，甲烷含量较高，介于 72.50–

90.61%，平均为 85.35%。天然气的干燥系数（C1/C1-4）为 0.85–0.95，平均 0.90，除石南 30井和石南 34井两个样

品为干气外其余皆为湿气。非烃含量变化大，介于 0.99–22.73%，平均 4.08%，这主要是由氮气含量变化大造成的

（0.94% – 22.53%，平均 3.40%）。石南油气田天然气中甲烷碳同位素介于-43.2‰ – -33.1‰，平均-36.4‰，乙

烷碳同位素介于-30.5‰ – -23.8‰，平均-26.5‰。甲烷、乙烷碳同位素的平均值相差接近 10‰。天然气 C1–δ
13
C1

和 δ
13
C1–δ

13
C2的相关关系表明，石南油气田天然气的主体是来自盆 1井西凹陷中二叠统乌尔禾组的偏腐殖型天然

气。 

研究区部分天然气样品遭受了生物甲烷混合与细菌对甲烷及其同系物的选择性降解作用的叠加改造。基 001、

基 003、石南 4 和石南 5 四个样品甲烷碳同位素组成偏轻（＜-40‰），乙烷碳同位素组成均较重（＞-28‰），推

断这四个样品中混入了少量生物甲烷。此外，这四个样品还发生了细菌对乙烷的选择性降解（图 1）。石南 30井天

然气随着生物降解程度的增加，丙烷被大量消耗，碳同位素组成急剧变重，发生了细菌对丙烷的选择性降解（图 1）。

石 106井具有最低的 Δδ
13
C(C2-C1)值和最低的干燥系数。若作为油型气，该井较重的甲烷碳同位素组成，较低的干

燥系数以及风城组烃源岩的热演化程度，这三者存在矛盾。若发生了生物甲烷的混合只会造成干燥系数变大，但甲

烷碳同位素变轻，而重烃气遭受生物降解也只会导致干燥系数变大，这都与石 106井的情况相反。据此推断造成石

106井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异常的主要原因是细菌对甲烷的选择性降解作用（图 1）。 

 

 

图1  细菌对石南油气田天然气中甲烷及其同系物的选择性降解 

 

作者简介：E-mail:deyugong@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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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微渗漏环境中微生物分异特征及天然气勘探应用研究 

 

顾  磊 1, 2，许科伟 1，杨  帆 1，汤玉平 1 

(1.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江苏 无锡 214151； 

2.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 微生物油气勘探技术是基于油气藏的轻烃微渗漏原理衍生的地表勘探技术。油气藏中的轻烃部分（C1-C5）以

微渗漏的方式通过上覆的沉积层，在近地表土壤中诱导专门利用轻烃的微生物繁殖与生长，油气区的微生物种类与

浓度有别于下伏没有油气藏的地区。通过分析微生物的异常特征，对油气藏特别是天然气储藏进行研究和预测。在

典型油气微渗漏区域油气藏为研究对象，研究油气微生物生态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在典型天然气藏区域，进一

步展开微生物勘探研究，鉴定油气藏上方气态烃氧化过程的微生物驱动者，提取土壤中的微生物异常信息。研究中

发现了关键微生物均可作为微生物勘探中的指示微生物，可用于油气富集区油气藏的预测。已在渤海湾盆地、四川

盆地、塔里木盆地、松辽盆地和准格尔盆地进行了油气地球化学勘探和油气微生物的扫面研究，结果显示出地表微

生物异常与天然气藏以及油藏有较好的关联性；与油气化探指标对比后发现，天然气藏上方微生物正异常和残余烃

负异常具有较为明显的互补关系。本研究深化了对典型油气藏上方气态烃氧化微生物转化机制的认识，为油气微生

物勘探技术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关键词: 油气微生物；微渗漏；异常识别；生物地理学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bial anomalies for oil and gas in the areas of 
typical microseepage 

 

Gu Lei 1, 2, Xu Ke-Wei1, Yang Fan1, Tang Yu-Ping 1 

 

(1.Wuxi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Ge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Production, SINOPEC, Wuxi 214151, 

China; 

2.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Microbial prospecting for hydrocarbons is based on the hydrocarbon microseepage, the natural phenomenon that 

hydrocarbon gases of subsurface petroleum accumulations migrate upward by reservoir pressure. The detection of the activity 

and distribution of these highly specialized populations can be used to forecast the existence of oil and gas deposits. However, 

the hydrocarbon-oxidizing bacterial population are usually not predominant in soil samples above the typical onshore oil and 

gas reservoirs. It is hard to assess the abundance, distribution, and community composition of the hydrocarbon-oxidizing 

bacteria, neither to assess the functional activity and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In this study, the hydrocarbon-oxidizing 

bacteria anomalies will be investigated. Furthermore, hydrocarbon-oxidizing bacteria above the typical onshore gas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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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be investigated. Results indicated a coincidence between elevated oil and gas activity and the hydrocarbon-oxidizing 

community structure. Analysis of the biotechnology profile data for hydrocarbon-oxidizing bacteria were used to extend 

genetic information for this bacteria and to contribute to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involved in specific biological processes above the typical onshore oil and gas reservoirs, including Bohai bay basin, Sichuan 

basin, Tarim basin, Songliao Basin, and Junggar Basin. Notably, the profiling data of hydrocarbon-oxidizing bacteria will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insight at different areas of onshore gas reservoirs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optimizing 

the technology of microbial prospecting at the biotechnology level. 

Keywords: Hydrocarbon-oxidizing bacteria; Microseepage; Anomaly identification; Bio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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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西古近系—新近系含气系统模拟及勘探方向 
 

郭泽清，易士威，田继先，曾  旭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天然气成藏与开发重点实验室，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柴西地区天然气具备较大的勘探潜力，主要生气中心、主力气源岩、天然气成藏关键时刻尚未明确，制约了

天然气勘探进程。本次研究选取在含油气系统模拟中应用最广的 PetroMod 软件，输入相关参数，恢复剥蚀量，建

立柴西地区古近系-新近系三维地质模型，运行后得到各套烃源岩成熟度平面图、生气强度图、运聚方向图以及生

气量，在此基础上，确定主力气源岩为下干柴沟组上段（E3
2
）和上干柴沟组（N1）；指出天然气平面分布受源岩成熟

度的控制，天然气位于成熟-高成熟源岩区及附近；主要生气凹陷为红狮、小梁山和茫崖东 3 个凹陷，围绕这生气

凹陷周缘的构造高部位是天然气的运聚方向；主要生气期为第四纪（Q1+2）和上新世晚期（N2
3
），关键时刻为 N2

3
。在

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狮子沟-油砂山-英东-大乌斯、油泉子-开特米里克-油墩子和小梁山-南翼山-大风山构造

带是下步天然气勘探的重点领域。 

关键词：柴西；古近系-新近系；含气系统；关键时刻；有利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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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A009 

鄂尔多斯盆地神木气田天然气轻烃地球化学特征及应用1 

 

韩文学，陶士振，麻伟娇，刘  丹，冯子齐，彭威龙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轻烃中蕴含有丰富的地球化学信息，神木气田轻烃方面的研究甚少，本文采用 GC 技术对神木气田上古生界

天然气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结果显示：神木气田上古生界天然气富集甲基环己烷（MCH），相对含量为 46%~73%，平

均值为 61%，甲基环己烷指数>(50±2)%；在 C7轻烃系统三角图板中，正庚烷（nC7）相对含量较低，为 14%~38%，

平均值为 18%；在 C5~7正构烷烃、异构烷烃和环烷烃相对含量三角图板中，气样位于相对含量小于 30%的区间；链烷

烃指数（Ip）分布于 1.17%~1.91%。根据上述辨识标准，认为神木气田上古生界主要以煤成气为主，部分气田可能

有少量油型气的混入。K1 、K2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说明神木气田的天然气来自同一含油气系统。气样异庚烷值

分布在 1.45~2.69，平均值为 2.32；正庚烷相对含量为 9.48%~17.68%，平均值为 11.71%，均小于 20%。根据上述辨

识标准，神木气田上古生界煤成气处于低成熟—正常成熟阶段，该结果与 Ro 一致。 

关键词：神木气田；轻烃组分；成因类型；成熟度；气源对比  

 

0  引言 

轻烃是油气中重要的组分之一，其中蕴含有丰富的地球化学信息，目前，学者对此尚无统一定义。

戴金星[1]认为，轻烃是指沸程在 200℃以前的汽油烃，即碳数为 C5~10 的烷烃化合物，包括天然气中伴

生的部分凝析油和轻质油。郭瑞超[2]等将轻烃定义为 C4~7 的烷烃化合物。Mango[3]则认为轻烃为 C1~9

的烷烃化合物。Odden[4]则将轻烃定义为 C1~13 的烷烃化合物。沈忠民[5]等将轻烃定义为 C5~10 的烷烃

化合物。笔者建议将 C1~13 定义为广义的轻烃化合物，由于对 C5~9 的化合物研究是当前分析的主流，

因此将其定义为狭义的轻烃化合物。本文轻烃指的是后者，即 C5~9 的烷烃化合物。 

神木气田上古生界天然气样品湿度较大，轻烃含量较高。而且，关于该地区天然气轻烃方面的研

究较少。本文利用天然气轻烃组分分析测试结果，研究了神木气田上古生界天然气成因类型、进行了

气源对比、并对天然气的成熟度进行了判断，以期对下一步的勘探开发提供有利的指导。 

1  区域地质概况及样品分布 

神木气田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和神木县境内，毗邻米脂、大牛地、榆林、子洲大气田[6]，面

积约 4×104km2（图 1）。构造上位于二级构造单元伊陕斜坡东北部和伊盟隆起南部，为一宽缓的西倾

斜坡，构造倾角非常小。断层不发育，构造稳定。沉积体系经历了由海相到陆相的演变。神木气田产

气层主要为太原组，以海侵型浅水三角洲相和低能碳酸盐岩滨岸相为主[7]，发育碎屑岩型、灰岩型和

互层型 3 种地层组合，以互层型最常见[8]。分流河道砂与大套广覆式分布的煤系烃源岩互层分布，具

                                                              
基金项目：中国煤成气地球化学与成藏机制规律研究（编号：2014B-0608）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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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形成大型自生自储式岩性气藏的有利地质条件。储集空间主要为岩屑溶孔，四周泥岩与致密砂岩组

成封闭条件。　 

为了探讨本区天然气中轻烃组成特征，本文选取神木气田上古生界气样 23 个。其湿度平均值为

5.79，轻烃含量较高。本次实验是在 Agilent 7890GC 气相色谱仪进行，采用 30m×0.25mm 的弹性石

英毛细柱 DB-5 进行分析。起始温度 30℃，柱温 80℃-310℃，升温速率为 6℃/min。采用氮气作为载

气，氢气 40ml/min，空气 400ml/min。用 FID 检测器检测。 

 
图 1  神木气田地理位置示意图 

Fig.1  Sketch map showing location of Shenmu Gasfield 

2  实验结果分析 

2.1  天然气成因类型判断 

除了常规的 C1~4 同位素组成可以用来辨识天然气的成因类型之外，也可以应用轻烃组分作为辨识

指标，如苯和甲苯相对含量、苯/甲苯比值、IMCH6、C7 轻烃系统三角图版、C6~7 芳烃和支链烷烃组合、

C5~7 正构烷烃，异构烷烃和环烷烃的相对含量等[9-14]。笔者认为以下四种指标组合可以较为准确的辨

识天然气成因类型。 

2.1.1    甲基环己烷指数 

甲基环己烷主要来自于高等植物的木质纤维素和糖类，是腐殖型有机质的主要特征[2]，它的大量

出现可以作为煤成气的重要标志。胡惜麟[12]提出了利用甲基环己烷指数（IMCH6）辨识天然气类型的

标准（式 1），当 IMCH6>(50±2)%时为煤成气，当 IMCH6<(50±2)%时为油型气。 

6
7 7

100%
nMCH

MCH
I

MCH RCPC 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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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MCH6 为甲基环己烷指数；MCH 为六元环烃；RCPC7 为五元环烃；nC7 为直链烃。 

通过对神木气田 23 个样品分析（表 1），有 22 个样品的 IMCH6>(50±2)%，为明显的煤成气特征，

这与根据 δ13C2>-28.5‰辨识标准一致。其中双 8-12 井的 IMCH6<(50±2)%，按照此标准判断为油型气，

但其 δ13C2 值为-24.7‰，又明显具备煤成气特征。通过对双 8-12 井碳同位素值分析，发现其碳同位素

出现了部分倒转，即 δ13C1<δ13C2>δ13C3<δ13C4。导致碳同位素出现倒转的原因主要有：有机成因气和

无机成因气的混合、煤成气和油型气的混合、同型不同源或同源不同期气的混合、烷烃气某些组分被

细菌氧化[15]。综合神木气田区域地质概况及双 8-12 临近井判断，煤成气和油型气的混合是导致该气

井碳同位素出现倒转的主要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何运用 δ13C2 与 IMCH6 指标存在辨识结果不一致的现

象。 

表 1  神木气田轻烃相对含量及甲基环己烷指数 

Table 1  The relative content of light hydrocarbon and methyl cyclohexane index 

井号  nC7 MCH6 1,1-DMCC5 1c3-DMCC5 1t3-DMCC5 1t2-DMCC5 IMCH6/% 天然气类型 

双 7-11  3.94 11.32 0.59 0.75 0.71 1.04 61.69 煤成气 

双 3  2.26 8.52 0.69 0.72 0.62 0.95 61.93 煤成气 

双 5-19  2.23 7.43 0.59 0.7 0.55 0.9 59.93 煤成气 

双 6-18  2.04 6.71 0.7 0.35 0.48 0.81 60.45 煤成气 

双 6-19  2.34 6.96 0.58 0.63 0.48 0.72 59.46 煤成气 

双 7-12  2.5 9.08 0.56 0.7 0.49 0.95 63.59 煤成气 

双 8-8  1.65 6.52 0.52 0.73 0.6 0.92 59.57 煤成气 

双 8-12  3.64 4.44 0.44 0.26 0.2 0.57 46.50 混合气 

双 8-17C3  2.42 7.42 0.77 0.56 0.53 0.94 58.67 煤成气 

双 9-11  1.54 5.8 0.52 0.51 0.39 0.66 61.50 煤成气 

双 9-11H2  2.49 7.61 0.59 0.47 0.5 0.94 60.33 煤成气 

双 9-12  2.02 7.02 0.63 0.46 0.46 0.88 60.34 煤成气 

双 9-13H2  2.32 9.87 0.67 0.85 0.69 1.12 63.58 煤成气 

双 10-3  2.1 8.29 0.56 0.77 0.65 1.01 73.48 煤成气 

双 10-5  2.14 7.4 0.6 0.7 0.61 1 59.48 煤成气 

双 10-9  1.95 7.25 0.61 0.6 0.5 0.91 61.42 煤成气 

双 10-13  2.25 9.43 0.63 0.89 0.63 1.26 62.53 煤成气 

双 11-4C5  1.92 8.72 0.62 0.86 0.67 1.14 62.62 煤成气 

双 11-15C1  2.39 8.82 0.63 0.76 0.65 1.02 61.84 煤成气 

双 11-15C3 1.96 6.31 0.49 0.56 0.58 0.61 60.05 煤成气 

双 20  2.14 5.48 0.47 0.6 0.45 0.76 55.35 煤成气 

双 19-22  1.88 5.92 0.52 0.52 0.36 0.74 59.55 煤成气 

双 21-12  2.04 8.02 0.64 0.65 0.48 1 62.52 煤成气 

注：nC7-正庚烷；MCH6-甲基环己烷；1,1-DMCC5-1,1二甲基环戊烷；1c3-DMCC5-1,顺-3－二甲基环戊烷；1t3-DMCC5-1,反-3－二

甲基环戊烷；1t2-DMCC5-1,反-2－二甲基环戊烷；IMCH6-甲基环己烷指数 

2.1.2    C7 轻烃系统三角图版法 

常见的 C7 轻烃化合物主要包括：①甲基环己烷（MCH），其母质主要是腐殖型，是陆源母质类

型的良好参数，它的大量存在是煤成气的重要标志；②各种结构的二甲基环戊烷（ΣDMCP），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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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水生生物的类脂化合物，是腐泥型油型气的一个显著特点；③正庚烷（nC7），母质来源复杂，即可

以来自细菌和藻类，也可以来自高等植物，对成熟作用极为敏感，是较好的成熟度指标。因此，利用

上述三种化合物组成的三角图可以辨识不同成因的天然气[16-20]。 

 

图 2 C7 轻烃系统三角图板 

Fig.2 The C7 light hydrocarbon system triangle chart 

从上述 C7 轻烃系统三角图板中可见，神木气田上古生界气样富集甲基环己烷（MCH），相对含

量为 46%~73%，平均值为 61%。正庚烷（nC7）的相对含量则较低，为 14%~38%，平均值为 18%。

胡国艺[13]等指出：油型气的正庚烷（nC7）相对含量大于 30%，甲基环己烷（MCH）相对含量小于

70%；煤成气的正庚烷（nC7）相对含量小于 35%，甲基环己烷（MCH）相对含量大于 50%。根据这

一辨识标准可知：神木气田上古生界 23 个气样中，有 22 个为煤成气，其中双 8-12 井的数据落在了

重叠区间，与上述 IMCH6 标准一致，是由于煤成气和油型气的混合所致。 

2.1.3   C5-7 正构烷烃、异构烷烃、环烷烃相对含量 

天然气中脂肪族组成受不同沉积环境、不同母质类型源岩的影响。腐泥型母质生成的油型气中富

含正构烷烃，腐殖型母质形成的煤成气中富含芳烃和异构烷烃[11]，陆源母质则富含环烷烃。因此，可

以用 C5-7 正构烷烃、异构烷烃、环烷烃的相对含量来鉴别不同成因的天然气（图 3）。 

 
图 3  C5-7 正构烷烃、异构烷烃、环烷烃组成三角图 

Fig.3  The triangle chart of n-alkanes, isoparaffin, cycloalk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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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发现，神木气田上古生界 23 个气样在 C5-7 正构烷烃、异构烷烃和环烷烃组成的三角

图中集中分布。胡国艺[13]等指出：煤成气分布在 C5-7 相对含量小于 30%的区间。根据这一标准判断，

神木气田上古生界 23 个气样属于煤成气。 

2.1.4    链烷烃指数 

有机质母质类型对 C6-7 轻烃组成具有重要影响，腐泥型母质形成的油型气中相对富集链烷烃，腐

殖型母质形成的煤成气中相对富含环烷烃和芳烃[20-21]。于聪等[22]通过对塔里木盆地油型天然气中轻

烃组成特征的研究发现，油型气轻烃组分相对含量具有链烷烃>环烷烃>芳烃的特征。笔者通过对神木

气田上古生界天然气轻烃中 C6-7 链烷烃、环烷烃和芳烃相对含量的研究，提出了链烷烃指数（Ip）的

概念，Ip 计算公式如下： 

pp
a c

R
I

R R



                                      （2） 

式中：Ip 为链烷烃指数；Rp 为 C6~7 化合物中链烷烃相对含量；Ra 为 C6~7 化合物中芳烃相对含量；Rc

为 C6~7 化合物中环烷烃相对含量。 

通过对神木气田上古生界 23 个气样的计算发现（表 2），22 个气样的链烷烃指数（Ip）集中分布

于 1.17%~1.91%，其中，双 8-12 井的链烷烃指数（Ip）异常大，为 3.22（图 4）。导致这一现象的原

因也是由于双 8-12 井为油型气与煤层气的混合。结果说明，链烷烃指数（Ip）可以作为天然气成因类

型的辨识标准。 

表 2  神木气田上古生界气样链烷烃指数（Ip）表 

Table 2  The index of alkane of Shenmu Gasfield 

井号  层位 
芳烃/C6-C7化

合物 

链 烷 烃 /C6-C7

化合物 

环 烷 烃 /C6-C7

化合物 
Ip 天然气类型 

双 7-11  P1x+P1s 0.08 0.57 0.36 1.30 煤成气 

双 3  P1s+P1t 0.11 0.56 0.33 1.30 煤成气 

双 5-19  P1x+P1t 0.10 0.57 0.33 1.30 煤成气 

双 6-18  P1t+P1s+P1x 0.09 0.57 0.33 1.35 煤成气 

双 6-19  P1x+P1s+P1t 0.11 0.57 0.32 1.33 煤成气 

双 7-12  P1h+P1s 0.12 0.55 0.33 1.23 煤成气 

双 8-8  P1x 0.05 0.60 0.35 1.50 煤成气 

双 8-12  P1h+P1s 0.04 0.76 0.20 3.22 混合气 

双 8-17C3  P1h+P1s 0.08 0.59 0.32 1.45 煤成气 

双 9-11  P1x+P1s+P1t 0.09 0.61 0.30 1.58 煤成气 

双 9-11H2  P1t 0.12 0.57 0.31 1.33 煤成气 

双 9-12  P1h+P1s+P1t 0.10 0.59 0.31 1.45 煤成气 

双 9-13H2  P1t 0.09 0.54 0.37 1.19 煤成气 

双 10-3  P1s+P1t 0.08 0.56 0.36 1.26 煤成气 

双 10-5  P1h+P1s+P1t 0.11 0.57 0.33 1.31 煤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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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0-9  P1h+P1s+P1t 0.11 0.56 0.33 1.29 煤成气 

双 10-13  P1h+P1s 0.08 0.55 0.37 1.23 煤成气 

双 11-4C5  P1h+P1s 0.06 0.54 0.40 1.17 煤成气 

双 11-15C1  P1h+P1s+P1t 0.10 0.56 0.34 1.25 煤成气 

双 11-15C3  P1h+P1s+P1t 0.10 0.61 0.29 1.54 煤成气 

双 20  P1s+P1t 0.05 0.66 0.29 1.91 煤成气 

双 19-22  P1h+P1s+P1t 0.11 0.60 0.29 1.51 煤成气 

双 21-12  P1h+P1s+P1t 0.10 0.55 0.34 1.25 煤成气 

通过对表 2 分析可知，在 C6-7 化合物的相对组成中，芳烃的含量极低，为 4%~12%，平均值仅为

9%。导致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芳烃的吸附性较强，在天然气的运移过程中，受到地层的吸附

作用和地层水作用所致。 

 
图 4 C6-7 链烷烃、芳烃、环烷烃组成三角图 

 Fig. 4 The triangle chart of alkane, aromatic, cycloalkane 

2.2  气源对比 

Mango 通过对世界 2000 余个轻烃样品的分析，发现 4 个异庚烷的化合物：2‐甲基己烷，3-甲基

己烷，2,3-二甲基戊烷和 2,4-二甲基戊烷，对于同一反应，其同分异构体产物组成具有一个相对固定

的比例值，该值不随中间体和基质的浓度发生变化。Mango 将将该比值定义为 K1 常数[23]（式 3）。

腐殖型干酪根与腐泥型干酪根结构各异，这种差异性就会导致化学反应路径的差异，进而影响化学

反应的动力学过程[3]。鉴于此，不同母质类型就会生成丰度各异的异构烷烃，从而导致异构烷烃参

数的差异性。因此，可以利用 K1 参数实现油气源的对比。 

1

2 2,3
3 2, 4

MH DMP
K

MH DMP
  


  

                                              （3） 

式中：2-MH为 2-甲基己烷；2,3-DMP为 2,3二甲基戊烷；3-MH为 3-甲基己
烷；2,4-DMP 为 2,4-二甲基戊烷。 

神木气田上古生界 23 个气样的 K1 值为 1.00~1.23，平均值为 1.08，K1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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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神木气田的天然气来自同一含油气系统。 

Mango 基于 C7 成因的稳态催化动力学模式提出，形成不同碳数环状化合物的反应速率相互独

立，而形成相同碳数等环的反应速率是成比例的[24]。由此，Mango 提出 K2 参数（式 4）。朱杨明[25]

等认为，同一源岩，在整个生油窗范围内生成的原油轻烃，其 K2 值应该保持不变。即环戊烷与异戊

烷呈一定比例出现。 

3
2

2 2

=
P

K
P N

                                         (4) 

式中：P3 为 2,2-二甲基环戊烷+2,4-二甲基戊烷+2,3-二甲基戊烷+3,3-二甲基戊烷+3-乙基戊烷；P2 为

2-甲基己烷+3-甲基己烷；N2 为 1,1-二甲基环戊烷+顺-1,3-二甲基环戊烷+反式-1,3-二甲基环戊烷。 

神木气田上古生界 23 个气样中，K2 值分布在 0.44~0.80，平均值为 0.55，标准偏差为 0.09，与

K1 结果一致，说明神木气田的天然气来自同一含油气系统。 

2.3 天然气成熟度判断 

部分轻烃的特征与沉积岩在埋藏中经历的温度相关，因此，可以用庚烷值（H）与异庚烷值（I）

的相对大小划分陆相原油和凝析油的成熟度[26-27]。主要包括 4 类：低熟油，异庚烷值小于 1.0，庚烷

相对含量小于 20%；正常原油，其异庚烷值为 1~3，庚烷相对含量为 20%~30%；高成熟原油，其异

庚烷值为 3~10，庚烷相对含量为 30%~40%；过成熟油，其异庚烷值大于 10，庚烷相对含量大于 40%。 

神木气田上古生界 23 个气样中，22 个样品的异庚烷值分布在 1.45~2.69，平均值为 2.32，1 个样

品的异庚烷值为 6.39；23 个样品的正庚烷相对含量为 9.48%~17.68%，，平均值为 11.71%，均小于 20%。

根据上述辨识标准，神木气田上古生界煤成气处于低成熟—正常成熟阶段。其中双 8-12 井的异庚烷

值为 6.39，正庚烷相对含量为 17.68%，均为所取样品中的最大值。因为正庚烷值和异庚烷值与烃源

岩的成熟度密切相关，相同演化阶段的腐泥型油型气比腐殖型煤成气具有更高的庚烷值[27]。这与上

面的解释结果一致，因为双 8-12 井中混入了部分的油型气，因此导致双 8-12 井的正庚烷值和异庚烷

值异常高。 

根据戴金星[28]提出的 δ13C1 与 Ro 之间的数学公式（式 5），计算得出神木气田上古生界 23 个气样

的 Ro 值分布于 0.62%~0.82%，平均值为 0.72%（表 3）。根据我国东部（包括鄂尔多斯和四川）煤成

气成熟度鉴别标准[29]（图 4），神木气田上古生界的天然气属于低成熟-成熟阶段。与上文根据异庚烷

值和庚烷值判别标准一致，可见利用轻烃判别天然气成熟度的准确性。同时，根据甲烷碳同位素判断

的成熟度与轻烃组分判断标准一致，也说明神木气田上古生界天然气是同源、一期成藏[30]。 
13

1 14.12 lg o 34.39C R   ‰                            (5) 

式中：δ13C1 为甲烷碳同位素值；Ro 为镜质体反射率。 
表 3  神木气田上古生界碳同位素值及镜质体反射率 

Table 3  The δ13C and Ro value of Shenmu Gasfield 

井号 
δ13C（‰，VPDB） 

Ro 
CH4 C2H6 C3H8 C4H10 iC4H10 nC4H10 

双 9-11 -36 -23.1 -22 -21.70 -21.82 -21.57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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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5-19 -36.5 -23.9 -22.7 -22.18 -22.37 -21.98 0.71 

双 3 -36.7 -23.2 -22 -21.65 -21.86 -21.41 0.69 

双 6-18 -36.7 -23.7 -22.4 -21.80 -22.09 -21.49 0.69 

双 6-19 -37 -23.8 -22.4 -21.92 -22.09 -21.75 0.65 

双 7-11 -36.7 -24.7 -23.1 -22.53 -22.75 -22.32 0.69 

双 7-12 -36.1 -23.4 -22.2 -21.88 -22.21 -21.51 0.76 

双 8-12 -37.3 -24.7 -26.4 -25.62 -24.70 -26.40 0.62 

双 8-17C3 -36.6 -25.6 -23.4 -22.42 -22.40 -22.44 0.70 

双 8-8 -37.1 -25.1 -24.3 -23.61 -23.52 -23.68 0.64 

双 9-11H2 -35.6 -22.8 -22 -21.01 -20.92 -21.12 0.82 

双 9-12 -36.5 -23.2 -22.1 -21.10 -21.15 -21.03 0.71 

双 9-13H2 -36 -23.2 -22.1 -21.86 -22.08 -21.61 0.77 

双 10-13 -35.9 -23.5 -22.3 -22.15 -22.44 -21.82 0.78 

双 10-3 -36.5 -24.8 -23.7 -22.97 -23.05 -22.90 0.71 

双 10-5 -36.1 -23.8 -22.8 -22.02 -22.14 -21.90 0.76 

双 10-9 -36.5 -23.5 -22.3 -21.73 -21.94 -21.49 0.71 

双 11-15C1 -36.4 -23.3 -22.3 -21.73 -21.97 -21.47 0.72 

双 11-15C3 -36 -23.2 -22.2 -21.54 -21.79 -21.28 0.77 

双 11-4C5 -36.8 -25.4 -24.2 -23.78 -24.10 -23.49 0.68 

双 19-12 -35.9 -23.2 -21.8 -21.06 -21.43 -20.59 0.78 

双 20 -36.2 -25.8 -24.2 -23.48 -23.26 -23.69 0.74 

双 21-11 -35.9 -24.1 -22.9 -21.03 -20.84 -21.24 0.78 

 

图 5  中国东部（包括鄂尔多斯盆地和四川）煤成气成熟度图 

Fig.5  The maturity map of coal-derived gas in East China (including Erdos Basin and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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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通过对神木气田上古生界天然气轻烃组分特征分析，认为该区以煤成气为主，部分井可能

有少量油型气的混入。 

（2）提出链烷烃指数（Ip）的概念，神木气田上古生界煤成气链烷烃指数分布于 1.17%~1.91%，

均小于 2%，若天然气类型为油型气或有部分油型气的混入，则链烷烃指数大于 2%。 

（3）通过对 Mango 参数 K1，K2 的计算，神木气田上古生界 23 个气样的 K1 值为 1.00~1.23，平

均值为 1.08，K1 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K2 值分布在 0.44~0.80，平均值为 0.55，标准偏差为 0.09，

与 K1 结果一致，据此判断神木气田的天然气来自同一含油气系统。 

（4）通过异庚烷值（I）和庚烷值（H）辨识标准，神木气田上古生界 23 个气样中，22 个样品

的异庚烷值分布在 1.45~2.69，平均值 2.32；23 个样品的正庚烷相对含量为 9.48%~17.68%，平均值为

11.71%，均小于 20%。根据上述辨识标准，神木气田上古生界煤成气处于低成熟—正常成熟阶段。

23 个气样的 Ro 值分布于 0.62%~0.82%，属于低成熟‐成熟阶段。与异庚烷值（I）和庚烷值（H）辨

识标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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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ight hydrocarb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henmu 

Gasfield, Ordos Basin 
 

Han Wen-xue, Tao Shi-zhen, Ma Wei-jiao, Liu Dan, Feng Zi-qi, Peng Wei-l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PetroChina,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Light hydrocarbon has abundant geochemical information, 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it in Shenmu Gasfield. 

Taking upper Paleozoic in Shenmu Gasfield as an example, authors use GC technology to study light hydrocarbon 

systematic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the content of methyl cyclohexane is abundant, which ranges from 46%~73% 

with an average of 61%, and the index of methyl cyclohexane is greater than (50±2)%. Among C7 triangle chart, the content 

of n-heptane is very low, which ranges from 14%~38% with an average of 18%. Among the triangle chart of n-alkanes, 

isoparaffin, cycloalkane, the content of samples is less than 30%. The index of alkane ranges form 1.17%~1.91%. The 

Shenmu Gasfield is mainly coal-derived gas, which is mixed by partial oil-type gas due to the above data. ② The upper 

Paleozoic gas in Shenmu Gasfield belongs to the same petroleum system due to K1 and K2 parameter. ③ The isoheptane 

ranges from 1.45~2.69 with an average of 2.32, and n-heptane ranges from 9.48%~17.68% with an average of 11.71%, 

which bellows 20%. The maturity of upper Paleozoic gas in Shenmu Gasfield is low-normal stag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Ro data. 

Key words: Shenmu Gasfield; Light hydrocarbon; Genetic type; Maturity; Gas-source correlation 
 



第二届天然气地区科学论坛 

编号：NGGSF02A010 

克拉苏构造带西段构造成因及天然气远景评价 

——以阿瓦特地区为例 

 

韩耀祖 1，谷永兴 1，刘  军 1， 商国玺 1，王本强 2，吕  瑞 3 

 （1.中国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司研究院，新疆 库尔勒 841000； 

2.塔里木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新疆 库尔勒 841000； 

3.塔里木油田公司塔北勘探开发项目经理部，新疆 库尔勒 841000） 

 

摘要：基于高分辨率的克拉苏构造带阿瓦特段三维地震数据体，结合数字高程模型、野外地质露头信息、钻井数据

和前人研究成果，选取若干阿瓦特地区的典型剖面进行精细构造解析，参照相邻工区典型地震剖面，梳理整个克拉

苏构造带西段的区带结构特征。分析认为，阿瓦特地区独特的长距离逆掩推覆构造的成因，主要有以下三点：（1）

动力来源：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晚期，受印藏碰撞远程效应的影响，古天山洋迅速闭合，南天山剧烈隆起，在向南推

覆过程中受到温宿古隆起的阻挡，整个克拉苏构造带西段发生大规模的挤压破碎，在阿瓦特段构造缩短量达到 52%，

为阿瓦特地区长距离逆掩推覆构造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来源。（2）变形空间：A 井的钻探结果表明，阿瓦特地区的古

近系膏盐层厚度达到 1855m，临近的博孜井区同期沉积的膏盐层平均厚度仅为 236m，研究认为阿瓦特地区为古盐湖

的一个沉积中心，岩性以石膏岩、膏质盐岩、盐岩和盐质泥岩为主，膏盐纯度高，可塑性与流变能力强，为阿瓦特

地区长距离逆掩推覆构造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变形空间。（3）逆掩条件：阿瓦特地处侏罗系煤系地层的沉积边缘，

煤层较薄，内摩擦系数较上覆膏盐层大，滑脱效率底下，在向南持续楔入的过程中，上、下滑脱层的内摩擦力差导

致早期叠瓦状冲断构造向前发育受阻，5 号断裂以古近系膏盐为支撑，断距自东向西逐渐加大，最终，在 A 井区附

近以长距离的垂向逆掩叠置构造变形，部分取代了原来向南传递的前展式叠瓦状构造变形。巨厚的膏盐层具有良好

的垂向和侧向封盖性能，为阿瓦特地区的油气成藏提供了优异的条件。 

关键词：克拉苏构造带；构造缩短量；膏盐层；滑脱作用；逆掩构造 
 

0  引言 
库车坳陷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是南天山山前的一个中－新生代沉积坳陷。郭令智、郭卫星、李

本亮等人的研究认为，受印藏碰撞远程效应的影响，中生代以来的造山运动，使该地受到强烈挤压，

发育大规模的冲断褶皱变形，进而形成一系列的构造圈闭[1-4]。库车坳陷是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重

点区域，是“西气东输”的主力气源地，克拉苏构造带是库车天然气勘探的主战场[5-7]。虽然大多数

学者认同整个克拉苏构造带的构造变形特征和沉积演化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继承性[8,9]，但一直

以来克拉苏复杂的地质构造特征和厚层膏盐的存在引起地震资料处理过程中大量的不成像和成假像

问题，此外多期构造变形相互叠加干涉，导致部分构造主体部位地震资料成像差、圈闭落实程度低，

因而对该区构造演化和油气运聚的认识还存在诸多争议。此次研究，基于高分辨率的三维地震资料，

结合已有的野外地质露头信息、数字高程模型、钻井数据和前人研究成果，选取若干条阿瓦特地区的

典型剖面进行精细构造解析，参照相邻工区典型地震剖面，梳理出整个克拉苏构造带西段的区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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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建立更为合理的构造解释方案，极大地减小克拉苏构造带油气勘探的风险。 

 

 

 

 

 

 

 

 
图 1  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构造单元划分 

Fig.1  Tectonic framework of Kuche Depression,Tarim Basin    

1  区域地质背景 
塔里木盆地是发育在前寒武纪克拉通结晶基底之上的一个多旋回大型叠合盆地[10]，其北缘的库

车坳陷位于南天山和塔里木盆地的盆山过渡带[11-14]，由近东西向的五排构造单元组成，自北往南依次

为：北部构造带、克拉苏－依奇克里克构造带、乌什－拜城－阳霞凹陷、秋里塔格构造带和南部斜坡

带[15,16]（图 1）。 

阿瓦特地区位于库车坳陷山前第二排构造单元克拉苏－依奇克里克构造带西段，东邻博孜气田，

西接乌什-神木构造带，北面为南天山，南面为温宿古隆起。从过阿瓦特地区东西向地形剖面（图 2a）

和克拉苏构造带西段数字高程模型 DEM 图（图 2b）上可以看出，阿瓦特地区地形条件非常复杂，地

势总体上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海拔位于 1800m 到 2500m 之间，55km 内相对高差最大 630 米。研究

区大致以古近系小库孜拜组膏盐层（E2x）为界，自上而下划分为三个构造—地层层序（图 2c）：（1）

盐上盖层——由第四系（Q）、上新统库车组（N2k）、中新统的康村组（N1-2k）、吉迪克组（N1j）和

阿瓦特组（E3a）组成，主要岩性为砂砾岩、含砾粗砂岩、砂岩、砂泥岩，沉积物粒径向上变粗；（2）

膏盐层——古-始新统小库孜拜组膏盐层（E2x），主要岩性为石膏岩、膏质盐岩、盐岩和盐质泥岩，

可塑性与流变能力强；（3）盐下基底——推测为寒武纪结晶基底-侏罗纪煤系地层。从野外地质露头

图（图 2d）上可以看出，从南天山到温宿古隆起依次出露三叠系俄霍布拉克组（T1eh）、克拉玛依组

（T2-3kl）、黄山街组（T3h），侏罗系阿合组（J1a）、阳霞组（J1y）、克孜勒努尔组（J2k）、恰克马克组

（J2q），白垩系舒善河组（K1s）、巴什基奇克组（K1b），古近系塔拉克组（E1t）、小库孜拜组（E2x）、

阿瓦特组（E3a），第四系冲积砾岩（Q1-4），新近系康村组 N2k、库车组 N1K 和吉迪克组（N1j）。出露地

层走向以北西西-南东东向为主，出露地层倾向北偏东 0o-75o 之间，倾角 12o-27o，与地震剖面解释层

位吻合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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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阿瓦特地区东西向地形剖面；（b）克拉苏构造带西段地表高程图（位置见图 1a），底图为 DEM 30m数字高程模型

（http://www.gscloud.cn/）； 

（c）克拉构造带西段地层综合柱状图（据李世琴等，2014修改[15]）（d）阿瓦特地区地质露头简图（位置见图 2b） 

Fig.2  （a）Topography profile of Awate（west to east）；（b）Digital Elevation Map of west Krasu belt,on the color-shaded 

relief map base on the 30m DEM data 

（http://www.gscloud.cn/),see Fig.1a for location；（c）Comprehensive stratigraphic column in west Krasu belt；（d）Geological 

Outcrop map of Awate segment，see Fig.2b for location。 
 

2  阿瓦特段典型地震剖面精细解释 
克拉苏构造带的双滑脱构造模式最初是在 2009 年提出的，漆家福、贾承造、汪新等学者的研究

认为双滑脱构造既不同于传统的断层相关褶皱，也不同于普通的盐相关构造，而是一种综合了上述二

者特征的构造模式，具有其特殊的几何学、动力学和运动学特征[5,17-20]。此次研究认为阿瓦特地区作

为克拉苏构造带的一部分，与该构造带典型的双滑脱构造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继承性。在研究区

钻井数据较少的情况下（只有 A 井一口完钻井），借助临近博孜井区和乌什-神木井区的完钻井进行连

井标定，有效识别浅层地震层位。由于阿瓦特地处温宿古隆起、乌什凹陷、拜城凹陷和南天山推覆构

造带的结合部（图 1），构造条件比较复杂，对于构造下盘无法通过连井标定识别的地震层位（8000

米以下），通过类比邻区相应层位的地震反射特征进行解释。 

过 A 井的岩性综合柱状图（图 3a）和地震剖面（图 3b）完整的展现了研究区内的地层分布状况

和其主要构造样式及其组合关系。可以看出，该区地震解释主要存在三个难点：（1）膏盐层厚度大

（1855m）、塑性强，横向、侧向流动性大，地层倾角没有统一的变化规律，构造发育特征不易识别；

（2）大型的叠瓦状逆掩构造发育，各断块之间能量屏蔽作用强，构造建模难度大；（3）地震资料波

场反射特征复杂，目的层有效反射波识别追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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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克拉苏构造带膏盐层厚度大、塑性强、流变不规律的问题，卓勤功、余海波、余一欣、汤良

杰、汪新等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1-24]，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区域运输方向上，盐体一般是在二维平

面里发生变形。因而，此次地震解释及后续研究过程中，仅以 A 井的钻探结果为依据，进行盐顶的

标定，未考虑膏盐的侧向运移导致的邻区相应层位厚度变化。 

 
图 3  （a）A 井岩性综合柱状图（简化）；（b）阿瓦特段典型地震剖面 CC’（位置见图 2b） 

Fig.3  （a）Comprehensive lithology column of Well A；（b）Representative seismic profile of Awate segment，see Fig.2b 

for location。 

 

针对断块叠置严重的问题，首先，通过（图 3b）中的断面波反射，我们可以清晰的识别出作为

上、下盘分界线的 5 号断裂（F5）。其次，通过轴面分析法厘定出剖面中关键构造部位的轴面位置，

结合从山前到前陆方向随着距离加大，应力的释放逐渐减弱，构造变形的强度依次变小，一般会形成

前展示的构造组合样式这样一种认识，加之地震剖面标志地层的断点位置和地层倾角的变化特征，识

别出上、下盘共计 10 条断裂。 在单个构造识别上，从剖面上可以看出，过构造主体部位的资料中部，

目的层信噪比相对较高，波组特征较清晰。其中，各个小断块构造南翼普遍回倾明显，构造北翼，由

于受到上盘断块的能量屏蔽作用，回倾特征有所减弱，但从克拉苏构造带多年的勘探经验和大量的倾

角测井信息来看，构造北翼在强烈的叠瓦状逆冲推覆作用下，北翼地层的回倾也是普遍存在的。 

最后，针对地震资料波场特征复杂，目的层反射识别追踪难的问题，此次研究，借鉴并总结了前

人在克拉苏构造带多年的解释研究工作经验。认为在复杂波场中，识别有效的目的层反射信息，需要

以下三点注意事项：（1）目的层反射特征，以刚性块体形变为主，内部无明显的强波阻抗界面，构造

发育相对完整，一般发育前展式的叠瓦状构造组合样式，规律性强；（2）膏盐层反射特征，因为其极

强的可塑性、流变性，受后期推覆挤压作用，会发生揉皱、刺穿等现象，构造发育普遍具有不规则性

和局限性；（3）目的层以下地层的识别标志，在整个克拉苏构造带，目的层以下白垩系地层普遍表现

为内幕空白反射。综合上述认识和 A 井钻遇地层的岩性分析，可以有效区分别膏盐层内部杂乱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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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同相轴与目的层强反射同相轴。 

解决了上述三个难点，我们以钻井数据为依据，以地质露头信息为约束条件，参照研究区以往的

解释研究工作经验，建立了阿瓦特地区这种独特的长距离逆掩推覆构造模式。研究认为该种构造模式，

是在传统楔形叠瓦状冲断构造发育过程中，由于侏罗系煤系地层内摩擦力较大，5 号断裂向前发育受

阻，继而以膏盐为支撑，呈“悬浮式”向前推进，随着挤压作用继续，位移量逐步加大，最终成为整

个上盘次生叠瓦状构造楔的主干断裂。其中，每个小型逆冲断块的前锋和后缘由于上、下两套滑脱层

的支撑作用，都可能发生“悬浮”，断块之间的发育规模差异较大。此外，在构造主应力向前传递受

阻，继而以垂向抬升形变吸收多余的应力这种构造背景下，诱发的次级断裂普遍倾角较大。A 井倾角

测井的结果（图 3b）证实了上盘次生叠瓦状构造解释方案的合理性，也表明我们在现有资料条件下

所建立的长距离逆掩推覆构造模式是可靠的。 

 

 

 

 

 

 

 

 

 

 

 

 

 

 

 

 
图 4 克拉苏构造带阿瓦特段结构剖面栅状图（位置见图 2b） 

Fig.4  The Awate Segment’s interpreted profiles of west Kelasu structural belt,see Fig.2b for location 

3  长距离逆掩推覆构造成因解析 
在对地震剖面进行精细构造解释的基础上，自西向东选取 AA’、BB’、CC’三条典型剖面制作克

拉苏构造带阿瓦特段结构剖面栅状图（图 4），可以看出阿瓦特地区的收缩构造变形总体上呈现北强

南弱、西强东弱的特征。在温宿古隆起中段附近，构造缩短量最大，发育阿瓦特地区典型的长距离逆

掩推覆构造。在综合考虑整个克拉苏构造带古构造、沉积背景，参照相邻工区典型地震剖面，结合钻

测井数据和地质露头等信息，分析认为，阿瓦特地区形成这种长距离逆掩推覆构造原因主要有以下三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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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克拉苏构造带不同研究区段构造缩短量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s of structure contraction in different segment of Kelasu 

区段 原始长度 现今长度 缩短量 缩短率 

阿瓦特 27.4 13 14.3 52.5% 

博孜段 34.0 25 9 25.5% 

大北段 61.0 40 13 21% 

克深段 72.0 49 14 19% 

 

（1）动力来源：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晚期，受印藏碰撞远程效应的影响，古天山洋迅速闭合，南

天山剧烈隆起，在向南推覆过程中受到温宿古隆起的阻挡（图 5a），整个克拉苏构造带西段发生大规

模的挤压破碎。阿瓦特地区位于温宿古隆起中段前缘，收缩变形空间受限，构造发育以垂向抬升形变

部分取代了早期的前展式构造变形，局部构造缩短量达到 52%（表 1），为阿瓦特地区长距离逆掩推

覆构造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来源。（2）变形空间：A 井的钻探结果表明，阿瓦特地区的古近系膏盐层厚

度达到 1855m，临近的博孜井区同期膏盐层平均厚度仅为 236m。研究认为阿瓦特地区为古盐湖的一

个沉积中心（图 5b），岩性以石膏岩、膏质盐岩、盐岩和盐质泥岩为主，膏盐纯度高，可塑性与流变

能力强，为阿瓦特地区长距离逆掩推覆构造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变形空间。（3）逆掩条件：阿瓦特地

处侏罗系煤系地层的沉积边缘（图 5c），煤层较薄，内摩擦系数较上覆膏盐层大，滑脱效率底下，在

南天山不断隆升，构造主应力向南持续传递的过程中，上、下滑脱层的内摩擦力差导致早期叠瓦状冲

断构造向前发育受阻，5 号断裂以古近系膏盐为支撑，呈“悬浮式”向前推进。随着挤压作用继续和

温宿古隆起的不均衡阻挡，5 号断裂的自东向西位移量逐步加大（图 4），成为整个上盘次生叠瓦状构

造楔的主干断裂。最终，在 A 井区附近以长距离的垂向逆掩叠置构造变形，部分取代了早期向南传

递的前展式叠瓦状构造变形。 
 

 
图 5 （a）库车坳陷-塔北古隆起中生界沉积前古地貌图（b）库车坳陷古近系膏盐岩厚度图（c）库车坳陷侏罗系煤系地层沉积厚度图 

Fig.5 （a）The Pre-Mesozoic geomorphological map of Kuche Depression and North Tarim Paleo-uplift.（b）The gypsum-salt 

thickness map of Kuche depression in Paleogene.（c）The Jurassic coal’s thickness map of Kuche depression 

4  阿瓦特地区天然气远景展望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晚期，南天山剧烈隆起，向南推覆过程中，在阿瓦特段受温宿古隆起的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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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大规模的逆掩叠置和地层破碎现象，构造缩短量达 52%，但由于古近系巨厚膏盐层的存在[25,26]，

该次构造运动并未完全破坏古近系和白垩系的储盖组合。由此造成，构造上盘大量小断块呈叠瓦状向

北抬升，埋藏逐渐变浅，目的层承压越来越小，储集层物性逐渐变好，加上上盘膏盐层优异的封盖性

能，使每一个小断块都有可能成为油气聚集的有利场合；构造下盘，虽然埋深较大，但盖层条件优越，

圈闭幅度与面积都较上盘要大，可作为塔里木盆地未来油气勘探的重点储备圈闭。 

虽然研究区目前勘探程度比较低，但临近的博孜井区和乌什-神木井区均钻遇高产工业油气流，

主力产层为古近系底砂岩和白垩系砂岩储集层，储集层物性良好，区域性膏盐岩盖层垂向和侧向封盖

性能优异[21,22]。阿瓦特地区位于克拉苏构造带西段凝析油气勘探的金三角地带，进一步的深层次、精

细化构造、沉积、储层综合研究无疑成为下一步克拉苏构造带勘探工作的重点。 
5  结论 

从地震资料、地表高程信息、钻井数据的综合研究分析来看，阿瓦特地区的收缩构造变形总体上

呈现北强南弱、西强东弱的特征。在温宿古隆起的顶端，构造缩短量最大，发育独特的长距离逆掩推

覆构造。这种独特的构造样式具有以下四点特征： 

1）每个逆冲断块的前锋和后缘由于上、下两套滑脱层的支撑作用，都可能发生“悬浮”； 

2）受膏盐支撑和前缘变形阻挡共同作用，大多数断裂系垂向受力产生，断裂倾角普遍较大； 

3）各个断块不均衡受力，发育规模差异较大； 

4）断块间的几何形态相互影响较小，但普遍具有时间上的继承性和空间上的延续性。 

造成这种构造变形的原因有三点： 

1）南天山剧烈隆起向南推覆，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来源； 

2）古近系膏盐层厚度大、纯度高，为其收缩变形提供了足够的变形空间； 

3）侏罗系煤系地层，厚度薄，内摩擦力大，导致早期的叠瓦状构造变形持续向南发育受阻，在

5 号断裂附近，以膏盐为支撑，呈“悬浮式”的垂向叠置构造变形，部分取代了早期的楔形叠瓦状构

造变形。 

以钻井数据为依据，以地质露头信息为约束条件，参照临近工区的解释研究工作经验的地震构造

解释，较好的限制了一地构造现象的多解性，得到与实际更为接近的构造解释方案，同时可以对地震

反射剖面处理中的不真实信息或模糊带进行合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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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onic origin and the prospect of oil gas in West Kelasu structural belt：A case 
study of Awat segment 

 

Han Yao-zu1,Gu Yong-xing1,Liu Jun1 ,Shang Guo-xi1,Wang Ben-qiang2,Lv Rui3 

（1. Korla Institue of BGP, CNPC, Korla 841000; 

2.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Tarim Oilfield Company, CNPC, Korla 841000; 

3. Tabei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ject,Tarim Oilfield Company, CNPC, Korla 841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gh resolution 3D seismic volume of Awate,we investigate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hole West Kelasu Tectonic Zone.Using the digital elevation map,the information of geological outcrop,the well logging 

data,the past achievements of someone professional and referring to the neighbor seismic information,we present 

elaborative structure interpretation with several representative seismic profiles.All the above research proves that Awate’s 

unique long distances overthrust structure model derives from three important reasons.The first is dynamics.In late 

Himalayas orogeny,with the influence of remote collision between India and Tibet, ancient TianShan Ocean began to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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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at the same time South TianShan upheaved quickly. During this period,ancient Wensu swelled and counterchecked the 

force of South TianShan.As a result,the whole West Kelasu Tectonic Zone produced large-scale broken,in Awate 

segment ,the total thrusting displacement ratio reached 52%.Such situation gives it enough energy source.The second is 

space.The exploration of AW3 well certificates that the Plaeogene’s plastic layer in Awate gets about 1855m thickness,and 

the Bozi wells’ area nearby gets only 236m in average. Further research proves that Awate located near one center of ancient 

saline lake,the major lithology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species,gypsum,salt,saliferous shale and gypsum-salt.All of these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high purity,high plasticity and high mobility.The third is overthrust condition.Awate was located 

near the edge of coal stratum in Jurassic,so the coal layer was thinner than everywhere else nearby. As we know,the coal’s 

internal friction coefficients is more larger than the salt’s,but the decollement efficiency is just opposite.And so when the 

early imbricate wedges move to the south consequently,No.5 Fault bulges above the Plaeogene’s salt layer.With the 

thrusting power continue,the long distances overthrust structure appears near AW3 well,somehow instead of the early 

imbricate wedges southforward in the end.The thick plastic gypsum-salt layer has good shut-off capacity both in 

perpendicular and lateral side,which provides excellent condition for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in Awate. 

Key words: Kelasu structural belt; Tectonic contraction; Gypsum-Salt; Detachment; Overth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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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编号：NGGSF02A011 

四川盆地中二叠统栖霞组—茅口组烃源岩差异性研究及其气源贡献 1 

 

黄士鹏，江青春，苏  旺，冯庆富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四川盆地中二叠统栖霞组和茅口组为一套碳酸盐岩，两套烃源岩的横向和纵向分布特征还鲜有报道。通过 17

口井 111块栖霞组和和茅口组岩心样品的实测 TOC标定，运用分段平均值法，建立了自然伽马测井曲线与烃源岩 TOC

关系式，利用该关系式对全盆地 117口井的烃源岩 TOC进行了测井评价，并通过分析茅口组天然气的组分、同位素

特征，结合实际地质条件，论证了不同地区天然气的来源。横向上，栖霞组和茅口组烃源岩在全盆地均有分布，川

东地区发育最好；茅口组烃源岩优于栖霞组，前者厚度 30~220m，TOC 含量 0.5~3%，为中等-好烃源岩，后者厚度

10-70m，TOC 含量 0.5~2%，为差-中等烃源岩；纵向上，栖霞组烃源岩主要分布在栖一段；茅口组烃源岩主要发育

于茅一段和茅二 c段，川西南地区发育茅四段烃源岩。栖霞组生烃强度很低，绝大部分地区<10×10
8
m
3
/km

2
；茅口组

生烃强度明显较高，范围为 10~60×10
8
m
3
/km

2
，大部分区域>20×10

8
m
3
/km

2
，具备形成大型气田的物质基础。中二叠

统碳酸盐岩烃源岩生烃贡献中，以茅口组为主。川东卧龙河、东岳寨等气田，下二叠统天然气为自生自储，相国寺

茅口组天然气与石炭系天然气组成相近，来源于志留系龙马溪组；蜀南地区茅口组天然气碳同位素略重于石炭系，

但差别较小，来源于龙马溪组；川西和川西南地区天然气乙烷碳同位素组成较重，有明显的龙潭组煤成气的混入。 

关键词：烃源岩；测井评价；生烃强度；气源对比；栖霞组；茅口组；四川盆地 

  

作者简介：黄士鹏（1984-），山东泰安人，主要从事天然气地质与地球化学研究． 
     E-mail: shipenghuang@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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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编号：NGGSF02A012 

乐山—龙女寺古隆起区寒武系洗象池群天然气成藏条件及富集规律 

 

贾  鹏 1，卢远征 1，李  鑫 1，刘  策 1，冯子齐 1，谭  聪 2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四川盆地是一个多旋回叠合型盆地,由于其形成时代早、演化时间长、经历的构造运动次数多等原因，导致

大型气田勘探难度加大。2013年四川盆地川中古隆起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单个规模最大的整装特大型气田，探明地

质储量 4403.8×10
8
m
3
，且该领域具备形成万亿立方米级天然气储量规模。揭示了四川盆地寒武系天然气勘探的重大

潜力。 

乐山一龙女寺古隆起是受川中及龙门山基底隆起控制、具有一定继承性的隆起，在桐湾运动已具雏形，后经兴

凯运动、加里东运动的继承演化，直至海西早期最终定型，经历了多旋回的同沉积隆起与剥蚀、志留纪末至早泥盆

世的强烈隆起并剥蚀、石炭纪的夷平，最终在早二叠世被海水淹没。①下寒武统筇竹寺组黑色页岩是盆内生烃能力

最强、分布范围最广的一套重要烃源岩，厚达可达 20～160 m、TOC值为 1.7%～3.6%、Ro值为 2.0%～3.5%。位于其

上的洗象池群储层具有优先捕获油气的优势。②笔者认为研究区在洗象池群沉积期间，主要发育浅水碳酸盐局限台

地相沉积，西部靠古陆一侧发育近岸潮坪相沉积，局部存在台内粒屑浅滩沉积，为后期储集层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

础。且从岩心和薄片观察入手，结合地球化学等技术手段，认为洗象池群较好的储集岩为潮上带形成的晶粒云岩，

潮间高能带形成的粒屑云岩、鲡粒云岩；储集空间为次生的溶蚀孔洞缝，古岩溶斜坡带岩溶孔洞发育，岩溶作用强

烈。古岩溶风化壳及岩溶斜坡带与构造裂缝发育带共存区是有利储集层的主要发育带。 

③大型隆起背景下发育的构造、岩性及复合型等多种类型圈闭为油气聚集提供了良好的空间。结论指出，该古隆起

继承性发展及其与烃源岩演化相匹配是寒武系洗象池群油气大面积富集的关键因素，古隆起高部位是天然气聚集的

有利区，构造及地层、岩性圈闭是天然气富集的场所，风化壳岩溶区是天然气富集的甜点区。 

关键词：四川盆地；天然气；成藏条件；洗象池群 

 

作者简介：贾鹏（1987-），男，博士研究生，硕士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主要从事含油气盆地分析及油气成藏方面研究工作．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20 号院．电话：010-83595342．E-mail：jiapeng781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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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编号：NGGSF02A013 

油气井流入动态新模型及地层压力计算中的应用 1 

 

江  聪 

(天津分公司渤海油田石油研究院，天津 300452) 

 

摘要：油气井流入动态是确定油气井合理工作制度及动态分析的基础，对于溶解气驱油藏，油气井流入动态呈非线

性，目前常用 IPR曲线计算压力与产量的关系。但气窜的油井，受气液比逐渐增大的影响，井底流压产生波动，导

致利用 IPR曲线计算出现误差较大。因此本文提出一种适用油井气窜流入关系新模型，认为气窜是油井产气层且逐

渐扩大，产油层厚度逐渐变小的过程，而对于采油指数是恒定。因此计算不同时期产油层厚度，即可建立压差与产

量之间的关系。应用该模型对渤海油田的气窜油井实施压力监测，计算的地层压力与关井静压测试结果相符，且相

对 Vogel方法精度较高，可见该方法适用油井气窜下地层压力监测。 

关键词：气窜；采油指数；气油比；井底流压；  

 

0  引言 

地层压力资料对油气藏描述、油田开发调整、开发井工作制度优化等起到重要指导作用，因此地

层压力资料求取至关重要。获得地层压力资料通过关井测地层压力，关井时间在 3 至 7 天左右，影响

油井生产；而通过油气井流入动态计算地层压力[1-3] 有效解决影响生产的问题。1968 年 Vogel 通过对

不同流体统计绘制了 IPR 曲线描述油井流入动态[4]，陈元千 1986 年推导出后来不完善井及考虑采出

程度的 IPR 曲线计算公式[5]，目前研究主要集中油藏数值模拟器模拟溶解气驱油藏各种井型的 IPR 曲

线[6-9]。但油井气窜时生产气油比迅速上升，油井中液柱压力降低导致井底流压波动令 Vogel 方法计

算地层压力误差较大。因此根据油井气窜机理，提出了油井气窜新模型，考虑了采油指数随着产油层

厚度变化而变化成为变采油指数法(changing-Jo 法)。 

1  油井气窜渗流机理 

油井气窜是随着气顶锥进，气驱前沿含气饱和度逐渐增加，形成气相渗流通道，油井进入油气混

相流动状态，随着气锥突破至油井，发生气窜，油井生产层段上部出现气单相流，下部为油相流。若

气顶规模继续扩大气单相流产出厚度逐渐增大，直到油井全井段为产气段，油井停止产油。 

2  油气流入动态新模型 

油井发生气窜过程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油相带气泡的渗流（图 3.1），生产层段流入井筒

为原油和微气泡，生产气油比稳定且略高于原始气油比；第二阶段为微气窜通道的渗流（图 3.2），生

产层段高部位产生一些微小气窜通道，生产气油比逐渐升高；第三阶段为气窜稳定的渗流（图 3.3），

生产层段上部微气窜通道数量增加，汇聚成为大气窜通道，形成纯气相流动，生产气油比突升后基本

作者简介：江聪 （1983-），男，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油气田开发．地址：天津市塘沽区闸北路 609 天津分公司渤海石油研究

院．E-mail:jiangcong@cnoo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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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稳定。如果气窜规模扩大，纯气相产层厚度不断增大，直至生产层段气相流动，停止产油。 

发生气窜油井生产气油比呈阶梯状上升，第一阶段的产油量、生产气油比相对低且平稳，地层渗

流以原油为主符合达西定律，在地层中原油逐渐释放微气泡，地层压力得到补充相对稳定，属于拟稳

定的状态；第三阶段产油量、生产气油比相对平稳，生产层段产油层与第一阶段相同，因此也属于拟

稳定的状态。 

3  计算方法 

根据模型可知，油气相阶段与油相阶段采油指数的差异是产油厚度不同，因此通过计算产油厚度，

即可得到地层压力。根据达西定律，油相阶段满足公式（4-1）： 

1 1*o oq J P= ∆                （4-1） 

根据油相阶段稳定产油量 1oq ，与原始地层压力，可计算出采油指数 oJ ，通过油相阶段生产气油

比 1R 与油气相阶段生产气油比 2R ，计算得出油气相阶段气窜产气量 2gq ： 

2 1 2 2( )*g oq R R q= −         （4-2） 

因为气顶与油环属于同个压力系统，因此油井油气相的生产压差相同，所以第三阶段满足公式

（4-2）、（4-3）： 

2 2o
o o w

o

kq H r Pπ
µ

= ∗ ∗ ∗∆        （4-3） 

2 2g
g g w

g

k
q H r Pπ

µ
= ∗ ∗ ∗∆       （4-4） 

选取束缚水时油相渗透率为纯油相渗透率 ok ，气测渗透率为气相渗透率 gk ，相除得到产油相对

厚度 oH ，由采油指数与井底流压获得地层压力（公式 4-6，4-7）。 

1

1
o

g g o

o g o

H q k
q k

µ
µ

=
∗ +

        （4-5） 

2o o

o

q HP
J
∗

∆ =            （4-6） 

i wfP P P= + ∆             （4-7） 

oJ 为采油指数， 3m / (d MPa)• ； 1oq 油相阶段产油量， 3m / d； 1P∆ 油相阶段生产压差，MPa ； 1R

油相阶段的气油比； 2R 油气相阶段的气油比； 2oq  油气相阶段产油量， 3m / d； wr 井眼半径，m；

gH 为相对产气厚度； P∆  油气相阶段生产压差，MPa ； oµ  地层原油粘度，mPa s• ； gµ  天然气

粘度，mPa s• ； 

4  实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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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Z油田是渤海南部海域的一个小型油田，受气云带影响，部分储层预测困难，储量规模不清，

因此地层压力对油田储量潜力挖掘和油田开发调整至关重要，C15井为某区块的一口生产井， 2015

年C15井发生气窜（生产曲线如图5.1），若关井测静压影响正常生产，因此利用CJ法与Vogel法分别监

测地层压力（见表1）。计算结果表明CJ法考虑气油比因素，计算的地层压力呈线性递减相对Vogel方

法计算的地层压力变化趋势较合理，且计算精度较高，与实测压力能够较好的吻合，因此相对CJ法适

用于气窜油井的地层压力监测。 

5  结论 

1）本文提出油气井流入动态新模型适用于油气两相渗流特征，该模型有别于IPR曲线，为流入动

态提供了新思路，模型的计算方法适用计算气窜条件下的地层压力，为利用生产数据计算地层压力提

供了一种实用新方法。 

2）新模型相对IPR曲线更合适计算地层压力，新模型油井与供给边界之间的油气两相达西渗流规

律，泄油面积随着采油速度增加，而IPR曲线对溶解气驱后期非达西现象严重，其泄油面积较固定，

边界地层压力下降过快（表1），因此新模型更合适用于计算地层压力。 

3）CJ法较IPR曲线Vogel法考虑气油比影响因素，避免了井底流压变化导致生产压差波动，引起

采油速度降低，地层压力回升的问题，提高了计算的准确度，该有较好理论基础与实用性，目前已在

渤海区域广泛的应用。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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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时间
日产油
水平

气油比
井底
流压

CJ
地层压力

Vogel
地层压力

关井测试
地层压力

年月 m3/d m3/m3 MPa MPa MPa MPa

201410 338 46 10.33 14.11 12.56 14.11
201411 287 117 9.89 13.54 11.61 13.14
201412 240 190 9.19 12.76 10.47
201501 219 198 8.77 12.09 9.87
201502 236 240 7.61 11.58 8.65
201503 96 347 8.50 10.74 8.92
201504 80 392 8.42 10.65 8.76
201505 75 400 8.40 10.56 8.72
201506 72 392 8.37 10.38 8.68 9.86
201507 237 50 15.12 17.29 17.20
201508 95 480 12.91 16.71 13.54
201509 76 520 11.84 16.27 12.30 13.10

井号

C15

C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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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天然气成藏与开发重点实验室，河北 廊坊 

065007； 

2.中国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蜀南气矿，四川 泸州 646000） 

 

摘要：通过对蜀南低缓构造区须家河组构造背景、沉积砂体、烃源岩、储层等成藏条件和成藏特征研究认为：蜀南

低缓构造之间存在大面积地层平缓区，具备大面积岩性气藏形成的构造背景；须家河组须一、须三、须五段及须六

2
亚段以泥岩沉积为主，烃源岩广覆式分布，具有面式生烃特征，为岩性气藏的形成奠定气源基础；大型敞流型湖

盆内须二、须四、须六
1
亚段和须六

3
亚段以砂岩沉积为主，砂体多层叠置，大面积分布，具备较好的储集条件；源

岩层与储集层间互沉积，源储一体的特点使蜀南地区须家河组具有面状供烃、近源高效聚集的成藏特征。上述成藏

条件使蜀南地区须家河组具备岩性气藏形成的基础，可以形成大规模岩性大气区，勘探潜力巨大，低缓构造之间的

平缓区域是须家河组岩性气藏下一步勘探的重要领域。 

关键词：低缓构造；岩性气藏；四川盆地；须家河组  

 

The formation conditions and exploration potential of lithologic gas reservoir in 

Xujiahe Formation low structures area in the southern Sichuan Basin 
 

Jin Hui1, Yang Wei1, Xia Ji-wen2, Shi Zhen-sheng1, Ma Yan-liang2, Shen Jue-hong1 

（1.Langfang Branch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CNPC，Langfang 065007, China；

2. Luzhou Gas District, Southwest Oil and Gas Field Co., Ltd, PetroChina, Luzhou 646000 , China） 

 

Abstract: Base on a study of tectonic setting, sedimentary sand,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reservoir of Xujiahe Formation 

in southern of Sichuan Basin, the following understanding were obstained. Large flat area between the low structures 

provide the stable Structure setting for lithologic gas reservoir; Widespread source rocks characterized by the wide overlap 

hydrocarbon generation Contributed sufficient gas source for lithologic reservoir; Multilayer and the large area distribution 

of sandbodies in large open depression lake basins have good conditions for Xujiahe  Formation reservoir, Source rock and 

reservoir mutual depositions due to Xujiahe Formaton has the feature with planar supply of hydrocarbon and high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ratio. Xujiahe Formation in the Southern Sichuan Basin has the basis of forming a large lithologic gas 

province with a tremendous exploration potential. The gently area between the low structures are important area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Xujiahe Formation lithologic gas reservoirs. Xujiahe  Formation having a feature with plana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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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carbon reservoirs. 

Key words: Low structures; Lithologic gas reservoir; Sichuan Basin; Xujiahe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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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挤压小波变换在储层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李  斌 1,2，乐友喜 3，温明明 1,2 

（1.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广东 广州 510075； 

2.国土资源部海底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075； 

3.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同步挤压小波变换是一种联合小波变换和重组（挤压）的新时频分析方法，通过先对信号进行小波变换，得

到小波系数，再对小波系数在频率方向上进行压缩重组，得到比小波变换等常规时频方法更高的时频分辨率。同时，

它还具有可逆性和一定的抗噪性。在实际地震资料的分析当中，利用同步挤压小波变换对含气薄储层的地震数据进

行分频处理，其低频处出现明显异常，而且频率越低异常越明显，有效地预测出了储层的存在。 

关键词：同步挤压小波变换；时频分辨率；分频处理；低频异常；储层预测 

 

0  引言 

在地震资料解释中，由于地下介质的复杂性，常规的一些解释方法和属性技术已经很难满足实际

要求。而地震信号又是非平稳信号，故可以利用时频分析技术来对地震信号进行分析。特别是在储层

预测方面，常常利用时频分析技术对地震信号进行分频处理，得到不同频率的调谐体，再根据不同厚

度的油气储层在高、低频调谐体上所表现出的特征，以此来对油气储层进行识别和估计
[1,2]。但随着

勘探难度的增加，储层的厚度越来越薄，常规的时频分析技术已经很难满足解释的要求，因此，探寻

精确度更高、分辨率更好的时频分析技术显得尤为重要。 

小波变换（WT）作为一种常用的时频分析工具，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但随着精度

要求的提高，小波变换的时频分辨率已经难以达到实际的要求，因其具有多分辨率的特点，科学家门

一直都想在小波变换的基础上研究出更好的时频分析方法，于是陆续出现了连续小波变换（CWT）、

S 变换（ST）和三参数小波变换等。虽然这些时频分析方法的分辨率都有所提高，但由于它们都是通

过借助某一窗函数并在该窗函数的区间内对信号的频率成分进行估计的，使得其时频能量总是分布在

一个以信号真实的瞬时频率为中心的范围内。因此，这些时频变换得到的时频能量分布是模糊的[3]。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Kodera 等[4](1976)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滑动时窗法，也称为时频谱重排法，

它最早是用于改进短时傅里叶变换（STFT）的时频分布的聚焦性，随后便出现了基于 Gabor 变换和

小波变换[5]的谱重排法。其基本思想是将时频谱图中的每一点的能量重新分配到其谱重心位置，而不

是分配到其几何中心，经过谱重排之后，时频谱能量更集中，分辨率更高。然而该算法是不可逆的，

这制约了它的发展。于是，Daubechies 等人[3]（2011）提出了一种联合小波变换和重组的新方法-同

步挤压小波变换（SynchrosqueezingWaveletTransform- 

SSWT）,它借鉴了时频谱重排法的原理，通过对信号的小波变换结果进行压缩重组，可以得到时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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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更集中，更接近真实瞬时频率的时频谱。同时，SSWT还具有可逆性，Mignen和Oberlin等[6]（2012）

研究了基于 SSWT 的去噪算法，对含噪的多分量信号有很好的去噪效果。Herrera 等[7]（2013）将其

应用到地震信号分析中，并与 EMD、EEMD 进行对比分析，突出它的优势。而国内学者尚帅等[8]在

2013 年将该算法用于消除地滚波的干扰，在 2015 年用于储层油气检测[9]。由此可知，SSWT 具有良

好的应用前景。 

本文利用模拟信号对 SSWT 进行算法测试，并分析了 SSWT 的时频特征和相关性质，同时也利用

SSWT 对含气薄储层的地震数据进行分频处理，展示出了其对储层的预测效果。 

1  同步挤压小波变换原理 

同步挤压小波变换（SSWT）的原理可以分为三步： 

（1）对信号 ( )s t 进行连续小波变换（CWT） 

若给定某一信号 ( )s t ,在选定小波母函数之后，对其进行连续小波变换（CWT），其表达式为： 

1 2( , ) ( ) ( )s
t bW a b s t a dt

a
ψ− −

= ∫
     

（1） 

式中 a 为尺度因子， b为时移因子， ( )tψ 为小波母函数。 

若把连续小波变换写成频率域的形式，则其表达式为： 

1 2 *1 ˆ( , ) ( )
2

ib
sW a b a a e dξψ ξ ξ

π
−= ∫

    
（2） 

式中 ξ 为角频率。 

对于单一谐波信号 ( ) cos( )s t A wt= ，其连续小波变换（CWT）为： 

1 2 ˆ( , ) [ ( ) ( )] ( )
4

ib
s

AW a b w w a a e dξδ ξ δ ξ ψ ξ ξ
π

−= − + +∫ 1 2 ˆ ( )
4

ibA a a e ξψ ξ
π

=
              

（3） 

（2）计算信号 ( )s t 的瞬时频率 ( , )sw a b  

根据上式可知，如果小波母函数的主频 0wξ = ，则从理论上理解，其小波系数 ( , )sW a b 应该集中在尺

度域 0a w w= 处；然而实际得到的小波系数 ( , )sW a b 在时间-尺度域上的横向 0a w w= 范围内往往发生扩散

现象，不能很好地聚焦，从而导致时频图谱变得模糊。Ingrid Daubechies 等[10]于 1996 年就指出，尽

管小波系数 ( , )sW a b 在尺度方向上存在扩散现象，但无论尺度因子 a 取何值，小波系数 ( , )sW a b 在时间方向

上的振荡特性始终指向初始频率 w，故在计算其瞬时频率时，可以忽略时间因子 b的影响。 

对于任意的 ( , )a b 值，若 ( , ) 0sW a b ≠ ，则信号 ( )s t 的瞬时频率可以表示为： 

( , ) ( , ) 0
( , )( , )

( , ) 0

b s
s

ss

s

i W a b W a b
W a bw a b

W a b

−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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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由压缩重组，得到同步挤压小波变换量值 ( , )sT w b  

根据上式得到的瞬时频率，可以建立起 ( , ) ( ( , ), )sa b w a b b→ 的映射，将小波系数 ( , )sW a b 从时间-尺度域转

换到时间-频率域，也就是 ( , ) ( ( , ), )s s sW a b W w a b b→ 。再针对小波系数 ( ( , ), )s sW w a b b 在任一中心频率附近区间进

行压缩重组，即可得到变换量值，这就是同步挤压小波变换的基本思想。 

实际情况下，由于尺度因子 a 、时间因子 b、频率 w都是离散的，假设 1k k ka a a −∆ = − ， 1l lw w w −∆ = − ，而

同步挤压小波变换通过挤压时间-频率域上小波系数 ( ( , ), )s sW w a b b 在任意一个中心频率 lw 附近区间

1 1[ , ]
2 2l lw w w w− ∆ + ∆ 值得到同步挤压小波变换量值 ( , )s lT w b ，其表达式为： 

1 3 2

: ( , ) 2
( , ) ( ) ( , ) ( )

k k l

s l s k k k
a w a b w w

T w b w W a b a a− −

− ≤

= ∆ ∆∑


（5） 

如果尺度因子 a ，频率 w是连续变量，而不是离散的，则上式变为： 
3 2

( )

( , ) ( , ) ( ( , ) )s s
A b

T w b W a b a w a b w daδ−= −∫
 
（6） 

其中 { }( ) ; ( , ) 0sA b a W a b= ≠ ，但在实际应用中，当取某一组 ( , )a b 值而使得 ( , ) 0sW a b = 是很有可能的，这时

( , )s lT w b 是不稳定的，故需要考虑 ( , )sW a b 的阈值。 

又由于该算法是可逆的，故可以通过逆变换重构出原始信号 ( )s t ，则其表达式为： 

1 3 2( ) Re[ ( , ) ]ss t C W a b a daψ
− −= ∫    （7） 

其中正则化常数
0

1 ˆ ( )
2

dCψ
ξψ ξ
ξ

∞

= ∫ ，若考虑为离散形式，则有： 

1 3 2( ) Re[ ( , ) ( ) ]s k k k
k

s t C W a b a aψ
− −= ∆∑  

1Re[ ( , )( )]s l
l

C T w b wψ
−= ∆∑

     
（8） 

综上所述，以上即为同步挤压小波变换的基本原理，其是对小波变换的进一步改进，也是一种有

别于基于小波变换的谱重排法的时频分析方法。既具有较高的时频分辨率，也具有可逆性。 

2  模型测试及特征分析 

2.1  模型测试 

根据上述原理，设计一个模拟信号 ( )f t 对同步挤压小波变换（SSWT）进行算法测试，并与连续

小波变换（CWT）进行对比。该模拟信号是由三种不同频率信号叠加而成的，其表达式为： 

cos(2 20 ) 0 1
( ) cos(2 30 4sin(3 ))

1 2
cos(2 15 )

t t
f t t t

t
t

π
π π
π

≤ ≤
=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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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该模拟信号上加入幅值为 0.8 的随机噪音 ( )e t ，它们的波形图如下图所示： 

 

图 1  模拟信号 ( )f t  

 

图 2  加噪信号
( ) ( )f t e t+

 

对模拟信号分别进行 CWT 和 SSWT，可以得到如图 3 所示的效果图，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两种

变换均可以识别出三个不同频率的分量，但 CWT 的能谱在频率和时间方向上较宽、较模糊，而 SSWT

的能谱在频率和时间方向上更集中、更清晰。由此可见，SSWT 比 CWT 具有更高的时频分辨率，能

够准确地识别出信号的瞬时频率。同时也对加噪后的模拟信号进行相同的处理，其效果图如图 4 所示，

因受噪音影响，两种变换的效果图均有一定程度的畸变，但 SSWT 结果比 CWT 结果的畸变小，由此

可见，SSWT 还具有一定的抗噪性。 

 

(a) CWT时频效果图                            (b) SSWT时频效果图 

图 3 模拟信号的时频效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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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WT时频效果图                            (b) SSWT时频效果图 

图 4 加噪信号的时频效果对比

2.2  可逆性分析 

    因 SSWT 是一种可逆变换，故可以通过 SSWT 逆变换重构出原始信号，其逆变换得到的重构信

号，与原始信号基本重合，如图 4(a)所示，再由图 4(b)可知，其重构误差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从

而验证了 SSWT 的可逆性。 

(a) SSWT的重构结果                            (b) SSWT的重构误差 

图 5  SSWT的可逆性分析 

2.3  小波母函数的选择性分析 

根据 SSWT 的原理可知，其是先对信号进行了 CWT，而小波母函数的选择对 CWT 是有影响的，

故需要研究小波母函数是否也会对 SSWT 有影响。于是选择三种小波母函数 morlet 小波、bump 小波

和 gauss 小波进行分析讨论，其中图 3(b)为 morlet 小波，再与图 6(a)、6(b)对比可知，三种小波母函

数的时频效果大致相同，由此可见小波母函数对 SSWT 的影响较小，几乎可以忽略。究其原因，是

因为该算法对小波变换后的小波系数进行了压缩重组，最后得到的变换量值 ( , )sT w l 是大致相同的，故

小波母函数会对 CWT 有影响，而对 SSWT 几乎没有影响。 

  

(a)bump小波 (b) gauss小波 

图 6小波母函数的选择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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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抗噪性分析 

根据 SSWT 的原理可知，该算法具有一定的抗噪性，而其抗噪性是与小波阈值 γ 有关的。当信号

不含噪音或者噪音很小时，一般设定小波阈值 810γ −= （相当于 0），但是当信号含有一定大小的噪音时，

此时需要设置合适的小波阈值，其经验公式
[11]为： 

2log n ηγ σ=             （10） 

其中 n 为信号长度， ησ 为噪音方差，其表达式为： 

1 1( ( , ) ( ( , )) )
0.6745

s smedian W a b median W a b
ησ

−
=

 
（11） 

式中 1( , )sW a b 为尺度 1a 所对应的 CWT 的小波系数，median 是一种绝对中位差算法，常数0.6745是高斯分

布的绝对中位差（MAD）校正参数。 

对图 2 所示的含噪信号进行 SSWT，分别设置小波阈值 810γ −= 和 0.5γ = ，得到如图 7 所示的时频效

果图，通过对比可知，设置合适的小波阈值可以有效地压制噪音干扰，其时频分辨率更高。由此可见，

SSWT 具有一定的抗噪性。 

 

  

(a) SSWT时频效果图    (b)设置小波阈值后的 SSWT时频效果图 

图 7 SSWT的抗噪性分析 

3  实际资料处理 

在地震资料解释中，常常利用谱分解方法作为辅助的解释手段，其中基于低频异常的烃类检测技

术[12]就是谱分解方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虽然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是实用可靠的，但其对谱分解

的精度要求非常高。因此，利用同步挤压小波变换所具有的高时频分辨率的特点，对实际地震数据进

行分频处理，再根据高、低频数据体的特点来分析储层，以此来检验同步挤压小波变换在储层预测中

的应用效果。 

如图 8 是截取的某一地区的实际地震剖面，其范围为旅行时从 2.4s-3.0s，CDP 从 500-600 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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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65s 附近（红色圆圈标注）为储层位置，该储层中包含有一个厚度为 10 米左右的含气薄层（由

井旁地质分层可知），由于该薄层较薄，规模较小，且受噪音的干扰，仅仅只从地震剖面是看不清储

层的。因此，采用同步挤压小波变换进行分析。 

 

图 8 实际地震剖面 

 

(a) 井旁地震道                 (b)CWT 结果                    (c) SSWT 结果 

图 9 井旁地震道的时频分析结果 

从上图中的地震剖面提取一道井旁道地震数据，并对其分别进行连续小波变换和同步挤压小波变

换，得到如图 9 所示的时频效果图。其中（a）图为井旁地震道，（b）图为 CWT 分析结果，（c）图

为 SSWT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SSWT 比 CWT 具有更高的时频分辨率，在 2.65s 附近储层位置处的频

率约为 30Hz，优势频带（红色矩形框所示）范围为 20-35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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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Hz                                      (b) 25Hz 

 
(c) 30Hz                                      (d) 35Hz 

图 10 瞬时谱分量剖面

根据上述井旁地震道分析的结果，利用同步挤压小波变换对上述实际地震资料进行分频处理，得

到如图 10 所示的 4 个分频数据体，其频率范围为 20-35Hz，刚好覆盖了图 9 所分析的优势频带范围。 

通过对比图 10 中的（a）、（b）、（c）和（d）图可以看出，在 20Hz 和 25Hz 等相对低频的数据体

中，目的层段出现较强的能量异常，能量值突然变大。但随着频率的增加，目的层段处的能量逐渐变

弱，在 35Hz 的相对高频数据体中，该能量异常基本消失了，这正好可以证明此处含有油气，预测结

果与实际钻井结果相符。即可以通过同步挤压小波变换来识别储层。 

4  结论 

同步挤压小波变换通过对信号的小波变换结果进行压缩重组，可以使信号的能量聚集到更接近真

实的瞬时频率附近，故它比小波变换、S 变换等常规时频方法具有更高的时频分辨率。同时，它还有

具有可逆性和一定的抗噪性，更加突出了该算法的优势。利用同步挤压小波变换所具有的高时频分辨

率的特点，对实际地震资料进行分频处理，可以得到更精细的频率变化特征，其低频异常更加明显，

从而更有利于识别储层。特别是在薄储层的识别中，更能突出该算法的优势。由此可知，同步挤压小

波变换在地震信号分析领域具有很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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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pplication of synchrosqueezing wavelet transform in predication of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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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Mineral Resources,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Guangzhou 510075, China；3.School of Geoscience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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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ynchrosqueezing Wavelet Transform (SSWT) is a new time-frequency analysis method which combine 

wavelet transform and reassignment(squeeze). It can obtain the time-frequency resolution better than common 

time-frequency methods such as wavelet transform and so on, by performing wavelet transform on the signal and ge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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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coefficient at first, then reassigning the corresponding coefficient in frequency direc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as good robustness and anti-noise capability. In the analysis of seismic data, the frequency division processing of 

Synchrosqueezing Wavelet Transform is applied to process the thin gas-bearing reservoir seismic data. Where the low 

frequency appears obvious anomaly, and the lower frequency, the more obvious anomaly it appears. So the reservoir is 

predicted effectively. 

Key words: Synchrosqueezing Wavelet Transform; Time-frequency Resolution; Frequency Division Processing; 

Low-frequency Anomaly; Reservoir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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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格气田东区气井措施增产技术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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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东气田是典型的“低渗、低产、低丰度”三低气藏，由于单井产量低、携液能力差，部分气井井筒存在

积液甚至水淹停产。随着气田进一步开发，积液井比例逐渐增大，严重制约气井的正常生产。 为了确保气井平稳

生产，在排水采气多元化、成型化的基础上，根据苏东气田气井生产特征，通过加强老井资料分析，积极开发潜

力储层，及时开展气井修井  排除制约产能因素，分析排水采气适应性，进一步优化各项排水采气选井依据及技

术路线等方法，不断丰富及优化苏东区块措施增产技术，并对各项措施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评价。 

关键词：苏里格气田；措施增产；排水采气；技术优化；效果评价；低产低效井

 

0  引言 
苏里格气田东区在气井开发生产过程中，随着地层压力的下降，地层水的侵入、气井凝析水的

出现极大地影响气井产量和气藏采收率，尤其是气藏进入开发中后期，随着气井压力逐步降低，产

水井、低压井、水淹井相应增多，产量递减日趋严重，出现气井的间歇生产甚至停产，严重地影响

了气田的开发和生产。因此，气井低压低产、井筒积液是苏里格气田东区所面临的一个日趋严重的

生产问题。 

通过气井分类精细管理，逐步对各类型气井特征以及产水情况逐步有了清晰的认识，经过近年

来的不断摸索完善，逐步形成了“泡沫排水采气-机械排水采气-数字化排水采气”的苏里格气田东

区排水采气技术类型，以及“初期预防-中期预警-后期稳产”的排水采气技术系列，同时，形成了

以老井查层补孔、侧钻、气井修井为主体的辅助性措施增产技术。 

2014 年全年累计实施措施井 1073 口，39625 井次，增产气量 3.4 亿方，措施增产气量占气田全

年总气量的 9.4%。实现了措施增产气量连续两年翻番的目标。其中排水采气井 1067 口，增产气量

3.3 亿方，查层补孔井 4 口，增产气量 998 万方，修井后恢复气井产能井 20 口，增产气量 4171 万方。 

1  气田开发及产液简况 
1.1  地质概况 

苏里格气田是鄂尔多斯盆地最大的具有上千亿立方米的大型气田。苏里格气田东区行政区处于

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和陕西省榆林市境内, 构造位置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的中北部,西接苏里

格气田,东侧榆林气田,南邻乌审旗和靖边气田, 勘探范围约 6100km2。 

苏里格地区上古生界含有盒 8、山 1、山 2、本溪组等多层系含气,主要含气储层是下石盒子组盒

8 段和山西组山 1 段。而研究该区二叠系下石盒子组盒 8 段、山西组山 1 段两个主力含气层储层特

征和控制因素则是十分必要的, 可为后期的勘探开发提供重要的地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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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积液井概况 
随着可动用储量不断增加，区块不断延伸及开发时间延续，气井地层能量逐渐下降，气井携液

能力逐渐减弱，井筒积液现象逐渐增多。从区域分布来看，苏东气田积液井呈现由南向北逐渐增多

趋势，且由南向北气井液气比逐渐升高。积液气井由 2009 年的 128 口增加到目前的 996 口，日产气

量 351.35 万方，平均套压 8.15Mpa，平均单井产气量 0.35×104m3/d，液气比 0.73m3/104m3。根据各

集气站水气比分布图来看，水气比由南到北逐渐增高，北部最高水气比达到 3.3m3/104m3。 

区块南部水气比：0.34m3/104m3  

区块中部水气比：0.65m3/104m3  

东二区北部水气比：1.8m3/104m3 

1.3  低产低效井概况 
苏里格气田东区累计投产气井 1512 口，日产气量 1054×104m3/d，平均单井日产气量 0.77×

104m3/d，平均套压 8.62Mpa，液气比 0.69。 

其中日产气量≤0.5 万方井 996 口，占总井数的 65.87%，套压≤10MPa 井 975 口，占总井数的

64.5%，低压低产井多、不易管理成为目前气田的主要特点和制约产量发挥的因素。  

 

图 1  不同产量气井柱状图 

 
图 2  不同压力气井柱状图 

2  逐步细化排水制度 不断提高排水效率 
2012 年，通过系统分析积液井地质、动态特征，以“最大限度发挥气井产能”为目的，开展不同

类型气井排水采气效果评价及技术优化，分析了工艺适应性，提出不同积液特征、不同生产阶段排

水采气工艺技术，在纵向上逐步形成了积液井初期预防-中期预警-后期措施-数字化智能排水技术系

列，初步建立了各类型排水采气的选井依据并试验性运用到现场，全年累计开展排水采气 440 口，

19027 井次，增产气量 6017×104m3。，实现经济效益 0.4 亿元。 

2013 年，在建立了不同类型气井初步选井依据及气井在不同阶段排水措施的基础上，根据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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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气井分布特征，为了大规模推广排水采气，经过不断实践，在横向上逐步建立了以南区“数字

化排水”、中区“组合泡排+气举+优选管柱”、北区“井下工具+特殊生产制度”的分区排水制度。

全年累计开展排水采气井 753 口，22177 井次，增产气量 1.33×108m3。 

在 2012、2013 两年来建立的相对完善的横向、纵向排水采气技术系列的基础上。2014 年继续

加强地质、工艺结合程度，将排水采气做“精”做“细”，重点从“精细选井、提升效率、增强效果、

监考并重”四个方面提高排水措施有效率。  

全年累计开展排水采气井 1068 口，39619 井次，增产气量 3.33×108m3。在实施井次、增产气

量、经济效益方面实现了连续两年翻番的目标。   

2.1  精细选井 
选好“井”，而不是选“好井”，是将气井分类与工艺措施相匹配，尽可能采用适合于不同类型

气井的相应工艺措施，经过历年来排水采气经验，选好“井”是排水采气措施增产的关键，能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近年来，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不断探索各类型气井与工艺措施的匹配性，总结出

各类型工艺措施的相应较完善选井依据 14 项，用于指导现场排水采气工作。  

以柱塞气举为例，根据气井生产动态，确定初步选井范围，通过气液比经验规律、图版法、最

大产液量法、载荷因数法等方法进行可行性论证，确定最终适合于苏东区块的气井。累计投产 15

口柱塞井，均取得一定程度增产，平均单井日增产气量 0.23×104m3/d。柱塞气举选井依据如下： 

(1) 有复产潜力的产水井，最大产水量≤20m3/d；  

(2) 井筒中无节流器；  

(3) 气井间歇生产效果较好；  

(4) 直井或小斜度井，油管内径为 62.0 或 50.7mm；  

(5) 井筒内无腐蚀，油管内径一致且光滑畅通。 

以气举复产为例，2011 年至今，经过不断总结措施井效果，选井依据也在逐年完善，尤其结合

气井地质条件及动态特征，对气井产气量、无阻流量等进行了量化，并充分利用氮气气举、压缩机

气举各自优势，将二者适用性也进行了细化。近年来，累计实施气举复产井 75 口，单井增产气量逐

年增加，2014 年增产气量是 2011 年的近四倍。 

 

图 3  压缩机气举历年单井增产气量柱状图 

2.2  总结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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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一型”排水采气适用条件相对成熟的基础上， 为了进一步增强排水采气实施效果，经过

总结完善，逐步形成适用于不同类型气井的 4 项“多元化”排水组合方式，增产效果显著。同时，

辅助更加完善的井口自动加药装置、音速雾化节流器，为气井增产稳产提供保障。 

(1)形成“多元化”排水组合方式：  

针对地质条件较差新井：“气举阀+氮气气举+音速雾化节流器” ；  

针对井筒隐患积液气井：“气井修井+速度管柱+气举、泡排” ；  

针对积液程度较严重气井：“气举复产+泡排” ；  

针对积液后期气井：“柱塞气举+间歇关井恢复”。  

(2)完善井口自动加药装置，提高数字化排水执行率；  

(3)研发音速雾化节流器，延长气井稳产时间。  
2.2.1 形成“多元化”排水组合方式  

 (1)“气举阀+氮气气举+音速雾化节流器”  

针对部分井返排率较低问题，在投产前采用“气举阀+氮气气举+音速雾化节流器” 排水组合，

降低气井投产初期积液概率，且利用音速雾化节流器提高气井携液能力，延长气井稳产期。目前共

计实施 72 口，投产 65 口，新井返排率由 61%提高到 85%以上，仅 2 口井积液，总体排液效果良好。 
表 4  气举阀排水组合井返排率对比表 

井号  

注入压

裂液  

(m
3

)  

压裂后

排液  

(m
3

)  

压裂后

返排率  

（%）  

气举  

排液  

(m
3

)  

最终  

返排率 

（%）  

苏东 035-107  725.91 297 40.9 332.4 86.7 

苏东 029-134  232.26 112 48.2 114.9 97.7 

苏东 56-48  778.51  416.5  53.5  594.2  76.3  

苏东 60-55c1  472.7  182  38.5  362  76.6  

平均 552.35 251.88 45.28 350.88 84.33 

(2) “气井修井+速度管柱+气举、泡排”  

为了提高气井利用率以及措施有效率，同时节约成本，近两年来采用“气井修井+速度管柱+气

举、泡排”组合方式，排除气井隐患后采用速度管柱生产，累计开展 8 口井，单井日增产气量 1.2

×104m3。  
表 5近两年实施修井+速度管柱井效果分析表 

序

号

  

井号  

措施前  目前  平均增

产气量

（10
4

m
3

）  

套压  

（MPa）  

气量

(10
4

m
3

/d)  

套压

（MPa）  

气量

（10
4

m
3

/d

）  

1 苏东 52-47  10.98 0.39 4.52 2.5 2.67 

2 苏东 32-52  4.62 0.1 3.21 0.33 0.31 

3 苏东 32-48  10.59 0.65 9.42 0.93 0.13 

4 苏东 28-55  13.59 0.11 10.59 2 2.48 

5 苏东 30-38 18.8 0.19 1.74 1.71 1.52 

6 苏东 55-28 11.38 0.23 4.07 0.68 0.45 

7 苏东 35-65 14.25 0.22 8.34 3.46 3.24 

8 苏东 60-39 9.85 0.4 2.05 1.22 0.82 

9 苏东 51-42 12.22 0.25 5.63 0.5 0.25 

   平均 11.81 0.28 5.51 1.4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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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速度管柱排水历年增产气量对比 

(3) “气举复产+泡排”  

为了提高积液井气举复产效果，按照气井积液程度，在气举前后加入适量泡排剂，辅助压缩机

气举。2014 年实施气举复产 30 口，单井日增产气量达到 0.49×104m3，全年累计增产气量 836.06 ×

104m3。  
(4) “柱塞气举+间歇关井恢复”  

柱塞运行需要气井满足一定能量，随着气井压力下降，需定期进行间歇关井恢复，才能达到柱

塞最优化运行。按照该制度，苏东 37-48 井柱塞气举 840 天，累计增产气量达 327.6×104m3。15 口

柱塞井 2014 年累计增产气量 882.8×104m3。 
2.2.2 完善井口自动加药装置，提高数字化排水执行率 

2.2.2.1 自动投棒装置优化 

存在缺点 1：由于自动投棒装置安装在气井井口，且移除复杂，所以影响日常生产中打捞井下

节流器、测压、探液面等井下作业。  

解决措施 1：设计出“偏心式”自动投球装置，该装置通过偏心通道结合泡排球，可以安装在

井口侧边，实现偏离井口的目的。  

存在缺点 2：在日常操作中，泡排棒卡棒是影响正常排水采气的重要因素之一，卡棒后必须人

员到井口排除故障，增加了日常维护工作量，且影响气井排水采气。  

解决措施 2：在原装置加药筒上方加装压棒推杆，实现投棒时助推泡排棒下落的功能。  
4.2.2.2 自动注剂装置优化 

针对泵压式井口自动注剂装置结构复杂、耗电量大、成本高、易被盗等缺点，开展了井口重力

式泡排剂-甲醇两用滴定装置的研发，目前该设备已成功应用到现场，运行平稳。 

泵压式加注装置缺点：①电机耗电量较大，现场仅能工作 15-30Min；②加注柱塞泵维护工作量

较大；③需增设蓄电池和太阳能板，成本高，易被盗。 

重力式加注装置特点：①能实现井口套管注药剂和地面管线注药剂两用功能；②设备结构简单，

成本低，重力式加注，安全风险低；③容积大，加注频次降低。 
2.2.3 研发音速雾化节流器，延长气井稳产时间  

为了实现不改变地层能量及管柱结构的同时提高自主携液能力的目的，在节流器基础上，设计

并研发音速雾化器，将节流器嘴进行优化，通过“收缩段-喉口-扩张段”产生音速，超音速，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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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天然气和水充分混合、雾化。既能起到节流作用，又能提高气井携液能力，且成本低廉、投捞方

便。 

苏东 44-63 井，采取音速雾化器取代节流器生产后，气井携液量增加，日产气量上升，日增产

气量 0.29×104m3/d，累计增产气量达到 75.4×104m3。 

 

图 4  普通节流器嘴和音速雾化节流器嘴对比图 

2.3  提升效率 
在排水采气技术、工艺措施较为成熟的基础上，提升排水技术应用过程中的“效率”成为继续

提高措施有效率的关键。近两年来，我们重点从积液井集中管理和提高泡沫排水采气有效率 2 方面

开展工作，并取得一定了成果。  

    (1)应用数字化智能平台，实现气井积液在线实时监测；  

    (2)优化泡排药剂组合形式，提高泡排有效率。   
2.3.1 搭建数字化智能平台，实现气井积液在线实时监测 

为了对积液井进行实时监测及跟踪分析，充分利用数字化气田优势，根据产水井油套压、气量、

泡排制度等变化特点，分别从积液判识、制度落实、效果分析等方面, 搭建数字化平台，最终实现

了气井积液智能监测、气井制度智能提示、排水效果智能分析及考核等产水井的智能化管理。 
(1)气井积液智能监测 

当气井出现积液，积液井智能监测模块根据压力、气量变化等特征，判断出气井积液并及时进

行报警反馈，形成数字化跟踪管理。 
(2)气井制度智能提示 

气井制度智能提示模块主要将泡排周期、泡排量、间歇时间等制度预先输入数字化平台，推算

制度执行日期并实时提示。 
(3)排水效果智能分析 

排水效果智能分析模块是排水采气制度执行后，跟踪压力、产量等参数，对比制度执行前后参

数变化，进而判断排水采气实施效果。 

数字化平台推广应用后，气井管理方式由“分散管理”转变为“集中管理”；由“过程监控”转

变为“超前预警”，进攻型措施凸显。最终实现了措施井管理“三提升、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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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优化泡排药剂组合形式，提高泡排有效率 

为了充分发挥 UT-6Ⅰ型、缓释型泡排棒两种泡排棒各自的优势，利用起泡时间不同的原理，选

取 40 口产水井两种型号泡排棒同时投放试验，实现了一次加注，2 次起泡的效果作用，实施后单井

产量较原来增加 20%，同时加注频次降低了近 1/3。 

2.4  监考并重 
为了确保制度落实到位、措施效果明显，我们配套建立了与排水技术相匹配的管理措施，通过

各项管理细则，周报、月度动态分析等跟踪分析制度，月度考核等方式来实现，将气井管理与月度

考核挂钩，将气井产量与员工绩效结合，确保气井出现积液或产量下降时及时跟进辅助排水措施，

维持气井稳产。 
(1)管理细则 

第五采气厂采气工艺体系管理实施细则； 

第五采气厂气井精细管理实施细则； 

第五采气厂生产动态数据系统管理实施细则。 
(2)跟踪分析 

排水采气效果周分析制度； 

作业区级月度动态分析会； 

厂级月度动态分析会。 

(3)考核办法 

月度采气工艺管理考核； 

月度气井精细管理考核； 

月度产量管理考核。 
2.4.1 不同类型措施跟踪效果分析 

(1) 柱塞气举 

苏东 27-30 井，2014.7.1 投放游动式柱塞，投放初期气量、压力均未变化，经过及时跟踪分析，

确定辅助定期关井恢复、加注泡排剂等措施，增产效果明显，累计生产 182 天，日产气量由 0.1×

104m3/d 增加到 0.59×104m3/d。  
(2) 速度管柱 

苏东 30-38 井，2014.5.8 修井后投放速度管柱生产，初期不产气，判断为压井液将气井压死，

采取反复氮气气举，气井复产，日常生产中辅助间歇关井恢复，累计生产 159 天，平均日产气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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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2.31×104m3/d。  
(3) 压缩机气举 

苏 25-3-41 井，2014.6.22 实施压缩机气举，初期日增产气量 1.2×104m3/d，但生产 24 天后气量

下降明显，及时制定了间歇生产、定时泡排制度，气量恢复。该井累计生产 262 天，增产气量达到

175.54×104m3/d。  
(4) 间歇生产 

苏 31 井，采取间歇生产，初期日产气量为 0.1×104m3/d，效果较差，经过跟踪分析，延长关井

时间，并辅助投放泡排棒，气量增加到 0.38×104m3/d，变更制度后累计生产 257 天，增产气量 71.96

×104m3/d。  

3  修井与措施相结合，积极开发潜力储层 
在不断优化排水采气措施的同时，近年来逐步加强已投产井生产动态以及钻录测试资料分析，

积极寻找测试结果较好、有开发价值的潜力储层，并结合最优化工程设计，截至目前累计实施查层

补孔井 4 口，累计增产气量 997.92 万方。 

由于气田开发初期对盒 8 上部（盒 1-盒 7 ）层段认识不够，部分盒 8 上部层段显示较好的气井未

射孔生产。通过目前对气田研究评价认为盒 8 上部层位具有一定生产潜力，为进一步挖掘低产、低

效井产能。  

近两年来，通过生产动态、测录井资料、储层连通情况、邻井情况、井筒条件等资料进行分析

评价，不断总结出适合于苏里格气田东区的查层补孔改造选井原则。  

（1）气井目前产量较低，套压接近自营区压力平均值，并考虑便于压裂后入地液体返排，油套

必须解封； 

（2）气井未动用层位录井显示、测井解释结果较好； 

（3）与气井未动用层位相对应的区块内其它井或邻井具备一定生产能力；  

（4）气井油套必须解封，水力锚数量小于 3 个，方便起出管柱；  

（5）气层套管材质较好，补孔段固井质量良好。 

根据选井原则优选出 4 口具有改造潜力的气井，共 8 个潜力层位（主力层 3 个，非主力层 5 个），

其中气层 3 个，平均厚度 5.1m，含气层 5 个，平均厚度 6m。 
表 1  查层补孔井潜力层位统计表 

序号 井号 层位 
有效厚度  

（m） 

孔隙度  

（%） 

渗透率

（mD） 

含气饱

和度

(%) 

解释 

结果 

1 苏东 62-69  

盒 8  5.9 7.97 0.242 62.1 含气层 

盒 8  6 10.14 0.385 68.7 气层 

山 1  3.6 8.84 0.206 64.9 含气层 

马五 2 2 3.08 0.096 50.6 含气层 

2 苏东 25-57  盒 4  6 12.32 1.22 65.9 气层 

3 苏东 40-36  
盒 4  3.4 17.19 3.637 64.1 气层 

盒 4  4 14.22 2.007 56.2 含气层 

4 苏东 40-59 盒 4  14.5 10.28 2.544 60.99 含气层 

根据最优化设计，对该 4 口井进行查层补孔改造，3 口井平均生产时间为 255 天，改造前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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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井产量为 0.37×104m3/d，改造后平均单井产量为 1.96×104m3/d ，累计增产气量达到 997.92×

104m3。 
 

表 2  查层补孔井改造后效果分析表 

序

号 
井号 改造层位 

改造

方式 

改造前

产量 

改造后

产量 

累计增

产气量 

1 
苏东

62-69 

马五 22、马五

14、山 1、盒

8 下、盒 8 上 

酸

化、

压裂 

0.4 1.72  434.76  

2 
苏东

25-57 
盒 4 压裂 0.1 1.02  312.68   

3 
苏东

40-59 
盒 4 压裂 0.6 3.13  250.47  

4 
苏东

40-36 
盒 3 压裂 0.1 未开井 

平

均 
      0.3 1.96 332.64 

3.1.1 典型井分析 

苏东62-69井 

(1)基本概况：苏东 62-69 井开采层位为马五 14+马五 41，投产于 2009 年 12 月 12 日投产，目前

套压 18.2MPa，产量 0.4×104m3/d，累计产气量 610.9×104m3/d。 

(2)改造层位确定：上古盒 8 与山 1 段气层较厚，气测平均值较高，烃基比较大；下古马五 2 小层

与射开层位相比效厚度大，气测平均值较高，烃基比较大，拟对上古及下古未射开层位进行改造。 

(3)改造方案：对下古储层马五 22、马五 14 两个层段实施合层酸压，对上古储层山 1、盒 8
下、盒

8
上三个层段实施分层加砂压裂，压后合层排液，试气求产。 

(4)改造情况：施工历时 25 天，加砂 78.8m3，进液 1184 m3，返排 918m3。在 19.1126MPa 的流

压下，测得日产气量 88108m3/d，计算无阻流量 153625m3/d。 

  

 (5)实施效果：苏东 62-69 井于 2013 年实施查层补孔改造，改造后气井无阻流量由措施前的

6.05×104m3/d 提高到 15.36×104m3/d，并于当年 12 月 1 日投产，截至目前累计生产 328 天，平均日

产气量由措施前的 0.4×104m3 提高到 1.72×104m3，目前套压 12.67MPa，气井生产平稳，措施后累计

增产气量 434.76×104m3。 

苏东 62-69 井生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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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及时开展气井修井  排除制约产能因素 
为了充分发挥高压低产隐患井的生产能力，解决制约气井产能发挥的井筒瓶颈，同时降低井筒

安全隐患，近两年来，通过压井修井、带压修井等措施，结合暂堵技术，气举阀辅助排液、速度管

柱完井等方式，及时排除节流器嘴堵、多个节流器、气井出砂等井筒隐患共计 20 口，使气井恢复正

常生产。平均单井日产气量恢复 1.67×104m3/d，截至目前累计恢复气量 4171×104m3。  
表 3  修井恢复气井产能重点井实施效果 

序

号  井号  隐患描述  

影响气

量

（10
4

m
3

/d）  

措施后恢

复气量

（10
4

m
3

/d

）  

累计恢

复气量

（10
4

m
3

/

d）  

1  苏东

28-55  
节流器卡死、

气嘴堵  1.4  2  668  

2  苏东

32-52  
两个节流器

被卡  0.2  0.33  124  

3  苏东

52-47  节流器卡死  0.9  2.5  945  

4  苏东

35-65  
两个节流器

被卡  1.3  4.95  1035  

5  苏东

55-28  
节流器打捞

颈断裂  0.45  0.68  207  

6  苏东

19-30a  
节流器打捞

颈断裂  0.2  0.51  57  

7  苏东

30-38  
两个节流器

被卡  1.5  1.71  412  

8  苏东

24-19  
工具串在井

筒内卡死  1.3  1.38  593  

9  苏东

32-48  

两个节流器

掉至安全接

头  
0.3  0.93  130  

合

计        0.84   1.67  4162  

4.1 “无法打捞节流器排液”典型井-苏东 52-47 井 
基本概况：2008 年投产，无阻流量 36.48×104m3/d，措施前产量 0.36×104m3/d，套压 10.75MPa。 

制约产能因素：井筒积液严重，无法打捞节流器进行排液。 

治理措施：采用带压起油管，打捞出被卡节流器，速度管柱完井。苏东 52-47 井生产曲线。 

效果分析：排除制约产能因素后该井累计生产 435 天，平均日产气量为 2.5×104m3/d，日恢复

气量达到 2.14×104m3，累计恢复气量 945×104m3。 

  

4.2 “出砂”典型井-苏东 30-38 井 
基本概况：2008年投产，无阻流量 6.2029×104m3/d，措施前产量 0.19×104m3/d，套压 18.89MPa。  

制约产能因素：井筒液面距离井口 500m ，井下有两个节流器，且节流器被砂埋；  

治理措施：采用带压起油管，打捞出被卡节流器，速度管柱完井。  

效果分析：排除制约产能因素后该井累计生产 241 天，平均日产气量为 1.9×10
4m3/d，日恢复气量达到 1.71×104m3，累计恢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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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412×104m3。 

  

4.3 “节流器嘴堵”典型井-苏东 28-55 井  
基本概况：2008 年投产，无阻流量无阻流量 20.573×104m3/d， 措施前产量 0.1×104m3/d，套压

13.59MPa。  

制约产能因素：井筒内有两个节流器，由于产量骤降怀疑节流器嘴堵，且其中一个节流器打捞

颈断裂，影响产量 1.4×104m3/d。  

治理措施：采用带压起油管，打捞出被卡节流器，速度管柱完井。  

效果分析：打捞出砂堵节流器后辅助氮气气举排液，该井累计生产 652 天，日恢复气量达到 2

×104m3，累计恢复气量 668×104m3。  

  

 

5  结论及认识 
5.1  得出的结论 

(1) 经过前期 4 口井查层补孔实施及增产情况，初步得出苏东区块查层补孔改造选井重点考虑

未动用层位含气性、厚度、储层物性，并结合不同区块不同层位气井产能情况，主要考虑盒 4、下

古层位；  

(2) 近年来通过对井筒隐患排查、隐患井产能评估以及现场试验，逐步形成隐患井产能恢复技

术系列，主要通过气井修井结合连续油管或小油管完井实现，为了不伤害地层，气井修井主要考虑

带压修井、暂堵修井方式；  

(3) 通过逐步完善，苏东区块积液井排水采气技术系列已逐步成熟，分别在单井不同生产阶段、

不同生产区域形成了纵向、横向配套技术，并且形成了“选好井、抓细节、勤跟踪、多元化”的辅

助性管理措施，排水采气增产效果显著。  

5.2  形成的认识 
(1) 为了提高排水采气措施有效率，需进一步加强单一型措施精细化以及排水多元化程度，对

音速雾化排水等新工艺新技术进行进一步论证评价，同时加强排水技术与管理的结合程度。  

(2) 我厂累计投产水平井 74 口，日产气量 196×104m3/d，平均单井日产气量 2.66×104m3/d，水

平井产量占总产量的近 1/5。目前 9 口水平井积液比较严重，影响产能发挥，而泡沫排水、压缩机

气举等常规排水措施无法满足水平井排水需求，排水增产效果不明显，需要重点开展水平井排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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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研究，摸索相应的排水采气措施。  

(3) 老井查层补孔、侧钻等措施增产技术取得了一定进展，下步需要在选层、工艺措施、动态

跟踪等方面进行完善，力争形成一套完善的技术，为气田开发后期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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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源岩全过程生烃模式的建立及其意义 1 
 

李  剑，马  卫，王义凤，王东良，谢增业，李志生，马成华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天然气成藏与开发重点实验室，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经典的蒂索干酪根热解生烃模式对世界石油的勘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随着勘探的不断深入，

勘探的深度越来越深，蒂索干酪根热解生烃模式在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中却遇到了挑战，如生烃下限与生气量、

排烃效率与滞留烃演化、分散液态烃裂解气鉴别与贡献、古老烃源岩的评价与成藏等，使得基于蒂索理论和传统的

天然气地质理论对中国天然气资源总量与有利靶区的评价存在很多误区和盲点，因此，亟待发展高过成熟阶段的油

气生成理论与模式，建立烃源岩的全过程生烃模式，量化分析深部油气产能与烃类保存下限，进而指导深层油气勘

探。 

我们通过模拟实验与地质分析，对烃源岩全过程生烃、排烃、高过成熟阶段天然气来源及甲烷同系物保存下限

等问题开展了深入探讨，建立了烃源岩全过程生烃演化模式（图 1），该模式的创新点表现在以下 7个方面：1、明

确烃源岩生气下限下延；2、烃源岩生烃演化阶段划分细化；3、确定了干酪根、原油裂解气量的主气期：分别为 Ro

＝1.3～2.5％和 Ro＝1.6～3.2％；4、确定了不同演化阶段排烃效率和滞留烃量，提出了烃源岩在生油高峰期的排

烃效率为 40-60%的新认识；5、确定了不同演化阶段干酪根、原油裂解气量，高过成熟海相有机质中原油裂解气量

是干酪根直接生气量的 3～4倍，明确了高过成熟阶段的海相地层以寻找原油裂解气（包括聚集型和分散型）为主；

6、确定了原油裂解的起始和终止温度；7、确定了天然气重烃初始裂解与死亡线；6、初步确定了天然气保存下限。 

这一模式是对传统生烃理论的重要完善，对常规天然气、页岩气、页岩油、致密油的资源评价，特别是对深层

油气勘探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全过程；生烃演化模式；排烃效率；滞留烃；保存下限；甲烷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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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烃源岩全过程生烃模式 

烃源岩演化阶段 有机质全过程生烃模式 模式内涵烃源岩演化阶段 有机质全过程生烃模式 模式内涵

 Ro>1.3%：主生气阶段

干酪跟裂解气占20%-25%，主生气期 1.3%<Ro<2.5%

原油裂解气占75-80%，主生气期 1.6%<Ro<3.2%

原油裂解终止温度：聚集型230℃；分散型190℃；

TSR反应170 ℃

1.3%<Ro<2.0%，生气量占50%-85%，排烃效率为60-80%

Ro>2.5%，生气量占5%-40%，排烃效率>80%

 Ro>1.8%：重烃气裂解阶段

丁烷初始裂解与死亡线：Ro=1.8%~2.3%

丙烷初始裂解与死亡线：Ro=2.0%~2.5%

乙烷初始裂解与死亡线：Ro=2.5%~3.5%

 Ro>5.0%：甲烷裂解阶段

初始裂解Ro≈5.0%

 Ro<0.5%：生物气生成下限为80℃

 0.3% ＜Ro<0.7%：未-低熟油和过渡带气阶段

 0.7% ＜Ro<1.3%：主生油阶段

排烃效率为40-60%

 Ro>1.3%：主生气阶段

干酪跟裂解气占20%-25%，主生气期 1.3%<Ro<2.5%

原油裂解气占75-80%，主生气期 1.6%<Ro<3.2%

原油裂解终止温度：聚集型230℃；分散型190℃；

TSR反应170 ℃

1.3%<Ro<2.0%，生气量占50%-85%，排烃效率为60-80%

Ro>2.5%，生气量占5%-40%，排烃效率>80%

 Ro>1.8%：重烃气裂解阶段

丁烷初始裂解与死亡线：Ro=1.8%~2.3%

丙烷初始裂解与死亡线：Ro=2.0%~2.5%

乙烷初始裂解与死亡线：Ro=2.5%~3.5%

 Ro>5.0%：甲烷裂解阶段

初始裂解Ro≈5.0%

 Ro<0.5%：生物气生成下限为80℃

 0.3% ＜Ro<0.7%：未-低熟油和过渡带气阶段

 0.7% ＜Ro<1.3%：主生油阶段

排烃效率为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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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中型气田不同储量丰度控制因素及分布特征 
 

李  君，张福东，杨  慎，邵丽艳，王明磊，佘源琦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天然气成藏与开发重点实验室，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随着勘探的深入，中低丰度大中型气田探明储量占比逐渐增高，需要系统进行大中型气田储量丰度控制因素

与分布规律研究。通过对探明储量大于 300×108m3的 54个大中型气田成藏特征解剖，详细分析了圈闭、储层、盖

层、输导等成藏条件与储量丰度的关系。分析认为，优质生储盖条件对储量丰度的控制作用具有较强相对性，盆地

类型、圈闭类型、输导类型亦是气田储量丰度的重要控制因素。背斜构造带与相对孤立储集体发育区利于高丰度大

中型气田的形成，大面积地层与岩性圈闭发育区易形成中低丰度大中型气田。高丰度大中型气田主要分布在前陆挤

压构造、断陷盆地、背斜构造、火山岩、克拉通古构造及礁滩发育区；中低丰度大中型气田主要分布在克拉通大面

积古隆起不整合带、克拉通大面积岩性圈闭和前陆斜坡带岩性圈闭发育区。 

关键词：大中型气田 储量丰度 控制因素 分布规律 

 

Control factors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with different reserves abundance 

in large and medium gas fields of China 
 

Li Jun, Zhang Fu-dong, Yang Shen, Shao Li-yan, Wang Ming-lei, She Yuan-qi 

（Lang fang Branch,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CNPC, Lang fang 065007, China） 

 

Abstract: The reserves abundance of large and medium gas fields are generally low in China. With the  exploration 

developing, the proportion of low abundance proven reserves gradually is increasing. The study on controlling factors and 

distribution of large and medium gas reserves abundance is very necessa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54 medium-sized gas 

fields, of which the reserves are more than 30 Bc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mulation characteristics, trap, reservoir, 

seal, counseling and reserve abundances have been analyzed. It’s shows that the control effect of reserves abundance 

including high-quality source, reservoir, cap rock condition has a strong relativity. Tectonic environment, trap types, fracture 

are the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controlling the abundance of large gas reserves. Anticline belt and relatively isolated 

reservoir development areas are advantageous for the formation of high abundance of large gas field. Large stratigraphic 

and lithologic traps developing area is favorable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low abundance and medium-sized gas fields. High 

abundance of large and medium gas fields are mainly distribute in compressional tectonic foreland, faulted anticline with 

volcanic rock, ancient crato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ef flat zone. Low abundance of large and medium gas 

fields formed in the craton palaeohigh large unconformity with a large area of land and sea areas and superimposed fo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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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pe belt.  

Key words: Large and medium gas fields; Reserves abundance; Controlling factors;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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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气饱和度对砂岩储层地震响应的影响分析 
 

李世凯 1,2*，文晓涛 1,2，李  天 1,2，张  瑞 1,2，张金明 1,2 

（1.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59； 

2.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物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摘要：本文基于 White 提出的球状斑块饱和模型，分析了含气饱和度对固结良好、中等压实和未固结的砂岩储层中

地震波相速度和逆品质因子的影响，发现含气饱和度对于相速度的影响较明显，可高达数百米每秒量级。利用频率

-波数域相移法波动方程正演对三类砂岩储层的地震响应特征进行模拟后发现，含气饱和度增大可使储层下界面反

射产生“时间延迟”，且在未固结和中等压实的砂岩储层中表现十分明显，通过与前人研究对比认为，在周期排列球

状斑块饱和模型理论下，含气饱和度是导致这一“下拉”现象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含气饱和度；斑块饱和模型；波动方程正演；时间延迟

 

0  引言 

天然气作为能源行业的重要勘探目标，对于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和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过去

几十年以来，天然气勘探开发已经从常规碳酸盐岩气藏阶段发展到了诸如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气等

非常规气藏，我国对于海上气藏的勘探开发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的天然气储量均

位于非均质储层中。 

针对弹性波在流体多孔介质中的传播规律，Biot 于 1956 年提出了经典的 Biot 流体波动理论[2~3]，

它假设流体运移是能量损失的主要原因。而 Gassmann-Biot 理论作为一种描述孔隙含流体的多孔介质

的应力波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地震勘探、岩土工程等领域，然而该理论忽略了岩石的非均质性，因此

与实际波传播问题之间存在差距。同时，由于 Biot 理论中的流体流动是在波长尺度下发生的，其能

量损失与实际观测值相比过小，因此，业界开始探讨其他衰减机制以解释高频散和高衰减现象。Mavko

和 Nur 在 1979 年提出了孔隙尺度下的喷射流机制[4]。Dvorkin 等将喷射流衰减机制与 Biot 理论相结

合，进而提出了 BISQ 理论[5]。1975 年，White[6]首次对岩石内部的局部非均匀性进行了探讨，并提出

了斑块饱和模型，它在中观尺度上对流体流动衰减机制进行了解释，并能够很好地适应低频段的高衰

减现象。Rubino 等人[7]分析了砂岩储层中渗透率对地震响应的影响，发现对于岩石颗粒相对松散、孔

隙较发育的砂岩储层，其渗透率对地震波频散和衰减有较大的影响。国内方面，王峣钧[8]等基于周期

层状流体饱和模型，利用地震波频散特征对砂岩储层含气饱和度进行了分析，陈程[9]等基于空间周期

排列球状斑块饱和模型，对砂岩储层的渗透率进行了讨论。相移法波动方程正演偏移最早由 Gazdag

提出[1]，而后又发展了相移加插值，分步傅里叶等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174115）资助． 
作者简介：李世凯（1991-），男，河南沈丘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波动方程正演偏移及储层预测． 

E-mail:geoskylee@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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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凯等：含气饱和度对砂岩储层地震响应的影响分析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 White 斑块饱和模型，结合实际砂体储层地质特征，对垂直入射

三类含气砂岩储层的地震响应特征，及纵波相速度与逆品质因子随渗透率、含气饱和度变化的规律进

行了探讨，并利用频率-波数域相移法波动方程正演，讨论了不同含气饱和度对砂岩储层地震响应的

影响。 

1  基本原理 

黏弹性介质的二维声波波动方程为： 

�
𝜕𝜕2

𝜕𝜕𝑥𝑥2
+
𝜕𝜕2

𝜕𝜕𝑧𝑧2
+

𝜔𝜔2

𝑀𝑀(ω)
ρ

�u(x, z,ω) = 0 (1) 

式中：ω为角频率，𝑀𝑀(ω)为复数体积模量，ρ为介质的密度[10]。若速度在横向上无变化，则对上式做

x 方向上的傅式变换，可得： 

u�(𝑘𝑘𝑥𝑥, z + ∆z,ω)

= u�(𝑘𝑘𝑥𝑥, z,ω)𝑒𝑒
𝑖𝑖∆𝑧𝑧� 𝜔𝜔2

𝑉𝑉(𝜔𝜔)2−𝑘𝑘𝑥𝑥
2

 
(2) 

即下行波的解。式中，𝑒𝑒𝑖𝑖∆𝑧𝑧
� 𝜔𝜔2

𝑉𝑉(𝜔𝜔)2−𝑘𝑘𝑥𝑥
2
为相移因子，其中𝑘𝑘𝑥𝑥为 x 方向的波数。定义复波数𝑘𝑘 = 𝑘𝑘𝑅𝑅 − 𝑘𝑘𝐼𝐼 =

𝜔𝜔
𝑉𝑉(𝜔𝜔)

，于是有： 

u�(𝑘𝑘𝑥𝑥, z + ∆z,ω)

= u�(𝑘𝑘𝑥𝑥, z,ω)�̌�𝑑(𝑘𝑘𝑅𝑅 ,𝑘𝑘𝐼𝐼 , 𝑘𝑘𝑥𝑥)  
(3) 

其中，�̌�𝑑(𝑘𝑘𝑅𝑅 , 𝑘𝑘𝐼𝐼 , 𝑘𝑘𝑥𝑥) = 𝑒𝑒𝑖𝑖∆𝑧𝑧
�(𝑘𝑘𝑅𝑅−𝑘𝑘𝐼𝐼)2−𝑘𝑘𝑥𝑥2  。 

 当地震波传播到黏弹性介质中时，根据 Johnson 的研究，可以得到如下关系[11]： 

𝑘𝑘𝑅𝑅 − 𝑘𝑘𝐼𝐼 =
ω

𝑉𝑉𝑃𝑃(𝜔𝜔) [1 −
𝑗𝑗

2𝑄𝑄(𝜔𝜔)] (4) 

其中，𝑉𝑉𝑃𝑃(𝜔𝜔)和𝑄𝑄(𝜔𝜔)分别为纵波相速度和品质因子。 

 当 P 波传播到斑块饱和介质时，由于气和水不同的物理性质，导致产生了不同的孔隙压力，而 Biot

提出的慢波扩散理论则能够解释相应的孔隙压力平衡过程，并给出扩散长度[3]： 

𝐿𝐿𝑑𝑑 = �𝐷𝐷/𝜔𝜔  (5) 

其中 ω为角频率，D 为扩散系数： 

D =
𝜅𝜅
𝜂𝜂

(
𝑀𝑀𝑐𝑐𝐾𝐾𝑎𝑎𝑎𝑎 − 𝛼𝛼2𝐾𝐾𝑎𝑎𝑎𝑎2

𝑀𝑀𝑐𝑐
) (6) 

上式中，𝜅𝜅和𝜂𝜂分别岩石渗透率和流体的黏度系数[13]。 

 当地震波频率足够低时，流体之间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达到动态压力平衡，因此可由 Wood 定律得

到孔隙流体的有效体积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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𝐾𝐾𝑅𝑅 = (
𝑆𝑆𝑔𝑔
𝐾𝐾𝑔𝑔

+
𝑆𝑆𝑤𝑤
𝐾𝐾𝑤𝑤

)−1 (7) 

上式中，S 和 K 分别代表水和气的饱和度和体积模量。若不考虑气体赋存的几何性质，则在低频

背景下，岩石的等效体积模量可由 Gassmann 方程给出： 

𝐾𝐾𝐺𝐺𝐺𝐺 = 𝐾𝐾𝐺𝐺(𝐾𝐾𝑅𝑅) = 𝐾𝐾𝑚𝑚 + 𝛼𝛼2𝐾𝐾𝑎𝑎𝑎𝑎(K𝑅𝑅)      (8) 
 相对的，当地震波频率非常高的时候，由公式(5)可知，波扩散长度远小于孔隙的尺寸，导致孔隙

流体之间的压力无法达到平衡，因此孔隙压力不均匀。若假设不同孔隙流体所产生的压力都是常数，

那么我们可由 Gassmann 方程计算出不同流体的体积模量。Hill 理论给出了高频条件下的体积模量𝐾𝐾𝐺𝐺𝐺𝐺： 
1

𝐾𝐾𝐺𝐺𝐺𝐺 + 4
3 𝜇𝜇

=
𝑆𝑆𝑔𝑔

𝐾𝐾𝐺𝐺�𝐾𝐾𝑔𝑔� + 4
3 𝜇𝜇

+
𝑆𝑆𝑤𝑤

𝐾𝐾𝐺𝐺(𝐾𝐾𝜔𝜔) + 4
3 𝜇𝜇

 
(9) 

此后，Johnson 在 2001 年结合𝐾𝐾𝐺𝐺𝐺𝐺和𝐾𝐾𝐺𝐺H提出了动态体积模量𝐾𝐾𝑑𝑑𝑑𝑑𝑚𝑚，可用来估测中间频率条件下

含气、含水储层岩石的有效体积模量： 

K𝑑𝑑𝑑𝑑𝑚𝑚 = K𝐺𝐺𝐺𝐺 +
𝐾𝐾𝐺𝐺𝐺𝐺 − 𝐾𝐾𝐺𝐺𝐺𝐺

1 − 𝜉𝜉 + 𝜉𝜉�1 + 𝑖𝑖𝜔𝜔𝑖𝑖
𝜉𝜉2

       (10) 

其中，j 为虚数，𝜉𝜉和𝑖𝑖可由干岩石和流体的物理属性及两个几何参数（S/V，T）得到[11]。 

因此，我们可由动态体积模量K𝑑𝑑𝑑𝑑𝑚𝑚计算地震纵波在非饱和含气储层中的复速度： 

𝑉𝑉𝑃𝑃𝑐𝑐 = �𝐾𝐾𝑑𝑑𝑑𝑑𝑚𝑚 + 4
3 𝜇𝜇

𝜌𝜌𝑑𝑑
 (11) 

式中𝜌𝜌𝑑𝑑 = (1 − 𝜙𝜙)𝜌𝜌𝑠𝑠 + 𝜙𝜙(𝑆𝑆𝑔𝑔𝜌𝜌𝑔𝑔 + 𝑆𝑆𝑤𝑤𝜌𝜌𝑤𝑤)，其中𝜌𝜌𝑠𝑠、𝜌𝜌𝑔𝑔、𝜌𝜌𝑤𝑤分别是岩石固体颗粒、气和水的密度。进而

可求得等效的相速度和品质因子： 

𝑉𝑉𝑃𝑃 = �𝑅𝑅𝑒𝑒 �
1
𝑉𝑉𝑃𝑃𝑐𝑐

��
−1

 (12) 

Q =
𝑅𝑅𝑒𝑒(𝑉𝑉𝑃𝑃𝑐𝑐2 )
𝐼𝐼𝐼𝐼(𝑉𝑉𝑃𝑃𝑐𝑐2 )

 (13) 

White 提出的空间周期排列的斑块饱和模型，如图 1A 所示，在空间中呈椭球体或球体，且每个单

元中球体内部区域为饱含气的介质，外部区域为饱含水的介质。由于其存在空间上周期排列的对称性，

我们可利用任一立方体单元内地震波传播和衰减特性来分析整个模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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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White球状斑块饱和模型 

Fig.1  White sphere model with patchy saturation 

 

2  数值模拟 

为了讨论不同含气砂岩含气性对地震波振幅等的影响，我们设计了三种砂岩储层模型。常规砂岩

储层根据岩石的压实和孔隙发育程度可以分为固结良好的砂岩储层（模型 1）、中等压实的砂岩储层

（模型 2）和未固结的砂岩储层（模型 3）。三种模型的岩石骨架参数及孔隙流体的物性参数见表 1，

它们的岩石骨架相同，颗粒的体积模量均为 38GPa，密度均为 2.65g/cm3。将三种模型的参数代入 White

理论模型，根据所述公式中纵波相速度与品质因子的频散关系，可得到不同含气饱和度下，不同砂岩

储层模型中相速度和逆品质因子随频率变化的曲线（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中结果可知，模型 3（未固结砂岩储层）中地震波的衰减和速度频散最强，其次是模型 2

（中等压实的砂岩储层），模型 1（固结良好的砂岩储层）最弱。含气饱和度对速度频散影响较为明

显，表现为含气饱和度越大，速度频散越强。对于三类砂岩储层模型，均表现为随着频率的增加，逆

品质因子先增加后减小，且都在低频段达到峰值。模型 1 的逆品质因子峰值随着含气饱和度的增大而

增大，且峰值对应频率增大。对于模型 2，逆品质因子峰值随着含气饱和度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而

对于模型 3，逆品质因子峰值随着含气饱和度的增大而减小。（根据 Rubino（2012）研究，渗透率对

峰值大小影响较小，可以忽略） 
 

表 1  三种砂岩模型的岩石骨架及流体物性参数 

Table 1  Rock matrix and fluid parameters of Sandstone models 

岩

石

骨

架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干岩石体积模量/GPa 16.90 7.49 1.56 
干岩石剪切模量/GPa 13.96 5.67 1.10 

孔隙度 0.05 0.10 0.13 

孔

隙

流

体 

气 
体积模量/GPa 0.29 0.13 0.03 
密度/(g∙cm-3) 0.34 0.28 0.15 
黏度系数/P 0.0001 0.0001 0.0001 

水 
体积模量/GPa 2.80 2.58 2.42 
密度/(g∙cm-3) 1.02 1.01 1.00 
黏度系数/P 0.016 0.013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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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 2  不同含气饱和度时 P波相速度和逆品质因子随频率的变化 

我们利用频率-波数域相移法波动方程正演方法进行数值模拟，同时无考虑地震波在传播时的能

量损失。所用地质模型如图 3 所示，模型盖层和下覆层为页岩，其物性参数如表 2 所示，中间为砂岩

储层，参数如表 1 所示。 

这里我们选用 30Hz 的雷克子波作为震源，将三类模型参数代入得到如图 4 和图 5 所示的地震响

应结果。图 4 中(a)~(c)为含气饱和度为 0.1 时三种模型的地震

响应，图 5 中(a)~（c）则为含气饱和度为 0.5 时三种模型的地

震响应。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渗透率的增大，三类砂岩

储层模型上反射界面地震波振幅随渗透率变化不明显，而下

反射界面的地震波振幅随渗透率的增大而减小[9]。然而，渗透

率只反映地层的岩石骨架特性，与所含流体关系不大。此外，

通过比较图 4 和图 5，我们发现随着含气饱和度的增大，三类

砂岩储层模型下界面的反射均出现“下拉”现象，即下界面反射振幅出现时间延迟，其中模型 3（未固

结的砂岩储层）表现最为明显，含气饱和度从 0.1 增加到 0.5，下界面反射延时约 500ms，其次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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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页岩参数 

Table 2  Shale parameters 

模型

序号 
纵波速度

（m∙s-1） 
密度（g/cm3） 

1 3100 2.40 
2 2850 2.32 
3 250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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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等压实的砂岩储层），其下界面反射延时约 100ms，而对于模型 1（固结良好的砂岩储层），其下

界面反射延时并不明显。这一现象说明含气饱和度的增大对 P 波相速度衰减影响较大，特别是在未固

结的砂岩储层中，在地震频段可高达数百米每秒量级，进而导致了反射波振幅时间上的延迟。同时，

纵波相速度的改变也使储层与底层页岩的波阻抗差异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到了地震波振幅的大小，

这与前面图 2 分析的结果一致。 

 
图 3  地质模型 

Fig.3  Geological model 

   
(a) (b) (c) 

图 4  含气饱和度为 0.1时三类砂岩储层地震响应 

Fig.4  Seismic response of three sandstone model while gas saturation is 0.1 

   

(a) (b) (c) 

图 5  含气饱和度为 0.5时三类砂岩储层地震响应波形图 

Fig.5  Seismic response of three sandstone model while gas saturation is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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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6  不同含气饱和度下储层地震响应波形图 

Fig.6  Reflected waveforms of sandstone reservoir with different gas saturations 

图 6 为三种模型在渗透率为 10mD，含气饱和度为 0.1 和 0.5 时的地震响应波形图，从图中我们可

以看出，不同含气饱和度下，三种模型的下界面反射地震波响应均表现出较明显的时间延迟，根据陈

程（2015）的研究，渗透率对 P 波相速度影响较小，仅在低频段达到数十米每秒的差异，而在地震频

段则差异很小，导致渗透率对含气储层下界面反射的时间延迟几乎无影响。考虑到本理论在 White 周

期排列球状斑块饱和模型上应用的其他参数，我们可以认为，含气饱和度是造成这种“下拉”现象的主

要因素。 
3  结论 

 （1）地震波在未固结的砂岩储层和中等压实的砂岩储层中发生的衰减和速度频散相对较明显，

且含气饱和度对同一储层下的 P 波相速度影响较大，在地震频段可达数百米每秒量级。 

（2）利用频率-波数域相移法波动方程数值模拟发现，不同含气饱和度下，三种砂岩储层下界面

反射均存在“下拉”现象。未固结的砂岩储层下界面反射时间延迟最明显，中等压实的砂岩储层次之，

固结良好的砂岩储层最不明显。由于渗透率对其影响较小，可以忽略，因此可以认为基于本理论和

White 球状斑块饱和模型的砂岩储层，含气饱和度是影响其下界面反射延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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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gas saturation on seismic response of sandstone reservoir 
 

Li Shi-kai1,2,Wen Xiao-tao1,2,Li Tian1,2,Zhang Rui1,2,Zhang Jin-ming1,2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Chengdu 610059,China;2.Geophysical 

Institute,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White sphere model with patchy saturation,this paper presents gas saturation analysis of the seismic 

phase velocity and inverse quality factor in different sandstone reservoir,including well consolidated sandstone,medium 

consolidated sandstone and unconsolidated sandstone.Grea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on phase velocity of different gas 

saturation,which could be as high as hundreds of meters per second.After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andstone reservoir seismic 

response based on the phase shift wave equation in frequency-wave number field,we found that the increasing of gas saturation 

could lead to “time delay”on the reflection of lower interface,especially in unconsolidated and medium consolidated sandstone 

reservoir.After comparision of predecessors' research,we believe the main factor which result in this phenomenon is gas 

saturation under the theory of White periodical layout sphere patchy satur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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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度属性和𝐾𝐾1属性在储层渗透率预测中的应用 
 

李  天 1，文晓涛 1,2，李世凯 1，张  瑞 1，张金明 1 

（1.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物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2.成都理工大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59） 

 

摘要：从低频地震信号中提取的流度属性已经被证实能够间接反映储层的渗透率，但是由于受到弛豫时间和优势低

频频率的不确定性影响，导致应用该属性用于渗透率预测会产生不确定性和多解性。为此，本文引入一个从地震高

频信息和低频信息中提取出的𝐾𝐾1属性，并且针对海上某含油碳酸盐岩储层井 A 区为目标，结合地质资料和钻井资

料，利用流度属性、𝐾𝐾1属性预测该区的渗透率，结果表明两个属性的结合使用能够吻合实际的测井资料，并且有效

地反映了该地区的渗透率分布。 

关键词：流度属性；𝐾𝐾1属性；渗透率预测 

0  引言 

渗透率是含油气储层的重要物性指标之一，能够为油气预测和开采开发提供指示。目前勘探手段

很难直接反演出储层渗透率，但是有的属性能够间接反映储层渗透的分布特征。反射地震数据中的低

频成分包含了许多对储层渗透率预测有利的信息，近几年许多学者从反射地震数据低频信息中提取的

流度属性和𝐾𝐾1属性已经被证实可以反映储层的渗透率。Silin等[1]~[2]从基本渗流理论推导了渐进模式下

的低频谐波在饱水弹性多孔介质的传播方程，研究了低频地震信号从弹性介质到多孔饱水介质的反

射，得到了一个与频率和储层流体流动性能的无纲量参数。Korneev等[3]将这个无纲量参数在实际地震

资料中低频成像，用于预测油田生产率。Goloshubin等[4]在Silin的基础上应用流体流动性能和散射机

制推导出了与地震频率相关的流度属性，并用该属性预测储层的流动能力和渗透率。蔡涵鹏[5]结合测

井资料和试采数据讨论了流度属性和渗透率、储层产油率的关系，实现直接利用低频信息预测储层生

产率。陈学华等[6]~[7]将广义S变换计算瞬时地震谱应用到流度属性计算中，利用Silin推导的渗透地层

依赖频率的纵波反射理论公式确定优势频率，将低频伴影结合流度属性解释储层的含油气性。代双和

等[8]把流度属性用于实际地震资料中预测储层的含油气性，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张生强等[9]~[10]将高分

辨率稀疏反演谱分解用于储层流体流度的计算，提高了流度属性成像的分辨率。Kozlov等[1]在上述的

Silin的思路上应用地震高频能量和低频能量之比再次定义一个𝐾𝐾1属性来刻画储层孔隙与裂隙联接的

边界渗透性能。 

本文基于以上思路，针对某海上三维地震资料，结合两个属性对该地区的碳酸盐岩储层渗透率做

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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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原理 

弹性纵波在弹性介质和饱水多孔介质的传播，假设岩石的流体流动性在一个合理的范围，Silin[1]

所定义的无纲量参数ε在低频值很小的情况下可以表达为式1，式中κ是储层岩石的渗透率，η是储层流

体的粘滞系数，𝜌𝜌𝑏𝑏是含流体储层岩石的体密度，ω是地震波的角频率。反射系数在某个角频率下的渐

进表达式为式2，式中𝑅𝑅0和𝑅𝑅1是和与孔隙度、密度和弹性系数有关的流体和岩石力学性质的无纲量参

数。 

 ε = 𝜅𝜅𝜌𝜌𝑏𝑏
𝜂𝜂
ω (1) 

 R = 𝑅𝑅0 + 𝑅𝑅1(1 + 𝑖𝑖)�
𝜅𝜅𝜌𝜌𝑏𝑏
𝜂𝜂
ω (2) 

   对式（2）进行求导，得： 

 𝑑𝑑𝑑𝑑
𝑑𝑑𝑑𝑑

= 1
2
𝑅𝑅1（1 + i）�

𝜅𝜅𝜌𝜌𝑏𝑏
𝜂𝜂𝑑𝑑

 (3) 

令C = 1
2
𝑅𝑅1（1 + i）�𝜌𝜌𝑏𝑏

𝑑𝑑
，Golohubi[4]定义的流度属性为： 

 A(x, y) =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𝑙𝑙𝑙𝑙𝑙𝑙)
𝑑𝑑𝑑𝑑

~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𝑙𝑙𝑙𝑙𝑙𝑙)
𝑑𝑑𝑑𝑑

  (4) 

 上式中的S(ω)是地震频谱，结合式（3）和式（4）得到式（5），从式（5）可以看出流度属性

可以反映储层渗透率，C是一个与多孔岩石系数有关的复函数。关于C的计算可以通过岩心测试计算

[4]。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𝑙𝑙𝑙𝑙𝑙𝑙)
𝑑𝑑𝑑𝑑

~C�
𝜅𝜅
𝜂𝜂
 (5) 

另一个𝐾𝐾1属性是地震频谱中高频信号与低频信号的比值[11]： 

 𝐾𝐾1 = ∑ |𝑆𝑆(𝜔𝜔)|𝑑𝑑2
𝑑𝑑𝑚𝑚

∑ |𝑆𝑆(𝜔𝜔)|𝑑𝑑𝑚𝑚
𝑑𝑑1�  (6) 

    式中𝜔𝜔𝑚𝑚、𝜔𝜔2和𝜔𝜔1分别是地震信号的峰值频率、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 

2  应用实例 

将上述两个属性应用于实际的某海上三维地震资料中，研究区目的层段地层为碳酸盐岩，上覆

地层以泥岩为主。图 1 为海上某区过井 A 地震剖面，绿色实线是目的层，绿色箭头所指示段含 85 米

的油层,蓝色测井曲线是深侧向电阻率曲线，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在高渗高孔的含油区域其电阻率会生

高。 

研究区目的层段为典型的碳酸盐岩生物礁滩储层，如图 2 所示通过岩心实验孔隙度与渗透率的

统计关系，可以看出碳酸盐岩的孔渗关系复杂，难以找到准确表达式来描述二者的关系，但是从图

中还是可以看出孔渗关系存在明显的渗透率随孔隙度增大而增大的趋势。图 3 为过井 A 的流度属性

剖面，测井曲线是补偿中子孔隙度测井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流度属性显示高渗透的区域和测井曲

线中高孔隙的段位吻合。图 4 为过井 A 的𝐾𝐾1属性剖面图，图中的亮点所显示的高渗区域也能与测井

曲线中高孔隙的段位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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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上某区过井 A地震剖面 

Fig.1  Through-well A Seismic section in certain area of the sea 

 
图 2  井 A岩心实验孔隙度与渗透率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by well A core experiment 

 
图 3  过井 A的流度属性剖面 

Fig.3  Through-well A reservoir mobility section 

 
图 4  过井 A的𝐾𝐾1属性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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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Through-well A  𝐾𝐾1 attribute section 

图 5、图 6 和图 7 分别为流度属性、𝐾𝐾1属性和波阻抗在顶层下延 15ms 的切片（灰色区域是地震

数据缺失）。切片中的两个虚线区域的钻井都遭遇工业流油。黑色虚线就是井 A 所在区域，可以看

出在该黑色虚线内无论是流度属性还是𝐾𝐾1属性所显示的高渗透都能和图 7 中低波阻抗吻合。深蓝色

虚线是井 B 所在区域，该井油层厚度达 62 米厚，渗透率达到 700mD，孔隙度达到 28%。从图 5 深

蓝色虚线中看出流度属性无明显显示，图 6 的𝐾𝐾1属性在该区域中所显示的高渗透亮点和图 7 中的低

阻抗能够吻合。说明𝐾𝐾1属性能够帮助流度属性解释储层渗透率，两个属性的结合使用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降低单一属性反映储层渗透率分布的多解性和不确定性。 

 
图 5  顶层下延 15ms的流度属性切片 

Fig.5  Reservoir mobility slice 

 
图 6  顶层下延 15ms的𝐾𝐾1属性切片 

Fig.6  𝐾𝐾1 attribute slice 

 
图 7  顶层下延 15ms的波阻抗切片 

Fig.7  P-impedence slice 

3  结论 

由于流度属性只应用到地震低频信号，而且碳酸盐岩生物礁滩储层的储集空间复杂多样，孔渗

特性极其复杂，会使得流度属性在预测碳酸盐岩储层渗透率分布会存在不确定性。而𝐾𝐾1属性将地震

低频信号和高频信号综合使用，有效地利用了有效频带内的地震信号。两个属性的结合使用有效地

反映储层的渗透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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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oir fluid mobility attribute and 𝐾𝐾1 attribute application in prediction of 
reservoir perme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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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eophysical Institute,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China;2.Key Laboratory of Geodete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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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 Reservoir fluid mobility attribute extracted from the low-frequency have been shown to indirectly reflect reservoir 

permeability. However, it still will produce uncertainty and non-uniqueness because of relaxation time and uncertainty of 

advantage low frequency, due to the uncertainty of the impact of advantage low frequency and relaxation time. To this end, 

we introduce a property extracted from the high-frequency and low-frequency seismic attribute information, and make 

example as an offshore oil well A carbonate reservoir zone as the goal and combined with geological data and drilling data, 

the use of reservoir fluid mobility attribute, 𝐾𝐾1 attribute prediction permeability area.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mbined 

use of the two attributes can match the actual logging data, and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permeability distribution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Reservoir fluid mobility attribute; 𝐾𝐾1 attribute; Permeability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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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A021 

南八仙油气田地层烃类相态及特征研究 1 
 

李忠春，魏彩茹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西北分院，甘肃 兰州，730020） 

 

摘要：地下烃类相态不同，其组分相对含量具有明显差别，因此石油和天然气组分是研究地下烃类相态的重要资料，

而原油和天然气高压物性实验参数主要反映地下烃类相态特征。依据南八仙油气田在试井过程获得的大量天然气组

分全分析数据，对该油气田深层 E3
1
油气藏地下烃类相态进行了分析研究。另外根据凝析气高压物性实验结果分析

认为：深层 E3
1
油气藏具有未饱和烃类体系的特征，表现为地层压力远高于烃类体系的临界凝析压力。 

关键词：天然气组分；烃类相态；模拟；相图 

 

0  引言 

南八仙构造是柴达木盆地北部块断带大红沟隆起亚区马海～南八仙构造带上的一个三级背斜构

造，其勘探工作始于五十年代末期，油气层纵向上分布于 N22、N21、N1、E31 地层中，由于 N22、N21、

N1 地层和 E31 地层的压力系数相差较大，因此在纵向上将 N22、N21、N1 统称为中浅层油气藏，E31 为

深层油气藏[1]。 

南八仙油气田先后在仙 4、仙 5、仙 6、仙 7 等井，利用常规试井、地层测试以及测射联作等技

术进行了数次不稳定试井和稳定试井，获取了大量的流体分析数据及油气藏动态资料，为研究油气藏

地层烃类相态特征等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基础资料。 

1  地层烃类相态 
气藏相态研究是气田开发的基本问题，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2]。 

地下烃类相态不同，组分相对含量有明显差别。石油及天然气中的低碳组分含量随成熟度的升高

而增加，是油气成熟过程中最稳定的部分，它们相对含量的变化是地下烃类相态的直接反映。中、苏

合作项目[3]的研究成果给出了一系列根据石油和天然气组分全分析资料确定地下烃类相态及烃类体

系的指标（表 1）。 

该成果根据地下烃类的相态特征，将地下油气系统划分为油藏-凝析气顶油藏-带油环凝析气藏-

凝析气藏-气藏，并认为油气系统不同，不同烃类组分的相对含量有明显差别。就天然气来说，从油

藏到气藏，表征重烃含量的湿气含量（C2
+ %）和湿度系数（C2

+*100/C1）两项指标减小；表征乙烷含量

的 C2/C3和 C2*100/(C3+C4)两项比值增大；油气比升高；同时气体组分中异构物相对含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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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预测地下烃类相态的天然气组分指标 

指标 油藏 
凝析气油系统 

凝析气藏 气藏 凝析气顶

油藏 
带油环凝析气藏 

Ⅰ 

C2
+ （%） 20-70 10-30 5-15 0.1-5 

C2
+*100/C1 30-600 10-40 5-15 0.1-5 
C2/C3 0.5-1.3 1.0-3.0 2.2-6.0 4-160 

C2*100/(C3+C4

) 
20-80 50-200 170-400 300-10500 

Ⅱ 油气比 ＜560 900-2560 2500-10000 11000-58800 ＞58800 

Ⅲ 

C4 0.5-0.8 0.9-1.1 

C5 0.4-1.0 1.0-2.8 

C6 0.5-0.9 1.1-3.0 

南八仙油气藏在试井过程中获得的大量天然气组分全分析数据，为研究该地区地下烃类相态提供

了宝贵的资料。表 2 是根据南八仙油气田天然气组分分析数据计算的不同油气层的相态分类指标及分

类结果。 
表 2  南八仙油气田天然气组分地下相态分类指标 

井

号 

层

位 
取样深度（m） 

油气系统分类指标 

地下油气系统 
C2

+ 
（%） 

C2
+
*100

/C1 
C2/C3 

C2*100/(C

3+C4) 
油气比 iC4/nC5 iC5/nC5 

仙 4 E3
1
 3054-3098 18 23 2 120 / 0.62 0.78 凝析气顶油藏 

仙 5 E3
1
 

3004-3011 5 6 7 499 / 0.91 1.5 气藏 

2988-2989.5 2 2 14 1072 272703 1.0 / 气藏 

仙 6 E3
1
 

3050-3059 8 10 4 318 / 0.57 0.67 凝析气藏 

3032-3040 7 8 5 339 / 0.58 0.5 凝析气藏 

仙 7 E3
1
 

2903-2907 3 3 6 421 137372 0.78 1.0 气藏 

2929-2936 14 16 1 80 84305 0.73 1.24 油环凝析气藏 

分析结果，深层 E31 油气藏南北两个断块，油气藏相态有类似之处。气藏气体轻质组分含量较高，

凝析油含量低于 13g/m3。油藏原油重质组分含量高，性质不同于凝析油性质。上部为气藏或凝析气

藏，气藏底部与以重质组分为主的油环相接触。 

2  地层烃类相态特征 
地层烃类流体相态研究是油气藏工程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开发凝析气田、挥发性油田以至常规

油田和地面油气加工的关键所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对提高凝析油采收率和地面

回收率、混相驱提高原油采收率和地面回收轻烃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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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藏流体高压物性实验结果和模拟相图是研究地层烃类相态特征的重要资料。深层 E31 油气藏

取得 2 个天然气高压物性样品，高压物性实验数据见表 3。 

深层 E31 油气藏仙 7 井天然气高压物性实验结果，模拟相图（图 1，图 2）的共同特征是地层压

力远高于烃类体系的临界凝析压力，地露压差大；地层温度 

 

 

 

 

 

 

 

等于或高于烃类体系的临界凝析温度，临界凝析温度较低，在 334.7～375.1K(62～102℃)之间，成熟

度较高。在地层等温压降过程中，基本无反凝析现象，该烃类体系属于湿气体系。根据模拟相图等液

量线的分布特点进行分析，在由地层到分离器的生产过程中，管线中有微量凝析油析出。仙 7 井

（2929～2936 m）地层温度与临界凝析温度相差极微，接近于凝析气藏[7-8] ，该层油密度为 0.801kg/m3，

为凝析油。 

天然气高压物性样品实验结果表明，处于异常高压条件下的深层凝析气和湿气藏，临界凝析温度

较低，成熟度相对较高，其地层压力远高于烃类体系的临界凝析压力，是未饱和烃类体系的特征。 

 

3  结论 
（1）南八仙油气藏流体地面和高压物性样品分析化验及实验结果表明，深层气藏的地层温度等

于或略高于临界凝析温度，为湿气或凝析气藏，其临界凝析温度低。 

（2）深层烃类体系相态以湿气、凝析气和重质组分含量较高的原油为主，属于未饱和的烃类体

系。 

表 3  南八仙油气田天然气高压物性试验数据 

井

号 

层

位 

取样深度

（m） 

静压

(MPa) 

温度

(℃) 

生产气

油比 

地层压力条件下 相图模拟计算结果 

体积 

系数 

偏差 

因子 

密度

（g/cm
3
） 

粘度

（mPa.s） 

压缩系数

（MPa-1） 

临界 

压力

(MPa) 

临界

温度

(℃) 

临界

凝析

压力

(MPa) 

临界

凝析

温度

(℃) 

仙 7 E3
1
 

2903-2907 33.23 96 137372 0.0039 1.0155 0.18 0.0229 0.0229 3 -83 14 62 

2929-2936 32.86 103 102145 0.0039 0.9885 0.214 0.0255 0.0211 4 -83 16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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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of 

Hydrocarbon Morphology of Nanbaxian Oil-Gasfield 
 

Li Zhong-chun , Wei Cai-ru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Northwest，PetroChina，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The underground hydrocarbons water-in-oil different components relative cont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us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constituents is the study of the important material seven-step underground hydrocarbons.And 

crude oil and natural gas high-pressure petrophysics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mainly reflects underground hydrocarbons 

morphology characteristics.According to the Nanbaxian reservoirs in well test process of large quantities of natural gas 

constituents of the whole analysis data, deep underground gas reservoirs E31 hydrocarbons morphology is 

analyzed.According to the condensate gas high-pressure phy-sical sample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think: deep E31 

reservoirs have not saturated hydrocarbons system characteristic (formation pressure is far higher than the critical 

condensate hydrocarbon system pressure). 

Key words: Natural gas constituents ingredients; Hydrocarbon water-in-oil; Simulation; Phas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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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低储层的敏感性和机理讨论——以松辽盆地常家围子 G463 井区为例 

 

林  波 1, 徐学纯 1, 张  旭 2, 朱建伟 1,3 

（1．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61； 

2. 西北油田分公司雅克拉采气厂，新疆 阿克苏 842000； 

3. 吉林省油页岩与共生能源矿产重点实验室，吉林 长春，130061） 

 

摘要:油气勘探开发的过程中，当不同的外来液体被注入地层时，储层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敏感性。其中，一

些敏感性会改变储层的孔隙结构并增大储层渗透率，而另外的一些会破坏和堵塞孔隙结构并表现出储层伤害。特别

是相比于常规的储层，特低储层表现出更加严重的储层伤害。因此，如何减少储层伤害并提高储层保护是油气开发

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与此同时，储层敏感性的机理探讨在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

了解决这些现实性问题，本文以松辽盆地常家围子中的 G463 井区为研究区，对该区的葡萄花储层砂岩进行储层敏

感性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该区为弱速敏、弱盐敏、弱碱敏；中等-强的水敏和酸敏。同时，结合扫描电镜、X-射

线衍射分析和阳离子分析等测试手段，对敏感矿物的类型、含量、形态和分布等影响储层敏感性的因素进行了详细

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该区特低储层敏感性的形成机理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特低储层；储层敏感性；机理探讨；葡萄花储层；松辽盆地 

 

0  引言   

特低储层具有分布广、储量丰度低、低品位和难开采的特点[1,2]。近年来，随着石油需求量的增

加和勘探技术的不断提高，特低渗透储层获得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类油气储层在我国各个

油田均有发育，如中国西部的准噶尔和焉耆盆地、中部鄂尔多斯盆地的姬塬油田、东部的胜利油田和

东北的大庆油田[3-8]。因此，特低储层是我国现阶段石油勘探开发的一个重要的靶区。然而，低渗透

率储层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国内外具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我国的砂岩低渗透储层标准为 0.1 ~ 50.0 mD，

其可以细分为超低渗透率储层（0.1 ~1mD）、特低渗透率储层（1 ~10mD）和常规低渗透率储层

（10~50mD）[2,5,9,10]。储层敏感性评价与机理研究不仅是研究油层表面、储层保护和储层损伤评价的

重要内容，其也是制约油田是否高效开发的关键因素[10-15]。 

本文以松辽盆地常家围子的 G463 井区为研究区，其中的葡萄花储层（0.02-4.5mD）为特低渗透

储层，是该区的目的层位。在该区葡萄花油层的开发过程中常常出现储层敏感性，甚至在很短的距离

（1Km）以内也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储层敏感性。通过对该区的砂岩样品进行敏感性实验、扫描电镜、

X-射线衍射分析等多种分析测试手段，明确该区储层敏感性及黏土矿物特征，并探讨储层敏感性机理。 

作者简介：林波（1989-），男，四川资中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石油地质、岩石学研究工作． 
E-mail：linbo14 @ mails.jlu.edu.cn． 

通信作者：朱建伟（1961-），男，辽宁法库人，教授，主要从事油气勘探和油气田开发、地震地质的教学和研究. Tel.:0431-88502603． 
     E-mail：zhujw@j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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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葡萄花储层特征 

1.1 储层岩石学特征  

葡萄花储层主要发育水下分流河道微相，其岩石类型主要以细粒长石岩屑砂岩为主（图 1-A）。

砂岩的碎屑颗粒磨圆度呈近圆状，大部分颗粒形状为次圆状或次棱角状。根据碎屑岩的分类标准：储

层砂岩属于粉砂岩到中砂岩（0.05mm ~ 0.20mm）[16-20]，并具有中等-好的分选和低-中等结构成熟度

（图 1-B、C）。砂岩主要由石英、长石、岩屑和少量的海绿石矿物组成。其中石英颗粒呈次圆状，

在显微镜下能观察到凹凸接触或港湾状结构等压溶现象（图 1-D），含量为 24~36%（平均值为 28.5%）；

长石颗粒主要为斜长石呈棱角状，并在显微镜下发生绢云母化和黏土化（图 1-D、E），含量为 10~34%

（平均值为 18.1%）；岩屑主要由低成分成熟度的凝灰岩和酸性侵入岩组成，含量为 20~45%（平均值

为 30.1%）；在少量的砂岩中能见到少量绿色的自生矿物海绿石颗粒（图 1-E）。同时，研究区砂岩的

胶结物含量为 16~33%（平均值为 23.3%）（表 1），主要以孔隙式交接、接触式交接和镶嵌式交接为

主。 

表 1  研究区储层的矿物组合平均值 

Table 1  Average values of reservoir’s lithological composition in well area 

井名 样品数 
碎屑成分含量 (%) 胶结物含量 (%) 

石英 长石 岩屑 泥质 钙质 

G44-1 10 29.9 18.5 26.3 20.3 5.0 

G463-2 15 25.0 20.0 31.0 20.3 3.7 

G463-4 12 26.7 19.7 32.3 17.7 3.6 

1.2  储层物性 

葡萄花储层岩石属于低孔隙度、超低或特低渗透率储层。砂岩的孔隙度值为 5.0~16.7%，主要分

布在 9.0~ 15.0%。同时，渗透率值在 0.002 ~17.7 mD 之间，主要分布在 0.04~6 mD 之间（表 2）。 

表 2  研究区孔隙度和渗透率测试结果 

Table 2  Test results of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in well area 

储层的孔隙结构是储层孔隙和吼道的几何形态、大小、分布、相互连接条件和配置关系等所有特

性的综合结果[9,20,21]。通过铸体薄片和扫描电镜等测试分析可知：该区砂岩储层砂岩的孔隙吼道在强

烈的压实作用下呈片状分布，主要发育原生孔隙、次生孔隙和混合孔隙三类。其中以溶蚀扩大粒间孔、

溶蚀粒内孔、正常粒间孔和铸模孔较为常见（图 2-A、B、C、D），同时随着深度的增加，其孔隙度

没有明显的变化。砂岩的表面孔隙度为 8~20%，其平均孔隙直径分布在 70~80μm 范围内。通过对毛

井名 样品数 
孔隙度 (%)  渗透率 (mD)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G44-1 9 16.70  11.50  14.63  6.620  0.040  2.100  

G463-2 12 15.70  5.00  11.25  17.700  0.004  4.200  

G463-4 8 15.60  9.50  12.81  2.260  0.002  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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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管压力曲线分析可知（图 2-E）：毛细管压力曲线形态呈好的偏态分布和中等分选；孔吼半径平均

值（0.21~ 3.35μm）；排驱压力在 0.1 ~1.0Mpa 之间，毛管压力中值在 1.0～7.0MPa 之间；压汞曲线相

对倾斜，显示该区储层存在强烈的储层非均质性。 

 
图 1  储层的岩石学特征 

Fig.1  Petr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ervoir 

A：G463-4 井，1912.95m，槽状交错层理、水下分流河道微相；B：G463-2-18，2097.45m，长石岩屑粉砂岩（-）；C：G44-1-9，1963.71m，

砂岩粒度分析；D：G463-2-13，2104.59m，凹凸接触（+）；E：G44-1-4，1968.83m，海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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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区砂岩孔隙度特征 

Fig.2  porosity characteristics of sandstone in well area 

A：G44-1 井，1956.22m，溶蚀扩大粒间孔和溶蚀粒内孔，铸体薄片（-）；B: G463-4 井，1913.31m，原生孔隙和钙质胶结，铸体

薄片（-）；C：G463-4 井，1912.97m，铸模孔和晶内毛细孔，铸体薄片（-）；D：G463-2 井，2104.85m，0.02mm 的裂缝，铸体薄片（-）；

E：G44-1 井，1958.47m，毛细管压力曲线和孔径分布图 

2  实验方法 

储层伤害是内部潜在伤害因素和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9,10,14,20,21]。以上研究表明，研究

区的葡萄花砂岩储层属于特低渗透储层，在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储层伤害现象。为了研究

该区砂岩的敏感性特征，我们对该区的砂岩进行了相应的敏感性实验。 

2.1  水敏实验 

水敏是指当储层中有不配伍的外来流体注入地层中时，引起黏土矿物发生水化、膨胀、扩散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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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从而导致储层的有效渗透率的改变[9,20-22]。因为研究区域的原始地层水浓度小于 16000mg/L，所以

本次实验使用 16000mg/L 的标准盐水作为初始盐水来测试岩心，然后依次用上次盐水浓度的一半盐

水测试岩心，最后用去离子水测试。具体步骤如下： 

（1）分别在高压容器中装入实验用水；（2）按规定将岩样抽空饱和(模拟)地层水(或同矿化度的

标准盐水)；（3）按规定测得平衡渗透率 Kf；（4）将驱替泵流量调至临界流速的 0.8 倍左右，让同矿

化度的标准盐水流过岩心；（5）测定该标准盐水的渗透率；（6）改变标准盐水的浓度，用 10 倍～15

倍孔隙体积的该盐水驱替岩心，驱替速度为低于临界速度；（7）停驱替泵，在盐水 2 中浸泡 12h 以上；

（8）测定该盐水的渗透率；（9）根据实验用水的设计，重复上述操作；（10）用 10 倍～15 倍孔隙体

积的蒸馏水驱替，驱替速度低于临界流速，计量驱替压力和速度，测定蒸馏水驱替条件下的岩心渗透

率。 

2.2  酸敏实验 

岩心酸敏性是指酸性液体与储层矿物或流体接触发生反应，产生沉淀获释放出颗粒，导致岩石渗

透率或有效渗透率下降的现象[9,20,22,23]。本次实验使用 16000mg/L 的地层水+12%HCl+3%HF 溶液作为

实验用盐水。具体步骤如下： 

（1）用 16000mg/L 的地层水按规定测定酸处理前的液体渗透率；（2）反向注入 l 倍孔隙体积的

15％HCl 前置液，接着反向注入 1PV 的 15%HCl 的前置液，再注入 0.77PV 的 12%HCl+3%HF；（3）

停驱替泵模拟关井，包括注酸在内的酸反应时间为 60℃下 1 小时；（4）正向驱替，注入地层水，连

续测定时间、压差。同时用精密 PH 试纸测定流出液 PH 值的变化；（5）当流动状态稳定且 PH 值不

变时，关驱替泵，停止驱替实验。 

2.3  压敏实验 

岩石所受净应力改变时，孔喉通道变形、裂缝闭合或张开，导致岩石渗流能力变化的现象叫做岩

石的应力敏感性[9,20,21,24]。本次压敏实验是在油藏温度条件下采用恒压法进行，并以氮气作为驱替流

体。具体步骤如下： 

（1）保持进口压力值 0.5 MPa 不变，缓慢增加围压，使净围压依次增加，增加到 40 MPa；（2）

每一压力点持续 30min 后，测定岩样的渗透率；（3）缓慢减小围压，使净围压依次增加，增加到 40 MPa；

（4）每一压力点持续 1h 后，测定岩样的渗透率；（5）所有压力点测完后关驱替泵。 

3  实验结果和讨论 

砂岩的敏感性测试结果表明：研究区的葡萄花储层具有中等-强的水敏、酸敏和压敏；弱的速敏、

盐敏和碱敏。储层的敏感性特征严重制约着油田的勘探开发，特别是油田开发的后期阶段[13-15,18,23-25]。

因此，研究造成储层敏感性的物质成分和形成机理至关重要。 

3.1  水敏结果及机理讨论 

通过前面水敏的实验结果，绘制了同一样品在不同的盐水浓度下测试的渗透率（图 3）。测试结

果（表 3）表明：研究区的葡萄花储层砂岩具有中等-强的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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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黏土矿物的类型及含量被认为是在开发过程中储层是否发生水敏的最关键因

素[9,21,26,27]。不同性质的外来流体注入储层中可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水膨胀、化学键破坏和沉淀的形

成，这些现象的出现被认为是造成油气田开发过程中储层孔隙减少、孔喉堵塞和渗透率明显下降的重

要原因。因此，分析研究区砂岩中黏土矿物的类型、体积分数、形态和分布至关重要。测试结果表明，

研究区葡萄花储层砂岩的黏土矿物含量达到 14~28%（表 1），黏土矿物主要为高岭石、伊利石、绿泥

石和伊利石-蒙脱石混层（表 4）。其中高岭石含量平均值约 6%；伊利石含量平均值 35%左右；绿泥

石含量平均值约 26%；伊利石-蒙脱石混层含量平均值约 33%。 

 
图 3  研究区砂岩样品的水敏测试结果曲线 

Fig.3  Water sensitivity test curve of samples in well area 

表 3  研究区砂岩样品水敏度评价 

Table 3  Water sensitive degree evaluation of samples in well area 

样品号 气测渗透率 (10-3μm3) 水敏指数  水敏临界浓度 (Mg/L) 水敏强度 

G44-1-12 0.28 61.02 8000 中等-强 

G463-2-16 0.19 66.09 8000 中等-强 

表 4  研究区砂岩黏土矿物 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 

Table 4  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 of clay mineral in well area 

样品号 深度(m) K (%) S/I (%) I (%) Ch (%) 

G44-1-2 1969.22 6.25 37.50 37.50 18.75 

G44-1-12 1958.47 6.25 37.50 37.50 18.75 

G44-1-B-3 1968.00 4.00 28.00 40.00 28.00 

G44-1-B-5 1963.95 5.00 30.00 25.00 40.00 

G463-2-2 2127.05 6.25 43.75 37.50 12.50 

G463-2-4 2125.25 4.55 22.73 54.55 18.18 

G463-2-12 2105.42 7.14 21.43 17.86 53.57 

G463-2-17 2098.20 6.67 33.33 33.33 26.67 

G463-4-2 1971.56 5.26 31.58 31.58 31.58 

G463-4-6 1969.65 10.00 30.00 35.00 25.00 

G463-4-10 1967.35 5.88 41.18 29.41 23.53 

G463-4-15 1955.82 10.53 31.58 31.58 26.32 

G463-4-26 1921.30 5.26 31.58 42.11 21.05 

G463-4-28 1912.6 7.14 35.71 35.71 21.43 

K: 高岭石, I: 伊利石, Ch: 绿泥石, I/S: 伊利石-蒙脱石混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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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砂岩薄片观察可知：研究区葡萄花储层的孔隙发育不好、连通性差。在扫描电镜下黏土矿物

颗粒紧密排列，部分甚至呈镶嵌状接触（图 4-A、B）。大含量的伊利石、绿泥石和伊利石-蒙脱石混

层被认为是造成该区强水敏的根本原因（表 4）。伊利石主要片状或纤维状状交差分散在砂岩的粒间

孔，在高速水流的作用下容易发生破碎，随着流体的运动堵塞孔隙并降低储层孔隙的有效渗透半径（图

4-C）。伊利石-蒙脱石混层主要呈片状吸附在颗粒表面，其中蒙脱石遇水容易发生水化膨胀堵塞孔隙，

从而导致储层渗流通道减小（图 4-D）。绿泥石在孔隙中主要呈片状或针状分布（图 4-E）。同时，也

有少量后期次生石英与黏土矿物共生，并堵塞储层砂岩的有效孔隙，从而降低其有效渗透率（图 4-E、

F）。 

 
图 4  黏土矿物特征 

Fig.4  Characteristics of clay minerals 

A：G44-1-16，1956.22m，孔隙结构微观特征；B： G44-1-14，1957.06m，紧密排列和镶嵌结构；C：G463-4-24，1920.60m, 伊利石；

D: G44-1-13，1958.18 m, 伊利石-蒙脱石混层; E：G463-4-25，1919.94 m，绿泥石和次生石英；F：G463-4-23, 1920.14 m，绿泥石、

伊利石和次生石英 

黏土矿物的膨胀率和阳离子交换被认为是造成储层孔喉膨胀、减小和渗透率降低发生水敏的另一

个重要因素[28-30]。前人的研究表明黏土矿物的膨胀率从强到弱依次是蒙脱石、伊利石-蒙脱石混层、

伊利石、高岭石[20,22]。黏土矿物的膨胀率测试结果可知：研究区葡萄花储层具有强膨胀率，其平均值

达到 129.3%（表 5）。测试结果的高膨胀率与黏土矿物中伊利石及伊利石-蒙脱石混层的高含量（平均

值占黏土矿物总量的 65%）一致（表 4）。其中伊利石-蒙脱石混层不仅能发生膨胀减少孔喉半径，还

能在外来流体的作用下发生破碎、运移和堵塞有效孔隙。同时，黏土矿物阳离子交换容量反映了粘土

矿物吸附交换阳离子能力和储层潜在水敏性的强弱。研究表明粘土矿物的阳离子交换从强至弱依次为

蒙脱石、伊利石、绿泥石和高岭石[31,33,39]。测试结果表明（表 6）：研究区葡萄花储层为中等的阳离子

交换，这个测试结果与该区伊利石和绿泥石的高含量（平均值占黏土矿物总量的 60%）有关。同时，

岩心的阳离子交换总量平均为 7.28 mmol/100g，因此，该储层遇到低矿化度流体时容易发生粘土膨胀，

即易发生水敏现象。最后，高含量的伊利石和伊利石-蒙脱石混层同时具有强烈的膨胀性和中等的阳

离子交换量。因此，黏土矿物的种类含量、膨胀率及阳离子交换量被认为是研究区砂岩具有中等-强

的水敏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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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区砂岩黏土矿物的膨胀率 

Table 5  Expansion rate of clay mineral in well area 

样品号 深度 (m) 膨胀率 (%) 

G44-1-B-5 1963.95 118.8 

G44-1-12 1958.47 160.0 

G463-4-15 1955.82 144.2 

G463-2-17 2098.2 114.3 

G463-4-28 1912.6 109.4 

表 6  研究区砂岩黏土矿物的阳离子交换量 

Table 6  Cation exchange of clay mineral in well area 

样品号 深度(m) 总的阳离子交换量(mmol/100g) 

G44-1-B-5 1963.95 6.58 

G463-2-2 2127.05 5.64 

G463-2-4 2125.25 10.30 

G463-4-10 1967.35 6.58 

3.2  酸敏结果及机理讨论 

尽管岩心得初始渗透率差距较大，但是其酸敏指数近似相等，酸敏实验测试结果表明：研究区葡

萄花砂岩具有中等-强的酸敏（表 7）。 
表 7  研究区砂岩样品酸敏度评价 

Table 7  Acid sensitive degree evaluation of samples in well area 

样品号 长度(cm) 直径(cm) 初始渗透率 酸化后的渗透率 酸敏指数 酸敏强度 

G44-1-16 5.50 2.53 0.076 0.060 21.47 中等-强 

G463-2-2 5.38 2.53 12.300 8.540 30.57 强 

G463-4-26 5.35 2.53 1.010 0.718 28.91 中等-强 

储层的酸敏性强弱主要取决于储层中绿泥石和其他可溶性含铁矿物以及酸不溶微粒的含量[23,26]。

研究表明该区葡萄花储层砂岩中的含量中等（表 4），其中，绿泥石属于富铁和镁矿物，当碰到酸性

液体时会生成铁离子和镁离子，进而形成氢氧化铁和二氧化硅沉淀[23,29]。特别是 G463-4 井富含钙质

胶结（如：铁白云石，白云石和方解石）（图 5-A、B）遇到酸性液体时能形成氟化钙、碳酸钙、氧化

铁和二氧化硅沉淀堵塞孔喉结构。因此，本文认为高含量的绿泥石和钙质胶结物是造成该区中等-强

酸敏的直接原因。同时，高含量的伊利石遇到酸性液体时容易发生溶解、脱离、运移和堵塞孔喉结构

也是造成水敏的原因之一。最后，该区的少量样品发育的自生矿物海绿石也一种强烈的酸敏矿物。本

次研究认为该区葡萄花储层砂岩的中等-强酸敏性应该是以上几个因素综合的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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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钙质胶结物特征 

Fig.5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ate cements 

A：G463-4-14，1948.20m, 铁方解石能谱; B: G463-2-16，2098.40m, 铁白云石显微照片（-） 

3.3  压敏结果及机理讨论 

本次压敏性实验结果表明（表 8、图 6）：（1）、具有相对低的初始渗透率样品同时具有相对低的

压力恢复率和相对强的压敏性；（2）、渗透率会随着压力的增加而降低，同时渗透率减低的速率远大

于其压力恢复阶段是渗透率的增加速率；（3）、样品的渗透率和受到的压力具有一定的线性惯性，同

时，在不同的压力范围内渗透率降低的速度不同，在 0-10MPa 区间，渗透率降低速度最快，10-20MPa

其次，20-40MPa 最低；（4）、储层主要体现为中等-强压敏性。 
表 8研究区砂岩样品压敏度评价 

Table 8 Pressure sensitive degree evaluation of the samples in well area 

样品号 深度(m) 渗透率（md） 压敏指数 (%) 压力恢复率 (%) 压敏强度 

G44-1-5 1968.71 0.340 18.84 91.4 弱 

G463-2-4 2125.25 0.004 97.04 24.15 强 

G463-2-19 2079.32 0.050 95.87 21.07 强 

G463-4-12 1955.82 0.002 93.39 18.68 强 

G463-4-16 1947.65 0.020 66.84 63.74 弱-中等 

G463-4-24 1920.60 0.030 84.91 35.05 弱-中等 

前人对特低储层敏感性与压力之间关系做了详细的研究，并把压力对储层敏感性的影响因素细分

为内因和外因两大类[21,24,31-35]。其中，内因包括岩石压缩性、组成、含水饱和度、天然裂缝和储层温

度；而注入工作液、压力注入次数和加压的时间等属于外因[9,20,21,36,37]。本次论文，主要讨论的是内

因对压敏性的影响程度。 

（1）岩石的压缩性与岩石的框架硬度密切相关[24,36,37]。研究表明该区细粒长石岩屑砂岩具有高

含量的长石和石英（平均值为 47%，见表 1），其被认为是砂岩中的刚性成分。因此，葡萄花储层砂

岩具有高刚性和强度的骨架密度，但是相对应低的岩石压缩性。本文认为砂岩具有的一半的刚性成分

含量，是该区具有中等-强的压敏性重要原因之一。 

（2）黏土矿物的含量是影响压敏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26,27]。前人研究认为砂岩具有高含量的黏

土矿物同时在相同压力条件下具有弱的杨氏模量 [38]。葡萄花储层具有中等-高的黏土矿物含量

（14~28%，见表 1），因此岩石抵抗变形的能力更弱，从而导致孔喉减少，渗透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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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研究区砂岩样品的压敏测试结果曲线 

Fig.6  Test curve of pressure sensitivity in well area 

A: G44-1-5, 1968.71m; B: G463-2-19, 2079.32m; C: G463-4-12, 1955.82m; D: G463-4-16, 1947.65m. 

（3）岩屑的含量也是影响压敏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前人对鄂尔多斯的致密砂岩气储层研究发

现，砂岩中的岩屑含量与压敏强度呈正相关关系[39]。研究区葡萄花储层砂岩具有高含量的岩屑值（平

均值 35.1%，见表 1），因此，我们认为该区的中等-高的压敏也与高组分的岩屑含量相关。 

（4）地层中的水相对于岩石颗粒具有低的密度和硬度，因此，岩石中含水量越高，在压力增加

的条件下其相应的杨氏模量更低，储层的压敏性特征更明显[12,38,40-42]。研究区砂岩样品的压汞曲线表

明（图 2-E）：葡萄花储层具有较高的最大汞饱和度（平均值为 87.5%），岩石具有相对高的初始含水

饱和度。其高含量的含水饱和度对研究区储层砂岩的中的-强压敏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5）由压敏实验结果可知：砂岩的初始渗透率和压敏性存在一个负相关性（图 6、表 8）。同时，

裂缝渗透率和压敏性存在一个对数正相关性[42,43]。但是研究区的构造活动不明显，岩石中裂缝不发育，

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还待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总之，储层的压敏性是一个多因素控制、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不仅与内在的岩石压缩性、组成、

初始渗透率、初始含水饱和度等内因相关，还与油田生产开发中的开采条件等外因密切相关。因此，

对研究区的压敏性研究还得结合实际生产情况而定。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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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敏感性实验测试结果表明：研究区葡萄花储层具有弱速敏、盐敏和碱敏；中等-强的水敏、

酸敏和压敏特征。 

（2）研究区砂岩高含量的伊利石、绿泥石、伊利石-蒙脱石混层黏土矿物是造成研究区中等-强

的水敏的重要原因；同时伊利石、伊利石-蒙脱石的膨胀率和阳离子交换也是造成强水敏的另一个重

要因素。 

（3）研究区中等-强的酸敏的原因可能是绿泥石和钙质胶结遇酸生成沉淀的结果。 

（4）研究区中等-强的压敏的原因可能是砂岩骨架颗粒的刚性程度、黏土矿物含量、岩屑含量、

初始含水量和初始渗透率等内在因素综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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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ity and Mechanism Discussion on Extra-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 

Taking G463 Well Areas in Songliao Basin for Example 

 

Bo Lin 1, Xuechun Xu 1, Xu Zhang 2, Jianwei Zhu 1,3 

(1.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61, Jilin, China. 

2. Yakela Oil & Gas Exploration Factory, Northwest Company, SINOPEC, Kuche 842017, Xinjiang, China. 

3. Key Laboratory for Oil Shale and Coexistent Energy Minerals of Jilin Province, Changchun 130061, China) 

 

Abstract: Reservoir maybe occur many sensitivities when different external fluids are injected into the formation during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il. Some will change reservoir pore structure and enlarge reservoir permeability, the others 

will damage or block pore structure and show reservoir damage. Especially, extra-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shows more 

rigid reservoir damage than conventional reservoir. How to reduce reservoir damage and increase reservoir protection is an 

essential problem during our development process. Meanwhile, to discuss the sensitive mechanism has mor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figure out these problems, we select G463 well area as a study target, which is located in 

Changjiaweizi in Songliao basin. Then make sensitive experiments on Putaohua reservoir, and results show this reservoir 

has characteristics of weak velocity, salt, alkali sensitivity and medium-strong water, acid pressure sensitivity. Furthermore,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X diffraction analysis and cation analysis, many aspects of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have been identified, such as types of sensitivity mineral, contents, shapes and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then to discuss the formative mechanism of sensitivity that would occur in the extra-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Key words：Extra-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Reservoir Sensitivity; Mechanism discussion; Putaohua reservoir; Songlia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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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熟煤成气负碳同位素系列成因——以鄂尔多斯盆地古生界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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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熟阶段的热成因气往往具有正碳同位素系列（δ
13
C1< δ

13
C2 <δ

13
C3<δ

13
C4），随着勘探向深层扩展，在处

于过成熟阶段的非常规页岩气中已普遍发现负碳同位素系列（δ
13
C1> δ

13
C2> δ

13
C3）。近年来，在鄂尔多斯盆地靖

边南部古生界常规气藏中亦发现普遍的负碳同位素系列或碳同位素倒转现象。本文通过对靖边南部古生界天然气

组分、碳同位素分析及稀有气体组分、同位素分析，并结合鄂尔多斯盆地其他气田上古生界天然气地球化学特

征，探讨了靖边南部古生界常规气形成负碳同位素系列的原因。结果表明，靖边南部古生界气以煤成气为主，演

化程度皆达过成熟阶段（Ro>2.6%），其负碳同位素系列是由于天然气过成熟阶段发生了湿气二次裂解，二次裂解

形成具有较轻 δ
13
C2的天然气，再与早期形成的干酪根初次裂解气混合从而形成 δ

13
C1重、δ

13
C2轻的天然气。本文

研究揭示，在处于过成熟阶段的非常规气与常规气、油型气与煤成气中均发现了负碳同位素系列实例，因此负碳

同位素系列可能是天然气演化到过成熟阶段的普遍规律。 

关键词：负碳同位素系列；鄂尔多斯；古生界；天然气；煤成气  

 

0  引言 

天然气碳同位素可用来判别天然气成因、来源及成熟度。对于热成因气，其干酪根裂解过程中 12C-
12C 键优先于 13C-13C 键裂解，造成同位素动力学分馏效应[1]，因此生成的天然气具有两种演化趋势：

（1）随着组分碳数增加碳同位素变重，即具有正碳同位素系列（δ13C1< δ13C2 <δ13C3<δ13C4）；（2）随

着成熟度的增加每种组分均逐渐富集 13C，从而使得碳同位素值（δ13Cn）随成熟度升高逐渐变重[2]。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高过成熟页岩气表现出不同于正常热成因气的地球化学特征，主要

表现在：（1）具有负碳同位素系列（δ13C1> δ13C2> δ13C3>δ13C4）（2）随着天然气湿度减小（成熟度增

加）乙烷、丙烷碳同位素变轻[3]。也就是说，天然气在 Ro>2.0%以后可能表现出与早期不同的同位素

分馏特征。 

早期，负碳同位素系列被认为主要来源于无机成因[4, 5]。然而近年来随着页岩气的不断勘探，学

者们经过研究得出了更多解释：（1）不同烃源岩或相同烃源岩不同成熟阶段产气的混合；（2）氧化还

原反应过程中的瑞利分馏[6]（3）湿气二次裂解[7]（4）高温下水和有机质反应[8]。 

基金项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油气勘探重大科技项目“中国煤成气地球化学与成藏机制规律研究”（编号：2014B-0608）资

助． 
作者简介：刘丹（1986-），女，河北廊坊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天然气地质与地球化学研究． 

E-mail: liudan82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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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鄂尔多斯盆地靖边南部地区古生界所产气均表现出同位素部分倒转（δ13C1> δ13C2<δ13C3）

或完全倒转（δ13C1> δ13C2>δ13C3）现象，该区古生界天然气主要来自上古生界石炭-二叠系煤系烃源岩

[9]，烃源岩成熟度均>2.6%（图 1）。以往虽在高过成熟的腐泥型页岩气中发现负碳同位素系列，但在

腐殖型煤系烃源岩发育层系这类负碳同位素系列则十分少见，仅在松辽盆地白垩系营城组发现无机成

因气[10]。鄂尔多斯盆地古生界天然气负碳同位素系列成因如何？是无机成因气，还是煤成气在高过成

熟阶段特殊的演化机制造成的呢？本文应用鄂尔多斯盆地大量地球化学数据，结合以往学者对负碳同

位素系列的解释，重点探讨高过成熟阶段煤成气同位素倒转的成因。 

1  地质背景 

鄂尔多斯盆地具有上、下古生界两套含气系统，盆地绝大多数气田如苏里格、大牛地、榆林等气

田产层位于上古生界，仅靖边气田在下古生界具有产层。近年来，随着勘探领域的扩展，鄂尔多斯盆

地靖边南部区块进行了大量井的勘探，其中有些井目的层为上古生界，有些井产层为下古生界[11]。鄂

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气均来源于上古生界煤系烃源岩，下古生界天然气来源则比较复杂，但较为一致

的认识是，其主要为上古生界煤成气与下古生界油型气的混合成因气[9]。  

 
图 1  鄂尔多斯盆地气田分布及上古生界烃源岩成熟度等值线（底图据[11]） 

2  实验及数据 

本次研究对 5 口靖边南部古生界井口气样品进行了组分、稳定碳同位素分析，对 13 口上古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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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样品及 13 口下古生界天然气样品进行了稀有气体 He 组分及同位素分析，实验在中国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完成，组分及同位素分析方法见[12]，稀有气体分析方法见[13]。同时，自长庆地

化数据库收集了靖边南部上古生界 28 口井和下古生界口 19 井的天然气碳同位素和组分数据，这些

样品大部分采用排水集气法收集，采自探井试气放喷测试过程，碳同位素组成测定采用德国 ISO-

PRIME 100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测试。实验数据见文末附表 1。 

3  结果及讨论 

3.1  地球化学特征 

鄂尔多斯盆地靖边南部古生界天然气以烷烃气为主，其中甲烷含量介于 55.54～96.09%，平均

89.76%，干燥系数（C1/C1-5）极高，介于 0.99～1.00，均为干气。天然气中非烃组分主要为 N2、CO2，

N2 含量介于 0～32.68%，平均 5.23%，CO2 含量介于 0.56～31.54%，平均 4.38%。 

由碳同位素特征来看，靖边南部上古生界天然气甲烷碳同位素介于-24.1‰～-33.6‰，平均-28.0‰，

δ13C1 较苏里格、神木气田 δ13C1 重，乙烷、丙烷碳同位素平均值分别为-31.7‰和-30.6‰，均较盆地其

他气田轻；下古生界天然气甲烷、乙烷、丙烷碳同位素平均值分别为-32.6‰、-35.8‰和-29.9‰，总体

而言，靖边南部下古生界 δ13C1、δ13C2、δ13C3均较上古生界轻，这可能与下古生界天然气中油型气混

入有关。 

靖边南部天然气碳同位素的一个重要特征为均表现出倒转现象。如图 2，靖边南部下古生界天然

气均表现为 δ13C1> δ13C2<δ13C3的部分倒转，上古生界天然气有些表现为 δ13C1> δ13C2<δ13C3 的部分倒

转，有些则表现为 δ13C1> δ13C2>δ13C3 的完全倒转，同时，从附表 1 及图 1 可见，发生部分倒转的天

然气井与发生完全倒转的天然气井分布位置均有很好的规律性，即上古生界及下古生界发生部分倒转

的天然气井均位于 Ro<2.8%的范围内，而发生完全倒转的上古生界气井均分布于 Ro>2.8%的区域，受

该思路的启示，笔者将鄂尔多斯盆地位于其他成熟度范围气田的上古生界天然气碳同位素系列特征绘

于图 2。由图 2 可见，成熟度最低的神木气田上古生界天然气均表现为正碳同位素系列，成熟度介于

2.2～2.6%的苏里格气田表现为丙烷轻于乙烷的部分倒转。简单地说就是从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低熟区

（神木），到中部高熟区（苏里格），再到南部过成熟区（Ro 介于 2.6～2.8%的靖边南部），最后到 Ro>2.8%

的靖边南部地区，上古生界天然气依次表现为正碳同位素系列-乙烷丙烷碳同位素部分倒转-甲烷乙烷

碳同位素部分倒转-碳同位素完全倒转，这种同位素系列与成熟度之间良好的对应关系指示，靖边南

部古生界天然气可能是由于高温作用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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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鄂尔多斯盆地不同气田碳同位素连线图（神木气田、苏里格气田数据来自文献[11]） 

3.2  天然气来源 

由于 δ13C2 稳定性，其常被用来鉴别天然气母质来源，由图 3a，鄂尔多斯盆地大牛地、苏里格、

榆林、子洲等气田上古生界天然气 δ13C2 均重于-28‰，为煤成气；而靖边南部上古生界及下古生界天

然气由于其异常轻的 δ13C2 而落入鉴别图版的倒转区域。这表明天然气在过成熟阶段 δ13C2 值可能由

热解作用之外的其他因素控制，故而天然气来源已无法通过 δ13C2 鉴别。相对来讲，靖边南部天然气

δ13C1 则受过成熟作用影响较小，因而本文基于 δ13C1-C1/C2-3 鉴别图（图 3b）对天然气母源进行判别，

由图 3b，靖边南部上古生界天然气母质类型为 III 型干酪根，与上古生界天然气主要来自石炭-二叠系

煤系的结论一致；下古生界天然气为 II-III 型干酪根生成的混合成因气，这与下古生界天然气中混入

少量下古生界油型气有关。 
 

 
图 3  a. δ13C1- δ13C2 -δ13C3烷烃气类型鉴别图(底图据文献[14]); b. δ13C1- C1/C2-3鉴别图(底图据文献[15]) 

3.3  同位素倒转成因 

针对鄂尔多斯盆地古生界碳同位素系列倒转的成因，早期由于资料所限，学者多将其归纳为混合

成因[16, 17]。近年来随着靖边南部地区越来越多倒转气的出现，其成因问题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戴

金星等学者通过统计鄂尔多斯盆地 433 个煤成气样品碳同位素系列类型与 Ro 的关系，总结出高的古

地温是次生型负碳同位素系列形成的根本原因，从国内外一系列天然气次生负碳同位素形成原因来

看，如二次裂解、瑞利分馏、扩散作用等，其均在高温作用下产生[18]。孔庆芬等结合鄂尔多斯盆地构

造背景指出，白垩世最大埋深期后，盆地抬升，古地温降低导致的液态烃裂解生成了碳同位素较轻的

130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乙烷，其与早期生成的碳同位素值较重的甲烷混合故而形成负碳同位素系列[19]。那么，造成靖边南部

古生界天然气碳同位素倒转的成因究竟为何种作用呢？本文基于详实的天然气地球化学资料，对每种

成因进行系统研究以确定靖边南部古生界天然气负碳同位素形成的原因。 
3.3.1  无机成因 

无机气由费托合成反应形成，即地幔脱气中所含的 CO2/CO 经还原作用形成烃类，因而具有负碳

同位素系列。从地球化学特征方面来讲，无机气具有三大特征[20]：（1）δ13C1> δ13C2> δ13C3>δ13C4（2）

δ13C1> -25‰（3）氦同位素比率 R/Ra>0.1。对于本文样品，由于干燥系数较高，故无 δ13C4 分析结果。

靖边南部古生界天然气 47 个样品中，共 11 个上古生界样品表现为 δ13C1> δ13C2> δ13C3的完全倒转，

其他均为 δ13C1> δ13C2< δ13C3 的部分倒转气。其次，从样品 δ13C1 来看，仅三个样品 δ13C1>-25‰，其

余 δ13C1 均<-25‰；最后，由于地幔氦组分 3He/4He 远高于壳源氦，因此可由 R/Ra（样品的 3He/4He /

空气 3He/4He）大于 0.1 判定天然气中有地幔无机气的输入[21]。从 R/Ra-CH4/3He 鉴别图来看（图 4），

鄂尔多斯盆地靖边南部古生界天然气与松辽盆地无机成因气稀有气体同位素分布明显不同，而与我国

其他盆地已证实为有机成因气的样品落入相同范围内，以上均验证了靖边南部古生界气为有机热成因

气。同时从地质背景来看也可得到类似结论，鄂尔多斯盆地古生界地层是发育在稳定克拉通基底之上，

盆地构造活动稳定，几乎不存在沟通古生界储层与地幔的深大断裂，因此也不存在无机气向上运输的

条件。综合以上，无机成因并非造成靖边南部古生界气发生倒转的原因。 

 
图 4  R/Ra-CH4/3He鉴别图（底图及图中样品点来自文献[10]） 

3.3.2  混合成因 
混合作用包含由不同成熟度烃源岩生成气的混合或不同母质类型烃源岩生成气的混合。对于本文

研究区，上古生界石炭系本溪组、二叠系太原组及下古生界马家沟组均存在一定厚度的腐泥型烃源岩，

可生成一定油型气，重烃气含量极低的煤成气混入少量具有轻 δ13C2 的油型气可能形成碳同位素的倒

转。本文应用鄂尔多斯盆地古生界典型煤成气和油型气碳同位素值作为两个端元，计算混合气的碳同

位素分布范围。假设煤成气端元 δ13C1=-30‰，δ13C2=-25‰，C1%=0.995%，C2%=0.005%；油型气端元

δ13C1=-35‰，δ13C2=-31‰，C1%= 0.900%，C2%=0.100%。由图 5，无论以何种比例混合，甲烷碳同位

素都轻于乙烷，而不能出现甲乙烷碳同位素的倒转。此外，简单来讲，煤成气通过与具有轻 δ13C2 的

油型气混合而形成负碳同位素系列的天然气，参与混合的油型气 δ13C2 一定轻于混合气，本文多数样

品 δ13C2 轻于-32‰，δ13C2 最轻者达-39.4‰，而鄂尔多斯盆地下古生界自生自储的油型气 δ13C2 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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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2.0‰[19, 22]，因此，混合作用不可能形成本文中天然气所具有的特殊碳同位素值及同位素系

列。 

 

图 5  鄂尔多斯盆地古生界煤成气和油型气不同比例混合形成的甲乙烷碳同位素值 

 
3.3.3  湿气裂解 

二次裂解最初被用来解释页岩气的碳同位素倒转[8]。页岩气可能在排烃或扩散过程中发生同位素

分馏[23]，但这种分馏作用对碳同位素的影响很小并不足以使其发生倒转[24]。因此学者指出负碳同位

素系列的页岩气是在烃源岩生烃过程中已经产生的。即页岩在过成熟阶段，凝析油或湿气发生二次裂

解，该过程中碳同位素分馏作用极强且产生较多 C2 和 C3，二次裂解产生的更湿且碳同位素更轻的天

然气与干酪根初次裂解产生的更干而碳同位素更重的天然气混合，产生具有负碳同位素系列的页岩

气。二次裂解气最显著的两个特征为：（1）随着天然气湿度减小（热演化程度增高），δ13C1 越来越重，

δ13C2 而越来越轻；（2）由于过成熟阶段 iC4 相对 nC4 稳定性差，因而二次裂解气的 iC4/ nC4 在湿度（C2-

5/C1-5）低于 5%以后会降低[3]。 

将鄂尔多斯盆地不同地区古生界天然气与国内外页岩气 δ13C1、δ13C2随湿度关系绘于图 6和图 7。

由图，鄂尔多斯盆地古生界常规气表现出与页岩气类似的演化特征。演化程度较低的神木、苏里格气

田天然气 δ13C1、δ13C2 均随湿度减小而变重，而在演化程度高的靖边南部地区，天然气 δ13C1 依然随

湿度减小而变重，δ13C2 则随成熟度增加而变轻，即出现类似页岩气的“反转”。这种后期的碳同位素反

转很可能是由于煤成液态烃和煤成轻烃经二次裂解作用造成的。 

 

图 6  δ13C1-湿度关系图（神木、苏里格数据来自文献[11]，国内外页岩气数据来自文献[6,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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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δ13C2-湿度关系图（数据来源同图 6） 

同时，由于 iC4 相较 nC4 稳定性差，因此二次裂解过程中 iC4 裂解速度更快，造成 iC4/nC4 随着成

熟度增大而减小，由图 8，鄂尔多斯盆地靖边南部古生界天然气 iC4/nC4 随湿度减小迅速降低，与页

岩气二次裂解演化规律一致，综合以上，鄂尔多斯盆地靖边南部古生界天然气负碳同位素系列具备指

示二次裂解作用的一系列地球化学特征。 

从鄂尔多斯盆地地质背景来看，盆地构造稳定，不存在大的断裂，古生界天然气均为近源聚集，

运移作用较小，同时靖边南部上古生界煤系烃源岩供烃能力强，因此古生界储层中的天然气是累积聚

集的结果，这使得早期生成的初次裂解气和后期二次裂解气得以混合。同样的，在鄂尔多斯盆地东南

部延安气田上古生界发现的负碳同位素系列天然气也有类似解释[31]。因此，二次裂解作用应是造成靖

边南部古生界天然气碳同位素倒转的成因。 
 

 

 
图 8  iC4/nC4-湿度关系图（数据来源同图 6） 

 

4  结论 

（1）靖边南部古生界负碳同位素系列天然气 R/Ra<0.1，且 δ13C1 绝大多数轻于-25‰，因此并非无机

成因气。利用鄂尔多斯盆地古生界典型油型气和煤成气作为端元进行不同比例混合气碳同位素计算，

也发现无论以何种比例混合都无法形成本文所出现的负碳同位素系列特征，因此混合作用也不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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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边南部古生界天然气负碳同位素系列的成因。 

（2）靖边南部古生界天然气具有 δ13C1 随湿度减小而变重、δ13C2 随湿度减小而变轻的特征；同时，

其 iC4/nC4 值也随着湿度减小而减小，这些均表明靖边南部古生界天然气负碳同位素系列是由于二次

裂解作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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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靖边南部古生界天然气组分及碳同位素特征 

类

型 
井号 层位 深度 

天然气主要组分（%） δ13C（‰, VPDB） 
数据来源 

CH4 C2H6 C3H8 iC4H10 nC4H10 iC5H12 nC5H12 C5+ N2 CO2 CH4 C2H6 C3H8 

上

古

生

界

完

全

倒

转

气 

G69-9C3 盒 8 / 94.95  0.72  0.09  0.00  0.01  0.00  0.00  0.00  0.85  3.31  -27.6  -29.3  -30.0  
本次实验 

G69-9C4 盒 8 / 95.54  0.84  0.09  0.01  0.01  0.00  0.00  0.00  0.79  2.64  -27.2  -28.4  -29.6  

陕 381 盒 8 3344.00-3386.00 92.37  1.12  0.15  0.02  0.02  0.02  0.01  0.01  5.20  1.06  -26.4  -27.4  -29.4  

长庆地化

数据库 

苏 353 山 1、盒 8 3497.5-3535 93.12  1.11  0.17  0.02  0.02  0.01  0.00  0.01  3.69  1.86  -24.1  -25.6  -28.7  

苏 222 山 1 3795-3832 93.01  0.95  0.17  0.01  0.02  0.01  0.00  0.01  4.41  1.42  -27.2  -28.6  -30.4  

陕 380 盒 8 3306.00-3309.00 90.58  0.94  0.13  0.01  0.01  0.01  0.00  0.01  7.18  1.13  -24.5  -28.3  -29.3  

陕 135 盒 8 3377.50-3380.50 95.80  0.99  0.13  0.01  0.03  0.01  0.00  0.00  1.88  1.15  -25.9  -29.0  -30.1  

苏 243 盒 8 下 4038.00-4042.00 92.81  0.80  0.14  0.01  0.01  0.00  0.00  0.00  5.51  0.56  -26.2  -28.9  -30.6  

陕 428 山 1 3927.00-3945.00 90.20  0.67  0.11  0.01  0.01  0.00  0.00  0.02  5.79  3.21  -28.1  -29.2  -29.3  

苏 127 盒 8 3899-3903 94.46  0.63  0.10  0.01  0.01  0.00  0.00  0.02  3.59  1.20  -29.0  -33.7  -34.1  

陕 429 山 2 3146-3149 93.52  0.46  0.04  0.00  0.00  0.00  0.00  0.00  3.25  2.72  -28.8  -34.2  -35.5  

上

古

生

界

部

分

倒

转

气 

陕 281 盒 8-山 2 3522.00-3633.00 79.55  0.97  0.16  0.02  0.02  0.01  0.01  0.02  18.06  1.30  -31.3  -35.5  -32.9  

陕 285 本溪组 3150-3153 94.85  1.25  0.14  0.02  0.02  0.00  0.00  0.01  0.26  3.37  -33.6  -33.9  -33.0  

陕 438 本溪 3525.00-3548.00 93.02  1.06  0.14  0.02  0.02  0.01  0.00  0.01  1.11  4.62  -30.3  -36.7  -36.3  

陕 303 盒 8 3093.00-3096.00 88.47  0.90  0.20  0.02  0.02  0.01  0.00  0.00  8.36  2.02  -27.7  -31.8  -29.3  

陕 437 盒 8 3452.50-3455.00 80.74  0.76  0.20  0.01  0.01  0.00  0.00  0.00  16.02  2.25  -28.8  -31.8  -30.1  

陕 292 山 2 3363.00-3366.00 86.13  0.77  0.22  0.01  0.01  0.00  0.00  0.00  11.86  0.99  -26.8  -31.2  -29.3  

陕 316 盒 8 下 3217.00-3221.00 93.21  0.72  0.19  0.01  0.01  0.00  0.00  0.01  3.10  2.74  -27.9  -32.6  -29.6  

陕 340 盒 8 下 3046.00-3098.00 66.02  0.47  0.09  0.01  0.01  0.00  0.00  0.01  32.68  0.71  -26.9  -32.2  -29.7  

陕 339 山 2 3527.00-3530.00 93.31  0.59  0.10  0.02  0.02  0.01  0.01  0.00  2.58  3.34  -29.1  -34.2  - 

陕 341 山 23 3188.00-3191.00 93.77  0.44  0.09  0.01  0.02  0.01  0.01  0.00  2.55  3.09  -28.0  -35.7  - 

陕 441 盒 8 3266.00-3270.00 95.13  0.47  0.05  0.00  0.00  0.00  0.00  0.01  1.68  2.66  -27.0  -31.5  -28.7  

陕 383 盒 8 3160.00-3180.00 89.97  0.41  0.05  0.00  0.00  0.00  0.00  0.02  5.31  4.26  -27.4  -32.0  -29.6  

陕 383 山 1 3214.00-3240.50 92.71  0.41  0.05  0.00  0.00  0.00  0.00  0.00  3.67  3.15  -27.5  -32.2  -29.8  

陕 441 山 23 3389.00-3392.00 92.78  0.33  0.03  0.00  0.00  0.00  0.00  0.00  3.16  3.67  -27.0  -31.5  -28.7  

陕 429 山 23、本溪 3232-3235 93.42  0.36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2.86  3.34  -29.8  -35.7  -30.5  

陕 371 盒 8、山 1 3921-3925,4005-4009 93.33  0.22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1.82  4.61  -32.5  -34.3  -30.1  

陕 340 本溪组 3186.00-3188.00 77.56  0.1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05  1.21  -28.8  -32.0  -31.2  

陕 339 马五 13 3606-3610 93.51  0.72  0.13  0.02  0.02  0.01  0.01  0.01  2.12  3.43  -31.6  -37.3  -29.4  

136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下

古

生

界

部

分

倒

转

气 

陕 430 马五 41 3959-3968 55.54  0.27  0.05  0.00  0.01  0.00  0.00  0.01  12.58  31.54  -31.2  -32.7  -26.2  

陕 323 马五 41 3895-3899 91.14  0.40  0.06  0.01  0.01  0.01  0.00  0.00  2.43  5.93  -33.4  -35.9  -30.1  

陕 438 马五 12、马

 

3486-3489,3479-3482 94.92  0.41  0.03  0.00  0.00  0.00  0.00  0.00  0.63  3.99  -31.7  -37.8  -33.3  

陕 265 马五 12 3450-3453 96.09  0.38  0.06  0.00  0.01  0.00  0.00  0.00  0.25  4.26  -31.0  -37.3  -32.8  

陕 430 马五 5 3994.00-3998.00 79.63  0.29  0.04  0.00  0.00  0.00  0.00  0.01  13.78  6.25  -32.2  -33.8  -27.4  

陕 434 马五 1+2 3558.00-3583.00 92.74  0.35  0.03  0.00  0.00  0.00  0.00  0.01  2.77  4.07  -31.6  -35.8  -30.6  

陕 441 马五 12、马

 

3486-3489,3479-3482 85.03  0.21  0.04  0.02  0.03  0.02  0.01  0.00  0.00  14.65  -32.2  -36.8  -29.7  

陕 373 马五 3、马五

 

4003.00-4028.00 92.36  0.30  0.03  0.00  0.00  0.00  0.00  0.00  1.37  5.93  -32.7  -33.6  -25.6  

陕 322 马五 7 3965-3967 85.01  0.25  0.03  0.01  0.01  0.00  0.00  0.00  12.63  2.07  -34.0  -37.9  -33.4  

苏 222 马五 5 4000.5-4004 92.26  0.27  0.03  0.00  0.00  0.00  0.00  0.00  1.76  5.67  -32.7  -34.2  -30.0  

陕 377 马五 1、2 3305-3308,3318-3322 95.86  0.27  0.03  0.00  0.00  0.00  0.00  0.00  1.05  2.80  -32.9  -36.5  - 

苏 222 马五 41 3942-3946 90.87  0.24  0.03  0.00  0.00  0.00  0.00  0.00  4.04  4.82  -31.8  -33.6  -29.6  

陕 323 马五 5 3936-3940 93.29  0.25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44  -34.4  -36.3  -31.3  

苏 127 马五 4 4072-4079 84.28  0.19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8.11  7.41  -32.7  -35.7  -30.6  

苏 379 马五 6 3810-3813 89.40  0.0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57  7.98  -36.5  -39.4  - 

靖南 57-

 

马五 1 / 91.51  0.32  0.04  0.00  0.00  0.00  0.00  0.00  0.50  7.60  -32.9  -34.3  -27.5  
本次实验 G71-13 马五 1 / 93.65  0.32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54  5.42  -32.5  -37.5  -32.2  

G69-9 马五 1 / 91.16  0.31  0.03  0.00  0.00  0.00  0.00  0.00  0.48  7.98  -32.1  -33.5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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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A024 

苏北黄桥地区天然气成因类型与原油地化特征——存在热液石油?  

 

刘全有 1,2，朱东亚 1,2，孟庆强 1,2，金之钧 1,2，吴小奇 1,2，俞  昊 3 

(1.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有效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2.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3.中国石化华东石油分公司，江苏 南京) 

 

摘要：苏北盆地黄桥地区高含 CO2天然气与原油伴生产出。通过对天然气组分、碳氢同位素以及稀有气体同位素组

成的分析，天然气组分以 CO2为主，含量介于 80.56%-99.30%，平均值为 93.37%，烷烃气含量介于 0.51%-10.2%，

平均值为 0.37%，其中甲烷含量介于 0.45%-10.2%，平均值为 0.36%。CO2碳同位素组成介于-20.4‰~-1.7‰，甲烷

碳同位素组成介于-42.6‰~-35.6‰，平均值为-39.7‰，乙烷碳同位素组成介于-34.8‰~-29.6‰，平均值为

-31.9‰，丙烷碳同位素组成介于-30.0‰~-28.1‰，平均值为-29‰，烷烃气碳同位素组成为正序特征，即


13
C1<

13
C2<

13
C3。甲烷氢同位组成介于-218.5‰~-186‰，平均值为-194.5‰。稀有气体同位素组成

3
He/

4
He比值

为 0.94×10
-6
~4.67×10

-6
。天然气地球化学参数表明该地区 CO2为深部地幔来源，烷烃气碳氢同位素组成表明黄桥

地区天然气为油裂解气和油气裂解气，成烃母质为湖相淡水沉积环境形成的腐泥型有机质。利用 CO2/
3
He与 R/Ra和

CH4/
3
He与 R/Ra壳幔二端源混合鉴别关系表明，通过消耗 CO2发生的水岩反应可以形成无机 CH4，因此，黄桥地区 CH4

可能存在有机成因的油型气、幔源 CH4和水岩反应生成 CH4混合形成的 CH4。 

黄桥地区原油密度位于 0.7933～0.8255 g/cm
3
之间，为轻质油或凝析油。原油饱和烃组分占 90.06%～97.37%，

芳烃、非烃和沥青质含量低。正构烷烃碳数分布在 C13~C34，主峰碳为 C16/C17，C25 以后正构烷烃丰度相对较低，CPI

介于 0.91～0.98，Pr/Ph 比值介于 1.1～1.47。原油具有呈鼓包型完整正构烷烃分布、非奇偶碳优势、主峰碳处于

鼓包的高峰处。造成黄桥地区原油类似于热液成因石油主要原因是，晚期深部幔源 CO2流体沿着深大断裂侵入并将

分散在储层或烃源岩中的原油通过萃取方式驱取并聚集成藏。同时，携带热量的幔源 CO2流体在运移过程中使得有

机质和原油发生热蚀变，伴随有机质热解和水岩反应。 

关键词：黄桥地区；幔源 CO2流体；热解气；正构烷烃；CO2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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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编号：NGGSF02A025 

准噶尔盆地 JL2 井区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 1 
 

马万云，王  明，冷  鲲，高秀伟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实验检测研究院，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摘要：准噶尔盆地中拐凸起东斜坡于 JL2井区二叠系佳木河组获得了工业油气流，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与邻近的 k82

井区佳木河组天然气具有明显差异。JL2 井区佳木河组天然气气组分偏干，甲烷碳同位素偏重，乙烷碳同位素小于

-30%，具有典型腐泥型成因天然气特征，与玛湖凹陷典型风城组来源的天然气特征相似，同时天然气丙烷与丁烷碳

同位素具有倒转现象，可能为混源气。结合区域地质特征，认为 JL2井区佳木河组天然气应主要来沙湾凹陷高成熟

的二叠系风城组，玛湖凹陷佳木河组气源对其贡献应不大。 

关键词：中拐凸起；JL2井区；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 

 

0  引言    

中拐凸起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东邻玛湖凹陷，南接沙湾凹陷，东南与盆一井西凹陷相接，油

气烃源条件优越，是准噶尔盆地重要的油气运聚区。JL2井区构造上位于准噶尔盆地中拐凸起东斜坡

带上，2010年在该区二叠系上乌尔禾组获得了工业油流，后于部署的评价井 J201井试油佳木河组获

得工业油气流，发现了 JL2井区佳木河组油气藏
[1]。佳木河组油气藏为主要受断裂控制的块状油气藏，

既有油藏也有气藏，无统一的油水界面。 

1  天然气气组分特征 

     JL2 井区佳木河组天然气组成以烃类气为主，烃类气中甲烷含量高，在 92%以上，重烃气含量

低，干燥系数 C1/C1-C5 为 0.94～0.99，为偏干气-干气。 

2  天然气碳同位素特征 

    JL2 井区佳木河组天然气碳同位素总体偏重，甲烷碳同位素为-32.1‰～-30‰，乙烷碳同位素为

-31‰～-25‰，J201 井碳同位素系列丙烷与丁烷出现碳同位素倒转。 

3  天然气成因分析 

J201 井佳木河组试油为气层，JL2 井佳木河组试油为水层，因此 J 201 井的天然气特征更能代表

整个佳木河组天然气特征。J201 井天然气乙烷碳同位素轻于-29‰，反映了其腐泥型母质成因特征，

甲烷碳同位素偏重同时气组分偏干，反映了气源成熟度高。同处于中拐凸起东斜坡，但其特征与邻近

的 k82 井区腐殖型成因天然气具有明显差异，因此 JL2 井区天然气主要来自于高成熟的风城组，但其

作者简介：马万云（1983-），男，宁夏吴忠人，工程师，从事有机地球化学实验分析和研究工作．地址：新疆克拉玛依市新疆油田实

验检测研究院．电话：0990-6237239．E-mail: mawanyun@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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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组分碳同位素系列丙烷和丁烷出现倒转，可能反映了天然气具有混源的特征，而这一点可从 JL2

井天然气特征得到佐证。JL2 井天然气组成和碳同位素特征完全不同于 J201，具有腐殖型成因天然气

特征，与准噶尔盆地五八区二叠系佳木河组天然气特征相近。因此，JL2 井区佳木河组天然气气源因

以风城组为主，佳木河组气源岩对该区天然气贡献不大。 

4  结论 

中拐凸起 JL2 井区佳木河组天然气气组分偏干，甲烷碳同位素偏重，乙烷碳同位素偏轻，天然气

特征明显不同于邻近的 k82 井区佳木河组来源天然气，与玛湖凹陷风城组来源的天然气特征相似，同

时气源成熟度高，结合区域地质特征[2,3]，JL2 井区佳木河组天然气应主要来沙湾凹陷高成熟的二叠系

风城组，玛湖凹陷佳木河组气源对其贡献应不大。 

 

 
图 1  JL2井区佳木河组天然气及邻区天然气成因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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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A026 

靖边南上古生界致密砂岩储层特征及优质储层主控因素分析 

 

蒙晓灵1,2，王彩丽1,2，张宏波3    

（1.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18； 

2.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18； 

3.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科技信息处，四川 成都 610051； 

4.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司气田开发处，陕西 西安 710018）  

 

摘要：靖边南区块位于靖边气田南部，其显著特点是上、下古生界复合含气。上古生界含气层系有石盒子组盒 8段、山

西组山 1、山 2段和本溪组，其中以盒 8段、山 2段为主力含气层段。由于该区上古生界仍处于开发评价阶段，对其砂岩

储层基本特征及主要控制因素认识不甚清楚，严重制约了该区上古生界规模开发的进程。通过岩心、铸体薄片、粒度

分析、扫描电镜、毛管压力分析等分析测试手段，从成岩作用和成岩相角度，探讨了靖边南区块上古生界盒 8、山 2段

致密砂岩储层的主要控制因素，认为：①该区上古生界储层总体表现为低孔低渗，但局部存在较高渗透性储层形成大

面积含气有利区；②首次对各种成岩作用与孔隙演化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压实作用对盒 8储层孔隙影响大于山西

组储层，而胶结作用导致的孔隙减少则是山西组大于盒 8段储层；溶蚀作用在增加孔隙方面以盒 8段储层最高；③靖边

南区块上古生界储层物性受沉积环境、成岩作用影响，储层非均质性较强，但广泛存在的高角度裂缝与水平缝共同构

成的裂缝体系与叠置高渗砂体相匹配，有利区天然气富集成藏。 

关键词：鄂尔多斯盆地；靖边南；上古生界；储层特征；主控因素 

 

0  引言 
鄂尔多斯盆地在成功开发靖边气田、榆林气田后，自 2000 年以来，勘探重点逐步转向上古生界砂岩

致密气，发现了以苏里格气田为代表的上古生界致密砂岩气藏。该类气藏总体具有：多层含气；储层物

性差，地层条件下基质渗透率小于 0.1mD(地表条件下小于 1.0mD)；气井产能低，单井控制储量有限等

特点[1-12]，近年来，随着对这类储层地质认识的不断深入，在新工艺技术的应用下，气田焕发了勃勃生

机，呈现出喜人的开发效果。 

靖边南区块位于靖边气田南部（图 1），区内上古生界砂岩储层是苏里格气田砂岩储层的向南延伸，

在沉积背景、物源、储层特征等方面均与苏里格气田有一定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多层含气（盒 8、

山 1、山 2）、储层物性差、单井产能低（单井平均配产 1.0-1.5 万方/天），属于典型的致密砂岩储层。经

勘探证实，该区上古生界开发潜力巨大，目前是长庆气区上产的重要目标区，但由于该区盒 8、山 2 气

藏埋深跨度范围大、成岩作用程度强，导致储层的主要控制因素极为复杂。 

基金项目：中国石油重大专项“低/特低渗透油藏有效开发技术研究—长庆油田油气当量上产 5000 万吨关键技术研究”（编号：2011E-1306）
资助． 

143 
 

                                                        



蒙晓灵等：靖边南上古生界致密砂岩储层特征及优质储层主控因素分析 

图 1  靖边南区块位置示意 

本文主要通过岩心、薄片、粒度分析、扫描电镜、毛管压力分析等分析测试手段，从成岩作用和成

岩相角度，探讨了靖边南区块上古生界盒 8、山 2 段致密砂岩储层的主要控制因素以期对该区上古生界

规模开发提供指导。 
1  储层基本特征 
1.1  岩石学特征 

根据岩心及岩石薄片分析，研究区砂岩组分以石英和岩屑为主，其次为填隙物，长石含量很少。盒

8 段以石英砂岩、岩屑石英砂岩为主，可见少量岩屑砂岩，石英含量一般为 75-85%；岩屑含量为 10-25%，

以变质岩岩屑为主。山西组以岩屑石英砂岩、岩屑砂岩、石英砂岩为主，石英含量较高，为 80-90%；岩

屑含量一般为 10-20%，以变质岩岩屑为主。 

整体看来，从山西组至盒 8 段石英含量呈减少趋势，岩屑含量则呈现明显增加趋势，基本不含长石，

填隙物含量则相差无几。    
1.2  成岩作用类型及成岩演化阶段 

通过岩心观察和薄片鉴定高桥区砂岩主要经历了压实、胶结、交代和破裂等成岩作用。压实作用表

现为颗粒之间以线接触为主，部分呈点-线接触或凹凸状接触，说明该区经历了较强的压实作用[图 2（a）]。

胶结类型主要有铁方解石胶结[图 2(b)]。交代作用以方解石交代碎屑、方解石交代颗粒、铁方解石交代

碎屑为主，偶可见高岭石交代碎屑[图 2(c)]。破裂作用主要由于该区埋深较大、沉积时间较长，且溶蚀

作用等后期成岩作用发育，致使高桥区内储层经压实形成的破裂缝大都已经愈合[图 2(d)]。 

 
(a) (b) 

 

(c) (d)  
图 2  靖边南上古生界砂岩中的主要成岩现象 

(a)岩屑砂岩，浅变质岩屑发生压实变形；（b）铁方解石胶结致密;（c）高岭石交代长石颗粒;(d)破裂愈合缝 
 

 

靖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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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孔隙类型 

盒 8 储层孔隙类型以溶孔为主，晶间孔、粒间孔次之，见少量微裂隙；山 2 储层孔隙类型以粒间孔、

溶孔为主，晶间孔次之，见少量微裂隙(图 3)。 

图 3  靖边南区块上古生界孔隙类型直方图 

1.4  物性特征 
对该区砂岩储层岩性分析数据研究表明：盒 8 段物性孔隙度一般为 2～10％，平均为 8.3％；渗透率

范围为 0.1～1.0×10-3μm2，集中分布于 0.1~0.5×10-3μm2 区间，平均渗透率为 0.748×10-3μm2。山

西组孔隙度一般为 2～8％，平均为 5.8％；渗透率分布范围 0.1～10×10-3μm2，主要分布在三个区间①

0.01~0.05，②0.1~0.5，③1.0~10.0，呈多峰形态，平均渗透率为 0.934×10-3μm2。总体而言，高桥区上

古储层为低孔低渗储层，而在低孔低渗背景下，其盒 8 段储层具有“高孔低渗”的特点，而山西组储层

具有“低孔高渗”的特点。 

分析表明：这主要跟岩性有关，山西组之所以渗透率呈现多峰形态，这主要是由于其石英含量较高、

裂缝发育导致了孔隙类型多、分布范围层次多。 
2  优质储层主控因素分析 

该区低孔低渗砂岩储层背景下，是否存在砂体发育、储层物性好的优质储层呢？本文就该区优质储

层主要控制因素进行了分析。 
2.1  沉积环境及水动力条件 

沉积环境是影响储层储集性能的物质基础，不同的沉积微相中砂岩的储集性能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水动力条件的不同，形成的沉积相类型不同。不同的沉积微相中砂岩的储集性能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河道主体部位水动力强，石英含量高、分选好、易形成高渗储层；河道边部水动力弱，沉积物颗粒细，

填隙物含量增加，压实作用强，储层致密。因此，物源充足、水动力强的砂体叠置区是形成优质储层发

育的前提。由图 4 可以看出：位于河道的底砂岩储层物性明显好于河道边部，这为天然气富集提供了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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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陕***井盒8下物性与沉积微相特征关系 

 

研究表明：山西组沉积期，区内河流能量较低，物源供给充足，但砂体分布局限，高渗储集层集中

分布在水下分流河道中心。盒 8 沉积期，区内整体上河流能量较高，物源充足，粗粒砂体广泛分布，厚

度较大，成为优质储层发育的前提条件。 
2.2  成岩作用 

成岩作用对砂岩储层物性的影响既有建设性也有破坏性。研究区成岩作用主要有压实作用、溶蚀作

用、胶结作用，其中压实作用和胶结作用是导致储层物性变差的主要原因，而溶蚀作用有效地改善了储

层物性。为了对该区储层孔隙演化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首次对该区各成岩作用孔隙生成和损失进行了

定量评价。 

按 Beard and Weyl（1973 年）方法估算高桥上古山 2、山 1、盒 8 原始孔隙度分别为 38.5%、38.9%、

39.2%。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山 2-盒 8 储集砂岩，经压实作用、胶结作用使原始孔隙度减小，而溶蚀

作用使孔隙度增加；压实作用造成的孔隙度损失大于胶结作用；溶蚀作用形成的溶孔极大地提高了储层

的储集性能。由表 1 可以看出压实作用造成盒 8 的孔隙度减少明显高于山西组；胶结作用导致的孔隙减

少则是山西组大于盒 8 段储层；溶蚀作用在增加孔隙方面以盒 8 段储层最高。该区山西组砂岩储层中的

石英含量高于盒 8 段储层，而盒 8 段砂岩储层岩屑含量高于山西组，因此溶蚀孔数量。 
表 1  靖边南区块上古生界不同成岩作用与孔隙演化关系 

层位 井名 
孔隙度% 

压实损失 胶结损失 溶蚀增加 现今 

山 2 

陕 313 22.2 15 4.3 5.7 

陕 299 28.2 8 5.6 8 

平均值 25.2 11.5 5.0 6.9 

山 1 

陕 248 14.8 22 3 5.2 

陕 318 28.9 10 10.8 10.8 

陕 333 29.9 9 6.3 6.3 

平均值 24.5  13.7  6.7  7.4  

盒 8 

陕 288 30 8 12.2 13.6 

陕 333 22.4 17 7.2 7.2 

陕 299 23.8 11 6.8 11.4 

苏 114 33.2 5.5 8.4 9.1 

陕 366 26.4 9 8.8 12.8 

平均值 27.2  10.1  8.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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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裂缝 
裂缝对储层物性具有重要改善作用。根据岩心照片、铸体薄片成像测井物性分析等资料，该区上古

生界广泛存在各种垂直、高角度裂缝，与水平缝共同构成裂缝体系，对储层物性的改善提供了条件。同

时裂缝与叠置高渗砂体相匹配，有利于天然气的聚集成藏。由图 5 可以看出，该区局部存在一定数量的

高角度裂缝。 

 
图 5  G79-21 成像测井及岩性照片 

     综上所述：砂体叠置、有利的成岩作用及良好的裂缝体系是形成该区优质储层的基本条件。 

3  实例验证 
根据该区完钻井资料分析，结合优质储层主要控制因素分析，划定 S299 井区为天然气开发的重点

区域，部署开发井 10 口井，截止目前已完钻 4 口，平均无阻流量达到 12 万方/天以上，开发效果显著。 

4  结论 
1)该区上古生界储层总体表现为低孔低渗。但由于局部存在较高渗透性储层形成大面积含气有利区，

成为规模开发的重要区域。 

2)文中首次对各种成岩作用与孔隙演化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压实作用对盒 8 储层孔隙影响大

于山西组储层，而胶结作用导致的孔隙减少则是山西组大于盒 8 段储层；溶蚀作用在增加孔隙方面以盒

8 段储层最高。 

3）靖边南区块上古生界储层物性受沉积环境、成岩作用影响，储层非均质性较强，但广泛存在的高

角度裂缝与水平缝共同构成的裂缝体系与叠置高渗砂体相匹配，有利区天然气富集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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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and favorable reservoir's dominated factors of 

Upper Paleozoic in south of Jingbian area, 
 

Meng Xiaoling1,2，Zhang Hongbo3，Wan Caili1,2，Xia Yonghui4 

(1.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Low-permeability Petroleum exploration development, Xi’an 710018, China；2.Exploration﹠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China Changqing Oilfield Company, Xi’an 710018, China;3.CNPC Chuanqing Drilling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Chengdu 610051, China; 

4.Changqing Oilfield Company Gasfield Development Depatrment, Xi’an 710018, China) 

 
Abstract：The obvious feature of South Jingbian gas field is contains gas both in Upper Paleozoic and Lower Palaeozoic. The 

Upper Paleozoic gas-bearing series includes the Member 8 of Shihezi Formation、the Member 1 and 2 of Shanxi Formation and 

Benxi Formation, the Member 8 of Shihezi Formation and the Member 2 of Shanxi Formation are main gas bearing formation. 

This area is still in development evaluation phase,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and formation basic features and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is not clear, which seriously limits the process of the Upper Paleozoic scale development. Through core、casting thin 

sections、grain size analysis、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capillary analysis etc methods, the tight Member 8 of Shihezi 

Formation and the tight Member 2 of Shanxi Formation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are studied from diagenesis and diagenetic 

facies view in this area, conclusions: ①This area Upper Paleozoic formations generally are low porosity and low permeability, 

but some large area of favorable gas-bearing areas Formed in local high permeability formations; ②The first time, all kinds of 

diagenesis and pore evolution relations are quantitative analy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ction has more effect on the pore 

of Member 8 of Shihezi Formation than on Shanxi Formation, cementation causes more pore reduce in Shanxi Formation than 

in the Member 8 of Shihezi Formation, dissolution creats more pore in the Member 8 of Shihezi Formation; ③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is area Upper Paleozoic formations are affected by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and Diagenesis, its heterogeneity 

is strong, but the extensive fracture systems are composited of high angle fractures and horizontal fractures match high 

permeability sand body, the favorable areas natural gas enrich to reservoir. 

Key words: Ordos Basin; South of Jingbian Gasfield; The Upper Paleozoic;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 Key controll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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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台盆区寒武系烃源岩的分布探讨 
 

缪卫东 1，2，李  剑 2，易士威 2，王东良 2，冉起贵 2，李德江 2 

（1.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00083； 

2.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塔里木盆地幅员辽阔，勘探地域广，勘探层系多，油气显示活跃。经过几十年的勘探，取得了库车、塔北、

塔中三大阵地战的重大突破，为了保持勘探的有序进行，继续扩大后续储量规模接替。目前正在主攻盐下寒武系领

域，针对这一勘探方向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搞清楚寒武系的油气资源规模。台盆区寒武系分布广，几乎遍布整个盆地，

然而现有钻井揭示的烃源岩很有限，仅个别井和盆地西缘露头下寒武统玉尔吐斯组见有少量的泥、页岩，分布较为

集中，但厚度不超过 50m；露头样品有机质丰度相对较高，TOC 介于 1.48～27.23%；母源主要来源于菌、藻类等低

等生物，有机质类型以Ⅰ型为主；热演化程度高，沥青体反射率（VRo）分布范围为 0.76 %～1.15%，折算为等效镜

质体反射率（Ro）范围为 1.0%～2.5%，平均 1.37%，目前处于生气阶段；野外观察玉尔吐斯组黑色页岩与膏盐岩伴

生，其样品碳氧同位素及微量元素分析表明，玉尔吐斯组沉积受大气淡水影响，水体较浅，形成于半封闭蒸发条件

下的浅水还原环境，有利于后期有机质的保存和成烃演化。利用单井、露头、地震以及区域地质资料，对玉尔吐斯

组烃源岩的分布进行了预测，主要分布在塔中-阿瓦提、塔西南、塔东三大地区，厚度一般不超过 50m，总面积约

40×10
4
km

2
。寒武系其它层位主要发育白云岩，以往的钻井揭示有含泥质白云岩类烃源岩的分布，其厚度大，分布

广，资源潜力不容忽视，但地震、地质识别相对困难，这项工作还有待深入进行。另外，前寒武系也可能有烃源岩，

但该层系的难度更大，由于基底变质严重，露头很少，钻井也更少，地震的分辨率有限，都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目前也在逐步开展中。寒武系现实的勘探领域有巴楚-塔中、塔北、塔东三大地区，在塔北、塔西南以及西部

很多露头都见到了油气显示，对比证实是来自于寒武系的油气，塔北个别潜山井在寒武系获工业油气流，近两年的

塔中中深 1、中深 5 井在寒武系中下统均获得工业油气流。综上，寒武系勘探潜力大，但埋藏深、成藏条件复杂，

存在很多地质问题急需解决，有待研究人员创新思维、积极应对、发现油气。 

关键词：塔里木盆地；寒武系；玉尔吐斯组；烃源岩；白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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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前寒武系裂陷槽的分布探讨 
 

缪卫东 1,2，易士威 2，康晓娟 3，冉起贵 2，李德江 2，叶信林 2， 

齐雪宁 2，武雪琼 2，李明鹏 2，张  晶 2 

（1.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00083；2.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河北 廊坊 065007；3.中国石油华北油

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河北 任丘 062552） 

 

摘要：塔里木盆地隶属于塔里木地台，周缘被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等山系所环绕。随着盆地内油气勘探重点逐

步转向寒武系，寒武系的构造演化、成烃、成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无疑都会受到前寒武系基底格局的控制。因此，

前寒武系基底研究成为当前的热点。震旦纪及南华纪的板块恢复研究表明，当时全球板块处于一种普遍性拉张裂陷

状态。在这种构造大背景下，中国的塔里木板块、华北板块、扬子板块处于一种分裂、离散状态，板块内部会相应

的发育一些陆内裂谷，四川盆地前寒武系已证实发育北北西向的开江-梁平大裂谷，鄂尔多斯盆地也发育类似的裂

谷。由此推测塔里木盆地也会有这种裂谷的发育。塔里木盆地航磁异常表明盆地北部有一近东西向的大型低磁异常

带，在塔中部位有向北突出的高磁异常，使之具有东、西分化特点；盆地西南部存在 2～3 个北东向条带状低磁异

常带；而盆地中央部位分布东西向高磁异常带，与东南部高磁异常带斜交；塔东还发现一个小型的局部低磁异常区。

根据航磁勘探的理论，低磁异常区反应的是早期的沉降、沉积区，而高磁异常区则表示早期的隆升、剥蚀区。结合

盆地内二维地震剖面，以及柯坪、库鲁克塔格野外露头，发现了盆地内存在满加尔、阿瓦提、塔西南及塔东四大裂

谷系，北东向的满加尔和西南向的塔西南裂谷的分布范围相对大一些，面积均将近 10×10
4
km

2
，沉积厚度可达 4000m；

阿瓦提裂谷走向为北西向，由于延伸到盆地外，其在盆地内范围有限，面积约 5×10
4
km

2
，沉积厚度接近 2000m；塔

东裂谷属于残余裂谷，走向北东东向，面积更小，约 1×10
4
km

2
，沉积厚度约 2000m。这些裂谷在一些主要地震剖面

上有明显的响应，与航磁的低磁异常区基本吻合，可信度较高。寒武纪是全球范围的海侵期，前寒武系裂谷的存在，

为寒武系早期的烃源岩发育提供了地质条件，也为进一步的台、盆格局的形成，以及后期构造发展、演化乃至成烃、

成藏提供了合理的空间。 

关键词：塔里木盆地；前寒武系；基底；磁异常；裂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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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A029 

准噶尔盆地石南地区中侏罗—下白垩统沉积储层成岩作用与孔隙演化1 

 
牛  斌 1,2，魏  璞 3，张顺存 1，陈文磊 1,2，郭  晖 1,2，邹妞妞 1,2，鲁新川 1，史基安 1 

（1.甘肃省油气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油气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00；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3.新疆油田公司石西油田作业区，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摘要：通过岩心观察、铸体薄片、X射线衍射和扫描电镜等方法，对准噶尔盆地石南地区中侏罗-下白垩统西山窑组

（J2x）、头屯河组（J2t）和清水河组（K1q）储层的成岩作用特征和成岩演化序列进行了研究，并总结了研究区储层

成岩作用与孔隙演化的关系。通过储层成岩作用特征和孔隙类型组合可知石南地区中侏罗-下白垩统储层主要处于

早成岩阶段 A 期-早成岩阶段 B 期，储集岩主要经历了压实、胶结、溶蚀等成岩作用；其中压实作用是造成研究区

储层孔隙损失的最主要原因，其次为胶结作用，储层孔隙主要以原生孔隙为主，溶蚀作用所形成的孔隙量所占比重

很小。 

关键词：准噶尔盆地；石南地区；中侏罗-下白垩统；成岩作用；孔隙演化 

 

0  引言 
石南地区位于准噶尔盆地腹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近二十年来在这里发现了多个油气藏，成

为新疆油田公司增储上产的重要地区。前人对该区中侏罗-下白垩统储层特征和沉积相做了较多的研

究[2-6]，如凌云（2006）对石南地区头屯河组沉积相的详细研究，饶政、肖明国（2008）研究了石南

31 井区下白垩统清水河组一段的辫状河三角洲相及沉积演化；但石南地区成岩作用和储层的孔隙演

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研究目标为基东鼻凸中侏罗统西山窑组（J2x）、头屯河组（J2t）与石南 31 井区的下白垩统

清水河组（K1q），通过对其成岩作用的分析，能够重新构建储层的孔隙演化历史，希望能够对该区油

气勘探开发提供一些帮助。 

1  地质背景 
石南地区位于准噶尔盆地腹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构造属于陆梁隆起西段。东邻石西凸起、

南邻盆 1 井西凹陷、西为基南凹陷和夏盐凸起、北为三个泉凸起[1]。石南地区自下而上发育：石炭系

（C），三叠系克拉玛依组（T2k）、白碱滩组（T3b），侏罗系八道湾组（J1b）、三工河组（J1s）、西山

窑组（J2x）、头屯河组（J2t），白垩系清水河组（K1q）、呼图壁河组（K1h）、胜金口组（K1s）、连木

沁组（K1l）和艾里克湖组（K2a）。研究区缺失二叠系和侏罗系上统，石炭系（C）与三叠系（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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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罗系头屯河组（J2t）与侏罗系西山窑组（J2x）、侏罗系（J）与白垩系（K）为区域性不整合接触（图

1）[7]。 

 

图 1  研究区构造分区地理位置图（据新疆油田公司修改） 

Fig.1  Schematic map showing tectonic unit division in the study area 

2  储层特征 
2.1  储层岩石学特征 

石南地区侏罗系西山窑组和头屯河组储层均以细砂岩、中细砂岩、中砂岩为主，含量依次为 43%

和 49%、16%和 21%、16%和 14%；西山窑组砂岩分选中等，磨圆中等，以硅质、泥质胶结为主，头

屯河组砂岩分选中等-较好，磨圆中等，以硅质、泥质、碳酸盐类胶结为主。而白垩系清水河组储层

以细砂岩、砂砾岩、粗砂岩、中砂岩为主，含量依次为 40%、18%、11%、11%，与侏罗系西山窑组

和头屯河组相比，粒度明显增加，特别是砂砾岩含量的增加，反应了该沉积期水动力条件增强（表 1）。 
表 1  研究区储层岩石类型统计表 

Table 1  Rock types of the reservoirs statistic chart in the study area  

层位 细砂岩 
中细砂

岩 
中砂岩 粗砂岩 砂砾岩 

粉细砂

岩 
不等粒

砂岩 
泥质粉

砂岩 
清水河

组 
38 0 11 11 18 0 0 <6 

头屯河

组 
49 21 14 <4 0 <4 <4 <4 

西山窑

组 
43 16 16 8 0 6 6 0 

在砂岩分类三角图上，侏罗系西山窑组和头屯河组、白垩系清水河的砂岩均以长石岩屑砂岩、岩

屑砂岩为主，岩石类型差别不大，成分成熟度均较低。西山窑组长石岩屑砂岩、岩屑砂岩二者含量基

本相同；头屯河组砂岩以长石岩屑砂岩为主，岩屑砂岩为辅，同时还有部分砂岩中长石含量非常低甚

至为零，与西山窑组相比，该组砂岩的成分成熟度有所增加；白垩系清水河组砂岩主要是长石岩屑砂

岩和岩屑砂岩，成分成熟度与侏罗系西山窑组相似（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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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石南地区中侏罗-下白垩统储层岩石学三角图（a：J2x；b：J2t；c：K1q） 

Fig.2  Sandstone petrography of the middle Jurassic & lower Cretaceous reservoirs, Shinan area 

2.2  储层孔渗特征 
西山窑组储层的孔隙度最小值为 2.4%，最大值为 19.81%，平均值为 12.92%，中值 13.06%，大

多数孔隙度分布范围在 10%～18%之间；渗透率最小值为 0.02×10-3μm2，最大值为 585×10-3μm2，平

均值为 2.86×10-3μm2，中值 2.58×10-3μm2，大多数样品的渗透率分布范围在 0.63×10-3μm2～40×10-3μm2

之间（图 3a）。 

头屯河组储层孔隙度最小值为 1.18%，最大值为 35.9%，平均值为 14.43%，中值 13.88%，大多

数孔隙度分布范围在 10%～20%之间；渗透率最小值为 0.02×10-3μm2，最大值为 3370×10-3μm2，平均

值 5.3×10-3μm2，中值 5.36×10-3μm2，大多数样品的渗透率分布范围在 0.63×10-3μm2～160×10-3μm2 之

间（图 3b）。 

清水河组储层孔隙度最小值为 1.4%，最大值为 29.11%，平均值为 13.57%，中值 12.93%，大多

数孔隙度分布范围在 8%～18%之间；渗透率最小值为 0.02×10-3μm2，最大值为 2860×10-3μm2，平均

值为 7.53%×10-3μm2，中值 8.55×10-3 μm2，大多数样品的渗透率分布范围在 1.25×10-3μm2～160×10-3μm2

之间（图 3c）。 

石南地区中侏罗-下白垩统储集砂岩物性条件中等，平均孔隙度为 12%～15%，中等-较差，平均

渗透率 3×10-3μm2～8×10-3μm2。整体上来说，研究区储层多数属中孔中低渗储层，孔隙度变化不大，

约为 13%左右，其中头屯河组略高；渗透率变化相对明显，随着埋藏深度的变浅，渗透率增大，相比

较而言清水河组优于侏罗统的西山窑组和头屯河组。 

2.3  储层孔隙类型 
通过铸体薄片鉴定、扫描电镜分析，发现研究区中侏罗-下白垩统储层的孔隙类型差别不明显。

石南地区侏罗系储集空间以原生粒间孔、剩余粒间孔、粒间溶孔为主(图 5b)，白垩系清水河组缺少粒

间溶孔。其中西山窑组以剩余粒间孔、粒间溶孔、原生粒间孔为主，头屯河组以原生粒间孔、剩余粒

间孔、粒间溶孔为主，清水河组以原生粒间孔、剩余粒间孔、粒内溶孔为主（图 4）。 

 



牛斌等：准噶尔盆地石南地区中侏罗—下白垩统沉积储层成岩作用与孔隙演化 

158 
 

 

图 3  石南地区中侏罗-下白垩统储层孔隙度和渗透率分布直方图（a：J2x；b：J2t；c：K1q） 

Fig.3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the middle Jurassic & lower Cretaceous reservoirs, Shinan area 

 
图 4  研究区中侏罗-下白垩统储层孔隙类型（a：J2x；b：J2t；c：K1q） 

Fig.4  Pore types of the middle Jurassic & lower Cretaceous reservoirs in the study area 

3  成岩作用特征 
3.1  压实作用 

压实作用分为机械压实和化学压实作用，它们是造成储集岩孔渗下降的主要成岩作用之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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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压实作用主要表现在埋深小于 2000～2500m 的浅部，在此深度之下，砂岩的压实梯度降低，压溶

作用表现加强。随着埋藏深度的加大，上覆沉积物的加厚，原生孔隙迅速脱水变小，岩石变得致密。

研究区压实作用以造成骨架颗粒的挤压为特征，塑性岩屑颗粒变形及假杂基化（图 5a），而刚性的石

英颗粒相互错动、破裂，最终颗粒间的接触程度提高，由点接触变为点～线接触为主的颗粒间接触关

系（图 5a，5c）[8-9]。 

3.2  胶结作用 
石南地区三个层段的储层岩石类型主要是砂岩，胶结作用非常发育，主要包括碳酸盐胶结（包括

方解石、铁方解石、铁白云石、菱铁矿等）、硫酸盐胶结物（重晶石、硬石膏等）及铁质矿物胶结（褐

铁矿、黄铁矿、氧化铁等），此外还可见到其它类型的胶结物如硅质、次生石英等，但含量相对较少，

分布范围比较局限。 

统计表明，白垩系清水河组砂岩的胶结物主要是方解石、硬石膏、黄铁矿，而硅质、褐铁矿、铁

方解石的含量及次生石英的含量相对较少；侏罗系头屯河组砂岩的胶结物主要是铁方解石、方解石、

铁质，另外有少量褐铁矿、黄铁矿、氧化铁等，硅质、铁白云石、次生石英的含量较少；侏罗系西山

窑组砂岩的胶结物主要是方解石、铁方解石、重晶石、铁白云石，而硅质、黄铁矿、硬石膏、次生石

英的含量都很少。 

 
图 5  研究区储层成岩作用特征 

Fig.5  Dia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rvoirs in the study area 

a.石南 4井，2572.81m，J2x，510，石英颗粒相互错动、破裂，塑性岩屑颗粒变形及假杂基化粒间孔；b.石南 4井，2586.00m，J2x，

510，一些碎屑颗粒边缘被溶蚀成港湾状，孔隙类型以粒间孔、粒间溶孔为主；c.石南 4井， 2603.26m， J2x，510，压实作用中等，

颗粒间接触关系以点~线接触为主；d.石 204 井，2531.26m，J2x，含铁方解石充填于粒间孔隙内；e.石南 38 井，2730.35m，K1q，碎

屑颗粒表面被绿泥石膜包裹，粒间孔隙内充填了方解石晶体；f.石南 23 井，2326.10m，J2x，长石碎屑的溶蚀，晶形较小的高岭石分

布于溶蚀长石表面和溶蚀孔隙中 

3.2.1 碳酸盐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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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类胶结作用可以贯穿整个埋藏成岩过程，本区碳酸盐胶结类型多样，菱铁矿、方解石和铁

白云石在镜下都可以见到[10]。方解石是本区主要的碳酸盐胶结物，呈孔隙式连晶胶结，结晶程度高，

多分布在点接触的颗粒间，推断其为早成岩阶段的产物（图 5d，图 5e）。菱铁矿呈核状分布，含量相

对较少，对储集空间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孔隙中可以见到铁白云石集合体充填，单晶体结晶程度高，

单晶多呈规则的菱形，粒径可以达到 50µm，由于含铁量较高而呈浅褐色。 

3.2.2 硅质胶结物 

硅质胶结作用在本区不甚发育，含量均小于 2%，一部分发育在石英颗粒边缘，呈零星分布，另

一部分作为自形晶粒分布在孔隙中，结晶程度高，但粒径微小，扫描电镜下观察粒径不超过 4µm（图

6a，图 6d）。次生石英加大呈自形和细粒状充填于孔间孔隙中（图 6a，图 6c）[11]。 

3.2.3 粘土矿物胶结 

三个组的砂岩中，黏土矿物都是以高岭石为主，还有部分伊蒙混层、伊利石、绿泥石；从清水河

组到西山窑组，高岭石含量依次增加，伊蒙混层所占含量减少。早期高岭石在砂岩中分布比较广泛，

但含量不高，可以分布于蚀变颗粒的表面与其他黏土矿物如伊/蒙混层、叶片状绿泥石共生，扫描电

镜下结晶程度较低，是由铝硅酸盐矿物蚀变而成的（图 5f）；另一类高岭石集合体呈书页状或蠕虫状

充填在孔隙中，结晶程度高，晶间孔隙比较发育，为结晶成因的高岭石（图 6b）[12]。 

3.3  溶蚀作用 
研究区溶蚀作用表现为骨架颗粒的普遍溶蚀，可见颗粒边缘被溶成港湾状的粒间扩大孔、颗粒内

溶孔，有些颗粒被完全溶蚀成铸模孔状[13]。薄片及扫描电镜观察往往见到长石或岩屑颗粒被溶蚀，

常见长石被淋滤成筛状（图 5f），对石英溶蚀相对较弱，一般见其边缘被溶蚀成港湾状（图 5b），有

时可见沿裂缝溶蚀形成溶缝；方解石很少有被溶蚀的迹象，方解石晶体形态完好，晶体边比较规则。

因此，本区溶蚀主要表现形式如下：碎屑颗粒如长石、岩屑及石英等有不等程度溶蚀，特别是长石、

灰岩岩屑等更易被溶蚀，形成粒间溶孔及粒内溶孔。 

不同层段溶蚀作用发育的程度不同，早期形成的溶蚀孔隙易于受到晚期胶结作用或者假杂基挤入

充填而难以保存下来。总体上来说，侏罗系西山窑组砂岩中溶蚀作用较发育，白垩系清水河组砂岩中

溶蚀作用发育较少。其中侏罗系西山窑组砂岩储层中可见到粒间溶孔、粒内溶孔的发育，头屯河组砂

岩中溶蚀作用不及西山窑组发育，在薄片中可以见到粒间溶孔、粒内溶孔、基质中（泥质）溶孔，而

白垩系清水河组的砂岩和砂砾岩储层中，很少见到溶蚀孔隙的发育，仅有极个别的粒内溶孔出现。说

明在研究区，溶蚀作用随着埋藏深度的增加，发育程度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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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研究区储层胶结物扫描电镜特征 

Fig.6  SEM characteristics of cements in the reservoirs in the study area 

6a.石 204 井，2489.71m，J2t，碎屑颗粒表面被绿泥石膜包裹，自生石英与散片状高岭石分布于绿泥石之上；6b.石 204 井，2535.76m，

J2x，石英次生加大边上发育散片状高岭石，充填于粒间孔隙内；6c.石 204 井，2492.53m，J2t，绿泥石膜外发育自生石英，并形成一

期石英次生加大，散片状高岭石分布在石英次生加大之上；6d.石南 36 井，2730.36m，K1q，自生石英晶体发育于绿泥石膜之上；6e.

石 204 井，2496.83m，J2t，碎屑颗粒表包裹生长的叶片状绿泥石，高岭石残体发育于绿泥石之上；6f.石南 38 井，2730.35m，K1q，

粒间孔连通情况与粒表包裹的叶片状绿泥石 

4  储层的成岩演化 
4.1  成岩阶段划分与成岩序列 

 

 

通过对研究区中侏罗-下白垩统西山窑组、头屯河组和清水河组 254 个样品的有机质最高热解温

度（Tmax）统计分析可知，研究区 Tmax的分布范围为 332C～456C，其中 Tmax小于 430C 的约占 88.2%，

Tmax 居于 430C～435C 的约占 5.1%，Tmax 大于 345C 的约占 6.7%，从图中可以看出研究区 Tmax主

要分布于 395C～345C 之间。Tmax 作为划分成岩演化阶段的标志，可知石南地区中侏罗-下白垩统西

山窑组、头屯河组和清水河组正好处于早成岩阶段 A 期-早成岩阶段 B 期（图 7）。根据储层全岩 X

射线衍射分析研究区 147 个样品自生粘土矿物伊蒙混层比（S/I）中蒙脱石（S）的含量可知，研究区

S的分布范围为 51.28%～90.91%，其中 S大于 70%的约占 84.4%，S处于 50%～70%之间的约占 15.6%，

从图 8 可知，研究区伊蒙混层比（S/I）中蒙脱石（S）的含量主要居于 70%～90%之间，从自生粘土

矿物伊蒙混层比的特征可知研究区处于早成岩阶段-早成岩阶段 B 期[15]。 

研究区所在储层埋深约为 2350～3100m，自沉积以来平均地温梯度约为 2.7C/100m[14]，其经历

的最大古地温约为 63.5C～83.7C；再者根据三个层组岩石颗粒接触关系、孔隙组合特征分析，研究

区所在层组碎屑颗粒接触关系由点接触变为点-线接触为主，镜下常见到塑性岩屑颗粒变形及假杂基

化，储集空间以原生粒间孔、剩余粒间孔、粒间溶孔为主，原生孔隙所占比重较大，次生孔隙和微裂

缝所占比重较小，可知石南地区中侏罗-下白垩统西山窑组、头屯河组和清水河组正好处于早成岩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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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A 期-早成岩阶段 B 期。 

  
图 7  中侏罗-下白垩统储层最高热解温度（Tmax）频数分布 

Fig.7  Tmax frequenc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the middle 

Jurassic & lower Cretaceous reservoirs 

图 8  中侏罗-下白垩统储层伊蒙混层中蒙脱石含量频数分布

Fig.8  S frequenc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the middle 

Jurassic & lower Cretaceous reservoirs 

4.2  成岩序列 
根据镜下成岩产物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发现绿泥石常沿石英颗粒边缘形成薄膜（图 6f），颗粒紧

密接触处则较少发育，说明绿泥石薄膜常形成于一定的压实作用之后。硅质胶结物发育在石英颗粒边

缘或分布在绿泥石薄膜之上（图 6a，图 6d）[16-19]，另一部分作为自形晶粒分布在孔隙中，粒径微小，

所以硅质胶结物的形成应晚于绿泥石薄膜。一些结晶程度较低的高岭石分布于蚀变颗粒和硅质胶结物

的表面（图 5f，图 6e），其和硅质胶结物作为长石和岩屑开始溶蚀后形成的副产物，应晚于长石和岩

屑的溶蚀。石英加大边常发育于绿泥石薄膜和硅质胶结物之上（图 6a，图 6c），应该是硅质胶结物进

一步结晶发育的产物，所以应晚于硅质胶结物。晚期结晶成因的高岭石集合体呈书页状或蠕虫状，充

填于粒间孔和长石等颗粒形成的溶蚀孔隙内（图 6b，图 6c，图 6e），结晶程度高，晶间孔隙比较发

育，应形成于石英加大边之后。而碳酸盐胶结物（方解石、铁方解石、铁白云石、菱铁矿）既充填于

粒间孔隙中，又占据长石等颗粒溶蚀形成的溶蚀孔隙（图 5d，图 5e），其胶结作用应贯穿整个埋藏成

岩过程。所以石南地区中侏罗-下白垩统储层成岩演化顺序大概为为：机械压实，绿泥石薄膜，长石、

岩屑溶解，早期高岭石和硅质胶结，石英加大边，晚期高岭石；而碳酸盐胶结则贯穿整个埋藏成岩过

程（图 9）。 

 
图 9  石南地区中侏罗-下白垩统储层成岩序列 

Fig.9  Diagenetic relative sequence of the middle Jurassic & lower Cretaceous reservoirs, Shin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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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孔隙演化 
石南地区西山窑组、头屯河组、清水河组储层主要受到沉积环境的控制，但其孔隙的演化也与成

岩作用有很大的关系。对研究区储层物性和孔隙演化影响最大的成岩作用是压实作用、胶结作用和溶

蚀作用。同时成岩作用对储层的影响在不同的层段存在差异。 

Houseknecht D W.（1987）分析了压实作用与胶结作用在造成砂岩储层孔隙损失过程中的相对重

要性，其假定砂岩储层的初始孔隙度为 40%，给出砂岩储层的胶结物含量和粒间孔隙，就能大致判定

砂岩储层由压实作用而减少的孔隙度；同时，还能清楚地比较出压实作用与胶结作用造成孔隙损失所

做的贡献率。如果砂岩储层多数样品落点居于图中左下角，则压实作用占主导；相反，则胶结作用在

储层孔隙损失过程占主导作用[20-22]。 

 

图 10  石南地区储层的压实作用与胶结作用对储层物性的影响（a：J2x，b：J2t，c：K1q） 

Fig.10  The impact on reservoirs qualities from compaction and cementation, Shinan area 

从上述三个层段压实作用和胶结作用对储层物性的影响评价图来看，样品落点都主要位于左下

角，说明三个层位对储层孔隙影响占主导作用的都是压实作用；当然不同层位成岩作用对储层物性的

影响存在一些差别：西山窑组胶结作用造成了约 10%～30%左右的孔隙损失，压实作用造成了 35%～

70%的孔隙度损失；头屯河组胶结作用造成了 10%～25%左右的孔隙损失，压实作用造成了 40%～60%

左右的孔隙损失；清水河组胶结作用造成了 5%～20%左右的孔隙损失，压实作用造成了 40%～70%

左右的孔隙损失。相比较而言，压实作用对清水河组储层物性的影响要大于头屯河组和西山窑组（图

10）。 

碎屑岩中的任何碎屑颗粒、杂基、胶结物和交代矿物，包括最稳定的石英和硅质胶结物，在一定

的成岩环境中都可以不同程度的发生溶解作用[23-25]。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层位，这种溶蚀作用对砂岩

储层的各种组分的溶解程度是不同的。本区砂岩储层三个层段都以原生孔隙为主，次生孔隙占据很少

的一部分，说明本区的溶蚀作用不是很发育，对储层孔隙增生量的贡献不是很大，早期形成的溶蚀孔

隙易于受到晚期胶结作用或者假杂基挤入充填而难以保存下来。但从清水河组到西山窑组，溶蚀孔隙

所占孔隙的比重逐渐上升，说明溶蚀作用随着埋藏深度的增加对储层物性的影响不断提高。 

5  结论 
石南地区侏罗系西山窑组和头屯河组储层均以细砂岩、中细砂岩、中砂岩为主，白垩系清水河组

储层以细砂岩、砂砾岩、粗砂岩、中砂岩为主；三个层段岩石类型差别不大，以长石岩屑砂岩、岩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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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为主，成分成熟度均较低，结构成熟度中等。 

研究区以原生孔隙为主，孔隙类型差别不明显。储集空间以原生粒间孔、剩余粒间孔、粒间溶孔

为主，白垩系清水河组缺少粒间溶孔。 

研究区储层主要处于早成岩阶段 A 期-早成岩阶段 B 期，储集岩的成岩作用序列大致为：机械压

实，绿泥石薄膜，长石、岩屑溶解，早期高岭石和硅质胶结，石英加大边，晚期高岭石；而碳酸盐胶

结则贯穿整个埋藏成岩过程。 

压实作用是造成研究区储层孔隙损失的最主要原因，其次为胶结作用，溶蚀作用所形成的孔隙量

所占比重很小。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Huang Xingwen. Sequence stratigraphy research and lithologic-stratigraphic trap prospective area prediction in gentle 

slope of depression basin: Using Shinan area, central Junggar Basin as example [D].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2006: 22-23.[黄兴文.坳陷湖盆缓坡层序地层学研究与岩性地层圈闭有利区带预测[D].北京：中国地质

大学，2006：22-23.] 

[2] Feng Dongjun. Study on the sedimentary system of Jurassic and early Cretaceous Epoch in Shinan area of Junggar Basin 

[D].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2006: 56-85.[冯动军.准噶尔盆地石南地区侏罗纪-早白垩世沉积体系

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06：56-85.] 

[3] Ling Yun, Liu Deguang, Huang Guorong, et al. The study on sedimentary facies of Toutunhe Formation in Shinan area 

[J].Xinjiang Oil & Gas, 2006, 2(2): 19-22.[凌云，刘得光，黄国荣，等.石南地区田头屯河组沉积相研究[J].新疆石油

天然气，2006，2(2)：19-22.] 

[4] Rao Zheng, Yao Pengxiang, Zhang chunguang, et al. Braided fluvial delta facies and sedimentary evolution of the 

Member 1 of Qingshuihe Formation of lower Cretaceous in Shinan 31wellblock, Junggar Basin [J]. Journal of 

Palaeogeography, 2008, 10(1): 43-52.[饶政，姚鹏翔，张春光，等.准噶尔盆地石南 31 井区下白垩统清水河组-段辫

状河三角洲相及沉积演化[J].古地理学报，2008，10(1)：43-52.] 

[5] Xiao Mingguo, An Zhiyuan, Caoshaofang, et al. Lake-braided rivers delta depositional systems of the Member 1 of the 

lower Cretaceous Qingshuihe Formation at the well Shinan 31 in the Junggar Basin [J]. Journal of Stratigraphy, 2008, 

32(4): 381-388.[肖明国，安志渊，曹少芳，等.准噶尔盆地石南 31 井区下白垩统清-段湖泊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

[J].地层学杂志，2008，32(4)：381-388.] 

[6] Xu Yanan, Ji Dongsheng. Study on the sedimentary facies of the Cretaceous in Shinan 44, Junggar Basin [J]. Journal od 

Yangtze University(Nat Sci Edit) Sci & Eng, 2012, 9(8): 47-50.[徐亚楠，冀冬生.准噶尔盆地石南 44 地区白垩系沉积

相分析[J].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理工卷，2012，9(8)：47-50.] 

[7] Xie Yinfu, Li Hongqi, Sun Zhongchuan. Discovery of a weathering crust between Jurassic & Cretaceous and its 

stratigraphic significance in the Shinan area of the Junggar Basin [J]. Geological Review, 2006, 52(1): 137-144.[谢寅

符，李洪奇，孙中春.准噶尔盆地石南地区侏罗系-白垩系间风化壳的发现及其地层学意义[J].地质论评，2006，

52(1)：137-144.]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165 
 

[8] Worden R H, Burley S D. Sandstone diagenesis: the evolution of sand to stone// Worden R H, Burley 

S D. Sandstone Diagenesis: Recent and Ancient. Reprint Series 4 of the IAS, 2003: 3-44. 

[9] Schutjens P, Hanssen T H, Hettema M H H, et al. Compaction-induced porosity/permeability 

reduction in sandstone reservoirs: data and model for elasticity-dominated deformation[J]. SPE 

Reservoir Evaluation & Engineering, 2004, 7(3): 202-216. 

[10] Morad S.Carbonate Cementation in Sandstones: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Geochemical Evolution//Morad S.Carbonate 

Cementation in Sandstones. Special Publication 26 of the IAS, 1998: 1-26. 

[11] Worden R H, Morad S. Quartz cementation in oil field sandstones: a review of the key controversies// Worden R H, 

Morad S. Quartz cementation in sandstones. Special Publications 29 of the IAS, 2000: 1-20. 

[12] Worden R H, Morad S. Clay minerals in sandstones: controls on formation,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Worden R H, 

Morad S. Clay minerals in sandstones. Special Publications 34 of the IAS, 2003: 3-41. 

[13] Stoessell R K, Pittman E D. Secondary Porosity Revisited: The Chemistry of Feldspar Dissolution by Carboxylic Acids 

and Anions [J]. AAPG Bulletin, 1990, 74(12): 1795-1805. 

[14] Qiu nansheng, Yang Haibo, Wang Xulong. Tectono-thermal evolution in the Junggar Basin [J]. Chinese Journal of 

Geology, 2002, 37(4): 423-429.[邱楠生，杨海波，王绪龙.准噶尔盆地构造-热演化特征[J].地质科学，2002，37(4)：

423-429.] 

[15]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industry standard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Y/T 5477-2003, Diagenesis stage division 

of clastic sandstones [S]. Beijing: Petroleum Industry Publishing House, 2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标

准：SY/T 5477-2003，碎屑岩成岩阶段划分[S].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 

[16] Tian Jianfeng, Chen Zhenlin, Fan Yuanfang, et al. The occurrence, growth mechanism and distribution of authigenic 

chlorite in sandstones [J]. Bulletin of Mineralogy, Petrology and Geochemistry, 2008, 27(2): 200-205.[田建锋，陈振

林，凡元芳，等.砂岩中自生绿泥石的产状，形成机制及其分布规律[J].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2008，27(2)：

200-205.] 

[17] Dowey P J, Hodgson D M, Worden R H. Pre-requisites, processes, and prediction of chlorite grain coatings in 

petroleum reservoirs: A review of subsurface examples [J].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 2012, 32(1):63-75. 

[18] Haile B G, Hellevang H, Aagaard P, et al. Experimental nucleation and growth of smectite and chlorite coatings on 

clean feldspar and quartz grain surfaces [J].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 2015, 68(10): 664-674. 

[19] Aagaard P, Jahren J S, Harstad A O, et al. Formation of grain-coating chlorite in sandstones. Laboratory synthesized vs. 

natural occurrences [J]. Clay Minerals, 2000, 35(1): 261-269. 

[20] Houseknecht D W. Assess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action processes and cementation to reduction of 

porosity in sandstones [J]. AAPG bulletin, 1987, 71(6): 633-642. 

[21] Pate C R. Assess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action processes and cementation to reduction of porosity in 

sandstones: discussion [J]. AAPG Bulletin, 1989, 73(10): 1270-1273. 

[22] Houseknecht D W. Assess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action processes and cementation to reduction of 

porosity in sandstones: reply [J]. AAPG Bulletin, 1989, 73(10): 1277-1279. 



牛斌等：准噶尔盆地石南地区中侏罗—下白垩统沉积储层成岩作用与孔隙演化 

166 
 

[23] Qiu Longwei, Chen Wenxue. A new type of secondary porosity: quartz dissolution porosity [J]. Acta Sedimentologica 

Sinica, 2002, 20(4): 621-627.[邱隆伟，陈文学.一种新的储层孔隙成因类型-石英溶解型次生孔隙[J].沉积学报，

2002，20(4)：621-627.] 

[24] Zhao Guoquan, Li Kaiming, Zhao Hailing, et al. Feldspar corrosion and secondary pore formation in the upper 

Paleozoic gas reservoir, Ordos Basin [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5,32(1): 53-55.[赵国泉，李凯

明，赵海玲，等.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天然气储集层长石的溶蚀与次生孔隙的形成[J].石油勘探与开发，2005，

32(1)：53-55.] 

[25] Guo Chunqing, Shen Zhongmin, Zhang Linye, et al. The corrosion and its mechanism of organic acids on main 

minerals in oil-gas reservoir sand rocks [J]. Geology-Geochemstry, 2003, 31(3): 53-57.[郭春清，沈忠民，张林晔，等.

砂岩储层中有机酸对主要矿物的溶蚀作用及机理研究综述[J].地质地球化学，2003，31(3)：53-57.] 

 

Diagenesis and porosity evolution of the Middle Jurassic & Lower Cretaceous 
reservoirs in Shinan area, Junggar Basin 

 
Niu Bin1,2, Wei Pu3, Zhang Shun-cun1, Chen Wen-lei1,2, Guo Hui1,2, Zou Niu-niu1,2,  

Lu Xin-chuan1, Shi Ji-an1 

 

(1.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Gan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Research,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049, China; 

3. Shixi Field Operation District of Xinjiang Oilfield Company, Karamay 834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re observation, thin sections, SEM and X-ray diffraction combined with the reservoir properties 

analysis, the diagenesis and porosity evolution of the middle Jurassic & lower Cretaceous reservoirs in Shinan area, Jurassic 

basin have been researc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ddle Jurassic & lower Cretaceous reservoirs mainly have 

undergone compaction, cementation and dissolution, which are primarily in A-substage of early diagenesis and B-substage 

of early diagenesis according to diagen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pore assemblage in Shinan area. Compaction is the main 

cause leading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reservoirs porosity, cementation second. The reservoirs porosity type is primarily 

primary porosity, the second porosity which is caused by dissolution is very rare. 

Key words: Jurassic Basin; Shinan area; Middle Jurassic & Lower Cretaceous; Diagenesis; Porosity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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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法分析氩气中碳、硫化物和质量数丰度值与比值1 

 

潘  旭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该方法按图 1 模式可检测氩气中的碳、硫化物信号和质量数丰度值与比值(见图 2、表 1、表 2)并可获知单位

氩气内不同质量数的分子、原子分布（表 1）。 

 

图 1  GC-Ni+FID-FPD-MSD 分析氩气流程图          图 2  GC-Ni+FID-FPD-MSD 分析氩气色-质谱图 

 

从图 2 MSD 离子流图可看出主要成分为氩气(Ar)，还有一点氮气(N2)；Ni+FID 碳化物色谱图中可看出氩气峰中

含有碳化物；FPD 硫化物色谱图中氩气峰中含有硫化物信号。说明从分子筛柱馏出的是含有碳、硫化物的氩气峰而

不是纯氩分子峰。 

 

表 1  MSD 分析 10 个氩气样品质量数扫描 2～50amu 丰度值重现性实验表 

 
表 2  MSD 分析 10 个氩气样品质量数扫描 2～50amu 丰度比值重现性实验表（略） 

 

结论： 

1. 该方法通过 Ni+FID、FPD 验证氩气含有碳、硫化物信号。 

2. 质谱图和质量数丰度表可呈现氩气内不同质量数丰度的分子、原子。 

3. 单位氩气内含有
20
Ar≈3.28%；

36
Ar≈0.17%；

37
Ar≈0.09%；

40
Ar≈62.6%；

41
Ar≈33.84%；

42
Ar≈0.02%。 

4. 分子筛柱馏出的氩气峰是质量数
20
Ar≈3.28%；

36
Ar≈0.17%；

37
Ar≈0.09%；

40
Ar≈62.6%；

41
Ar≈33.84%；

42
Ar≈0.02%

为主的含有碳、硫元素的氩气(Ar)而不是仅有分子量：39.95 的纯氩气(Ar)。 

5. 氩气可使用的质量数丰度比值：
36
Ar/

20
Ar≈0.053、

37
Ar/

20
Ar≈0.027、

40
Ar/

20
Ar≈19.12、

41
Ar/

20
Ar≈10.33、

42
Ar/

20
Ar

≈0.0053、
37
Ar/

36
Ar≈0.51、

40
Ar/

36
Ar≈358.94、

41
Ar/

36
Ar≈194.14、

40
Ar/

37
Ar≈701.28、

41
Ar/

37
Ar≈379.068、

42
Ar/

37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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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
41
Ar/

40
Ar≈0.54、

42
Ar/

40
Ar≈0.00028、

42
Ar/

41
Ar≈0.00051。 

关键词:氩气;气相色谱(GC);质量检测器(MSD);火焰电离检测器(FID);火焰光度检测器(F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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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分析 ① 

 

彭威龙，刘  丹，冯子齐，韩文学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鄂尔多斯盆地位于我国中部，是中国第二大的沉积盆地
[1-2]

。盆地古生界勘探始于 20世纪 60年代，早期的天

然气勘探主要在盆地外围，随着中部大气田的发现，勘探重点转向盆地中部。近年来随着该盆地天然气勘探的深入，

盆地外围特别是位于伊盟隆起构造单元上东胜气田的发现促使该构造单元成为新的勘探热点区块。诸多学者对鄂尔

多斯盆地上古生界天然气特征进行了研究，然而位于盆地北部的东胜气田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目前还鲜有报导，天

然气地球化学特征对于其成因、成熟度、天然气类型及成藏分析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东胜气田的 6口井及前

人已经发表的多个大气田天然气组分、碳氢等同位素特征，以及轻烃组分特征对该气田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

详细分析，探讨了该气田天然气成因、成熟度及气源问题，以期为下一步深入勘探提供理论依据。 

盆地北部气田天然气组分烷烃气为主，天然气主要为干气；天然气中甲烷含量为 93.69%~93.96%，乙烷含量为

3.57%~3.71%，丙烷含量为 0.85%~0.92%，丁烷含量为 0.21%~0.37%；含少量非烃气体 CO2和 N2；烷烃气表现为正碳

同位素系列，部分氢同位素倒转，北部气田天然气主要表现为原生特点。通过天然气 C1、C2与 C3同位素特征表明盆

地北部东胜气田天然气成因类型与中部各大气田一致，为典型的煤成气（图 1）；C7组分中煤成气相对与油型气富含

甲基环己烷，因此可以应用 C7组分三角图来判别天然气成因类型。通过运用胡国艺等
[3]
提出的最新修订的 C7组分三

角图同样表明盆地北部天然气为煤成气（图 2）。 

Thompson 等
[4-5]

学者根据油气随着成熟度的增高其烷基化成度也随着增高这一现象，提出了庚烷值和异庚烷值

这两个反应油气成熟度的参数，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不同母质类型油气的庚烷值和异庚烷值也有较明显差别，

于是建立了相关图版。结合本次对六口气井天然气中轻烃分析计算出来的庚烷值和异庚烷值的分布特征表明研究区

主要为烃源岩在成熟-高熟阶段所形成的天然气，并且研究区天然气都分布在芳香族曲线附近（图 3），即为腐殖型

母质所形成的天然气。 

 
图 1 δ13C1-δ

13C2-δ
13C3烷烃气类型鉴别图版 

Fig.1  Natural gas genetic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δ13C1-δ13C2-δ13C3 for gases  

基金项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煤成气地球化学与成藏机制规律研究”项目（编号：2014B-0608）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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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天然气 C7轻烃三角图 

Fig.2  Triangular plot of C7 light hydrocarbons  

 

图 3  盆地北部天然气庚烷值与异庚烷值相关关系 

Fig.3  Plot of n-Heptane value (vol. %) vs iso-Hetane value (vol. %) of gases from the north of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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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动力学研究对沉积动力学研究的启示及展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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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18） 

 
摘要：分析水沙运动规律是沉积动力学与泥沙动力学所面对的共同课题。泥沙动力学研究为解决江河治理和水利工

程建设中泥沙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手段。介绍了泥沙动力学的研究方法、试验技术和理论成果。从沉积动力学角

度借鉴泥沙动力学领域的研究方法、试验技术和理论成果，从动态观点研究沉积动力过程中各种变量与边界条件之

间的定量关系进而研究沉积物搬运和沉积的动力学机制，建立和完善受水动力学约束的沉积环境标志，必将拓展沉

积动力学的研究思路，提高沉积环境研究精度，推动沉积模式的建立和学科概念的形成，丰富沉积动力学的内涵。 

关键词：沉积动力学；泥沙动力学；水动力学；模型试验；数值模拟 
 

0  引言 

由于缺乏精细的现代监测和沉积动力过程模拟手段，国内沉积学领域在沉积动力过程和沉积机理

等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沉积环境标志的确定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和多解性,沉积环境的解释具有很

大的主观随意性和不确定性[1]，在沉积模式的建立、学科概念的形成等方面依然处于跟踪、借鉴阶段

[1-3]。沉积动力学主要从动态观点研究沉积动力过程中各种变量与边界条件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而研

究沉积物搬运和沉积的动力学机制，是当前国际沉积学研究热点[1-3]。泥沙动力学主要研究泥沙及各

种固体颗粒在重力、流水、波浪和风力等动力作用下的侵蚀、搬运和沉积规律[4-5]，进而解决水利工

程中的泥沙问题。分析水沙运动规律是沉积动力学与泥沙动力学所面对的共同课题。国内与水力学及

河流动力学，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等水利工程学科领域相关的科研院所在水沙运动规律的研究方法、

试验技术和理论成果等方面优势突出，为解决江河治理和水利工程建设中泥沙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和手段[6-11]。本文简要介绍泥沙动力学研究的方法、成果，以期拓展沉积动力学的研究思路、方法和

手段，丰富沉积动力学的内涵。 

1  泥沙动力学研究方法 

泥沙动力学研究主要方法有现场观测和模拟，模拟包括数值模拟和河工模型试验[8-10]。 

1.1  现场观测 

现场观测是利用仪器设备对自然界固有的流动现象或工程的全尺度流动现象进行系统观测[12-13]，

从而总结出水沙运动的规律。精确的测量可为泥沙运动的理论分析和泥沙数学模型的建立提供基础的

验证资料，是深入研究水流内部结构和运动机理的前提。目前，用于泥沙动力学研究的主要测量设备，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编号：2011ZX05044；2011ZX05001-004）． 
作者简介：齐亚林（1974-），男，内蒙古巴林左旗人，工程师，现在长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主要从事石油地质综合研究和预

探现场生产支撑工作．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长庆兴隆园小区勘探开发研究院．电话：13891844677． 
     E-mail：qiyl_cq@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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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常规的用于水力学、工程流体力学、河流动力学等设备外，在水工方面比较先进的测量设备有用于

测量水位波动的压力传感器，测量流速的粒子图像测速仪（PIV）和声学多普勒流速仪（ADCP），测

量悬浮沉积物浓度的声学多普勒剖面仪（PCADP）[12-13]，以及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高

精度 GPS 定位系统。上述测量仪器组合应用，可快速准确地测量诸如河道水流的流速、水深、含沙

量及河道长时段的冲淤变化等各种流动参数。 

1.2  河工模型试验 

河工模型试验主要用来研究预测水库或河道的水流结构、泥沙运动规律、排沙特性、冲淤形态、

河势变化、河床变形等，是研究河床演变、河道整治及洪水预测预演和水库运用方式等边界条件复杂

问题，解决重大工程泥沙问题的主要手段[14-18]。 

河工模型试验的原理是运用河流动力学知识，在分析河流原型的基础上，根据水沙动力学相似原

理，模拟与原型相似的边界条件和动力学条件，在实验室进行水沙动力学机制及过程分析，通过设置

不同的边界条件，在实验室还原自然界沉积物的沉积动力过程[14-18]，其原理与沉积动力过程研究中的

水槽试验[19]具有相似性。在河口动力过程及沉积机理的研究中，开展河工模型试验，通过设置不同

的边界条件，在实验室还原河口沉积物的沉积动力过程，能给出流动现象并定性描述，能显示运动特

点及其主要趋势；有助于理解不同类型砂体的形成过程、形成机理、展布特征及演化规律；有助于形

成概念，检验理论的正确性。 

河工模型试验可给出定性描述，难以给出半定量-定量描述，如果要实现半定量-定量描述，原型

与模型要按照相似准则在几何、重力、阻力、流速、泥沙起动、泥沙输送能力、总加沙量等方面保持

相似，如果无法完全满足所有要素相似，流速、流量、泥沙粒径、总加沙量等关键要素必须保持相似

[14]。实践中，上述条件难以同时满足。如模型设计时仅仅考虑几何相似，模型沙的粒径不按照相似

准则选择，与其对应的流速也将无法按照相似准则选择。若依然按几何相似的原理去解释，可能会导

致对沉积动力过程、砂体成因及规模的误判。 

1.3  数值模拟 

沉积作用是一个多变量的函数，沉积现象的数学表述，是理论沉积学的重要探索方向之一[1,7]。

从泥沙动力学的统计规律出发，反映河流搬运能力的单宽输沙率与流速的四次方近似成正比[4]，或可

搬运的最大泥沙粒径与流速的平方近似成正比（艾里定律），流速是泥沙搬运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在

半定量-定性分析泥沙搬运和沉积行为的前提下，泥沙动力学问题可转为水动力学问题，相对复杂的

沉积动力过程数值模拟可以简化为水动力场的数值模拟。 

数值模拟是通过简化流体物理性质的方法建立反映问题本质的力学模型，在连续性方程、动量方

程和能量方程等流体运动基本方程的控制下，通过计算机数值计算和图像显示技术对流体运动进行模

拟，得到复杂问题基本物理量（如流速、压力、温度、浓度等）在流场内空间分布以及这些物理量随

时间的变化情况，进而分析包括流体运动等相关物理现象的方法[20-27]。与模型试验相比,数值模拟不

仅成本低,可以避免比尺效应,而且在工况选择以及复杂流场的分析处理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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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用户关心的参数和计算中的误差可以随时进行动态跟踪显示，随时调整优化参数；能给出诸如流速

矢量图、等值线图、等值面图、流动轨迹图等详细和完整的资料。 

数值模拟能够为深入研究流体的运动性质、分析泥沙的搬运和沉积以及沉积体空间展布特征提供

依据，是研究水沙运动规律、预测河流演变过程等泥沙动力学问题的重要手段[7-10]，在解决河口、海

岸、港口、航道等工程中的水流和泥沙问题的科研及工程实践上得到广泛应用[14-18]。 

目前，以水流、泥沙等为模拟对象的成熟商业软件有 TK-2D/2DC、Delft3D、MIKE21 等[28]。其

中，TK-2D/2DC 是交通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推出的海岸、河口、内河河流水沙模拟系统，Delft3D

是由荷兰水力研究院（Delft Hydraulics）开发设计的三维或二维可视水动力-水质联合模拟系统，

MIKE21 是丹麦水力学研究所（DHI）研制的二维仿真模拟系统。上述几种模拟系统可全面或部分仿

真模拟海岸、河流、湖泊与河口的水动力、波浪、泥沙输移等，在环境工程、水利工程、海洋工程等

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28]。数值模拟系统可对多种沉积环境的水动力场进行精确的模拟，为半定

量-定性分析泥沙的搬运、沉积和合理解释沉积体空间展布特征提供依据，为沉积动力学研究提供了

思路和方法。 

2  泥沙运动研究成果 

近几十年来，泥沙运动学发展迅速，在理论和工程实践中取得了很大进展，如水流特性及水流结

构[20-27，29-30]、反映起动特性、泥沙沉降特性、悬移质运动规律、推移质运动规律的泥沙输运机制[26-27，

29]、床面底形与水流阻力（层理-底形-流速-粒度）的相互关系[1]、河床演变规律及其机理[25]、水库泥

沙淤积[31]、异重流运动[11]，河口“动力-沉积-地貌”过程[23，27，32]、海岸地貌与动力沉积过程[20，27] 、江

湖相互作用机理[7,33]、海岸动力环境[34]等研究成果，为解决江河治理和水利工程建设中泥沙问题提供

了重要手段。从沉积动力学的角度挖掘、解读、提炼泥沙动力学研究成果所反映的信息，将为沉积动

力过程、沉积机理和砂体空间展布特征提供依据。 

3  结论及展望 

分析水沙运动规律是沉积动力学与泥沙动力学共同面对的课题，水利工程领域在水沙运动规律的

研究方法、试验技术和理论成果优势突出。根据地质学领域普遍运用的“将今论古”的现实主义原则和

比较岩石学方法，现代沉积环境中复杂的营力作用可以直接观察和记录，其作用的结果在沉积物的特

征上能得到如实响应和反映，运用现代沉积环境与产物的关系能够推断古代沉积物的形成环境，现代

沉积环境的研究是推断古代沉积环境的依据。借鉴上述原则和方法，从沉积动力学角度借鉴泥沙动力

学领域的研究方法、试验技术和理论成果，从动态观点研究沉积动力过程中各种变量与边界条件之间

的定量关系进而研究沉积物搬运和沉积的动力学机制，挖掘、解读、借鉴泥沙动力学在诸如床面底形

判别准则方面的成果，建立不同沉积环境与水动力场、床面底形、沉积构造的关系，建立和完善受水

动力学约束的沉积环境标志，必将拓展沉积动力学的研究思路，提高沉积环境研究精度，推动沉积模

式的建立和学科概念的形成，丰富沉积动力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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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白家海凸起侏罗系 

天然气同位素特征及其地球化学意义 
 

乔锦琪 1, 2，刘洛夫 1, 2，尚晓庆 3，张  武 4，章  彤 4 

（1.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2.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盆地与油藏研究中心，北京 102249； 

3.西安石油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4.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彩南油田作业区，新疆 阜康 831511） 

 

摘要：准噶尔盆地白家海凸起侏罗系天然气资源丰富，但关于其的科学研究却鲜有报道。本文以天然气同位素特征

研究为手段，分析研究区侏罗系天然气地球化学意义。结果表明：研究区天然气烃类气主体为有机成因的煤型气和

混合气，含少量的油型气，成熟度范围较广，主要处于成熟（包括低成熟）到过成熟阶段，不存在无机成因气和生

物成因气，也不存在生物降解作用。非烃气主要为 N2，其次为 CO2，含少量稀有气体，非烃类组分主体为同烃类气

同源形成的壳源有机成因气，不存在来源于石炭系碳酸盐地层的壳源、幔源及大气气源的无机成因气和生物降解作

用，非烃气体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表明研究区构造稳定、缺乏深大断裂与地幔沟通，整个气藏封闭性良好。 

关键词：同位素；天然气；地球化学；侏罗系；白家海凸起；准噶尔盆地 

 

0  引言 

同位素特征是研究天然气的重要手段。烷烃碳同位素 δ13C[1-3]，CO2 碳同位素 δ13CCO2[4-9]，稀有气

体同位素[10]以及 N2 的同位素 δ15NN2[11]均可以用于区分天然气是来源于地幔，地壳还是大气。对于壳

源有机成因的天然气还可以根据同位素来判断其母源的类型、成熟度以及其是否遭受过生物降解等，

从而进行气-气对比和气-源对比。 

早期研究表明，准噶尔盆地天然气储量丰富[12-14]，而近些年对准噶尔盆地天然气开展的研究工作

主要集中在盆地南缘[15-17]和西北缘[18-21]，对于盆地中部地区研究相对较少。处于该盆地中央凹陷东部

的北东向展布的白家海凸起其断裂、砂体发育，总勘探面积约 4000km2，周缘紧邻多个生烃凹陷，石

油地质条件良好，是油气运聚的有利区（图 1）。目前，白家海凸起侏罗系的八道湾组（J1b），三工河

组（J1s）和西山窑组（J2x）均是天然气的主要产层。本文在对研究区侏罗系天然气同位素特征研究

的基础上，对其成因进行分析，以期对准噶尔盆地中东部其他地区和其他层位的天然气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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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准噶尔盆地白家海凸起位置（a）及构造纲（b） 

Fig.1  The location of the Baijiahai High in the Junggar Basin, China (a) and its structure outline map (b) 

1  地质背景 
准噶尔盆地为中国西北部典型的叠合盆地[22-25]。盆地构造演化可划分为四个阶段[26-28]：（1）晚

石炭纪—早二叠纪的海相、残留海相前陆盆地；（2）中晚二叠纪的前陆型陆内坳陷盆地；（3）三叠纪

到古近纪的振荡型陆内坳陷盆地；（4）新近纪到第四纪的再生碰撞前陆盆地。二叠纪，由于研究区北

部的克拉美丽海槽和南部的博格达及天山海槽相继褶返，白家海凸起为广阔的剥蚀区，构造的高部位

只沉积了二叠系梧桐沟组（P3wt）；三叠纪起，白家海凸起全部接受沉积，并向北超覆到滴水泉断裂

上盘的陆梁隆起，形成了统一的陆内坳陷盆地；三叠纪末，白家海凸起整体抬升，三叠系中、上统遭

受了强烈剥蚀，并改变了自海西运动后形成的西高东低的构造形态，白家海凸起雏形形成；侏罗纪，

白家海凸起开始下沉并接受沉积，燕山运动进一步强化了印支运动形成的构造格局，形成了由东向西

倾末的大型宽缓鼻状构造；白垩纪，该区再次沉降，接受沉积；喜山运动期，该区构造运动表现为西

南下降，东北抬升，并最终形成向南西倾没的大型鼻状构造（图 2）。 

自石炭纪至今，研究区自下而上共沉积了 8 套地层（图 3），其中石炭系分布广泛，基本上构成

了整个准噶尔盆地的基底。下侏罗统的 J1b 组主要为冲积扇—河流相夹沼泽相沉积，其底部为辫状河

沉积，与下伏普遍遭受剥蚀的上三叠统呈不整合接触，上部为湖相沉积的 J1s 组；中侏罗统以河流沼

泽相为主要沉积相，底部为厚层细砂岩的 J2x 组，中部夹有煤层，上部与石树构群（J2-3sh）呈不整合

接触；中上侏罗统主要以河流相为主，岩性相对较细，局部被剥烛，与白垩系吐谷鲁群主要呈平行不

整合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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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白家海凸起构造演化剖面 

Fig.2  The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Baijiahai 

High 

图3  白家海凸起综合地质柱状图 

Fig.3  The integrated geologic column of the 

Baijiahai High 

2  样品采集与分析方法 

涉及此次研究的所有样品均来自彩南油田，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油气资源研

究中心地球化学测试部进行分析测试。样品总计 46 个，分布于 31 口井，其中来源于 5 口井的 5 个样

品用于稀有气体同位素的测定，35 个样品用于 δ13C 和 δ13CCO2 的测定，其中 J1b 组 9 个样品，J1s 组 7

个样品，J2x 组 19 个样品。由于 δ15NN2 自身特征的局限性，我们只随机做了 6 个来源于不同井的样品

以进行验证研究，每个层位两个样品。 

2.1  碳同位素测定 

稳定碳同位素由 GC-C-MS 系统完成，质谱仪为 MAT-252，分析精度±0.5‰。稳定碳同位素值采

用 PDB 标准，分析误差为 0.1‰。单烃的碳分析采用气相色谱分离、燃烧、收集的制备过程，将通过

GC 从气态烃中分离出来的单烃在氧化炉中燃烧转化为 CO2，然后将 CO2 通过质谱仪测定，以碳同位

素的在线形式测量，获得单烃的碳数据；CO2 同位素则直接将 CO2 通过质谱仪测定，以碳同位素的在

线形式测量，获得 CO2 的数据。测定根据国标 GB/T 6041-2002 进行。分析条件为：气相色谱柱为 2m

长的 Porapak Q 型柱子；加热温度为 40~160℃，升温速度为 15℃/min；纯净的氦气（99.999 纯度）

作为载气。 

2.2  氮同位素测定 

氮同位素测试在 Thermo Finnigan 公司生产的 GC/TC/IRMS 色质谱联用仪上完成，其中同位素质

谱仪为 Delta plus XP，该仪器应用了高温裂解法进行氮同位素的测量。氮同位素值采用大气中的 N2

作为标准。色谱条件：色谱柱为 ATC-2000 型（30m×0.32mm×2.5μm），采用流速为 1.5mL/min 的恒流



乔锦琪等：准噶尔盆地白家海凸起侏罗系天然气同位素特征及其地球化学意义 

178 
 

工作方式，柱箱初始温度 30℃，恒温 5min 后以 8℃/min 程序升温至 80℃，再以 4℃/min 升温至

260℃并恒温 10min。质谱条件：电子轰击（EI）离子源，电子能量 124eV，发射电流 1.0mA，

加速电压 3kV，质量分辨率 70，氦气载气（99.999 纯度）。 

2.3  稀有气体同位素测定 

稀有气体同位素测定是通过英国 Micromass 公司生产的 MM 5400 磁偏转静态真空质谱仪按

照 LDB03-01-94（稀有气体同位素质谱峰高比检测方法）来进行的。 

国际上通用大气作为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的标准物质。本次实验使用的标准样是兰州市皋兰

山顶的大气（AIRLZ2007），采样压力 P0=8.46×104Pa，温度 T=287.15K，体积 V0=3.0L，标准样

采集后与处理系统管线连接备用。分析条件为：高压 9.0kV；Trap 电流为 It40=200A（测 Ar、

Kr 时），It4=800A（测 He、Ne、Xe 时）；4He、20Ne、22Ne、Ar 用分辨率≥200 的法拉第杯检测；

3He、21Ne、Kr、Xe 用分辨率≥600 的电子倍增器检测；主机本底为（mol）：4He=1.10E-14，20Ne=1.82E-14，

40Ar=6.21E-13，84Kr=1.37E-16，132Xe=5.65E-18。 

3  结果与讨论 

白家海凸起侏罗系各个气层组天然气主要组分均为烃类气，烃类组分含量总体表现出随碳数增加

（甲烷到戊烷）而减小的趋势，异构烷烃含量与正构烷烃含量相差不大；非烃气体以 N2 为主，CO2

含量次之，还含有少量的稀有气体。 

3.1  烷烃碳同位素特征及地球化学意义 

烷烃气的δ13C特征可以反映其成因、母质类型和成熟度等[29-32]。无机成因的δ13C1比有机成因的偏

重，常以δ13C1=20‰作为两种烷烃气的分界线[33]。同时，δ13C1还可以用来区分生物成因，虽然这个界

线较多，但中国学者戴金星提出小于-55‰的标准在中国使用广，值也最重[34]。研究区δ13C1普遍小于

-20‰，最轻的也重于-45‰（表1），δ13C1特征可以排除存在生物成因气和无机成因气的可能，是典型

的热演化有机成因气。 
表 1  准噶尔盆地白家海凸起侏罗系系δ13C特征（‰，PDB）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Jurassic 13C of the Baijiahai High (‰，PDB) 

层组 甲烷 乙烷 丙烷 丁烷 二氧化碳 

J1b 
-43.02~-11.18 

-34.54 

-29.35~-21.48 

-26.38 

-27.62~-16.58 

-24.45 

-25.59~-14.47 

-22.85 

-35.49~-6.77 

-21.25 

J1s 
-34.58~-29.87 

-32.00 

-31.46~-25.93 

-27.04 

-26.05~-24.53 

-24.45 

-28.427~-25.09 

-26.41 

-30.408~-11.99 

-24.25 

J2x 
-39.03~-26.69 

-32.52 

-27.98~-24.61 

-26.60 

-27.34~-24.86 

-25.99 

-27.07~-24.99 

-26.11 

-36.12~-15.8 

-30.42 

对于热演化成因的有机烷烃气而言，影响不同组分δ13C的主要因素不同。不同母质类型的烷烃气

δ13C1与母源的热演化程度具有不同的关系，总体来说，δ13C1随气源岩的热演化会变重[35-38]。而烷烃

气δ13C2和δ13C3受气源岩热演化程度的影响较小，主要受其母质类型的影响[3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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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白家海凸起侏罗系烷烃气δ13C2-δ

13C1（a）和δ13C2-δ
13C3（b）关系 

Fig.4  Correlation of δ13C2 to δ
13C3 (a) and δ

13C2 to δ
13C3 (b) of Jurassic natural gases of the Baijiahai High 

根据δ13C1，δ13C2和δ13C3不同的地球化学意义，可以得到图4两个鉴定图版。图4显示白家海凸起侏

罗系烷烃气不同气层组气型差别不大，均以煤型气和混合气（煤型气和油型气的混合）为主，含少量

油型气；整体为成熟（包含低成熟）到过成熟阶段的产物，低成熟度的天然气主要存在于J1b组和J2x

组。 

δ13C系列特征也是鉴定烷烃气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有机成因烷烃气是δ13C随碳数增加而变重的正

δ13C系列（δ13C1˂δ13C2˂δ13C3˂δ13C4），而无机成因烷烃气为负δ13C系列（δ13C1>δ13C2>δ13C3）[33,39]。白

家海凸起侏罗系天然气δ13C系列总体上表现出正δ13C系列特征（图5），个别样品的个别成分出现了δ13C

倒转现象，是典型的有机成因气。引起烷烃气δ13C系列倒转的解释有：（1）细菌的氧化作用改变了烷

烃气的δ13C[40]。不同的细菌会氧化烷烃气的不同组分，从而使该组分的δ13C变重[40]，尤其是δ13C3，而

且还会造成C3的亏损[41-42]，研究区侏罗系所有烷烃气δ13C3没有明显的变重，组分含量变化也正常，

而且侏罗系气藏深度大多在2000m以下，超过了细菌可以赋存的深度，受微生物改造作用的影响较小，

所以可以排除微生物导致的δ13C系列倒转的可能。（2）烷烃气是混合气[40]，包括不同成因类型、母质

类型、不同来源烷烃气的混合以及同源但不同期成藏烷烃气的混合。结合以上研究内容，研究区天然

气没有无机成因的烷烃气，所以不可能是有机成因气和无机成因气的混合，而且整个研究区天然气成

熟度总体上连续，也不存在多期成藏的可能。前文已经证明研究区存在煤型气和油型气的混合，这可

能是造成δ13C系列倒转的主要原因。（3）低演化阶段的煤型气自身可形成δ13C2>δ13C3倒转现象[43]。前

文研究表明，研究区主要为煤型气，J1b组和J2x组有部分样品处于低成熟阶段，这或许也是造成J1b组

和J2x组样品出现部分δ13C2和δ13C3倒转的原因。 

Zou等[44]通过实验模拟和研究自然界产出的烃类气特征后发现，油型气和煤型气的δ13C系列在成熟

阶段均接近直线，而在高成熟—过成熟阶段分别呈现下凹和上凸的特征。图6显示研究区J1b组，J1s

组和J2x组天然气差别不大，均以煤型气为主，还有少量的油型气，其成熟度包括成熟到过成熟，与

前文结论相符。 

3.2  二氧化碳同位素特征及地球化学意义 

作为天然气的重要非烃组分，CO2的地球化学意义对天然气的研究也非常重要。CO2可以分为有

机质分解和细菌活动形成的有机成因和无机成因两大类。戴金星通过对中国天然气的研究认为有机成

因的天然气δ13CCO2为-8‰~-39‰，主值在-12‰~-17‰之间[9]，Pankina则认为在-10‰~-30‰之间，其

具体值的大小受气源岩母质类型及其演化过程的影响[4]；无机成因的CO2包括地幔、岩浆活动的幔源

成因和碳酸盐热分解的壳源成因，不同无机成因的δ13CCO2也有较大差别，幔源δ13CCO2大多在-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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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源δ13CCO2与碳酸盐岩的δ13CCO2接近，Craig认为近似于0‰[5]，Pankina认为在-3.5‰~3.5‰之间[4]，戴

金星认为在0~3‰左右[6]，Stahl [7]则认为该值为-2‰~2‰。 

 

 

图5  白家海凸起侏罗系天然气δ13C系列分布特征 

Fig.5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gases carbon isotope series of Jurassic natural 

gases of the Baijiahai High 

图6  白家海凸起侏罗系天然气碳同位素1/n-Cn分

布特征[20] 

Fig.6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gases 1/n-Cn of Jurassic natural gases of the 

Baijiahai Hig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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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白家海凸起侏罗系天然气CO2碳同位素分布频率图 

Fig.7  δ13CO2 frequency diagram of Jurassic natural gases of the Baijiahai High 

研究区自中生代以来岩浆活动不发育，CO2 来源于地幔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研究区石炭系广泛发

育有碳酸盐地层（之后的地层碳酸盐地层均不发育），可能会对研究区的 CO2 有贡献。按照戴金星的

分类原则，结合研究区的 δ13CCO2，可以看出整个白家海凸起侏罗系天然气除了 J1b 组有一个样品处于

无机成因气的范围内外，其他样品的指示为典型的有机成因气（图 7），说明石炭系的碳酸盐地层对

研究区的 CO2 并无贡献，而且随着层位的变浅，出现了由 J1b 组到 J2x 组 δ13CCO2变轻的趋势，这可

能是由于纵向上的分馏效应引起的。 

3.3  稀有气体同位素特征及地球化学意义 
表 2  准噶尔盆地白家海凸起侏罗系系天然气稀有气体同位素特征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Jurassic noble gas isotope of the Baijiahai High 

地区 井号 地层 4He (E-4)  (v/v) 20Ne (E-4)  (v/v) 40Ar (E-4) (v/v) 4He /20Ne 4He /40Ar 3He/4He (Ra) 40Ar/36Ar 

白 
家 
海 
凸 
起 

CHW303 J 0.422 0.0003 0.977 1410.6 0.432 0.1 296.1 

彩 006 J 2.27 0.00042 1.439 5452.2 1.574 0.161 397.7 

彩 17 J1b 1.49 未检测 0.404 未检测 3.697 0.0564 923.4 

彩 508 J1s 0.588 未检测出 0.518 未检测出 1.135 0.355 1449.4 

彩 402 J2x 1.66 未检测出 0.417 未检测出 3.989 0.117 1810.8 

注：国际公认地球大气中 4He/20Ne = 0.3185，4He/40Ar = 0.00056328，Ra = 3He/4He = 1.400E-6，20Ne/22Ne=9.800，21Ne/22Ne = 0.0290，38Ar/36Ar 
= 0.1880，40Ar/36Ar = 295.5。 

氦在地球上有原始核素 3He 和放射元素钍（Th）、铀（U）衰变形成的 4He 两个稳定同位素[45-47]。

天然气中的 He 主要来自于大气、壳源和幔源 3 种类型，不同来源的 He 的 3He/4He 比值存在数量级

上的差别（大气为 1.40×10−6，幔源为 1.10×10−5[47]，壳源为 2～3×10−8[48]）。4He/20Ne 可以判断天然气

是否有来源于大气的可能[49]，结合 3He/4He 和 4He/20Ne 可以有效判断天然气来源[50]。 

 
图8  白家海凸起侏罗系天然气稀有气体3He/4He-40Ar/36Ar（a）和3He/4He-4He/20Ne（b）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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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Characteristics of 3He/4He to 40Ar/36Ar (a) and 3He/4He-4He/20Ne (b)of Jurassic natural gases of the Baijiahai 

High 

氩有原始核素 36Ar、38Ar 和放射元素钾（K）衰变形成的 40Ar3 个稳定同位素[51-52]。40Ar/36Ar 和
38Ar/36Ar 在大气中的值分别为 295.5 和 0.188[51-52]。大气 Ar 的混入会造成天然气中 40Ar/36Ar 发生明显

降低[10]。同时，幔源和壳源的 Ar 同位素组成也因为其母源的分布不均而有很大差异[53-55]。Prinzhofer

和 Battani[56]研究发现还可以用 4He/40Ar 来区分天然气是生物降解作用形成的（一般大于 10）和热解

作用形成（一般小于 10）。 
3He/4He-40Ar/36Ar 关系图（图 8a），3He/4He-4He/20Ne 关系图（图 8b）和 4He/40Ar（表 2）显

示整个研究区稀有气体没有幔源气，说明研究区构造稳定、缺乏深大断裂与地幔沟通[57]，也没

有大气源的混入，均为热成因的壳源气，不存在生物降解作用，这符合以上关于研究区天然气来

源的结论。 

3.4  N 同位素特征及地球化学意义 

准噶尔盆地白家海凸起侏罗系天然气的非烃组分以 N2 主，δ15NN2 变化范围大，且不同成因

类型及来源的 δ15NN2 分布范围相互重叠也较普遍，因此，目前国内外对于 δ15NN2 成因类型判识

与划分的研究程度相对较低。通过 δ15NN2 特征还不能完全判别天然气的成因和类型，但是结合其

他的研究成果，可将 δ15NN2 作为辅助的验证指标。 

同其他天然气组分一样，N2 来源也可分为幔源、壳源和大气，壳源的也包括有机成因和无

机成因。大气中的 δ15NN2运移分馏效应不明显[58, 59]，在过去 3000Ma内基本保持不变，约为 0‰[11]；

而幔源 δ15NN2 一般小于 1[60]；壳源无机成因（沉积岩中含氮矿物经高温变质作用而形成）的 δ15NN2

大于 1‰[61]的；有机质在不同的演化阶段生成的 N2 具有不同的 δ15NN2，其中未成熟阶段的微生

物氨化作用产生的δ15NN2小于-10‰[60]；降解或热解阶段的微生物反硝作用形成的δ15NN2小于-3‰，

主值为-17‰~-10‰[62]；成熟（包括高成熟）阶段的热氨化作用形成的 δ15NN2 一般大于-10‰[62]，

过成熟阶段裂解生成的 δ15NN2 大于 4‰，主值在 5‰~20‰之间，该成因的 N2 被认为是高 N2 天然

气中 N2 的最主要来源[62]。 

通过 δ15NN2 测定，发现准噶尔盆地白家海凸起侏罗系天然气不存在大气的混入和反硝化细菌

作用形成的 N2，也未遭受过生物降解。δ15NN2 显示研究区存在成熟-过成熟阶段产生的 N2，虽然

有数据点处于高温变质作用产生的 N2 和幔源 N2 范围，但是结合 δ13CCO2 和稀有气体同位素的研

究结果，可知这只是 δ15NN2 精度范围的局限性造成的，并不存在这两种情况存在的天然 N2，不

存在气源的 N2 说明研究区气藏封闭性良好。 
表 3  准噶尔盆地白家海凸起侏罗系天然气δ15NN2特征（‰）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Jurassic δ15NN2 of the Baijiahai High (‰) 

井号 彩 17 彩 508 CHW303 彩 006 彩 133 彩 402 

层位 J1b J1b J1s J1s J2x J2x 

δ15NN2-vs air -2.5 3.6 -0.9 7.2 -2.1 1.8 

研究区高含量的 N2 是研究区紧邻的凹陷中的普遍含有 N 元素（介于 0%到 2.91%之间，平

均值为 1.21）的腐殖型干酪根烃源岩在成熟阶段的热氨化作用和过成熟阶段裂解作用会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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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63]，由于地层对 N2 的吸附能力较 CH4 和 CO2 弱，运移分馏的结果[64]。 

4  结论 

（1）δ13C 显示，研究区烷烃气不存在无机成因气，生物成因气，也不存在生物降解作用。所有

烃类气体全部由有机质生烃而来，主体为煤型气和混合气，含少量的油型气，成熟度范围较广，主要

处于成熟（包括低成熟）到过成熟阶段。 

（2）δ13CCO2 说明研究区 CO2 全部来源壳源有机成因气，石炭系碳酸盐地层没有贡献，不存在壳

源的无机成因气和幔源气。 

（3）稀有气体同位素特征显示，研究区天然气不存在幔源气和大气气源的混入，均是热成因的

壳源气，不存在生物降解，研究区构造稳定、缺乏与地幔沟通的深大断裂。 

（4）δ15NN2 证明研究区高含量 N2 是烃源岩在成熟阶段的热氨化作用和过成熟阶段裂解作用会生

成并运移分馏的结果，不存在反硝化细菌作用形成的 N2 和大气中的 N2，整个气藏封闭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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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top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geochemical significances of Jurassic natural gas 

of the Baijiahai High, Junggar Basin, China 
 

Qiao Jin-qi1, 2, Liu Luo-fu1, 2, Shang Xiao-qing3, Zhang Wu4, Zhang Tong4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and Prospect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Basin and Reservoir Research Center; 2.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3.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4. Cainan Oil field Operation District, 

Xinjiang Oilfield Company, PetroChina, Fukang 831511,China)  

 

Abstract: The Baijiahai High is located in Junggar Basin of China. Its Jurassic natural gases resources are rich, But the 

science research of the gases are rarely reported. This paper through the study of isotope characteristics to analyzes the 

Jurassic gas geochemical signific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body of natural gas in the study area is hydrocarbon 

gas. Through the character of δ13C1 (-43.02‰~-11.18‰),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gas carbon isotope series 

(δ13C1˂δ13C2˂δ13C3˂δ13C4), correlation of δ13C1 to δ13C2 (-31.46‰~-21.48‰) and δ13C3 (-27.62‰~-16.58‰),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gases 1/n-Cn (the majority is convex, and minority is linear and concave), we found that the type 

of hydrocarbon gas is gives priority to with coal type gas and contains a small amount of oil type gas, which is 

unbiodegraded, the maturity range of natural gases mainly in the mature (including low mature) to a mature stage. The 

blend of coal type gas and oil type gas or J1b and J2x formations have some coal type gas samples in the low mature stage 

which can form the phenomenon ofδ13C2>δ13C3 made some carbon isotope series reverse. All formations don’t contain 

biogenic and inorganic origin gas. Non hydrocarbon gas is given priority to with N2, the next is CO2, and contain a certain 

amount of noble gas. Noble gas isotope characteristics show that all the gas is crustal source gas throug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3He/4He to 40Ar/36Ar and 3He/4He to 4He/20Ne. 4He/40Ar is 0.482~3.989, which means the nature gas without 

biodegradation; The generation of N2 is the Nitrogen which exists in the source rocks’ kerogen of adjacent sags from 

denitrification by micrcorganisms in the mature stage and kerogen cracking in the post-mature stage, which δ15NN2 is 

7.2‰~-2.5‰; CO2 was generated with the hydrocarbon gas, the high content of N2 was caused by segregative migration, 
δ13CCO2 less than -10‰, the carboniferous carbonate formation is no contribution in the study area. All components of nature 

gas without other cause. Non hydrocarbon gases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is stable, deep faults which communicated with the 

mantle is lack and the sealing ability of gas reservoir is good.  

Key words: Isotope; Nature gas; Geochemistry; Jurassic; Baijiahai High; Jungga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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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气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在天然气成藏中的指示意义 

 

秦胜飞*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天然气在生成、运移和成藏过程中始终都有地层水的参与。在地下高温、高压状态下，甲烷在水中的溶解度

很大，并随温度、压力和矿化度的变化而变化。在构造抬升的过程中，水溶气会随着压力和温度降低发生减压脱溶，

释放出大量天然气，同时也会有大量未释放的天然气滞留在气藏的底水和边水中。由于天然气各组分在水中溶解度

不一，在成藏过程中，水可能会对天然气组分和碳同位素产生分馏作用，从而影响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但目前对

于水溶气地球化学特征研究开展的不多，水溶气对天然气成藏和地球化学特征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薄弱。 

本文采用自然脱气和真空水浴脱气的方法对四川盆地须家河组气藏、长兴和飞仙关组气藏、龙王庙组气藏、雷

口坡组气藏和嘉陵江组气藏中的气田水进行分步脱气，开展水溶气中甲烷碳同位素与游离气对比研究。发现无论是

煤型气还是油型气，自气田水中脱出来的甲烷碳同位素比游离气明显偏重。分步脱气研究表明，先、后脱出的甲烷

碳同位素有依次变重的趋势（图1，2）。说明气田水对甲烷碳同位素组成有明显的分馏作用。 

在气藏形成过程中如果经历了大幅度的构造抬升，就会有较多的天然气从水中释放出来混入到游离气中，会使

气藏中的甲烷、碳同位素组成变重；沿气田水的运移方向，不断释放出的天然气甲烷碳同位素会逐渐变重。 

结合地质背景分析，水溶气很好地解释了四川盆地龙岗气田长兴－飞仙关组气藏和乐山－龙女寺古隆起上威

远、安岳气田灯影组和龙王庙组气藏天然气甲烷碳同位素和储层沥青之间的异常关系；很好地解释了威远气田和资

阳含气区之间天然气碳同位素异常的变化规律和机理；很好地解释了塔里木盆地最大的海相气田－和田河气田天然

气东、西不地球化学特征的差异。 

 

‐45

‐40

‐35

‐30

‐25

‐20

岳
1
0
1

岳
1
0
3

岳
1
1
4

岳
1
1
8

龙
岗

9

龙
岗

0
0
1
‐3

龙
岗

0
0
1
‐6

龙
岗

0
0
1
‐2

龙
岗

1

龙
岗

0
0
1
‐1

龙
岗

0
0
1
‐7

龙
岗

0
0
1
‐2
9

合
川

1
0
9

合
川

1
0
8

合
川

0
0
1
‐1
9
‐x
2

合
川

0
0
1
‐6
2
‐x
1

合
川

3

合
川

0
0
1
‐1
3

δ
1
3
C
1
（

V
P
D
B
,‰

)

游离气

第一次脱气

第二次脱气

煤型气

 
图1  四川盆地煤型气藏中游离气和水溶气甲烷碳位素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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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能源背景下中国天然气产业发展战略 

 

佘源琦，李  剑，张福东，李  君，杨  慎，邵丽艳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低碳能源背景下中国天然气产业将面临消费结构调整与供给加速转型双重变局。结构上，随着能源清洁化和

低成本化成为全球共识与目标，中美两国共同努力与主导下的《巴黎协定》正式签署，环保要求倒逼能源结构调整，

碳排放与交易体系将全面实施，天然气置换电煤与居民燃气将成为我国天然气消费最大增量。供给上，全球供需态

势将持续宽松。近十五年来全球探明天然气可采储量增长数倍于同期消费量增长，技术进步引领非常规油气释放出

巨大潜力；美国、伊朗、印尼等多个天然气产量进入出口大国序列，市场正加速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移。天然

气作为重要分布式能源迅速发展加速能源供给全球化与能源互联网形成，使能源供给侧呈现多元化、互联、互通、

互补格局。尽可能以最高的效率利用天然气是低碳能源战略转型主要途径。分析认为：(1)在未来全球能源互联网

发展格局下，能源安全将更多通过主导区域能源贸易、掌控区域定价机制、建立区域能源共同体来实现。(2)“富

煤、缺油、少气的能源禀赋决定中国能源必须以煤为主”历史论断不再适用，天然气必将成为中国未来三十年能源

发展的重点。(3)相较于美国、俄罗斯等天然气产业大国，中国尚处于产业链发展的早期，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已

远远超越各大国际能源机构在8-10年前对中国的预计。至2030年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需达到16%才能

满足低碳发展基本要求，总体供给需在目前2000亿方基础上再增加4000亿方。(4)巨大的消费要求决定必须从国家

战略的高度做好顶层设计，超前谋划天然气产业链布局。充分借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拓展与沿线天然气资源

大国在产业各领域、各环节、多方位合作，借助买方市场主导作用引导掌控区域定价权，建立统一、连动的区域天

然气能源共同体。(5)国内上游加强天然气效益化勘探开发，推动储产量高峰增长，持续拓展天然气管输能力与调

峰储备能力,以气价机制改革推动消费领域拓展。 

关键词：低碳；能源战略；天然气；巴黎协定；“一带一路”；能源共同体 

 

Strategy of China's natural gas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 carbon 

 
She Yuan-qi, Li Jian, Zhang Fu-dong, Li Jun, Yang Shen, Shao Li-yan 

(Langfang Branch of Petro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Langfang 065007,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 carbon energy, China's natural gas industry will fac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supply structure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consumption. In the supply sector, as the international crude oil prices Continued 

downturn, causing a major change in the global energy marke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 export and the end of the 

Iran sanctions, the world's energy export countries began to compete for the market, the energy market is accelerated by the 

seller's market to the buyer's market. The global proved oil and gas recoverable reserves increase several times in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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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consumption growth in the past 15 year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lead very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lease 

tremendous potential; at the same time, wind power, photoelectricity, representative with lower cost , distributed energy 

rapidly accelerates, the formation of energy supply becoming globalization, energy Internet began to form, diversified 

energy supply side, interconnection, intercommunication and complementary pattern. Future global energy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will continue to loose. In the field of energy consumption, clean and low cost has become a global 

consensus. Under the joint effort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ris agreement officially signed, its a strong signal 

energy consuming countries to low carbon and climate adaptation of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forced energy structure adjustment, carbon emissions and trading system will be 

fully implemented. The analysis shows:(1)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nergy Internet pattern, energy security 

will be more through the dominant regional energy trade, the control of regional pricing mechanism,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ional energy community to achieve.(2) "Rich coal, lack of oil, less gas energy endowments determine China's energy 

must be coal based" historical judgment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Natural gas will become the focus of China's energy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thirty years. (3)Compar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other natural gas industry big country, 

China i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the rapid growth of consumer demand has far 

surpassed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n 8-10 years ago, China's expected.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of low 

carbon target, to 2030, natural gas in China's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should be to increase to 16%, from 200 

billion increase to 400 billion cubic meter. (4)Huge consumer demand determined must formulate the national strategy , 

Advanced layout the natural gas industry chain. Make use of the national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to expand the 

natural gas resources in various fields, industrial sectors and multi-directional cooperation, with the the  market leading by 

buyer , regional natural gas energy community to establish energy community.(5)Strengthen gas benefits in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growth of reserves and production peak, continued to expand natural gas pipeline capacity and 

reserve capacity.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as price mechanism, expand consumption sphere,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gas industry,promote the process of low carbon energy structure.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193 
 

编号：NGGSF02A036 

苏中气田桃 2区块马家沟组上组合储层特征研究及评价分类 

 

石林辉1，2，王  宏 1，2，朱亚军 1，2，李武科 1，2，刘艳侠 1，2，张志刚 1，2，张  晨 1，2 

（1.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苏里格气田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710018； 

2. 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陕西 西安，710018） 

 

摘要：桃2区块上古气藏储层非均质性强，开发难度大，坚持上、下古气藏立体开发，综合利用现场资料，对马家

沟组上组合储层特性研究表明：该区储层岩性以含膏粉晶-泥粉晶白云岩为主，上组合马五1
3
段、马五2

2
段、马五4

1

段储层岩性发育较好。孔隙类型以晶间孔、溶蚀孔、洞为主，局部含有微裂缝。储层物性较差，平均孔隙度5.2％，

平均渗透率0.542×10
-3
μm

2
，并且两参数存在线性正相关，马家沟上组合储层以特低孔、低渗、强非均质性为特征。

通过对储集岩性、空间分布、孔隙度、渗透率、有效厚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储层分类评价，结合目前勘探开发

情况，分别选出马五段各小层中Ⅰ类和Ⅱ类有利富集区。并且指出了有利储层发育部位，提出了下一步勘探开发方

向。 

关键字：桃2区块；上组合；储层特性；储层分类评价 

 

1  概况 

桃 2 区块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的南部，苏里格气田中区东南部，其北部为桃 7 区块，西

部为道达尔国际合作区，东部紧邻靖边气田的西区，区块面积 790 km2（图 1-1）。因桃 2 区块上古气

藏储层非均质性强，连续性差，地质条件复杂，开发难度较大，所以桃 2 区块坚持上、下古气藏立体

开发，其中下古主要产气层位是马家沟组最上部的马五 1~马五 4 亚段（称上组合）。其岩性主要是含

硬石膏的白云岩和粗粉晶白云岩，总体上表现高频海平面变化浅水蒸发潮坪环境，潮上和潮间的含膏

云坪, 云坪为主，其中马五 13 段和马五 14a段为含硬石膏结核云坪；马五 22 段和马五 31段发育云坪。

为进一步证明了靖边气田主力产层具有向该区延伸的条件，目前对桃 2 区块下古气藏立体开发井 133

口，其中发现 125 口井钻遇下古含气显示，下古单试求产 28 口，平均无阻流量 19.2 万方/天，完全显

示出该区具有一定的下古生界天然气开发潜力。 

2  储层岩性特征 

该区马家沟组上组合为一套以白云岩为主的碳酸盐岩地层，含有少量的含灰云岩，含泥云岩，灰

质云岩、泥质云岩、含云灰岩、云质灰岩、灰岩和岩溶角砾岩等。白云岩体积百分含量约占 85%-97%，

方解石体积含量约占 0%-15%，局部见硅质、黄铁矿、伊利石。岩性总体上以含膏粉晶-泥粉晶白云岩

为主，马五 13 段、马五 22 段、马五 41 段白云岩含量整体比其他亚段高，岩性较纯，说明 桃 2 区块上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专项鄂尔多斯盆地大型低渗透岩性地层油气藏开发示范工程（编号：2011ZX0504）资助． 
作者简介：石林辉（1974-），男，工程师，现从事气田开发工作．电话 029-86978154．电话：13572443644． 
     E-mail: slh2_cq@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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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马五 13 段、马五 22 段、马五 41 段储层岩性特征较好。 
 

 
图 1  苏里格气田中区桃 2区块位置示意 

3  储集空间特征   

桃 2 区块气藏储集空间以晶间孔、溶蚀孔、洞为主，此类型孔隙大多属于次生孔隙，主要是后

期溶蚀、白云岩化等成岩作用形成，局部可见其他类型的孔、洞、缝等地质特征，此类型孔隙大多属

于原生孔隙，是由于压实、压溶、充填等成岩作用形成的孔隙。 

（1）溶蚀孔（洞）：由淡水对白云岩中的膏（盐）颗粒、结核、砂砾屑、藻球粒进行选择性溶蚀

而形成。其中地质特征表现为孔径较大，溶蚀孔（洞）大部分被淡水白云石、方解石及石膏呈新月形

示底半充填。白云石充填物较疏松，呈粗粉晶～细晶结构，晶间孔发育。溶孔发育段的储渗能力比较

高，并且孔隙度、渗透率参数比较大，储渗能力比较高，所以溶蚀孔（洞）是桃 2 区块储集层最主要

的储集空间如（图 a）。 ( 2）晶间孔: 晶间孔是指组成碳酸盐岩的矿物晶粒之间的孔隙。桃 2 区块上

组合岩性以白云岩为主，大部分为细粉晶白云岩，并且晶间孔发育。晶间孔孔径变化也较大，分布密

集，连通性好如（图 b）。 

（3）膏模孔: 

该区主要发育硬石膏晶体铸模孔和硬石膏结核溶模孔。硬石膏晶体溶解后形成的孔隙称硬石膏铸

模孔。膏模孔主要存在含膏盐质泥-粉晶白云岩中，孔隙具有硬石膏晶体独有的板状形态，硬石膏结

核溶解后形成的孔隙称石膏结核溶模孔，在三维空间和在平面上都近于圆状或椭圆状，硬石膏结核溶

模孔常被渗流物、石英、方解石、伊利石等化学充填半充填或全充填见明显的示底构造。是桃 2 区块

马家沟组最主要的储集空间 (如图 F）。 

（4）微裂缝 

碳酸盐岩岩性脆弱，裂缝较发育。该区的微裂缝主要有成岩缝，溶蚀缝和构造缝。裂合线产生溶

蚀扩大，沿裂面上生长粒状，晶形完好的方解石晶体。构造缝为主要是最有效的裂缝类型，由于构造

作用形成，该区以微裂缝较多，局部可见构造缝，多数见溶蚀和充填现象 (如图 d）。 

4  储集层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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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桃 2 区块上组合气藏经历了风化壳岩溶、层间岩溶、缝洞系岩溶三个成岩阶段,气层物性在

横向上和纵向上均较具明显的非均质性，总体表现为在低渗透背景上有局部中、高渗透井区，层间差

异明显，主力气层马五 13、马五 22 和马五 41 段物性差异比较突出。 

测井解释物性分析结果表明，桃 2 区块上组合气层孔隙度介于 1.13～10.96％，平均 5.2％；渗透

率介于 0.006～2.452×10-3μm2 之间，平均 0.542×10-3μm2，储层物性表现出低孔低渗的特征，通过电

测结果表明：马五 13 段孔隙度＞ 6.3 %，渗透率＞0.2×10-3μm2，有效厚度＞4m，可能试气产量比较好，

完全推断马五 13 段沉积时古地形处在构造相对高部位。马五 41 段孔隙度＞ 8.0 %，渗透率＞0.5×10－

3μm2，有效厚度＞3m，可能试气产量比较好，马五 41 段整体储层连续性好，但受构造西倾单斜影响，

马五 41 段储层普遍含水，以气水层的形式存在，马五 13 段储层的渗透性及含气性均要优于马五 41 段，

马五 13 段含气性好，是上组合主要的产气层。 

4.1  孔隙度和渗透率分布 

储集物性是沉积一成岩作用最后形成的储集空间特征，储层的孔隙度和渗透率是反映储层物性两

个最基本参数，也是决定储层油气数量和产能的关键参数。从测井资料解释统计表明，储层孔隙度最

小值 0.1%，最大值 13.29%，平均值 6.7%，样品频率分布主体集中大于 1%的孔隙度分布段占 34.9%，，

1%-2%的孔隙度分布段占 33.3%，2%-3%的孔隙度分布段占 22.2%，3%-4%的孔隙度分布段占 6.4%，

其次为 4%-5%的孔隙度分布段占 1.6%，小于 5%的占 1.6%，数据表明此层孔隙度的低值很多，高值

较少。渗透率最大值 162.81×10-3μm2，最小值为 0.01×10-3μm2，平均值为 3.939×10-3μm2， 样品频率分

布主体集中 0.01≤K＜0.1×10-3μm2 的占到了 76.19%，0.1≤K＜1×10-3μm2 的占到了 22.22%，1≤K＜

10×10-3μm2 的占到了 1.59% (如图 2）；数据表明此层的渗透率差，孔-渗间的散点图也表明孔隙度渗透

率低值很多，物性较差。总的来说，桃 2 区块马家沟组上组合储层以特低孔、低渗、强非均质性为特

征。 
 

 

 

 

 

 

 

 

 

 

图 2  桃 2 下古井区马五 13 储层物性参数直方图 

4.2  孔隙度和渗透率的相关性 

根据研究区测井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对桃 2 下古上组合的孔隙度-渗透率进行相关性分析。图 3-3

表明马五 13 储层孔隙度跟渗透率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但上组合储层孔隙度介于 4%-6%区间中，渗

透率低于 1.0×10-3μm2 很多，既低孔隙度区域渗流很弱。虽然研究层段为白云岩为主，但晶间微孔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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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存在，微孔间的连通性弱，这不利于气藏开发，若各层中存在微裂缝，依靠其沟通微孔的作用，能

够提高气体的渗流能力，所以在 6%-12%的低孔隙度区间，也存在一定数量的高渗值测点(如图 3）。 
 

 

 

 

 

 

 

 

图 3  桃 2 下古井区上组合储层孔-渗关系散点图 

4.3  储层孔隙结构特征 

层孔隙结构是指岩石所具有的孔隙和吼道的几何形态、大少、分布及其相反连通关系。依据对马

家沟组上组合岩心样品圧汞资料的分析下，可以将其孔隙结构分为以下 4 种类型 (如图 4）： 

（1）大孔中候型：该类孔隙结构的圧汞曲线具有宽缓曲线，排驱压力和中值压力低，最大进汞饱

和度较高，孔隙度和渗透率较好，说明孔隙结构的储层物性好，储集空间以溶蚀孔洞、晶间溶孔和裂

缝为主，组成孔（洞）缝网络，储-渗能力强，是上组合较好的储层孔隙组合类型。 

（2）中孔中-细候型：该类孔隙结构的圧汞曲线具有宽缓曲线，排驱压力和中值压力较低，最大

进汞饱和度较高，孔隙度和渗透率较好，说明孔隙结构的储层物性好，储集空间以晶间溶孔、膏模孔

孔和裂缝为主，储-渗能力强，是上组合主要的储层孔隙组合类型。 

（3）小孔细-微候型：该类孔隙结构的圧汞曲线呈向右略凸的较陡坡状，排驱压力和中值压力较

高，最大进汞饱和度较低，孔隙度和渗透率较低，说明孔隙结构的储层物性较差，储集空间以膏模孔、

晶间溶孔和裂缝为主，储-渗能力差。  

（4）微孔微候型：该类孔隙结构的圧汞曲线呈向右上凸的斜坡状，排驱压力高，最大进汞饱和度

较低，孔隙度和渗透率小，说明孔隙结构的储层物性差，储集空间以晶间孔、晶间溶孔等微孔隙为主，，

储集空间狭小，储-渗能力差。  
 

 

图 4 桃 2区块马家沟组上组合储层 4种孔隙结构类型的典型毛管压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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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储层分类评价 

本次研究在储层物性的特征基础上，根据岩性、毛管压力、孔隙度、渗透率、有效储层厚度、所

处的古岩溶地貌位置，并结合实际产量等综合参数，对桃 2 区块马五 1-4 段进行了储层分类评价（表

5-1）。 

I 类储层为马五 13 亚段最好储层，储集空间主要为弱充填泥粉晶白云岩晶间孔、晶间溶孔、硬

石膏结核溶孔、网状微裂缝复合型；孔隙度一般在 5~15％之间，渗透率在 0.2~19×10－3μm2之间，测

井含气饱和度在 75~90%之间，有效层厚度一般大于 1.6m，小于 3 m，无阻流量大于 20×104m3/d；主

要分布在潮上云坪和潮上灰云坪过渡带中，位于古岩溶斜坡上，受到表生期和埋藏期溶蚀作用的改造，

其储层物性较好，是上组合主要的产气层。 

II 类储层为较好的储层，储集空间主要为中等充填泥粉晶白云岩晶间孔、晶间溶孔、硬石膏结核

溶孔、网状微裂缝复合型；孔隙度一般介于 3-9%，渗透率介于 0.04～15×10－3μm2 之间，测井含气饱

和度在 80~70%之间，有效地层厚度大于 1.5～2.5m，无阻流量介于 20～5×104m3/d；发育在潮上云坪

和潮上灰云坪中，位于古岩溶斜坡上内部，受到部分表生期和埋藏期溶蚀作用的改造，具有较好的储

集性。 

III 类储层为中等～差储层，储集空间主要为强充填泥粉晶白云石晶间孔、晶间溶孔、硬石膏结核

溶孔、网状微裂缝复合型；孔隙度一般介于 2～5％之间，渗透率介于 0.02～1.22×10－3μm2 之间；测

井含气饱和度在 75~60%之间，有效地层厚度一般 1～2 m，无阻流量小于 5×104m3/d；主要分布于潮

上膏云坪及潮上灰云坪中，位于古岩溶残丘内部，基本上未受到部分表生期和埋藏期溶蚀作用的改造，

具有中等～差的储集性。 

IV 类储层为最差储层，储集空间主要为白云石晶间孔、微孔；渗透率介于 0.04～15×10－3μm2 之

间，，测井含气饱和度在 75~60%之间，有效地层厚度一般 1～2 m，无阻流量小于 0.8×104m3/d；发育

在潮上泥云坪、潮间上带、和潮上灰云坪中，空隙被石膏、白云石和石英等胶结物充填，不能做为储

集层。 
 

表 5-1  桃 2 区块马五 1-马五 4亚段储层综合分类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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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预测储层有利区分布 

利用测井解释资料，分析有效储层物性特征为基础，并且通过气层厚度、孔隙度、渗透率和含气

饱和度这 4 个参数对储层进行综合评价，建立上组合储层分类标准，结合古地貌特征、沉积相、白

云岩机有效储层分布规律等，预测有利区。总体上看，马五 13 段有效储层普遍发育，为主力产层，马

五 22 段有效储层在桃 2 区块北部较发育，马五 41 段有效储层在桃 2 区块分布比较零散，预测桃 2 区

块上组合储层有利区面积 749km2。根据储层分类评价结果,结合储层有效厚度及其它相关参数，做出

上组合各小层综合分类评价图（图 6）。可见，上组合各小层主要以 I 类、II 类储层为主，其中 I 类储

层有 7 个有利区、II 类储层有 10 个有利区。根据桃 2 区块储层有利区分布规律，进行井位部署，进

一步落实勘探开发方向（图 7）。 
 

 

 

 

 

 

 

 

 

 

 

 
 

 

图 5 桃 2区块上组合岩心与镜下储层空间特征类型 

a) 陕 147，马五 41 ，纹层状泥晶石灰岩。硬石膏结核溶模孔发育，被泥晶方解石半充填。 

b)  陕 223，马五 41 ，粉晶白云岩，见晶间孔和晶间溶孔, 密集均匀分布，连通性好。 

c) 陕 223，马五 41，细-中晶石灰岩，方解石呈白云石晶形。 

d) 图 3-4 陕 225，马五 32，泥晶云岩，见棒状石膏，裂缝中充填方解石。 

e) 召 88 井,3328.99m，马五 13 ，含硬石膏结核纹层状泥晶白云岩 

f) 陕 225，马五 41，孤立膏模孔发育，加石膏试板 

           

7  结论 

（1）桃 2 区块马家沟组上组合主要岩性为白云岩，其次为灰岩、含膏云岩，云质泥岩和泥岩，含少

量的云质凝灰岩和泥质凝灰岩，马五 13 段、马五 22 段、马五 41 段白云岩含量整体比其他亚段高，，岩

性较纯，是上组合较好的储集层。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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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桃 2 区块马家沟组上组合储层的储集空间类型主要是次生孔隙，溶洞和裂缝，原生孔隙见鸟眼

构造，次生孔隙又以硬石膏结核溶模孔和非组构造选择溶蚀孔为主，其次是晶间溶蚀孔。 

（3）桃 2 区块马家沟组上组合储层孔隙度和渗透率参数低,其呈现一定的线性关系，但局部出现高点

值，说明储层以特低渗、强非均质性为特征。 

（4）对储层岩心进行压汞实分析，刻画其压力曲线变化趋势，推算压汞参数变化规律，将储层孔隙

结构分为以下 4 种类型，并且划出相对应的储集空间类型。 

（5）在沉积相、孔隙、储层有效厚度及储层物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储层评价，结合目前勘探开

发情况，对研究区马家沟组上组合各小层有利储层分布进行了预测。指出了有利储层发育部位，提出

了下一步勘探开发方向。 

 

图 6 桃 2区块上组合有利区分类评价            图 7 桃 2 区块上组合有利区产建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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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临兴地区奥陶系马家沟组丘状地震反射的地质意义 1 
 

孙晗森，孙建平 

（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100011） 

 

摘要：近年来大规模油气勘探研究表明，鄂尔多斯盆地下古生界具有良好的勘探前景。中奥陶统海相碳酸盐岩是目

前最主要的勘探层系。中奥陶统岩相古地理表明，临兴地区在中奥陶世马家沟期，受中央古隆起和台地边缘地形的

控制，整体处于碳酸盐岩台地沉积局限-蒸发台地亚相。通过对临兴区奥陶系马家沟组地层的地震反射特征分析，

发现有丘状反射存在，其内幕反射空白、杂乱，与围岩的地震反射特征明显不同；丘状的顶部披盖、厚度加大、两

侧上超，在丘状内幕存在低速眼状效应。这些反射标志都表明临兴地区及其周边地区奥陶系地层可能存在生物礁。

这些认识对于加大研究区中奥陶统的勘探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鄂尔多斯盆地；临兴地区；海相储层；碳酸盐储层；生物礁 

 
0  引言 

近几十年来，鄂尔多斯开展了大规模油气勘探，下古生界展示了较好的勘探前景。现有研究揭示

奥陶系主要的储集类型包括盐下储集体、风化壳岩溶储集体、白云岩储集体、重力流储集体和生物礁

储集体。加里东运动形成的大规模古岩溶风化壳是最有利的储集体，在该储集体中目前已发现靖边大

气田。其他储集体的勘探虽然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存在较大的勘探潜力。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是

否广泛发育生物礁以及生物礁的识别是目前业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对鄂尔多斯盆地东部临兴地区

的生物礁进行识别研究，试图开拓鄂尔多斯盆地下古生界油气勘探新领域。 
1  鄂尔多斯盆地中奥陶统区域地质背景 

华北地区早古生界仅发育寒武系、中、下奥陶统，一般厚度 1000-1600m，构成三个海进旋回[1]。

府君山期发生早古生代初期海进旋回，兴凯运动（昌平上升），华北地台上升，经受短期的剥蚀，到

馒头组、毛庄组、徐庄组发生第二次海侵，漫及全区，张夏组达到了最大的海泛面。晚寒武世，在地

台中部及北部，长山组厚度变化大，竹叶状灰岩的竹叶表面氧化圈发育，常缺失某些化石带，反映地

壳升降差异较大。早奥陶世，海盆从南向北萎缩。至中奥陶世，形成一个以广海为主的沉积环境。中

奥陶统峰峰组（八陡组），海盆南北翼上升为陆，向盆地中部收缩，峰峰组沉积之后，华北地区发生

了加里东运动，导致大规模的海退，到晚奥陶统末最终从华北地台西缘鄂尔多斯地区退出。鄂尔多斯

地区位于华北地区西部，其早古生界地层叠置在中元古界箕状断陷沉积层之上，为隆坳相间构造格局。

鄂尔多斯盆地西南部发育中央隆起，北部横亘伊盟隆起，盆地海相沉积地层受东部华北浅海和西南部

秦岭深海的影响（图 1）。依据岩性组合特征，将盆地内中奥陶统马家沟组自下而上分为 6 个岩性段，

1作者简介：孙晗森，男，1973 年 10 月生，1998 年获成都理工大学硕士学位，现为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研究中心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油气田勘探开发研究及管理工作。Email:sunhs@cnoo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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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马一至马六段，其中马六段对应邻区的峰峰组[2]。 

 
图 1  鄂尔多斯地区马家沟组岩相古地理格架（据苏中堂等，2012修改） 

2  鄂尔多斯盆地中奥陶统沉积类型及其特征 
根据野外露头和钻井的岩石学、古生物、沉积构造和沉积层序等特征，结合测井、地震及区域地

质特征，将鄂尔多斯中奥陶统划分为碳酸盐台地沉积、台地边缘沉积和深水斜坡-海槽沉积 3 大沉积

类型[3]。 

碳酸盐台地沉积是鄂尔多斯分布最广的一类沉积类型，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可进一步划分出蒸发

台地亚相、局限台地亚相和开阔台地亚相。 

台地边缘为浅水台地与深水斜坡之间转折部分，可进一步划分为台地边缘浅滩、台地边缘生物礁

和台地前缘斜坡亚相，主要分布在盆地西南缘靠近秦岭深海。 

位于台前斜坡的外侧，由大陆斜坡很快进入深水海槽-盆地，主要发育在河西走廊一带和西南缘。 
3  鄂尔多斯盆地中奥陶统岩相古地理 

通过近年来大规模勘探，在下古生界内幕及奥陶系顶部的风化壳发现了多套地层中的油气显示，

尤其是靖边气田的发现，揭示鄂尔多斯下古生界具有较好的勘探前景，引起众多的石油勘探工作者对

有关区内下古生界的古生物、地层层序、构造演化、岩相古地理以及含油气系统等方法已展开了广泛

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4-6]。 

（1）中奥陶统早马家沟期 

早马家沟期，即马一、马二和马三期。从中奥陶世开始鄂尔多斯发生大规模海侵，海水的大量入

侵，使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发育广阔的浅水碳酸盐岩台地沉积，由伊盟古陆、中央古陆及其他海水覆

盖区构成了本区隆坳相间的构造格局，除台地外侧的西南缘凹陷外，在中东部的陕北一带构成另一个

沉积中心，并形成陕北含膏盐湖沉积，在其外侧依次发育含膏云坪、云坪和云灰坪沉积，最外侧为开

阔台地相沉积。 

（2）中奥陶统晚马家沟期 

晚马家沟期，即马四和马五期。中奥陶统晚马家沟期海侵扩大，中央古陆面积减小，但基本保持

早马家沟期的古构造格局，主要发育膏盐湖、含膏云坪、云坪和开阔台地沉积，西南侧开始发育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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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缘斜坡沉积。 

(3) 中奥陶统峰峰期 

峰峰期对应于马六期，整个鄂尔多斯地区除了几个古陆，几乎全为海水覆盖。由于受加里东运动

的影响，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被风化剥蚀，仅在局部残存了 10 米的深灰色泥粉晶灰岩，在鄂尔多斯西

南缘沉积齐全，南部底层厚度达 500m 以上，西部 90～200m，在贺兰山 -香山地区可厚达近 1000m。

鄂尔多斯全区在峰峰期为开阔台地沉积，向外依次发育台地边缘浅滩、台地前缘斜坡及深水斜坡-海

槽沉积[7]。 

综上所述，临兴地区在中奥陶世马家沟期，都处于同一沉积环境，即碳酸盐岩台地沉积局限-蒸

发台地亚相[8]。 
4  局限-蒸发台地沉积与生物礁的联系 

1、根据北密执安盆地的塔礁、堤礁与礁间的碳酸盐岩和蒸发岩旋回的对比研究，揭示了礁的发

展与蒸发岩的发展之间的特殊性，海侵条件下，在有利礁的形成；海退条件下有利于蒸发岩的形成[9]。

鄂尔多斯盆地东部早奥陶世属膏盐湖沉积，奥陶纪马家沟期马一、马三、马五段是蒸发盐岩沉积的鼎

盛时期[10]。 

2、干旱气候潮坪的垂向层序从下往上是碳酸盐－蒸发盐岩序列。潮坪环境中的各类藻叠层石相应

也会形成藻叠层类的垂向层序，从潮下、潮间到潮上，藻层石形态从柱状、穹隆状过渡到波状、纹

层状。以叠层石为造架生物的生物礁，会随着潮坪环境的变迁出现宝塔状外形。鄂尔多斯盆地东部

奥陶纪马家沟期受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影响，膏盐湖沉积与潮坪沉积交替出现，从而形成了白云岩

与膏盐岩相互夹持的剖面序列[10]。 

3、局限台地泻湖为静水灰泥沉积，其中可发育大量海百合、绿藻、腕足类、介形虫等造礁生物，

为生物礁提供物质基础。 

4、礁丘一般在大陆边缘比较发育。但中奥陶世初期，许多大陆边缘遭受大陆碰撞和造山运动的

破坏，同时在大陆上的克拉通内部形成坳陷的某些部位，也具备了类似陆架边缘环境，适于礁生长，

因此造成了礁在盆地内部的发育。如北美、西欧、北非及澳大利亚等地，都在此时形成了人们了解得

比较清楚的生物礁。 
5  临兴地区中奥陶统生物礁存在的可能性 

临兴地区目前没有钻遇奥陶系灰岩的钻井资料，但是通过邻区榆 9 井钻井资料及临兴地区新采

集的二维地震剖面可确定本区的奥陶系及寒武系地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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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临兴地区 ZLLX-2011-01线下古生界地震反射特征 

 
图 3  临兴地区 ZLLX-2011-01线马家沟组地层中的丘状反射 

 
图 4  临兴地区 ZLLX-2011-06线马家沟组地层中的丘状反射 

 
图 5  柳林地区沙曲三维区 line490线马家沟组地层中的丘状反射 

通过对 zllx-2011-01、zllx-2011-06 线及柳林地区沙曲三维 line490 奥陶系马家沟组地层的地震反

射特征的分析，发现有丘状反射存在，其内幕反射空白、杂乱，与围岩的地震反射特征明显不同。而

且丘状的顶部披盖、厚度加大、两侧上超（图 3、4、5），在丘状内幕存在低速眼状效应（图 6）。这

些反射标志都已被证实为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礁[11][12]。图 6 清晰显示奥陶系生物礁内幕频率降低，

存在平点现象，具有赋存烃类流体的典型特征。 

以上证据表明，临兴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奥陶统可能存在生物礁。 
6  生物礁油气藏模式 

多数生物礁为石化白云岩与膏盐岩共生，生物礁内白云岩是良好储层，膏盐岩为优质盖层，如果

发育这种储盖组合，再加上生物礁本身可以作为良好的烃源岩，有条件形成大油田、大气田，这是国

内外碳酸盐岩油气勘探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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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建议 
1) 奥陶系碳酸盐岩在我国华北板块分布广泛，具广阔的油气前景和研究价值，其中生物礁与油气

生、储、聚集之关系的研究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一旦取得成功，整个华北地区的油气勘探思维和领

域都将发生重大改变。 

2) 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的丘状反射，至少有一部分属于以藻类生物为主的礁丘，且具有生气、含

气前景。 

3) 建议在 zllx-2011-01 对应的丘状反射位置部署探井对以上地质解释进行验证。 

 
图 6  低速眼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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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from domal seismic reflection of Ordovician Majiagou 
Formation in Linxing area of Ordos Basin 

 

Sun Han-sen，Sun Jian-ping 

(China United Coalbed Methane Co. ,Ltd. ,Beijing 100011,China) 

 

Abstract: Recent researches of exploration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lower Palaeozoic strata of Ordos Basin has 

promising exploration prospect, and the Middle Ordovician marine carbonate reservoir is the major target for exploration. 

The Lithofacies paleogeography in middle Ordovician indicates that Linxing Area was controlled by central uplift and 

platform margin terrain, and the the main sedimentary is restricted-evaporate platform. I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seismic 

reflection of neighbouring strata that seismic refl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rget strata in Linxing Area is  buninoid 

reflection, and the inside reflection is blank and complicated. The mounded onlap is thick, and easy to detect by low-speed 

eye effect. The reflection signs indicates the existence of reaf in Ordovician strata of Linxing Area and neighbouring areas, 

which implies the promising exploration of Ordovician strata. 

Key words: Ordos Basin; LinXing area; Marine Facies; Carbonate; R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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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玛湖凹陷天然气地球化学与成因研究 

 

陶柯宇 1，王俞策 1，马万云 2，任江玲 2，向宝力 2，曹  剑 1 

（1.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2.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实验检测研究院，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摘要：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玛湖凹陷是国内外著名的湖相富烃凹陷，其勘探依烃源岩发育背景分析，应油气并举，但

目前的发现以原油为主。为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本文对研究区内已发现的天然气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地球化学分析，

在此基础上，结合烃源发育背景，剖析了天然气成因，划分了类型，讨论了资源远景。结果表明，研究区目前所发

现的天然气总体可分为 3类，分别是下二叠统风城组来源油型气、石炭系/下二叠统佳木河组来源煤型气以及中二

叠统下乌尔禾组来源煤型气，并以前两类为主，是今后区域天然气勘探的主要目标。其中，第一类风城组来源油型

气至少存在两期成藏，分别生成了相对低成熟原油伴生气与成熟-高成熟的热解气，晚期可能还可能有少量油裂解

气；相比而言，第二类石炭系/下二叠统佳木河组来源煤型气则以高成熟-过成熟干酪根裂解气为主。今后区域天然

气勘探应首先围绕凹陷区的深大背斜展开，资源类型既包括干酪根裂解气，也包括油裂解气。 

关键词：天然气；碳同位素；轻烃；风城组；玛湖凹陷；准噶尔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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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A039 

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和成因类型 1 

 

陶小晚 1，马德波 1，周春蕾 1，李婷婷 1，黄金华 2，朱文平 2 

（1.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新疆 库尔勒 841000） 

 

摘要：库车坳陷是塔里木盆地天然气的主力产区，在不同构造带发育了一批大型气田及少量油田。本文对库车坳陷

不同构造带烷烃气及非烷烃气组分含量、同位素特征及分布规律进行了详细、系统研究，探讨了天然气成因，成熟

度、扩散作用和散失作用对异构比的影响，并对油气运移路径进行了推测。形成以下主要认识：（1）天然气地化特

征具有南北分带、东西分异特征。南北分三带、东西分三段。以克拉2和克深气田为中心，向东、西两段天然气干

燥系数分别变小。每段从北向南天然气干燥系数变小，其中中间段天然气运移最远。（2）碳同位素系列具有三种类

型：正碳同位素系列、碳同位素部分倒转系列和负碳同位素系列。碳同位素系列部分倒转为主要类型，表明成藏过

程中天然气经历了明显的散失；少量样品为负碳同位素系列，是由于早期储层中天然气充足较弱，后期散失比例较

大导致的；而正碳同位素系列天然气样品主要位于成藏后保存条件较好的地区。早期形成的天然气，向上散失，形

成甲烷同位素相对较轻的天然气，如东秋5井区。侏罗系沉积前古构造对前缘隆起带油气分布具有控制作用，盐层

相对较厚、远离断裂多期活动的地区是理想的前景区。 

关键词：库车坳陷；天然气；碳同位素；成因；来源 

 
  

作者简介：陶小晚（1981-），男，河北石家庄人，高级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油气成藏研究． 
E-mail: taoxiaowan@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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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A040 

玻利维亚重点盆地天然气形成条件与勘探潜力1 

 
田纳新，姜向强，郭金瑞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基于对玻利维亚区域构造演化与沉积充填特征的分析，研究盆地烃源岩、储集层及盖层条件等油气成藏地质

条件的差异，分析盆地勘探潜力。玻利维亚沉积盆地是在前寒武系基底基础上发育起来的叠合盆地，盆内依次充填

了古生代克拉通边缘海相沉积层序、三叠纪-白垩纪裂谷海相-海陆过渡沉积层序和晚白垩世至今前陆陆相沉积层序，

3 套沉积层序中发育不同生、储、盖组合，具有良好的油气勘探前景。通过对查科、马德雷德迪奥斯、贝尼等 3 个

重点盆地油气成藏地质条件的综合对比分析，认为查科和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油气成藏地质条件优越，优质烃源岩

发育，盖层和后期保存条件好，油气勘探潜力较大。 

关键词：查科盆地；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贝尼盆地；资源潜力；玻利维亚 

 

1  玻利维亚油气勘探开发概况 

玻利维亚是南美洲的一个内陆国家，地表条件复杂，东部和东北部大部分为亚马逊河冲积平原，

中部为山谷地区，属安第斯山东麓，西部为玻利维亚高原，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是南美洲重要的天

然气生产国，境内发育查科(Chaco Basin)、马德雷德迪奥斯(Madre De Dios Basin)、贝尼(Beni Basin)

等含油气盆地（图1），拥有仅次于委内瑞拉的南美洲第二大天然气田（San Alberto）。截至2014年底，

三个盆地累计发现油气藏140个，发现2P油气可采储量12483.11百万桶当量[1-3]，其中，石油

1760.92MMbbl；天然气64333.1Bcf（表1）。油气资源比较丰富，勘探程度较低，具有很大的勘探潜力。 

玻利维亚石油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比较好[4]，逐渐成为中国油公司投资的目标区。本文以主力含

油气层系为核心，采用地质分析－统计模型资源评价方法和类比法，评价了重点盆地油气成藏组合的

资源潜力，指出了各盆地的重点勘探领域，为中国油公司开拓玻利维亚油气市场提供依据。 
表 1  玻利维亚重点盆地勘探概况一览表 

盆地名称 

盆地 

面积 

（km2） 

已发现油气

田数量 

(个) 

已发现 2P 可采储量 勘探程度 

石油 

（MMbbl） 

天然气 

（Bcf） 

凝析油 

（MMbbl） 

油气当量 

（MMboe） 

探井数

（口） 

井控面积

（km2/口） 

二维测线

（km） 

二维地震密度

（km/km2) 

三维地震面积

(km2) 

三维地震密度 

(km2/km2) 

查科 284672 133 477.18 62326.37 1238.24 12103.15 546 521 33143 0.12 13092 0.05 

马德雷德

迪奥斯 
307837 4 1 2000.2 32 366.37 14 21988 13700 0.04 - - 

贝尼 154376 3 12.5 6.53 13.59 8 19297 9400 0.06 930 0.01 

合计 746885 140 490.68 64333.1 1270.24 12483.11 568 

                                                              
基金项目：中石化重大科研项目“南美重点盆地油气资源潜力评价”（编号：P12007)资助． 
作者简介：田纳新（1968-），高级工程师，博士，2006 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现主要从事海外含油气

盆地资源潜力评价工作．电话：010-82312316．E-mail：tiannx.syky@sinop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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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IHS，-为未收集到相关资料。 

 

 
图 1  玻利维亚重点盆地及油气田分布 

2  区域构造演化与沉积充填特征 

玻利维亚位于安第斯褶皱系中段及其东侧，山脉宽度大，并向南北两端递减。主要含油气盆地位

于褶皱山系和与南美地台之间，沿安第斯山前延伸并平行于该山系，自西向东依次为冲断带、前渊带

和斜坡带。冲断带为活动的“安第斯”岩浆弧和冲断褶皱带，以发育大致平行的叠瓦状高角度逆冲断层

为主要特征；前渊带是强烈造山带的逆冲终止位置，发育少量近南北向高角度逆冲断层和走滑断层；

东侧为前寒武纪的巴西地台。各盆地西陡东缓，构造变形由西向东逐渐减弱；盆地中多发育中新生代

沉积，斜坡带上沉积盖层向东逐渐变薄甚至尖灭，上覆于基底（前寒武系-古生界）之上（图 2）。 

这些前陆盆地从古生代开始发育，经历了古生代克拉通边缘盆地、三叠纪-白垩纪裂谷盆地和晚

白垩世至今前陆盆地三个演化阶段[5]。位于玻利维亚境内的前陆盆地，裂谷阶段不发育[6]，是安第斯

褶皱带东侧前陆盆地中发育古生界并发现商业油气流的盆地群。 

2.1  古生代克拉通边缘阶段 

区内前寒武系基底为变质岩；寒武纪，现今盆地处于克拉通边缘；奥陶纪受西部板块边界活动的

影响[7，8]，逐渐发育张扭性断裂，沉积了一套灰黑色硬的层状页岩和砂岩；志留系以硅质黏土岩、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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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砂质页岩和冰碛岩为主。  

至泥盆纪，断层活动进一步增强，盆地沉降加剧，沉积物分布广泛，由暗灰色泥岩、页岩、粉砂

岩和砂岩组成，暗色泥岩是重要的烃源岩（图 3）。早海西运动（石炭纪），劳亚大陆和冈瓦纳大陆碰

撞、拼合，结束了盆地的沉降，受区域挤压作用影响，扭性断裂开始发育，形成了盆地边界。下石炭

统以粗砂岩和细砂岩夹杂粉砂岩、灰色页岩、富含煤和以陆相、浅海相和河流相沉积为代表的有机质

夹层组成；上石炭统为绿色砂岩、红色粉砂岩和硬石膏。石炭纪末至二叠系，主要为一套浅水碳酸盐

岩沉积。 

 

 

 

 

 

 

 

 

 

 

 

 

 

 
图 2  过玻利维亚重点盆地典型地质剖面 

2.2  裂谷阶段 

晚海西造山运动的区域性抬升，造成该区三叠纪-早白垩世沉积间断。晚白垩世早期受大西洋张

开等区域性拉张作用影响，盆地整体坳陷；晚白垩世末期，开始了安第斯山的挤压造山运动，早期控

制盆地发育的断层发生构造反转。白垩系覆盖全区，与二叠系呈不整合接触，向西北方向减薄，向东

北方向延伸至巴西地盾。为一套三角洲沉积的砂泥岩互层（图 3）。 

2.3  前陆阶段 

晚白垩世末至今，随着逆冲断层带侵入，前陆盆地开始沉降并向克拉通方向迁移。古近系-新近

系主要以红色河流相沉积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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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玻利维亚重点盆地地层综合柱状图 

3  油气地质特征与对比分析 

3.1  烃源岩 

玻利维亚境内发育泥盆系、石炭系和二叠系等多套烃源岩，以泥盆系最为重要（表 2）。 
表 2 玻利维亚主要含油气盆地烃源岩特征（IHS，2015） 

盆地  烃源岩  岩性  厚度（m）  TOC（%） 
S1+S2 均值

（mg/g） 
Ro（%） 

干酪根

类型 

备注 

马德雷德

迪奥斯 

泥盆系 Cabanillas 群  浅海泥岩  100‐400  0.5‐3  1.1  0.5‐1.2  Ⅲ  主要 

下石炭统 Ambo组  页岩    1‐15  ‐‐    Ⅱ/Ⅲ  

二叠系 ENE组  页岩、碳酸盐岩    2.5‐5.6  ‐‐    I   

贝尼  泥盆系 Tomachi 组  页岩  100‐600  ——    ——  ——  主要 

查科 
中‐下泥盆统 Los 

Monos 组 
浅海泥岩  200‐700  0.5‐3.5    0.5‐1.6  Ⅱ/Ⅲ  主要 

（1）泥盆系烃源岩 

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泥盆系 Cabanillas 群的海相泥岩，主要分布在盆地南部的前渊带和冲断带内，

干酪根类型以Ⅲ型为主，少量Ⅱ型。通过秘鲁境内 Pariamanu 1x 井、Los Amigo 2x 井、Puerto Primo 2x

井的埋藏史分析，生烃门限深度约 2500m，存在两次生烃高峰期，分别为晚二叠世-晚侏罗世和晚白

垩世至今。总体上，越靠近安第斯山前，TOC 值越大，成熟度越高（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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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玻利维亚重点盆地主力烃源岩分布及 Ro 等值线图 

查科盆地中-下泥盆统 Los Monos 组烃源岩为一套浅海相-三角洲相沉积，盆地西侧厚度超过

1500m，有机质类型以Ⅱ、Ⅲ型为主，平均总有机碳含量约为 1%，最高的已知含氢指数超过500mg HC/g 

TOC，以生气为主。盆地西部的 Guanacos 井，有机质含量 3.5%，San Juan-x2 井有机质含量 2.5%。

与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泥盆系 Cabanillas 群烃源岩对比，有机质类型和丰度基本相同，成熟度略高。

也存在两次生烃高峰期：早二叠世-早侏罗世和新近纪。 

（2）石炭系烃源岩 

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下石炭统 Ambo 组有机质类型以Ⅲ型为主，TOC 在 1.2%-15%之间，HI

偏低，主要分布在盆地西南部，属沼泽和泛滥平原沉积。贝尼盆地安第斯褶皱带烃源岩资料显示，密

西西比亚系和宾夕法尼亚亚系海相-过渡相地层有机质丰富，演化程度为不成熟-过成熟。 

（3）二叠系烃源岩 

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二叠系 Ene 组有机质类型以 I 型为主，TOC 在 2.5%-5.6%之间，HI 高，达

440-795mg HC/g TOC，OI 较低，为 11-21mg CO2/g TOC，属局限台地或泻湖环境沉积。油岩对比表

明，盆地西北部 Urubamba 次盆的 Candamo-1x 井的凝析油气源自 Ene 组。 

3.2  储集层 

储集层发育层位跨度大，包括古生界的志留系、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和中生界的三叠系、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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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系、白垩系以及新生界的古近系和新近系都有发育，以泥盆系-石炭系和白垩系砂岩储层为主（表 3）。 
表 3   玻利维亚主要盆地储集层特征（IHS，2015） 

盆地  储层名称  沉积相  岩性  厚度（m） 
平均孔隙度

（%） 

平均渗透

率（mD） 

马德雷德迪

奥斯 

泥盆系 Cabanillas 群  三角洲  砂岩  80  6‐17  10‐80 

下石炭统 Ambo组  滨海相  砂岩  52  14‐21.4  10‐100 

上石炭统 Tarma 组  滨浅海相  砂岩  100‐150  6‐27.9  10‐150 

白垩系 Chonta 组和

Vivian 组 
河流  砂岩  50‐90m  9‐30  199‐876 

贝尼  泥盆系 Tomachi 组  浅海  砂岩  0‐1000  6‐7  —— 

查科 

泥盆系 Tarabuco 组、

Iquiri组和 Santa Rosa组 
三角洲  砂岩    11‐15  —— 

上石炭统 Tupambi组  河流  砂岩  200‐400  9‐15   

渐新统‐中新统  河流相  砂岩  >1000  18‐23   

泥盆系储层：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 Cabanillas 群虽以泥岩为主，但位于盆地中西部的 Los 

Amigos-2x 井钻遇该套砂岩，有效厚度约 80m，测井解释孔隙度 6%-17%，渗透率 10-80mD，为一套

海退三角洲沉积；东部的 Pando 井也发现净厚度 11m 的物性良好的砂岩。查科盆地泥盆系 Tarabuco

组、Iquiri 组和 Santa Rosa 组均为石英砂岩，孔隙度 11%-15%，以产气为主，盆地内大部分天然气集

中赋存于这三套砂岩中。 

石炭系储层：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下石炭统 Ambo 组顶部发育一套滨海相砂岩，净厚度约 52m，

净毛比 0.4，孔隙度 14%-21.4%，渗透率 10-100mD，分布广泛。上石炭统 Tarma 组为滨浅海相沉积，

厚度 100-150m，净毛比 50%-70%，砂岩有效厚度 60-120m，孔隙度 6%-27.9%，平均 14%，渗透率

10-150mD，横向展布较稳定，是盆地最主要的储层。查科盆地宾夕法尼亚系 Tupambi 组为中等粒度

的石英砂岩，厚度 200-400m，孔隙度 9%-15%。 

中生界储层：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白垩系 Chonta 组和 Vivian 组砂岩也是较好的储层，为一套低

位域的河流相沉积，逆冲带和前渊区厚度大，向斜坡区减薄。砂岩毛厚度 50-90m，孔隙度 9%-30%，

渗透率 199-876mD。查科盆地白垩系砂岩为次要储层。 

新生界储层：查科盆地渐新统-中新统 Petaca 组和 Yecu 组河流相砂岩厚度超过 1000m，孔隙度

18%-23%。 

贝尼盆地自上而下发育多套砂岩储层，宾夕法尼亚亚系-下二叠统灰岩也是潜在的储层。 

3.3  盖层 

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发育多套区域性和局部盖层，区域性盖层包括 Cabanillas 群泥岩、石炭系

Ambo 组泥岩、二叠系 Copacabana 组碳酸盐岩以及古近系-新近系泥岩。局部盖层有二叠系 Ene 组泥

岩和白垩系 Chonta 组泥岩。纵向上构成两套主要的储盖组合：上部白垩系 Chonta 组和 Vivian 组砂岩

储层与古近系-新近系泥岩盖层；下部石炭系 Ambo 组、Tarma 组和泥盆系 Cabanillas 群砂岩储层与二

叠系 Copacabana 组碳酸盐岩、Ambo 组和 Cabanillas 群泥岩盖层。 

查科盆地发育 4 套区域盖层：志留系泥岩、泥盆系 Los Monos 组泥岩、二叠系 Emborozu 组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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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石灰岩、渐新统 Vitiacua 组泥岩。 

3.4  圈闭 

盆地的圈闭主要形成于二叠纪、白垩纪。二叠纪末，盆地发生区域性抬升构造运动，古生界地层

遭受剥蚀，可形成地层不整合圈闭；白垩纪末期以来的安第斯造山运动，形成一系列挤压背景下的构

造圈闭，同时对早期已经形成的圈闭有着强烈的改造作用。盆地发育构造、构造-地层等多种类型的

圈闭（图 5）。不同构造单元，圈闭的发育类型和发育程度明显不同：盆地西部和西南部冲断带发育

与逆冲褶皱带有关的构造圈闭，包括逆冲断层下盘背斜、上盘前缘背斜、反向冲断层前缘背斜、双逆

冲断层夹持的背斜、逆冲带内缘背斜等；前渊带发育地层、低幅构造圈闭；斜坡带发育低幅构造、岩

性和地层圈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图 5  主要圈闭样式 

①背斜圈闭②地层削截圈闭③低幅度背斜圈闭④断层圈闭⑤地层超覆圈闭⑥岩性圈闭 

 

3.5  油气生成与聚集 

三个盆地主力烃源岩均为泥盆系-石炭系，且成熟烃源岩主要分布在冲断带和前渊区，油气必须

通过垂向和侧向运移才能聚集成藏。具有晚期生烃、晚期成藏的特点。 

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目前发现的油气主要位于逆冲带白垩系砂岩，斜坡带石炭系仅有次经济特点，

具有长距离运移的特征，运移距离 50-200km（图 6）。 

查科盆地西部生烃中心的上泥盆统 Los Monos 组烃源岩存在两个排烃期，第一个生烃期在早二叠

世-早侏罗世，烃类主要以早期形成的断裂和泥盆系-石炭系砂岩为运移通道作垂向和侧向运移，并在

早期形成的圈闭中聚集；第二个高峰期在新近纪，与安第斯造山运动同期或稍晚，由于强烈的造山运

动形成沟通油源的深大断裂为油气垂向运移打开通道，向上运移至第四系。 

3.6  油气成藏差异性分析 

油气成藏一般需要“生、储、盖、圈、运、聚、保”7 个基本要素，综合分析认为，玻利维亚 3

个盆地控制油气成藏的关键因素有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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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逆冲褶皱带：发育大量的走滑压扭和逆冲推覆构造，圈闭形成期与主生烃期一致是油气成

藏的关键。在前陆盆地形成或早期盆地改造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类型多样的构造和地层圈闭，绝大多

数圈闭形成于晚白垩世-中新世以来的走滑挤压应力或逆掩推覆挤压作用下，圈闭形成期与烃源岩主

生烃期一致，有利于油气聚集成藏[9]。 

 

图 6  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油气聚集模式 

（2）斜坡带：优质砂岩输导层与断裂构成良好的油气运移通道和储集条件，断裂极大地沟通了

油气垂向运移的能力，断裂+不整合+渐-中新统良好的砂岩输导层为油气侧向长距离运移提供了良好

的通道。 

由于玻利维亚盆地勘探程度低，资料分散且有限，笔者重点从烃源岩条件、圈闭条件和保存条件

等方面对 3 个重点盆地的油气成藏地质条件进行对比分析（表 4）。 
表 4  玻利维亚重点盆地成藏地质条件评价表 

盆地 烃源岩 储集层 

保存条件 综合评价

级别 盖层 后期构造改造强度 

马德雷德迪奥

斯 

优越，发育泥盆系、下石炭统

两套海相页岩、泥岩优质烃源

层，前渊带生气，斜坡带生油。 

优越，发育泥盆系﹑石炭

系、白垩系多套砂岩储层。 

优越，泥盆系、石炭系、古近

系多套泥岩和二叠系碳酸盐

岩。 

较强，前白垩系地层抬升

剥蚀强烈，断层发育。 
Ⅱ 

贝尼 

发育泥盆系、下石炭统海相泥

岩烃源层和上石炭统碳酸盐岩

烃源岩。 

较好，发育多套砂岩和石

炭系灰岩 

中新统 Quendeque 组，泥盆系、

石炭系和二叠系盖层。 

较强，逆冲褶皱强烈，地

层抬升剥蚀严重。 
Ⅲ 

查科 
优越，主要发育中-下泥盆统海

相泥岩烃源岩，以生气为主。 

较好，发育泥盆系、石炭

系、渐新统-中新统多套砂

岩储层 

优越，志留系、泥盆系、渐新

统泥岩和二叠系泥岩、石灰岩

多套区域盖层。 

较强，地层抬升剥蚀强烈，

断层发育。 
Ⅰ 

（1）烃源岩差异 

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和查科盆地泥盆系-石炭系烃源岩条件优越，前者逆冲带和前渊带生气，斜

坡带生油；后者以生气为主。贝尼盆地构造剧烈，烃源岩演化差异大。 

（2）圈闭条件差异 

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逆冲带窄，前渊和斜坡带宽缓，低幅构造圈闭和地层圈闭发育；查科盆地逆

冲带宽，可形成各类构造圈闭，斜坡带地层较薄，可发育低幅构造和地层圈闭；贝尼盆地夹在高地和

褶皱带之间，以发育构造圈闭为主。 

（3）保存条件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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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和查科盆地均发育多套区域性泥岩盖层，中生界白垩系盖层非常重要；贝尼

盆地构造强度大，保存条件稍差。 

4  勘探潜力 

从目前发现的油气看，查科盆地最多且已商业开发，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和贝尼盆地发现储量较

少，但三个盆地勘探程度均比较低，勘探潜力很大。盆地具有上下两层结构，下部克拉通边缘时期的

沉积物构成了主要的烃源岩和储层，主力烃源岩均为泥盆系，储层主要为泥盆系、石炭系砂岩。 

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西部冲断带和西南部前渊带构造圈闭发育，中生界白垩系地层保存较厚，斜

坡带中、西部可能存在地层超覆和削蚀不整合圈闭，勘探潜力较大。 

查科盆地西部逆冲带较宽，发育各类构造圈闭，勘探程度相对较高，但在微构造和深层的志留系、

泥盆系、石炭系和中生界砂岩储层所形成的地层-构造圈闭还具有相当的勘探潜力；中东部斜坡区勘

探程度低，发育低幅构造和地层圈闭，仍有较大勘探潜力。 

贝尼盆地西部褶皱带各类构造圈闭发育，南北发育古隆起带，可能形成构造+岩性复合圈闭，均

为有利的目标区。 

5  结论 

玻利维亚境内发育 3 个富气的前陆盆地，经历了古生代克拉通边缘盆地、三叠纪-白垩纪裂谷盆

地和晚白垩世至今前陆盆地三个演化阶段。克拉通期形成了盆地主要的烃源岩，前陆期形成各类圈闭。 

马德雷德迪奥斯盆地逆冲带窄，前渊和斜坡带宽缓，低幅构造圈闭和地层圈闭发育；查科盆地逆

冲带宽，可形成各类构造圈闭，斜坡带地层较薄，可发育低幅构造和地层圈闭；贝尼盆地夹在高地和

褶皱带之间，以发育构造圈闭为主。 

3 个盆地勘探程度均较低，逆冲带和斜坡带尚有巨大的勘探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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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腹部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及分布规律 

 

卫延召 1，吴  涛 2，陈  棡 1，孙  靖 2，陈刚强 2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摘要：目前准噶尔盆地主要以勘探石油为主，仅仅在盆地东部和南缘发现了克拉美丽、呼图壁和玛河等少量大中型

气田，天然气的探明率只有 9%，腹部天然气的探明率更低。关于准噶尔盆地腹部天然气的气源存在着较大的争论。

本文基于前人发表的准噶尔盆地腹部天然气地球化学数据并补充了部分新资料，通过对天然气组分和碳同位素组成

的系统分析，并与吐哈盆地低成熟煤成气和准噶尔南缘高熟煤成气（呼图壁气田）进行对比，揭示了腹部主要油气

田天然气的成因与来源以及经历的各种次生变化。研究发现，腹部天然气的主体是来自于盆 1井西凹陷乌尔禾组的

偏腐殖型气。不同成因的天然气在腹部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北部陆梁油气田和石南部分地区天然气埋藏浅，遭

受了生物成因气混合和细菌降解作用的叠加改造。莫北和石西油气田部分天然气混入了少量来自盆 1井西凹陷风城

组烃源岩的油型气。莫索湾以南地区有少量来自于昌吉凹陷侏罗系煤成气的贡献（图 1）。研究结果对进一步认识准

噶尔盆地腹部天然气的形成过程，推进腹部天然气勘探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E-mail: weiyanzhao@petrochina.com.cn． 
221 

 

                                                             

mailto:weiyanzhao@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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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准噶尔盆地腹部不同成因天然气的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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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岩岩溶古地貌精细恢复及有利储层评价1 
夏  勇，刘海锋，张  芳，崔越华，王准备 

 

(1.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18； 

2.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18） 

 

摘要：为准确刻画碳酸盐岩储层岩溶古地貌形态并评价不同微地貌单元储层发育，本文根据古地貌恢复方法优缺点，

进行对比评价，综合应用地球物理法、残厚法、印模法、古地质学法，结合层拉平技术恢复前石炭纪岩溶古地貌，

即首先利用地球物理法识别主沟槽，然后利用残余厚度法与印模法建立精细地貌恢复法，在划分二级地貌单元的基

础上，精细刻画微地貌单元，最终实现了古地貌恢复的定量化评价。综合沉积相、岩溶特征、储层物性及试气结果

等，建立岩溶有利区评价标准，对靖边气田进行了分区带的评价，明确了不同区块优势储层发育的微地貌单元，利

用岩溶强度量化评价优势岩溶储层纵向发育程度，指出了有利的岩溶有利区。该认识对靖边气田天然气勘探开发具

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碳酸盐岩；岩溶古地貌；靖边气田；奥陶系；储层评价 

 

0  引言 

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顶部碳酸盐风化壳岩溶古地貌不仅是下古生界天然气聚集成藏的主要控制

因素，而且对岩溶储层发育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奥陶系顶部风化壳是与

不整合面及古岩溶作用有关的古地貌气藏的重要发育场所。风化壳岩溶古地貌与岩溶储层特征以及天

然气富集规律与控制因素的研究已成为鄂尔多斯地区多年来持续攻关的重点。不同古地貌形态岩溶强

度差异大，影响储层溶蚀孔洞、微裂缝发育及其分布，同时古地貌形态对侵蚀沟槽展布趋势具有指向

意义。准确恢复古地貌是揭示气藏规模和规律的关键之一，搞清古岩溶及古地貌与油气的关系及控制

因素，对靖边气田及其周边的天然气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古地貌恢复，沉积记录资料的多少导致了恢复精度存在一定差异。传统的古地貌恢复主要以

定性评价为主，主要有地球物理法、印模法、古地质学方法及残余厚度法等，各方法均有优缺点，如

地球物理法覆盖面较广但资料精度相对有限；印模法可较好的反映剥蚀后形态但存在差异压实导致局

部失真；残余厚度法可准确表征地层剥蚀情况及溶蚀强度但未考虑剥蚀前构造变化。本研究的重点是

如何建立一套适用性强、易操作的古地貌形态精细刻画方法。 

1  古地貌精细恢复综合法 

本文根据古地貌恢复方法优缺点，进行对比评价，综合应用地球物理法、残厚法、印模法、古地

质学法，结合层拉平技术恢复前石炭纪岩溶古地貌，即第一步利用地球物理法识别主沟槽，第二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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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残余厚度法与印模法建立综合恢复法，在划分二级地貌单元的基础上，精细刻画微地貌单元，最终

实现了古地貌恢复的定量化评价。 

1.1  地球物理法识别主沟槽 

古沟槽是指岩溶台地内被岩溶水流侵蚀切割而成的排水通道，根据宽度与长度可以划分为主沟槽

和支沟槽。靖边气田特殊地质背景决定了古沟槽的确定是岩溶古地貌恢复的关键。受控于早石炭世西

高东低的地势格局，古地形自西向东平缓倾斜，地表水主要由西向东径流，使主沟槽整体呈向东延伸

的特点。伊陕斜坡少见构造断裂，褶皱不发育，古水流条件是形成古沟槽的主要营力。通过古风化壳

上下地层对应关系，利用地震资料在不同程度侵蚀沟槽的波形响应特征差异，并结合钻井风化壳开壳

层位来识别主沟槽。靖边气田沟槽地震反射波以同相轴呈波状或倒八字形，振幅变弱或中强、不连续

等反射为典型特征。倒八字形反射特征是奥陶系地层遭受风化、淋滤、侵蚀后所呈现的地震相，其形

成粗糙的地震反射面反映了侵蚀沟槽反射面。不同侵蚀量形成了不同的地震模型，石炭系煤层反射

TC2 与奥陶系顶部反射 TC相位加宽，且奥陶系马家沟组马五 1+2 顶部反射 TC相位下拉，表明缺失马五

13 以上地层（即马五 2 以上残余地层厚度：10-15m）；石炭系煤层反射 TC2 与奥陶系顶部反射 TC相位

加宽，夹小相位，且马家沟组马五 1+2 顶部反射 TC明显下拉和底部反射 TO14相位靠近。缺失马五 1

地层（即马五 2 以上残余地层厚度<10m）。 

1.2  残厚法与印模法定量化刻画微地貌单元 

从区域构造或盆地分析的角度来看，鄂尔多斯盆地加里东期奥陶系顶部地层的剥蚀程度与风化壳

古地貌形态呈正相关，风化壳的充填程度与古地貌形态呈负相关（王建民，2014）：即古地貌相对越

高的地方，地层剥蚀越多，上覆地层越薄；古地貌相对越低的地方，地层剥蚀越少，上覆地层越厚。

但在局部或较小的范围内也会出现不尽一致之处。印模法与残厚法恢复古地貌的结果既相似又不同。

相似之处在于二者所揭示的古地貌的基本格局比较接近，对古水系方向指示也基本一致；差异之处在

于，印模法结果较为明显反映了“西薄东厚”的厚度变化趋势，对西高东低的古地势背景反映较好；风

化残积层厚度的分布趋势佐证了奥陶系风化壳古地貌发育时古地势背景。但印模法对古地貌的刻画总

体上较为粗略，很难实现微细单元的刻画。残厚法结果对次级古地貌的细微变化反映较好；但总体表

现为“中部主体厚、东西两侧薄”，与印模法相比有明显差异，其对区域地质背景的反映并不敏感。 

由此可见，不论是印模法还是残厚法，其结果都有其局限性。因此要实现全区微地貌单元精细划

分，只有根据古地貌发育特点和区域地质背景，综合应用印模法和残余厚度法，把二者密切结合，利

用侵蚀面上下地层组合型式，综合分析判断古构造及古地貌单元属性，才能最终较好地解决各自的局

限性，获得一个较为完善合理和真实可信的风化壳岩溶古地貌。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区域地质背景，根据印模法与残厚法所代表的石炭系与奥陶系风化壳厚度的

上下组合及相对变化情况（相对的厚与薄及差异），利用风化壳上、下充填/残留地层厚度的组合型式，

其中“上”是指石炭系厚度（本溪组地层厚度），“下”是指风化壳至马五 41 底（K3 标志层）的厚度，并

结合上下标志层之间沉积累计厚度变化，通过层拉平综合分析判断古构造及古地貌单元属性，建立综

合判断和划分确定奥陶系风化壳岩溶古地貌的地质模型，确定古地貌单元划分量化标准。将靖边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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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地貌单元属性及其上下地层组合型式划分为多种类型。根据“综合法”地质模型，以上、下标志层累

计沉积厚度为基础，首先划分出与之相对应的 3 个二级古地貌单元，即岩溶高地、岩溶斜坡、岩溶盆

地。然后再进一步划分出各二级单元内发育的微地貌单元（图 1）。 

地貌
单元

溶洼 残台 支浅沟 台地 沟槽 残丘 阶地 台缘 阶地 残丘 残台 沟槽 洼地

组合
关系

上次薄
下薄

上薄
下次薄

上次薄
下次厚

上次薄
下厚

上次厚
下次薄

上薄
下厚

上次薄
下次厚

上次
厚下
次厚

上次薄
下次厚

上薄
下厚

上次
厚下
厚

上加厚
下薄

上厚
下厚

定量
指标

h ＞10 ＜10 20-50 20-30 ＞50 ＜30 30-40 ＞40 30-45 ＜40 50-70 ＞70 ＞60

△H ＜40 30-50 30-40 60-70 ＜30 ＞70 50-60 45-55 ＞50 ＞55 80-90 60-70 ＞70

地貌
单元

溶洼 残台 支浅沟 台地 沟槽 残丘 阶地 台缘 阶地 残丘 残台 沟槽 洼地

组合
关系

上次薄
下薄

上薄
下次薄

上次薄
下次厚

上次薄
下厚

上次厚
下次薄

上薄
下厚

上次薄
下次厚

上次
厚下
次厚

上次薄
下次厚

上薄
下厚

上次
厚下
厚

上加厚
下薄

上厚
下厚

定量
指标

h ＞10 ＜10 20-50 20-30 ＞50 ＜30 30-40 ＞40 30-45 ＜40 50-70 ＞70 ＞60

△H ＜40 30-50 30-40 60-70 ＜30 ＞70 50-60 45-55 ＞50 ＞55 80-90 60-70 ＞70

本溪组9#煤

马五4
1底

凝灰岩层

岩溶高地
（上薄下薄）

岩溶斜坡
（上薄下厚＆上厚下薄）

岩溶盆地
（上厚下厚）

（h＜20m，△H＜50m
h+△H＜60m）

（20m＜h＜60m，50m＜△H＜80m
60m＜h+△H＜110m ）

（h＞60m，△H＞70m
h+△H＞110m ）

△H

h

 

图 1  靖边气田前石炭纪古地貌划分地质模型及量化标准 

（1）岩溶高地——“上薄下薄”型：区域上整体表现为“上薄下薄”，代表继承性隆起，为二级地

貌单元的岩溶高地。其风化壳厚度＜50m，石炭系厚度＜20m，叠合厚度一般＜60m，奥陶系出露层

位由东向西逐渐由马五 2 向更深层剥蚀。主要位于靖边气田西侧，发育残台、溶洼等微地貌。 

a.残台：在整体上薄下薄的背景下，局部相对的上薄下次薄，一般为风化壳厚度＞40m，石炭系

厚度＜10m，代表局部显著凸出的三级古地貌单元，为岩溶高地中的残台。 

b.溶洼：局部相对的上次薄下薄，一般为风化壳厚度＜40m，石炭系厚度＞10m，局部＞20m，代

表局部相对低洼的三级古地貌单元，为岩溶高地中的溶洼。 

（2）岩溶盆地——“上厚下厚”型：区域上整体表现为上厚下厚时，代表继承性洼陷，为二级古

地貌单元的岩溶盆地。其风化壳厚度＞70m，石炭系厚度＞60m，叠合厚度一般＞110m，局部可达 130m

以上。该区域主要位于靖边气田东侧及南部，为古地势低洼的汇水区，地形开阔平坦，面积广泛。依

据残余厚度及地形特点可进一步划分出残台、沟槽、洼地等三个微地貌单元，其特征如下： 

a.残台：厚度组合为上次厚下厚型。风化壳残余厚度 80—90m，局部＞100m，其地势高差为

10-30m。奥陶系顶部一般出露层位为马六段。形态上与岩溶斜坡上的残丘有相似之处，处在古岩溶

的汇水区内，地势相对低缓平坦，但面积较大、地形平缓，周围被沟谷或沟槽切割较浅。为岩溶盆地

中地势相对较高而分布范围较大的台状地形。 

b 洼地：厚度组合为上厚下厚型。风化壳残余厚度一般＞70m，本溪组地层厚度一般＞60m，奥

陶系顶部层位以马五 1 地层为主。为区内岩溶盆地中主体分布的古地貌单元。发育于侵蚀浅沟槽的两

侧，地势低洼，开阔平坦。孔洞中的充填、淀积作用强烈；层状溶蚀作用偏弱，以地表侵蚀带的溶蚀

及浅层地下径流带溶蚀为主。 

c.沟槽：厚度组合为上加厚下薄型。风化壳残余厚度 60—70m，岩溶斜坡上的沟槽主支流向东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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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进入到岩溶盆地中，同时有一些更小支流的加入汇合，沟槽形态相对变宽，侵蚀下切作用减弱，下

切深度一般小于 20m。 

（3）岩溶斜坡——“上厚下薄”型和“上薄下厚”型 

地层厚度组合介于岩溶高地与岩溶盆地之间发育的为岩溶斜坡，叠合厚度 60—110m，由西向东

逐渐增厚，石炭系厚度 20—60m，也呈现出由西向东逐渐增厚的趋势，而残余厚度表现厚薄交互出现，

反映侵蚀沟槽与残丘、台地间互存在。在岩溶斜坡的背景下，具体表现为“上厚下薄”型和“上薄下厚”

型两种厚度组合，局部相对的上薄下厚，代表局部地形显著凸出，为岩溶斜坡中的缓丘，局部相对的

上厚下薄，代表局部地形深切凹陷，为岩溶斜坡中的浅洼或侵蚀区，如果上厚下薄的组合在平面上呈

条带状分布，应为岩溶斜坡中的沟槽。 

A.“上厚下薄”型：主要解释为岩溶斜坡上的下切沟槽及局部洼地。其风化壳厚度一般＜60m，石

炭系厚度变化较大，在 30—50m 之间，局部厚度＞60m，奥陶系层位一般在马五 1 以下，局部深沟槽

下切至马五 3 地层及以下。该类型分布广泛，为岩溶斜坡中地势最低、地形狭窄之处，由水流的下切

侵蚀、溶蚀垮塌等作用形成，呈树枝状及条带状分布，总体呈东西向延伸，中西部呈细枝状分布，往

东沟槽逐渐加宽，在岩溶斜坡与岩溶盆地过渡地带变得较为宽阔。可进一步细分为两个微地貌单元。 

A1 深沟槽：厚度组合为“上厚下薄”型，岩溶斜坡内发育的深沟槽下切深度一般在马五 3，风化

壳厚度一般＜30m，石炭系厚度一般＞50m。 

A2 支浅沟：厚度组合为“上次厚下次薄”型，对应岩溶斜坡内局部支沟和浅沟，风化壳厚度一般

在 30-40m，石炭系厚度一般 40-50m，奥陶系层位在马五 1-马五 2 地层。局部根据其形态也可解释为

局部洼地。 

B.“上薄下厚”型：为岩溶斜坡内发育的残丘、台地和阶地，在岩溶斜坡区域上分布广泛，为有利

储层发育的主要微地貌单元。风化壳厚度一般在 50-80m 左右，石炭系厚度在 20-40m 之间，局部厚

度＞50m；奥陶系层位一般为马五 1。主要发育在靖边气田中部，具有整体分散、局部连片、小而孤

立状等特点，可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微地貌单元： 

b1 残丘：厚度组合为“上薄下厚”型，对应岩溶斜坡内残留厚度最大的残丘。形状小而孤立，残

余厚度在 70m 以上。 

b2 台地：厚度组合为“上次薄下厚”型，为岩溶斜坡单元的构成主体，层位较高、较平坦开阔，

一般居于残丘之下。残余厚度 60—70m，等值线环绕中心分布。各个台地区块自身的申展则基本为近

东西方向，与古沟槽相平行。 

b3 阶地：厚度组合为“上次薄下次厚”型，为岩溶斜坡单元的构成主体，处于局部的地势较高的

地貌单元之间的开阔地带，残余厚度 50—60m，地势较平缓，面积广大，差不多占到岩溶斜坡总面积

的一半左右。阶地的中间部位往往被侵蚀沟谷所分割。 

b4 台缘：厚度组合为“上次厚下次厚”型，台地与阶坪之间的过渡地带，环绕上述台地或者残丘

发育，残余厚度 45—55m，区带一般较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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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古地貌精细恢复综合法刻画靖边气田某区前石炭纪古地貌成果图 

3  古地貌精细单元评价研究 

利用古地貌精细恢复法，我们对靖边气田古地貌进行了精细刻画，不同区块相同的地貌单元类型

却表现出了不同的储层发育特征。因此，为有效指导井位部署及开发政策制定，综合沉积相、岩溶特

征、储层物性及试气结果等，建立岩溶有利区评价标准。对靖边气田不同区带的古地貌单元进行分别

评价，并分析各区块垂向岩溶发育特征，明确了不同区块优势储层发育的微地貌单元。利用各储层段

岩溶强度量化评价优势岩溶储层发育程度，指出了有利的岩溶有利区（表 1）。 
表 1  靖边气田岩溶微地貌单元储层发育有利区分类评价标准表 

三级有利地

貌单元 

岩溶单

元分类 
沉积相 岩溶特征 

岩溶强

度 

（%） 

孔隙度 

（%） 

渗透率 

（mD） 

试气产量 

（104m3） 

建产有 

利评价 

台地 

I 类 潮上含膏云坪 强溶蚀、弱充填 ＞2 ＞6 ＞1.0 ＞10 最好 

II 类 潮间云坪 中-强溶蚀 1-2 4-6 0.1-1.0 1-10 好 

III 类 潮间含泥云坪 弱溶蚀、强充填 ＜1 ＜4 ＜0.1 ＜1 较差 

残丘 

I 类 潮上含膏云坪 
强溶蚀、弱充填、裂缝

发育 
＞2 ＞6 ＞1.0 ＞8 好 

II 类 潮间云坪 
中-强溶蚀、裂缝较发

育 
1-2 4.5-6 0.3-1.0 1-8 较好 

III 类 潮间含泥云坪 弱溶蚀、强充填 ＜1 ＜4.5 ＜0.3 ＜1 差 

（1）靖边气田中部 

以岩溶斜坡为主，发育各种类型的微地貌单元，组合形式复杂。斜坡内大面积分布的残丘、台地、

阶地等微地貌单元均为有利的岩溶发育区，主力层位以马五 13 为主，岩溶强度一般在 2 以上，其他层

位马五 12、马五 14、马五 22 也均有一定程度的发育，但相对较差，岩溶强度介于 0.5-2。 

（2）靖边气田西侧-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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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岩溶高地与岩溶斜坡的过渡带，往西侧逐渐过渡到马五 1+2 地层的岩溶剥蚀区，岩溶高地区

上发育残丘、溶洼等，岩溶斜坡区主要发育残丘、阶坪、沟槽等，其中沟槽以溶蚀程度较浅的支浅沟

为主。该区岩溶作用强烈，奥陶系地层缺失严重，残丘面积相对较小，以垂向溶蚀作用为主，淋滤溶

蚀深度较深，一般可达马五 4 及以下地层，再往西局部马五 5 地层也出现白云岩化现象。优势储层主

要发育在马五 13、马五 41 等含膏结核溶孔白云岩储层中。 

（3）靖边气田东侧 

逐渐由岩溶斜坡向岩溶洼地区过渡，沟槽分布形态复杂，溶蚀程度逐渐变浅，主要发育残丘、阶

地、沟槽等，其中多发育剥蚀程度较强的深沟槽。受局部沉积相及成岩影响，在该区主要气层段为马

五 13、马五 14、马五 22等小层。其中马五 13 岩溶较发育，岩溶强度在 1-2 以上，其他层位一般低于 1。 

（4）靖边气田南部 

为岩溶盆地区靠近岩溶斜坡部位，整体为面积较大的低洼缓坡，其上发育有残丘、洼地等微地貌

单元，侵蚀沟槽发育程度较差，剥蚀层位一般在马五 12-马五 14。相对而言由于岩溶作用逐渐减弱，

垂向溶蚀深度变浅，主力层系上移，气田南部马五 12 较发育，其岩溶强度一般在 1-2。 

4  结论 

（1）在对比评价地球物理法、残厚法、印模法、古地质学法等多种古地貌恢复方法基础上，形

成了古地貌精细恢复综合法。即首先利用地球物理法识别主沟槽，利用残余厚度法与印模法建立“综

合恢复法”古地貌地质模型，利用风化壳上、下充填/残留地层厚度的组合型式，建立了综合判断和划

分确定奥陶系风化壳岩溶古地貌的地质模型，确定了古地貌单元划分量化标准，精细刻画微地貌单元。 

（2）利用古地貌精细恢复综合法将靖边气田划分为 3 个二级古地貌单元，即岩溶高地、岩溶斜

坡、岩溶盆地。然后利用上下地层组合型式，通过层拉平综合分析判断古构造及古地貌单元属性，精

细描述各区微地貌单元，即岩溶高地的残台、溶洼，岩溶斜坡发育的残丘、台地、阶坪、台缘、支浅

沟、沟槽等，岩溶盆地发育残台、洼地、沟槽等。 

（3）在古地貌精细刻画的基础上，综合沉积相、岩溶特征、储层物性及试气结果等，结合岩溶

强度量化评价优势岩溶储层发育程度，对靖边气田进行了分区带评价，并分析各区块垂向岩溶发育特

征，搞清不同区块优势储层发育的微地貌单元，指出了不同区带有利的岩溶有利区，有效指导井位部

署及开发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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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中古隆起安岳大气田成藏演化特征 
 

谢增业，魏国齐，李  剑，杨  威，王志宏，谢武仁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天然气成藏与开发重点实验室，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安岳大气田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储层时代最古老、热演化程度最高、单体储量规模最大的整装、高效的海

相碳酸盐岩特大型气田，截至 2015年底，安岳气田震旦系－寒武系已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7500多亿方，三级储量

规模超过万亿立方米。针对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勘探突破，已有许多专家学者对安岳大气田的形成条件及气藏形

成演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创新认识，但对气藏演化的研究主要以地质分析为主，缺乏成藏过程的古流体

信息证据，而且对其天然气来源也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是以古油藏原油裂解气为主，也有学者认为是以分散

液态烃裂解气为主。流体包裹体是成岩成成矿流体在矿物结晶生长过程中被包裹在矿物晶格缺陷或穴窝中、至今尚

在主矿物中封存并与主矿物有着相界限的那一部分物质，因此它是地下岩石中古代流体信息的载体和一个相对封闭

的地球化学体系，保留了地下流体的许多重要信息，如成藏流体发生运移的时间、古地温、成分和化学组成、运移

路径和成藏位置等，是鉴别烃源岩热演化阶段和油气生成、划分油气充注期次、恢复流体古压力和剖析油气聚集成

藏过程的密码，因而被广泛应用于油气成藏研究中。储层沥青是原油裂解成气后的残留物，通过其有机岩石学特征

及含量的变化可以反映古油气聚集的状况。天然气碳同位素动力学是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一门天然气地

球化学技术，它是化学动力学为基础建立的一种动力学分馏模型。该类模型将天然气分为
12
C和

13
C两个同位素组分，

通过确定两者各自独立的生烃动力学参数，进而求取天然气生成过程中相应的瞬时和累积碳同位素值。与现今天然

气的同位素组成相比对，结合其基本地质背景（构造演化史、沉积埋藏史、热史），可再现天然气的生、运、聚、

散等过程。本文在构造演化史、烃源岩生烃演化史研究基础上，采用流体包裹体分析、储层沥青有机岩石学及天然

气同位素动力学等技术手段，综合研究了四川盆地川中古隆起安岳大气田震旦系－寒武系油气充注期次及气藏演化

特点，取得的主要认识如下： 

1、安岳大气田震旦系－寒武系液态烃包裹丰度高，表明烃源岩石油高峰期该区曾经历大规模液态烃类的运移，是

古油藏存在的主要依据之一；喜山期，烃类包裹体丰度低，预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烃类运移，晚期裂解气以近距离

调整聚集为主。 

安岳大气田震旦系－寒武系储层流体包裹体主要赋存在晶粒白云石、缝洞充填白云石、缝洞充填方解石及缝洞

充填石英矿物中，发育液态烃包裹体、气液烃混相包裹体和气态烃包裹体。液态烃包裹体一般呈褐色、深褐色，气

态烃包裹体呈深灰色。包裹体大小不一，小者为 2×2µm，大者可达 35×50µm，多数为 8×10µm。晶粒白云石中基

本均为液态烃包裹体，灯影组灯二段、灯四段和龙王庙组包裹体的 GOI 平均丰度分别为 51％、67％和 39％；均一

温度均值分别为 129℃、143℃和 122℃；盐度均值分别为 20.44 %、19.87 %和 20.51 %。缝洞充填白云石中仍然以

液态烃包裹体占优势，占 48％～67％，气液烃包裹体占 20％～41％，气态烃包裹体占 1％～14％；灯二段、灯四段

和龙王庙组包裹体的 GOI 平均丰度分别为 24％、42％和 34％；均一温度均值分别为 150℃、150℃和 142℃；盐度

均值分别为 18.23 %、20.50%和 19.22 %。缝洞充填方解石中以气液混相包裹体为主，占 50％～78％，气态烃包裹

体占 32％，液态烃包裹体占 18％～22％；灯二段和灯四段包裹体的 GOI平均丰度分别为 7％和 5％；均一温度均值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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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156℃和 158℃；盐度均值分别为 16.57%和 13.55%。缝洞充填石英中以气态烃包裹体为主，占 66％～87％，

气液烃包裹体占 10％～21％，液态烃包裹体占 3％～24％；包裹体的 GOI丰度一般为 2％-10％；灯二段、灯四段和

龙王庙组包裹体均一温度均值分别为 189℃、171℃和 168℃；盐度均值分别为 11.69 %、13.09%和 12.30 %。 

    2、安岳大气田震旦系－寒武系储层沥青含量分布与古构造背景关系密切，古隆起高部位，沥青含量一般较高，

往古构造低部位，沥青含量则呈降低趋势。储层沥青丰度分布是古油藏存在的依据之一。 

通过对四川盆地震旦系灯影组－寒武系龙王庙组储层沥青的系统检测，结果表明沥青含量分布与古构造背景有

一定的关系。继承性稳定古隆起高部位，沥青含量一般较高，而古构造低部位，沥青含量则相对较低。如古隆起高

部位的高石梯－磨溪地区灯影组、龙王庙组沥青含量一般为 0.25～3.50％；威远震旦系灯影组，沥青含量主要为

0.25～5.0％，资阳灯影组为 0.25～2.50％，老龙 1井灯影组为 0.70～1.50％，相反，古隆起斜坡、坳陷部位的盘

1井、窝深 1井的沥青含量较低，盘 1井为 0.013～0.056％，窝深 1井 4个样品均未检测到沥青，荷深 1井龙王庙

组 8个样品和灯影组 2个样品的沥青含量分别为 0.1～0.2％和 0.10％。 

3、天然气同位素动力学研究表明高石梯－磨溪地区灯影组、龙王庙组气藏主要聚集了 195～160Ma裂解生成的

天然气，捕获的天然气量仅占总裂解气量的 60％～83.1％（表 1）。 

综上所述，安岳大气田形成于川中古隆起继承性稳定发育的地质构造背景，储层流体包裹体及储层沥青特征及

演化研究表明，震旦系－寒武系曾经历多期油气运移，天然气主要是古油藏裂解气，主要聚集了 195～160Ma 裂解

生成的天然气，仅有 60％～80％左右的裂解气量对天然气的最终聚集成藏有贡献。 

 

 
表 1  高石梯-磨溪地区同位素动力学模拟结果 

井号（产层） 
原油裂解 
成气时间 

现今成气转

化率(%) 
最高古地

温(℃) 
甲烷碳同位

素(‰) 
捕获阶段气 

阶段捕获

气率(%) 

高石1（灯影组） T3x末-J2末 97.2 266 -32.4 188～160Ma 74.4 

高石3（灯影组） T3x末-J2末 97.6 271 -32.9 194～160Ma 78.0 

高石6（灯影组） T3x末-J2末 97.2 267 -32.7 190～160Ma 76.6 

高石2（灯影组） T3x末-J2末 97.5 271 -33.1 193～160Ma 76.0 

高科1（灯影组） T3x末-J2末 95.9 250 -32.43 188～160Ma 73.2 

磨溪12（灯影组） T3x末-J2末 97.6 272 -33.1 193～160Ma 75.3 

磨溪12（龙王庙组） J1初-J2末 92.8 248 -33.4 182～160Ma 60.0 

磨溪16（龙王庙组） J1初-J2末 94.5 252 -32.5 186～160Ma 68.1 

磨溪8（灯影组） T3x末-J2末 97.5 270.3 -32.6 191～160Ma 75.8 

磨溪8（龙王庙组） J1初-J2末 92.7 247.3 -32.75 180～160Ma 65.2% 

磨溪9（灯影组） T3x末-J2末 97.4 269.8 -33.5 195～160Ma 83.1 

磨溪9（龙王庙组） J1初-J2末 92.0 245.6 -32.8 178～160Ma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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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磨溪构造寒武系龙王庙组天然气成藏时间 

——来自石英矿物流体包裹体 40Ar-39Ar 年代学的证据 

 

袁海锋1，李军杰 2，张建锋 2，王国芝 1，梁家驹 1    

(1.成都理工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2.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北京) 

 

摘要：四川盆地安岳气田寒武系龙王庙组天然气藏经历了多期的构造演化和油气成藏过程，储层孔洞缝中多期矿物

充填的现象非常明显，孔洞缝中矿物的充填序列为白云石→沥青→石英，他们记录了古油藏的形成→原油裂解为天

然气→天然气藏形成的事件和序列；最晚期充填的石英矿物中主要为甲烷包裹体，其捕获时间可代表龙王庙组天然

气的成藏时间。本文利用
40
Ar-

39
Ar 定年技术获得了石英矿物流体包裹体的坪年龄、等时线年龄和反等时线年龄，其

等时线年龄为 125.80±8.20Ma，天然气成藏时间为早白垩世。这一结果和石英矿物中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

（175~190℃）反映的天然气成藏时间是一致的。 

关键词：流体包裹体；天然气成藏；
 40
Ar-

39
Ar 定年；四川盆地磨溪构造 

 

0  引言 

目前国内外在成藏年代学研究方面主要包括油藏地球化学法、流体包裹体分析法、圈闭形成时间

法等方法，这些方法对于成藏期次单一、演化史简单的盆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对于成藏史较为复

杂、早期形成的油气藏后期调整再分配、造成原生油气藏与次生油气藏并存的盆地而言，最合适的办

法就是综合运用这些研究方法，通过成藏期的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结合等方式对其开展油气成藏

期次与成藏年代学的研究。而近年来发展起来的 Rb-Sr 和 K-Ar 等同位素体系定年技术可对其形成年

龄进行准确测定。如采用阶段真空击碎技术的高精度 40Ar—39Ar 定年，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邱华宁, 

1999)。前人利用石英的 40Ar-39Ar 定年技术已成功的应用于油气成藏期的确定(Mark et al., 2005; Mark 

et al., 2010; Qiu et al., 2011)。Qiu 等用该方法实现了对中国的松辽盆地深层 CO2 气藏和天然气藏充注

年龄的测定(Qiu et al., 2011)。Mark 等通过对含钾长石流体包裹体的 40Ar—39Ar 定年，厘定了

Faero-Shetland 盆地中的石油生成及运移年龄(Mark et al., 2010)。Yun(Yun Jianbing, 2010)等通过高精度

40Ar—39Ar 定年技术，对火山岩储层石英矿物中的包裹体进行了研究，认为了松辽盆地营城组 CO2 气

藏的成藏时间为 78.4±1.3Ma。 

川中磨溪构造安岳大气田发现以后，关于磨溪气田寒武系龙王庙组的油气成藏时间的讨论也随之

展开，大多数是基于以四川盆地川中构造演化过程、寒武系烃源岩的演化历史和流体包裹体的相态、

均一温度相结合进行标定和约束(刘一锋 et al., 2014; 魏国齐 et al., 2015; 邹才能 et al., 2014a)，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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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溪构造龙王庙组古油藏在晚燕山期转变为古气藏，喜马拉雅期后为气藏调整阶段，古气藏遭受过破

坏或调整，现今气藏为古气藏经调整后重新聚集成藏(刘伟 et al., 2014)，袁海锋（2014）通过不同期

次流体包裹体的相态、均一温度和激光拉曼的研究，认为龙王庙组有 3 期油气运聚过程(袁海锋 et al., 

2014)，但如何较为准确地获得天然气成藏的年代则成为问题的关键。 

本文通过流体包裹体岩相学的分析及显微镜下包裹体特征对油气成藏期次进行定性分析，结合磨

溪构造龙王庙组储层孔洞缝中最晚期充填的石英矿物中流体包裹体的 40Ar—39Ar 年代学数据，进一步

明确了安岳大气田寒武系龙王庙组天然气的成藏时间。 

1  研究区域地质背景 

四川盆地是我国大型的含油富气叠合盆地，面积 19×104km2。四川盆地震旦系—寒武系自从 1964

年发现了发现了威远气田之后（探明储量 408×108m3），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于 2011 年

在川中高石梯构造高石 1 井在震旦系灯影组获气 138.15×104m3/d，2012 年磨溪 8 井在寒武系龙王庙

组获气 190.68×104m3/d，标志着在川中磨溪构造发现了安岳气田，磨溪构造寒武系龙王庙组探明天然

气地质储量为 4403.8×108m3，产层为龙王庙组颗粒白云岩，预期寒武系和震旦系两套层系地质储量规

模将达 1.0×1012m3(邹才能 et al., 2014b)。四川盆地磨溪构造的下寒武统龙王庙组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

的单体整装气田（图 1）。 

磨溪构造龙王庙组气藏的天然气主要来自于下寒武统(杜金虎 et al., 2014a; 魏国齐 et al., 2014)，

该套烃源岩厚度约为 100~400m，有机质丰度很高，119 个样品残余有机碳含量（TOC）为 0.40%～

6.57%，平均为 2.21%；烃源岩有机质类型为腐泥型，烃源岩处于过成熟生气阶段，高石梯构造等效

镜质体反射率（Ro）为 2.83%(魏国齐 et al., 2013)。  

四川盆地磨溪构造龙王庙组龙王庙组为一套区域性优质储集层，主要岩性为白云岩、灰岩夹砂泥

岩及膏盐岩，内缓坡颗粒滩是龙王庙组有利储集相带(周进高 et al., 2015b)，主要发育颗粒滩白云岩

裂缝-孔洞型储集层。上覆寒武系高台组致密碳酸盐岩夹膏盐为直接盖层，寒武系洗象池组—三叠系

沉积数千米厚的泥岩、砂岩、碳酸盐岩和膏盐层成为区域盖层，封盖能力强(杜金虎 et al., 2014a; 张

璐 et al., 2015)。寒武系龙王庙组气藏为构造——岩性气藏(魏国齐 et al., 2015)，圈闭闭合高度为

100~145m，气水分布复杂，为高温—高压气藏。 

2  实验方法 

本研究工作主要采用偏光显微镜对岩石薄片进行观察，使用荧光显微镜对矿物中的包裹体进行观

察，使用冷热台对矿物中的流体包裹体进行均一温度测试，并采用 JY HR800 型高分辨显微激光拉曼

光谱仪获得流体包裹体的成分和相态信息。 

研究工作的重点是对石英矿物开展了包裹体的Ar-Ar年龄分析。和传统K-Ar法定年一样，40Ar-39Ar

法定年也也依赖于含钾矿物的自然衰变过程，但是对于纯净石英样品来说，其本身并不含钾，但通过

电子探针及X射线荧光检测，石英包裹体内部含有少量的钾离子，这也使得石英样品的 40Ar-39Ar法定

年变成了可能。虽然有些石英包裹体丰富，但含钾量可能很低，因此要想获得准确的40Ar-39Ar年龄，

首先需要小心的挑选样品，避免其他含钾矿物的干扰；其次，要加大样品量，增加测试信号强度；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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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要样品熔融、纯化系统具有较小的内部体积，使更多的气体扩散至质谱；最重要的是，分析质

谱仪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以及极低的信噪比，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图 1   研究区位置图(杜金虎 et al., 2014b，有修改) 

石英包裹体Ar-Ar定年工作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完成。首先对龙王庙组储层

孔洞中充填的石英样品依次用酒精、去离子水、丙酮在超声波条件下清洗，去除表面吸附的有机物及

其他杂质，放烘箱60℃烘干。取0.8-1.0g样品，用干净的铝箔将其包裹，同时将黑云母标准样品ZBH-25

（Age=132.7±1.2Ma）、用于同位素干扰校正的CaF2和K2SO4用铝箔包裹好后一同放入石英玻璃管内，

在真空且有液氮保护条件下迅速将其熔封，并用镉皮包裹屏蔽慢中子，将其送至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反

应堆内进行快中子照射，样品放在B4孔道，中子通量为2.65×1013n.cm2.s-1，照射时间23h58min。 

样品照射结束后，冷却3个月左右时间，取回实验室进行测试。将样品放置双真空钽片加热炉上

阶段升温，熔融气体经过纯化系统去除活性气体，最后进入稀有气体质谱仪Argus VI进行Ar同位素测

量。每个温度段测得数据均需要进行零点回归校正，本底扣除校正、质量歧视校正、大气氩校正以及

干扰同位素校正，然后用ArArCAL软件对数据进行年龄计算。 

3  结果和讨论 

3.1  储层孔洞缝中矿物的充填序列 

四川盆地川中磨溪寒武系龙王庙组储层层位老、埋藏深、演化历史长。下寒武统底界面年龄为

542Ma，其顶面最大埋藏深度曾经达到 6100-6200m，其经历了加里东运动、峨眉地裂运动、印支运

动、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经历了多期流体充注和油气成藏历史，各期构造运动及其叠加对烃源

岩、储集层、盖层、圈闭、油气运移及其保存条件的控制作用明显(侯方浩 et al., 1999; 刘树根 et al., 

2007; 刘树根 et al., 2008; 刘树根 et al., 2013; 刘树根 et al., 2008; 袁海锋, 2008)，导致油气成藏研究

的难度大，成藏时间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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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岩心和薄片观察发现寒武系龙王庙组储层孔、洞、缝中有多期矿物充填的现象，这些充填

的矿物则可能记录了成岩—成藏事件，矿物的充填顺序则暗示了地质事件发生的相对时序，充填矿物

的地球化学信息则能表征所充注流体的性质。对川中安岳气田磨溪构造磨溪12井、磨溪17井及磨溪13

井等井寒武系龙王庙组岩心及显微镜下薄片的观察可以发现孔洞中多期矿物充填的现象十分明显（图

2）。 

MX12井龙王庙组取心段（4620.00-4688.71m）孔洞和裂缝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充填，充填的矿物

为白云石、沥青和石英。孔洞或裂缝处边缘可见晶粒状白云石充填，中心为石英。在MX13井、MX17

井、MX21井等取芯井段也观察到类似的特征。从岩心样品中可建立的孔洞缝中矿物充填的世代关系

为：晶粒状白云石→沥青→石英。 

  
图 2  MX12 井储层孔、洞、缝中矿物的充填序列 

（左图的矿物充填序列为白云石→沥青，右图的矿物充填序列为沥青→石英；磨溪 12 井，寒武系龙

王庙组，4640.28m-4645.50m  

 

为了确定石英与沥青的关系，系统地磨制了岩心薄片并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从MX12井和MX13

井磨制的薄片样品来看，龙王庙组取心井段孔洞较发育，有的地方孔洞充填较多，有的孔洞中充填白

云石，有的充填自型锥状石英或沥青。从薄片下可以见到沿孔洞的边缘零星分布有晶粒状白云石，其

后为沥青充填，最后为石英以沥青为基座结晶沉淀（图 3）。 

结合到岩心观察结果，可以确定出的孔洞充填矿物世代关系为：晶粒状白云石→沥青→石英。 

 
图 3   MX12 井和 MX13 井矿物充填序列的显微照片 

A. 矿物充填序列为：白云石→沥青→石英+白云石，样号：MX12-22，深度：4653.76m;寒武系龙王庙组；  

B. 矿物充填序列为：白云石→沥青,沥青反光色以黄色为主，样号：MX13-10，深度：4610.97-4611.00m；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237 
 

3.2  石英矿物中的流体包裹体 

上述分析表明，孔洞缝中充填的多期矿物则记录了多期的流体充注，为了分析这些沉淀的矿物所

反映的油气充注历史，笔者根据上述矿物的充填序列，对MX12井、MX13井、MX17井、MX21井及

MX8井的岩心样品进行了包裹体薄片的观察、分析与测试。 

通过对包裹体岩相学的分析及显微镜下包裹体特征的观察，认为磨溪构造寒武系龙王庙组白云岩

储层共发育3个期次的流体包裹体，第一期包裹体发育在围岩中的微晶-细晶白云石中，发育丰度极高，

其中呈褐色、深褐色的液烃包裹体约为90%，呈深灰色的气烃包裹体约占10%，代表了寒武系烃源岩

生成的原油向龙王庙组储层中运移充注的地质事件。第二期次的包裹体发育于缝洞充填的白云石结晶

沉淀期间，呈褐色、深褐色的液烃包裹体约占70%，呈深灰色的气烃包裹体约占30%，代表了寒武系

笻竹寺组烃源岩生成的凝析油和湿气的充注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油气充注为古油藏的形成时期；第三

期次包裹体发育于缝洞晚期石英矿物结晶沉淀充填期间，液烃包裹体发育丰度低，以深灰色的气烃包

裹体和淡黄-灰色的含烃盐水包裹体为主（图4），为天然气的充注阶段。在激光拉曼光谱仪上对孔洞

缝中充填的石英矿物中第三期流体包裹体进行分析，其成分为CH4和CO2，以CH4为主，表明石英矿

物在该阶段捕获的主要为甲烷（图5），石英矿物主要捕获了寒武系烃源岩在该演化阶段生成的干气

以及古油藏中的原油裂解的天然气(魏国齐 et al., 2015; 邹才能 et al., 2014a)，与此对应的盐水包裹体

的均一温度为175~190℃，对应的地质时间为早~中白垩世(袁海锋 et al., 2014)。 

 
图 4  磨溪构造寒武系龙王庙组储层孔、洞、缝中晚期充填的石英矿物中的流体包裹体 

A.裂缝石英脉内成群分布，呈淡黄-灰色的含烃盐水包裹体、呈深灰色的气烃包裹体。磨溪 12 井，4664.99m，

龙王庙组（∈1l）； 

B. 裂缝石英脉内成群分布，呈淡黄-灰色的含烃盐水包裹体，磨溪 12 井，4664.99m，龙王庙组（∈1l）； 

C. 缝洞晚期充填石英矿物内成群分布，呈淡黄-灰色的含烃盐水包裹体及呈深灰色的气烃包裹体。MX21 井，

龙王庙组（∈1l），4648.55m； 

D. 缝洞晚期充填石英矿物内成群分布，呈淡黄-灰色的含烃盐水包裹体。MX21 井，龙王庙组（∈1l），

4648.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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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包裹体激光拉曼图谱 

（MX12 井，4664.99ｍ，龙王庙组（∈1l），缝洞中晚期充填的石英矿物中包裹体的激光拉曼，测点位置为石英矿物中的气液两相包裹

体） 

前述的分析表明，从围岩中的微晶-细晶白云石中发育的液烃包裹体→孔洞中充填的白云石中的

气液烃包裹体→石英矿物中的气烃包裹体，记录了寒武系龙王庙组古油藏的形成→古油藏中的原油裂

解为天然气→天然气藏形成的地质事件和成藏序列；由于孔洞中充填的石英矿物是在沥青形成之后结

晶沉淀的，石英矿物中的气烃包裹体的捕获时间则代表了龙王庙组天然气的成藏时间，这也是对石英

矿物包裹体开展 Ar-Ar 年代学研究的地质基础。 

3.3  石英矿物流体包裹体的 40Ar-39Ar 年龄 

由以上讨论可知，最晚充注的石英包裹体的形成时期代表了龙王庙组天然气藏的主成藏时间，本

次实验对 MX21 井寒武系龙王庙组进行了采样，对储层孔洞中充填的石英矿物包裹体进行了 40Ar-39Ar

定年，获得了样品的年龄谱图、等时线年龄和反等时线年龄（图 6）。年龄谱图为“马鞍形”，在 700-900℃

三个温度段构成坪年龄段，坪年龄为 188.91±3.78Ma， 39Ar 释放比例为 36%；等时线年龄为

125.80±8.20Ma，初始 40Ar/36Ar 比值为 409.5±9.6 Ma；反等时线年龄为 125.85±8.23Ma，初始 40Ar/36Ar

比值为 409.7±9.6 Ma。 

 

tp=188.91±3.78Ma 

39Ar 析出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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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MX12-27 石英样品 40Ar-39Ar 年龄谱、等时线与反等时线 

对于“马鞍”型的年龄谱图来说，表明样品有过剩氩的存在，而等时线与反等时线的初始 40Ar/36Ar

比值明显高于大气 40Ar/36Ar，进一步证明了石英包裹体存在过剩氩，对于有过剩氩存在的样品，年龄

谱图两端的年龄通常没有地质意义，而过剩氩会干扰年龄谱图的坪年龄，使得年龄谱图的坪年龄 tP

明显高于等时线年龄 tN和反等时线年龄 tI，这种情况下，等时线年龄与反等时线年龄比年龄谱图的坪

年龄段更为可靠。 

由上可知，储层孔洞中最后充填的石英在冷却结晶过程中捕获了一定量的大气氩，而造成在石英

包裹体中存在过剩氩的问题，其等时线年龄与反等时线年龄更能代表龙王庙天然气藏的成藏时间，其

40Ar-39Ar 年龄值为 125.80±8.20Ma，即从早白垩世开始，石英矿物开始从地层水中析出并结晶沉淀，

捕获了该期充注的天然气。石英包裹体 40Ar-39Ar 年代学结果和利用石英矿物中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

度 175~190℃所标定的成藏时间是一致的(袁海锋 et al., 2014)。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寒武系龙王庙组孔洞缝中充填矿物的序列、流体包裹体的分析及40Ar-39Ar同位素年代

学的方法，对龙王庙组天然气成藏时间进行了厘定，取得的认识如下： 

（1）通过系统地对样品进行岩心和显微薄片的观察，认为储层孔洞缝充填矿物的世代关系为：

晶粒状白云石→沥青→石英。这些矿物中的流体包裹体记录了寒武系龙王庙组古油藏的形成→古油藏

中的原油裂解为天然气→天然气藏形成的地质事件和序列；最晚期充填的石英矿物中主要为甲烷包裹

体，石英矿物中的 CH4 包裹体的捕获时间则代表了龙王庙组天然气的成藏时间。 

（2）对寒武系龙王庙组储层石英矿物中的流体包裹体进行40Ar-39Ar同位素年代学分析，获得了

其坪年龄、等时线年龄和反等时线年龄。根据年龄谱图，发现包裹体内含有一定量的过剩氩，认为石

英样品的等时线年龄和反等时线年龄125.80±8.20Ma能够代表寒武系龙王庙组天然气成藏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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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北缘侏罗纪凹陷结构特征及石油地质意义 
 

曾  旭，田继先，郭泽清，张绍胜，孔  骅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天然气地质所 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侏罗系地层是柴达木盆地北缘一套重要的烃源岩层系，理清柴北缘侏罗系凹陷的结构特征及烃源岩的分布对

油田勘探至关重要。通过柴北缘早、中侏罗世时期的构造演化分析认为，侏罗系应充填在一系列的断陷湖盆之中，

并且断陷湖盆中存在断-坳构造转换面，在地震资料中表现为强相位的同相轴，以此确定了侏罗系地层的断陷+坳陷

的构造解释模型，克服了以往受制于地震资料品质较差，钻井较少等因素，侏罗系地层难以识别的问题。根据剖面

形态及构造特征，将受到强烈改造的侏罗纪凹陷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并认识到凹陷的主干断层主要以北东向倾斜

为主，断陷期的地层分布有限，坳陷期地层则全区分布，坳陷期的地层厚度与断陷地层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合理的解释了现今柴北缘侏罗系地层分布不均的问题。通过应力场与现在基底主干断裂走向关系分析，祁连山的阻

隔以及阿尔金山左行走滑作用，控制了现今侏罗世凹陷的形态特征。早侏罗世断陷所在的地区，烃源岩条件更为优

越，而且并联型的断陷结构，也有利于烃源岩生成的油气向远距离运移，易形成源外油气藏。 

关键词：柴达木盆地；柴北缘；侏罗系；解释模型；凹陷结构 
 

0  引言 

柴达木盆地北缘主要是指阿尔金山以西，南祁连山以南，一里坪凹陷以北的地区。目前已发现冷

湖三号油田、南八仙-马海油气田、牛东油气田等诸多含气构造，北缘的主要含油气构造均是以侏罗

系为生油层，所以侏罗纪的盆地原型、盆地填充特征以及优质烃源岩分布成为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

点。 

前人对于侏罗系地层的展布及烃源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做了大量的研究，早期研究认为地层的展布

主要以下、中上侏罗统划分并明确其展布特点和控制因素。杨永泰（2001）等通过冷科1井及野外露

头等资料，认为早侏罗世时柴北缘为断陷结构, 数个次凹地层沉积较厚, 且利于烃源岩发育[1]； 中侏

罗世时柴达木盆地北缘为早期断陷、后期坳陷的构造特征，烃源岩厚度及分布范围较小。陈志勇（2005）

等认为早侏罗统的断陷盆地原始沉积中心集中在阿尔金、红山和冷湖构造带以南的地区；中侏罗世为

坳陷型盆地，沉积面积大于早侏罗世；晚侏罗世和早白垩世为范围广阔的大型坳陷盆地，新生代晚期

的走滑冲断作用对于侏罗系的分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并明确了早、中、晚侏罗世的现今地层厚度展

布特征[2]。对于侏罗系烃源岩的生烃能力，前人也做了大量的研究，认为中下侏罗统为具备良好的省

烃能力，总体上有机质丰度、成熟度较高，有机质类型为混合—偏腐殖混合型（胡勇、2004；翟志伟，

2013），并明确了中下侏罗统地层厚度分布及资源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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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前人对于侏罗系地层展布研究主要以中下侏罗统地层厚度分布为依据，虽然对侏罗系

断坳特征有所论述，但是对于断坳时期的地层展布特点研究比较薄弱，同时，对于分散独立分布的侏

罗系沉积断陷，中新生代后期强烈的改造使得柴北缘现今侏罗系的分布不均衡，单一的野外露头资料

较为局限；在地震解释中，解释人员主要通过波阻的追踪进行侏罗系的解释，并未融入地质上的认识。

导致了对柴北缘地区侏罗系尤其是中、下侏罗统的分布不清，这些问题成为目前柴北缘侏罗系油气勘

探进程的瓶颈。特别随着近年来东坪及牛东等大气田的发现，明确优质烃源岩展布特征显得尤为迫切。

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充分利用地震及地质资料，确立侏罗系识别标志，构建盆地发育模型，构建

地层充填格架，查明残留侏罗系和有效烃源岩发育范围。 

1  凹陷结构特征 

1.1  凹陷解释模型 

对于侏罗系凹陷的解释，作者弱化了传统解释中依据地层发育年代及岩性地层的概念，根据侏罗

纪的演化特征，运用伸展裂陷盆地中凹陷普遍具有断陷+坳陷结构这一特征，重新建立了侏罗系凹陷

的解释模型，从而使得解释模型更加准确，也使得深层地震资料品质较差导致同相轴追踪困难这一问

题得到了解决。 

位于冷湖四号的冷科 1 井钻遇 1677 米的巨厚侏罗系地层，根据岩性组合特征，将冷科 1 井钻遇

的湖西山组分三段：深湖泥岩段、煤系地层段、灰质岩段[5]。其中，深湖泥岩段（3473-4112m）主要

以泥岩、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为主；煤系地层段（4112-4666m）主要以泥岩、粉砂质泥岩、砂岩

与多套煤层互层，特别是顶部 4112-4200m 发育了三套稳定的厚层状煤系地层；灰质岩段（4666-5200m）

则主要以粉砂质泥岩、粉砂岩和灰质粉砂岩，以及沉凝灰岩、泥晶灰岩、轻变质粉砂岩为主，底部发

育厚层状灰岩（图 3-3）[6]。 

 
图 1 冷科 1井下侏罗统不同岩性段地震响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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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VSP 地震记录成果，将上述岩性段标定于地震剖面上不难发现（图 3-3），3473m（古近系

与侏罗系不整合界面）对应了一套强振幅、中-低频、强连续反射；深湖泥岩段（3473-4112m）对应

了一套弱振幅（或空白反射）、低频、弱连续-不连续反射；三套稳定的厚层状煤层（4112-4200m）对

应一组强振幅、中-低频、强连续反射，剩余煤系地层段（4200-4666m）则对应了一套中-弱振幅、中

-低频、中-弱连续反射；灰质岩段（4666-5200m）对应了一套中-弱振幅、中-低频、弱连续反射，其

顶部（4666m）对应了一组中-弱振幅、低频、弱连续反射。所周知，砂泥岩地层剖面中稳定分布的

厚层状煤系地层通常会在地震反射剖面中出现强振幅、中-低频、连续反射特征；从沉积角度来说，

厚层状煤系地层通常代表了深湖-半深湖消亡进入滨浅湖-河流沼泽沉积阶段，此时通常会对应稳定的

构造应力环境[7]。因此，本次研究在遵从冷科 1 井岩性地层划分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以 4112-4200m

三套稳定的厚层状煤系地层为标志层，采用构造分层思路，将 4112m 以上地层定义为早侏罗世拗陷

期沉积地层，以下地层定义为断陷期沉积地层（图 3-3）。以厚层煤系地层为断、拗两套构造层的转换

界面，其地震反射特征在全区易于追踪，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较强的地震解释意义。 

1.2  深部凹陷构造类型及分布规律 

1  侏罗纪凹陷主要类型 

北缘侏罗纪凹陷历经多次改造，主要经历了早侏罗世断陷沉积，晚侏罗世-白垩纪逆冲推覆绕曲变

形，渐新世-第四纪强烈挤压收缩变形三个主要的演化阶段[8]。其中，喜山期的强烈挤压运动对侏罗

系凹陷的改造尤为重要，部分凹陷变化较大，几乎破坏了原有的伸展断陷的结构。由于各个凹陷的原

始沉积地层及构造格架不同，凹陷发生变形的主导因素不同，可以将变形较为剧烈的凹陷分为三类：

由断层、软弱层及能干层主导变形的凹陷；而在以垂直构造运动或者盆地基底较刚性的地区，伸展断

陷的结构特征得以保存，位于斜坡或者弱变形内的侏罗世断陷变形较弱，归为挤压绕曲变形的弱断陷；

而在山前地区，伸展断陷的面貌基本未发生变化，基底面的高度较其他地区较高，这类断陷归为垂直

隆升弱变形的弱断陷。 

2  断裂发育特征 

对于侏罗系早期断陷期，断裂是控制沉积及构造形态的重要因素，侏罗纪残留断裂为早侏罗世断

陷期发育的伸展断层，主要分布在冷湖、长尾梁-南翼山、红三旱四号、鄂博梁以及马海-尕秀地区（图

3-6），总共有 31 条。柴北缘西段早侏罗世断陷期发育的伸展断层整体以北西向或北北西向为主，冷

湖地区少量北东向断裂，如冷湖南深部断裂、葫芦山深部 I 号断层、葫芦山深部Ⅱ号断层等；断层倾

向多以北东向为主，少量倾向南西，如冷湖深部断层、鄂博梁 3 号深部断层等。规模较大、延伸较长、

对侏罗系沉积有较强控制作用的为南翼山深部断层、尖顶山深部断层、长尾梁深部断层、红三旱四号

深部断层、鄂博Ⅱ号深部断层、鄂博Ⅲ号深部断层、葫芦山深部断层等 20 条一级断裂。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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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侏罗系沉积控制较弱的主要是红山旱四号深部 1 号断层、鄂博梁 III 号深部 1 号断层、北极星深部

Ⅰ号断层等 12 条二级断裂。同时早侏罗世伸展断裂与新生代断裂在空间上具有较密切的关系。例如

冷湖构造带、鄂博梁构造带以及马海构造带深部侏罗纪断裂相对较发育，而这些构造带也是新生代断

裂和褶皱发育、构造变形强烈的位置[9]。 
表 1 柴北缘侏罗纪凹陷构造类型划分 

 

3  断陷沉积期地层分布特征 

侏罗世断陷的发育规模和形态受早侏罗世伸展断裂分布和发育有密切关系。根据前述控洼断层发

育规模及其伴生断层协调作用的分析结果，本次研究识别出尖顶山断陷、长尾梁断陷、长尾梁北断陷、

南翼山断陷、红三旱四号断陷、鄂博梁Ⅱ号断陷、鄂博梁 III 号断陷、鸭湖断陷、北极星断陷、东丘

陵-长山梁断陷、小丘林断陷、玛瑙断陷、鄂博梁 I 号断陷、鄂博梁 I 号南断陷和冷湖断陷等 15 个断

陷。 

从侏罗纪断陷期沉积残余分布厚度图可以看出（图 3-7），残余厚度最大的断陷是冷湖断陷，最

厚处在 1300m 以上，厚度最小的断陷是长尾梁北断陷和小丘林断陷，厚度只有 500m 左右；残余面积

最大的断陷是也是冷湖断陷，达 1400km2，面积最小的断陷是长尾梁北断陷和鸭湖断陷，只有 80km2，

柴北缘西段整个断陷期沉积总面积达 8440 km2。 

4  拗陷沉积期地层分布 

拗陷沉积期地层在柴达木盆地分布广泛，南至东柴山、西至阿尔金山前、北至石泉滩-红山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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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小柴旦-涩北构造一带均有分布，整体呈 NW-SE 向展布（图 3-8）。沉降中心主要位于风城山-碱

山之间、鄂博梁 I 号构造-鄂博梁 II 号构造-鄂博梁 III 构造、冷湖四号构造、冷湖七号构造以及一里

坪-鸭湖构造带等，在苦水泉构造、那北有零星分布。其中，自鄂博梁 I 号构造-鄂博梁 II 号构造（含

葫芦山构造）-鄂博梁 III 号构造-一里坪-鸭湖构造呈现为明显的 NW 向、串珠状分布。值得注意的是，

拗陷期沉积地层在马海隆起上并无分布，即沿平中 1 井-马 8 井-马 9 井-北 2 井-东参 4 井一线并无拗

陷期沉积地层分布。从地震剖面来看，这主要是马海隆起为一个长时间存在的古隆起，侏罗系沉积时

期均超覆其上，而非后期构造抬升剥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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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柴北缘侏罗纪断陷期沉积残余分布厚度 

坳陷期地层即包含了早侏罗世拗陷沉积期地层、中侏罗统和上侏罗统残余分布和厚度。自早侏罗

世拗陷期沉积地层到晚侏罗世拗陷期沉积地层，分布范围逐渐缩小；自西向东、由南向北，内部层位

逐渐抬升，即地层时代具有西南部偏老、东北部偏新的变化规律。尤其是，自早侏罗世拗陷期沉积地

层到晚侏罗世拗陷期沉积地层，沉降中心总体上具有自西向东的迁移规律，略具由南向北的迁移特征，

前人提出这是侏罗纪沉积时期阿尔金的构造活动对中生代柴达木盆地构造、沉积演化具有影响[10]。

然而，如前所述，地震剖面和钻井均证实由盆地向阿尔金方向，侏罗系厚度增大，加之阿尔金现今大

面积全层序的侏罗系出露，说明当时阿尔金并不存在，反而是沉积沉降中心。 

将坳陷期沉积的侏罗系与断陷期沉积的侏罗系叠加后，两者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尤其是

拗陷沉积期所呈现的多个沉降次凹与断陷沉积期的断陷沉降中心有着明显的重合性，这有力地解释了

现今柴达木侏罗系分布存在空间逻辑性，为侏罗系烃源岩残余分布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3  深部凹陷的形成及主控因素 

余辉龙（2002）等通过对柴达木盆地及其周缘的古地磁研究发现，在早侏罗世，收到柴达木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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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块以及扬子板块大规模的北移运动，以及塔里木板块大规模的东移，柴达木盆地处于伸展构造

环境之下，产生大规模的断陷或者裂谷群[11]。在平面上可以看出，凹陷的控凹断裂主要是以北西-南

东方向为主，与当时的主要的应力场方向是相符合的，而到了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整个中国西北部

发生了构造环境的转化，柴达木盆地处于挤压构造环境中，但此时主要对山前地区影响较重。从侏罗

纪坳陷期的地层可以看出，地层较薄区域主要围绕着山前分布。渐新世-第四纪则对现在的侏罗系坳

陷改造产生了剧烈的影响，此时，欧亚-印度板块持续的碰撞导致了阿尔金山的隆起以及阿尔金断裂

大规模的左行运动。阿尔金山左行运动产生的挤压应力呈环带状发散，控凹断裂产生剧烈变化的区域

也与现今阿尔金山挤压旋扭产生剧烈影响的区域相符合，而此时，祁连山也发生了强烈的隆升，欧亚

-印度板块产生的挤压应力受到祁连山强烈的阻隔，导致祁连山前的深部凹陷的控凹断裂发生旋转，

与祁连山呈 30-60 相交，而在远离祁连山的凹陷，控凹断裂并为发生剧烈的变化，早期的伸展应力与

晚期的挤压应力的主应力方向近与相同。祁连山的阻隔导致应力场的变化，是柴北缘凹深部凹陷改造

的重要因素。 

 
图 3  柴北缘侏罗纪坳陷期沉积残余分布厚度 

 
图 4  侏罗世-第四纪柴达木盆地与周缘地块构造关系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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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油气地质条件 

目前柴达木盆地油气勘探表明柴北缘主要是以早中侏罗统的暗色地层为主要的烃源岩，特别是早

侏罗世断陷的分布，对烃源岩的厚度影响至关重要。赵凡（2013）认为：早中侏罗世沉积特征不符合

前陆盆地楔形分布特征，而是受断块沉降关系及所处位置的影响[8]。同时，北缘钻遇侏罗系的探井较

少，深层地震资料品质较差等因素，确定侏罗系的古地理及沉积环境难度较大，侏罗系断陷期地层分

布有限，每个断陷有一定的生烃能力，但埋深较大而且断陷期与坳陷期在地层展布上具有继承性，因

此，通过对侏罗世的断陷进行详细的解释之后，通过结构特征的分析，对侏罗系烃源岩做出评价是比

较现实的做法。 

前人研究成果表明，柴北缘西段主力烃源岩是早侏罗世的湖西山组深湖相沉积的暗色泥岩，其次

为湖西山组含煤含炭地层，中侏罗统的浅湖相沉沉积的含煤含炭及暗色泥岩地层也是较好的烃源岩。

有效烃源岩的分布与地层厚度及沉积相类型密切相关。在钻井、露头资料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地

震相、沉积相研究，结合地层残余厚度图编制了柴北缘侏罗系残余烃源岩图（图 3-12）。侏罗世拗陷

期残余烃源岩发育多个生烃中心，岩性主要为暗色泥岩，其次为碳质泥岩，分布广、厚度大，优质烃

源岩分布较广，地化特征表现为有机质丰度高，类型中等-差，成熟度高，以生油气为主，综合评价

为一套好的烃源岩。早侏罗世烃源岩主要分布在冷湖-南八仙构造带及其以南地区，一般厚 0-300m，

冷湖、伊北和一里坪-鸭湖次凹最大厚度分别为 700m、800m、600m，其中伊北次凹面积最大，厚度

最大。中侏罗统有效烃源岩主要分布于赛什腾凹陷，大部分地区不足 100m，赛什腾-鱼卡次凹最厚为

400m 是中侏罗统最重要的生油次凹；结绿素南、鹊南是中侏罗统残余烃源岩发育的次要地区。 

本次研究成果与前人基本一致[12]，但鄂博梁地区烃源岩分布范围扩大，且长尾梁、一里坪两个

烃源岩有独立的沉积中心，均是在建立断-坳转换的模型基础上所研究出来的。这对柴北缘油气勘探

领域扩大有重要意义。 

同时，赵贤正（2015）等在研究二连盆地断陷带石油地质条件中，结合断裂展布展布特征、断陷

结构特征、地层发育条件等将复杂断陷划分成串联式、并联式、斜列式及交织式几类，并以此来分析

复杂断陷群的石油地质条件[13]。通过研究发现，柴达木盆地深部断陷虽然历经多起改造，但断陷的

结构样式仍得以保存，所以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并结合近期的盆地勘探成果发现，柴北缘侏罗世的断

陷主要以并联式为主，并联型的断陷有利于形成相对浅及宽缓的断陷湖盆，构造纵向上河流相发育，

横轴方向岩相变化较快，烃源岩发育面积较大，更易在斜坡处富集烃源岩，但是厚度相对较薄，通过

并联型的断裂以及纵向上的砂体，油气易运移至较远的富集场所，形成源外的油气藏。现今已发现的

柴北缘主要的大型油气田东坪、牛东、马仙、平台等油气田均是源外油气田。而串联式为主的复式断

陷，主要分布在柴北缘的南端的一里坪凹陷内，例如南翼山断陷，红三旱断陷等，串联型有利形成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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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槽型的断陷湖盆，烃源岩的埋深较深，河流相有关的砂体在断陷内部延伸较远，油气易在凹陷内部、

上覆构造或者周缘富集，形成下生上储的构造油气藏或者在周缘形成断层遮挡的断块油气藏或者岩性

油气藏。例如在南翼山油气田，发现了成熟度较高的天然气，推测极有可能从深部运移而来。 

 
图 5  柴达木盆地坳陷期烃源岩残余分布 

4  结论 

（1）依据柴北缘侏罗纪的演化特征，建立了柴北缘侏罗系断—坳沉积解释模式，在全区具有可操作

性，对于重新认识侏罗系盆地原型具有重要意义。 

（2）侏罗世断陷虽经过燕山期及喜山期构造运动的改造，现今剖面上仍保留着伸展断陷的特征，在

断-坳解释模型的解释基础上，依据构造形态、改造程度以及运动学特征，将侏罗世凹陷划分为五种

不同的构造类型。断陷期地层与坳陷期的地层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同时自早侏罗世拗陷期沉积地层

到晚侏罗世拗陷期沉积地层，沉降中心总体上具有自西向东的迁移规律，略具由南向北的迁移特征， 

（3）侏罗纪断陷的主要成因受控于早侏罗世伸展构造运动，喜山晚期，挤压应力与早期的伸展应力

方向近似相同，但是由于阿尔金山的走滑作用，以及祁连山隆升的阻隔作用，祁连山前的断陷，以及

鄂博梁断陷等地区，断裂的方向以及断陷的形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4）断陷较为发育地区，为侏罗系的沉积提供了更大的可容空间，侏罗系烃源岩条件更为优越，在

解释模型的基础上，发现了红三旱、南翼山等前人未有认识到有利的生烃凹陷，并扩大了鄂博梁凹陷

的范围，而柴北缘断陷主要以并联型结构为主，易形成源外油气藏，与现今的油田分布相符合，表明

断坳解释模型对柴北缘下一步的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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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玫瑰图的产状控制蚂蚁追踪分析 
 

张  瑞1，文晓涛 1，2，李  天 1，李世凯 1，张金明 1 

(1.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物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2.成都理工大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59) 

 

摘要：传统蚂蚁追踪较多注重蚂蚁体初始边界范围、追踪轨迹偏离度、追踪步长、非法步数与合法步数、停止门槛

这六个主要参数，对裂缝倾角与方位角控制较少。玫瑰图分析能够显示出裂缝发育的方位角等产状信息。通过利用

petrel 中 Stereonet 模块，可引入裂缝产状信息控制蚂蚁体的刻画，实例分析结果表明，在玫瑰图分析基础上的产状

控制蚂蚁追踪技术，排除了非期望方向的裂缝信息干扰，得到了精细显示的裂缝发育特征蚂蚁属性体。解释人员能

够获得期望产状上的裂缝展布特征，为后期的钻井部署提供有力依据。 

关键字：裂缝发育的方向性；断裂系统；玫瑰图；蚂蚁追踪 

 

0  引言 

随着油气勘探开发的深入，裂缝孔隙性气藏、水气藏和受裂缝影响的非常规天然气藏（如致密砂

岩气、页岩气、煤层气等）在油气藏发现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大，储量和产量比例也逐渐上升，储层

裂缝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1]。裂缝作为油气藏的重要运移通道和储集空间[2-4]，其发育方向及分布特征

对储层的非均质性和油水运动规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勘探区裂缝发育的早期识别和储层裂缝的准

确描述和预测是油气藏有效开发的关键。 

21 世纪初，随着地震解释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对断裂系统的解释工作中开始运用蚂蚁追踪技术。

相比于常规的地震资料解释方法，该技术能够自动识别并且分析断裂系统，具有速度快、人为干预少

等特点。但传统蚂蚁追踪技术由于受到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变化和噪音的影响，标示断裂线并不单纯

为裂缝信息，且分布杂乱，干扰性强，影响对断裂系统中裂缝的识别与判定。通过采用玫瑰图对区域

地质构造特征进行分析，控制裂缝产状方位上的蚂蚁追踪强度，滤除假裂缝信息与噪音干扰[5]，可提

高裂缝发育系统的解释准确性。 

1  方法原理 

1.1  技术实现 

蚂蚁追踪技术又被称为断裂系统自动分析技术，该技术的原理是将大量电子蚂蚁散播在地震数据

体中，发现满足预设断裂条件的蚂蚁会将此点判定为断裂痕迹并“释放”某种信号，召集其他区域的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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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东三路 1 号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物理学院．联系电话：18117860030．E-mail：ray.z.2015@gmail.com． 



张瑞等：基于玫瑰图的产状控制蚂蚁追踪分析 

254 
 

蚁集中在该断裂处对其进行追踪，直到完成该断裂的追踪与识别。而其他不满足断裂条件的地方将不

进行裂缝标注。 

常规蚂蚁追踪设置初始蚂蚁分布边界、蚂蚁追踪背离、蚂蚁搜索步长、非法步长、合法步长、终

止标准这 6 个关键参数[6-7]，这样生成的蚂蚁属性体可以自动刻画符合追踪条件的断裂线。 

 
图 1 常规蚂蚁追踪技术简图 

Fig.1 Technical diagram of traditional Ant tracking 

玫瑰图分析是一种描述裂缝方位角与裂缝发育密度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它的计算原理是以最小单

位元对目标区域裂缝进行统计，然后将统计出的不同方位角的裂缝出现频率归一化显示在玫瑰图上[8-

9]。如图 2 所示，玫瑰图表盘上有两个参数坐标轴，分别为反映裂缝方位角的圆盘角度坐标和反映裂

缝密度的线性密度坐标。角度坐标控制花瓣的走向，与裂缝走向一致；密度坐标控制花瓣的长度，花

瓣越长，则此走向的裂缝数量越多，密度越大。 

 
图 2 玫瑰图 

Fig.2 Rose diagram 

1.2  解释流程 

利用常规地震数据生成产状控制蚂蚁追踪属性体的流程简图如图 3 所示。主要工作流程包括以下

三个步骤： 

1)对原始地震数据进行玫瑰图分析，提取裂缝发育产状的精确信息 

2）利用中值滤波、构造导向滤波等手段对地震资料进行预处理；提取混沌体、方差体、相干体

等属性，对原始地震资料进行边缘增强处理，突出数据体中的不连续性信息。 

3）根据玫瑰图分析中得到的裂缝产状信息，控制蚂蚁搜索的方位与倾角，设置关键参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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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状控制蚂蚁追踪属性体。 

图 4 为玫瑰图分析界面与蚂蚁追踪用于产状控制的 Stereonet 模块示意图。两者界面非常相似，

不同之处为:1）玫瑰图圆形密度坐标表示裂缝的方位角，花瓣方向与裂缝走向一致，正向上的指针指

向工区正北方向。Stereonet 图表盘坐标正上方向代表地震工区主测线方向；2）玫瑰图花瓣的长度表

示该方位裂缝出现的频率，频率越高，长度越长，强度越大。Stereonet 图内圈代表产状控制倾角，越

靠近圆心，裂缝倾角越大。 

 
图 3  产状控制蚂蚁追踪技术流程简图 

Fig.3 Technical diagram of ant tracking controlled by occurrence 

 

（a）玫瑰图                  （b）Stereonet  

图 4  玫瑰图分析界面与 Stereonet 示意图 

Fig.4 Rose diagram and Stereonet 

2  应用效果分析 

选取中国南海珠江口盆地 C 区为研究工区，该区内主要发育 NWW-SEE 向张扭性断层。由早期

NW－SE 向拉张作用、晚期东沙运动（太平洋板块以 NWW 方向向欧亚板块的俯冲），及晚期沿盆地

长轴方向，东北和西南两端作顺时针扭转作用形成。断层在研究区主要作为流体的运移通道，对断层

的精细检测对于目标区的选择有着重要作用。 

通过玫瑰图分析可知工区内主要发育 NW 55°~80°，WS 5°~15°两套断裂带。NW 向的断裂主要发

育在研究区西部，东部有少量发育；WS 向断裂主要发育在研究区西南部。图 5（a）为常规蚂蚁属性

体的等时切片，从中已可看出该区块断裂发育特征。但是，由于本区地震资料信噪比较低，很多噪音

信息也在沿层切片中显示出来，对裂缝解释干扰严重。依据玫瑰图分析对工区裂缝进行产状控制以后

切片如图 5（b）所示，可以看出，通过产状控制滤去低倾角异常等干扰信息，工区内断裂信息得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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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反映。 

图 6 为产状控制蚂蚁追踪与常规蚂蚁追踪属性的剖面对比图。由于地震剖面纵向上存在不连续

性，尤其在反射同相轴附近尤为明显，因此电子蚂蚁在地层分界明显的区域也形成了强烈的收敛。相

对而言，在微裂缝处聚集的信号较少，裂缝刻画不清晰，连续性差。产状控制下的蚂蚁追踪消除了纵

向上同相轴附近的刻画显示，加强了对裂缝信息的刻画，不仅大的断裂带信息得到提取，细小的微裂

缝也得到清晰的显示。 

  
（a）常规蚂蚁体                   （b）产状控制蚂蚁体 

图 5  产状控制前（a）后（b）蚂蚁追踪属性等时切片对比 

Fig.5 Ant body time slice imaging comparison with the Ant body controlled by occurrence 

 
（a）常规蚂蚁体  

 
（b）产状控制蚂蚁体 

图 6  产状控制前（a）后（b）蚂蚁追踪属性剖面对比 

Fig.6 Ant body profile slice imaging comparison with the Ant body controlled by occurrence 

 
图 7  产状控制蚂蚁属性体地震剖面 ghost 叠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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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Ant body profile slice imaging congruence with the input data 

图 7 为产状控制蚂蚁属性体剖面与原始地震剖面的 ghost 叠合图。在蚂蚁体剖面上可见明显的裂

缝分布，且裂缝倾角显示清晰，表现为高角度、近平行分布的特征。对比原始地震剖面可以看到，地

震剖面上肉眼可识别的断层和裂缝系统在断裂剖面上都有反映，而且形态和分布非常清晰和直观。一

些微小裂缝在属性图上也得到清晰的刻画，裂缝在属性图与振幅图交界处对应非常好。地震剖面上无

法解释断裂的部位，蚂蚁属性剖面上也没有断裂存在。解释结果表明，产状控制下的蚂蚁追踪属性结

果相比常规蚂蚁追踪更加精确、直接，裂缝系统具备客观性，能较好反映工作区裂缝空间展布特征。 

3  结论 

本文中,通过利用玫瑰图对蚁群算法的断层自动追踪技术进行产状控制，突出显示优势裂缝发育

方向的裂缝空间展布特征，有效去除噪音的影响，得到的蚂蚁属性体可以很好地应用于断裂的平面及

剖面解释。以该类裂缝空间展布图作为裂缝性储层裂缝发育特征依据，可更准确地了解裂缝的发育密

度和分布规律，对井网部署和压裂有指导作用，同时减小了油气开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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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controlled ant tracking analysis based on rose diagram 

 

Zhang Rui1, Wen Xiao-tao1,2,Li Tian1, Li Shi-kai1, Zhang Jin-ming1 

(1.Geophysical Institute,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China;2.Key Laboratory of Geodetec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ant tracking is more focusing on the six main parameters such as initial ant boundary, ant track deviation, 

ant step size, illegal steps, legal steps and stop criteria, instead of the dip and azimuth angle of fracture. Rose diagram analysis 

can show the occurrence information such as azimuth angle of fracture development and so on. Through the use of Stereonet 

module of petrel, the ant tracking can be controlled by occurrence. Exampl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orientation of rose 

diagram analysis based on the ant tracking technology can rule out the interference information of unexpected direction of 

fracture, and get the ant body attribute with detailed instructions of fractur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Interpreter can get 

expected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fracture, providing the powerful basis for later drilling deployment. 

Key words: Directivity of fracture development; Fracture system; Rose diagram; Ant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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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冲断带构造演化特征及勘探前景 

 

张延玲11，郭彦如 1，何登发 2，刘俊榜 1，高建荣 1，宋  薇 1 

（1.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北京 100083；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00083） 

 

摘要：利用最新地震、地质和钻井资料，剖析了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冲断带构造运动学、几何学特征，用综合估算法

进行了剥蚀量恢复，分析了古构造特征及主成藏期构造与油气的关系，指出了有效圈闭类型及分布。研究认为，鄂

尔多斯盆地西缘马家滩段具“三分”特征，断裂组合以顺层滑脱构造为主，而沙井子段则以逆冲断裂为主并发育构造

楔。西缘构造演化经历了“四期”演化阶段，即早期埋藏期，晚三叠世雏形期、侏罗世鼎盛期和白垩世-第三系调整期。

构造运动对西缘冲断带的成藏产生了破坏作用，但是断裂下盘原地岩体规模型岩性圈闭和上盘集群型构造圈闭仍有

较好的成藏条件，是天然气勘探的有利目标。 

关键词：构造演化；剥蚀量；缩短率；古构造特征；冲断带；圈闭类型 

 

0  引言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地区，位于中国东部和西部两大构造域的衔接地带，地处秦岭-祁连褶皱构造

带、阿拉善地块以及鄂尔多斯地块之间[1-3]，受三者长期构造活动的影响，使得该地区的地质条件复

杂，构造样式多元[4-7]。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冲断带呈南北向展布，北起内蒙古磴口，南至甘肃陇县，

西起青铜峡-同心一线，东到鄂托克前旗-环县一线以西，南北长约 600km，东西宽约 70 公里，面积

约 4.2×104km2（图 1）。 

从世界范围来看，前陆盆地和前陆冲断带是油气勘探的重要领域[8-9]，以中东扎格罗斯（zagros）

盆地为例，该冲断带发育大型背斜构造圈闭 100 多个，可采资源占全球常规油气可采资源总量的 35%，

已发现巨型油气田 69 个，形成了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构造油气田群。中国中西部的前陆冲断构造中

也发现了丰富的油气，以塔里木盆地库车地区为例，已发现了克拉 2 等大气田，形成了规模气藏，其

中克拉苏冲断带发育大型有利圈闭 33 个，勘探潜力巨大。同样，四川盆地龙门山冲断带油气勘探潜

力也非常可观。鄂尔多斯西缘冲断带也是典型的前陆冲断地区，同样具有较大的勘探潜力，但是相对

于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周缘前陆盆地来说研究程度低，需要深入分析其构造特征、演化过程以及是

否具有大发现的勘探潜力。 

前人研究表明，前陆冲断带的构造具分带特征[10]，西缘冲断带也不例外，从构造变形和地层发

育特征上看，具东西分带、南北分段特征，以北纬 38°线附近的马家滩段为界，南、北两段存在明显

差异[11-12]，因此从南北向上来说划分为北、中、南三大段，也有学者细划为五、六段[13]；而东西向

由推覆体系、前缘带、向斜带三个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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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延玲等：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冲断带构造演化特征及勘探前景 

260 
 

但是，西缘冲断带地区地表多为黄土塬和戈壁，地表地质条件复杂，地震资料多为沿沟弯线和

品质较差的二维直测线，使得构造解释和圈闭落实难度非常大，直接影响了该区区域地质研究和油气

勘探进程。本文借助于地表地质分析及最新的钻井和二维地震资料，对西缘冲断带运动学特征、几何

学结构及其形成过程进行解析，希望能为该地区的区域构造研究和下一步油气勘探提供依据。 

1  构造演化与古构造特征 

    古构造特征的恢复一直是西缘冲断带研究的一大难题，由于该地区受西北阿拉善块体和西南秦岭

-祁连构造带的共同作用，在两个方向的应力推挤下构造

复杂，断裂多样。要想合理的分析和研究古构造特征，

首先要进行合理准确的剥蚀量恢复，其次进行剖面上的

构造演化分析，在二者反复修正的基础上，结合单井信

息，进行古构造特征的恢复。 

1.1  构造建模 

根据西缘冲断带构造走向、发育程度、构造样式、

深浅构造、结晶基底卷入情况的差异，可将研究区划分

为六个段，由北向南分别为：陶乐—横山堡段、马家滩

段、惠安堡段、甜水堡段、沙井子段和彭阳段。其中，

马家滩段与沙井子段具有代表性。 

马家滩段：马家滩段地表大面积被第四系黄土覆盖，

仅局部地区出露三叠系、侏罗系及白垩系地层，在西部

牛首山地区也有奥陶系、寒武系出露。运用轴面分析方

法对马家滩段高精度地震测线的精细解释得出以下认识

（图 2）：①以冲断带前缘断层-沙井子断层为界，下盘

寒武系、奥陶系构

造简单，西低东高；

②上盘构造变形复

杂，在石炭系及其

以上地层以西倾东

冲的逆冲推覆为

主，其断面上陡下

缓，并沿石炭系煤

层滑脱层滑脱变

形，形成四条南北

向展布的冲断席；

③石沟驿向斜两翼较陡，东以沙井子断层为界，西以青铜峡断裂为界，石炭系以上地层保存较为完整，

 
图 1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构造区划图（据汤锡元等） 

Fig.1  Construction zoning map of the western 

Ordos Basin (Tang Xiyuan et al.) 

 

图 2  马家滩段 H126489 叠前时间偏移剖面解释方案 

Fig.2  Pre-stack time migration explain sectional in line H126489 Majiatan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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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彼此平行，构造发育较少，而石炭系以下地层则构造相对复杂；④青铜峡断裂两侧地层有所变化，

东侧主要是华北地区地层，而西侧则为祁连地区地层，该套地层受构造应力的作用，发生逆冲推覆作

用，地层抬升幅度大、倾角陡、剥蚀严重，石炭系及其以上地层基本全部遭剥蚀殆尽；⑤天环坳陷一

带地层平缓且构造不发育。 

由此可见，西缘冲断带马家滩地区具“三分”特征，除了具备西缘的分段性、分带性构造特征外，

还具有分层性特征。其中就分带性而言，可以分为逆冲推覆带及前缘过渡带、天环坳陷，并且每个构

造带仍可以继续细分为若干个小的构造带，其中逆冲推覆带可以分为石沟驿-沙井子逆冲带、韦州-苋

麻湾逆冲带、罗山-固原冲断带等，其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前缘过渡带根据不同的构造特征，可以

细分为三个不同的构造带，自西向东分别是烟墩山冲断带、海子井冲断带及马家滩冲断带；天环坳陷

内地层较为平缓，构造并不发育。从分层性上来看，从上到下划分为浅表构造层、断层上盘圈闭集群

层、断层下盘原地岩体层。其中，原地岩体层是主要的勘探层系，地层完整，以岩性圈闭为主，圈闭

规模大，保存条件好。构造圈闭主要发育于断层上盘圈闭集群层，并以石炭系煤层、三叠系泥岩层段、

侏罗系煤层滑脱，局部地区地层有所加厚；浅表构造层大部分被剥蚀，不具备保存条件。 

沙井子段：地表大面积被第四系覆盖，仅在局部个别河道处存在下白垩统砂岩出露。由于所受构

造应力不同，南段沙井子段构造特征与马家滩段差异较大（图 3）。相比而言，马家滩段属于薄皮构

造，石炭系以下地层为原地岩体，构造不发育，而沙井子段则为基底卷入型构造，且构造特征更为复

杂。该段具如下特征：①断层发育，在其底部存在双重构造，沙井子断层及青铜峡-固原断层错断多

套层并沿前寒武系滑脱层滑脱；②表现为东冲西倾的推覆构造，推覆构造带与天环坳陷直接接触，受

控于沙井子断裂、青铜峡-固原断层；③ 断裂走向近南北，主控断层上陡下缓，并错断寒武系及其以

上地层；④轴面分析确定断层发生多次转折，并且经历了多期构造变形，是多期构造相叠加最终形成

的结果。⑤该段发育构造楔。 

总体来看，沙井子地区以冲断带前缘断层-沙井子断层为界分为两个构造带，东部天环坳陷带内

地层相对平缓，构

造并不发育或较少

发育。西部沙井子

冲断带主体为推覆

构造发育带，地质

结构复杂，断层发

育。以石炭系滑脱

层为界，其上覆地

层均卷入变形，形

成三条南北向的冲

断席，冲断席下盘

Tt1l

TjZ

Tc2
To2w

T?

To1s

Tk

Tt3y

E

Tt1l

TjZ

Tc2
To2w

T?

To1s

Tk

Tt3y

EE沙井子断层

前缘过渡带推覆构造带 天环坳陷
青铜峡‐固原断层

 

图 3  沙井子段 H125887 叠前时间偏移剖面解释方案 

Fig.3  Pre-stack time migration explain sectional in line H125887 Shajingzi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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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构造楔。而下伏石炭系及其以下地层相对完整，构造平缓。另外，该段地层抬升幅度大，遭受剥

蚀情况严重，自东向西地层依次抬升剥蚀，各冲断席均经历了多期构造运动的影响，多期构造叠加最

终定型。 

1.2  剥蚀量恢复 

地层剥蚀量恢复是研究古构造特征的重要环节。准确恢复剥蚀厚度是现今油气地质界面临的一项

难题，前人对于鄂尔多斯盆地范围内的剥蚀量进行过恢复[14-15]，主要利用的是压实井趋势线法。但是

西缘冲断带地区构造复杂、钻井较少，显然这种方法在构造复杂区不适用，笔者采用综合估算法，即

利用多种方法的综合估算进行剥蚀量的恢复。选取多种方法相互验证，能够提高恢复结果的准确度和

可信度。具体方法如下： 

①构造演化背景分析-最大沉积厚度控制：在充分了解构造演化背景的基础上，确定某个构造阶段的

沉积中心，进行地层沉积厚度的分析，进而在区域上进行控制，即地层的剥蚀量不可能大于沉积厚度。

②地震反射趋势读值：已知某处的地层剥蚀厚度，或未剥蚀区地层厚度，就可以利用地震剖面上的反

射特征进行层位追踪，分析两点之间地层厚度的变化情况，推断未知点的剥蚀厚度。适用于西缘冲断

带这种井少构造复杂地区。③地层对比法：地层对比法是恢复地层剥蚀厚度的一种传统方法，其原理

是利用未剥蚀地区的地层厚度来确定地层原始沉积厚度，减去目前残余的地层厚度即可得到地层的剥

蚀量。④构造平衡演化剖面读值：该方法利用的是物质守恒原理，即面积守恒、层长一致、位移一致、

缩短量一致的几何学法则，适用于构造复杂区。平衡剖面的复原分为正演法和反演法两种，针对研究

区实际，采用

反演法，即从

精细解释剖面

开始，依次将

变形的剖面按

照顺序回剥到

未 变 形 的 状

态，并对所恢

复剖面的合理

性作出检验。

通过现今剖面

的长度和形变

趋势估算恢复

后剖面的长度

和构造形态，同时对地震剖面的缩短量和缩短率进行计算。这种方法受地震剖面精度的影响，对构造

的恢复有局限性。⑤基准井压实趋势线法估算：即传统的泥岩声波时差法，该方法利用泥岩孔隙度与

深度之间的指数关系，当不整合面以上新沉积物的厚度小于未剥蚀前不整合面以上老地层厚度时，将

不整合面以下泥岩的压实曲线上延至地表的泥岩声波时差曲线，古地表与今地表之间的距离即为剥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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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白垩系             b 侏罗系             c 三叠系             d 奥陶系 

图 4  西缘地区剥蚀厚度恢复 

Fig.4  Erosion thickness recovery map of the western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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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适用于地层相对平缓、构造变形简单的地区。⑥典型井埋藏史分析： 利用有限的钻井的Ro值进

行剥蚀量恢复，对其他方法获得的剥蚀量进行校正。⑦综合估算法：由粗到细，由简单到复杂，由宏

观到井点，步步深入，建立了一套适合于西缘冲断带构造复杂区的地层剥蚀量恢复方法，取得了实际

的应用价值。 

加里东运动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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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马家滩段 H126489 测线构造演化剖面 

Fig.5  Tectonic evolution section in line H126489 Majiatan segment 

 

通过研究区地层剥蚀厚度的综合估算法做图（图4），恢复了西缘冲断带主要的构造层的剥蚀量，

其中白垩系地层剥蚀量范围在200m～700m，侏罗系地层剥蚀量范围在200m～1500m，三叠系地层剥

蚀量范围在600m～3200m，奥陶系地层剥蚀量范围在200m～1200m。 

1.3  构造演化 

剥蚀量恢复是构造演化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笔者还原

了鄂尔多斯盆地西缘的构造演化过程，以马家滩段和沙井

子段为例进行介绍。 

马家滩段：以 H126489 测线为例（图 5），早-中元古

代属于结晶基底形成阶段，元古代-奥陶纪为稳定大陆边缘

沉积阶段。石炭系初期，贺兰拗拉槽再次拉张，再生拗拉

槽发育。三叠纪末期开始进入构造发育的初始期，受印支

运动末期构造运动的影响，鄂尔多斯西缘主要表现为抬升

剥蚀改造，并导致延长组 1-3 段不同程度缺失，对西缘的

构造影响较小。燕山初期，西缘地区进入逆冲推覆主要阶

 

图 6  家滩段 H126489 测线地层缩短率统计 

Fig.6  Formation shortening chart i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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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导致盆地西坳东翘，西北部及西部地区广泛发育晚侏罗世芬芳河组粗碎屑沉积,中东部地区缺失

芬芳河组沉积。燕山中期，构造运动加剧，挤压构造应力场转为北西西一南东东向,逆冲带开始向东

发展，沉降中心也向东移到桌子山至马家滩断裂的东侧,形成前缘逆冲带。晚白垩世，燕山运动开始

减弱，使全区普遍隆升，缺失晚白垩世沉积，下白垩统被错断。新生代，受喜马拉雅运动影响，盆地

的构造应力场发生变化，逆冲推覆作用持续发展，整体处于隆升剥蚀状态。 

通过地层缩短率计算表明

（图 6 ），测线原始长度为

82.5km，缩短量为 23.51km，缩

短率为 28.5%；下古生界缩短率

不到 10%，范围在 5%-7%之间；

上 古 生 界 缩 短 率 平 均 在

25%—30%之间，其中，中上侏罗

统缩短率最大为 28.5%；下白垩

统缩短率为 18.9%。同一个地区，

在相同的构造应力作用下，由于

构造样式和断裂组合关系的差异

造成不同层位缩短率的不同。马

家滩段为顺层滑脱的断裂组合，

滑脱层下部地层形变较小，缩短

率小；而滑脱层之上，构造运动

强烈，褶皱冲断形变较大，因此

地层缩短率也较大。 

沙井子段：该段的构造特征与马家滩段截然不同（如

图 7），以逆冲推覆构造为主。以地震测线 H125887 为例，

构造演化首先经历了早-中元古代结晶基底形成阶段，之

后转变为晚元古代坳陷沉积阶段，直至奥陶系沉积之后，

受加里东构造运动的影响，奥陶系顶部遭受不同程度的剥

蚀，并缺失志留系、泥盆系，与中石炭统不整合接触。到

了三叠纪末期受印支运动末期影响，三叠系延长组遭受不

同程度剥蚀，局部逆冲构造得以发育，但此时仍以三叠系

延长组遭受剥蚀为其主要特征。侏罗纪开始受燕山运动初

期影响，逆冲推覆构造开始发育，至燕山运动中期达到逆

冲推覆作用的顶峰，之后开始接受下白垩统沉积，在晚白

垩世逆冲推覆运动持续进行，直至现今，表现为对前期构

造的改造和复杂化（图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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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沙井子段 H125887 测线构造演化剖面 

Fig.7  Tectonic evolution section in line H125887 Shajingzi segment 

 

 
图 8  沙井子段 H125887 测线地层缩短率统计图 

Fig.8  Formation shortening chart in line 

H125887 Shajingzi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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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缩短率计算表明（图 8），剖面原始长度为 77.6km，缩短量为 17.6km，缩短率为 22.7%；

下古生界缩短率大于 10%，范围在 10%-13%之间；上古生界缩短率平均在 15%—23%之间，其中，

中上侏罗统缩短率最大为 22.7%；下白垩统缩短率为 19.8%。新老地层缩短率有差异，但是总体差别

不大，这是因为该段为逆冲推覆构造，断层冲断到了基底地层中，使得上下部的地层形变都比较大，

相对来说上部地层形变更明显，缩短率更大。 

由此可见，西缘冲断带在整个地质历史时期经历了复杂的构造演化，具有构造期次多，演化复杂

的特征。主要包括早-中元古代结晶基底形成阶段、晚元古代坳陷沉积阶段、早石炭世再生拗拉槽发

育阶段、奥陶系沉积后加里东运动克拉通盆地发育阶段、三叠纪末期晚印支运动内陆坳陷发展阶段、

燕山运动初期及中期逆冲推覆主要阶段、新生代初期构造反转阶段以及现今逆冲推覆构造持续发展阶

段等。简而言之，西缘冲断带经历了加里东运动的埋藏期、三叠纪末期晚印支运动的初始期、燕山运

动的鼎盛期，以及喜山运动的调整期等四个大构造演化时期，可以说整个西缘冲断带是燕山期构造运

动的产物。 

1.4  古构造特征 

在现今构造建模、剥蚀量的恢复、构

造演化分析的基础上，恢复地质历史时期

的古构造成为可能。在多期构造运动导致

了多期构造叠加，其中与油气成藏最为密

切的构造期为侏罗纪末期：该期为构造定

型期，与主成藏期匹配。因此，研究此时

期的古构造特征至关重要。 

从侏罗纪末期古构造图可以看出（图

9）：盆地西缘地区向东逆冲隆起，奥陶

系以上地层被剥蚀，大量发育东倾西冲的

断裂。 马家滩地区西部的石沟驿向斜已

经形成，形成西低东高的地势。向斜西翼

石炭系及其上部地层地势较陡，向斜东翼

相对宽缓，马家滩即处于该宽缓翼部的高

部位。石沟驿向斜南部石炭系以上的地层

遭受大面积剥蚀，而奥陶系地层则比较完整，并处于构造的高部位。马家滩南部地势相对较低，但地

层保存完整。南部沙井子地区整体抬升较高，南北向断层发育，奥陶系断裂相对不发育，构造高部位

处于沙探 1 和环 14 井附近，由此向西低形变缓且埋深变深，构造呈南北条带状分布，沙探 1 和环 14

井一线以东构造平缓，为明显的向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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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奥陶系    b 石炭系     c 三叠系     d 侏罗系 

图 9  侏罗系沉积末古构造形态 

Fig.9  Ancient structural form at the end of Jur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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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奥陶系顶面构造形态演化过程 

Fig.10  Tectonic evolution of Ordovician top 

从主要目的层奥陶系顶面古构造特征演化过程分析可预测油气聚集的有利区(图 10）。由图 10

可见，马家滩地区和沙井子西部地区（红色框线内两个地区）成藏条件较为优越。首先，二者保存条

件较好，地层较全，构造破坏程度小，尽管沙井子地区构造相对发育，但是沙探 1 和环 14 井一线以

西地区地层埋藏相对较深。其次，二者处于构造的相对高部位，是有利的油气指向区。再次，这两个

地区具备有利的圈闭条件，马家滩地区东部，断层下盘的岩性圈闭保存条件好，圈闭面积较大，新钻

探的忠探 1 井圈闭面积达 80km2，而沙井子地区的构造

圈闭多，埋藏浅，圈闭大，也是有利的勘探目标。第四，

局部构造主要形成期为侏罗纪末期，定型期为白垩纪，

与油气大量形成期一致，匹配关系好。 

2  有利圈闭类型与分布 

通过西缘冲断带不同地层的古今构造特征、圈闭评

价和成藏条件的分析，笔者认为西缘冲断带发育两类有

利圈闭类型： 

原地岩体规模型岩性圈闭：主要分布于西缘冲断带

中段地区（马家滩地区），受西缘冲断带西倾东冲的逆

冲断层作用影响，冲断带前锋带下盘地区易于形成大型

的低幅度背斜构造（图 11），这些构造多形成规模大、

埋藏深、继承性好、保存条件有利的岩性圈闭。该地区

发育上、下古生界两套烃源岩。烃源岩厚度大，分布稳

定，有机碳含量较高，生烃强度大。上古生界生气强度

都在 15×108m3/km2 以上；下古生界乌拉力克组生烃强度

2~8×108t/km2，克里摩里组生烃强度 3~10×108t/km2，油气供给充足。上古生界砂体和下古生界奥陶系

白云岩储层发育。

其中上古生界储

层岩性以石英砂

岩为主，孔隙类型

以次生溶蚀孔隙

为主；下古生界奥

陶系克里摩里组

和桌子山组发育

三类白云储层：裂

缝溶洞型、顺层岩

溶型和礁滩体岩

晶间孔型。此类目标源丰储厚组合多，是西缘冲断带最具潜力的目标。 

 
图 11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马家滩地区成藏模式图 

Fig.11  Accumulation model diagram of the western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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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盘集群型构造圈闭：分布于整个西缘冲断带，有效圈闭群主要分布于两个地区：马家滩地区和沙

井子地区。马家滩地区煤系地层滑脱面之上中生界地层伴随断层发生褶皱变形，背斜、断背斜发育（图

11），山西组煤层是主要烃源岩，通过断裂沟通上部砂岩储层，上古生界石盒子组泥岩厚度在 50-70m，

为直接封盖层。从已知油气藏来看，气藏主要分布于山西、石盒子组的透镜状砂岩中，油藏则主要分

布于前冲带的三叠系砂岩地层中。 

沙井子地区（西缘冲断带南段前缘构造带以西）构造呈南北条带状分布，西部为剥蚀区，中部为逆

冲构造发育区，东部为构造平缓区。共发现 8 个构造圈闭，构造类型以断背斜、断鼻及断块为主，构

造方向性明显，多呈 NNE 走向，构造面积不等（约为 7-92.1km2），闭合幅度差别大（约为 50m-700m），

埋藏较浅（高点海拔 100m~ -1500m），有利圈闭是冲断带天然气聚集的有利场所。沙井子地区在冲

断构造形成之前是继承性的持续坳陷区，有利油气的生成。下古生界发育奥陶系海相烃源岩，烃源岩

厚度大，有机质丰富，且紧邻上古生界煤系地层银洞子生烃中心（石炭-二叠系煤系烃源岩分布范围

广，分布面积 12721km2；厚度大，煤层累计厚度一般 10－20m；层系多），具有形成天然气藏的物

质基础。该区发育两类储集体：下古生界碳酸盐岩储层和古生界、中生界河流三角洲碎屑岩储层。前

者可形成缝洞型碳酸盐岩储层。后者各期的河流、三角洲平原相砂体比较发育，可形成良好的储集体。

由于该带抬升较高，中生界大面积被剥蚀，上古生界及其以下地层保存完整。研究认为该带存在两套

区域盖层：二叠系上石盒子泥岩和石炭系泥岩。上石盒子组主要发育一套横向稳定的滨浅湖相沉积，

其中泥岩占地层厚度的 60%～75%，封盖能力属中等偏上，为区域盖层。下古生界不整合面之上广泛

发育一套石炭系属滨海沼泽沉积，泥质岩发育，分布稳定，是奥陶系风化壳储层的最佳区域盖层。总

之，沙井子西上盘集群式构造圈闭具有形成油气聚集的良好条件，是近期勘探的有利目标。 

3  结论 

1）在断层相关褶皱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构造建模，认为马家滩段主要为顺层滑脱型构造组合，

沙井子段主要为逆冲推覆型构造组合，断层下盘发育构造楔，不同的断裂组合模式，使得二者的缩短

率具明显差异性。 

2）相对于综合利用地层对比法、镜质组反射率法和泥岩声波时差法等井上的数据进行的剥蚀量

估算方法，本次采用的利用地震反射趋势、平衡剖面等区域控制加上泥岩声波时差法、典型井埋藏史

分析法、地层对比法等“井-震”相结合的综合估算法更适用于构造复杂，井点密度少的地区的地层剥

蚀量估算。 

3）从剖面到平面细化分析了西缘冲断带的构造演化过程，通过三维立体显示恢复了主要地质历

史事件，展现了西缘冲断带的构造演化过程，表明构造始于早三叠系，晚三叠系形成雏形，侏罗纪大

规模发育， 白垩系-第三纪调整定型四个构造发育阶段。 

4）西缘冲断带分布有两类有效圈闭：原地岩体规模型岩性圈闭和上盘集群型构造圈闭。前者主

要分布于马家滩地区下盘；后者主要分布于马家滩地区上盘和沙井子地区。这些圈闭分布区是天然气

勘探的有利目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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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on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ation prospects of the western 

fold-thrust belt, Ordos Basin, China 

 

Zhang Yan-ling1, Guo Yan-ru1, He Deng-fa2, Liu Jun-bang1, Song Wei1, 

(1. Department of Ordos E&D, Beijing 100083，China；2.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test seismic, geological, and drilling data in the Westen Ordos Basin, kinematics and geometry 

characteristics  was studied to recover eroded strata thickness and palaeostructural form，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oil and gas in the main reservoiring stage，to Predict favorabl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zones. The tectonic 

characteristics are zoning in east-west area , partitioning in north-south region，layering in Up-low direction；For example, 

In Majiatan section，Structure is given priority to with bedding decollement，while in Shajingzi section，Structure is given 

priority to with thrust faults and tectonic wedge. The Tectonic is complex and the erosion is obvious in the whole western 

margin thrust belts，So the conformity and recovery of the amount of strata denudation are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uses 

the comprehensive estimation method to Calculate denudation amount In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 thrust belt. Through the 

ancient tectonic analysis, the tectonic evolution process in research area is divided into four major evolutionary stages：The 

early burial period 、The Triassic initial period、 The Jurassic intense period、The Cretaceous-Present adjustment period，

Yanshan epoch is the main tectonic movement period.  Although the tectonic movement of the western margin thrust belts 

damaged the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preservation condition is good in faulting footwall autochthone area and large 

syncline area，which are favorable exploration targets.   

Key words: Tectonic evolution; Erosion amount; Shortening; Palaeostructural; Western edge of the thrust belt; Trap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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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A048 

塔中 4油田下石炭统生屑灰岩段储层特征及控制因素 

 

朱汉卿1，张  琪 2，张鹏程 2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摘要：根据岩心、铸体薄片、储层物性测试、压汞曲线等资料，结合区域地质背景，对塔中 4油田下石炭统巴楚

组生屑灰岩段沉积环境及储集层特征进行了综合研究。研究表明研究区属于碳酸盐岩台地环境，垂向上可区分出 3

期沉积演化阶段，其中第 2期塔中 402 井区高频海平面下降时期形成的蒸发台地白云坪是优质储层形成的基础。

储集空间以晶间孔、晶间溶孔为主，局部地区发育溶洞，裂缝大多都被后期形成的方解石、石膏充填。白云岩储

层物性明显优于石灰岩。利用最小流动孔喉半径法确定储层的物性下限，结合压汞曲线的特征制定研究区生屑灰

岩段储层评价标准，将储层分为Ⅰ类好储层、Ⅱ类中等储层、Ⅲ类差储层、Ⅳ类非储层、Ⅴ类裂缝储层。探讨了

碳酸盐岩储层的控制因素，沉积环境决定了储层的质量，白云化作用、大气淡水溶蚀作用、埋藏溶蚀作用都对碳

酸盐岩储层改造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碳酸盐岩台地；沉积环境；成岩作用；储层评价 

 

0  引言

碳酸盐岩储层质量表征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受后期成岩作用的影响非常大，非均

质性强。前人对塔里木盆地下石炭统生屑灰岩段的层序地层特征[1-6]、沉积相展布[7]、储集层特征[9-

13]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大多是盆地级别的，沉积相的研究大都停留在沉积亚相的级别，对指导小

尺度油田开发井位部署意义不大。本次研究旨在利用岩心观察描述、岩心分析化验、测井曲线、铸

体薄片、压汞曲线等资料，对塔中 4 油田生屑灰岩段沉积演化模式、储集层岩石学特征、物性特

征、成岩作用、储层评价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为研究区生屑灰岩段的开发评价提供地质依据。 

1  地质概况 

塔中 4 井区位于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部，区域构造上，塔中 4 井区位于塔中低凸起中

央断裂背斜构造带的东端，东接塔中 1 号构造，西邻塔中 9 号构造，为一两翼被断层顺轴向切割的长

轴背斜（图 1），面积 290.88km2。自下而上包括 CIII、CII、CI 三套含油层系。CIII、CI 为碎屑岩油

藏，CII 生屑灰岩段为碳酸盐岩气藏，形成研究区“上下储油、中间储气”的特征油气藏分布模式，

前人研究认为生屑灰岩段凝析气是喜山期幕式成藏的产物[14]。 

塔里木盆地下石炭统巴楚组生屑灰岩段是区域内重要的对比标志层，形成于早石炭世杜内期[15,16],

                                                 
作者简介：朱汉卿，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20 号石油大院亚太所．电话：18611244694．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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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屑灰岩段在研究区全区分布，厚度稳定，分布在 30～40m 之间，平均厚度 35.35m。在下伏东河砂

岩段和下泥岩段沉积之后，塔北及东部的古隆起区已被填平补齐。此时海侵由南、西南方向向盆地内

推进，水体变深，物源后退，从而有利于生物的繁殖和碳酸盐岩沉积物的堆积，生屑灰岩段形成。 

 

图 1 塔中 4油田构造位置 

2  沉积特征 

2.1 岩石学特征 

结合岩心观察和薄片资料，塔中 4 油田生屑灰岩段包含的岩石类型主要有： 

(1)颗粒灰岩：沉积环境为台内滩，水动力能量强，颗粒分选好，按颗粒类型可分为鲕粒灰岩、生

屑灰岩、砂屑灰岩，生屑为破碎的棘皮类、腕足类碎屑及介形虫，鲕粒有正常鲕、假鲕、椭形鲕，砂

屑由泥晶方解石、藻迹等组成。绝大部分颗粒灰岩粒间孔都被后期胶结物充填，储层致密。 

(2)泥晶灰岩：沉积环境为潮上带的灰坪以及下潮间带的滩间洼地，少见碳酸盐岩颗粒，由泥级的

碳酸盐岩组成，结构为泥晶，颜色为深灰色和灰色，反映弱氧化沉积环境，岩石内部可见少许介形虫

及直立的管状藻屑。 

(3)泥粉晶白云岩：潮上带灰坪在气候干燥，海水盐度偏大时，蒸发作用强烈，原生沉积物粒间水

不断向空气中散发，再经过毛细管蒸发作用，海水源源不断补充到这些疏松沉积物的颗粒之间，粒间

水盐度变大，沉淀石膏，Mg/Ca 比率大大提高，高镁粒间水与文石接触，使得文石白云化，形成云坪。

生屑灰岩段中部的白云岩，在后期的大气淡水溶蚀作用下，形成了研究区优质的“针孔白云岩”。 

(4)膏质白云岩：在蒸发台地这种强还原环境下，极易形成石膏，与硫酸盐化作用相关，白云石呈

微粒状，硬石膏呈不规则状及条带状分布。 

(5)灰质白云岩：泥晶白云石含量 50%～70%，灰泥含量 15%～30%，分布于白云石晶粒间，含少

量腹足、介形虫和棘屑。 

2.2  沉积演化模式 

研究区生屑灰岩段整体处于蒸发台地环境，白云化作用强烈。地形平坦，海平面升降频繁，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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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回发育，前人研究认为与米兰科维奇旋回有关[1,17]。根据研究区生屑灰岩段的特征，将其沉积演化

分为 3 个阶段（图 2）： 

 

图 2 塔中 4油田石炭系生屑灰岩段沉积演化模式

（1）A 期  下伏下泥岩段沉积后，水体清澈，盆地范围内开始沉积生屑灰岩段，由于地形平坦，

研究区全区处于台地环境的潮上带，先沉积泥粉晶灰岩，再经过白云化作用，形成了生屑灰岩段底部

的泥晶白云岩（图 3-a），且全区分布，岩性没有大的变化。之后海平面上升，水动力强度增大，研究

区大部分处于台内滩环境，局部处于滩间洼地环境，储层物性也较差，这是因为海平面的上升使得在

碳酸盐岩颗粒间发生了海底胶结作用，储层致密。这样的海平面升降在研究区目的层段发生两次，形

成两套泥晶白云岩与颗粒灰岩互层沉积。 

（2）B 期  此阶段塔中 4 井区附近地层变陡，垂向上海平面升降带来的地层岩性变化更加明显，

当海平面处于高位时，水体动荡，碳酸钙富集，且有充分的核心来源，形成了台缘鲕粒滩[18]。东部的

缓坡区发育台内砂屑滩和生屑滩，生屑灰岩和砂屑灰岩对环境能量的要求低于鲕粒灰岩[19]。当海平面

处于低位时，沉积体处于潮上带环境，发生蒸发白云化作用，并且这种白云化作用可能是不完全的，

因为下伏的鲕粒灰岩并没有发生白云化。此时沉积物短期暴露，大气淡水沿着未被压实的沉积物发生

渗透，选择性溶蚀白云岩中未被白云化的低镁方解石和文石，形成了研究区典型的针孔白云岩（图 3-

b）。国内学者[20]将这种碳酸盐岩旋回称为环潮坪型米级旋回。这样的海平面升降在研究区发生三次，

在塔中 4 井区附近形成了三套优质的针孔白云岩储层，而塔中 422 井区和塔中 401 井区由于地势平



朱汉卿等：塔中 4油田下石炭统生屑灰岩段储层特征及控制因素 

274 
 

坦，大部分时期处于台内滩环境，米级旋回不明显，形成整套的颗粒灰岩沉积。 

（3）C 期  沉积演化进入到末期，地形平缓，研究区大多处于局限台地，沉积泥粉晶灰岩，泥

质含量增加，储层致密，可作为区域盖层。在塔中 422 井区，地形较其他地区较高，发生极强的蒸发

作用，形成膏岩层，这为下伏颗粒灰岩的溶蚀提供了硫酸盐来源，在塔中 422 井区形成溶蚀孔洞（图

3-c），但是受上覆蒸发岩的分布限制，分布范围很小。 

 

(a) TZ422 井，泥晶白云岩 (b) TZ4 井，针孔白云岩 (c) TZ422 井，颗粒灰岩 

图 3 塔中 4油田石炭系生屑灰岩段典型沉积岩心照片 

3  储层特征及分类 

3.1  储集空间类型及特征 

碳酸盐岩储层的孔隙类型按成因可大致分为原生孔隙和次生孔隙，随着碳酸盐岩的后期成岩作用，

原生孔隙消失殆尽，大部分的碳酸盐岩孔隙都属于次生孔隙。根据 TZ4、TZ402、TZ421、TZ422 井

大量的薄片资料，塔中 4 井区生屑灰岩段储层储集空间以孔隙为主，主要的孔隙类型包括晶间孔、晶

间溶孔、粒间溶孔、粒内溶孔等类型，有少量裂缝和溶洞，大部分裂缝和溶洞都被后期的方解石、石

膏或者泥质充填。 

（1）晶间孔：是碳酸盐矿物晶体之间形成的孔隙，主要由重结晶作用所形成，孔隙比较规则（图

4-a），一般情况下，主要表现为泥晶转化为亮晶过程中所形成的孔隙，是原生孔隙的一种。研究区主

要为白云石晶间孔隙，分布在 402 区块生屑灰岩段，孔径大小为 0.02～0.45mm。 

（2）晶间溶孔：是由于晶间的胶结物或者灰泥被溶解所形成的孔隙，是典型的次生孔隙，研究

区优质储层针孔状云岩主要的储集空间就是晶间溶孔，主要为白云石未成岩完全时晶间的胶结物遭到

大气淡水的溶蚀形成（图 4-b）。 

（3）粒间溶孔：粒间溶孔的形成与晶间溶孔形成相似，只是结晶体换成了碳酸盐颗粒，颗粒间

的基质或方解石胶结物被强烈溶蚀，孔径一般较大，形状不规则，常形成溶蚀港湾状边缘（图 4-b）。

此类孔隙主要发育在生屑灰岩、鲕粒灰岩中。 

（4）粒内溶孔：研究区的粒内溶孔类似于铸模孔，是地层水将颗粒组分部分或全部（比较少见）

移去所形成的孔隙。这种选择性的溶蚀是由颗粒化学组分决定的。井区粒内溶孔主要指生物体腔内溶

孔和砂屑内溶孔（图 4-c），多与粒间溶孔伴生。 

（5）裂缝：塔中 4 井区生屑灰岩段裂缝很少发育，根据岩心和铸体薄片的观察，研究区主要发

育两种产状的裂缝，一种是高角度裂缝，主要发育于灰岩中，但是大多被方解石或者石膏充填，没有

起到渗流通道的作用；另一种是水平缝，主要发育于底部泥晶云岩中，在岩心和铸体薄片中都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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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类裂缝（图 3-a,4-d），且沿着裂缝两侧形成串珠状的小孔和溶洞，这可能与下伏泥岩段压实作用

排出的有机酸和 CO2 有关。 
（6）溶洞：局部分布在 TZ422 井附近，其顶部发育膏质云坪，甚至是膏坪，石膏的存在说明该地

区存在含硫酸盐的孔隙水活动，为硫酸岩溶水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酸性地层水溶蚀了颗粒灰

岩，形成了海绵状的孔洞系统。 

3.2  储层物性特征 

分析塔中 4 井区生屑灰岩段 5 口取心井 689 个样本点的物性资料，塔中 4 井区生屑灰岩段孔隙

度的主值区间为 2%～10%，算术平均值为 5%，为低孔储层。渗透率的主值区间为 0.01～0.3mD，算

术平均值为 2.45mD，为低渗储层。 

灰岩孔隙度的主值区间为 2%～8%，孔隙度分布为单峰型，算术平均值为 3.42%，渗透率的主值

区间为 0.01～0.1mD，算术平均值为 1.52mD；白云岩孔隙度分布区间很大，算术平均值为 11.68%，

渗透率的主值区间为 0.01～0.3mD，算术平均值为 4.95mD。从孔渗交会图版可以看出（图５），白云

岩物性明显好于灰岩（表１）。 

 

  

(a)TZ4 井，3532.36m，3 单层，泥粉晶云岩，晶间孔，× 200；(b)TZ4 井，3535.06m，4 单层，粉晶云岩，晶间溶孔，×80；

(c)TZ402 井，3523.14m，5 单层，粉晶颗粒云质灰岩，介形虫体腔溶孔，×80；（d）TZ422 井，3566.48m，13 单层，泥晶云岩，构造

缝，×50 

图 4 塔中 4油田生屑灰岩段主要孔隙类型铸体薄片特征 

 

图 5 塔中 4油田生屑灰岩段分岩性孔渗交会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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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孔隙度－渗透率半对数交会图版可知，白云岩的孔渗相关性较好，且粉晶白云岩和泥晶白云岩

呈两种不同趋势的相关关系。而灰岩总体物性差，孔渗相关性也较差。 

表 1 塔中 4井区生屑灰岩段不同岩性物性数据 

岩性 平均孔隙度(%) 样本点 平均渗透率(mD) 样本点 

灰岩 3.42 489 1.52 466 

云岩 11.68 187 4.95 186 

3.3  储层物性下限的确定 

常规研究方法（统计法、测试法、试油法[21]等）的局限性致使其确定的低渗透储层物性下限值通

常偏高，多数研究均认为采用 小孔喉半径法确定物性下限标准更为准确[22]。其基本原理是认为油藏

内低于 小有效喉道控制的孔隙都被束缚水所饱和，通过做 小孔喉值与物性的交会图来获取物性下

限[23]，但是这种确定 小孔喉半径值的方法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和较大难度，所以一般要通过其他关联

属性进行分析。毛管压力曲线是反映储层微观孔隙结构特征的重要资料，根据毛管压力测试资料对岩

石的微观孔喉结构进行分析，确定 小孔喉半径值
[24]。排驱压力法便是将 小孔喉半径用排驱压力来

替代，进行物性交会求取下限一种方法。 

 一般认为 大启动压力梯度对应的渗透率值对应储层渗透率下限值，方法简化为：排驱压力与

孔渗值进行交会，得出趋势线，趋势线的 大拐点处的物性值即为储层的物性下限。图 6-a 为渗透率

与排驱压力交会图，确定出渗透率下限后带入渗透率与 小孔喉半径回归公式（图 6-b）即可求得

小孔喉半径，再将 小孔喉半径带入孔隙度与 小孔喉半径回归公式（图 6-c），求得物性下限为：φ

=3.3%，K=0.04mD。 

   

渗透率－排驱压力交会图 平均孔喉半径－渗透率交会图 平均孔喉半径－孔隙度交会图 

图 6  塔中 4井区生屑灰岩段排驱压力法确定物性下限 

3.4  储层分类及特征 

根据储层物性下限的界定，即孔隙度界限为 3.3%，渗透率界限为 0.04mD，以压汞曲线形态为出

发点（图 7），综合考虑储层的岩性、物性、孔隙类型、孔喉结构、沉积微相类型，制定出本地区的储

层评价评价标准，将本地区储层分为五类：Ⅰ类-好储层、Ⅱ类-中等储层、Ⅲ类-差储层、Ⅳ-非储层、

Ⅴ-裂缝储层（表 2）。 

3.4.1  Ⅰ类好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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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类好储层岩性主要为粉晶白云岩，孔隙类型为晶间溶孔，渗透率在大于4mD，孔隙度大于12%，

毛管压力曲线中间平缓段较长，位置靠下，孔喉分选好，喉道半径大，排驱压力小（图 8-a）。排驱压

力一般小于 1.2MPa， 大进汞饱和度大于 80%。 

Ⅰ类好储层主要发育于塔中 402 区块 B 期沉积演化阶段高频海平面下降时期蒸发台地的针孔白

云坪中，典型井为 TZ4 井。 

3.4.2  Ⅱ类中等储层 

Ⅱ类中等储层岩性主要为鲕粒灰岩、粉晶白云岩，主要储集空间为晶间孔、粒间溶孔、粒内溶孔、

铸模孔，渗透率在 0.4～4mD 之间，孔隙度在 6～12%之间，毛管压力曲线中间平缓段较长，位置靠

上，孔喉分选好，喉道半径较小，排驱压力较大（图 8-b）。排驱压力一般在 1.2～4MPa 之间， 大进

汞饱和度在 60%～80%之间。 

Ⅱ类中等储层主要发育于塔中 402 区块 B 期沉积演化阶段高频海平面下降时期蒸发台地的针孔

白云坪中以及高频海平面上升时期局限台地的鲕粒滩中，典型井为 TZ4 井。 

 

   

(a) Ⅰ类储层 (b) Ⅱ类储层 (c) Ⅲ类储层 

  
 

(d) Ⅳ类储层 (e) Ⅴ类储层 (f) 5 类储层压汞曲线特征 

图 7 塔中４油田石炭系生屑灰岩段各类储集层压汞曲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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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Ⅲ类差储层 

Ⅲ类差储层岩性主要为颗粒灰岩（鲕粒灰岩、生屑灰岩、砾屑灰岩）以及泥晶云岩，主要储集空

间为晶间孔、粒间溶孔、粒内溶孔、铸模孔、生物腔内孔隙，渗透率在 0.04～0.4mD 之间，孔隙度在

3.3%～6%之间，排驱压力高，介于 1～5MPa，进汞率介于 30%～60%中值排驱压力介于 4～8MPa，

曲线分选差、细歪度（图 8-c）。 

Ⅲ类差储层主要发育于塔中 422 区块 B 期沉积演化阶段受后期埋藏溶蚀作用的台内滩以及生屑

灰岩段底部 A 期沉积演化阶段海平面低位时期的蒸发台地白云坪中，典型井为 TZ422 井。 

3.4.4  Ⅳ类非储层 

Ⅳ类非储层岩性主要为泥微晶灰岩以及颗粒灰岩，储集空间有限，几乎为零，微孔型孔隙组合，

渗透率小于 0.04mD，孔隙度小于 3.3%，毛管压力曲线位置靠上，为高斜坡型（图 8-d），孔喉分选差，

排驱压力＞32.1MPa， 大连通孔喉半径＜0.01μm，无法测出中值压力和中值半径，进汞率小于 30%。 

研究区大部分地层属于非储层，主要见于生屑灰岩段顶部 C 期沉积演化阶段形成的局限台地灰

坪、B 期沉积演化阶段海平面上升期的滩间洼地、C 期沉积演化阶段高频海平面上升时期受海底胶结

作用的台内滩沉积。  

3.4.5  Ⅴ类裂缝储层 

这类裂缝主要是指生屑灰岩段底部的泥晶云岩中的开启裂缝，表现为渗透率较大，毛管压力曲线

中间平缓段较短，位置靠下，孔喉半径极大，排驱压力极小（图 8-e），裂缝作为储集空间，也作为渗

流通道。 

表 2 塔中 4油田石炭系生屑灰岩段储层分类评价 

储层类型 Ⅰ Ⅱ Ⅲ Ⅴ Ⅵ 

储层质量 好 中等 差 非 裂缝储层 

岩石类型 粉晶白云岩 粉晶白云岩 

鲕粒灰岩 

颗粒灰岩 

泥晶白云

岩 

泥晶灰岩 

颗粒灰岩 

泥晶云岩 

孔隙类型 晶间溶孔 晶间孔 

粒间溶孔 

晶间孔 

铸模孔 

致密 裂缝 

物性 孔隙度（%） >12 6～12 3.3～6 <3.3 <6 

渗透率

（mD） 

>4 0.4～4 0.04～

0.4 

<0.04 >4 

压汞 

参数 

SHg(%) >80 60～80 30～60 <30 30～60 

Pd(MPa) <1.2 1.2～4 4～8 无法测 <1.2 

沉积微相 白云坪 白云坪 

鲕粒滩 

台内滩 膏岩坪 

灰泥坪 

白云坪 

4 储层质量控制因素 

塔中 4油田石炭系生屑灰岩段总体表现为低孔低渗储层，在局部地区发育优质储层，这些优质储

层的发育与碳酸盐岩台地沉积环境及碳酸盐岩成岩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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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沉积环境 

尽管碳酸岩盐储层的孔隙绝大多数是次生成因，但这些次生因素明显受到沉积环境的控制，沉积

环境是储层质量的主控因素。在研究区内，虽然沉积环境变化不大，都是碳酸盐岩缓坡台地相沉积，

但在台地相内部，B 期蒸发台地的白云坪储层物性 好，平均孔隙度达 12.6%；B 期台缘滩的鲕粒灰

岩和台内滩的砾屑灰岩、生屑灰岩储层物性次之；A 期蒸发台地的泥晶云岩总体表现为高孔低渗特征；

A 期台内滩以及 C 期局限台地灰坪储层质量 差。 

4.2  成岩作用 

影响塔中 4 油田石炭系生屑灰岩段储层质量的成岩作用主要有方解石胶结作用、压实作用、白云

岩化作用和溶蚀作用。前两者为破坏性成岩作用，后两者为建设性成岩作用。 

4.2.1 方解石胶结作用 

胶结作用是碳酸盐岩尤其是颗粒灰岩物性变差的主要因素。作用的结果是在粒间的孔隙中发生晶

体生长，这类晶体就是胶结物，它能把碳酸盐颗粒或矿物粘起来使之变成固结的岩石。 

另一方面，早期胶结物的存在可使颗粒碳酸盐岩形成坚固的骨架，阻碍压实作用的进行，有利于

孔隙的保存，如鲕粒灰岩储层，粒间胶结物形成的骨架使铸模孔得以保存。 

充填孔隙的胶结物往往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世代组成（图 8-a,b），其中第一期为海底胶结作用，发

生于海底成岩作用胶结物一般围绕颗粒边缘形成等厚环边，它多见于颗粒灰岩中，在阴极发光下，发

暗橙色光；第二期为大气淡水的胶结作用，方解石呈等轴细粒状、叶片状，等轴细粒方解石呈环状分

布于颗粒周围，向孔隙中心变为镶嵌状；第三期方解石胶结物形成于区域地下水成岩环境，在阴极射

线下发光性较好，呈现明亮发光或环带状发光。 

 

(a)TZ421 井，3500.9m，亮晶鲕粒灰岩，鲕粒具同心纹放射状构造，填隙物为亮晶方解石胶结物，普通薄片，× 200；(b)TZ421

井，3500.9m ，阴极发光，鲕粒发桔红、红、暗红色光。亮晶方解石胶结物呈栉壳状（暗红色光）、晶粒状（桔红色光），×200；

(c)TZ421 井，3498.1m，亮晶鲕粒灰岩，压溶缝沿鲕粒边缘分布，鲕粒边缘呈锯齿状，铸体薄片，×50；（d）TZ422 井，3539.19m，

残余颗粒泥晶膏质白云岩，石膏交代充填，无有效孔隙，铸体薄片，×50 

 图 8 TZ4 油田生屑灰岩段成岩作用镜下微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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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压实作用 

早期发育的胶结作用或者白云岩化作用，极大地妨碍了碳酸盐沉积物压实作用的进行，但在颗粒

灰岩中，压实作用仍然是重要的成岩作用。颗粒碳酸盐岩中常见的压实现象有：颗粒点接触频率高，

颗粒定向和变形、颗粒间线状接触或曲面接触、颗粒压平，颗粒断裂或破裂、颗粒错断或者分离，颗

粒表皮撕裂，颗粒内部构造形变，颗粒在应力作用下发生粉碎性碎裂等现象。通过对铸体薄片的观察，

灰岩中的缝合线较多（图 8-c），而白云岩在镜下很少观察到缝合线。深埋藏环境下，白云岩比灰岩抗

压实压溶，故白云岩孔隙度保存得比灰岩好。 

另外，在 TZ422 井以东地区，还发生了石膏交代充填作用（图 8-d）。石膏交代碳酸盐矿物组分，

或者充填在溶蚀空洞和裂缝中，极大破坏了储层的储集性能。 

4.2.3  白云岩化作用 

白云岩化作用是塔中 4 油田生屑灰岩段优质储层形成的 主要因素。在碳酸盐岩储层研究领域，

前人[23-26]普遍认为与白云化作用相关的孔隙形成与演化是碳酸盐岩储层发育 重要的控制因素之一。

石灰岩被白云岩化作用以后，晶粒增大，岩性变疏松，而且产生大量的晶间孔[27]。 

研究区大致分为两种白云岩，一种是生屑灰岩底部的泥晶灰岩，泥晶白云岩储层呈现高孔低渗，

高孔隙度是因为白云岩抗压实性比灰岩强，这一点从岩心和薄片上观察到的压溶缝都发育在颗粒灰岩

内就可以说明。低渗透率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区域内没有发生大气淡水溶蚀成岩作用，另一方面，也

可能与过白云岩化有关[28]。另一种是生屑灰岩段中部高频海平面下降形成的针孔状粉晶云岩，海平面

处于低位时期，生屑灰岩段处于潮上带沉积环境，钙质沉积物尚未固结、脱离水体，发生典型的蒸发

泵白云化作用，形成准同生期粉晶云岩，此时岩石结构比较疏松，且白云岩化作用没有进行完全，大

气淡水选择性溶蚀了低镁方解石及文石，形成了研究区 优质的储层。 

4.2.4  溶蚀作用 

溶蚀作用是提高孔渗性能的重要因素，根据成岩环境不同，研究区溶蚀作用可分为以下两种： 

同生期大气淡水溶蚀作用 同生期大气淡水溶蚀作用发生在极浅水水域，尤其是变浅序列中，当

海平面发生暂时性相对下降时，碳酸盐沉积物出露水面，进入大气成岩环境，受到淡水淋滤，发生选

择性溶蚀作用，在白云岩化的过程中，溶去白云石晶间的尚未白云化的钙质沉积物和生物碎屑，形成

5%～25%的晶间孔、晶间溶孔和铸膜孔，成为油气储集的主要空间。在颗粒灰岩中，大气淡水淋滤作

用溶解了部分的第一期方解石胶结物，之后又被亮晶方解石充填，因此对孔隙的贡献小。 

埋藏溶蚀作用 在 TZ422 井附近，受上覆 C期形成的膏质云坪和膏坪影响，存在含硫酸盐的孔隙

水活动，为硫酸岩溶蚀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酸性地层水溶蚀了颗粒灰岩，形成了海绵状的孔洞系

统。但同时也受膏坪分布范围的影响，溶洞的发育范围非常局限，仅在 TZ422 井附近发育。底部泥晶

云岩裂缝附近形成的串珠状溶孔也与埋藏溶蚀作用有关，下泥岩段压实作用排出有机酸和 CO2，形成

的酸性地层水沿着微裂缝流动，发生溶蚀作用。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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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塔中 4 油田石炭系生屑灰岩段属于碳酸盐岩台地环境，垂向上可分为 3 个演化阶段：蒸发

台地碳酸盐岩缓坡阶段、末端变陡碳酸盐岩缓坡阶段、局限台地碳酸盐岩缓坡阶段。第二阶段高频海

平面升降形成的蒸发台地云坪发生的大气淡水溶蚀作用是研究区优质储层“针孔白云岩”形成的主因。 

（2）生屑灰岩段储集空间以晶间孔和晶间溶孔为主，局部小规模发育溶洞，高角度裂缝被充填，

底部泥晶白云岩发育水平微裂缝。白云岩储层质量明显优于灰岩储层，且白云岩孔隙度、渗透率相关

性好。按照压汞曲线的形态可将研究区储层分为Ⅰ类好储层、Ⅱ类中等储层、Ⅲ类差储层、Ⅴ类非储

层、Ⅳ类裂缝储层。 

（3）白云化作用、溶蚀作用对碳酸盐岩储层的改造起到了积极作用，压实作用、胶结作用是碳

酸盐岩致密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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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of Lower Carboniferous 
bioclastic limestone formation in Tazhong 4 Oil Field, Tarim Basin, NW China 

 

Zhu Han-qing1, Zhang Qi2, Zhang Peng-cheng2 

(1.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83, China; 2.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and Prospecting, Beijing 102249,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ores, cast thin sections, reservoir physical property and mercury injection tests, combined with regional 

geological background knowledg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and reservoir characterization of 

carboniferous bioclastic limestone in Tazhong 4 oil field, Tarim basin. The study area belonged to carbonate platform 

environment. The vertical sedimentary evolu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evaporate platform which was formed in 

high frequency sea level drop during the second stage of sedimentary evolution in Tazhong 402 well area is the basics of high 

quality reservoir. The main storage spaces in the Bioclastic Limestone Formation are pores and dissolved pores. Karst caves 

are developed in some parts of the area. Fissures are almost filled by calcite and gypsum. Dolomite reservoir is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limestone. The physical threshold of reservoir is determined by the minimum flow throat radius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rcury injection curves ,this article formulate the reservoir evaluation standard of 

Bioclastic Limestone Formation. The reservoir is divided into class I(best reservoirs), class II(moderate reservoirs), class III 

(poor reservoirs), class IV(non-reservoirs) , class V(fractured reservoir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fluencial factors of 

carbonate reservoir.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reservoir, dolomitization, fresh water dissolution, 

burial dissolution have contributed to reservoir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Carbonate platform;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Diagenesis; Reservoir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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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中新元古界勘探方向及潜力1 

 

郝松立，孙六一，包洪平，刘  刚，欧阳征健，章贵松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18） 

 

摘要：鄂尔多斯盆地中新元古界勘探程度较低，石油地质基础条件认识薄弱，但勘探潜力不容忽视。本着向源勘探

的思路，根据空间分布情况，提出鄂尔多斯盆地中新元古界天然气三个勘探方向。深部气源方向受目前研究程度的

限制，不适合作为现实目标，可作为远景勘探领域；上生气源来自上古生界煤系地层，气源条件良好，埋深相对较

浅，是有利的勘探方向，也是勘探部署的重点目标，但勘探表明受构造及煤系地层分布等条件制约，可能成藏范围

有限；自生气源成为中新元古界勘探取得突破的主要方向，由于盆地内钻井资料有限，以周缘地质露头为突破口，

发现盆地周缘发育长城系烃源岩，盆地内部也具有发育长城系烃源岩的潜力，结合长城系相对较好的储集条件，认

为长城系是自生自储型气藏的主要勘探层系。在明确勘探方向和主要层系的基础上，以寻找盆地内部长城系烃源岩

为目标，提出了盆地中部定边-桃 59 和盆地东南部淳化-洛川两个有利勘探区带。 

关键词：鄂尔多斯盆地；中新元古界；勘探方向；勘探潜力；烃源岩 
 

0  引言 

鄂尔多斯盆地位于华北克拉通西部，作为典型的多旋回叠合型克拉通盆地[1-3]，其构造形式主要

表现为垂直的升降运动。而升降运动对油气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在沉降时接受沉积，可作为

油气形成的物质基础；在上升时发生侵蚀，改善储渗条件，打开油气运移通道；辅以同期出现的较匹

配的封盖条件，则可形成有利的生储盖组合。因此，每一次升降运动都蕴藏着形成规模油气藏的巨大

可能。 

在地史发展过程中，鄂尔多斯盆地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升降运动，分别发生在中新元古代、古生代

和中生代。众所周知，在中生界以三叠系和侏罗系之间的不整合面为界形成了延长组和延安组油藏，

构成了中生界含油系统
[4-6]；在古生界以奥陶系顶部风化壳为界形成了奥陶系、石炭系和二叠系气藏，

构成了古生界含气系统[6-8]。中新元古界作为潜在的第三套含油气系统，由于时代老、埋藏深，目前

研究程度较低，但其勘探潜力不容忽视。 

近些年理论研究和工艺技术的进步使得天然气勘探不断向深层拓展[9-18]，尤其是四川盆地安岳大

气田的发现[19]，大大增加了我们在鄂尔多斯盆地中新元古界取得突破的信心。面对资料匮乏的现实情

况，从何处着手才能更好的规避勘探风险，并迅速打开局面，便成为勘探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有

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可能的勘探方向入手，逐一分析其勘探潜力，进而明确勘探目的层系，最终优选

出有利勘探区带，为勘探部署提供依据。 

                                                        
作者简介：郝松立（1986-），男，河北省赵县，工程师，硕士，目前主要从事天然气勘探生产与综合研究．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

区凤城四路长庆科技大厦．电话：13572964472．E-mail：haosl071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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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背景 

中新元古代作为鄂尔多斯盆地构造演化的第

一个阶段，在盆地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根据

其构造沉积特征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四个明显的演

化阶段。 

第一阶段为中元古代长城纪，本阶段完成了由

结晶基底向沉积盖层的转变，为陆内裂谷发育时

期，该时期太古代-古元古代结晶基底破裂断陷，

在盆地西部、南部形成了一系列北东方向展布的陆

内裂谷，沉积了巨厚的碎屑岩系；第二阶段为中元

古代蓟县纪，本阶段由长城纪的裂谷碎屑岩沉积转

变为坳陷浅海陆棚相碳酸盐岩沉积，沉积主体区依

然位于盆地西部、南部，但范围较长城纪减小，充

填了巨厚海相碳酸盐岩；第三阶段为新元古代青白

口纪，本阶段盆地整体上升，由海相沉积区转变为

隆起剥蚀区；第四阶段为新元古代震旦纪，盆地西

南边缘再度坳陷，沉积了面积不大、厚度很小的冰

川碎屑岩。 

经过以上裂-坳-隆-坳四个阶段，最终形成了

鄂尔多斯盆地第一套沉积盖层-中新元古界。从分

布来看，中新元古界并非整体覆盖，主要分布在盆

地西部和南部地区，东北部缺失，整体上具有自东北向西南逐渐加厚的趋势。同时受早期陆内裂谷的

影响，不同沉积区厚度变化明显，沿北东方向呈明显的隆坳相间分布格局。最大厚度超过 3000m，具

有相当的规模，为油气的形成赋存提供了基本的地质条件（图 1）。 

2  中新元古界可能的勘探方向 

作为第一套沉积盖层，中新元古界沉积厚度大，并且在空间分布上有其特殊性，上覆于基底之上，

主体部位被寒武系覆盖，部分地区与上古生界煤系地层直接接触。本着向源勘探的思路，我们认为中

新元古界存在深部气源、上生气源和自生气源三种可能的成藏方向（图 2）。 

2.1  深部气源 

鄂尔多斯盆地基底是由多个不同时代、不同岩性、不同变质程度的块体拼接、固化而成（图 3）。

整体具备克拉通块体的刚性，但也存在被深大断裂断穿的可能。深部无机成因气顺着盆地深大断裂带

向上运移，作为第一套沉积盖层的中新元古界则具有近水楼台的优势。 

 

 
图 1  鄂尔多斯盆地中新元古界地层厚度 

Fig.1  Strata thickness of Middle-Upper Proterozoic  

in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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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鄂尔多斯盆地中新元古界成藏模式 

Fig.2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patterns of Middle-Upper Proterozoic  

in Ordos Basin 

2.2  上生气源 

中新元古代沉积结束之后，盆地整体抬升，经历了长时期的风化剥蚀，直到寒武纪开始沉降，接

受沉积。伊盟古陆和庆阳古陆隆起高部位，寒武系、奥陶系缺失，直接覆盖上古生界（图 4），中新

元古界与上古生界煤系烃源岩直接接触，具备上生气源，且地层埋深相对较浅，是上生下储型气藏的

有利勘探区带。 

  

图 3  鄂尔多斯盆地基底分区 

Fig.3  Basement subarea of Ordos Basin 

图 4  鄂尔多斯盆地元古界上覆地层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Strata cover 

Proterozoic in Ordos Basin 

2.3  自生气源 

中新元古代时间跨度超过 1200Ma，沉积范围覆盖盆地西部、南部大部分地区，最大沉积厚度超

过 3000m，沉积物类型包含碎屑岩和碳酸盐岩两大岩系，物质基础雄厚，特别是在裂陷槽内可能发育

好的生烃物质，具备形成自生自储型气藏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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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部气源方向勘探潜力 

油气的无机成因学说由来已久，近年来随着技术手段的

进步，有确切地球化学证据的无机成因的二氧化碳、甲烷和

烷烃气不断发现[20-21]，或将成为未来崭新的勘探领域。我国

松辽盆地无机成因气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众多学者普

遍认为其是幔源成因，运移通道与深大断裂密切相关，证实

了深部气源的勘探潜力[22-25]。鄂尔多斯盆地南部的渭河地区

钻探发现较高丰度的氮气、二氧化碳及甲烷气，预示着幔源

气的可能。 

由于深大断裂对深部气源成藏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我

们对鄂尔多斯盆地基底断裂分布形态进行了刻画（图 5），受

当前技术水平的限制，其准确度仍待商榷，并且深部气源成

藏还受到其它诸多因素的控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研究，不

适合作为现实勘探目标，可作为远景勘探领域。 

4  上生气源方向勘探潜力 

在伊盟隆起西段与庆阳古陆地区中新元古界与上古生界

直接接触，具备形成上生下储型气藏的条件。但勘探证实隆

起区上覆煤系地层分布范围较小，且供烃窗口小，难以形成规模气藏。 

4.1  伊盟隆起西段 

鄂尔多斯盆地下古生界地层自南向北渐次剥蚀，至伊盟隆起地区基本缺失，由于东段长城系地层

缺失，因此在伊盟隆起西段长城系与上古生界煤系烃源岩直接接触，构成良好的源储配置关系，可能

形成上生下储型的地层圈闭气藏。中石化钻探的锦 13 井（图 6）在长城系试气获 23970m3/d 天然气

流，其组分基本反映煤系烃源的气源特征，亦证实了上生下储型气藏的有效性。基于以上地质认识，

加之这一地区长城系埋深浅，勘探条件有利，可作为前期部署的目标。 

4.2  庆阳古陆地区 

庆阳古陆一带，寒武系、奥陶系缺失，上古煤系地层与中新元古界直接接触（图 7），形成了上

古煤成气向下运移进入中新元古界的入口和通道，具有一定的勘探潜力。但该区与上古地层直接接触

的是震旦系泥砾岩，并且其供烃窗口小，储集条件差，可勘探范围有限，难以形成规模气藏。 

5  自生气源方向勘探潜力 

全球范围内中新元古界原生油气藏多有发现[26]，同处华北克拉通的燕辽裂陷槽中新元古界发育较

好烃源岩[27-30]，展示了中新元古界自生气藏的勘探潜力。在对盆地内部各层系生储条件综合评价的基

础上，认为震旦系不具备勘探前景，蓟县系生储条件较差，长城系具备发育烃源岩的潜力，且储集条

 
图 5  鄂尔多斯盆地基底断裂分布 

Fig.5  Distribution of basement fault  

in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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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较好。同时在盆地周缘发现长城系烃源岩，证实长城系存在发育烃源岩的环境，若能在盆地内部发

现长城系烃源岩，则可能形成长城系自生自储型气藏。 

 

图 6  伊盟隆起地区上古煤系地层厚度 

Fig.6  Strata thickness of Carboniferous-Permiancoal in Yimeng-apophysis 

 
图 7  古隆起周边加里东期地层剥露示意 

Fig.7  Strata denudation sketch map of Caledonian on the periphery of palaeohigh 

5.1  盆地内部各层系生储条件评价 

从沉积范围来看，青白口纪沉积缺失，长城系、蓟县系、震旦系分布范围自东北向西南逐渐收缩，

其中长城系分布最广，蓟县系也具有一定规模；震旦系仅分布盆地西部边缘，甚为局限（图 8）。 

5.1.1 震旦系生储条件 

震旦系主要为灰色冰蹟砾岩，局部地区上部为板岩，生储条件均一般。更受限于分布范围局限，

并不是勘探的主力层位。 

5.1.2 蓟县系生储条件 

岩性特征：蓟县系岩性以海相富镁、富硅、富藻碳酸盐岩为主。主要为灰色、浅灰色、灰白色、

棕红色厚层块状白云岩、叠层石白云岩、藻白云岩夹颗粒白云岩及含泥白云岩，夹少许砂岩、页岩；

富含燧石条带及团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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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源岩条件：统计部分探井及露头蓟县系样品有机碳丰度数据，有机碳含量范围（0.03～0.4）%，

平均 0.13%，丰度低；氯仿沥青“A”含量远小于 0.01%，生烃能力较差。 

储集条件：蓟县系成岩作用强烈，岩性致密，孔隙不发育，储集条件较差（图 9a,b）。 

5.1.3 长城系生储条件 

岩性特征：长城系主要为紫红色、灰白色等厚层块状

石英砂岩，粉红色砾岩，夹板岩、泥质砂岩、泥岩、砂质

泥岩及火成岩。 

烃源岩条件：目前钻遇长城系地层以砂岩为主，泥质

层段少见。仅在盆地中部桃 59 井长城系砂岩中发现呈薄夹

层分布的深灰色泥岩，两个岩心样品有机碳含量分别为

0.39％、0.46％。录井发现两段灰黑色碳质泥岩 3.0m，现

场分析 TOC 含量（3～5）％。展现出长城系烃源岩的发育

潜力。 

储集条件：砂岩储层分布普遍，主要为不同粒级、较

纯的石英砂岩。尽管时代老，埋藏较深，成岩作用强烈，

但储集空间依然存在，以残余粒间孔和次生溶孔为主（图

9c,d）。 

  

  
图 9  鄂尔多斯盆地蓟县系、长城系储层岩石类型及孔隙类型 

Fig.9  Lithology and pore types of the reservoir of Changcheng and Jixian Formation in Ordos Basin 

（a）沙探 1，蓟县系，2996.2m，硅质白云岩；（b）镇探 1，蓟县系，4501.73，岩性致密；（c）克 1，长

城系，4044.1m，残余粒间孔；（d）杭探 1，长城系，3372.48m，溶孔 

 

图 8  鄂尔多斯盆地前寒武纪古地质 

Fig.8  Paleogeologic map of Precambrian  

in Ordos Basin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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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盆地周缘发现长城系烃源岩 

鄂尔多斯盆地中新元古界自身是否发育烃源岩是寻找自生自储型气藏的关键。由于盆地内钻井资

料有限，我们转变思路，以周缘地质露头为突破口，优选盆地南缘北秦岭洛南、中条山，北缘阴山等

地区地质露头进行研究(图 1）。结果证实鄂尔多斯盆地北缘、南缘中元古界长城系发育黑色板岩、碳

质板岩，特别是北缘阴山地区，展现出良好的生烃潜力。为寻找自生自储型气藏奠定了基础。 

5.2.1 岩性特征 

由于盆地周缘构造活动较为强烈，中新元古界普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质，盆地南缘烃源层岩性

主要为黑色板岩，盆地北缘烃源层岩性主要为黑色板岩、碳质板岩。 

5.2.2 有机质丰度 

盆地南缘有机碳含量相对较低，最高 1.52%。其中洛南地区系统采集 58 个样品，TOC 主体分布在

0.2～0.6%，平均 0.4%，最高 1.52%（图 10a）；中条山地区系统采集 10 个样品，TOC 主体分布在 0.2～

0.4%，平均 0.28%，最高 0.44%（图 10b）。 

盆地北缘有机碳含量高，最高可达 16.99%。其中巴彦诺日公地区系统采集 7个样品，TOC 分布在

1.39～2.48%之间，平均 1.83%（图 10c）；乌家河镇系统采集 17 个样品，TOC 主体分布在 0.5～1%之

间，平均 0.86%，最高达 2.75%（图 10d）；乌拉特前旗系统采集 49 个样品，TOC 主体分布在 2～5%之

间，平均 3.33%，最高可达 7.71%（图 10e）；固阳北地区系统采集 43 个样品，TOC 主体分布在 4～12%

之间，平均 7.52%，最高可达 16.99%（图 10f）。 

25.9
29.3

25.9

15.5

3.4

0

10

20

30

40

频
率

（
%
）

0-0.2 0.2-0.4 0.4-0.6 0.6-1 >1

TOC  

20

60

20

0

0

20

40

60

80

频
率

（
%
）

0-0.2 0.2-0.4 0.4-0.5 >0.5

TOC  

1.39 1.41

2.03

1.45

2.47

1.57

2.48

0.0

0.5

1.0

1.5

2.0

2.5

3.0

NRG-26
NRG-27

NRG-28
NRG-30

NRG-31
NRG-32

NRG-33

TO
C（

%
）

 

23.5

47.1

17.6

11.8

0

10

20

30

40

50

频
率
(
%
)

0-0.5 0.5-1 1-1.5 >1.5

TOC(%)  

（c） （d）

（a） （b）



郝松立等：鄂尔多斯盆地中新元古界勘探方向及潜力 

292 
 

12.2

34.7

38.8

14.3

0

10

20

30

40

频
率
(
%
)

1-2 2-3 3-5 >5

TOC(%)
 

20.9

16.3

34.9

27.9

0

10

20

30

40

频
率
(
%
)

1-3 3-5 5-10 >10

TOC(%)  
图 10  鄂尔多斯盆地周缘长城系烃源岩 TOC 分布 

Fig.10 TOC distribution of source rock of Changcheng Formation on the periphery of Ordos Basin 

（a）洛南地区；（b）中条山地区；（c）巴彦诺日公地区；（d）乌家河镇地区；（e）乌拉特前旗地区；（f）

固阳北地区 

5.2.3 有机质类型 

通过多种确定有机质类型的测试方法，综合评价认为盆地周缘长城系烃源岩有机质类型以Ⅰ型为

主。 

饱和烃气相色谱法：对洛南地区 TOC 较高的六个样品进行饱和烃气相色谱分析，在色谱图上呈单

峰型分布，主峰碳为 C16和 C17，低碳数较丰富，高碳数较匮乏，具有低碳数优势（图 11），说明生源

来源于低等生物，反映有机质类型以Ⅰ型为主。 

 
图 11  洛南地区烃源岩饱和烃气相色谱 

Fig.11  saturated hydrocarbon gas chromatography of source rock in Luonan area 

干酪根显微组分法：洛南地区长城系烃源岩干酪根显微组分中腐泥组含量均高于 90%，属于 I型

干酪根（表 1）。显示其主要来源于藻类和其它低等水生生物，具有较高的生烃潜力。 

干酪根碳同位素法：成烃母质的碳同位素组成含有原始母质类型输入的信息。根据研究，干酪根

δ13C 小于-28‰为Ⅰ型有机质，大于-25‰为Ⅲ型有机质，介于其间为过渡型。其中 δ13C 为-28‰～

-26.5‰为Ⅱ1 型，-26.5‰～-25‰为Ⅱ2 型有机质。经统计盆地北缘北长城系烃源岩有机碳含量较高

的固阳北地区均为 I型（表 2），展示出较好的生烃潜力。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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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洛南地区烃源岩干酪根显微组分 

Table 1  Microstructure composition of source rock kerogens in Luonan area 

露头 

剖面 
样品 层位 岩性 

组分（%） 有机质

类型 腐泥组 壳质组 镜质组 惰性组 

洛南 

1 长城系 黑色板岩 92.4 0.0 5.6 2.0 Ⅰ 

2 长城系 黑色板岩 91.6 0.0 3.9 4.5 Ⅰ 

3 长城系 黑色板岩 95.6 0.0 2.7 1.8 Ⅰ 

4 长城系 黑色板岩 95.6 0.0 2.2 2.2 Ⅰ 

5 长城系 黑色板岩 93.2 0.0 2.5 4.3 Ⅰ 

表 2  固阳北地区烃源岩干酪根碳同位素 

Table 2  Carbon isotope of source rock kerogens in Guyangbei area 

露头剖面 样品 层位 岩性 有机碳（%） 干酪根碳同位素（‰） 有机质类型 

固阳北 

1 长城系 黑色板岩 16.99 -29.2 I 

2 长城系 黑色板岩 14.15 -29.2 I 

3 长城系 黑色板岩 14.03 -28.9 I 

4 长城系 黑色板岩 5.38 -29.6 I 

5.2.4 有机质成熟度 

盆地南缘 Ro 值介于 2.77~4.82 之间，盆地北缘 Ro 值介于 2.03~5.86 之间，总体达到过成熟阶段。 

5.2.5 盆地周缘烃源岩特征总结 

盆地周缘烃源岩主要发育在长城系，岩性以黑色板岩、碳质板岩为主，有机碳含量较高，有机质

类型以Ⅰ型为主，属好的有机质类型，由于盆地周缘构造活动强烈，热演化程度过高，总体达到过成

熟阶段。 

当前过高的成熟度是后期演化的结果，其在地质历史上应有过生烃高峰期，具备形成天然气藏的

可能。四川盆地安岳气田震旦系烃源岩 Ro 值介于 1.97~3.82 之间
[31]，证明高成熟度烃源岩具备形成

规模气藏的能力。 

如能在盆地内部发现长城系有利烃源层段，辅以长城系较好的储集条件，则有望打开中新元古界

勘探的新局面。 

6  有利勘探区带优选 

通过对以上三个方向的勘探潜力分析，我们认为自生气源是中新元古界最主要的勘探方向，长城

系为主要勘探层系，勘探的关键为寻找盆地内部长城系有利烃源层段。因此，盆地内部可能的长城系

生烃坳陷是下一步的有利勘探区带。 

中新元古界勘探程度很低，目前盆地内部钻遇长城系探井仅 27 口，且多处于隆起部位，因此其

岩性基本以砂岩为主，泥质层段少见。不过仍有两口探井较为典型，为我们寻找有利生烃坳陷发育区

提供了线索。 

盆地中部的桃 59 井位于裂谷边缘（图 12），在长城系砂岩中发现呈薄夹层分布的深灰色泥岩，

其有机碳含量较高，表明盆地内长城系具有发育有效烃源岩的地质条件，特别是陆内裂谷区烃源岩可

能更好。并且该井在长城系中、下部浅棕红色细砂岩钻遇气测显示，录井解释含气层两段 3.0m，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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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峰值最高达 3.15%，证明长城系存在气源供给。就气测显示层段所在位置推测，其气源应来自于长

城系内部，从侧面印证了长城系烃源岩发育的可能。 

盆地东南部的旬探 1井揭示的情况也比较典型，其钻入长城系仅 54m，均为泥岩，显著区别于砂

岩占绝对主导的其它探井，反映长城纪存在泥岩大量发育的坳陷部位。 

从鄂尔多斯盆地长城纪岩相古地理图上来看，桃 59 和旬探 1 井均位于裂谷边缘部位，其临近的

陆内裂谷区可能具有更好的烃源岩发育条件。综合考虑地质和工程因素，盆地中部定边-桃 59 和盆地

东南部淳化-洛川处于陆内裂谷区的主体部位，且长城系埋深较浅，可作为寻找长城系自生自储型气

藏的有利勘探区带加深研究（图 12），以尽快取得鄂尔多斯盆地中新元古界勘探的突破。 

 

 
图 12  鄂尔多斯盆地长城纪岩相古地理图 

Fig.12  Lithofacies paleogeography of Changcheng Period in Ordos Basin 

7  结论 

1、本着向源勘探的思路，根据地层空间分布情况，提出中新元古界具有深部气源、上生气源和

自生气源三个勘探方向。 

2、综合评价三个方向勘探潜力，认为深部气源可作为远景勘探领域；上生气源成藏范围有限，

难以形成规模气藏；自生气源成为中新元古界勘探取得突破的主要方向，由于盆地内钻井资料有限，

目前尚未发现有效烃源层段，以周缘地质露头为突破口，发现盆地周缘发育长城系烃源岩，盆地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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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发育长城系烃源岩的潜力，结合长城系相对较好的储集条件，认为长城系是自生自储型气藏的

主要勘探层系。 

3、在明确勘探方向和主要层系的基础上，以寻找盆地内部长城系有利烃源层段为目标，提出了

盆地中部定边-桃 59 和盆地东南部淳化-洛川两个有利勘探区带，是下一步开展研究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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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direction and potential of Middle-Upper Proterozoic in Ordos Basin 
 

Hao Song-li, Sun Liu-yi, Bao Hong-ping, Liu Gang, Ouyang Zheng-jian, Zhang Gui-song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China Changqing Oilfield Company, Xi'an 710018,China)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potential of Middle-Upper Proterozoic in Ordos Basin is can't be neglected, although it is still 

relatively unexplored. Considering gas sources and stratum distribution, the exploration of Middle-Upper Proterozoic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rections. The direction of deep gas source is suited to be explored in the future, because the degree on 

geological research is low in this field. The direction of upper gas source is the favorable exploration direction, because the 

gas sources is better and the depth is more shallow. However, the accumulation scope of this direction is limited by the 

scope of Carboniferous-Permiancoal measures strata. The third direc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which the gas sources is 

from the Middle-Upper Proterozoic. The Changcheng Form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arget strata, because the source rock 

of Changcheng formation is founded on the periphery of Ordos Basin and the better reservoir quality of Changcheng 

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looking for source rock, the areas of Dingbian-Tao59 and Chunhua-Luochuan are the 

favorable exploration zones. 

Key words: Ordos Basin; Middle-Upper Proterozoic; Exploration direction; Exploration potential; Source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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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气源供给系统与成藏模式预测 

 

何家雄1，卢振权 2 ，张  伟 1 ，苏丕波 3，李晓唐 1 

(1.中国科学院边缘海地质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640； 

2.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北京 1000292； 

3.国土资源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广东广州 510760) 

 

摘要：海洋地质调查及勘查钻探表明，南海北部陆坡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丰富，是我国深水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资源勘探最佳战略选区。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条件与油气成藏条件虽然存在差异，但亦有共同之处，即均需要有

充足烃源供给及烃源供给系统输送与有利聚集场所的时空耦合配置。本文根据南海北部陆坡深水区构造沉积演化及

油气地质条件与多年来油气及水合物勘探成果，深入分析研究了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气源构成特点与流体运聚输导

系统特征，同时根据地质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学分析，综合判识剖析了气源供给运聚通道系统类型与高压低温天然气

水合物稳定带的时空耦合配置关系，并结合油气地质及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基本地质条件，总结和建立了南海北

部陆坡深水区“生物气源自生自储扩散运聚型”、“热解气源断层裂隙输导下生上储运移渗漏型”和“热解气源底辟

及气烟囱输导下生上储运移渗漏型”三种成因类型的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模式，以期能为南海北部深水区天然气

水合物资源预测及有利勘查目标评价优选等提供决策依据与指导。 

关键词：南海北部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气源；高压低温水合物稳定带；成矿成藏模式；主控因素  

 

1  区域地质与深水油气及水合物勘探概况 

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深水区处于陆壳与洋壳过渡区，前古近纪以来经历了早期古近纪陆相断陷

和晚期新近纪及第四纪海相坳陷的构造演化及沉积充填响应过程，在浅水及深水区形成了莺歌海盆

地、珠江口盆地、琼东南盆地、西沙海槽盆地、台西南盆地、双峰盆地和笔架南盆地等一系列新生代

沉积盆地（图1）。其中，珠江口盆地南部、琼东南盆地南部及台西南盆地南部和双峰盆地和笔架南盆

地均处在深水区，其水深在500-3500m之间，水体压力大，且深水海底浅层地温多小于3℃左右，具

备了天然气水合物形成的高压低温条件。同时在南海北部深水区通过近年来油气勘探亦获得了深水油

气的重大突破，表明该区具有深水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形成的基本地质条件，是我国勘探开发深

水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的重要战略选区，深水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前景广阔。 

近十多年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及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等单位在南海北部陆坡深水

区，先后开展了以地震、地质、地球化学等为主的多手段综合海洋地质调查及深水油气勘探及研究工

作，且陆续发现了中深层、浅层及表层一系列的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质和生物等多信息异常标志，

评价预测了有利深水油气富集区带和天然气水合物富集区带[1-9]，自2006年以来通过实施勘探先后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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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深水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勘探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和发现，亦充分表明南海北部深水油气及天然

气水合物资源潜力巨大，具有非常好的勘探开发前景。其中，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自2007年首次在南海

北部深水区珠江口盆地西南部神狐海域调查区实施钻探获取分散型水合物样品后，2013年又在珠江口

盆地东南部东沙海域调查区钻探发现了块状、层状、脉状及分散状等多种赋存类型天然气水合物矿藏

富集区，取得了天然气水合物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深水油气勘探自2006年与哈斯基合作首次在珠江

口盆地南部深水区白云凹陷勘探发现LW3-1大气田以来[10-12]，亦先后在与珠江口盆地西部相邻的琼东

南盆地南部深水区陵水-乐东凹陷南部中央峡谷水道砂体系统中新统黄流组一段及上新统莺歌海组勘

探发现了LS22-1、LS17-2、LS25-1及LS28-1等大中型深水气田[13]，取得自营深水油气勘探里程碑式

的重大突破和发现。 

总之，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深水

区油气资源丰富，天然气水合物等其它

资源亦非常富集，深水油气及天然气水

合物资源潜力大，勘探前景广阔。为了

进一步深入研究该区深水油气尤其是

天然气水合物形成条件与运聚富集规

律及控制因素，总结和建立天然气水合

物成矿成藏模式及勘探评价方法，以指

导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评价预测及勘查

决策部署，本文拟重点对天然气水合物

形成的气源条件及其运聚输导系统类

型等成矿成藏的控制影响要素，开展地

质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学的综合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建立不同类型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模

式，以期对研究区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有利富集区带评价预测和天然气水合物勘查部署等能够提供一定

的指导与参考。 

2  天然气水合物形成条件及主控因素 

天然气水合物形成主要取决于高压低温稳定带（域）环境即天然气水合物赋存富集场所的存在与

生烃潜力大的气源岩提供充足气源之源源不断地供给，两者的时空耦合配置是天然气水合物形成的必

备条件[14-15]。因此，天然气水合物亦与常规油气藏一样，其充足的烃气源供给是形成天然气水合物资

源的物质基础和基本前提条件，而高压低温稳定带及其展布规模则是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所必须具

备的富集场所，两者缺一不可且由此构成了天然气水合物形成最主要的控制因素。总之，天然气水合

物形成的关键条件及主控因素，乃在于其充足的气源供给与高压低温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的良好时空

配置。其中充足的气源供给决定了天然气水合物的丰度及饱和度，而高压低温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展

布特点则决定了天然气水合物的资源规模及其潜力。亦即气源充足与否和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展布规

模两者共同决定和制约了其资源潜力。为了进一步阐明天然气水合物形成条件与主控因素，以下重点

对天然气水合物气源构成及运聚供给系统类型、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富集场所（高压低温水合物稳

定带）特征和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主控因素等进行深入剖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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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海北部大陆边缘主要沉积盆地展布特征及其构造地理位置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301 
 

2.1 天然气水合物气源供给及运聚输导系统 

气源供给及其运聚输导系统是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最基本的地质条件及主要控制因素之一。沉

积盆地中气源岩在不同成烃地质条件及环境下，形成的大量生物成因和成熟-高熟甚至过熟热解成因

等不同类型的烃类气所构成的烃气源，不仅是控制影响含油气系统中常规油气运聚成藏的主要控制因

素，亦是决定天然气水合物成因类型及分布特点与成矿成藏模式的主控因素[16-17]。大量研究表明[18-21]，

天然气水合物气源供给类型多以生物成因甲烷为主。天然气水合物气源供给主要来自深水海底浅层未

成岩生物作用带富有机质沉积物，其通过有机质生物化学作用形成生物甲烷之气源而供给输送至上覆

或附近的高压低温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最终形成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因此，在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评

价预测中，分析研究深水海底浅层沉积物有机质的生物化学作用较多。但亦不乏质疑，即深水海底浅

层沉积物生物气产气潜力及资源量，是否能够为天然气水合物提供充足气源而满足规模巨大天然气水

合物资源之需求？是否能够形成高丰度及高饱和度天然气水合物？与此同时，来自天然气水合物勘查

及实际水合物样品地球化学分析亦表明，在墨西哥湾、北阿拉斯加、Mackenzie 三角洲、梅索亚哈气

田、日本 Nankai 海槽、里海及黑海等地区天然气水合物勘查中，亦勘探发现了以热解气为主要气源

的天然气水合物成因类型 [22-23]。在北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及分析研究亦表明[23]，热

解气气源供给对于形成高丰度、高饱和度天然气水合物类型至关重要。此外，在墨西哥湾以及普拉德

霍湾等许多区域尚发现存在热成因与生物成因构成的混合气源之天然气水合物类型。总之，天然气水

合物气源成因类型及运聚供给系统特点与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潜力及其展布特征密切相关。因此，深入

分析研究天然气水合物气源构成特点及成因类型与运聚供给系统，对于搞清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机

理与控制因素，以及评价预测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的有利富集区带尤为重要。 

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区近年来天然气水合物勘查中，先后在珠江口盆地南部深水区白

云凹陷神狐调查区和东南部东沙隆起调查区深水海底浅层钻获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通过天然气水

合物调查区深水海底浅层沉积物顶空气（吸附气）样品和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的地球化学分析表明

[20-21]，大部分样品的天然气组成均以甲烷为主，且甲烷碳同位素偏轻，甲烷氢同位素偏重（海水影响）。

其中，沉积物顶空气（吸附气）甲烷碳同位素 δ13C1 值普遍偏轻，大部分多在-102.6‰～-55.0‰之间，

而天然气 C1/（C2＋C3）值偏大，平均为 2964；甲烷氢同位素 δD 值偏重，为-180‰～-145‰，显示

为海水特征值。根据甲烷碳同位素特征判识显然属生物成因气。白云凹陷神狐调查区钻获的两个天然

气水合物样品的分析结果，亦与上述沉积物顶空气样品非常相似，天然气组成中亦以甲烷居绝对优势，

甲烷含量高达 99.89%和 99.91%，C1/(C2+C3)值分别为 911.7 和 1094，甲烷碳同位素 δ13C1 值分别为

-56.7‰和-60.9‰，甲烷氢同位素 δD 值分别为-199‰和-180‰，亦属典型生物气成因类型。为了进一

步确证其与所在区域深水海底浅层沉积物有机质之生物成因特点，亦在神狐调查区采集了两个顶空气

样品进行分析对比。顶空气分析结果表明其甲烷含量分别达 99.92%和 99.96%，C1/(C2+C3)比值分别

高达 1373.5 和 2447，而甲烷碳同位素 δ13C1 值分别为-62.2‰和-54.1‰，甲烷氢同位素 δD 值分别为

-225‰和-191‰，很显然与上述分析结果一样，亦属典型生物成因气。以上顶空气和天然气水合物实

物样品天然气地球化学分析结果均充分证实了钻探区天然气水合物气源供给之天然气成因类型，均属

生物气成因类型，且可能混有少量热解气，即具有以生物气为主的混合气特征。另外，在神狐调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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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部东沙海域深水海底浅表层沉积物顶空气样品分析亦表明，其甲烷碳同位素 δ13C1 值为-102.6～

-38.2‰，大多数样品的 δ13C1 值多小于-55.0‰，但尚有少量样品甲烷碳同位素较重，具热解气特点。

据此亦可综合判识为以生物气为主含少量热解气的混合气类型。总之，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

水区天然气水合物的气源构成以生物成因气为主，尚混有少量热解气，其天然气水合物气源成因类型

属于以生物成因为主的混合气，气源构成以生物成因气为主。这种生物成因类型气源形成机理，根据

研究区地质条件及天然气甲烷碳、氢同位素分析，可能属于 CO2 还原型的生物成因甲烷。众所周知，

深水海底浅层沉积物在早成岩阶段，其有机质演化的主要途径生物化学作用，是控制影响生物成因甲

烷形成的主要因素，且不论是有机质发酵作用，还是通过 CO2 还原作用形成的生物成因甲烷，其有

机质丰度即有机碳含量均是形成生物成因气构成天然气水合物气源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控制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24-25]，天然气水合物分布区表层沉积物中有机碳含量一般较高(TOC≥1%)，而有机碳含

量低于 0.5% 则难以形成天然气水合物。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分布亦与有

机碳含量高值区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其指示和表征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地震 BSR 反射层分布区域亦

与深水海底浅层沉积物有机质丰度展布特点密切相关。南海北部陆坡深水区大量浅表层沉积物有机质

分析结果表明，其深水海底浅层沉积物有机碳（TOC）含量平均为 0.74%，最高可达 1.37%以上。其

中珠江口盆地东南部东沙海域浅层沉积物有机质丰度较低，TOC 平均为 0.76%，而琼东南盆地南部深

水区和珠江口盆地西南部神狐海域有机质丰度较高，有机碳（TOC）含量平均分别为 1.17%和 1.27%。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评价海洋环境中形成天然气水合物气源其气源岩 TOC 下限值 0.5％，其微生物转

化有机质生成生物气效率为 50％之指标，可以判识和确定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海底浅层

沉积物具备了较大的形成生物气资源的物质基础和潜力，完全能够为该区天然气水合物形成提供充足

的气源供给。诚然，该区深部尚存在热解气气源，且已陆续在其中深层勘探发现了多个深水油气田，

但深部热解气气源要输送到海底浅层沉积物（小于 200m）高压低温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形成水合物

矿藏，其运聚成藏条件非常苛刻，肯定受多种地质条件严格控制和影响。只有在那些断层裂隙发育、

泥底辟/泥火山活动强烈和气烟囱发育等纵向运聚网络通道系统存在的区域，才有可能将深部热解气

气源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深水海底浅层高压低温稳定带形成热解气成因类型的天然气水合物。目前在研

究区尚未发现这种通过不同类型纵向运聚通道从深部输送热解气气源至深水海底浅层形成热解气成

因类型天然气水合物之典型实例。 

综上所述，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区具有较好的烃源条件，能够为深水油气及天然气水

合物矿藏提供充足的烃气源供给。然而对于天然气水合物而言，其烃气源构成及其运聚供给系统至关

重要，其决定和控制影响了天然气水合物运聚成矿成藏的基本条件及其成因类型。根据目前研究区天

然气水合物勘查及研究程度，其天然气水合物烃气源构成多属生物气为主的混合气，且以近距离原地

扩散式运聚供给方式为主，形成了生物成因类型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必须强调指出，热解气成因类型

天然气水合物形成条件非常苛刻且局限，虽然在研究区迄今尚未发现沟通深部烃源的不同类型纵向运

聚供给通道系统，并能够将其热解气输送至深水海底浅层高压低温稳定带，但根据该区深水油气运聚

成藏条件，其热解气气源及运聚供给系统和深水海底浅层热解气成因天然气水合物类型是肯定存在

的，且尚有待进一步的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实践所证实和佐证。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303 
 

前已论及，天然气水合物气源

供给运聚系统在其运聚成矿成藏过

程中至关重要。根据近年来深水油

气勘探及天然气水合物勘查研究表

明，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

水区亦存在不同类型纵向运聚通道

系统，其中纵向断层裂隙、泥底辟/

泥火山及气烟囱等在不同类型盆地

特定区带及局部地区较发育，这些

特殊地质体构成了深水油气及天然

气水合物气源供给的主要纵向运聚

通道网络系统，能够为深水油气运

聚成藏及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等提供较好的烃源供给及运聚通道条件。 但必须强调指出，上述这

些特殊地质体构成的油气运聚供给网络通道系统，并非在盆地中广泛分布且往往仅局限于某些特殊的

构造强烈活动区域，如构造断裂活动发育区、泥底辟/泥火山上侵活动区及气烟囱发育区等。而那些

缺少断层裂隙及底辟通道等运聚系统的区带，其油气运聚成藏及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它的烃气源

供给及其运移输送则主要依靠油气扩散作用而在原地近距离附近运聚富集成藏，如浅层生物成因气藏

或浅层水溶性气藏形成过程即是其典型实例。深水海底浅层低温高压未成岩或早成岩阶段生物化学作

用带形成的生物气，多在原地近距离附近，通过气体在沉积物中的扩散作用而运聚富集，最终形成生

物气聚集和生物气藏。因此根据油气供给及运聚通道系统类型，亦即依据断层裂隙和底辟及气烟囱等

“宏渗漏运移”输送系统与不具断层裂隙及底辟输送系统的气体扩散运移“扩散运移”输送系统之特

点，即可综合判识和划分确定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供给运聚系统与成矿成藏类型，进而深入分析其运

聚成矿成藏机理及成藏过程与主控因素。Tréhu 等 2006 年根据流体供给及运聚方式提出了“流体扩

散型”和“流体运移渗漏型”两种类型的天然气水合物运聚成矿成藏模式[26]，其主要依据就是气体

供给之运聚输送通道系统不同与运聚方式的差异。很显然，这两种类型的天然气水合物运聚成藏模式

完全适用于南海北部陆坡深水区。在该区晚中新世以来新构造运动频繁，在断层裂隙或底辟及气烟囱

较发育区，能够构成了较好的油气纵向运聚供给通道系统，进而将深部古近系烃源岩生成的大量油气

输送至上覆中新统及上新统甚至第四系浅层富集成藏。这种深水油气藏及天然气水合物成因类型均属

“运移渗漏型”，其形成了深部热解气气源供给、断层裂隙和底辟及气烟囱纵向运聚通道输送、在中

深层富集深水油气、上覆深水海底浅层赋存天然气水合物之深水油气（常规油气）与水合物（非常规

天然气）纵向复式叠置富集的含油气系统（图 2）。但必须强调指出，这种“运移渗漏型”深水油气

及天然气水合物运聚成矿成藏系统，是受条件限制的，故并非普遍存在。目前研究表明，其仅仅限于

琼东南盆地中央坳陷带南部深水区（如 LS17-2、LS28-1）、珠江口盆地东南部（如 LW3-1 及神狐局部

区、东沙隆起东南部）及台西南盆地南部坳陷等局部区域，其它广大区域由于构造活动相对较弱，基

本不存在断层裂隙、泥底辟/泥火山及气烟囱等纵向供给输送系统，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运聚成藏，

图 2  南海北部深水油气与浅层气、生物气及天然气水合物叠置富集含油气系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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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无法获取或得到深部油气源的供给。这些与深部烃源供给系统基本无运聚通道沟通和联系的广大区

域，其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运聚成矿成藏，均只能依赖于浅层未成岩或成岩早期沉积物生物化学作用

形成的生物甲烷之气源通过扩散方式输送与供给，最终形成浅层生物甲烷气藏和生物成因类型的天然

气水合物矿藏。 

总之，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气源供给及运聚系统，根据深水油气及天

然气水合物钻探成果，结合地球物理资料解释及地质地球化学分析研究，可以综合判识划分为“运移

渗漏型”和“扩散运聚型”两种供给及运聚方式之成因类型。受不同类型盆地及区带地质条件差异的

控制影响，前者分布较局限且受控于断层裂隙及泥底辟/泥火山发育展布的制约；后者则主要分布于

无深部纵向有效供给运聚通道系统（无明显断层裂隙和底辟及气烟囱发育区）的区域，且主要受控于

生物化学作用所形成的生物甲烷在深水海底浅层沉积物中的扩散运聚作用，最终可以在浅层高压低温

稳定带运聚富集，形成生物成因类型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研究区近年来在珠江口盆地西南部神狐调

查区和东南部东沙调查区钻探获取的天然气水合物成因类型即属其典型实例。“运移渗漏型”天然气

水合物气源供给运聚系统类型，迄今在研究区局部区域虽然多有发现，但仅仅地震 BSR 比较明显，

目前钻探尚未发现这种非常典型的“运移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矿藏，亦有可能探井尚未真正部署在

这种“运移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矿藏范围内。同时亦表明这种成因类型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形成条件

较苛刻，亦即形成这种“运移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必须具备非常好的纵向供给及运聚通道系

统（如断层裂隙、泥底辟及气烟囱等），且与上覆深水海底浅层高压低温稳定带（富集场所）时空耦

合配置良好，否则难以形成这种成因类型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 

2.2  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富集场所(稳定带)特征 

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域）是在特定的高压低温条件下所限定的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的富集

场所，其空间展布规模及特点直接决定和控制影响了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潜力和资源量大小，通常评价

计算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及地质储量，亦主要依据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展布规模和水合物饱和度及其

它相关参数而进行，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规模大小即相当于常规油气藏中的含油气圈闭规模之大小，

很显然其决定了天然气水合物的资源潜力及地质储量。因此，深入分析研究高压低温天然气水合物稳

定带展布规律及其控制影响因素至关重要。 

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主要受盆地地层系统之地温与地层压力的相平衡条件制约。天然气水合物

底部边界主要由水合物相边界曲线和地温梯度曲线所决定。深水海底、水合物相边界曲线与稳定带底

界之间的距离为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厚度。通常所在海域地温梯度越小，海底温度越低，水深越大，

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厚度亦大，反之亦然。同时，形成天然气水合物的气源之天然气组成和沉积物孔

隙水盐度，对天然气水合物相平衡边界也有一定影响。天然气水合物气源中的重烃含量越高，盐度越

低，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厚度亦大。亦即天然气水合物的气源构成特点、沉积物地层水盐度、地温梯

度和地层压力等参数均控制影响了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展布规模及其分布特点。 

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区水深变化范围为 300m-3500m，海底温度在 1.45℃-9℃之间，

表明该区深水海底浅层处在高压低温环境下，有利于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的形成。必须强调指出，南

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深水区热流分布变化较大，从陆坡深水区热流值 20 mW/m2 到中央洋盆中心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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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达 170 mW/m2，其对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形成及其展布规模（尤其是稳定带厚度）等均

会产生重大影响。然而需要说明的是，研究区深水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均主要分布于北部陆坡深水区

与洋盆北部边缘过渡区之间，其所在盆地深部结构及构造位置处于减薄型陆壳到洋陆过渡型壳之间，

并非中央洋盆之典型洋壳位置，因此，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区范围，其实际热流值应在

60 mW/m2 到 90 mW/m2 之间变化，且深水海底浅层地温梯度及热流值并不高，估计热流值为 10-20 

mW/m2 左右，完全能满足天然气水合物形成的低热流场条件。这对于该区深水海底浅层天然气水合

物形成是非常有利的。 

梁金强等[27]2015 利用 Miles（1995）[28]提出的海水中甲烷稳定带边界曲线方程，以沉积物孔隙

水盐度 3.5%，天然气水合物气源构成为纯甲烷为约束条件，根据南海北部研究区热流数据、热导率、

水深、海底温度等相关地质参数，重点对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厚度进行了分析圈定与初步计算。其初

步计算结果表明，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厚度大体在 50m～550m 之

间，且与水深变化呈正相关关系。在水深小于 500m 的区域，基本不具备形成天然气水合物的条件，

而在水深大于 800m 而小于 1600m 的减薄型陆壳与洋陆过渡型壳之深水区，其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厚

度局部地区最厚可达 500m 以上（图 3），表明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展布规模与深水海底浅层高压低

温环境条件密切相关。 

为了进一步论证与证实天然

气水合物稳定带分布厚度与地温场

及热流值的相关性，梁金强等 2007

根据珠江口盆地神狐海域水合物钻

探区获取的 31个实测热流数据及8

口先导孔温度测井和水深测量数据

等相关参数，应用 I 型水合物计算

模型对该区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厚

度进行了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在

热 流 值 为 98.9 mW/m2-62.0 

mW/m2 、 地 温 梯 度 为 6.7 ℃

/100m-4.4℃/100m 的神狐水合物钻

探区，其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厚度

仍然保持在 80m-224m 之间变化，表明该区深水海底浅层高压低温条件完全能够满足和达到天然气水

合物矿藏形成之基本要求[29-30]。同时通过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厚度计算还表明，在该区 SH2、SH3

和 SH7 三个井位附近水合物稳定带厚度最大，其热流值在该区亦最低，热流值介于 66-75 mW/m2 之

间，亦充分证实了深水海底浅层热流值变化与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厚度及展布规模的相关性，即热流

值越低，其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越厚。 

总之，天然气水合物高压低温稳定带展布规模（相当于常规油气圈闭规模之富集场所）是形成天

然气水合物矿藏的重要地质条件，而当其与充足的烃气源及其供给运聚系统时空耦合配置良好时，即

图 3  南海北部深水区陆坡及邻域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厚度分布特征     

（据梁金强，2014,.红点为热流数据点） 



何家雄等：南海北部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气源供给系统与成藏模式预测 

306 
 

可形成高饱和度、高丰度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潜力及地质储量与分布特点，则

主要取决于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展布规模及其高压低温之控制影响因素。  

2.3  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主控因素 

前已论及，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亦与常规油气成藏条件基本相似，均必须具有充足的烃源供给

及不同类型的运聚输送系统，这是油气藏及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对于常规油气

成藏而言，其必须完成或实现从烃源供给及运聚输送而最终到达目的地富集场所（圈闭）的运聚成藏

过程，进而构成一个“从烃源到圈闭中运聚成藏”的完整含油气系统；而对于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

亦必须具备一个充足的烃气源供给及运聚输导系统，进而将烃气源源源不断输送至高压低温稳定带

（天然气水合物富集场所），构成一个烃气源供给运聚与深水海底浅层高压低温稳定带时空耦合配置

良好的运聚成矿成藏系统，最终控制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鉴此，本文拟根据控制影响天然气水合

物成矿成藏的主控因素，将重点分析研究对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起决定作用的烃气源构成及供给运

聚系统与高压低温稳定带（富集场所）形成的地质条件与关键控制影响因素。 

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

区，处在减薄型陆壳与海陆过渡型洋壳

的区域构造地理位置，其不仅能够接受

邻近大陆边缘大量陆源高等植物的输

入，而且本身深水洋盆区附近尚发育有

大量海生低等生物，因此沉积物中有机

质较丰富，TOC 含量较高，据该区油气

勘探钻井和天然气水合物勘查钻井所

获深水海底浅层上中新统及上新统沉

积物样品分析表明，其 TOC 含量多在

0.5-1.3%之间（图 4），具备了较好生烃

物质基础。根据天然气水合物调查区油气地质条件，由于深水海底浅层上中新统及上新统沉积物属于

未成岩或成岩早期的砂泥质沉积物（埋深多小于 200m），地温场特低，其地温小于 60℃，故处在生

物化学作用带，因此，沉积物有机质成烃产物主要为生物甲烷气。通过天然气水合物钻探区沉积物样

品生物气模拟实验与热模拟实验结果的对比（表 1），均充分证实了该区生物甲烷气潜力大，其生物

甲烷产率平均为 100.6ml/gTOC，最高达 247.8 ml/gTOC，比相同相似样品的热解生烃模拟之甲烷产率

（最高 67.3 ml/gTOC）要高得多。以上生物气模拟实验与热解气模拟实验结果充分表明，该区深水海

底浅层具备了形成生物甲烷气的资源潜力，能够为形成天然气水合物矿藏提供充足的烃气源供给。为

了进一步确证该区生物甲烷气的资源潜力及资源量，根据生物气形成条件及相关地质参数，笔者亦对

珠江口盆地及琼东南盆地生物气资源进行了分析研究与初步估算[16]，由表 2 所示可以看出，珠江口

盆地和琼东南盆地 2300m 以浅的中新统及第四系生物气生成量为 1703.5×1012m3，生物气资源量可达

3.4×1012m3。该计算结果表明珠江口盆地及琼东南盆地具有丰富的生物气资源，其应是该区生物甲烷

气气藏和深水海底浅层天然气水合物矿藏的主要烃气源供给者。亦即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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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珠江口盆地南部神狐调查区水合物钻井沉积物有机质丰度剖面 

（据梁金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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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及浅层生物气气藏的气源供给主要来自中新统及第四系浅层未成岩生物化学作

用带的沉积物有机质。这种生物甲烷气源是控制影响南海北部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的主要因

素之一，且生物气资源潜力决定和控制影响了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的富集程度及其资源规模。 

 

 

 

 

 

 

 

 

 

 

 

 

 

 

 

 

 

 

 

 

 

 

 

总之，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规模实质上相当于常规油气藏聚集的空间场所——即含油气圈闭规

模，它是天然气水合物矿藏的富集场所，其分布特点及展布规模大小，则直接决定了天然气水合物矿

藏的资源潜力和资源规模。 

南海北部大陆边缘陆坡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发育展布，与全球其它深水区域一样，均主要

受控于地温场特征及其控制影响地温场热流值的具体地质条件。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天然

气水合物调查区钻探结果表明，其天然气水合物主要富集在晚中新世以来的深水海底浅层海相沉积物

中，其分布深度多在深水（900-1600m）海底以下 100-230m 之间的深度范围，沉积环境主要为陆坡

深水-深海相。通过对珠江口盆地神狐海域调查区钻井沉积物岩心中微体古生物分析，其钻获的天然

气水合物主要分布于上新统下部及上中新统顶部（图 4），依据通常的生物地层带划分判识标准，钻

盆  地
沉积面积

（km2
）

沉积环境
泥岩体积

（km3
）

有机碳

（%）

生气量

（108m3
）

资源量

（108m3
）

备注

海岸平原-滨海 2100 0.3 28980.0 58.0
浅海-半深海 66869 0.4 1230389.6 2460.8

1259369.6 2518.7
三角洲-滨海 6800 0.3 93840.0 187.7
浅海-半深海 43795 0.4 805828.0 1611.7

899668.0 1799.3
155000 陆架浅水区 364250 0.85 14242175.0 28484.4
20000 白云深水区 42000 0.98 1893360.0 3786.7

16135535.0 32271.1
155000 陆架浅水区 310000 0.85 12121000.0 24242.0
20000 白云深水区 32000 0.98 1442560.0 2885.1

13563560.0 27127.1

表2       南海北部大陆边缘重点盆地新近系-第四系生物气生成量与资源量初步估算

莺歌海
51712 上中新统-第四系生

物气源岩

琼东南
55400 上中新统-第四系 生

物气源岩

※生聚系数：2.0‰，甲烷产气率：200ml/g(借鉴莺歌海盆地相关数据）。

珠江口

成熟门槛以上

渐新统及其上覆新近
系生物气源岩

珠江口
生物气分布底界以上
新近系生物气源岩

22℃ 1.96 2.80 -26.0 -370 2.04 0.58 178.67 141.70 1.04 0.83
38℃ 1.59 1.44 -26.1 -367 1.04 0.58 112.10 201.01 0.65 1.17
22℃ 3.01 3.41 -27.8 -373 2.47 0.51 161.16 71.70 0.82 0.36
38℃ 3.08 3.19 -29.7 -364 2.31 0.51 146.99 79.20 0.75 0.40
22℃ 3.77 4.20 -30.4 -375 3.06 0.58 140.63 51.00 0.81 0.29
38℃ 3.62 1.87 -31.4 -364 1.34 0.58 64.19 77.83 0.37 0.45
22℃ 3.85 2.06 -25.8 -372 1.47 0.65 58.43 55.70 0.38 0.36
38℃ 3.18 3.09 -24.5 -367 2.24 0.65 107.92 71.06 0.70 0.46
22℃ 3.89 1.86 -23.6 -378 1.34 0.49 69.80 112.03 0.34 0.55
38℃ 3.59 2.45 -24.2 -366 1.75 0.49 99.04 73.34 0.49 0.36
22℃ 2.22 4.41 -28.1 -371 3.26 0.59 247.76 125.98 1.47 0.75
38℃ 2.68 2.89 -30.0 -363 2.13 0.59 133.56 153.87 0.79 0.91
22℃ 2.75 2.98 -25.4 -367 2.16 0.57 138.48 95.00 0.78 0.54
38℃ 2.98 2.99 -24.0 -366 2.16 0.57 128.09 78.37 0.73 0.44
22℃ 3.38 4.11 -24.4 -376 2.99 0.55 161.94 67.91 0.89 0.37
38℃ 3.21 1.94 -24.3 -364 1.40 0.55 79.90 121.75 0.44 0.67
22℃ 2.44 0.78 -31.6 -360 0.56 0.47 49.47 199.27 0.23 0.93
38℃ 2.51 2.88 -31.6 -356 2.13 0.47 182.18 242.96 0.85 1.13

RJ-01/Nws-Q 0.70 5.81
RJ-02/Nws-Q 0.74 8.28
RJ-03/Nws-Q 425℃ 0.98 11.03

QDN-ls/
Nws-Q

427℃ 0.31 67.34

423℃

TOC
(%)

生物气甲烷产率平均为100.6ml/gTOC，最高达247.8ml/gTOC

样品/层位
装样量

(干样/克)
温度

CH4
(％)

DS20/Nws-Q

DS15/Nws-Q

DS16/Nws-Q

DS17/Nws-Q

热解气
潜力极差

表1 珠江口盆地东沙隆起东南部天然气水合物钻探区海底未成岩软泥生物气与热解气模拟结果对比

DS7/Nws-Q

DS8/Nws-Q

DS13/Nws-Q

DS5/Nws-Q

DS6/Nws-Q

CO2产率

(ml/gTOC)
δ13DCH4

(‰)
总CH4

产气量(ml)

生物气
潜力较好

100

生烃潜
力评价

生物气
潜力大

生物气
潜力较好

CO2产率

(ml/g岩心)
CH4产率

(ml/g岩心)
δ13CCO 2

(‰)
CH4产率

(ml/gTOC)

生物气
潜力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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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的天然气水合物层主要分布在钙质超微化石带的 NN12-NN13 及 NN11 带和浮游有孔虫化石带的

N17-N19 带，且其与有孔虫分布富集密切相关。据陈芳（2010）有孔虫分析结果表明[31]，钻探区赋

存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中砂及粗粉砂之主要组分即是有孔虫，其有孔虫平均含量高达 65.5%，而高饱

和度天然气水合物则主要集中在富含有孔虫的沉积物中。这就充分表明有孔虫存在，不仅为天然气水

合物气源构成提供了丰富的有机质，奠定了形成充足烃气源的物质基础，而且大量有孔虫在沉积物中

出现亦大大增加了沉积物粒间孔隙空间（有孔虫房室空间比沉积物本身粒间空间大得多），进而为天

然气水合物稳定带之高饱和度天然气水合物储集空间的形成奠定了非常好的地质基础。再者，珠江口

盆地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调查区，由于处在减薄型及洋陆过渡型地壳的区域构造位置，属于相对低

地温场分布区，其盆地深部热流值为 66-75 mW/m2，而深水海底浅层 100-250m 沉积物中之热流值则

低得多，最高不超过 40 mW/m2，且在上覆厚达千米以上海水覆盖下，其海底温度仅为 1.45℃-9℃，

而千米以上海水及海底浅层沉积物的压力

至少可达百兆帕以上，故完全能够形成高

压低温稳定带的地质环境，亦即具备了形

成天然气水合物高压低温稳定带即水合物

富集场所的重要前提条件。诚然，天然气

水合物稳定带展布规模及其地质特点，亦

与烃气源供给及运聚输送系统和所在区域

温压场特点密切相关，尤其是热流场息息

相关。在相同的高压环境下当其地温场及

热流值较高时，则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规

模及其厚度会明显变小；而地温场及热流

值较低时，则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规模，

尤其是厚度会明显增厚。因此温压场是控

制影响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形成的主控因

素。 

总之，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的地质条件，主要取决于其充足的气源供给及最佳运聚输送系统与

高压低温稳定带（富集场所）极佳的时空耦合配置，而充足的气源供给与高压低温天然气水合物稳定

带展布规模，则是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的主控因素，其它如沉积物储集条件、沉积环境、构造演化

及地貌特征等均属次要的地质影响因素。 

3  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模式预测 

大量研究及勘探实践表明[32-36]，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与常规油气运聚成藏一样，其控制影响天

然气水合物运聚及成矿成藏的地质因素较多，如区域地质背景、构造沉积充填特点、气源构成及供给

运聚系统、储集体类型、高压低温稳定（域）带等地质因素均对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和制约作用，但根据“从烃源到圈闭运聚成藏”的含油气系统理论与油气成藏动力学理念，结合全球

已钻获天然气水合物矿藏的典型实例剖析，可以确定控制影响天然气水合物运聚及成矿成藏的关键地

图 4 珠江口盆地中南部神狐调查区沉积物及天然气水合物钻井地质综合剖
面（据陈芳，2010；梁金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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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因素，均主要取决于其“气源供给及运聚系统”与“高压低温稳定带（富集场所）”的时空耦合配

置，两者构成了天然气水合物运聚及成矿成藏的主控因素。鉴此，根据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的主控

因素，结合具体的油气地质条件分析，即可总结和建立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区天然气水合

物运聚及成矿成藏的主要地质模式，进而

评价预测和优选有利天然气水合物富集区

带，为天然气水合物勘查部署等提供决策

依据及钻探意见。以下拟根据南海北部大

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成矿

成藏的主要控制影响因素，结合不同地区

具体油气地质条件及其深水油气和天然气

水合物勘查成果，总结和建立该区天然气

水合物形成的主要运聚成矿成藏模式，以

期为进一步的天然气水合物评价预测与勘

查部署工作等提供指导和参考！ 

根据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

区区域地质及油气地质基本条件，结合近

年来深水油气勘探和天然气水合物勘查成

果，以及大量的地质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学

资料分析，研究区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

模式大体上可以总结为两类三型。两类即

“原地生物气扩散型”和“深部热解气运

聚渗漏型”，其中“原地生物气扩散型”模

式即生物气气源自生自储原地扩散型天然

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模式；而“深部热解

气运聚渗漏型”成矿成藏模式，尚可进

一步划分为热解气气源断层裂隙输导下

生上储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模

式和热解气气源底辟及气烟囱输导下生

上储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模

式。 

生物气气源自生自储原地扩散运聚

型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模式如图 5 所

示，这是目前在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

陆坡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勘查中发现的

最主要的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模式。从该图可以看出，天然气水合物矿藏赋存于深水海底浅层

图 5  南海北部深水区生物气源自生自储型扩散型 

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模式 

图 6  南海北部深水区热解气源断层裂隙输导下生上储型渗漏型天然气

水合物成矿成藏模式 

图 7  南海北部深水区热解气源底辟及气烟囱输导下生上储渗漏型 

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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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30m）上中新统及上新统未成岩沉积物中，其烃气源主要来自原地沉积物中有机质生物化学

作用形成的生物甲烷，可能尚伴有少量深部热解气，构成了以生物气为主的混合气气源，且通过原地

扩散运聚作用方式形成自生自储扩散型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近年来在珠江口盆地南部神狐调查区和

东南部东沙隆起调查区钻获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即属于该类型。这些地区钻获天然气水合物矿藏之气

源均属以生物气为主的混合气，天然气水合物样品分析其甲烷含量高达 98%以上，干燥系数偏高达

0.99 以上，甲烷碳同位素 δ13C1 值多小于-55.0‰，属于典型生物成因气。这种生物成因类型天然气水

合物矿藏，埋藏浅且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厚度较薄，一般不超过 200m 以上，天然气水合物丰度及饱

和度不太高，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潜力及资源规模可大可小。 

“深部热解气运移渗漏型”之热解气气源断层裂隙输导下生上储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模

式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深水海底浅层天然气水合物矿藏的气源供给主要来自中深部古

近系烃源岩，其烃气源通过断层裂隙构成的纵向运聚通道系统，输送至上覆浅层高压低温稳定带富集

成藏。其深部气源供给及纵向运聚输导通道系统与上覆深水海底浅层高压低温稳定带（富集场所）的

时空耦合配置，是形成这种热解气源断层裂隙输导下生上储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矿藏的主控因素。这

种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其天然气水合物饱和度及丰度大，且展布规模及资源潜力亦大。这种渗

漏型天然气水合物矿藏主要分布于纵向断层裂隙较发育的地区。琼东南盆地南部深水区及珠江口盆地

南部局部区域和台西南盆地中部坳陷深水区等，均可能存在这种热解气源断层裂隙输导下生上储渗漏

型天然气水合物矿藏，且天然气水合物饱和度及丰度较高。与琼东南盆地南部邻近的中建南盆地深水

区亦可能赋存这种深部热解气源断层裂隙输导下生上储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矿藏。 

“深部热解气运移渗漏型”之热解气气源供给底辟及气烟囱输导下生上储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成

矿成藏模式如图 7 所示，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其深水海底浅层天然气水合物矿藏的气源供给亦主要来

自深部古近系（始新统及渐新统崖城组）烃源岩，而烃气源则通过底辟及气烟囱构成的纵向供给及运

聚通道系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上覆深

水海底浅层高压低温稳定带富集成藏。

该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模式与图 6

热解气源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矿藏模

式类型有所不同的是，其烃气源纵向供

给及运聚系统并非为断层裂隙而是由

底辟及气烟囱所构成，但天然气水合物

成矿成藏的主要控制因素仍然取决于

由底辟及气烟囱构成的烃气源供给及

运聚系统与深水海底浅层高压低温稳

定带之时空耦合配置。这种类型天然气

水合物矿藏在泥底辟及气烟囱发育的

局部区域较富集，如琼东南盆地南部深

水区疑似泥底辟发育区与天然气水合

图 8南海北部琼东南盆地深水区疑似泥底辟与天然气水合物(BSR)叠置分布特征 

（据广海局和中海油资料编制，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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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地震 BSR 层叠置分布特征（图 8）即是其典型实例。该区异常发育的疑似泥底辟及气烟囱纵向气源

供给及运聚通道系统控制影响了天然气水合物矿藏的分布富集特点。亦即天然气水合物矿藏主要展布

于泥底辟发育区及其附近，其泥底辟发育演化及其展布特点控制了天然气水合物分布。 

总之，根据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形成的主控因素——气源供给及运聚系统与高压低温天然气水合物

稳定带之关键要素的时空耦合配置关系，结合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区不同类型盆地及区带

具体的油气地质条件，可以综合判识预测不同区域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类型及其富集程度和产出特

征，在此基础上，能够进一步分析评价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展布规模及资源潜力，计算天然气水合物资

源量，进而为该区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提供决策依据和勘探部署意见，以期提高天然气水合物勘探

成功率发现更多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为节能减排奉献更多绿色能源作出巨大贡献。 

结论与认识 

（1）天然气水合物形成受多种地质因素控制和影响，但根据含油气系统理论及实际勘探成果分

析表明，其主控因素亦与常规油气藏一样具有“从源到汇-聚”的特点，即主要取决于气源供给及运

聚输导系统与高压低温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富集场所）的时空耦合配置。据此可以分析判识天然气

水合物运聚及成矿成藏特征，划分确定天然气水合物成因类型及成矿成藏模式，综合评价预测天然气

水合物富集区带。 

（2）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陆坡深水区深水海底浅层地貌地形崎岖，地温场及热流值变化大，

直接控制影响了天然气水合物高压低温稳定域分布及其厚度大小，而区域构造沉积演化及充填特点与

纵向断层裂隙和泥底辟及气烟囱发育展布特征，则促进了天然气水合物气气源供给及运聚输导系统的

构建，进而为深部烃气源向深水海底浅层天然气水合物高压低温稳定带富集成矿成藏，提供了重要的

气源供给及运聚通道条件。依据该区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形成的主控因素可以综合判识确定天然气水合

物成因类型，评价预测有利天然气水合物富集区带。 

（3）根据南海北部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主控因素及地质特点（气源供给与高压低温稳定

带特点），总结和建立了本区生物气源自生自储运聚扩散型与热解气源下生上储纵向通道输导之运移

渗漏型两类三型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模式。目前该区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虽然尚未发现典型的热解气

源下生上储纵向通道输导之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类型，但研究区局部区域存在断层裂隙与泥底辟及气

烟囱等纵向运聚输导系统，因此，预测该区能够勘探发现这种“热解气源下生上储运移渗漏型”高丰

度、高饱和度天然气水合物资源。 

（4）根据南海北部深水区构造沉积演化及不同区域具体油气地质条件分析，结合近年来天然气

水合物勘查成果，预测其东部台西南盆地南部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条件最佳，且由于泥底辟

/泥火山及气烟囱发育，应该存在和富集热解气源下生上储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与生物气源自生自储

扩散型天然气水合物，但以前者为主；中部珠江口盆地南部深水区主要以生物气源自生自储扩散型天

然气水合物为主，亦存在热解气源下生上储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类型；西部琼东南盆地南部深水区则

主要富集热解气源下生上储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成因类型。 

（5）南海北部深水油气与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丰富，且在断层裂隙与泥底辟及气烟囱发育区域，

能够构成深部常规油气藏与上覆深水海底浅层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叠置共生的复式运聚成藏系统，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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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区将来深水油气勘探与天然气水合物勘查的重点领域及突破方向，期望今后油气勘探部署及水合

物勘查与研究中应予以充分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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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geological survey and exploration drilling shows that the deep-water area of northern slop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abundant natural gas hydrate resources and i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best natural gas hydrate exploration 

strategic constituencies in deepwater area of our country.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ces of formation conditions between 

natural gas hydrates reservoirs and petroleum accumulation, they also have some requirements in common, both of them 

need the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configuration between sufficient hydrocarbon source supply ,source supply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favorable gathering places. Based on the tectonic sedimentary evolution, petroleum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years of oil / gas and gas hydrate exploration results of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continental slope area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d the gas sources composition of petroleum and gas hydrat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uid migration 

transporting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geology , geophysics and geochemistry, the 

space-time coupling configu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ypes of gas migration channel system and the gas hydrate 

stability zone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pressure and low temperature are also dissected synthetically. What’s more, 

combining the basic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oil /gas and gas hydrate reservoir, three models of natural hydrate forma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northern slope deep-water area of South China Sea were summarized and established, they are 

“biogenic gas accumulate in place by way of self –generation and self-bearing”, “thermal gas accumulate offsite through 

faults and fractures by way of lower-generation and upper storage”, “thermal gas accumulate offsite through mud diapir and 

gas chimney by way of lower-generation and upper storage”. This paper hopes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basis and 

guidance for the prediction of natural gas hydrate resources and the favorable exploration target evaluation in the deep water 

area of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Key words ：Deepwater area of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Gas sources of gas hydrate；Gas hydrate stability zone with high 

pressure and low temperature；Mineralization and accumulation model；Main controll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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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宝岛凹陷 3D 输导体系评价① 
 

江汝锋，孙志鹏，朱继田，周  杰，廖  键，郭明刚，李  涛，张  伟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研究院 广东湛江 524057） 

 

摘要：以宝岛凹陷钻井和地震资料为基础，采用地震解释、古构造恢复、油气运聚模拟、3D 地质建模等技术手段，

在宝岛凹陷识别出了 4级 4组断裂、4套骨架砂体、多层不整合和 4条主构造脊，首次建立了宝岛凹陷烃源岩-输导

体系-储层-圈闭空间格架，划分了 T型、阶梯型、受限网毯型 3种输导体系。运移模拟表明南部断阶带、东北断阶

带、松南低凸起前排构造带都是优势的运移方向，垂向+侧向运移为主。区带优选表明南部断阶带为最有利区带，

具有“近源、断-砂-脊阶梯型输导、海底扇和扇三角洲储集、断块-岩性圈闭”配置特征。 

关键词：3D 地质建模；空间输导体系；宝岛凹陷；深水区；琼东南盆地；南海西部 

 

0  引言 

琼东南盆地深水区油气资源丰富，近年来勘探步伐加快，深水区西部乐东-陵水凹陷等钻探接连

成功，在中央峡谷领域发现了超千亿方大气田[1-3]。然而，深水区东部宝岛-长昌凹陷等勘探停滞不前，

多口井钻探失利[4,5]，东部的勘探陷入困局。宝岛凹陷是深水区第二大潜在富生烃凹陷，其生烃潜力

在北部浅水区已经钻探证实[6]，并且发育海底扇、滨海、扇三角洲等大型储集体[7]，大套区域海相泥

岩提供了稳定的盖层，在生储盖这些要素都具备的前提下，运移条件成为了制约成藏的关键因素，对

宝岛凹陷油气输导体系进行评价，从空间上明确油气优势运移通道和运移方向，将为宝岛凹陷深水区

勘探突破提供理论依据，推进南海万亿大气区的建成。 

1  宝岛凹陷区域地质与勘探现状 

宝岛凹陷位于南海西部琼东南盆地中央坳陷内，西邻松南凹陷，东接长昌凹陷，北与神狐隆起和

松涛凸起相连，南临松南低凸起，具有下断上坳的双层结构，整体为东西走向，呈菱形，面积近

5000km2。凹陷西部为北断南超的半地堑结构，地层呈楔状上超于盆地南部隆起之上，北部为北部断

裂带和北部斜坡带，南部为松南低凸起缓坡带；向东凹陷结构发生变化，为近对称的双断式地堑结构，

北部为东北断阶带，南部为南部断阶带（图 1、图 2）。垂向上地层由老到新依次发育古近系始新统

（T100-T80）、崖城组（T80-T70）、陵水组（T70-T60），新近系三亚组（T60-T50）、梅山组（T50-T40）、

黄流组（T40-T30）、莺歌海组（T30-T20），第四系乐东组（T20-海底）等地层，古近系地层最厚达

6747m。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南海北部深水区潜在富生烃凹陷评价》（编号：2011ZX05025-002）资助． 
作者简介：江汝锋（1988-），男，硕士，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南海西部油气地质综合研究．通讯地址：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南油 22

号信箱.邮编 524057．电话：18476818617．E-mail: jiangrf2@cnoo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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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岛凹陷勘探首先在浅水区取得突破[8-10]，发现了 3 个含气构造和 1 个含油构造（图 1），CO2 含量高，

推测属于深大断裂幔源成因。钻探成果表明，凹陷北部断裂带油气成藏受到了 CO2 充注、储层物性

和圈闭有效性的制约。深水区南部缓坡带仅钻探一口井，无油气发现，与凹陷北缘斜坡的干井类似，

侧向运移距离较远，失利原因在于运移条件和圈闭有效性。宝岛凹陷目前烃源岩和储层已有相关研究

基础，主要发育始新统半深湖-深湖泥岩和崖城组海陆过渡相—半封闭浅海相烃源岩[6]，储层为陵水

组～三亚组海底扇、滨海、扇三角洲等大型储集体[7]，但是有利的运移通道和运移方向不明确，因此

对宝岛凹陷输导体系的评价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图 1  宝岛凹陷勘探形势与构造特征 

2  宝岛凹陷输导要素分析 

综合利用钻井和地震资料，采用地震解释、古构造恢复、油气运聚模拟、3D 地质建模等技术，

在宝岛凹陷识别出了 4 级 4 组断裂、4 套骨架砂体、多层不整合和 4 条主构造脊，输导要素在空间上

形成有利的输导格架，促使天然气发生侧向+垂向运移聚集成藏。 

2.1  断裂 

2.1.1  断裂级别与分类 

通过构造解释，将宝岛凹陷断裂划分为 4 个级别，一级断裂为 F2、F12，二级断裂为 F2-1、F8，

三级断裂为 F8-1～3、F12-1～4 等伴生断裂，四级断裂为浅层晚期小断层，包括 NE、NEE、NWW、

近 EW 向 4 组走向（图 1，2）。F2 断裂控制北部断裂带和北部斜坡带的形成，F8 断裂控制南部断阶

带的形成，F12 断裂控制东北断阶带的形成（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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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0

 
图 2  宝岛凹陷主干断裂与凹陷结构 

2.1.2  断裂与烃源岩、圈闭的关系 

结合烃源岩生烃史和成熟度模拟表明，多条断层在大量生烃期沟通了崖城组成熟气源岩和始新统

成熟烃源岩（图 3），其中 F8 断层沟通的烃源岩未成熟。通过对比断层活动性和烃源岩生烃史表明，

F2、F2-1、F12、F8 等主干断裂为两期活动（图 4），第一期为陵水期～三亚期，与始新统生烃高峰和

崖城组早期生气高峰相匹配；第二期为莺歌海期至今，是 5.5Ma 以来新构造运动引起的隐伏活动期

[11-13]，除了 F2-1 断层，其他断层活动很弱，与崖城组晚期的生气高峰相匹配（图 4）。断裂在沟通成

熟烃源岩的同时，向上导通了多个圈闭，如南部断阶带和东北断阶带的断块、岩性圈闭，松南低凸起

的断背斜和断鼻圈闭等。 

5.5~0Ma

F12-1
F12-2
F12-3
F12-4

F12

F2

F2-1

F8-1
F8-2
F8-3

F8

 

图 3  宝岛凹陷主干断裂与崖城组晚期成熟度配置关系 



江汝锋等：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宝岛凹陷 3D 输导体系评价 

31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乐东组莺歌海组黄流组梅山组三亚一段三亚二段陵一段陵二段陵三段崖城组始新统

烃
源
岩

生
烃
量

断
层

活
动

速
率

（
m

s/
M

a）

崖城组生气量

始新统生气量

始新统生油量

F2-1 断层活动速率

F12 断层活动速率

F8 断层活动速率

（1011m3）

（1011m3）

（108t）

 
图 4  宝岛凹陷主干断层活动性与烃源岩生烃史配置关系 

2.2  骨架砂体 

2.2.1  骨架砂体类型与分布 

通过井震资料结合，在宝岛凹陷内识别出扇三角洲、海底扇、滨海、浊积水道 4 种骨架砂体（图

5）。从地震相上区分，扇三角洲为楔状中强振幅中连续杂乱前积反射或杂乱反射，海底扇为强振幅中

高连续透镜状充填或丘状充填，滨海为席状强振幅中高连续平行反射，浊积水道为强振幅中高连续块

状充填，被泥质水道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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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三角洲

滨海

SE
浊积水道

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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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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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m

s

宝岛北部钻井

 

图 5  宝岛凹陷骨架砂体地震识别及纵向分布 

纵向上，骨架砂体多分布于陵水组和三亚组（图 5），特别是靠近凹陷边缘，物源充足，多套砂

体垂向叠置，输导性较好，局部砂体结合有利的构造可自成岩性圈闭。平面上，扇三角洲和滨海分布

于凹陷北缘和松南低凸起，海底扇分布于宝岛北部斜坡带、南部断阶带，浊积水道分布在中央峡谷（图

6）。整体而言，古近系为滨海/扇三角洲/海底扇组合，凹陷南北缘多套滨海和扇三角洲相互叠置输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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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利。新近系为海底扇/滨海/浊积水道组合，海底扇局部叠置，其他砂体较独立（图 6）。 

海底扇 扇三角洲 滨海 水道
 

图 6  宝岛凹陷骨架砂体空间展布 

2.2.3  骨架砂体输导性评价 

通过对宝岛凹陷及周边井的孔渗分析评价砂体输导性，发现对于同一层位，孔隙度从浊积水道、

海底扇、滨海到扇三角洲逐渐减小，渗透率从滨海、海底扇到扇三角洲逐渐减小（图 7）。浊积水道

为高-特高孔为主，但分布局限；扇三角洲为中-特低孔-中-特低渗，分布较广；海底扇为中高孔中渗，

滨海为中高孔高渗，两者分布广。整体而言，海底扇和滨海的输导性能较强（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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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宝岛凹陷骨架砂体孔隙度和渗透率特征 

2.3  不整合 

2.3.1  不整合类型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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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2D 和 3D 资料所展示的地层接触关系，识别出了宝岛凹陷超覆不整合、削截不整合、充填

不整合、平行不整合 4 种类型（图 8）。超覆不整合主要发育在 T62-T52 和 T40-T20 等界面，分布于

北部斜坡带下倾方向和松南低凸起缓坡带。削截不整合主要发育在 T70-T60 等界面，分布在断裂控制

的深洼、次洼或二台阶带内。充填不整合发育在 T40-T30 等界面，分布于中央峡谷和松南低凸起的局

部下切构造中。平行不整合发育在 T50-T20 界面，广泛分布于宝岛凹陷内部和凸起上覆地层。 

SE

T20

T30

T60

T61

T30

T40

中央峡谷

SE SE

T40
T50

T30

T20

SE

超覆不整合 削截不整合

平行不整合充填不整合

 

图 8  宝岛凹陷不整合类型识别与分布 

2.3.2  不整合岩性结构 

水进砂体

风化粘土层

富砂半风化岩石

T62

T61

T60

T52

T50

T40

T30

T70

富泥半风化岩石  
图 9  宝岛凹陷不整合岩性结构连井对比图 

通过调研前人不整合结构的成果[14]，结合盆地的不整合界面发育特征[15]，划分了宝岛凹陷 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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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整合岩性结构（图 9）：①上层为水进砂体，岩性以砂岩、砾岩为主，底部为不整合界面，属于底

冲刷沉积旋回的底部；②中层为风化粘土层，为一套薄泥岩；③下层为半风化岩石，岩性多为砂岩、

粉砂岩或泥岩，属于下层沉积旋回的中上层，可细分为富砂半风化岩石和富泥半风化岩石。 

三层结构不一定完整，有时地层存在缺失，仅发育双层或单层结构（图 9）。不整合结构中的水

进砂体和富砂半风化岩石可作为运移通道[16,17]。整体而言，水进砂体受控于沉积相带，为短距离侧向

运移通道；富砂半风化岩石受控于区域不整合，普遍遭受风化淋滤，为潜在长距离侧向运移通道；缺

失风化粘土层时，水进砂体直接叠置半风化岩石可发生垂向运移。 

2.3.3  不整合输导性评价 

通过已钻井的孔隙度资料统计，发现各套区域不整合的输导性从 T30、T50-T60、T61-T62 到 T70

逐渐减小，北部断裂带和北部斜坡带不整合岩性以中低孔为主，松南低凸起不整合岩性以中高孔为主

（图 10），由于低凸起附近往往位于古构造高位，容易遭受风化淋漓作用，因此输导能力较强。整体

而言，水进砂体和富砂半风化岩石的输导能力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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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宝岛凹陷不整合输导性连井评价图 

2.4  构造脊 

2.4.1  古构造恢复与构造脊识别 

通过 3D 地质建模，考虑古水深和压实校正等，恢复了宝岛凹陷多个关键时期的古构造形态，识

别出了 T80、T70、T62、T61、T60 界面共 4 条主构造脊（图 11），编号为 W1、W、M、E，而 T52

以上构造脊基本停止发育。构造脊具有继承性、迁移性、聚敛性 3 种特征：①继承性，构造脊具有纵

向继承发育特征，一般不会间断；②迁移性，构造脊在构造变动、海平面变化影响下发生侧向迁移；

③聚敛性，相邻两条构造脊逐渐收敛，并指向同一构造高位。 

2.4.2 构造脊与烃源岩、圈闭的关系 

T80、T70 多条构造脊长期深入了生烃凹陷。始新统在距今 28.4~16Ma 大量生烃，该期 T80 古构

造脊持续发育，有利于始新统源岩往松南低凸起方向的汇聚排烃。崖城组在距今 23Ma~10.5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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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Ma~0Ma 两期大量生气，两期的 T70 古构造脊均长期持续发育，有利于崖城组源岩往松南低凸起

方向的汇聚排烃（图 11）。结合目前的勘探形势来看，多条构造脊长期指向了多个目标圈闭（图 11），

其中 M 构造脊和 W 构造脊两侧多套砂体相互叠置，其汇聚指向的目标更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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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宝岛凹陷 T70、T60 古构造恢复与构造脊识别 

3  宝岛凹陷 3D 输导体系 

3.1  空间输导组合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18-20]，划分了伸展型盆地 5 种输导体系类型：①T 型输导体系，由垂向断裂

与侧向砂体、不整合、构造脊组成，断裂不发育，分布在陡坡带和断坡；②阶梯型输导体系，由阶梯

状断层与侧向砂体、不整合、构造脊组成，分布在缓坡带和断阶带；③树枝型输导体系，由发散式断

裂（含底辟）或花状断裂与侧向砂体、不整合、构造脊组成，分布在走滑断裂区和底辟活动区；④网

毯型输导体系，由多期断裂或多套侧向砂体与不整合、构造脊组成，分布于盆地中心区域或浅层区域；

⑤裂隙型输导体系，由不整合之下的风化岩石、溶蚀孔洞或裂缝与构造脊、断裂组成，分布在古隆起

和古潜山附近。 

结合最新的 3D 地质建模技术[21]，恢复了宝岛凹陷烃源岩-输导体系-储层-圈闭空间格架（图 12），

并依据上述标准，划分了宝岛凹陷 T 型、阶梯型、受限网毯型 3 种输导体系，其中“受限”指深部

沟源断层或大套砂体不发育。各构造带的输导体系特征如下：①北部断裂带的 T 型输导体系（浅水

区），由 F2、F12 等深大断裂、多套砂体、多层不整合组成，从始新统到黄流组连续发育，该区已发

现 3 个含气构造，但 CO2 含量高；②南部断阶带的阶梯型输导体系，由 F8、F8-1~3 等断层、多套砂

体、多层不整合和 3 条主构造脊组成，从始新统到梅山组连续发育；③东北断阶带的阶梯型输导体系，

由 F12-1~4 等断层、扇三角洲、多层不整合组成，从始新统到三亚组连续发育；④松南低凸起的受限

网毯型输导体系，由多套砂体、多层不整合和 4 条主构造脊组成，从崖城组到莺歌海组间断发育，侧

向运移距离较远；⑤北部斜坡带的受限网毯型输导体系，由晚期小断层、海底扇、多层不整合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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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陵水组到黄流组间断发育，垂向运移不佳。 

海底扇 扇三角洲 滨海

水道 断层 构造脊

Ro>1.3

崖城组中部界面

始新统中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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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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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断阶带
东北断阶带

北部斜坡
岩性圈闭带

松前
南排
低构
凸造
起带

Ro>1.3目标C-1

 

图 12  宝岛凹陷烃源岩-输导体系-储层-圈闭空间格架 

3.2  有利运移方向 

结合勘探有利目标的流线运移模拟表明，南部断阶带、东北断阶带、松南低凸起前排构造带长期

处于优势的运移方向（图 13），陵水组和三亚组是主力聚集层系，南部存在汇聚式运移。根据模拟结

果，推测南部断阶带和东北断阶带为幕式运移和浮力驱动并举，松南低凸起前排构造带以浮力驱动为

主、幕式运移为辅，北部斜坡带垂向通道不连续，成藏需依靠异常压力。 

二维运移模拟表明，南部断阶带和东北断阶带以垂向运移为主，靠近凹陷边缘存在侧向运移，松

南低凸起前排构造带以短距离侧向运移为主（小于 30km），北部斜坡带运移条件不佳（图 14）。

25.5~10.5Ma，崖城组和始新统处于大量生烃期，断层活动较强，陵水组和三亚组部分圈闭已形成，

而且埋藏较浅物性较好，推测存在早期成藏；5.5~0Ma，崖城组处于大量生气期，部分断层发生隐伏

性活动，圈闭增多，保存条件变好，该期属于主力成藏期（图 14），流体包裹体测温分析已间接证实。 

4  宝岛凹陷有利区带优选 

在宝岛凹陷烃源岩-输导体系-储层-圈闭空间格架基础上（图 12），结合各类成藏要素的时空配置

（图 15）优选了深水区 4 个有利区带：①南部断阶带，断阶沟通了下方成熟烃源岩，垂向和侧向运

移为主，发育海底扇、扇三角洲储层，具有“近源、断-砂-脊阶梯型输导、海底扇和扇三角洲储集、

断块-岩性圈闭”配置特征；②东北断阶带，断阶沟通了下方成熟烃源岩，垂向和侧向运移为主，发

育扇三角洲储层，具有“近源、断-砂阶梯型输导、扇三角洲储集、断块-岩性圈闭”配置特征；③松

南低凸起前排构造带，区带下方烃源岩未成熟，未有大断层沟通成熟烃源岩，短距离侧向运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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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滨海、海底扇、浊积水道多套储层，具有“短距离烃源、砂-脊受限网毯型输导、多套砂体储集、

断背斜-断鼻圈闭”配置特征；④北部斜坡岩性圈闭带，无明显沟源断层，仅发育浅层小断层，垂向

和侧向运移均不佳，发育海底扇储层，具有“垂向较远烃源、断-砂受限网毯型输导、海底扇储集、

岩性圈闭”配置特征，该区带有火山底辟分布，CO2 充注的风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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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宝岛凹陷陵三段、三亚一段关键时刻流线运移方向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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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宝岛凹陷关键时刻二维运移方向模拟 

经过区带优选可知，南部断阶带是宝岛凹陷最有利的区带，也是琼东南盆地深水区东部最有利的

区带之一。该区带上多个目标圈闭已基本落实，在研究新认识的指导下，将作为深水区东部的钻探突

破口，逐步揭开深水区东部的油气成藏规律，开拓东部海底扇等大型储集体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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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宝岛凹陷成藏要素配置图 

5  结论 

宝岛凹陷输导要素包括断裂、骨架砂体、不整合和构造脊。凹陷内发育 4 级 4 组断裂，主要在陵

水期～三亚早期、莺歌海期至今两期活动，与烃源岩生烃高峰相匹配；砂体通道有扇三角洲、海底扇、

滨海、浊积水道，凸起、斜坡和断阶带分布较广，其中海底扇、滨海的输导能力较强；不整合类型包

括超覆、削截、充填和平行不整合 4 种，划分了水进砂体、风化粘土层、（富砂或富泥）半风化岩石

3 层岩性结构，水进砂体和富砂半风化岩石可作为侧向运移通道；南部发育 4 条主构造脊，多条构造

脊长期深入生烃凹陷，而且指向多个有利勘探目标。 

首次建立了宝岛凹陷烃源岩-输导体系-储层-圈闭空间格架，划分了 T 型、阶梯型、受限网毯型 3

种输导体系，北部断裂带为 T 型输导体系，南部断阶带和东北断阶带为阶梯型输导体系，松南低凸

起和北部斜坡带为受限网毯型输导体系。运移模拟表明南部断阶带、东北断阶带、松南低凸起前排构

造带长期处于优势的运移方向，垂向+侧向运移为主。通过成藏要素的时空配置优选了深水区 4 个区

带，其中南部断阶带为最有利区带，具有“近源、断-砂-脊阶梯型输导、海底扇和扇三角洲储集、断

块-岩性圈闭”配置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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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3D carrier systems in Baodao Sag, deepwater of Qiongdongnan Basin 
 

Jiang Rufeng, Sun Zhipeng, Zhu Jitian, Zhou Jie, Liao Jian, Guo Minggang, Li Tao, Zhang Wei 

（Zhanjiang Branch of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 Limited, Zhanjiang, 524057, China） 

 

Abstract：Base on the drilling and seismic data, using the technology of seismic interpretation, paleostructure restoration,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simulation and 3D geologic modeling, 4 carrier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i.e., faults divided in 4 

levels and 4 groups, 4 types of framework sand bodies, 4 types of unconformity consisted of multiple lithologic layers and 4 

main structure ridges. The spatial framework consisted of source rocks, carrier systems, reservoirs and traps of Baodao Sag 

was buil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3 types of carrier systems were divided, such as “T” shaped, stair shaped and limited 

net-carpet shaped. The migration simulation indicated that southern fault terrace zone, northeastern fault terrace zone and 

the tectonic zone closer to sag in Songnan Low Uplift were preponderant area with migrating direction both in vertical and 

lateral. Finally, southern fault terrace zone was selected as the most favorable area, with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near 

source rocks, stair shaped carrier consisted of faults, sand bodies, unconformity and structure ridges, submarine fan and fan 

delta reservoirs, fault-lithologic traps. 

Key words：3D geologic modeling, spatial carrier systems, Baodao Sag, deepwater, Qiongdongnan Basin, Western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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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断陷火石岭组天然气成藏模式及富集规律 
 

蒋  飞 1，李忠诚 2，程日辉 1，刘  宇 2，许中杰 1，王茂汀 1 

（1．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61； 

2．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吉林 松原 138001） 

 

摘要：本文从地层、构造，岩性-岩相和含气性等方面分析王府断陷火石岭组天然气成藏特征，总结天然气成藏模

式和富集规律。火石岭组发育下部和上部两个气藏系统，下部系统分布在粗安岩段上部，上部系统分布在流纹岩段。

流纹岩最有利于天然气成藏，而粗安岩是天然气成藏的主体，天然气主要富集在火山口杂岩相带，其次是火山斜坡

相带。山东屯构造带是天然气主要富集区，在南北方向表现出分区性，包括三个主要成藏区，即 X12 成藏区、

X14-X13-X18 成藏区和 X4 成藏区。根据成藏特征和主控因素，总结出反转背斜-地层成藏，断块成藏，岩性-断块成

藏和断块-反转背斜-地层复合成藏 4种成藏模式，并以断块成藏和岩性-断块成藏模式为主。地层、岩性-岩相、构

造与成藏的关系，揭示了王府地区断控-层控-体控复合的天然气聚集规律，即火山隆起带上只发育下部气藏系统，

而其边缘至凹地区则发育 2套气藏体系，这与源区位置和运移距离有关。 

关键词：火山岩；火山储层；成藏模式；富集规律；王府断陷 

 

0  引言 

松辽盆地是我国重要的发育火山岩气藏的含油气盆地，自徐深1井于营城组火山岩中成功获得日

产54×104m3的高产气流后[1]，松辽盆地深层火山岩的勘探逐步进入大规模勘探阶段。在徐家围子断

陷[2-4]，长岭断陷[5-6]、十屋断陷[7-8]、英台断陷[9-10]和王府断陷[11-12]等多个断陷中发现了火山岩油气藏，

同时在火山岩储层的岩性-岩相[13-15]、储集空间特征[16-17]、储层主控因素[18-20]、有利储层预测和地震

勘探[21-22]等多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王府断陷是松辽盆地东南部深层天然气重要勘探区，具有千亿方的天然气储量规模，且火石岭组

火山岩的原生气藏储量规模最大[11]。王府断陷火山岩天然气藏的勘探开发以及相关研究已取得了很大

进展[23-26]，目前需要总结整体性的天然气成藏模式及富集规律，以服务于进一步的勘探开发。本文仅

以王府断陷小城子地区火石岭组为例，从地层、构造、岩性岩相和含气特征等多方面入手，分析探讨

天然气成藏模式和成藏规律。 

1  地质背景 

王府断陷位于松辽盆地东南隆起区的西北部，与榆树断陷、莺山断陷和德惠断陷毗邻，工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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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小城子地区（图 1）。王府断陷构造演化经历了“隆起、裂谷、坳陷、抬升”4 个阶段，形成“下

断上坳”的双层结构[27]。断陷期地层为火石岭组（J3hs）、沙河子组（K1sh）和营城组（K1y），其中

火石岭组最大埋深超过 4000m；坳陷期地层主要为登娄库组（K1d）、泉头组（K1qt）、青山口组（K2qs）、

姚家组（K2yj）和嫩江组（K2nj）等[28]。中生代-新生代时期，受古太平洋板块俯冲作用影响，松辽

区域岩石圈伸展减薄，形成北西-南东向拉张应力场[29-30]，导致了包括研究区在内的区域性岩浆活动，

火石岭期和营城期是 2 个主要火山活动期[30-31]。受构造活动影响，断陷期地层形成东高西低的构造格

局，且在小城子地区从西至东发育山东屯构造带、小城子构造带和武家屯构造带[11]，其中山东屯构造

带紧邻生油凹陷，火山岩储层大量发育，为有利油气聚集带。 

王府断陷火石岭组包括底部粗安岩段、中部火山碎屑岩段和上部流纹岩段。粗安岩段为第一个火

山旋回，由中基性岩浆喷发形成，以角度不整合覆盖于盆地基底之上，岩性主要为粗安岩、安山岩和

火山碎屑岩，发育少量沉火山碎屑岩和碎屑沉积岩。火山碎屑岩段为第二个火山-沉积旋回，火山活

动相对较弱，以平行不整合或角度不整合发育在粗安岩段之上，断陷东部地层抬升遭受剥蚀，有小规

模的火山活动，而西部则接受沉降，形成火山碎屑岩或火山碎屑沉积岩。流纹岩段为第三个火山旋回，

岩性以流纹岩和流纹质火山碎屑岩为主，以平行不整合或角度不整合发育在火山碎屑岩段之上。粗安

岩段上部和流纹岩段为天然气聚集的主要层位。 

 
图 1 王府断陷地理位置[12] 

Fig.1  The location of Wangfu fault depression 

1-洮南断陷；2-英台断陷；3-大安断陷；4-海坨南断陷；5-长岭断陷；6-孤店断陷；7-莺山断陷；8-王府断陷；9-榆树断陷；10-德惠

断陷；11-梨树断陷；12-双辽断陷 

2  地层 

根据“火山旋回-冷却单元组（期次）-冷却单元（事件）”的地层划分对比方法[32]，对王府断陷

火石岭组地层进行分级控制、逐级划分对比，共划分 3 个回旋，13 个冷却单元组，其中第一个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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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粗安岩段，由单元组 1 –单元组 8 组成，第二个旋回为火山碎屑岩段，包括单元组 9 –单元组 12，

第三个旋回为流纹岩段，由单元组 13 构成（图 2、图 3）。 

整个火石岭组发育气藏的地层有 3 套，包括粗安岩段，火山碎屑岩段和流纹岩段，且以粗安岩段

和流纹岩段为主。在粗安岩段，气藏发育在该段的上部，即冷却单元组 6、7 和 8，其中冷却单元 7

是气藏发育主体。在火山碎屑岩段，气藏发育在该段的中-上部，即单元组 10、11 和 12，气藏分散。

流纹岩段，即冷却单元组 13，是第二个气藏发育主体。从气藏的分布规律来看，研究区天然气主要

分布在每期火山旋回的顶部，因为旋回顶部的火山地层受风化淋滤作用和构造作用改造强烈，次生溶

孔和构造裂缝较发育，储层物性较好。王府断陷火石岭组有两个 2 个可靠气源层[11]：一是火石岭组火

山碎屑岩段的泥岩层，二是沙河子组的煤层和泥岩层。 

根据水层、气水同层、气层以及隔层发育规律，将火石岭组天然气藏分为两个气藏系统，下部气

藏系统对应单元组 6-单元组 8，上部气藏系统对应单元组 10-单元组 13。两个气藏系统的顶界面均为

不整合风化界面，各系统有各自水、气分布规律。 

 
图 2  过 X7-X4 构造地层解释剖面 

Fig.2  Interpretations of structure and stritagraphy across X7-X4 

3  岩性和岩相 

在研究火山岩岩相时，基于岩相的形成和发育机理以及地震反射的可识别性，本文将岩相划分为

火山口杂岩相（简称火山口相）、火山斜坡相和盆地相 3 大相类型，并以冷却单元组作为火山岩相的

地震识别和火山机构刻画的基本单元，其中火山口杂岩相和火山斜坡相共同组成一个火山机构（或火

山岩体）（图 4）。 

在形成机理方面，火山口杂岩相是原生-改造（构造）岩相，火山斜坡相则是原生相。火山口区原生

相常被改造，表现为①火山通道反复出现，成穿插样式，②火山口经常坍塌，岩性和地层被改造，③

原生和后期的断裂相叠加。相比较而言，火山斜坡区地层比较稳定，岩性和地层改造小，是难得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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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层的顺序记录，在地震剖面上表现出层状或似层状的反射结构，是火山岩地层对比的一个核心。

一定时期的喷发结束后，风化不整合界面的形成，限定这一时期“类似杂乱”的火山口地层可以与同期

相对完好的火山斜坡地层对比，同样也可以通过火山斜坡与盆地地层对比。 

在地震反射的可识别性方面，在识别主要反射界面基础上，如火山期次（冷却单元组）和火山旋

回（冷冷单元组叠置）界面，多是区域性不整合，局部是角度不整合，可以非常明显区分火山口杂岩

相和火山斜坡相。前者以杂乱反射、块状或透镜状外形为主要特色，而火山斜坡相多以平行-亚平行

和前积结构为总体特色，外型多为楔型（图 5）。 

火山口杂岩相、火山斜坡相和盆地相的区分，类似于“碳酸盐台地”，火山口杂岩体类似于碳酸

盐台地，火山斜坡类似台前斜坡，而斜坡之外被盆地（凹地）沉积所围限[12]。应用该种岩相的分类

方法，在进行成藏研究时可以借鉴研究程度较高的碳酸盐台地的研究经验。 

 
图 3  过 X1-X4-X3-X13-X12 构造地层解释剖面 

Fig.3  Interpretations of structure and stritagraphy across X1-X4-X3-X13-X12 

 
图 4  单元组内火山机构模式图 

Fig.4  Volcanic edifice model of a cooling unit group 

对火石岭组气层、差气层和气水同层的岩性和岩相进行统计，共统计 22 口井，发现在含气层中，

以粗安岩为主（26.10%），其次是角砾熔岩（18.36%）。流纹岩由于厚度较薄，所占的厚度优势不明

显，但在气层中所占比例大，仅次于粗安岩，而且流纹岩的含气性好，为气层和差气层（表 1），说

明研究区流纹岩是天然气成藏最有利的岩性。对于气层和差气层而言，粗安岩占主体优势，分别占

40.11%和 29.88%，而在气水同层中各种岩性所占比例相差不大（表 1），说明粗安岩段上部的火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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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最主要的成藏岩性体。岩相的统计规律显示，有利于天然气成藏的岩相是火山口杂岩相，其含气

性最好，占有绝对的厚度优势，其次是火山斜坡相，再次是火山口-火山斜坡的过渡相（表 2）。 

 
图 5  火山口杂岩相和火山斜坡相地震反射特征与识别 

Fig.5  Seismic refle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dentification of crater and volcanic slope facies 

表 1  王府断陷火石岭组含气层岩性统计表 

Table 1  Litology statistical table of gas bearing formation in Huoshiling Formation of Wangfu fault depression 

岩性 
气层 差气层 气水同层 含气层 

厚度(m) 百分比(%) 厚度(m) 百分比(%) 厚度(m) 百分比(%) 厚度(m) 百分比(%) 

流纹岩 43.49 26.80 73.35 12.03 0.00 0.00 116.84 10.38 

粗安岩 65.10 40.11 182.20 29.88 46.50 13.16 293.80 26.10 

粗面岩 7.50 4.62 31.40 5.15 43.00 12.17 81.90 7.28 

安山岩 2.00 1.23 26.30 4.31 67.15 19.00 95.45 8.48 

角砾熔岩 28.20 17.38 116.00 19.02 62.50 17.69 206.70 18.36 

火山角砾岩 10.00 6.16 80.70 13.23 66.90 18.93 157.60 14.00 

凝灰熔岩 6.00 3.70 13.00 2.13 0.00 0.00 19.00 1.69 

凝灰岩 0.00 0.00 33.90 5.56 61.95 17.53 95.85 8.52 

沉火山碎屑岩 0.00 0.00 53.00 8.69 5.40 1.53 58.40 5.19 

 

表 2  王府断陷火石岭组含气层岩相统计表 

Table 2  Litofacies statistical table of gas bearing formation in Huoshiling Formation of Wangfu fault depression 

岩相 
气层 差气层 气水同层 含气层 

厚度(m) 百分比(%) 厚度(m) 百分比(%) 厚度(m) 百分比(%) 厚度(m) 百分比(%) 

火山口相 92.10 56.75 404.05 65.83 134.60 38.09 630.75 55.85 

火山口-斜坡相 49.10 30.25 60.10 9.79 91.00 25.75 200.2 17.73 

火山斜坡相 21.09 13.00 108.30 17.65 121.00 34.24 250.39 22.17 

盆地相 0.00 0.00 41.30 6.73 6.80 1.92 48.10 4.26 

4  构造 

研究区断裂体系复杂，以火石岭组单元组 7 为例，分析断裂及裂缝的分布规律。根据断裂的控制

作用及相互组合关系，将工区断裂分为四个断裂系统，控制形成了研究区东西向呈凹隆相间的构造格

局。断裂体系 1 位于工区西边，是断陷的控缘断裂及其伴生断裂，控制西部凹陷的形成，是烃源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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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区。断裂体系 2 和断裂体系 3 共同控制形成山东屯构造带，构造圈闭和岩性-构造圈闭比较发育，

是天然气成藏最主要的区域，且在隆起带上只发育下部气藏系统，而在其边缘至凹地地区则发育 2

套气藏体系，这可能是和源区位置以及运移距离有关。断裂体系 4 位于断陷东侧，和断裂体系 3 共同

控制形成中央凹陷和小城子构造带（图 6a），其中小城子构造带是本区另外一个天然气有利成藏区。 

从断裂和裂缝分布特征方面，研究区南北向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块，分别为北部区、中部区和南部

区，在这三个区块内天然气成藏特征有所差别。在北部区，由顺直断裂控制，断裂走向近南北向，且

不同断裂的走向基本平行，储集空间中原生孔隙和次生孔隙所占比例较大，但在 X12 井附近裂缝较

为发育，通过成像测井进行裂缝参数统计，结果显示 X12 井平均裂缝密度 1.02 条/m（表 3）。图 6b

中 X12 所在的红线区为裂缝发育区，也是北部的主要成藏区。在中部区，由交叉断裂控制，大面积

发育微裂缝（图 6b），X14、X13 和 X18 都位于中部区，平均裂缝密度 0.62~0.84 条/m（表 3）。储集

空间中构造裂缝较为发育。中部区的有利成藏区分布范围也较大，主要分布在 X14-X13-X18 的构造

隆起带上，即图 6b 中部区的红线区域。在南部区，也由顺直断裂控制，与北部区基本一致，但具有

高地垒优势，储集空间以孔隙为主，构造裂缝在 X3-X4 附近较为发育（图 6b），裂缝平均密度 0.80~1.38

条/m（表 3），X4 井区是有利的成藏区。 
表 3  王府断陷火石岭组单元组 7裂缝密度统计表 

Table 3  Fracture density statistical table of cooling unit group 7 of Huoshiling Formation in Wangfu fault depression 

井名 
北部区 中部区 南部区 

X12 X14 X13 X18 X3 X4 X1 

裂缝平均密度（条/m） 1.02 0.84 0.64 0.62 0.80 1.38 0.22 

裂缝倾角（°） 30-80 20-80 30-90 40-80 20-80 20-80 30-75 

 

 
图 6  研究区火石岭组单元组 7构造分区(a)与裂缝分布特征(b) 

Fig.6  Tectonic division and fracture distribution of cooling unit group 7 of Huoshiling Formation in study area 

5  成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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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共分为三个成藏区块，根据火山岩成藏特征及主要控制因素，总结出 4 种成藏模式，即反

转背斜-地层成藏，断块成藏，岩性-断块成藏和断块-反转背斜-地层复合成藏。 

5.1  反转背斜-地层成藏模式 

该类成藏模式表现为正断层上盘地层在构造反转的过程中形成背斜构造，而且由于不整合作用的

影响，储集层在纵向或侧向的连续性发生中断而形成圈闭。在该背斜构造内，由于火山岩储层的非均

质性和喷发期次的多期性，垂向上可形成多个圈闭，天然气沿着断裂或不整合面运移到这些圈闭内，

形成多个天然气藏。地层不整合和构造反转是该类成藏模式的主控因素。以 WF1 的成藏为例，该井

基本位于反转背斜核部，纵向上被不整合面封挡形成圈闭，火石岭组发育两个成藏系统，下部成藏系

统以单元组 6、7、8 为主要有效储层，上部成藏系统以单元组 13 为主要有效储层（图 7）。微裂缝和

次生溶孔是主要储集空间，有效储层基本分布在火山口相带内，以溢流和爆溢熔岩流微相为主，岩性

以碎屑熔岩为主。 

 
图 7  反转背斜-地层成藏模式 

Fig.7  Reversed anticline-stratigraphy accumulation model 

5.2  断块成藏模式 

断块成藏是研究区较为常见的一种成藏模式，主要分布在中部成藏区，该区域受到两组交叉断裂

控制，形成山东屯构造带，表现为“坳中隆”的构造格局。据现有勘探成果，山东屯构造带为天然气

的富集区域。断块成藏模式表现为，天然气聚集在由一系列断裂形成的断块圈闭中，不同的断块气藏

可以具有统一的气水界面。构造活动是该类成藏模式的主要控制因素。以 X14 井的成藏为例，倾向

相背的两条断裂在该井位置形成地垒，断层面两侧为沙河子组的泥岩层，具有较好封闭性，从而形成

断块圈闭，火石岭组仅存在下部成藏系统，以单元组 7 为有效储层，基本分布在火山口相带（图 8）。

储层岩性为碎屑熔岩和熔岩，构造裂缝是重要的储集空间。由于冷却界面附近的原生裂缝和原生孔隙

更发育，冷却单元组顶部和底部的物性更好，因此在单元组 7 内形成顶部和底部两个天然气聚集区（图

8）。 

5.3  岩性-断块成藏模式 

岩性-断块成藏在中部成藏区较为常见，主要分布在山东屯构造带的次级隆起部位，天然气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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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岩性的相变和断裂的封闭共同形成的岩性-断块圈闭中。岩性-断块成藏模式主要受断裂和岩性的

控制，一般不具有统一的气水界面。以 X13 井的成藏为例，火石岭组存在上部和下部两个成藏系统。

上部成藏系统为断块成藏，以单元组 13 为有效储层，主要分布在近火山口的火山斜坡相带内（图 8）。

下部成藏系统为岩性-断块成藏，储层的上倾方向被断层遮挡，下倾方向由于岩性和岩相的变化，导

致储层物性变差，有效储层主要为单元组 7，且主要分布在火山口和近火山口的火山斜坡相带（图 8），

岩性为熔岩和火山碎屑岩。X13 井上部和下部两个成藏系统都受到构造和风化作用的改造，其储层物

性较好，溶蚀孔缝是主要的储集空间，其次是构造裂缝。 

 
图 8  断块成藏和岩性-断块成藏模式 

Fig.8  Fault block accumulation model and lithology-fault block accumulation model 

5.4  断块-反转背斜-地层复合成藏模式 

该种成藏模式是反转背斜-地层成藏模式和断块成藏模式的综合，表现为反转构造形成背斜构造，

而背斜构造内的储层在纵向上和侧向上被断裂和不整合所封闭，从而形成圈闭成藏。断块-反转背斜-

地层复合成藏受构造活动和不整合作用等多方面因素控制。以 X1 的成藏为例，该井大致位于反转背

斜的核部，单元组 7 为有效储层，其在侧向上受到断裂和不整合面的封挡（图 9）。有效储层基本分

布在火山口相，以空落回填和爆溢熔岩流微相为主，岩性为火山碎屑岩和碎屑熔岩。 

 
图 9  断块-反转背斜-地层复合成藏模式 

Fig.9  Fault block-reversed anticline-stratigraphy accumul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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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天然气富集规律 

在构造方面，断裂的分布控制了火山岩储层、有效圈闭和天然气运移聚集的分布规律。研究区火

石岭组的火山岩气藏在平面上具有成带成区的特征，成带性表现为天然气主要沿山东屯构造带分布，

成区性表现为天然气在研究区范围内主要分布在 3 个成藏区块，即北部的 X12 成藏区、中部的

X14-X13-X18 成藏区和南部的 X4 成藏区。 

在火山地层方面，1）冷却单元是基本地层成因单元，也是成储的基本单元，由能够反映其成因

的岩性-岩相构成，主要的原生孔隙和裂缝都是随着冷却单元的形成而形成；2）冷却单元组是成藏的

基本单元，单元组界面附近的物性较好，顶界发育沉积地层或风化壳，单元组 6、7、8、13 是火石岭

组主要的成藏单元；3）若干个冷却单元组构成了火山地层旋回，是气藏的成藏系统，由区域性不整

合限定，每个成藏系统内具有独立的油气水分布规律，研究区火石岭组包含下部和上部两个成藏系统。 

在岩性和岩相方面，天然气的富集表现为流纹岩更加有利于天然气的聚集成藏，这是因为流纹岩

原生储集空间较发育，而且遭受的风化剥蚀作用强烈，储层物性好，而粗安岩是本区天然气成藏的主

体岩性，这是因为流纹岩的厚度薄，而粗安岩的厚度大。另一方面，天然气主要聚集在火山机构的火

山口杂岩相，其次是火山斜坡相带。 

地层、岩性-岩相、构造与成藏的关系，揭示了王府地区断控-层控-体控复合的天然气聚集规律，

即火山隆起带上基本只发育下部气藏系统，而其边缘至凹地则发育 2 套气藏体系，且和源区位置与运

移距离有关。整个研究区天然气成藏分为 1 个富集带，3 个成藏区和 4 种成藏模式。 

7 结论 

1）王府断陷火石岭组发育气层的地层包括粗安岩段、火山碎屑岩段和流纹岩段，并可分为两个

气藏系统，下部气藏系统分布在粗安岩段上部，单元组 7 是气藏发育主体；上部气藏系统包括火山碎

屑岩段和流纹岩段，单元组 13（流纹岩段）是气藏发育主体，两个成藏系统以区域性分布的泥岩隔

层分割。 

2）4 套断裂系统控制了断陷的构造格局，呈现东西方向凹隆相间的特征，西部凹陷为主要烃源

区，山东屯构造带为天然气主要聚集带。断裂、裂缝和天然气的分布具有南北分带的特征，北部为

X12 成藏区，受顺直断裂控制；中部为 X14-X13-X18 成藏区，受交叉断裂控制；南部为 X4 成藏区，

受顺直断裂控制。 

3）有利于天然气成藏的岩性为流纹岩，而天然气成藏的主体岩性为粗安岩，其次是角砾熔岩。

有利于天然气成藏的岩相是火山口杂岩相，其次是火山斜坡相，再次是火山口-火山斜坡的过渡相。 

4）王府断陷火石岭组火山岩气藏的成藏模式概括为 4 种：反转背斜-地层成藏，断块成藏，岩性

-断块成藏和断块-反转背斜-地层复合成藏，其中断块成藏和岩性-断块成藏是研究区主要的成藏类型。

地层、构造、岩性-岩相与成藏的关系，揭示了王府地区断控-层控-体控复合的天然气聚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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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characteristics of gas accumulation in Huoshiling Formation of Wangfu fault depress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ratigraphy, structure, lithology-lithofacies and gas-bearing properties, and summarizes accumulation 

model and enrichment pattern of natural gas. The Huoshiling Formation contains two gas reservoir systems, the bottom one 

distributed in the upper part of andesitoid section, and the upper one distributed in rhyolite section. Rhyolite is the most 

favorable rock type for gas accumulation, while andesitoid is the main part among all types of rocks for gas accumulation. 

Areas of crater facies are the main enrichment zones of natural gas, and the next is areas of volcanic slope facies. 

Shandongtun structural belt is main enrichment area of natural ga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accumulation areas from 

north to south, i.e. X12 accumulation area, X14-X13-X18 accumulation area and X4 accumulation area. According to 

characteristics of accumulation and mainly controlling factors, four kinds of gas accumulation models are summarized, they 

are reversed anticline-stratigraphy accumulation model, fault block accumulation model, lithology-fault block accumulation 

model, and fault block-reversed anticline-stratigraphy accumulation mode. Fault block accumulation model and 

lithology-fault block accumulation model are the main typ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tigraphy, lithology-lithofacies, 

structure and gas accumulation reveals that gas accumulation in Wangfu fault depression is controlled by fault, stratigraphy 

and volcanic edifice. In other words, only the bottom gas reservoir system is existing in volcanic uplift zones, while the two 

gas reservoir systems are formed in zones from the brim area of volcanic uplift to depression, for the reason of source 

location and migration distance. 

Key words: volcanic rock; volcanic reservoir; accumulation model; enrichment pattern; Wangfu fault depression 
 



蒋飞等：王府断陷火石岭组天然气成藏模式及富集规律 

342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343 
 

编号：NGGSF02B005 

渤海湾盆地深层裂解气成藏要素及关键勘探技术 
 

刘传虎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山东 东营 257001） 

 

摘要：渤海湾盆地天然气成因类型多样，资源丰富。包括：油型气（气层气、裂解气）、煤成气、CO2、 生物气等。

裂解气资源量丰富，未探明储量，勘探程度很低。对于济阳坳陷而言，根据烃源岩的埋深、厚度、演化程度、钻探

显示综合评价认为：裂解气资源主要分布于东营、渤南、潍北三个地区。十一五以来，油田加大了天然气勘探力度，

针对不同类型的天然气藏进行井位部署，在东营、渤南、潍北地区部署裂解气勘探井位，4 口获工业气流，裂解气

勘探取得重要进展。 

 

1  成藏要素及特点 

渤海湾盆地具备形成裂解气聚集带的基本地质条件,但控制较大规模气藏及气聚集带形成的最主

要的地质因素包括有利的油源条件、持续的高地温环境、三相匹配下的优质储集物性的储集层、推动

烃类运移的流体势及良好的封闭盖层等。 

1.1  历史地温控制裂解气的生成 

渤海湾盆地大多数地区的下第三系烃源岩热演化程度不高,未进入大量生气阶段,这是本区未能形

成大型天然气聚集带的根本原因。但油系烃源岩有机质演化的各个阶段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能裂解后生

成天然气。 

压力对裂解气形成影响较小，裂解气的生成主要受温度影响。不同压力下气体生成 E 差异小不同

压力下气体生成产率接近。渤海湾盆地各个坳陷无论原油组分及层位如何变化，只要地层原始温度到

了 160℃，裂解便迅速开始，主要是以凝析气藏为主；200℃裂解率达到 100%，主要生成干气。丰深

1 井沙四段 3820m 暗色泥岩热解产烃率高，最高达到 1800l/t 岩石，说明烃源岩生烃潜能好。与地化

分析高有机碳，高沥青“A”一致。热解中先产油（C6+),然后产气达到高峰。由于实验条件有限，未能

区分出干气(C1)和湿气(C2-C5)的先后次序。王古 1 井油样 40MPa 不同组分产率实验及拟合曲线可以看

出，裂解气门限深度为 4300m，4300m 达到 160℃（Ro1.3%)，大于这深度裂解气大量生成。当地温

大于 180℃时，烃类相态主要气藏，地温为 160-180 ℃主要为凝析气藏，地温小于 160 ℃主要为油藏。 

甲烷自 400℃时开始生成，550℃达到最高峰；C2-C5 自 350 时开始生成，450℃达到最高峰。原油油

裂解气产率高，约为 800m3/t 油。 

1.2  三相匹配控制储层物性 

1.2.1  有利沉积微相带 

通过沉积学和层序地层学的方法研究,渤海湾盆地各凹陷深层发育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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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湖底扇、低位三角洲、低位滩坝等砂体类型。济阳坳陷主要发育 3 大类型的储层：1）砾岩、

砂岩类储层：北部陡坡带砂砾岩扇体、洼陷南部的漫湖相砂岩、滨浅湖滩坝砂 3 种类型。近岸水下扇

最有利的微相是扇中辫状水道和扇中前缘微相砂体。2）潜山储集层：岩芯、薄片显示：受构造应力、

风化淋滤作用，岩石岩缝、洞发育，储层物性较好。3）泥岩裂缝：钙质含量高的岩类因脆性强易破

裂，产生裂缝。 

1.2.2  溶蚀孔隙的发育程度 

溶蚀作用是储集层最终成为有效储层的关键因素。东濮凹陷砂岩孔隙纵向上划分为四个特征段:

原生孔隙发育段、次生孔隙发育段、次生孔隙递减段和致密段。深层主要以次生孔隙和微裂缝为主。

统计表明,在 4000～4500m深度段约有 5～10%的砂层具有高异常孔隙;在>4500m深度约有 2～3%的砂

层具有高异常孔隙,对深层气具有重要意义。 

高孔隙带的成因主要是酸碱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热反应过程中,一直存在有机酸（乙二酸）的生

成,<100℃含量较低,100～250℃含量较高,>250℃仍有丰富的有机酸的形成。此时，释放出的乙二酸和

CO2 形成的酸性水，不断的对储层进行溶蚀改造，最终形成大量次生溶蚀孔隙，从而改善了储集物性。

丰深 1 井溶蚀相厚度约 100 米左右，当次生孔隙发育至总孔隙大于 4%时，储层即可储气，若次生孔

隙不发育，总孔隙小于 4%，则为干层。 

1.2.3  裂缝 

由于地壳运动或者沉积过程中的压实作用，改变了区域或地层内部的应力场，致使断裂和裂缝的

产生，改变了油气运移、分配的路径，改变了储集层性能。断裂作为地下流体运移的通道，在油气大

规模纵向运移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天然气易于运移的特性，使其更容易沿断裂运移。断裂对天然气

与石油的封闭性能是不同的，同样条件下，对石油运移起封闭作用的断层，可能对天然气运移仍是有

效的。如丰深 1 井岩心资料表明，粒间孔、溶蚀孔及次生裂隙发育,具有典型的双重介质特征，从而

具备了储气条件。储层以近岸水下扇体中－细砾岩、砾状砂岩为主， 孔隙度一般为 2%～10%。渗透

率 0.1～8 毫达西。岩心平均孔隙度 6.8%，平均渗透率 4.8 毫达西 。若裂缝与溶蚀孔隙连接形成的空

隙网络，将大大提高储层的储集性。 

1.3  流体势控制运移、盖层控制形成与聚集 

石油在地下的运移主要是呈游离相态，体积基本不可压缩，运移过程中残留在运移通道上的数量

较多。在运移过程中若以层析作用为主，沿运移路线石油的相对密度、粘度将降低;若以氧化作用为

主，则相对密度和粘度将增加。而天然气的运移相态多种多样，既可以呈游离相，又可呈溶解相，其

中溶解于油或水的运移，是天然气运移的重要形式。天然气可以大量溶解于地层水或油中，地层水中

的含气量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在埋藏较深的地下高温高压条件下，地层水中溶解气量较大。 

天然气藏的形成还具有动态平衡成藏特点。张义纲(1991)提出了天然气动态平衡成藏的四个基本

条件，即充沛的气源、较新的生气高峰时代、良好的封盖条件和较稳定的后期构造环境。郝石生等提

出的天然气运聚动平衡原理认为，气藏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一是源岩中生成的天

然气通过初次运移和二次运移进人圈闭;另一个是聚集在圈闭中的天然气因扩散等原因不断地通过盖

层逸散。当来自源岩的补充量大于通过盖层的散失量时，圈闭中的天然气就不断富集。反之，圈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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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气就不断减少以致枯竭。天然气成藏过程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动态平衡”过程中。而油藏

的形成受扩散因素损失的数量几乎可以忽略。其动态平衡参数即是流体势。 

关于流体势定义有多种, 其中以 Hubbert 的表达式最为常用： 

 

 

式中：Φ 为流体势（m2/s2）； g 为重力加速度（m/s2）； z 为该点相对于某一基准面的高程（m）； p

为该点流体压力（Pa） ；ρ 为该点流体密度（kg/m3） ； v 为该点流速(m/s)。 

东营凹陷深部泥岩存在高压（高势），而北部陡坡带砂砾岩体主要呈常压（低势）。处于深埋藏、

高地温作用下的烃源岩生成的天然气在流体势作用下，由高势区向低势区的陡坡砂砾岩体的有利储集

体聚集形成气藏，其中膏盐层控制了油气藏保存与分布。 

气藏和油藏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储、盖层条件。但由于天然气与石油性质的差异，对储、盖层条

件的要求也不一样。简单说就是气藏对储层的要求低，对盖层的要求高;而油藏对储、盖层的要求与

此正好相反。 

全球 80%以上油气区带以泥页岩盖层为主，但其石油探明储量仅占世界 22%；而不到 8%盐岩盖

层为主的区带拥有世界 55%的石油探明储量；其余 12%的盐岩和页岩复合盖层区带拥有世界 23%的

石油储量。渤海湾盆地是一个富油盆地，天然气相对不甚富集。天然气盖层类型主要是泥岩、页岩，

如构成全盆地区域性分布的下第三系沙河街组一段和三段盖层均为泥岩;其次是石膏、盐岩盖层，分

布较局限，但封闭性能好。每个含油气盆地都存在一个或多个生储盖组合，因而也就有一个或多个盖

层。盖层在油气聚集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封闭效应，其中最有效的是区域性盖层川。区域性盖层和烃源

岩层的分布以及断裂的发育情况控制着油气的纵向分布。渤海湾盆地具有多套生储盖组合，各个坳陷

都存在多套盖层。对于一个气(油)田来说，往往具有多套储盖组合。多套盖层的存在，使天然气的聚

集和分布出现明显的封盖效应。从渤海湾盆地不同坳陷或构造单元的天然气纵向分布特点，可清楚地

看到这一特点。盐膏层对形成大中型气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盐膏层将第三系含油气系统划分上、

下各自独立的含油气系统，深层油气富集于盐膏层之下的砂砾岩储层中，盐膏层阻止了油气藏的扩散，

提供了较好的保存条件。 

1.5  深层裂解气具有两套气源岩、晚期生气、晚期成藏的特点，有三种裂解气成藏模

式 

纵向上，埋藏较深的洼陷中心区形成干酪根裂解气为主的纯气藏，混有部分古油藏裂解气；斜坡

带地区聚集以气侵效应为主的气侵富化型气藏；埋藏较浅的洼陷边缘地区形成晚期充注的油藏。自下

而上形成了气、油气混相、油的分布模式。深层凝析气藏有晚期成藏、近距离运移、自生自储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①下第三系大量生气期较其生油期和煤系二次生气期普遍要晚;②高压抑制延缓了湿气生

成过程,决定了晚期(馆陶-现今)有较大的生气能力,且以凝析气为主;③晚期(馆陶-现今)构造活动停止,

大量的湿气顺层侧向运移,就近聚集在环洼的同层系圈闭中。近洼场面大深层凝析气藏具有广阔的勘

探前景。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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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键勘探技术 

2.1  有效圈闭识别 

2.1.1  古地貌恢复 

陡坡带砂砾岩扇体、斜坡带近岸冲积扇、三角洲沉积体系及深洼区浊积扇、坡积扇等储集体的发

育，均离不开沉积古环境的控制，特别是古沉积地貌对储集体的展布特征具有决定作用。利用古地貌

恢复技术，按照沟扇对应的原则，确定主要储集体发育在沟梁相间的“沟”的构造背景中。 如：东营

北部陡坡带陈家庄凸起南侧基底断裂整体为铲式断裂，边界断裂持续下陷，坡度较陡，沉积地层厚度

大。因此形成该区砂砾岩体在横向上沿着凸起边界分布，在纵向上具有多套叠置的特点。 

2.1.2  地震相识别 

近岸水下扇的地震反射特征以短轴-杂乱状为主；深水浊积扇在地震剖面上内部多具有杂乱状反

射结构，振幅频率中等，连续性差。 

2.2  有效储层预测 

针对常规地震资料难以相对准确描述储层的问题，在加强基础地质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地层层序

格架及沉积期次；根据研究目的需要开展不同的地震资料目标处理，进一步利用解释性处理资料，进

行精细构造解释，精细刻画储层；总结油气富集规律，确定有利勘探区带，提出勘探目标。1）井约

束储层预测技术，预测储层宏观展布规律；2）地质统计学岩性反演技术，精细刻画砂体形态。在储

层宏观展布规律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地质统计学反演技术开展储层描述，在初始反演约束模型建立的

基础上，通过对多种反演方法的研究，寻找最优的储层描述方法。  

2.3  圈闭与生烃成藏匹配，借助地震属性反演，明确有效成藏圈闭分布规律 

沙四下－孔店组自身生烃能力大小，决定了洼陷内部自源成藏系统的勘探潜力。东营凹陷共发育

沙三中、沙三下、沙四上、沙四下、孔二段等五套烃源岩。沙四下烃源岩演化期：沙一段-东营组沉

积期进入生油门限，东营组-明化镇组生油高峰，洼陷带现今生裂解气；孔二段烃源岩演化期：沙四

下沉积末期生油高峰，沙三下沉积末期生轻质油、凝析油气，沙三中沉积早期过成熟。 

利用叠后叠前地震反演，获取储层的直接描述参数，叠前地震联合反演纵、横波速度、密度三参

数进行弹性参数计算分析（Vp、Vs、ρ 、vp/vs 、λ*ρ、 µ*ρ 等）；利用三维宽角度叠前反演，进行

储层含流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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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惠断陷万金塔构造特征及其对深层天然气成藏的控制 
 

刘玉虎1，李瑞磊 1，韩淑霞 1，王晓峰 1，王亚东 2，曹春晖 2，赵洪伟 1 ，周  靖 1 

（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东北油气分公司，吉林 长春 130062 

2. 中国科学院油气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万金塔地区处于德惠断陷西缘的断垒带上，东临郭家洼槽，断陷期沉积充填沙河子组、营城组地层，受控于

营末 NW 向挤压应力场，形成 NE 向背斜构造带雏形，后期受登娄库、嫩江、明水末期多次构造运动改造调整，基于

张、压、剪三种地球动力学环境的构造样式均有发育，构造叠加复杂，形成深部断陷期基底断裂及浅部反转期叠加

断裂两套断裂系统。其中，沟通深部和浅部的深大断裂性质呈分段变化特点。基于断裂的控藏作用，提出“三参数

评价法”定量评价深大断裂活动程度，发现在逆冲走滑地区断裂活动程度相对较高，控制了平面上 CO2气藏的富集，

反之，在远离活动程度高的深大断裂、二期褶皱构造叠加断裂影响小、靠近沙河子组烃源岩灶的地区可能存在有机

烃类气藏的富集。 

关键词：德惠断陷；万金塔；构造特征；正花走滑；构造叠加 

 

1  概况 

德惠断陷是松辽盆地东南隆起区众多断陷之一[1]，其石油地质普查工作始于 50 年代，断陷面积

4053km2[2]，可划分为 7 个二级构造单元（图 1），剖面上为不对称的双断结构，是在晚古生代浅变质

岩基底上发育起来的断坳叠置型盆地，自下而上断陷层由火石岭组、沙河子组和营城组构成，上部坳

陷层由登娄库组、泉头组、青山口组、姚家组、嫩江组构成[3]。德惠断陷蕴藏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主

要为幔源无机 CO2 气和有机烃类气两大类，其中有机烃类气以煤成气为主，深层烃源岩主要为营城

组和沙河子组的暗色泥岩[4]，其镜质体反射率在小合隆、农安、万金塔地区分别为 1.44%-1.75%、

0.51%-1.45%、0.83%-1.12%[1]。万金塔地区位于德惠断陷西北部万金塔地堑内，东临郭家洼槽（图 1），

是松辽盆地南部 早发现的高含 CO2 气田[1]，自 1964 年以来先后在该区钻探 15 口井，均为浅层井，

普遍显示含有 CO2，含气层位主要位于营城组和泉头组中[5]，其中万 4、万 2、万 5 等井获得工业性

CO2 气流，与此同时，在万 4、万 5、万 11 井泉头组中也发现了有机烃类显示，揭示了该区有机烃类

气藏勘探的潜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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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德惠断陷万金塔地区构造位置 

Fig.1  The structural position of Wanjinta area in Dehui fault depression 

关于万金塔地区 CO2 来源及成藏规律的认识，多数学者认为主要为幔源成因[1, 5-13]。杨光等提出

深层无机 CO2 气由地幔物质沿超岩石圈断裂直接脱气形成，并阐述了热底辟体脱气、岩浆房脱气和

地幔热底垫体 3 种脱气方式，认为气源断裂与幔源火成岩活动为 CO2 气运聚并富集的主控因素[5]。徐

永昌等通过对万金塔地区气体组分及同位素研究表明，尤其幔源氦的分额达到 65.4%-57.2%，为以幔

源贡献为主的壳一幔复合型，认为 CO2 气藏的成因与毗邻的郯庐大断裂及古火山作用有关[8]。戴金星

等认为万金塔构造为古生界变质基底及火山岩体上发育起来的披覆构造，并根据 δ13CCO2 值（-4.04‰）、

R=3He/4He（4.91）、δ13CCH4 值（-45.37‰）推断万金塔 CO2 气藏为无机成因，来源于深部，而烃类气

则来源于浅部[9]。 

上述大量研究集中于对无机 CO2 的成藏认识，而对深层沙河子组、营城组构造特征及原生有机

烃类气藏的研究则相对匮乏。目前，已在农安、小合隆、布海等地区深层钻探发现有机烃类天然气藏，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万金塔地区有机烃类气藏的研究。笔者基于钻井、测井、录井及三维地震解

析资料，通过对该区深层构造特征精细解剖，揭示构造对深层天然气成藏的控制作用，为深层有机烃

类气藏勘探开发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帮助。 

2  构造特征 

2.1  构造样式 

与松辽盆地德惠断陷主体一致，万金塔地区也历经断陷期拉张、坳陷期岩石圈热冷却沉降及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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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逆冲挤压构造背景，基于张、压、剪三种地球动力学机制的构造样式均有发育。 

（1） 伸展构造样式 

主要有半地堑及地堑（图 1 中 A-A’）、掀斜断块（图 2 中 F-F’）。图 2 中 F1、F2、F3 深大断裂

及东西两侧控盆断裂均为裂陷初期开始发育的基底同生断裂，其间形成的地堑及半地堑控制了沙河子

组烃源岩的发育。 

 
图 2  德惠断陷万金塔地区构造样式 

Fig.2  The structural styles of Wanjinta area in Dehui fault depression 

（2） 挤压构造样式 

主要有受挤压应力场控制形成的 NE 向展布背斜构造带、背斜顶部引张断裂系（图 2 中 D-D’）、

背斜翼部弯曲破裂形成的逆冲断层（图 2 中 D-D’）。 

（3） 走滑构造样式 

断陷初期发育的基底同生断层（图 2 中 F1、F2、F3）主体呈 NE 向展布，在登末区域性走滑构

造背景下发生左旋走滑，因地质条件非均匀性变化，断裂性质分段变化。F1 断裂向西南方向裂解为

两个分支，表现为正花走滑与负花走滑规律性交替出现（图 2 中 G-G’），两个分支断裂之间出现低幅

度背斜，随断裂性质交替演变背斜在两分支断裂间相应发生迁移依附；在 E-E’剖面附近走滑断裂表

现为正花走滑，与万金塔背斜带挤压作用密切相关，基底主干断裂近直立向上切穿浅部地层，顶部呈

背形断片分布；至 D-D’剖面附近断裂性质主要表现为基底同生断裂，走滑作用减弱。F2 断裂主要表

现为基底同生断裂，向北延伸过渡至 D-D’剖面附近出现 F3 断裂，表现为两个小的分支正花走滑，并

且自西南向东北方向两个分支走滑活动强弱也出现规律性的交替演变，再向东北方向断裂末端延伸，

则表现为负花走滑。综上可以看出，在走滑断裂带中部挤压背斜带附近受压扭作用主要发育正花走滑，

在断裂末端主要表现为张扭背景下的负花走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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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断裂系统特征 

万金塔地区断裂系统平面展布以 NE、NW 向为主(图 3)，沙河子组沉积期对应裂陷初始阶段，

主要发育 NE 基底断裂，同时发育 NW 向断裂，规模相对较小；营城组沉积期，裂陷规模进一步扩大，

在继承沙河子基底断裂的基础上新生 NE、NW 向次级断裂，断陷湖盆规模在此时达到 大。从两期

断裂叠加图上看，沙河子初期的基底断裂形成控盆、控洼基础，决定了后期盆地的沉积充填和更迭演

化,在相干切片上可以看到断裂 F1、F2、F3 切割深度大，自深部断陷层切至上部坳陷层，平面分布以

NE、NW 向带状为主（图 4）。 

 
图 3  德惠断陷万金塔地区断裂系统 

Fig.3  The fault system of Wanjinta area in Dehui fault depression 

 
图 4  德惠断陷万金塔地区相干体切片 

Fig.4  The seismic coherence slices of Wanjinta area in Dehui fault depression 

2.3  断裂活动期次及应力场分析 

结合区域应力场演化研究成果[14]，本区断陷期至断坳转换阶段断裂活动期次及应力场变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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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沙河子组早期基底断裂，表现为 NNE-NE 向断层控洼，断层分段控沉积（图 3）。晚

侏罗纪时期由西伯利亚板块对东北地区SN向阻挡推挤作用及古太平洋板块斜向俯冲引起东北地区发

生大规模 NE 向左旋走滑[14]，形成东北地区 NNE 及 NNW 向共轭剪裂体系。早白垩时期，即沙河子

组沉积早期，区域上古太平洋板块向欧亚大陆持续俯冲造成弧后伸展构造背景，在万金塔地区主要表

现为受 NWW-SEE 向拉张应力场控制，此时早期的 NNE 及 NNW 向基底走滑断裂张剪裂开，形成两

组方向并存断裂，并以垂直区域 大伸展应力方向的 NNE-NE 向基底断裂为主，控制裂陷早期湖相

沉积展布，在狭长地堑中间地带由于应力调节产生部分 NWW 向基底断裂。 

第二阶段：营城组早期断裂，表现为新生 NE 向次级断层（图 3）。营城组时期，区域上伸展构造

作用规模达到 大，万金塔地区表现为持续受 NNW-SEE 向拉张应力场控制，新生 NE 向次级断层，

与德惠断陷沙河子组基底断裂带走向一致，同时营城组早期裂隙式喷发大规模火山岩。 

 
图 5  万金塔地区登末走滑构造应力场示意图 

Fig.5  The tectonic stress field schematic diagram of Wanjinta area during the end of Denglouku Group 

第三阶段：登末左旋走滑，表现为分段发育正花走滑及负花走滑断裂。营城组末期，区域上发生

挤压构造运动，万金塔背斜正是受该期 NW 向挤压作用形成；不可否认的是在登娄库组末期发生了

区域性大规模左旋走滑，究竟万金塔背斜带是营末挤压形成还是登末走滑压扭形成，可从两方面分析：

一方面，从营城组顶面构造图上看，万金塔背斜带长轴方向呈 NE 向展布（图 5），如果认为是登末左

旋压扭成因，那么形成的背斜长轴方向应为 NW 向，这正好与现今背斜形态矛盾，因此背斜带的成

因应该与营末 NW 向挤压作用相关；另一方面，在背斜带东翼见到登娄库组地层逐渐减薄上超于背

斜翼部营城组地层之上，反映了背斜带在登娄库组沉积之前已经隆起。综上，万金塔背斜带应是营末

NW 向挤压作用形成，登末区域性左旋走滑进一步改造破坏。基底同生断裂（F1、F2）自北向南因构

造应力差异，断裂性质分段变化，在断裂端部应力发散表现为负花走滑，在挤压背斜带中部应力集中

表现为正花走滑。 

2.4  构造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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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万金塔地区二维及三维地震资料精细解释，利用英国 Midland Valley 公司出品的 3Dmove

构造建模分析软件，选取两条典型剖面（B-B’、C-C’）进行平衡剖面构造恢复，依次通过时深转换、

去压实、断层恢复、褶皱恢复步骤获得 终构造演化剖面(图 6、图 7)。 

万金塔地区构造演化历程与德惠断陷主体一致，可分为断陷期（火石岭组、沙河子组、营城组）、

断坳转换（登娄库组）-坳陷期（泉头组、青山口组、姚家组、嫩江组）、反转期（四方台组、明水组）

三个阶段，根据本区特点主要讨论断陷、断坳转换-坳陷两个一级构造层演化。 

以 C-C’构造演化剖面（图 6）为例进行构造发育史分析，沙河子组沉积期，本区发育 NE-NNE

向控洼基底断裂，控制了沙河子组烃源岩沉积，沿 NE 向地堑呈带状分布，在地震剖面上见到密集连

续强反射响应，此时 F3 断裂为控洼基底正断层，倾向向东。营城组沉积期，断陷规模扩大，伸展影

响范围达到 广，新生大量 NE 向次级断层，营城组早期和晚期裂隙式喷发大规模火山岩，伴随营末

区域性挤压构造运动，万金塔背斜带开始隆升形成雏形，此时 F3 断裂演变为逆冲断裂，断面倾向开

始转为向西。登娄库组沉积期，在背斜带两翼发育减薄上超沉积，登末发生大规模区域性左旋走滑构

造运动，背斜带西翼构造隆升强烈，登娄库组及营城组顶部地层遭受剥蚀，地震剖面上见到明显的削

蚀不整合，背斜带东翼构造相对稳定，登娄库组地层保存较为完整。泉头组、青山口组沉积期，主要

表现为背斜带之上的顶薄翼厚同生披覆沉积。之后构造反转期挤压作用，对万金塔背斜带进行构造叠

加，纵弯挤压使得背斜带顶部形成大量引张裂隙（图 7）。 

 
图 6  C-C’测线构造恢复平衡剖面 

Fig.6  The construction recovery equilibrium profile of C-C 'cross-sectional survey line 

在 B-B’剖面（图 7）上可以看到 F3 断裂向南纵向上延伸长度减小，向上断止 T3，逆冲作用程度

明显减弱，反映了断裂性质呈分段变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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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B-B’测线构造恢复平衡剖面 

Fig.7  The construction recovery equilibrium profile of B-B 'cross-sectional survey line  

2.5  构造叠加 

从构造演化历程来看，万金塔背斜带由两期褶皱作用形成，表现为不同期褶皱构造叠加，其力源

方向存在一定角度偏转，但偏转角较小，并未真正影响背斜构造形态的继承性发展。两期褶皱作用：

一期褶皱表现为营末挤压构造变形背斜带隆升形成雏形，翼部沙河子基底断裂变为逆冲断裂（图 6）；

二期褶皱表现为反转期挤压对背斜带的再次改造调整，背斜带顶部受拉张应力出现大量张裂隙（图 6、

图 7），图 8 中 T4 断裂组合反映了反转期背斜顶部坳陷地层中叠加张裂隙的分布，其主压应力方向

与一期褶皱形成背斜带的主压应力方向存在一定角度偏转，这与区域上古应力场方向变化一致。从剖

面上可以看到深部断陷期基底断裂与浅部反转期叠加断裂形成两套独立断裂系统，反映了背斜带所历

经的不同构造作用过程。 

2.6  断裂活动程度 

关于断层活动强度的定量研究，已有学者提出生长指数法[15]、活动速率法[16]、古落差法[17]、古

滑距分析法[18]等，强调断裂在不同时期活动强弱程度。本文中阐述的断裂活动程度与活动强度密切

相关，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活动强度，重点考虑断裂对成藏的控制作用，综合考虑多因素评价，基于权

重加权平均算法，提出“三参数评价法”，分别以①断穿情况（深部断陷期基底断裂是否向上断穿 K1yc/

浅部反转期叠加断裂是否向下断穿 K1yc）、②连通情况（深部断陷期基底断裂与浅部反转期叠加断裂

是直接连通/间接连通）、③延伸情况（深部断陷期基底断裂延伸长/延伸短）三项参数作为断裂活动程

度主要评价指标，建立如下数学评价模型： 
n m

i i    i  
i=1 i=1

E     E = i   FI W B ；  

式中：FI 为断裂活动程度综合评价指数；Ei 分别为断穿情况、连通情况、延伸情况三参数评价

值；Wi 为相应评价要素的权重；Bi 为评价要素的各因子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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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万金塔地区两期褶皱构造叠加作用 

Fig.8  Two fold structure superimposition of Wanjinta area 

万金塔地区存在两条 NE 向深大断裂带，西侧 F1 断裂向南延伸出现两个分支；东侧以 H-H’、I-I’、

J-J’三条测线为界，分四部分：北段 F3 断裂、中段 F3-1、F3-2 两个逆冲断裂分支、南段 F3 断裂及

F2 基底同生断裂。统计东西两侧深大断裂带活动程度综合评价指数（图 9），同时在平面断裂组合图

上标出活动强弱程度（图 10），可以看出西侧断裂带 F1 在背斜带中部挤压作用 强处活动程度较强，

整体趋势自南向北逐渐减弱。西侧北段 F3 断裂、中段 F3-1 断裂在逆冲走滑作用 强处相应断裂活动

程度较强；中段 F3-2 断裂也在逆冲走滑作用 强处活动程度 强，出现峰值；再向南延伸南段 F3 断

裂活动程度逐渐减弱；至 F2 基底同生断裂活动程度又再次活跃起来。 

 
图 9  万金塔深大断裂活动程度综合评价指数 

Fig.9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activity level of Deep fault in Wanjinta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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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万金塔深大断裂活动程度（FI）平面分布 

Fig.10  The plane distribution of Deep faults activity level in Wanjinta area 

3  构造对深层天然气成藏的控制 

3.1  构造-沉积充填控制烃源岩展布 

万金塔地区沙河子期基底断裂控制了裂陷初期的构造格局，以东西两侧深大断裂（F1、F2、F3）

及控盆边缘断裂为界，形成地堑式断裂系，从沙河子组地层厚度分布来看，沉积中心靠近深大断裂及

控盆边缘断裂附近，呈 NE 向展布，沉积充填特征受断裂控制，发育沙河子组、营城组半深湖-湖相

的烃源岩层系。 

3.2  圈闭构造演化决定气源运聚方向 

德惠断陷沙河子组泥岩大量生气期在(120-90) Ma 之间，大致对应登娄库组沉积中期至青山口组

沉积末期，营城组泥岩大量生气期在(114-88) Ma 之间，大致对应泉头组沉积初期至姚家组沉积初期

[19]。从万金塔背斜圈闭构造演化可知，营末万金塔背斜带已经形成并存在，晚期深大断裂带附近的

生烃洼陷大量生气并优先向背斜带中运移聚集成藏。 

3.3  深大断裂、不整合面成为气藏运聚通道 

深部地质结构研究表明，松辽盆地无机成因气与深大断裂、壳内岩浆房、火山岩和热异常相伴产

出[13]。在松辽盆地已经发现了万金塔、乾安、孤店和昌德东 4 个 CO2 气藏，从 δ13CCO2 值（-8‰-3‰）、

R=3He/4He（n×10-5- n×10-4）、δ13CCH4 值（>-30‰）、气藏烃类气负碳同位素系列等指标[13]，表明 CO2

气藏主要是幔源-岩浆成因（表 1），部分烃类气为无机成因。但是，万金塔地区万 5 井 δ13CCH4 值

-38.66‰<-30‰,表明可能存在有机成因烃类气的富集成藏。 

区域重磁场显示万金塔深部存在一条基底大断裂（哈尔滨-四平断裂），切割深度大，为一长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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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切穿上地壳断裂[20]。这一深部超壳断裂向上延伸与浅部深大断裂（F1、F2、F3）沟通，形成岩

浆通道，具备深部气上运的构造背景。本区 CO2 气藏与深部热流底辟作用直接相关，来源于软流圈

的底辟岩浆及上地幔发生部分熔融形成的“流体相”在压力作用下向上运移，富集 CO2、CH4 和部分

H2，在下地壳或上地壳底部聚集形成初期岩浆岩体。上运过程中因温度、压力降低同时发生脱气作用，

大部分 CH4 和 H2 损失， 终以脱出 CO2 为主[13]。脱出的天然气充注到临近储集层中直接形成气藏或

向上沿深大断裂（F1、F2、F3）继续运移。 

万金塔地区万5井和万11井泉头组中CO2气藏富集与深部断裂活动和不整合面密切相关（图11），

从深部岩浆底辟输导上来的天然气沿深大断裂（F3）继续向上运移，在区域性不整合面（T4）处发生

侧向运移， 终在浅部泉头组中富集成藏。显然对于沙河子组有机烃类成因气也可利用深大断裂（F3）、

不整合面（T4）作为有利运移通道，在沙河子组、营城组局部圈闭中富集形成原生有机烃类气藏。 

 
图 11  万 5 井和万 11 井气藏运聚模式 

Fig.11  The gas reservoir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mode of Wells Wan 5 and Wan 11  

3.4  复杂构造叠加、CO2 晚期充注影响原生有机烃类气藏保存 

前述分析得知万金塔地区历经两期褶皱作用，尤其反转期的二次褶皱构造叠加会使早期形成圈闭

重新改造调整，原生气藏可能遭受破坏，但另一方面构造叠加又可作为动力源促使形成新的圈闭，使

得油气再次运聚形成次生油气藏。 

对德惠断陷有机烃类及 CO2 气藏的成藏序次研究表明[1]，营城组烃类气为 2 期成藏，分别是泉头

组沉积末期（103Ma）和嫩江组沉积期（83-76Ma）。CO2 气藏形成时间主要有 2 期，一期 98Ma 与长

春大屯火山岩群第一次喷发时间相同，烃类气与 CO2 气同期成藏；二期 10Ma 与伊舒地堑第二次喷发

时间相同，据此来看，烃类气早成藏，CO2 气晚成藏，这样晚期充注的 CO2 可能会对早期烃类原生气

藏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从目前的勘探实际来看，万金塔地区已开发 CO2 气富集区主要分布在深大断裂附近，断裂的活

动程度相对较强；同时，浅部反转期叠加断裂向下断开 T4，使得断陷地层与坳陷地层直接连通，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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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反转期叠加断裂与深部断陷期基底断裂沟通，形成优势运移通道，这为 CO2 气大规模富集创造了

有利条件。反而言之，寻找有机烃类气藏的可能富集区应该考虑远离活动程度高的深大断裂、二期褶

皱构造叠加断裂影响小、靠近烃源灶区，这些区域可能对原生有机烃类气藏的保存更为有利。 

4  结论 

万金塔地区处于德惠断陷西缘的万金塔地堑内，东临郭家洼槽，自下而上沉积充填断陷层（沙河

子组、营城组）、断坳转换层（登娄库组）-坳陷层（泉头组、青山口组）两个一级构造层序，受控于

营末 NW 向挤压应力场，形成 NE 向背斜构造带，后期受登娄库、嫩江、明水末期多次构造运动改造

调整。因历经断陷期拉张至反转期挤压构造背景，本区基于张、压、剪三种地球动力学环境的构造样

式均有发育，构造叠加复杂，形成深部断陷期基底断裂及浅部反转期叠加断裂两套断裂系统。其中，

沟通深部和浅部的深大断裂性质呈分段变化特点，断裂之间构造迁移现象明显，挤压背斜带中部应力

集中表现为正花走滑，背斜倾末端应力发散表现为负花走滑，断裂活动程度在逆冲走滑地区相对较高，

控制了平面上 CO2 气藏的富集，综合分析认为，在远离活动程度高的深大断裂、二期褶皱构造叠加

断裂影响小、靠近烃源岩灶的地区可能存在有机烃类气藏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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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its control over the deep gas accumulation of 

Wanjinta area in Dehui fault depression 
 

Liu Yuhu1, Li Ruilei 1, Han Shuxia 1, Wang Xiaofeng 1, Wang Yadong 2, Cao Chunhui 2,Zhao Hongwei 1, 

Zhou Jing1  

（1. Northeast Oil and Gas Branch，Sinopec，Changchun 130062，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Research ,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Lanzhou 730000 , China） 

 

Abstract: Wan Jinta area locates in the distributive step fault of the western edge of Dehui fault depression, filling with 

Shahezi,、Yingcheng Formation during the rift period，controlled by NW compressive squeeze stress at the end of the 

Yingcheng Formation，formed into a prototype of the NE trending anticline, lately by several times of transformation 

adjustment of tectonic movements which called Denglouku、Nenjiang、Mingshui， the stretching, compression, shear 

tectonic styles are both developed based on the three geodynamic environments, complex structure superimposed, forming 

the superimposed fracture sets which composed of the deep rift basement faults and the shallow reverse fault system，the 

deep faults which communicate deep and shallow formation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long the segments. Based on fracture 

control function of reservoir，we proposed "three-parameter evaluation method" to evaluate the activity level of the deep 

faulting quantitatively，found that the level of activity in the reverse fault slip region is relatively high，controlling the CO2 

plane enrichment of gas reservoirs，on the contrary, there may be enriched in organic hydrocarbon gas reservoirs which was 

far away from the deep faults that with high level of activity、with little impact of two fold structure superimposed fracture 

and near Shahezi Formation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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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层序内受底流影响的富砂深水沉积演化规律 

——以鲁武马盆地中中新统为例1 

 

孙  辉, 吕福亮，范国章，刘少治，鲁银涛，陈宇航，杨  姣 

(中国石油杭州地质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作为东非被动大陆边缘油气发现的重要储层类型，富砂深水沉积的展布特征及纵向演化规律的研究对深水油

气勘探具有重要意义。深水底流与重力流交互作用的研究是当前沉积学研究的前缘和热点。依据高分辨率三维地震

资料和测井资料，在鲁武马盆地中中新统三级层序内识别出5种具有不同的岩性组成和规模深水沉积结构单元。研

究表明，海平面变化及底流作用对鲁武马盆地中中新统深水沉积展布及演化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三级旋回海平面的

不断变化，垂向上深水重力流沉积由早到晚发育程度和规模逐渐减小，四级旋回内水道复合体形成于复杂的多期侵

蚀-充填过程，水道规模随延伸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小；沉积朵体不断向陆退积且规模减小。底流对重力流沉积具

有重要影响作用，侧向迁移的水道段发育不对称天然堤，顺底流流动方向的天然堤不断加高，水道向底流流动反方

向迁移并决口，沿着低洼处流动、快速沉积形成朵体。 

关键词：鲁武马盆地；中新统；层序；沉积结构单元；底流；演化 

 

0  引言 

深水沉积环境中沉积动力机制复杂，多种不同性质的流体同时共存，重力流和底流就是其中的两

种。重力流通常沿陆坡向下运动，而发育于水体底部或深部的底流沿着陆坡走向运动，重力流沉积过

程中会受到底流的明显改造。近十年来，底流与重力流交互作用的研究正逐渐成为国际沉积学界研究

的热点[1-5]。作为东非被动大陆边缘的主要盆地之一的鲁武马盆地，是全球少数几个未开展大规模勘

探的沉积盆地之一，近年来的天然气发现证实该盆地具有巨大的资源潜力和良好的勘探前景。公开发

表的文章中，研究工作主要是针对区域构造特征[6-9]、区域含油气系统[10-11]等方面开展，针对底流对

重力流的影响也有学者给予了论述[12-13]，而针对层序格架控制下、受底流影响的深水沉积演化规律的

分析和研究较少。鲁武马盆地油气勘探过程中获得的大量高分辨率地震资料，为开展深水层序地层及

沉积过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全球范围内三维地震资料与地震解释技术的灵活应用[14-16]，为

深水沉积构型与模式演化的总结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本文以鲁武马盆地东部陆坡区为例，对中中新统

层序地层格架内的受底流影响的深水沉积的演化规律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预测有利储层的可能分布区

域，以期为鲁武马盆地的后续勘探工作以及相似地质条件下的深水沉积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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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武马盆地（Ruvuma Basin）是东非被动大陆边缘的主要含油气盆地之一。它横跨坦桑尼亚东南

沿岸和莫桑比克的东北部，东部为凯端巴斯盆地（Kerimbas Basin），西部为莫桑比克褶皱带，出露前

寒武纪基底，北部以鲁武马转换带为界，与坦桑尼亚的曼达瓦次盆（Mandawa Sub-Basin）分隔（图1）。

深水区主要沉积了中侏罗到新生代地层[17]，发育丰富的深水沉积体系，古近系和新近系砂岩是重要

的储层[18]，低位域深水沉积物源自研究区以西数十公里以外的陆架边缘三角洲，经峡谷/水道体系在

下陆坡及盆底形成富砂的重力流沉积。此外，东非被动大陆边缘沉积受由南向北流动的南极洲底流

（AABW）影响[19]，底流对深水重力流沉积特征造成显著影响。研究区面积1050km2，水深1300-2900m，

中新统处于西部莫辛布瓦（Mocimboa）冲断带与凯瑞巴斯（Kerimbas）地堑之间，为一平缓东倾的

斜坡构造，后期基本没有发生构造变形，沉积物组成相对简单，以深水重力流沉积及半深海-深海泥

岩沉积为主，有利于重建深水沉积的几何特征及演化过程。中新统地震资料有效频带范围5~60Hz，

主频为28Hz，层速度2000~3000m/s。中新统无取芯资料，岩屑录井资料的采样间隔较大，为5-10m/

样，样品分析岩性按占段内分百分数描述，难以准确定位岩性和分析相带纵向分布，但对各段岩性及

砂地比的确定具有指导作用。2口井的测井资料应用于深水沉积结构单元的分析。 

2  层序地层划分 

深水沉积环境是相对海平面变化的反映，沉积盆地中海

平面相对高位和低位的变化强烈影响了深水体系的沉积和

分布。层序地层学是通过对陆架等盆地边缘浅水区的研究而

逐步发展而来，虽然盆地边缘浅水区与深水沉积之间不连

续，但其理论基础仍然适用于深水。按滨线迁移变化划分的

4个体系域模式[20-22]，深水沉积体系主要发育在海平面下降

期体系域及低位体系域，在海侵和高位体系域由于沉积物输

送减少而以深海-半深海泥岩沉积为主。深水沉积环境中的强

制海退底面被看作是前积海底扇复合体的底面，它将下部的

深海沉积和上部的重力流沉积分隔开，可以作为深水的层序

地层界面。随着深水沉积平面分布的变化，层序界面可以解

释在峡谷/陆坡水道底部的侵蚀面上，砂质盆底扇的底部以及

块体搬运沉积的底部[23-24]。界面上根据位置不同观察到上

超、下超、侵蚀等地层接触关系，结合深水沉积模式的分析，

可以作为层序界面解释的依据。 

中新统顶底界由生物地层研究结果确定，根据地震反射

特征及上、下地层的接触关系将中新统划分为三个三级层

序，分别对应于上中新统、中中新统和下中新统，层序界面

分别为Tm、Tm1、Tm2和To。根据深水沉积的位置不同，层

序界面的上下地层表现为不同的接触关系：陆坡的上倾方向

沉积地层与下伏地层形成上超接触关系，沿陆坡下倾方向表现为下超特征，水道复合体发育部位重力

 

图 1  东非鲁武马盆地地理位置及构造背景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structure of the Ruvuma Basin, East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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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对下伏地层形成强烈侵蚀面。由于深水沉积体频繁侧向迁移的特性，相比于沿着沉积搬运方向的地

震剖面，垂直于深水沉积搬运方向的地震剖面可以更完整地反映中新统深水沉积的变化及层序地层的

组成（图2）。中中新统深水沉积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受底流影响的沉积展布特征，成为开展受底流影

响深水沉积演化分析的最有利的目的层段。 

 

图 2  鲁武马盆地中新统三级层序划分 

Fig.2  The third-order sequence division of the Miocene deposits in the Ruvuma Basin 

3  深水沉积结构单元 

深水沉积结构单元是三级层序低位域深水沉积的最基本组成部分，每个深水盆地的独特性导致不

同盆地的深水沉积结构单元的特征也各不相同。利用 Landmark 软件的 Geoprob 模块提取了中中新统

（Tm1-Tm2）层间的 RMS 振幅属性三维可视化分布图（图 3）。该三级层序由三期深水沉积复合体组

成，三期深水沉积复合体由上到下的编号为①、②和③。鲁武马盆地在重力流的作用下，中中新统发

育了 5 种深水沉积结构单元，分别为陆坡水道复合体，朵体，决口扇，天然堤-溢岸沉积，滑塌沉积，

它们分布于三级层序内各期深水沉积（以 SL1 和 SL2 为界，相当于四级旋回）的不同部位（图 4，图

5，图 6）。此外还可以观察到与底流作用相关的沉积现象，底流与重力流共同作用形成了中中新统内

复杂的深水沉积特征。 

3. 1  陆坡水道复合体 

陆坡水道复合体是研究区最主要、也是最容易识别的沉积结构单元。水道复合体形成于复杂的多

期侵蚀-充填过程，水道内沉积了大量的低位域粗粒沉积物，在油气勘探中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陆

坡水道复合体的底部侵蚀面是在海平面下降早期形成，界面之上有时发育少量水道滞留沉积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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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较强振幅杂乱反射，其上为粗粒水道砂沉积。水道砂顶界通常具有强振幅低频反射特征，但由于某

些部位水道砂沉积厚度很大，地震剖面上一些厚层块状砂体内显示出明显的弱振幅、低频特征；一些

相对较薄的砂泥岩互层则表现出强振幅、较高频率的地震响应。深水沉积形成的不同时期及不同部位

水道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靠近陆架的部位，由于水动力条件较强，重力流中的粗粒沉积物侵蚀能力较

强，水道主要以侵蚀作用为主（图 4 中的水道①、②以及③）；随着水道不断向前运动，水道内重力

流水动力减弱，形成以侧向迁移为主的沉积方式（图 5 中的水道②和③），或以垂向加积为主的沉积

方式（图 6 的水道③），同时各期次的水道流动方向不断发生改变。水道复合体的宽度一般为 1~4km，

内部沉积的水道砂的宽度一般为 0.8~3.8km，水道砂的厚度约 60~180ms，从早至晚水道规模（宽度，

沉积厚度）逐渐减小。过水道的 GR 曲线显示（图 7a），水道具有箱形的 GR 曲线形态，厚度较大，

录井显示水道内以细砂岩沉积为主。已钻的 Well-1 井水道砂厚度可达 85m。 

 

图 3  中中新统三级层序内深水沉积内的主要沉积结构单元（Tm-Tm1 层间 RMS 振幅属性图，强振幅属性代表砂岩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deepwater sedimentary complexes in interpreted the third-order sequence in Upper Miocene (Stratal 

slice of RMS amplitude attribute of between Tm-Tm1 is showing. The strong seismic amplitudes indicate the sandstone 

distribution) 

3.2  朵体 

朵体分布于水道的末端，是每一期深水沉积最末端沉积产物。实际上朵体是由多个不同期次、岩

性相似的水道末端扇组成，但受到地震资料分辨率的限制，很难进一步解释和细分，因此本文将该种

水道末端扇的叠合体称为朵体。研究区可以观察到的朵体在地震剖面上表现为厚层丘形特征，整体地

震反射特征变化较大，靠近水道复合体的近端区域地震反射能量较强，频率较低；远离水道复合体的

地震反射振幅能量相对较弱，频率较高，反映了朵体由近端向远端岩性组成的变化（图 5，图 6）。朵

体具有明显的非限制性，底部通常无强烈侵蚀界面，内部可以观察到补给水道，朵体边缘呈现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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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何形态。研究区内朵体主要分布在水道复合体的南翼，单一朵体面积可达 200~300km2，厚度约

为 90~200ms。Well-2 井钻遇了朵体的中部，其 GR 曲线表现为箱形，间互存在一些薄层的高 GR 值

段，朵体以细砂岩为主，具有高净毛比（图 7b）。 

3.3  决口扇 
决口扇通常发育于陆相盆地的河流相沉积中，是由于河流携带的大量泥砂，在天然堤低处溢出或

天然堤决口，因坡度减缓、水流面积增大、流速急剧减弱，泥砂快速沉积而形成的扇状地形。在深水

盆地中同样可以发现决口扇沉积，其形态与河流相中相似，紧邻河流侧缘发育。当决口扇披覆于早期

丘状深水沉积体侧翼时，受早期地貌形态的影响，地震剖面上会呈现出顶平底凸的似水道沉积形态（图

6）。本区决口扇发育于水道的侧翼，分布于水道①的东南侧，为水道复合体内靠近底部的早期水道决

口后形成，由边缘向主体部位减薄。根据位置的不同，决口扇在地震剖面上一般由1~3个地震反射同

相轴组成，具有较强的地震反射能量。决口扇面积一般不超过100km2，厚度为10~100ms，规模普遍

小于朵体沉积。GR曲线具有明显的漏斗状形态，反映了沉积物粒度由下向上反韵率分布的特征。Well-2

井钻遇的决口扇厚度约40m（图7b）。 

3. 4  天然堤-溢岸沉积 

水道边部常伴生有天然堤-溢岸沉积，由浊流经过时的细粒沉积构成。天然堤原始外部几何形态

为楔形，从水道侵蚀轴部向外聚敛。位于水道复合体外部的天然堤为主天然堤（Master Levee），位于

水道复合体内部的为内天然堤（Inner Levees）[25]。主天然堤的地震反射同相轴总是连续的，当天然

堤加积时，从下向上地震反射同相轴的倾角逐渐增加。内天然堤是来自水道主泓线的越岸沉积，是由

沉积和侵蚀过程共同构成的。在地震剖面上以弱振幅反射为主，具有不规则四边形或三角形的外部几

何形态。在内天然堤生长的不同阶段，内天然堤与主天然堤通常以水道侵蚀面为界（图4，图5，图6）。

绝大多数主天然堤和内天然堤以泥岩为主，GR曲线为较平直或波动很小的高值段。局部泥质天然堤

主要分布于水道的北侧，与南侧形成不对称的地貌形态。也有一些溢岸沉积顶部形成强振幅反射同相

轴，位置靠近水道的边缘，为薄层粉砂岩沉积，GR曲线呈现指状低值段（图7a）。 

3.5  滑塌沉积 

水道边缘的侵蚀滑塌沉积主要发育在早期水道复合体③的北侧（图 4），是在水道侵蚀或过路时，

由于水动力较强，水道壁北侧陡峭，边部沉积物稳定性差失稳而形成。研究区滑塌沉积宽度约 1km

宽，厚度可达 300ms，分布在有限区域内，有时其它部位也能发现小型滑塌沉积。区内无井钻遇滑塌

沉积。 

4  底流对深水沉积的影响作用及沉积演化模式 

尽管影响深水沉积的因素（海平面升降、构造活动、物源变化、地形地貌、水动力等）很多，但

最终都将反映在深水沉积环境及沉积结构单元的形态变化上。通过分析不同沉积旋回内深水沉积结构

单元的变化及演化规律，分析底流对深水重力流的影响作用。Fonnesu F.等 [12]和 Denis Palermo 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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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鲁武马盆地下第三系的 Mamba Complex 和 Coral Complex 的岩芯、测井以及地震的观察，充

分证实了底流对该地区深水沉积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中新统尽管缺少岩芯资料，但地震资料的有效

利用同样证明了底流的存在及其对层序地层特征的影响。 

4.1  底流对深水沉积的影响作用 

东非被动大陆边缘存在由南向北运动的南极洲底流，它使由西向东进入深水的低密度浊流被向北

搬运。底流对局部重力流沉积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它主要通过搬运浊流上部的雾状层内的细小颗粒而

对浊流沉积造成影响。上中新统内可以观察到明显的深水重力流被底流改造的现象。容易受底流影响

的浊流细小颗粒的来源主要有三个：①原始浊流自身携带；②底流通过侵蚀诱发已沉积的底部沉积物

并再搬运过程中，细小颗粒悬浮于上部，形成雾状层；③从大陆斜坡沿着密度跃层被输送来。雾状层

内的这些细小颗粒可以被源自南部的底流重新分配并在雾状层内搬运。 

4.1.1  四级旋回内底流的影响作用 

不同的层序级别，底流对重力流的影响存在差别。四级旋回内底流对重力流的影响表现在四个方

面： 

①局部非对称主天然堤建造，主天然堤主要在水道的北侧形成。但这种非对称主天然堤的发育似

乎仅与弱限制的侧向迁移的水道段有关，在强限制段的侵蚀水道及垂向加积的沉积水道段，非对称天

然堤的特征明显减弱。推测可能是由于在水道复合体的强限制区域，水道呈现出强的负地貌特征，重

力流主要在水道的主泓线部位运动，此时重力流的水动力远大于底流，底流对之影响较小。弱限制段

水道的重力流水动力减弱，底流作用相对增加，侧向迁移的水道通过搬运原始悬浮于雾状层的细粒物

质到水道的北侧，以及侵蚀底部已经沉积的细粒沉积物，使其重新悬浮进入雾状层并输送到水道的北

侧并沉积下来；最终加高北侧主天然堤；垂向加积段位于水道弱限制区顺流向盆一侧，此时重力流侵

蚀能力显著降低而沉积能力加强，加之细粒沉积物在上游弱限制区已经被向北搬运，水道内以剩余的

粗粒沉积物为主，难以形成北翼较高的主天然堤。在非对称天然堤形成过程中，不同的水道延伸方向

上的水道表现出规模不等的非对称主天然堤特征，从垂直于底流方向到平行于底流方向，各水道段主

天然堤非对称特征逐渐减弱；②水道向天然堤较低一侧单向迁移。随着北侧天然堤的不断加高，地貌

形态限制了水道的迁移方向，水道不断向南迁移，地貌形态不断改变，每一次水道事件发生时，所携

带的大量沉积物重力流会沿着凸凹区域的低洼处流动，水道的平面展布也随之会受到地貌形态的影响

（图 3）；③朵体均分布于水道的南翼，中中新统下段及中段发育的朵体，主要存在于东西走向的水

道段附近，此时底流方向正交于水道延伸方向，伴随北岸的加高，水道向南决口形成朵体。每一期朵

体沉积改变了原始地貌形态，使后一期的朵体向陆方向退积；④已完钻井的渐新统取芯段观察到底流

存在的证据：如泥屑镶嵌于细粒的砂岩层内证明了沉积后再搬运作用的存在；具小型交错层理的泥岩

披覆沉积和同一层内的双向交错层理等都体现了底流作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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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过测线 A-A’的典型地震剖面及对应的线条图 

Fig.4  Representative seismic section across line A-A’ and corresponding line drawing 

 

图 5  过测线 B-B’的典型地震剖面及对应的线条图 

Fig.5  Representative seismic section across line B-B’ and corresponding line drawing 

 

图 6 过测线 C-C’的典型地震剖面及对应的线条图 

Fig.6  Representative seismic profile across line C-C’ and corresponding line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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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过 Well-1 和 Well-2 井的地震剖面显示了不同深水沉积结构单元的岩性组成及厚度 

Fig.7   Seismic profiles across Well-1 and Well-2 showing the lithological combination and thickness of different deepwater 

architecture elements.  

4.1.2  三级旋回内底流的影响作用 

三级旋回内底流对重力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中中新统的三期水道分布位置、规模和延伸方向不断

改变以及深水沉积区不断向陆的迁移。随着海平面的不断变化，垂向上早期深水重力流沉积发育，规

模较大，逐渐向晚期演变为以规模较小的加积沉积为主的重力流沉积。 

中中新统深水沉积物反映了海平面下降中-晚期及海平面上升初期重力流的沉积特征。下降期体

系域包括在强制海退期间所有堆积在沉积盆地中的地层，早期强制性海退的古滨线逐渐靠近陆架边

缘，峡谷下切作用复活，低位三角洲体系及河流体系形成的大量陆源沉积物经峡谷向陆坡输送，形成

了主要重力流沉积，此时峡谷及陆坡水道复合体近端沉积物以过路为主，同时伴随少量的峡谷/水道

壁滑塌沉积。下降晚期，海平面下降速率减缓，深水环境中砂岩供给量降低，输送到深水盆地中的重

力流粒度随时间降低，在大陆坡坡脚以外，形成水道砂及朵体沉积。每一期深水沉积复合体由多期水

道-朵体沉积组成，水道复合体表现出多期侵蚀-充填的过程，后期水道对先期的水道产生一定程度的

侵蚀并叠置其上，使每一期深水沉积复合体结构更加复杂(图 4，图 5，图 6)，从早至晚水道规模（宽

度，沉积厚度）逐渐减小。层间均方根振幅属性及地层相干切片属性被用于反映三期深水沉积由早至

晚的演化过程。层间均方根振幅属性（图 8a，8b，8c）反映了每一期深水沉积内粗粒沉积物的分布

情况，由于层间跨度较大（局部达 400ms），层间内三分的地层相干切片被提取（slice1-slice6）（图

8a1，8a2，8b1，8b2，8c1，8c2，8d），用于反映沉积体内更多细节的变化。由于底流对各四级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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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重力流的影响，每一期深水沉积复合体沉积结束地貌发生明显改变，这控制了晚期深水沉积复合体

的沉积位置，中中新世早期至中中新世晚期，深水水道的延伸方向由近东西向逐渐演变为北西-南东

向，深水朵体由早期的多期不断向陆退积逐渐演变为区内不发育，中中新世晚期仅在水道的侧翼发育

东西向展布的决口扇沉积。伴随着中中新世晚期基准面上升，研究区处于深水沉积体系的水道-朵体

过渡带区域，低密度浊流产生了更远距离的搬运，朵体沉积于距陆架更远位置。 

 

图 8  Tm1-Tm2 三级层序内低位域深水沉积演化过程  

Fig.8  Evolution of deepwater sediment in the third order sequences between Tm1-Tm2 

4.2  鲁武马盆地深水沉积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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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武马盆地陆坡区上中新统深水沉积复合体的分布特征、规模及演化方式具有规律性（图 9）。

三级旋回内底流对重力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中中新统的三期水道分布位置、规模和延伸方向不断改变

以及深水沉积区不断向陆的迁移。随着海平面的不断上升，垂向沉积早期深水重力流沉积发育，规模

较大，逐渐向晚期演变为以规模较小的加积沉积为主的重力流沉积。四级旋回内，水道复合体形成于

复杂的多期侵蚀-充填过程，水道复合体规模随延伸距离的逐渐增加而减小；局部形成非对称主天然

堤建造，主天然堤主要形成于水道的北侧，不同的水道延伸方向上，水道表现出规模不等的非对称天

然堤特征，从垂直于底流方向到平行于底流方向，各水道段天然堤非对称特征逐渐减弱。沉积朵体不

断向陆退积，规模逐渐减小。水道向天然堤较低一侧迁移，朵体分布于水道的南翼。 

 

图 9  鲁武马盆地中新统深水沉积复合体演化模式图 

Fig.9  The diagram show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es of the deepwater sedimentary complexes developed in upper Miocene in 

the Ruvuma Basion. 

5  结论 

（1）鲁武马盆地中新统可以划分为三个三级层序，中中新统可以划分 3 个四级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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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武马盆中中新统共识别出 5 种沉积结构单元：局限性水道复合体、朵体、决口扇、天然

堤-溢岸沉积以及滑塌沉积； 

（3）底流对重力流沉积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天然堤的沉积位置和方式、水道的迁移方向、朵

体的分布位置和展布等； 

（4）不同级别的海平面变化旋回中底流对重力流产生影响作用不同； 

（5）有利储层主要分布在水道内及与底流运动方向相反的水道侧翼。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Wu Jiapeng, Wang Yingmin, Wang Hairong, et a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eep-water turbidity and bottom currents: a 

review [J]. Geological Review, 2012, 58(6): 1110-1120. [吴嘉鹏, 王英民, 王海荣，等. 深水重力流与底流交互作用

研究进展[J]. 地质论评, 2012, 58(6): 1110-1120. ] 

[2] Li Hua, Wang Yingmin, Xu Qiang, 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cesses of deep water unidirectionally-migrating 

channel-levee system[J]. Geoscience, 2013, 27(3):653-661. [李华, 王英民, 徐强, 等. 深水单向迁移水道-堤岸沉积

体系特征及形成过程[J]. 现代地质, 2013, 27(3): 653-661.] 

[3]Chenglin Gong, Yingmin Wang, Weilin Zhu, et al. Upper Miocene to Quaternary unidirectionally migrating deep-water 

channels in the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J]. AAPG Bulletin, 2013, 97 (2): 285–308. 

[4]Mulder T, FauIgores J C, Gonthier E．Mixed turbidite- eontourite Systems[C] // In： Rebesco M, Camerlenghi A. 

eds．Contourites, Developments in Sedimentology, 60．London: Elsevier Science, 2008, 435-456. 

[5]Li Hua, Wang Yingmin, Xu Qiang, et al. Interactions between down-slope and along-slope processes on the northern 

slope of South China Sea: products, processes, and depositional model [J]. Acta Geologica Sinica, 2014, 88(6): 

1120-1129. [李华, 王英民, 徐强, 等. 南海北部珠江口盆地重力流与等深流交互作用沉积特征、过程及沉积模式

[J]. 地质学报, 2014, 88(6): 1120-1129. ] 

[6]Millard F Coffin, Philip D Rabinowitz. Reconstruction of Madagascar and Africa: Evidence from the Davie Fracture 

Zone and Western Somali Basin [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987, 92(B9): 9385-9406. 

[7]M E Junssen, R A Stephenson, S Cloetingh. Temporal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changes in plate mo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rifted basins in Africa [J]. GSA Bulletin, 1995, 107(11): 1317-1332. 

[8]Z H Yang, W P Chen. Mozambique earthquake sequence of 2006: High-angle normal faulting in southern Africa [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2008, 113: B12303. 

[9]E S Mahanjane, D Franke. The Ruvuma Delta deep-water fold-and-thrust belt, offshore Mozambique [J]. Tectonophysics, 

2014, 614: 91-99. 

[10]M U Salazar, D Baker, M Francis, et al. Frontier exploration offshore the Zambezi Delta, Mozambique [J]. EAGE, 2013, 

First break 31: 135-144. 

[11] Zhou Zongying, Tao Ye, Li Shujun, et al. Hydrocarbon potential in the key basins in the East Coast of Africa [J]. 



孙辉等：三级层序内受底流影响的富砂深水沉积演化规律——以鲁武马盆地中中新统为例 

372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40(5): 543-551. [周总瑛, 陶冶, 李淑筠, 等. 非洲东海岸重点盆地

油气资源潜力[J]. 石油勘探与开发, 2013, 40(5): 543-551.] 

[12]Fonnesu F. The Mamba Complex supergiant gas discovery (Mozambique): an example of turbidite fans modified by 

deepwater tractive bottom currents[C]//The 12th PESGB/HGS Conference on African E&P, London, 2013. 

[13]Denis Palermo, Mauro Galbiati, Massimo Famiglietti, et al. Insights into a new super-giant gas field - sedimentology 

and reservoir modeling of the Coral Complex[C] // Offshore northern Mozambique. Offshore Technology Conference 

Asia, Malaysia, 2014, OTC-24907-MS, 1-8.  

[14]Faugkres J C, et al. Seismic patterns of a muddy contourite fan (Vema Channel, South Brazilian Basin) and a sandy 

distal turbidite deep-sea fan (Cap Ferret system, Bay of Biscay): a comparison [J]. Sedimentary Geology, 1998, 

115(1/2/3/4):81-110. 

[15]Fonnesu F. 3D seismic images of a low-sinuosity slope channel and related depositional lobe (West Africa 

deep-offshore) [J].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 2003, 20(6/7/8): 615-629. 

[16] Sun Hui, Fang Guozhang, Lv Fuliang, et al.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Pliocene slope channel complexes in the 

Rakhine Basin, Offshore Myanmar [J]. Acta Sedimentologica Sinica, 2011, 21(9):695-703. [孙辉, 范国章, 吕福亮, 

等. 孟加拉湾缅甸若开盆地上新统斜坡水道复合体沉积特征[J]. 沉积学报, 2011, 21(9)：695-703.] 

[17]Salman G, Abdula L. Development of the Mozambique and Ruvuma sedimentary basins, offshore Mozambique [J]. 

Sediment Geol, 1995, 96(1-2): 7-41. 

[18]Kong Xiangyu. Petroleum geologic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ation prospect in Ruvuma Basin, East Africa [J]. 

Lithologic Reservoirs, 2013, 25(3): 21-27. [孔祥宇. 东非鲁武马盆地油气地质特征与勘探前景[J]. 岩性油气藏, 

2013, 25(3): 21-27. ] 

[19] Jean-Claude Faugères, Thierry Mulder, Contour Currents and Contourite Drifts[C] // In: Heiko Hüneke, Thierry Mulder, 

editors: Developments in Sedimentology(63),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2011, 149-214. 

[20]Hunt D, Tucker M E. Stranded parasequences and the forced regressive wedge systems tract: deposition during 

base-level fall [J]. Sedimentary Geology, 1992, 81: 1-9. 

[21]Hunt D, Tucker M E. Stranded parasequences and the forced regressive wedge systems tract: deposition during 

base-level fall-reply [J]. Sedimentary Geology, 1995, 95: 147-160. 

[22]Plint A G., Nummedal D. The falling stage systems tract: recognition and importance in sequence stratigraphic 

analysis[C]// In Sedimentary Response to Forced Regression.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Special Publication 172, 

2000: 1-17. 

[23] Posamentier H W, Jervey M T, Vail P R. Eustatic controls on clastic depositionⅠ-conceptual framework [C]//Wilgus C 

K, Hastings B S, Kendall St C C G, et al. Sea Level Changes-An Integrated Approach. SEPM Special Publication 42, 

1988:110-124. 

[24] Kolla V, Posamentier H W, Eichenseer H. Stranded parasequences and the forced regressive wedge systems tract: 

deposition during base-level fall-discussion [J]. Sedimentary Geology, 1995, 95:139-145. 

[25]Henry W Posamentier. Depositional elements associated with a basin floor channel-levee system: case study from the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373 
 

Gulf of Mexico [J].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 2003, 20: 677-690 
 

Evolution of deepwater sand-rich sediments affected by bottom currents in the 3rd 

order sequences: A case study of Middle Miocene in the Ruvuma Basin 
 

Sun Hui, Lv Fu-liang, Fang Guo-zhang, Liu Shao-zhi, Lu Yin-tao, Chen Yu-hang, Yang Jiao 

(Hangzhou Research Institute of Geology，PetroChina，Hangzhou 310023，China) 

 

Abstract: As deepwater sand-rich sediments are the main reservoir types of the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 of East Africa, 

researches to their distributions and evolu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he study about interaction between bottom currents and 

gravity currents is the leading edge and hot point of present sedimentology. Based on the high resolution 3D seismic data 

and well log information, deposited in the 3rd order sequences in the middle Miocene in Ruvuma Basin are composed by 5 

deepwater sedimentary architecture elements with different lithology and scale.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various sedimentary architecture elements in the middle Miocene in Ruvuma Basin are mainly affected by sea 

level changing, and bottom currents. The deepwater deposition evolved from the large scale in the early stage into the small 

in the late stage with the sea level changing in the third order sequence. Channel complexes in the fourth order cycle were 

formed during complicated multi stages erosion - filling process. As the distance increased, the scale of the channel 

decreased. The lobes retreated to the land while the size reduced continuously. Bottom current ha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gravity flow deposits, asymmetric levees developed at the part of lateral migration in channel complexes. The height of 

levees kept rising along the bottom direction. Channels migrated to the opposite bottom direction, the gravity flow burst and 

flowed on the low-lying area with lobes deposited.  

Key Words: Ruvuma Basin; Miocene; Sequence; Sedimentary architecture elements; Bottom Current;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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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全球和国内深层油气勘探在过去的十多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成为目前油气勘探和科学研究的一

个重要方向，过去十多年中我们对渤海湾盆地霸县凹陷、松辽盆地徐家围子凹陷、准噶尔盆地玛湖凹

陷、塔里木盆地台盆区和库车前陆区、四川东部和中南部进行精细地质建模和油气系统分析，集成地

球化学和油气藏数据限定深层油气的成因和成藏过程，并与国外典型深层油气藏进行比较研究。我们

认为深层油气成因和成藏过程研究存在以下科学问题,下文对这些科学问题的研究方向展开讨论： 

1  中国含油气盆地深层油气成因类型 

中国含油气盆地深层油气成因上存在两类：第一类沉积盆地深层尚未发现有大规模的原油裂解

气，如渤海湾盆地，准噶尔盆地，这些盆地深层发现的天然气主要是腐殖气，它们是煤系源岩或湖相

地层中倾气型源岩生成。第二类沉积盆地深层富含原油裂解气，如四川盆地下古生界海相地层(寒武

系和震旦系)、塔里木盆地下古生界(奥陶系和寒武系)；我们认为并非所有盆地在深层能找到原油裂解

气，优质的顶封条件（如海相膏盐岩域碳酸盐岩等）是导致沉积盆地深层富含原油裂解气的主要原因。 

对盆地中油气系统空间表征分析表明，至少一部分盆地深层油气系统与中浅层油气系统完全不

同，如松辽盆地中浅层原油源于晚白垩世湖相源岩，主要是不饱和油，而深层天然气主要是腐殖气，

赋存于下白垩统和上侏罗统地层，源于下白垩统和上侏罗统煤系和湖相源岩，深层天然气很少运移至

中浅层湖相油系统中。波斯湾盆地深层为古生界海相天然气系统（典型是北方-南帕斯气田），中浅

层为中生界石油系统，志留系源岩生成的原生和次生天然气很少运移至中生界石油系统中。在四川盆

地，由于存在较好的顶封条件，下古生界、上古生界和三叠系油气系统基本上较少交集在一起。  

大多数地质条件下，烃源层生成的液态烃大部分排出并向上运移，没有经历原油裂解，但如果有

好的顶封条件，原油不能向上运移，深埋过程（温度大于 160℃)中原油大量裂解生气。地球化学实验

分析主要基于样品分析尺度（厘米级），而对地质体系封闭性的理解要在更大的油气系统尺度，通过

源岩灶排出的油气与目前勘探找到的油气对比分析，建立油气生成和排出和分布模型，才能更合理地

建立深层源岩生排烃模型。 

第一类盆地：以渤海湾盆地霸县凹陷、准噶尔盆地玛湖凹陷为典型代表。霸县凹陷烃源灶中不同

有机相源岩（按 Pepper 等 1995 有机相动力学分类系统）呈现接力生油生气过程，排出的油气在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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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空间上呈现出从源岩灶到圈闭明显的差异聚集的动态过程，表现为中浅部为不饱和油，向深部气

油比增高，深层潜山为凝析油气，天然气的成因类型从中浅部的油型气到深层为腐殖型气。 霸县深

层潜山天然气 δ13C1 值为-38.7-～-38.8‰，δ13C2 值为-24.5-～-24.7‰,，指示它是成熟度区间 1.5-2.0%

腐殖型源岩灶生成，从原油轻烃和金刚烷绝对含量指示原油处于高过成熟阶段，以牛东 1 井为代表的

古潜山中凝析油气的成因是高 GOR 烃类流体直接充注,而并非生油窗阶段油与高成熟天然气混合形

成，或原油高温裂解形成。深层潜山中聚集的油气主要形成于高温阶段，深部气源灶倾气型源岩（有

机相 D/E，F）生成的天然气没有运移至中浅层，而是在深部近源高效成藏，整个深层潜山显示了多

期连续充注，早期充注的油进一步向上运移，目前深层潜山油气藏油气是源岩灶高温阶段排出的高

GOR 烃类和天然气近源高效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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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有机相源岩“接力”生油生气模型 

对准噶尔盆地玛湖凹陷烃源灶和已发现油气藏对比分析表明源岩灶在不同阶段排出的油气在时

空上展开：A 区. 西北缘油气主要是源岩灶生油窗早期阶段排出石油成藏，侧向运移成藏为主；B 区. 

T1b 百口泉组找到的油气主要是源岩灶在生油窗中晚期排出油气，垂向运移成藏为主；C 区. 下组合

深层 P-C 高熟油气藏；D 区. P1f 组致密油气主要是源岩层段内或附近原地成藏。目前发现的下组合

深层 P-C 主要是腐殖气，更重要是湖相地层中腐殖型源岩（有机相 D/E 和 F）贡献。 

第二类盆地以四川盆地寒武系和震旦系深层为典型代表，寒武系和震旦系储层中含有大量原油裂

解形成的焦沥青，从天然气碳同位素数据和海相原油裂解气模型(图 3)，说明高石梯-磨溪气田天然气

为原油裂解气累积聚集形成。深层天然气累计成藏过程中优质顶封起了重要控制作用，四川碳酸盐岩

和膏盐层盖层能分隔开不同时代的的油气系统。 

深层高温高压条件下气水表面张力比油水表面张力高 2-3 倍，天然气在深层的运移并不易于液态

油。因此，无论是第一类盆地还是第二类盆地，深层天然气均呈现高效成藏特点，总体来说深层形成

的天然气运移前锋一般到不了中浅层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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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湖相源岩生排烃和残留烃模型（Kinex4.5）和玛湖凹陷不同勘探层油气成因 

A. 西北缘油气主要是源岩灶生油窗早期阶段排出石油成藏，侧向运移成藏为主 B. T1b 百口泉组找到的油气主要是源岩灶在生油窗中

晚期排出油气，垂向运移成藏为主 C. 下组合深层 P-C 高熟油气藏 D.  P1f 组致密油气主要是源岩层段内或附近原地成藏 

 

 

 

 

 

 

 

 

 

 

 

 

图 3  海相原油裂解气碳同位素模型和高石梯-磨溪气田天然气累计成藏过程 

2  深层油气生成化学动力学过程 

油气地球化学中将高成熟和过成熟阶段分别定义为镜质组反射率介于 1.2%至 2.0%和大于 2.0%

阶段,因此，高过成熟阶段烃源岩生烃动力学主要研究生油窗之后源岩生烃动力学过程。各类源岩或

不同有机相源岩生烃动力学模型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较充分的研究（Ungerer,1990; Pepper 等，1995), 

各类源岩和不同有机相源岩生烃动力学参数已集成到不同机构设计的商业化油气系统模拟软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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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在工业界得出广泛应用,这一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源岩生烃动力学模型绝大多数

是基于实验室热模拟实验数据建立,在实际地质条件分析数据的标定方面较为薄弱, 在中国, 源岩生

烃动力学热模拟实验分析标准化方面仍有待加强。高过成熟阶段烃源岩生烃动力学复杂性在于生烃动

力学模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系（源岩或勘探层(play)尺度）的封闭性或排烃效率，初次和二次运移

控制了原油裂解气的量，而运移很大程度上受顶封条件控制，建立合理的高过成熟阶段烃源岩生烃动

力学模型不仅是油气地球化学研究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油气地质综合研究的内容。 

    生烃过程是一个化学反应过程，可以下式描述： 

    原生裂解(Primary cracking)： 

     Reaction1   Kerogen1→C1 

     Reaction2   Kerogen2→C2 

     Reaction3   Kerogen3→C3-5 

     Reaction4   Kerogen4→C6-14 

     Reaction5   Kerogen5→C15+ 

    次生裂解(Secondary cracking) 

     Reaction6    C15+→C6-14+C5-3+C2+C1+Coke 

     Reaction7    C6-14→C3-5+C2+C1+Coke 

     Reaction8    C3-5→C2+C1+Coke 

     Reaction9    C2→C1+Coke 

开放性热模拟实验体系主要是原生裂解反应，而封闭性热模拟实验大致在 420-430℃之下主要是

原生裂解反应，高于这一温度则包括了原生裂解反应和次生裂解反应两个方面。实际的地质条件介于

开放体系与封闭体系之间，图 4 和图 5 列出了开放体系和封闭体系地质条件有机相 B（海相源岩）生

排烃模型，显然，不同体系下深层天然气生成量存在极大的差别。       

过去十多年页岩油气勘探的重大进展积累了大量页岩勘探层地球化学数据，这些数据表明源岩中

不仅有吸附态油，也有游离油(free oil)，游离油存在于源岩无机和有机孔隙中，而吸附油主要存在于

有机质中,吸附油量与烃类分子量有关，目前数据较以前的认识（Pepper 等，1995)说明源岩中存在更

多的游离态油和天然气，即页岩勘探层中有更多的滞留烃。这些烃类在深层高温下裂解生气。 

大多数地质条件下，烃源层生成的液态烃大部分排出并向上运移，没有经历原油裂解，但如果有

好的顶封条件，原油不能向上运移，深埋过程（温度大于 160℃)中原油大量裂解生气。地球化学实验

分析主要基于样品分析尺度（厘米级），而对地质体系封闭性的理解要在更大的油气系统尺度，通过

源岩灶排出的油气与目前勘探找到的油气对比分析，建立油气生成和排出和分布模型，才能更合理地

建立深层源岩生排烃模型。 

对盆地中油气系统分布分析表明，至少一部分盆地深层油气系统与中浅层油气系统完全不同，如

松辽盆地中浅层原油源于晚白垩世湖相源岩，主要是不饱和油，而深层天然气主要是腐殖气，赋存于

下白垩统和上侏罗统地层，源于下白垩统和上侏罗统煤系和湖相源岩，深层天然气很少运移至中浅层

湖相油系统中。波斯湾盆地深层为古生界海相天然气系统（典型是北方-南帕斯气田），中浅层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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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界石油系统，志留系源岩生成的原生和次生天然气很少运移至中生界石油系统中。在四川盆地，由

于存在较好的顶封条件，下古生界、上古生界和三叠系油气系统基本上较少交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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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开放体系地质条件有机相 B（海相源岩）生排烃模型 

（王飞宇和贺志勇，2011，Kinex 4.5） 

图 5  封闭体系地质条件有机相 B（海相源岩）生排烃模型 

（王飞宇和贺志勇，2011，Kinex 4.5） 

前已述及盆地深层油气成因上存在两类：第一类沉积盆地深层富含原油裂解气，如四川盆地下古

生界海相地层(寒武系,震旦系)；塔里木盆地下古生界(奥陶系和寒武系)；第二类沉积盆地深层尚未发

现有大规模的原油裂解气，如渤海湾盆地，准噶尔盆地，这些盆地深层发现的天然气主要是腐殖气，

它们是煤系源岩或湖相地层中倾气型源岩生成。有理由认为海相碳酸盐岩或膏盐岩构成的顶封条件是

导致沉积盆地深层富含原油裂解气的主要原因， 

我们认为，虽然已有大量源岩生烃动力学热模拟实验，但源岩实验分析样品尺度(cm 级)排烃效

率并不同于地质勘探层(play), 排烃效率的不同大大影响了深层油气的形成机理和规模，需要在不同

尺度认识深层源岩的生烃动力学机制，特别是解剖源岩灶不同阶段排出的油气与已发现油气藏性质，

合理认识深层油气成因和规模。另一方面，要深入分析轻质油、凝析油和天然气在深层高温下裂解过

程、机理和产物特征，为深层油气成因和资源评价提供理论基础。 

3  深层油气资源前景与经济潜力评价 

理论上源岩灶生成和排出的油气和勘探发现的油气藏在数量和组成上基本上应能相互对应，我

国东部和西部沉积盆地存在深埋高成熟和过成熟烃源灶，过去几十年的勘探主体上仍然是高点或斜坡

带找油气，找到是源岩灶在成熟早期和中期排出的油气。下凹勘探寻找深层油气资源是目前油气勘探

的一个重要方向。 

下面以准噶尔盆地玛湖凹陷（图 6）为例说明深层油气资源前景与勘探潜力，玛湖凹陷油气系

统主要存在二叠系风城组源岩，以及佳木河组和乌尔禾组可能源岩，过去三十年的勘探在西北缘已发

现探明石油储量 10.3 亿吨，主要是低 GOR 不饱和油，成因是应是源岩灶生油窗早期阶段排出石油成

藏，近几年下凹勘探已在下三叠统百口泉组（T1b）找到 3P 储量约 10 亿吨油气，从油气相态和地化

数据说明主要是源岩灶在生油窗中晚期排出油气，进一步勘探主要集中在下组合深层 P-C 高熟油气

藏，风城组（P1f）致密油气，主要是源岩层段内或附近原地成藏，这一实例说明源岩灶排出烃-已发

现的油气-待发现的油气是什么样成因和规模关系（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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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准噶尔盆地玛湖凹陷风城组底界构造图和已发现油藏分布 

许多盆地深层油气系统与中浅层油气系统基本上很少有交集，说明目前深层源岩生系成的油气很

少运移到中浅层成藏，深层源岩形成的天然气运移前锋仍处于 3500m 以下，说明深层天然气具有高效

成藏的特点。 

以前认为天然气成藏是生成和散失运聚动平衡关系，目前保存的天然气藏仅是源岩灶最晚期排出

天然气，实际上大多数深层天然气剖析指示主体呈现累积成藏，说明至少对于深层气藏成因天然气散

失量明显高估。我们认为深层条件中气-水表面张力是油-水表面张力的三倍，实际上深层条件下天然

气运移的阻力可能与油接近甚至较油更难运移，深层条件下天然气的资源潜力和规模主要取决于源岩

灶的生气量，深层天然气高效聚集的特色使得深层天然气是未来重要的勘探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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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B009 

鄂尔多斯盆地中上元古界发育特征与勘探潜力1 

 

王一军，周义军，阮正中，胡  浩，刘  娜 

（中国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长庆分院，陕西 西安 710021） 

 

摘要：随着国内外中上元古界油气藏，尤其是鄂尔多斯盆地长城系炭质泥岩和盆地北部伊盟隆起杭西地区长城系天

然气的发现，使得鄂尔多斯盆地中上元古界日益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潜在油气勘探领域。目前对盆地中上元古界的

研究程度低，对地层和构造的整体认识还很局限。本文利用拼接横跨整个盆地的区域地震大剖面及品质较好的新地

震资料，精细刻画了中上元古界地层展布，并初步分析了油气勘探潜力。研究表明，鄂尔多斯盆地中上元古界发育

4个近北东-南西向的陆内坳拉槽，自西至东分别为：贺兰坳拉槽、定边坳拉槽、晋陕坳拉槽、豫陕坳拉槽。坳拉槽

向古陆方向收敛灭亡，向西南敞开与大洋相连。中上元古界积厚度大，盆地西南部厚度超过 6000m。坳拉槽深部发

育烃源岩具有一定生烃能力，同时局部地区上古生界煤系烃源岩具备为其供烃条件；中上元古界发育大套未变质或

浅变质石英岩，具备良好储层条件。综合分析，认为鄂尔多斯盆地中上元古界将是下一步油气勘探潜在目的层系。 

关键词：鄂尔多斯盆地；中上元古界；发育特征；勘探潜力 

 

0  引言 

随着国内外中上元古界油气藏，尤其是鄂尔多斯盆地长城系炭质泥岩和盆地北部伊盟隆起杭西地

区长城系内天然气的发现，使得鄂尔多斯盆地中上元古界日益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潜在油气勘探领域
[1]。前人对鄂尔多斯盆地中上元古界构造演化模式争议很大，张抗等、杨俊杰等一些学者认为鄂尔多

斯盆地在中上元古界发育晋陕坳拉槽及贺兰坳拉槽[2-3]；邸领军、张家声等一些学者对前人关于坳拉

槽的认识提出了质疑
 [4]。目前对盆地中上元古界的整体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起步较晚，资料较少，

研究程度低，对地层和构造的整体认识还很局限。 

以往对中上元古界的研究中主要有两方面困难，一是坳拉槽的展布形态决定了中上元古界的分布

特征，但其空间展布范围大，常规测线太短，整体认识坳拉槽形态困难较大；二是由于中上元古界埋

藏深，受深层地震能量衰减、资料处理关注度低（非目的层）等因素的影响，以往地震测线深层成像

效果差，给研究带来很大难度。对此我们拼接了横跨整个盆地的区域地震大剖面10条，并且针对深层

目标进行处理解释一体化技术攻关，改善了剖面深层成像质量。大剖面浅-中-深层地震反射层次清晰，

对坳拉槽的空间展布以及中上元古界分布特征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图1）。 

近几年新采集的高密度地震资料深层成像效果好，波组特征清晰，同相轴连续，断点断面清楚，

为进一步细化盆地中上元古界地层展布提供资料基础（图2）。本文正是基于拼接的区域地震大剖面及

新采集地震资料，并结合地质露头、钻井、地化分析等资料，以中上元古界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

分布特征及油气勘探潜力。 
                                                        
作者简介：王一军（1986-），男，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地震地质综合研究工作.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草滩镇长庆未央大厦 1005

室．电话：18165290258．E-mail：bgp_wy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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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区域地震大剖面（LINE1） 

 

图 2  新采集地震偏移剖面 

1  中上元古界分布特征 

目前盆地钻至前寒武系的井共58口，其中缺失中上元古界的井16口。钻遇井分布范围广，表明中

上元古界在盆地广泛分布。过井地震剖面显示，中上元古界在地震剖面上具有层状楔形反射特征，与

上覆的古生界、下伏的下元古界或太古界均为不整合接触（图3）。 

 

图 3  区域地震大剖面（LINE2 局部放大） 

本文利用区域地震大剖面，充分发挥大剖面长度优势，并结合露头及钻井资料，精细刻画了坳拉

槽展布形态。在纵向上，对坳拉槽沉积起控制作用的断裂活动由陆缘向陆内发展。断距位于陆缘大，

陆内小；沉积物陆缘厚，向陆内逐渐变薄、尖灭（图4上）；横向上，坳拉槽多呈以断-坳为主的单断

箕状断陷（图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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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区域地震大剖面（上：LINE4 下：LINE3） 

研究明确了鄂尔多斯盆地中上元古界发育4个近北东-南西向的陆内坳拉槽，自西至东分别为：贺

兰坳拉槽、定边坳拉槽、晋陕坳拉槽、豫陕坳拉槽。坳拉槽向古陆方向收敛灭亡，向大洋方向敞开。

坳拉槽展布控制中上元古界沉积特征，其中，贺兰坳拉槽主体位于银川-吴忠地区，沉积厚度大；在

伊盟隆起杭西地区发育6个次级裂陷槽，槽内沉积厚度为1000-2000米，向北东方向尖灭于巴彦浩特盆

地东侧～石嘴山～磴口～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一线；定边坳拉槽在同心～固原地区沉积巨厚，由安

边南凸起将其分割成两个呈雁列展布的分支，西为彭滩断槽，东为吴起断槽，槽内中上元古界厚度达

2000-3000米，向东尖灭于榆林东～安塞一线；晋陕坳拉槽由富县凸起将其分割为西部的延安断槽和

东部的宜川断槽，槽内沉积厚度为2500-3500米，向东尖灭于子长～延川～永和～吉县～河津一线；

豫陕坳拉槽由西安向永济方向尖灭。中上元古界整体在平面上呈隆坳相间展布，残留厚度范围约为0～

6000m（图5）。 

2  油气勘探潜力分析 

2.1  烃源岩条件分析 

野外地质露头在盆地南缘洛南县巡检司镇中上元古界上部发育暗色泥板岩；在盆地外围的贺兰

山、河湾、五原地区长城系发育厚层块状石英砂岩，夹少许中、薄层灰色、灰黑色泥页岩、深灰色板

岩。盆地外围发现多处烃源岩，岩性、厚度均较好，表明中上元古界具有作为供烃层系的潜力[5]。 

盆地南部的XT1井、L1井及ZT1井均在中上元古界钻遇暗色岩类，近期完钻的T59井在长城系钻

遇两段灰黑色碳质泥岩，厚3m，现场热解分析TOC含量（3～5）％，进一步明确盆地长城系具备一

定的烃源条件。目前研究认为，坳拉槽在其深部发育烃源岩具有一定生烃能力。中上元古界发育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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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且存在多个次级裂陷，具备发育烃源岩的构造背景[6]。 

    同时古生界具备供烃条件，上古生界煤系烃源岩是确认的盆地主要气源岩，局部地区具备上生下

储条件[7-8]。这一条件决定了上生下储的古潜山为其成藏的重要方向。 

 
图 5  中上元古界残余厚度 

2.2 储层条件分析 

中上元古界各类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甚至变质岩类，都可作为有效储层。只要经历多期构造作用，

特别是古生界沉积之前的长期隆升的沉积间断和历次构造作用均有利于有效储层的形成。碳酸盐岩的

白云岩化、碎屑岩的成岩后生成孔及构造裂缝的形成也是储层形成的重要因素。钻井资料显示，HT1

井取心为含砾粗砂岩及中砂岩，解释含气水层10.5m，储集空间以溶孔及粒间孔为主，平均孔隙度为

6.49%，微裂缝发育；K1井长城系钻遇石英岩54m，测井解释储层两段共17.9m，储集空间以残余粒

间孔和次生溶孔为主，平均孔隙度为5.76%，局部发育裂缝，表明中上元古界具备良好的储层条件。 

2.3  成藏分析及潜力预测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中上元古界具有上、下两套烃源岩和良好的储集条件。由于受基底断裂及构

造运动影响，中上元古界与上覆地层呈不整合接触，在不整合面上局部地区上覆的上古生界烃源岩可

为其供烃，形成上生下储类型油气藏。本次研究将其分为“直接接触型”和“古潜山型”油气藏（图

6）。“直接接触型”油气藏主要以垂向运移为主；“古潜山型”油气藏主要以侧向运移为主。盆地北部

局部地区中上元古界长城系与上覆的上古生界煤系烃源岩直接接触，构成良好的源储配置关系，是寻

找以上生下储油气藏为主的有利地区。 

上元古界内部自生自储类型油气藏包括在其岩性变化带可能形成的“岩性遮挡型”油气藏；同时

由于断裂发育，在构造的高部位可能形成的“断层封挡型”油气藏（图6）。中上元古界由西向东逐渐

尖灭，在地层尖灭带或岩性变化带可形成“岩性遮挡型”油气藏，主要发育于盆地东南部的黄龙-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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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一带；在拗拉槽的斜坡位置，由于断裂发育，在构造的高部位可能形成“断层封挡型”油气藏，主

要发育于盆地西南部。  

综合分析认为，盆地北部局部地区中上元古界长城系与上覆的上古生界煤系烃源岩直接接触，构

成良好的源储配置关系，是寻找上生下储油气藏的有利地区；而盆地南部中上元古界以内部供烃为主，

可形成自生自储油气藏。 

 

 

 

图 6  盆地中上元古界油气成藏示意（A为上生下储，B为自生自储） 

A1 为潜山型；A2 为直接接触型；B1 为岩性遮挡型；B2 为断层封挡型 

3  结论 

结合地震、地质及非地震资料，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鄂尔多斯盆地中上元古界发育4个近北东-南西向的陆内坳拉槽，自西至东分别为：贺兰坳

拉槽、定边坳拉槽、晋陕坳拉槽、豫陕坳拉槽。坳拉槽向古陆方向收敛灭亡，向西南敞开与大洋相连。

中上元古界整体在平面上呈隆坳相间展布，残留厚度范围约为0～6000m 

（2）中上元古界具有作为供烃层系的潜力，同时上古生界煤系烃源岩是确认的盆地主要气源岩；

中上元古界各类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甚至变质岩类，都可作为有效储层。总体来讲，鄂尔多斯盆地中上

元古界存在多种源储配置，是下一步油气勘探的潜在目的层系。 

（3）中上元古界可形成上生下储和自生自储两种方式，以及直接接触型、古潜山型、岩性遮挡

型和断层封挡型四种圈闭类型。盆地北部以寻找上生下储的直接接触型和潜山型油气藏为主，盆地南

部以自生自储为主的断层封挡型和岩性遮挡型油气藏为主要勘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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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相深层天然气的定量判识及在川中地区的初步应用 

 

王云鹏，陈承声，肖  捷，廖玲玲，刘金钟，卢家烂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海相深层天然气定量判识的影响因素很多，生气母质、生成聚集过程及后期改造都有影响。深层生气母质的

生烃动力学与同位素动力学是重要内容。通过海相深层不同生气母质(干酪根、原油、源岩可溶有机质及其族组份、

残余干酪根)生气动力学实验，比较了不同生气母质的生气贡献、气体组成与同位素特征，探讨了系统封闭性对其

产气率及气体组成的影响。 

我国深层油气在西部叠合盆地深层以海相烃源岩为主。不同类型烃源岩在深层有机质赋存形式各有特点，类

型复杂，生油气潜力也各不相同。从深层的演化过程看，烃源岩已经经历了成岩作用、生烃作用、排烃作用与次生

改造作用（如水岩相互作用、催化反应、热蚀变及部分生物降解作用），有机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海相源岩中

有机质有原生有机质与次生有机质两种，原生有机质主要以干酪根为主，而次生有机质主要以液态烃与固体沥青两

种母质类型为主。其中干酪根是地质体中有机质的主要赋存形式，但是在后期演化过程中干酪根本身也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干酪根在中浅层以生油为主，但在深层主要以生成凝析油和天然气为主，在很长的热演化阶段（从低熟到

高过成熟）都可以经过初次裂解生成天然气，即使在深层高过成熟阶段干酪仍然具有一定的生气能力。而液态烃是

干酪根形成的，随着排烃效率的高低赋存环境也有变化，既可以排出源岩聚集成藏，也可残留在源岩中或运移通道

上。这些不同赋存环境的液态烃在热营力的进一步作用下都可以发生二次裂解成气。在排烃效率不高或聚集效率不

高的情况下, 分散液态烃可能是深层海相天然气形成的主要途径。液态烃的裂解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形成气态

烃，另外一方面形成大量的固体沥青，因此固体沥青也是深层海相烃源岩中有机质的一种主要赋存形式。同样在排

烃效率不高或聚集效率不高的情况下, 固体沥青大量滞留于深层烃源岩中，成为是深层海相天然气形成的另一主要

途径。近年来非常规油气特别是我国海相非常规油气的勘探成果表明，滞留于深层烃源岩中液态烃与固体沥青是海

相深层页岩气的主要来源，这更加表明海相深层源岩中液态烃与固体沥青这两种有机质的赋存形式具有很强的生气

潜力。 

通过动力学实验与模拟计算，获得了海相深层不同生气母质(干酪根、原油、源岩可溶有机质及族组份、残余

干酪根)生气动力学参数与甲烷碳同位素分馏动力学参数，为海相深层天然气的定量判识提供了保证。 

对于川中震旦系—下古生界天然气特征及来源有多种观点，如主流观点认为威远、资阳等震旦系天然气来源于

下寒武统筇竹寺组页岩，也有认为是震旦系自生自储气、震旦系与寒武系的混源气、水溶气脱溶以及深部无机成因

气等。本研究采用利用盆地模拟软件对高石梯-磨溪地区埋藏史和热史进行了模拟，获得了高石 1与磨溪 23 井的精

确热史，反演了两口井不同生气母质在地质历史中甲烷碳同位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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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高石 1 的盆地模拟结果校验，获得了较为精确的盆地热史，为气源定量判识提供了基础。天然气同位

素动力学参数是海相深层天然气的定量判识的关键，但在深层条件下，由于受到烃类二次裂解的影响，使得天然气

氢同位素变得更为复杂。我们利用上述不同母质的动力学实验结果，研究了深层条件下不同母质天然气同位素动力

学参数。这里我们采用了 Rooney 等(1995)提出的 Rayleigh 方程为基础，进行拟合，获得了不同生气母质的甲烷同

位素动力学参数，拟合结果与实验结果的对比吻合 (图 1-2)。 

 
图 1  不同生气母质的甲烷同位素动力学参数 

 

图 2  液态烃不同族组份的甲烷同位素动力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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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盆地模拟获得的热史应用于该地区天然气同位素的计算发现，如果是以全原油的动力学参数算，生成的

甲烷同位素非常轻，与实际样品不符。造成这个原因是原油或沥青 A中不同族组份的热稳定性不同，地质升温速率

下饱和烃组分的热稳定性比其它组分要高很多。因此采用不同族组份甲烷动力学参数进行了计算。结果如图 3： 

可以看出来，采用不同族组份甲烷动力学参数进行了计算后，如果原油在灯影组裂解，原油中极性组份生成的

甲烷同位素可以达到-33.4 与-34.1‰之间，与实际样品值非常接近。而饱和烃生成的甲烷同位素可以达到-38.7‰，

远低于实际样品相差很大。考虑到筇竹寺组中残留液态烃也是重要的气源，我们利用不同族组份甲烷动力学参数进

行了计算后，如果筇竹寺组中残留液态烃裂解，其中极性组份生成的甲烷同位素可以达到-33.4 与-34.1‰之间，与

实际样品值非常接近。而饱和烃生成的甲烷同位素可以达到-38.9‰，远低于实际样品相差很大。通过与实际气样

对比，我为初步认为寒武筇竹寺组源岩中沥青极性组份可能是龙王庙组天然气的来源，这此组份既可以源岩中裂解，

也可以在下覆灯影组地层和龙王庙地层中裂解。目前灯影组地层和龙王庙地层中发现的固体沥青即是裂解的直接证

据。 

 

 

 
 
 
 
 
 
 
 
 
 
 
 
 
 
 
 
 
 
 
 

 
 
 

图 3  高石 1井灯 2和灯 4段原油不同族组份裂解气同位素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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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天然气成藏机制与勘探突破方向 
 

徐新德1，张迎朝，熊小峰，梁  刚，郭潇潇，刘海钰，李  兴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研究院，广东湛江 524057） 

 

摘要：近年来，南海北部琼东南盆地西部深水区天然气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由于地质条件的复杂性，琼东南盆地

深水区烃源条件及天然气分布规律、下一步勘探突破领域依然不很清楚。针对上述关键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系列

地球化学技术，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开展琼东南盆地东、西部深水区烃源条件与油气成藏机制对比研究，进而指

出琼东南盆地深水区下一步有利的天然气勘探突破领域。研究认为：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具良好的烃源与运移成藏条

件，勘探潜力巨大。盆地西部深水区乐东-陵水凹陷上中新统海底扇岩性圈闭带、陵水凹陷南部斜坡古近系/潜山圈

闭带以及盆地东部深水区的宝岛凹陷南部断阶带、长昌凹陷西部环 A 洼圈闭带为有利的天然气勘探突破领域。研究

成果对于指明琼东南盆地深水区下一步天然气勘探突破领域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勘探实践意义。 

关键词：天然气；成藏机制；勘探突破方向；深水区；琼东南盆地 

 

0  引言 

琼东南盆地是南海北部大陆架西区的新生代盆地，位于海南岛东南方向，为一被动大陆边缘离散

型盆地，呈北东走向，北东以神狐隆起与珠江口盆地相邻，盆地面积约8.3×104 km2[1]（图1）。盆地

经历了早期断陷和后期坳陷两个演化阶段。分别形成始新统湖相、崖城组和陵水组海陆过渡相和浅海

相沉积，以及三亚组、梅山组、黄流组、莺歌海组及乐东组海相沉积。盆地发育三套烃源岩，即始新

统湖相烃源岩、渐新统海陆过渡相和海相气源岩及中新统海相气源岩[1-3]。深水油气勘探，是世界油

气勘探的重要突破方向。以水深500米为界，水深大于500米为深水区，琼东南盆地中央拗陷带部分地

区位于深水区，其中乐东凹陷、陵水凹陷位于盆地西部深水区，松南、宝岛、长昌凹陷位于盆地东部

深水区（图1） 

2014 年在琼东南盆地陵水凹陷发现 L17-2 上新统莺歌海组-中新统黄流组“轴向”重力流水道砂岩

性圈闭领域获得的重大优质天然气发现[4,5]。该气田是琼东南盆地深水区首个探明超千亿方的大气田，

也是琼东南盆地继1983年崖城13-1大气田发现之后的重大天然气勘探进展,证明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具

备良好的烃源条件及天然气成藏条件[6,7]。随着勘探程度的提高，琼东南盆地西部深水区亟待在现有

勘探局面的基础上扩展新的天然气勘探领域。同时，盆地东部深水区的宝岛、长昌凹陷勘探不尽如人

意，其是否具备下一步油气勘探突破的烃源及运移条件？上述问题的解决，对于指明琼东南盆地深水

区下一步天然气勘探突破领域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勘探实践意义。本研究综合运用系列地球化学关键技

术，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开展琼东南盆地东、西部深水区烃源条件与油气成藏机制的对比研究，以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南海北部深水区潜在富生烃凹陷评价”（编号：2011ZX05025-002）资助． 
作者简介：徐新德（1970-），男，湖北崇阳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油气地球化学与成藏研究工作．电话：13671481091， 

0759-3910365．E-mail:xuxd@cnoo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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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回答本地区天然气勘探关注的瓶颈问题。 
 

 

 

 

 

 

 

 

 

 

 

 

 

 

1  琼东南盆地深水区烃源条件 

琼东南盆地发育始新统和崖城组两套主力烃源岩，共三种类型的烃源岩。始新统为湖相沉积，尚

未钻遇，仅在地震剖面上识别出来，盆地北部坳陷带及宝岛凹陷北坡发现湖相烃源岩生成的油气也是

重要的间接证据。崖城组发育海陆过渡相及浅海相烃源岩[6,7]。勘探研究及实践业已证明，琼东南盆

地西部深水区的乐东-陵水凹陷为富生烃凹陷。 

从烃源岩规模来看，盆地东、西部深水区发育规模巨大的烃源岩。东部深水区长昌、松南和宝岛

凹陷始新统体积约 10526km3，崖城组海陆过渡相体积 1117km3，崖城组浅海相体积 14915 km3；西部

深水区乐东-陵水凹陷始新统体积 8082 km3，崖城组海陆过渡相体积 440 km3，崖城组浅海相体积 7312 

km3（表 1）。很显然，无论始新统还是崖城组烃源岩，东部深水区规模均大于西部深水区。同时，崖

城组浅海相烃源岩的规模远大于海陆过渡相烃源岩的规模。 

从盆地热体制及烃源岩热演化生烃来看，自 T50 或 T40 以来，琼东南盆地中央拗陷带出现深水，

深水区热流值总体高于浅水区（浅水区热流值范围为 50-65mW/m2，深水区热流值范围为

65-105mW/m2），同时，东部深水区热流值（85-105 mW/m2）高于西部深水区（65-85 mW/m2）。因此，

尽管盆地东部深水区烃源岩埋深相对较浅，但在 T50 或 T40 以来的高热流作用下可以快速热演化生

烃。根据盆地数值模拟结果，盆地东部深水区松南-宝岛凹陷天然气资源量为 9.4×1011m3，长昌凹陷

天然气资源量 7.8×1011m3，与西部深水区乐东-陵水凹陷天然气资源量接近（18.2×1011m3）。 

再从油气来源来看，盆地西部深水区中央峡谷水道中 L17-2、L25-1 上中新统的油气主要来源于

崖城组浅海相烃源岩，而与 Y13-1 典型的来自海陆过渡相煤系源岩的油气有一定差别，如前者凝析油

中 W、T 树脂化合物含量较低，Pr/Ph 比值相对较低，后者 W、T 树脂化合物含量高，Pr/Ph 比值较高

[8]（图 2）；前者天然气中芳烃含量较低，后者天然气中芳烃含量则高（图 3） 

因此，崖城组浅海相泥岩是海陆过渡相烃源岩外又一重要的烃源岩，其规模巨大，具备强大的生

 

图 1  琼东南盆地构造概要图 

Fig. 1  The structural outline of the Qiongdongn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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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能力。 
 

 

 

 

 

 

 

 

 

 

 

 

 

 

 

 

 

 

 

 

 

 

 

 

 

 

 

 

 

 
 
 
 
 
 
 
 
 

 

图 3  琼东南盆地西区天然气芳烃含量对比 

Fig. 3  Aromatic hydrocarbon content of the natural gas in west of 

Qiongdongnan Basin 

 

图 2  琼东南盆地西区凝析油甾萜烷质量色谱对比 

表 1  琼东南盆地中央坳陷带各凹陷三种类型烃源岩规模统计 

Table 1 Volume of the three type of source rocks in center depression zone, 

Qiongdongnan Basin 

长昌 松南 宝岛 陵水 乐东

始新统 湖相 5905 1006 3615 3134 4948

海陆过渡
相

824 202 91 261 179

浅海相

层段
烃源岩
类型

地层体积/km3

崖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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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天然气成藏机制 

由于地质条件的差异，盆地东、西部深水区天然气成藏机制存在一定差异。 

盆地西部深水区：烃源岩方面，由于地层埋深大，深部始新统成熟度高对油气聚集不利，再加上

目前已发现油气均来自崖城组海陆过渡相及浅海相烃源岩。因此，综合分析认为盆地西部的乐东-陵

水凹陷主力烃源岩为渐新统崖城组。输导体系方面，主要由底辟、微裂隙、水道砂等，构成了油气垂

向+侧向运移的通道。中央峡谷乐东-陵水段从 L25-1 到 L17-2 的深部，在泥岩欠压实、水热增压及生

烃增压的作用下，峡谷下方形成了高温超压的地质环境，导致峡谷底部的薄弱带破裂，形成底辟（气

烟囱），内部有大量地震资料难以识别的微裂缝，天然气沿着这些“隐伏”通道垂向运移进入峡谷水道，

在有利部位聚集成藏。与此同时，峡谷内部是一套物性良好的上中新统黄流组水道砂，后期生成的天

然气还会沿上倾方向向东长距离侧向运移，在合适的部位聚集成藏。上覆巨厚的上新统至第四系莺歌

海组-乐东组海相泥岩形成良好的盖层，保证了天然气长距离侧向运移。事实上，已发现油气的地球

化学特征可以为上述认识提供重要的佐证。自西向东，黄流组气藏甲烷同位素变重、气油比变大（西

侧的 L25-3-1/L17-2-7 等井区甲烷碳同位素为-46.1‰～-39.2‰，气油比在 6246～7465 之间；东侧的

L17-2-1、2、3、4 井区甲烷碳同位素为-39.1‰～-36.8‰，气油比在 12408～39330 之间），显示西侧

凝析气藏为早期成藏，圈闭装满后溢出，晚期高成熟的天然气向东长距离侧向运移和聚集（图 4a）。 

此外，盆地西部深水区乐东-陵水凹陷发育的超压是重要的天然气运移动力，其对天然气运移和

聚集产生了重要影响。 

盆地东部深水区：烃源岩同样为渐新统崖城组海陆过渡相及浅海相泥岩，始新统湖相地层生烃也

可能对油气资源起重要贡献。输导体系方面，盆地东部深水区断裂相对发育，为油气的输导提供重要

通道，主要由沟源断裂、砂岩、构造脊构成的输导体系将深部渐新统（和/或始新统）烃源岩生成油

气往上输导至中新统三角洲、水道砂体中聚集成藏，以垂向运移为主[9]。相对于盆地西部深水区，东

部深水区上新统至第四系沉积速率较低，地层较薄，区域内部超压相对不发育，压力对天然气运移成

藏的影响可能不及西部深水区大（图 4b）。由于东部深水区暂时没有油气发现，尚不能提供更多成藏

方面的微观信息。 

 
 

 

 

 

 

 

 

 

 

 

 

图 4  琼东南盆地东、西部深水区油气成藏机制对比 

Fig. 4  Comparison of accumul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of deep water area, 

Qiongdongn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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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利勘探领域分析 

综上所述，琼东南盆地东、西部深水区具有良好烃源条件和油气成藏条件，勘探潜力大，下一步

应进一步选择有利的领域开展评价和钻探。 

盆地西部深水区重要的突破领域有：其一，中央峡谷周缘中新统轴向水道、海底扇岩性圈闭带领

域，其成烃成藏条件优越，应以发现的 L25-3、L17-2 大气田为依托，顺着天然气运移方向，向东、

西进一步拓展，扩大储量规模，有利的目标有 L18/24 莺歌海组-黄流组水道砂圈闭；其二，陵南斜坡

古近系/潜山圈闭带，处于陵水凹陷油气向南运移的有利方向上，圈闭形成时间早，有利于油气持续

充注，有利目标有 L29/35 等陵水组圈闭。 

盆地东部深水区重要的突破领域有：其一为宝南断阶带，位于宝岛凹陷南部，为继承性发育的高

部位，距离生烃凹陷近，沟源断层发育，具备垂向近源运移、浅部成藏条件。其二为长昌凹陷西部环

A 洼圈闭带，距离长昌凹陷 A 洼陷较近，似花状断裂体系作为沟源断裂，垂向近源运移、浅部聚集

成藏。 

4  结论 

（1）琼东南盆地东、西部深水区发育规模巨大的始新统湖相烃源岩及渐新统崖城组海陆过渡相

及浅海相烃源岩，请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天然气勘探提供了强大的烃源物质基础。 

（2）琼东南盆地西部深水区与东部深水区油气成藏机制存在一定差异。前者主要由底辟、微裂

隙、水道砂等，构成了油气垂向+侧向运移的通道，超压对油气运移与分布产生重要的控制作用；后

者主要由沟源断裂输导油气，垂向运移为主，超压相对不发育。 

（3）琼东南盆地西部深水区乐东-陵水凹陷中央峡谷周缘上中新统轴向水道、海底扇岩性圈闭带

和陵南斜坡古近系/潜山圈闭带以及盆地盆地东部深水区的宝岛凹陷宝南断阶带、长昌凹陷西部环 A

洼圈闭带为下一步油气勘探突破的重要领域。上述成果对于解决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天然气勘探瓶颈问

题、指明下一步勘探突破领域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勘探实践意义。 

致谢：满晓参加了研究工作，特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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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宝南断阶带断裂特征及天然气地质意义1 

 

周  杰，朱继田，吴  昊，江汝锋，张  焱，江  凡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广东 湛江 524057） 

 

摘要：利用新三维地震资料，相干切片等技术对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宝南断阶带断裂进行了精细解释；结合区域构造

特征，对宝南断阶带断裂形态、断裂活动性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断裂对天然气成藏的控制作用。结果表明，宝南

断阶带断裂平面上以 NWW-SEE 向为主，主要呈平行状或网状；剖面上共发育三组断裂，主要呈顺向断阶状样式；

断裂主要为三期活动：1）始新世—早渐新世，2）晚渐新世早中期；3）早中新世；宝南断阶带断裂控制了宝岛凹

陷南部烃源岩的形成与演化，控制了陵水组、三亚组砂体空间展布和构造圈闭的形成，同时为主要的油气运移通道。

并结合油气生排烃史认为断裂活动与油气成藏的匹配关系良好。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2 个有利勘探层系。 

关键词：琼东南盆地；深水区；断裂；天然气勘探  
 

0  引言 

深水勘探（水深大于 300m）是目前世界范围及国内油气的热点及重点领域之一[1-3]。2014 年~2015

年，琼东南盆地深水领域勘探取得重大突破[4-5]，先后发现了陵水 17-2，陵水 25-1 等深水大气田，证

实了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具备巨大油气勘探潜力。宝岛凹陷南部深水区作为拓展深水勘探的新领域，勘

探潜力巨大，该区域目前钻井 1 口，并未获得油气发现，主要是由于早期勘探缺乏三维地震资料，该

区域构造、圈闭条件不落实，对油气运移条件认识不清。本文利用最新采集的三维地震资料，对宝南

断阶带断裂体系特征及其与油气成藏，尤其是与天然气成藏的关系进行分析、讨论，明确断裂对油气

成藏的控制作用，并指明有利油气勘探层系。 

1  区域地质概况 

琼东南盆地位于南中国海北部大陆边缘，属于新生代沉积盆地，整体走向为 NE 向；至北向南依

次可划分为北部坳陷、中部隆起、中央坳陷和南部隆起 4 个二级构造单元。琼东南盆地深水区是指该

盆地水深大于 300m 的区域，面积约 50000km2，主要由乐东凹陷、陵水凹陷、北礁凹陷、松南凹陷、

宝岛凹陷、长昌凹陷以及陵南低凸起、松南低凸起组成（图 1）。琼东南盆地新生代以来构造演化十

分复杂，从区域上看，印度—欧亚大陆的陆－陆碰撞，印支地块的挤出和逃逸、南海的多期次扩张等

区域构造事件对盆地的发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共发育了四幕构造运动[6-7]（表 1）。在多起构造运动

的影响下，发育的断层主要为正断层，断层走向上以近 E-W 向、NE 向和 NNE 向三组最为发育[8-10]。

宝岛凹陷位于琼东南盆地中央坳陷带，整体呈东西走向，具有下断上坳的双层结构，其构造形态自西

向东逐渐由半地堑向地堑过渡，北部②号断层为控凹主断裂，南部⑧号断裂为边界断裂。凹陷内地层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南海北部深水区潜在富生烃凹陷评价”（编号：2011ZX0502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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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厚南薄，呈楔状向南超覆尖灭于松南低凸起之上。南北发育两个断阶带，断裂发育复杂。 
表 1  宝岛凹陷构造-沉积演化序列 

Table 1  Tectonic and sedimentary evolution sequence in Baodao Sag 

构造演化 
裂陷阶段 裂后阶段 

断陷期 断坳期 热沉积期 加速沉降期 

演化开始时间 始新世早期 晚渐新世早期 早中新世早期 上新世早期 

沉积层序 T100-T70 T70-T60 T60-T30 T30-T0 

主应力方向 NW-SE 向拉张 SN 向拉张 NE-SW 向拉张 
NE-SW 向微弱

拉张 

构造断裂 

发育情况 
②号断裂、⑧号

断裂 
近 EW 向断裂 NW 向断裂 无明显断裂 

沉积体系 

始新统湖相烃源

岩和崖城组煤系

烃源岩 

大型海底扇沉积

和三角洲沉积体

系 

大型海底扇沉积

体系 

海相厚层块状泥

岩沉积 

 
图 1  琼东南盆地构造纲要 

Fig.1  Structure outline map of Qingdongnan Basin 
 

2  宝南断阶带断裂体系特征分析 
2.1  断裂基本特征 

琼东南盆地为典型的生长断陷盆地，始新世—早渐新世受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期，哀劳山

-红河断裂形成并持续强烈左旋走滑影响；早渐新世南海开始扩张，盆地受到 NWW-SSE 方向的拉伸

应力逐渐扩张，形成了 SWW-NEE 向大型张性断裂。晚渐新世受南海扩张持续影响，主应力方向发

生顺时针旋转，断裂走向逐渐演化成近东西向。中新世以后南海洋脊跃迁，主应力方向进一步顺时针

旋转，断裂走向逐步演化成 NWW-SEE 向[6-7]。 

通过对新三维地震资料的精细解释，相干切片等相关技术研究（图 2），可以看到，平面上：宝

南断阶带断裂走向自下而上以近 E-W向 NWW-SEE 顺时针旋转，古近纪地层中断裂主要呈 E-W展布，

新近纪地层中断裂主要呈 NWW 向展布，总体表现出平行状排列或网状排列，新近纪地层中局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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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裂状排列，整体展现出向东收敛的趋势（图 3），显示出一定的张扭特征。三维地震剖面上主要识

别出三组构造断层，断层倾向为 NNE 向，倾角 30°~60°。一组断裂为向上断至梅山组，向下断至基

底的大断裂；第二组断裂垂向上延伸长度中等，向上断至梅山组向下断至陵水组；第三组断裂主要发

育于三亚组至陵水组地层之间；总体上以顺向断阶状为主要特征（图 4），顺向断阶是指由两条或两

条以上走向一致，倾向相同，断层倾向与地层倾向相同构成阶梯状的断层组成，各断层的下降盘地层

依次向同一方向倾斜，各断面是板式或铲式；研究区西部基底见反向断阶状样式。顺向断阶状是研究

区内断裂的主要特点，T40 界面以下普遍发育。另外黄流组、梅山组地层中发育大量多边形断裂，结

合相干体切片显示，该组微小断裂具有断距小，延伸短、密度大、走向分散、无明显定向性等特点，

推测其为非构造成因。平面上该组多边形断裂分布多靠近凹陷中心，位于构造断层之间，与构造断层

大角度相交或垂直相交，推测其发育受构造断层的控制（图 5）。学者研究表明，多边形断裂广泛发

育于琼东南盆地，在琼东南盆地长昌凹陷、华光凹陷、北礁凸起中新统地层中都发现了多边形断裂，

该类型断裂一般为沉积物孔隙内自由水脱水作用或超压层水力破裂导致[11-13]。结合宝岛凹陷钻井资料，

认为宝岛南部该组断裂形成受岩性、沉积物成分及构造应力影响，主要为梅山组泥岩在构造压实过程

中脱水作用导致。 

 
图 2  宝南断阶带 T52 沿层相干切片 

Fig.2  T52 Coherent horizon slice in Baonan step-fault zone 

2.2  主要断裂活动性分析 

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研究区主要断层活动性进行了分析。本次研究主要采用断层古落差和断层

活动速率法（图 6）。研究表明⑧号断裂为古隆起边缘长期发育继承性活动断层，始新世—早中新世

（始新统—三亚组沉积期）⑧号断裂活动性持续高强度活动，晚中新世后⑧号断层活动明显减弱。F1

断裂断层古落差在始新世—早渐新世最大，活动速率出现一次高峰，表明 F1 断裂与⑧号断裂同时形

成，控制了始新统和崖城组沉积，同时控制了盆地的沉积格局。F1 断裂在陵水组沉积期再一次达到

活动高峰。同时 F2、F3 断裂在陵水组沉积期活动速率及断层古落差达到最大。三亚组沉积期⑧号、

F1、F2、F3 断裂断层古落差和断层活动速率出现一次小高峰，表明三亚组沉积期出现一次断层快速

活动期。综上所述，宝岛凹陷南部断阶带断裂主要活动期为三期：1）始新世—早渐新世，2）晚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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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早中期；3）早中新世。 
 

 
图 3  宝南断阶带 T52、T62 断裂平面展布 

Fig.3  Fault Plane distributional map of T52 and T62 in Baonan step-fault zone 
 

 
图 4  宝南断阶带典型剖面断裂特征 

Fig.4  Typical seismic of fault characteristics in Baonan step-faul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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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宝南断阶带相干时间切片（3680ms） 

Fig.5  Coherent time slice of 3680ms in Baonan step-fault zone 

 

 
图 6  宝南断阶带主要断裂活动性分析 

Fig.6  Analysis of main fault activity in Baonan step-fault zone 

3  断裂控藏作用及有利勘探层系 
3.1  断裂对烃源岩条件的控制  

前人研究表明宝岛凹陷发育有始新统湖相、渐新统崖城组煤系烃源岩；现今，宝岛凹陷始新统中

—深湖相源岩凹陷中心区已达成熟—高成熟阶段，以生气为主；凹陷周缘高部位区，仍处于生油阶段。

崖城组煤系烃源岩为宝岛凹陷主力烃源岩，生烃高峰期为陵水组末期—三亚期，其中煤系烃源岩以大

量生气为主；现今凹陷中心达到成熟—过成熟阶段，以生气为主[14-15]。⑧号断裂和 F1 断裂为长期继

承性活动断裂，始新统、渐新世崖城组沉积时期，断层接受巨厚泥岩沉积，奠定了物质基础。陵水组

沉积期，断裂剧烈活动，始新统和崖城组泥岩埋深加大，断裂活动和古隆起控制了构造格架及烃源岩

分布。断裂活动使凹陷快速沉降，断层下降盘接受巨厚泥岩沉积，随着埋深加大，影响了有机质成熟

与演化，从而控制了烃源岩形成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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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断裂对储层条件的控制  

南部隆起在低位域时期剥蚀区发育范围广泛，物源充沛，凹陷在断裂坡折控制下，发育了海底扇

沉积体系[16]。其中，在陵水组沉积时期，断裂活动增强，断层活动造成地形坡度增大，形成了多级

断裂坡折，沉积物往往从断层转换带处注入并沿着断裂坡折运移，发育了来自南部隆起的大型海底扇

砂体，海底扇发育面积大，厚度大，多级断裂控制的断阶带，控制了砂体展布样式（图 7）。三亚组

沉积时期，宝岛凹陷南北高中间低的古地貌继承性发育，边界断层⑧号断层活动强度再次增大，提供

了新的可容纳空间，加之南部物源的持续注入发育了大型海底扇复合体。这些大型海底扇砂体往往孔

渗条件好，多为优质储层。位于宝岛凹陷南部的 W1 井已经钻遇了三亚组二段海底扇砂体，测井解释

为高孔高渗储层。同时断裂活动使储层的孔渗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图 7  宝南断阶带多级断裂控砂模式图 

Fig.7  Pattern of sandbody controlled by multi-faults 

 

3.3  断裂对圈闭条件的控制 

宝南断阶带潜在储集体被断层切割分块，在陵水组和三亚组发育大量断块圈闭和断背斜圈闭，在

基底潜山发育有改造型的披覆背斜圈闭（图 8）。断层的侧向封堵性影响断控圈闭的有效性，断层的

侧向封堵性受断层两盘砂泥岩对接情况的影响[17]。因此在宝南断阶带断裂对圈闭条件的控制不容忽

视。在宝南断阶带，主要断裂断距往往较大，导致断块落差较大，断裂坡折之下陵水组、三亚组断块

被泥岩侧向封堵条件相对较好，因此就断层两盘砂泥对接情况而言，陵水组、三亚组圈闭封堵条件更

好。 

3.4  断裂对输导条件的控制 

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及宝岛凹陷浅水区研究表明，油气以近源垂向运移为主，微裂隙与断层是有效

垂向运移通道[18-19]。在宝南断阶带，⑧号断裂、F1、F2、F3 断至 T70 以下，沟通崖城组成熟烃源岩，

油气可沿这些断层向上运移。研究表明宝岛凹陷烃源岩存在三期主要生排烃期（天然气）（图 9）：1、

陵水组—三亚期始新统天然气生成期；2、三亚组—梅山期崖城组天然气生成期；3、莺歌海—现今崖

城组天然气生成期。陵水组沉积期为沟源断裂主要活动期，此时始新统天然气大量生成，同时陵三段，

陵二段圈闭形成，天然气生排烃期与断裂活动期、圈闭形成期很好匹配，有利于油气成藏。三亚期为

次一级断裂主要活动期，早期形成的沟源断裂继承性活动，此时崖城组天然气大量生成，油气沿断裂

排出，可能在陵水组、三亚组圈闭中成藏。莺歌海至现今琼东南盆地受新构造运动的影响，沟源断层

隐伏活动[20-21]，可作为莺歌海期—现今崖城组生产的天然气的运移通道（图 10）。因此，宝南断阶带

断裂可作为天然气的有利输导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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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宝南断阶带主要圈闭类型特征 

Fig.8  The main trap types in Baonan step-fault zone 

 
图 9  宝岛凹陷始新统、崖城组烃源岩各时期生气量 

Fig.9  Each period of gas generation quantity from Eocene and Yachang formation source rocks in Baodao Sag 

3.5  有利勘探层系 

通过以上的研究，笔者认为：宝南断阶带断裂控制了陵水组、三亚组海底扇砂体展布，且陵水组、

三亚组海底扇砂体与上覆浅海—深海相泥岩储盖组合良好。研究区临近宝岛凹陷生烃中心，油气源充

足，多条断裂直接沟通成熟烃源岩和上覆断块圈闭，断裂的多期活动与油气生排烃期，陵水组、三亚

组圈闭形成史匹配关系良好。综合认为宝南断阶带这 2 个勘探层系成藏条件良好。 

4  结论 

（1）宝岛凹陷为拉张型凹陷，受近南北拉张的影响宝南断阶带平面上走向以 NWW-SEE 为主，

主要呈平行状排列；剖面上发育三组构造断层，主要呈顺向断阶状样式。梅山组、黄流组地层中发育

一系列非构造成因多边形断层。 

（2）宝南断阶带断裂主要分三期活动：1）始新世—早渐新世（始新统、崖城组沉积期）；2）晚

渐新世早中期（陵水组三、二段沉积期）；3）早中新世（三亚组沉积期）。活动高峰期为始新世—早

渐新世、晚渐新世早中期。 

（3）宝南断阶带断裂控制了宝岛凹陷南部烃源岩的形成与演化，并控制了陵水组、三亚组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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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布和圈闭的形成，同时为主要的油气运移通道。综合认为陵水组海底扇砂体和三亚组海底扇砂体为

有利的勘探层系。 
 

 

图 10  断裂活动期与油气生排烃期配置关系 

Fig.10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ult active stages and hydrocarbon genera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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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faults and their implication to gas geology in Baonan step-fault 

zone in deep-water area of Qiongdongnan Basin 
 

Zhou Jie, Zhu Ji-tian, Wu Hao, Jiang Ru-feng, Zhang Yan, Jiang Fan 

（Zhanjiang Branch of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 Limited, Zhanjiang, 524057, China） 

 

Abstract: The faults in the Baonan step-fault zone are described by using new high density 3D seismic data and coherence 

technique. A detailed study of fault morphology and fault activity in Baonan step-fault zone of deep-water area in 

Qingdongnan Basin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regiona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faults control function of natural 

gas accumulation is research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bination type of fault is parallel –aligned and 

grid-type which are mainly NWW-SEE directional. Three groups of faults were recognized in the seismic sections which 

were forward step-fault types. There are mainly three periods of fault activity. Such as Eocene - Early Oligocene，early-mid 

of Late Oligocene ,and Early Miocene. The faults in the step-fault zone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in south Baodao Sag. The faults contro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andsto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ructural traps in Sanya formation and Lingshui formation. The dense faults in the zone provide channel for hydrocarbon 

migration. Additional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ult active period matched well with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by the 

data of hydrocarbon generation and expulsion history. Through these researching, two favorable exploration stratas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Qiong dongnan Basin; Deep-water area; Fault; Natural gas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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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寒武系深层油气藏高丰度硫代金刚烷的发现 
 

朱光有，王汇彤，翁  娜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2014 年塔里木盆地 ZS1C 井在寒武系膏岩层下部 6861-6944m 井段获日产气 158545m
3
，是塔里木盆地首次在寒

武系深层发现的高产工业油气流的探井，它的发现，开辟了一个新的勘探层系。通过运用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

间质谱（GC×GC-TOFMS）和全二维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GC×GC-FID）等分析手段，在凝析油检测到十

分丰富的金刚烷类化合物、硫代单金刚烷和硫代双金刚烷化合物、以及大量的含硫化合物。硫同位素、碳同位素等

证实该区发生过强烈的 TSR 作用，凝析油可能是深层油藏发生 TSR 作用后的残余物。硫同位素证实凝析油中的硫来

自于寒武系地层中的石膏类化合物。硫代金刚烷等含硫有机化合物的形成，与 TSR 作用有关，地层中的硫键合到有

机物中，形成含硫有机化合物。硫代金刚烷和硫代双金刚烷、含硫化合物、原油的硫同位素、二氧化碳的碳同位素

异常等，证实了强烈尺度的 TSR 作用，可以运用这些指标评价 TSR 作用强度，预测深层流体性质和相态。ZS1C 井的

油气发现，将引领塔里木盆地向深层寒武系开展大规模的油气勘探工作。本文研究发现，寒武系深层油藏遭受了强

烈的 TSR 蚀变作用，深层油气主要以天然气为主，且高含硫化氢，在钻探中要高度防范因硫化氢而导致的各种安全

生产事故。 

关键词：凝析油；深层；金刚烷；硫代金刚烷；TSR；H2S；寒武系；塔里木盆地 

 

0  引言 

金刚烷为具有类似金刚石结构的一类刚性聚合环状烃类化合物，在高成熟度原油和凝析油中含量

往往较高（Dahl et al.,1999）。由于原油在高温阶段会发生裂解，而原油在裂解过程中，金刚烷类化合

物可能会不断生成并富集（Wei et al., 2007），因此，金刚烷被用来衡量原油的裂解程度（Dahl et 

al.,2003；Wei et al., 2007；Zhang et al.,2011）。而硫代金刚烷是金刚烷分子中的碳位被硫原子取代的化

合物，目前已在the Bon Secour Bay in the Mobile Bay gas field, located offshore Alabama in the northern 

Gulf of Mexico, USA（Wei and Mankiewicz, 2011）和the Jurassic Smackover formation (USA) or from the 

Devonian Nisku formation (Canada)（Hanin et al.,2002），深层原油中检测到这种化合物。认为硫代金刚

烷化合物的形成，是深层高温条件下，烃类与硫酸盐发生thermochemical sulfate reduction的标志性产

物，是诊断深层发生TSR的重要标志（Wei et al.,2012）。 

Thermochemical sulfate reduction (TSR) is a reservoir alteration process in which petroleum 

hydrocarbons are oxidized by inorganic sulfate, ultimately yielding CO2 and H2S (Orr, 1974; Krouse, 1988；

Worden et al., 1995; Machel et al., 1995; Wei et al.,2007; Zhang et al., 2008a). TSR is well documented in 

numerous geological setting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laypool and Mancini, 1989; Heydari and Moore,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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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ney, 1995; Worden and Smalley, 1996; Carrigan et al., 1998; Machel, 1998; 2002; Worden et al., 2000; 

Cai et al., 2003, 2004; Li et al., 2005; Zhu et al., 2011; Hao et al., 2008). 目前普遍认为油气藏中高含硫化

氢的成因是 TSR（Machel, 2001；Zhu et al., 2010）。硫化氢的形成是在热动力驱动下烃类和硫酸盐之

间的反应，前人大量的出色工作，TSR 的启动机制、反应条件、动力机制已经清晰（Zhang et al.,2007; 

2008b; 2012; Ellis et al.,2011; Ma et al.,2008; Amrani et al.,2012）。TSR 中间涉及到各种烃类参与反应，

不同地区或不同油气藏具有不同的地质条件，而且也可能是不同的烃类参与反应，反应中间产物的数

量和种类也难以估计(Cai et al., 2005; Zhang et al., 2005; Worden and Cai, 2006; Zhang et al., 2006; Zhu et 

al.,2005)。同时，TSR 作用可引起油气藏内流体组分的复杂变化，并产生一些新的含硫化合物（Cai et 

al., 2003; Jiang et al.,2008; Tian.,2008; Wei et al., 2012）。因此在 TSR 的最低反应温度、反应体系方程、

反应产物及其识别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分歧。TSR 蚀变后油藏呈现出复杂的油气地球化学现象，给勘

探带来诸多难题。由于近年来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GC×GC-TOFMS）的发展，为快速准

确识别新化合物提供了检测手段；Stable isotopes of carbon and sulfur have proven to be particularly 

diagnostic tools for monitoring the extent of TSR(Amrani et al.,2008; 2012). 运用这些分析手段，可以识

别深层油气藏是否发生了 TSR 以及蚀变强度，并进一步预测硫化氢的分布。 

塔里木盆地是中国最大的含油气盆地，面积约 56×104 km2，是一个典型的叠合盆地，下古生界碳

酸盐岩蕴藏了丰富的油气资源。由于埋藏深，时代老，并遭受了多旋回叠合与改造，油气分布十分复

杂（Zhao et al., 2009; Wang et al., 2013; Zhou et al., 2013; Zhang et al.,2014; Zhu et al.,2012）。最近，在

塔里木盆地中央隆起中段（简称塔中地区）部署钻探的探井 ZS1C 井，在膏岩层下部的下寒武统

6861-6944m 获日产气 158545m3，是塔里木盆地盐下白云岩层首次获得工业油气流，它的发现，将开

辟深层一个新的勘探层系，引领塔里木盆地向深层寒武系开展大规模的油气勘探工作，油气勘探深度

也将向下延伸至 7000~10000m。本文通过运用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GC×GC-TOFMS）和

全二维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GC×GC-FID）等分析手段，在凝析油检测到十分丰富的金刚

烷类化合物、硫代单金刚烷和硫代双金刚烷类化合物、以及大量的含硫化合物；并开展了硫同位素、

碳同位素等测试，证实该区发生过强烈的 TSR 作用，凝析油可能是深层油藏发生 TSR 作用后的残余

物。 

1  实验条件与方法 

1.1  仪器 

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GC×GC-TOFMS)，美国Leco公司产品（Li et al., 2008)。GC×GC

系统由配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的Agilent 7890A气相色谱仪和双喷口冷热调制器组成；飞行

时间质谱仪是美国Leco公司生产的Pegasus 4D；工作站为Chroma TOF软件。 

1.2  样品前处理 

由于ZS1C井样品是凝析油，为防止轻组分的挥发，本实验不采用任何前处理方法，直接对原油

进行分析。取约30μL的凝析油，加入配制好的C24D50标准溶液（溶剂为CH2Cl2），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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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C×GC-TOFMS 分析方法 

一维色谱柱是Petro的50m×0.2mm×0.5μm，升温程序为35℃保持0.2min，以1.5 /min℃ 的速率升到

210℃保持0.2min，再以2 /min℃ 的速率升到300℃保持20min。二维色谱柱是DB-17HT的

3m×0.1mm×0.1μm，采用与一维色谱相同的升温速率，温度比一维色谱高5℃。调制器温度比一维色

谱高45℃。进样口温度为300℃，分流进样模式，分流比700:1，进样量0.5μL。以He气其为载气，流

速设定为1.5ml/min。调制周期10s，其中2.5s热吹时间。质谱方面，传输线和离子源温度分别为300℃

和240℃，检测器电压1600V，质量扫描范围40~520amu，采集速率100谱图/s，溶剂延迟时间为0min。 

1.4  GC×GC-FID 分析方法 

采用与GC×GC-TOFMS相同的色谱实验条件。载气、氢气、空气的流速分别为50、40、450mL/min。

检测器温度320℃，采集频率200谱图/s，溶剂延迟时间为0min。 

2  结果与讨论 

2.1  寒武系凝析油的物理性质特征 

ZS1C井在下寒武统6861-6944m井段的测试中获得了少量凝析油样品。地面凝析油密度在

0.79g/cm3（20℃）左右（表1），原油粘度1.2~1.4mPa.s（50℃）；含硫量小于0.2%；含蜡量为4.5%~6.4%；

胶质和沥青质含量低，属于低含硫、低含蜡的凝析油。 
表 1  ZS1C 井寒武系原油物理性质分析数据 

深度(m) 
密度(g/cm3) 粘度(mPa·s) 

含蜡(%) 
含硫

(%) 
胶质
(%) 

沥青质
(%) 

凝固点

(℃) 20℃   50℃ 20℃ 50℃ 

6861-6944 
0.789 0.7606 1.615 1.238 6.4 0.162 0.39 0.60 -18 
0.796 0.7731 1.804 1.395 5.3  1.24 0.42 -18 
0.787 0.7644 1.587 1.213 4.5  1.04 0.49 -28 

2.2  原油的化合物族组成信息 

用GC×GC-TOFMS分析凝析油样品，得到它们在GC×GC下的全二维谱图（图1）。从全二维3D图

谱可以看出（图2）：该原油中烃类分布从C5开始，正构烃主峰碳为C11，到C30后基本完全消失。 

该原油中芳烃含量相对较高，二甲基苯、甲基萘、二苯并噻吩等化合物的含量甚至高于某些正构

烃的量。利用GC×GC-FID分析油样（Wang et al.,2012），并对族组分进行定量分析，该原油饱和烃、

芳烃以及胶质的含量分别是：42.2%、54.9%和2.9%，这种现象在正常的凝析油中很少见（Zhu et al., 

2013a)。 

2.3  金刚烷类化合物的分布 

原油中金刚烷类化合物十分丰富，单金刚烷、双金刚烷、三金刚烷都可检出。图3是原油的

GC×GC-TOFMS分析后的金刚烷类化合物的全二维点阵谱图，其中单金刚烷类化合物众多，信噪比在

100以上的不同构型的化合物达55个；双金刚烷信噪比在100以上的不同构型的化合物有22个；三金刚

烷不同取代基的化合物相对含量较低，信噪比在100以上的化合物有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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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S1C 井凝析油在 GC×GC-FID 的全二维点阵 

 
图 2  ZS1C 井凝析油全二维 3D 图谱 

2.4  含硫化合物的分布 

该原油与其它凝析油的最大不同是其含有丰富的含硫化合物。无论是飞行时间质谱的全离子流图

还是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得到的色谱图，都可清晰看到高含硫化合物的存在。图3是原油中所有硫化

合物的分布情况，从图4可以看出原油中的含硫化合物分别有：特征离子m/z=101的四氢噻吩类化合物

系列（其中a化合物质谱图谱见图5）、分子离子峰m/z=124的苄硫醇（其中b化合物质谱图谱见图6）、

特征离子m/z=147、161、175的烷基苯并噻吩类化合物（其中c化合物质谱图谱见图7）、特征离子

m/z=168、182、192的硫代单金刚烷类化合物（其中d化合物质谱图谱见图8）、特征离子m/z=206、

nC6 

nC11 toluene 

dimethylbenze

二 苯 并 噻 吩

甲基萘

 

 

 

 

 

硫代金刚

单金刚烷 

双 金 刚

叁金刚烷 

未知化合

菲和二苯并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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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硫代双金刚烷类化合物（其中d’化合物质谱图谱见图9）、特征离子m/z=184、198、212的二苯并

噻吩类化合物（其中e化合物质谱图谱见图10）、特征离子m/z=208、222的菲并噻吩类化合物（其中f、

g质谱图谱见图11图12）、及其特征离子m/z=234的苯并萘并噻吩（其中h化合物质谱图谱见图13）。

需要说明的是：硫代双金刚烷类化合物的确定是根据其化合物在全二维谱图的位置和质谱图谱推断

的，并没有对应的参考文献和标样验证。 

 
图 3  ZS1C 井凝析油中金刚烷类化合物的全二维点阵谱 

 
图 4  ZS1C 井凝析油中含硫化合物分布的全二维点阵谱 

 
图 5  四氢噻吩类化合物的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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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甲苯硫醇的质谱 

 
图 7  烷基苯并噻吩类化合物的质谱 

 

图 8  硫代甲基金刚烷的质谱 

 
图 9  硫代双金刚烷的质谱 

 
图 10  二苯并噻吩的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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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菲并噻吩质谱 

 

图 12  菲并噻吩质谱 

 

图 13  苯并萘并噻吩的质谱 

2.5  硫代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识别和鉴定 

该凝析油中发现了丰富的硫代金刚烷系列化合物（图 14），包括 31 个硫代单金刚烷（图 14~图

17 上的序号）和 20 个硫代双金刚烷（图 4）。其中未检测到硫代单金刚烷，仅检测到 C1~C4取代的

硫代单金刚烷（图 15~图 17）。其中，C1 取代的硫代单金刚烷有两个（图 14 上标号为 2 和 3），分

别是 5-甲基-2-硫代金刚烷和 1-甲基-2-硫代金刚烷，与文献图谱一致（Jiang et al.,2008）。 

C2 取代的硫代单金刚烷有 7 个（图 15），除标号为 4、5、6 号峰有文献质谱图外（Jiang et al.,2008），

其余标号 9~12 为新发现的 C2 取代的硫代单金刚烷，其质谱图列于图 15。从图上可见，该 4 个化合

物的碎片离子主要是 m/z93、107、125，其分子离子均为 m/z182，这一特征与 4~6 号峰化合物一致，

说明它们的质谱碎裂方式相似，且该四个化合物在二维保留时间上与 4~6 号峰化合物也一致，依据全

二维谱图的特点可以得出 9~12 号化合物是与 4~6 号峰化合物的化学结构相似，因此推测它们也是 C2

取代的硫代单金刚烷，取代基位置不能确定。 

同理，C3 取代的硫代单金刚烷有 13 个（图 16），除 8 号峰有文献质谱图外（Jiang et al.,2008），

其余均为新发现的C3取代的硫代单金刚烷，其质谱图列于图 16。这些化合物的碎片离子主要是m/z93、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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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5，其分子离子均为 m/z196，这一特征与 8 号峰化合物一致，且这些化合物在二维保留时间

上与 8 号峰化合物也一致，因此，说明是与 8 号峰化合物的化学结构相似，推测它们也是 C3取代的

硫代单金刚烷，取代基位置不能确定。 

在该凝析油中还检测到 C4 取代的硫代单金刚烷的存在，有 9 个，其部分化合物的质谱图列于图

17。从图 17 上看，24 号质谱峰的特征离子是 m/z121，与图 16 中 8 号峰化合物的特征离子 m/z 107

相差 14，其主要碎片离子有 m/z 139、168 与 8 号化合物相同，分子离子峰 m/z 210 与 8 号峰化合物

的 m/z 196 也相差 14，这表明 24 号峰化合物的质谱碎裂方式与 8 号峰化合物一致，在特征离子峰和

分子离子峰上均与 8 号峰相差一个“-CH2”，说明 24 号峰化合物比 8 号峰化合物多一个甲基结构，

且该甲基的取代位置是在金刚烷环上，因此推测 24 号化合物是四甲基-2-硫代金刚烷。同理推测 25~32

号化合物也是 C4-2-硫代金刚烷，取代基位置目前无法确定。 

 
图 14  ZS1C 井凝析油硫代单金刚烷在全二维 3D 谱图上的分布（图中标记 93/182 表示该化合物的特征离子是 m/z93，分子离子是

m/z182，其他类似） 

2.6  其他化合物的分布 

甾萜烷类化合物：可能是由于原油成熟度较高的原因，在特征离子m/z123，m/z191，m/z217下几

乎看不到任何化合物，说明该原油的甾萜化合物含量极低，几乎不存在。在特征离子m/z213、m/z245

下也没有看到化合物的峰，说明单芳甾、三芳甾类化合物在该原油中消失殆尽。 

芳香烃类化合物：在总离子流图下就可看出该原油的芳香烃含量较高，但主要是苯的多取代系列、

萘系列及其菲系列化合物，烷基苯系列和三环以上的多环芳烃系列含量极低。其它杂原子化合物：中

性氮化合物及氧芴类化合物未检出。 

2.7  ZS1C 井寒武系油气成因与含硫有机化合物的生成 

（1）天然气组成及成因 

ZS1C下寒武统天然气则以干气为主，甲烷含量62.7%，乙烷含量小于0.5%（表2），重烃（C2+）

含量低，干燥系数（C1/C1+）为0.987，反映出天然气成熟度很高。非烃气体含量较高，CO2含量为24.2%；

硫化氢含量118000mg/m³，在天然气组分中占8.27%，属于高含硫化氢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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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ZS1C 井凝析油 C2-硫代单金刚烷在全二维点阵图上的分布及其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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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ZS1C 井凝析油 C3-硫代单金刚烷在全二维点阵图上的分布及其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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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ZS1C 井凝析油 C4-硫代单金刚烷在全二维点阵图上的分布及其质谱 

天然气碳同位素较重，δ13C1为-42‰，δ13C2-1值小于10‰，反映天然气成熟度较高。与一般的油

型气相比，该天然气碳同位素明显偏重。根据（Dai et al.,2008）建立的海相天然气甲烷碳同位素与相

应烃源岩成熟度Ro之间的经验公式：δ13C1=15.80lgRo-42.21可以得出，塔中凝析气藏天然气形成时对

应烃源岩Ro达到2.5%以上，说明天然气属于高温裂解气（Zhao et al., 2009; Cao et al., 2012; Zhu et al., 

2013b）。根据塔中奥陶系天然气的研究（Zhu et al., 2014），认为该天然气来源于寒武系的油裂解气。 
表 2  ZS1C 井寒武系天然气组分及碳同位素组成 

Natural Gas Components (%) Isotope δ13C‰（PDB） 

CH4 C2H
6 

C3
H8 

iC4H
10 

nC4H
10 

C5
H12 C5+ N2 CO

2 
H2S(mg/

m3) CH4 C2H6 C3H8 nC4H
10 

iC4H
10 CO2 

62.7
0 

0.46
9 

0.1
57 

0.05
4  0.079 0.0

47 
0.02

5 
4.0
0  

24.
2  118000 -42.

24 
-34.7

1 
-31.7

7 
-30.0
2 

-31.3
6 

-30.1
8 

（2）TSR 作用及含硫化合物的生成 

深层油气藏中高浓度硫化氢的形成往往与硫酸盐热化学还原反应有关（Worden et al., 2000; 

Machel, 2001；Cai et al., 2004; Zhang et al.,2007; 2008b; Hao et al., 2008; Ma et al.,2008; 2012; Ellis et 

al.,2011; Amrani et al.,2012）。根据寒武系油藏特征，储集层是一套物性相对较好的白云岩、含泥云岩、

泥质云岩和含膏白云岩储层；盖层是一套区域上广泛分布的膏岩、云质膏岩等蒸发盐类，为 TSR 发

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对 ZS1C 寒武系地层水检测，地层水中 SO42-、Ca2+、Mg2+离子的含量分别为 1970、

5300、4880 mg/L，进一步说明存在 TSR 发生的条件。储层实测温度为 169.0℃，符合塔里木盆地低

地温梯度的特点（地温梯度约为 2.0~2.2 /100m℃ ）（Zhu et al., 2012；2013c）。因此，烃类和硫酸盐在

高温下可能发生 TSR 反应，导致硫化氢、二氧化碳等非烃类气体生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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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代金刚烷被称为 TSR 的标志物或 TSR 的分子指纹（Hanin et al.,2002；Galimberti et al.,2005；

Wei, 2011; Zhu et al.,2011），硫代金刚烷是金刚烷分子中 C-2 碳位被硫原子取代的化合物。同样，ZS1C

凝析油中大量硫代金刚烷类化合物和其它四氢噻吩、苄硫醇、长链烷基苯并噻吩、二苯并噻吩、苯

并萘并噻吩、菲并噻吩类化合物等有机含硫化合物的生成，很可能都与 TSR 强烈作用有关。在高温

和 TSR 强烈作用下，导致原油发生裂解，长链烃类断裂生成甲烷(Zhu et al.,2013a)；烃类和硫酸盐反

应，生成大量硫化氢和二氧化碳；地层中的硫键合到有机物中，形成含硫有机化合物。因此，ZS1C

井凝析油中大量含硫化合物的发现，与烃类和硫酸盐在高温下发生 TSR 反应有关，在生成硫化氢、

二氧化碳的同时，有机含硫化合物、硫代金刚烷等大量生产并混入油中。 

（3）TSR 作用程度 

从硫化物的硫同位素测试结果来看：寒武系石膏的 δ34S 分布在 32~35‰，ZS1C 天然气中硫化氢

的 δ34S 为 33.5‰，原油的 δ34S 为 33‰。硫化氢和原油的硫同位素都与地层硫酸盐的硫同位素十分接

近，指示了二者的来源都与地层硫酸盐有关，也说明硫化氢是 TSR 成因（Cai et al.,2009）。在硫同位

素在分馏的过程中，32S 先逸出，而且逸出越早，其形成硫化物的 δ34S 越轻。从 TSR 反应来看，硫化

氢中的硫是来自于地层硫酸盐。由于反应程度的差异，导致硫同位素存在分馏，反应程度越高，硫化

氢的硫同位素也接近硫酸盐的硫同位素。ZS1C 井硫化氢的硫同位素与硫酸盐的硫同位素值非常接近，

分馏值很小，体现出 TSR 作用程度很高的特点。 

从二氧化碳含量和碳同位素组成来看，都体现出 TSR 强烈蚀变的特征。在天然气组分中 CO2含

量占 24.2%；δ13CCO2 为-30.18‰。是深层油藏 TSR 强烈作用下的产物特征，导致生成了大量的酸性气

体（CO2 和 H2S）；二氧化碳的碳同位素异常轻，几乎全部来自于有机质中的碳。这也是目前中国天

然气中 CO2 碳同位素最轻的天然气，指示了最强的 TSR 蚀变作用，意味着深层大范围分布硫化氢。 

硫代金刚烷和硫代双金刚烷、含硫化合物、原油的硫同位素、天然气碳同位素等，证实了该区

强烈的 TSR 作用，在中国目前是最强烈的 TSR 蚀变区。该井是塔里木盆地第一口钻穿寒武系膏岩层，

并在盐下层下寒武统白云岩获得的工业油气流的井，是塔里木盆地近 20 年来寒武系勘探的一个重大

突破，开辟了一个新的勘探层系，并将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深度向下延伸至 7000~10000m。该研究

发现，深层油藏遭受了强烈的 TSR 蚀变作用，深层油气主要以天然气为主，且高含硫化氢，在钻探

中要高度防范因硫化氢而导致的各种安全生产事故。 

4  结论 

在塔里木盆地ZS1C井凝析油中发现了十分丰富的金刚烷类化合物，以及硫代单金刚烷、硫代双

金刚烷、丰富的含硫化合物。该凝析油可能是深层油藏发生TSR作用后的残余物，硫同位素证实硫化

氢和凝析油中的硫来自于寒武系地层中的石膏类化合物。新发现的含硫有机化合物，如四氢噻吩类化

合物、苄硫醇、烷基苯并噻吩类化合物、二苯并噻吩类化合物、菲并噻吩、苯并萘并噻吩等系列化合

物，与TSR对烃类的强烈蚀变有关，地层中的硫键合到有机化合物中，从而形成常规凝析油中少见的

含硫有机化合物。 

硫代金刚烷和硫代双金刚烷、含硫化合物等系列新型含硫化合物，原油、硫化氢的硫同位素与

地层硫酸盐的硫同位素一致，二氧化碳的碳同位素异常轻等现象，证实了强烈尺度的 TSR 作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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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目前在油藏中发现 TSR 作用最强的案例。因此，可以运用这些指标评价 TSR 作用强度，预测深

层流体性质和相态。 

ZS1C 井是塔里木盆地第一口钻穿寒武系膏岩层，并在盐下层下寒武统白云岩获得的工业油气流

的井，是中国石油勘探史的一个重大突破，它的发现，将开辟了一个新的勘探层系，引领塔里木盆

地向深层开拓油气勘探。本文研究发现，寒武系深层油藏遭受了强烈的 TSR 蚀变作用，深层油气主

要以天然气为主，且高含硫化氢和二氧化碳，在钻探中要高度防范因硫化氢而导致的各种安全生产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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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砂岩纵波波速对有效应力变化的响应1 

 

白佳佳，康毅力，游利军，陈  强，梁  李 

（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致密砂岩气藏在施工作业和生产过程中都会引起孔隙压力的变化，进而会引起有效应力发生变化。有效应力

的增大和减小都会引起储层岩石发生塑性或者弹塑性变形，导致纵波在致密砂岩中的传播行为发生变化。通过探究

有效应力发生变化时的纵波传播特点对预测致密砂岩地层压力以及运用波速随有效应力变化程度评价应力敏感性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二叠系典型致密砂岩为研究对象，测定了不同有效应力下干岩样纵波

波速和渗透率。结果表明，当有效应力低于临界压力时，致密砂岩主要表现为微裂缝的闭合，纵波波速与有效应力

呈幂指数关系；当高于临界应力时，致密砂岩发生层间错动、孔隙被压缩，密度增大，纵波波速随有效应力线性变

化。同时，渗透率和波速对效应力的响应具有一致性，可以运用致密砂岩波速随有效应力的变化特点评价其应力敏

感性。 

关键词：致密砂岩；纵波波速；孔隙结构；应力敏感；渗透率  

 

0  引言 

纵波是压缩波，其在岩石中传播主要受温度、压力、饱和度、孔隙度、流体类型、孔隙结构等因

素的影响。致密砂岩孔喉细小，微裂缝发育，孔隙结构复杂，储层孔隙压力在钻井、完井、开发和生

产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化；地层孔隙压力减少时，引起有效应力增加，致密砂岩孔隙、喉道体积以及裂

缝宽度都会被压缩，渗流能力减弱，纵波在致密砂岩中的传播速度增大。探究不同有效应力下的纵波

传播特点和渗透率的响应特征，对于认识地层压力和评价应力敏感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纵波的传播速度与有效应力有着密切的联系，Wang 等[1]对地震波的传播影响因素作了全面总结，

并对每种因素做了单独讨论。未晛等[2]通过实验探究了孔隙度、孔隙结构、含水饱和度、压力、频率

等对致密砂岩纵、横波速度的影响，指出裂缝闭合是致密砂岩纵波速度随围压增加急剧增大的主要原

因。Smith 等[3]研究了有效应力和孔隙结构对地震波传播的影响，指出孔隙结构对岩石的声学性质具

有重要影响。余夫 [4]等研究了砂泥岩与碳酸盐岩异常高压地层的纵波速度变化特征。马中高等[5]通过

实验探究了岩石的纵波、横波传播随有效应力的变化特点，并给出了不同有效应力下的波速预测公式。

Eberhart Phillips 等[6]研究了 64 块砂岩样声波传播随着有效应力的响应特征，指出随着有效应力的增

加波速与有效应力的关系由幂指数变为线性关系，Ji[7]等对 Eberhart Phillips 提出的公式中的各参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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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分析，指出了经验公式中各参数的物理意义。Mohammad 等[8]在前人的基础上探究了不同有效应

力下微裂缝的闭合对纵波波速及其对力学性能的影响，并提出根据波速与有效应力之间的关系来预测

地层压力，Dvorkin 等[9]发现孔隙度不同岩样波速对有效应力的敏感程度不同。有效应力的变化会引

起孔隙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影响纵波的传播，孔隙结构的变化同时表现为渗透率的变化。以往针对针对

不同有效应力下岩石的声学性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砂岩以及碳酸盐岩上，针对微裂缝发育的致密砂岩

则研究的较少，而且并未将岩石在不同有效应力下的传播特征与岩石的应力敏感性联系起来。致密砂

岩应力敏感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渗透率随有效应力的变化规律上[10-13]，通过测试不同有效应力下的渗透

率，从而评价应力敏感性的大小。对于致密砂岩，孔隙度和渗透率都较低，高有效应力下的渗透率测

试不仅耗时而且精度也会降低。 

本文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不同有效应力下致密砂岩纵波传播随有效应力的变化特征。从声

学的角度客观反映不同有效应力下孔隙结构的变化，并将纵波波速与有效应力的拟合参数与岩石的应

力敏感性建立联系，为快速评价致密砂岩应力敏感性提供新的思路。 

1  实验岩样和实验方法 

1.1  实验岩样 

本文以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二叠系典型致密砂岩和川西露头致密砂岩为研究对象，致密砂岩孔

隙结构复杂、孔隙类型多样，非均质性强，其中黏土矿物含量高于常规的砂岩。粘土矿物含量以伊利

石、高岭石、绿泥石及伊/蒙间层矿物为主[14]。选取实验岩样 8 块，其岩心的基础物性如表 1。 
表 1  实验岩样基础物性参数表 

编号 长度（cm） 直径（cm） 层位 孔隙度（%） 渗透率（10-3μm2） 

A-1 5.27 2.51 盒 8 上 7.35 0.081 

A-2 4.91 2.51 盒 8 上 8.98 0.031 

A-3 4.86 2.52 盒 8 上 4.09 0.042 

A-4 5.00 2.52 盒 8 上 9.85 0.737 

A-5 4.96 2.51 盒 8 上 9.73 0.170 

A-6 4.22 2.53 盒 8 上 16.51 0.084 

1.2  实验方法及步骤 

实验通过改变围压的形式改变有效应力的大小，增大围压即增大有效应力，减小围压时即有效应

力减小。渗透率测量采用稳态法进行[15]，运用气体达西公式得到所在围压下渗透率的大小。 

岩心波速测量装置为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研设备高温高压三

轴渗流仪（图 1），高温高压三轴渗流仪的声波测试系统由超声波发射器（发射频率为 960KHz），

DS10522E 型示波器和计算机声波采集系统组成，根据声波测试系统可以得到声波的传播时间。致密

砂岩中纵波波速计算公式为式（1）[16]： 
3

0

(1 )= 10p

L
V

T T




                       
（1） 

式中： pV 为纵波波速，km/s；T 为声波测量装置探头及岩样的延迟时间之和，µs；T0 为装置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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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延迟时间，µs；L 为测试样品的长度，mm；ε为测试样品在有效应力变化过程中轴向应变，%。 

 

 

图 1  高温高压三轴渗流仪仪器示意 

 

具体实验步骤：（1）岩样制备，将岩样切割成长度约为 5cm，直径约为 2.5cm 的岩心柱，采用行

业标准法对岩心进行洗盐和洗油，在 60℃下烘干岩样；（3）采用高温高压三轴渗流仪（图 1）测量围

压增加（3MPa，15MPa，25MPa，35MPa，50MPa）条件下的渗透率和声波传播时间。在增大围压和

减小围压的过程中，每次压力稳定的时间分别为 30min 和 40min[17]。 

2  实验结果 

2.1  不同有效应力下纵波的传播特点 

 当有效应力低于临界有效应力(Pc)时，致密砂岩纵波波速与有效应力符合幂指数关系，当有效

应力高于临界有效应力（Pc）时，纵波波速随着有效应力线性变化。纵波波速 Vp 与有效应力 P 符合

公式： 

Vp=Vp0+DP-B0e-kP                             （2） 

式中：P 为有效应力，Vp 为有效应力 Pi下对应的纵波波速，Vp0、D、B0、K 为运用最 

小二乘法拟合得到的 4 个常数（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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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纵波波速随有效应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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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参数见表 2 
表 2  波速与有效应力拟合公式各参数取值表 

编号 
Vp  

Vp0 /（km/s） D（km/s/MPa） B0（km/s） K/MPa-1 R2 

A-1 3.457 0.01303 0.2573 0.4219 0.99 

A-2 3.856 0.02818 0.3997 -0.02055 0.99 

A-3 3.385 0.01327 0.475 8.761 0.99 

A-4 3.396 0.0091 0.251 0.08127 0.98 

A-5 4.037 0.00288 0.4426 0.0405 0.99 

A-6 4.633 0.00122 0.3386 0.0796 0.99 

2.2  渗透率随有效应力的响应特征 

渗透率随着有效应力的增大而减小，渗透率变化率随着有效应力的增加而减小。 

 
图 3  岩样 A-1~A-6 渗 透率随不同有效应力的变化关系 

用应力敏感系数法[18]对岩样进行应力敏感性评价，计算方法见式 3，评价标准见表 3。      

                            （3） 
式中：Ss 为应力敏感系数；Pi为有效应力，MPa；Ki为对应有效应力下的渗透率，10-3μm2；P0 为初

始测点的有效应力，MPa；K0 为初始点（3MPa 有效应力条件）的渗透率。 
表 3  应力敏感评价标准 

Ss <0.05 0.05 Ss 
0.30 

0.3 < Ss 
0.50 

0.50< Ss 
0.70 

0.70< Ss 
1.00 

Ss >1.00 

敏感

程度 
无 弱 中等偏弱 中等偏强 强 极强 

实验岩样的应力敏感性评价结果如表 4，图 4，  
表 4  应力敏感的评价结果  

编号 A-1 A-2 A-3 A-4 A-5 A-6 

应力敏感

系数 Ss 0.359 0.537 0.639 0.294 0.516 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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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岩样 A-1～A-6 应力敏感评价 

实验结果表明，应力敏感系数 Ss 与拟合参数 B0 正相关（图 5）。 

 

图 5 应力敏感系数与拟合参数 B0 关系图 

3  讨论与分析 

致密砂岩的声学性质受砂岩的密度、孔隙度、孔隙结构、孔隙流体、矿物组分以及胶结程度等综

合因素的影响。在烘干的情况下，致密砂岩的声学性质取决于其孔隙结构特征和矿物类型、分布以及

产状。针对本文研究的致密砂岩岩样，由于做了烘干处理，所以当有效应力发生变化时，岩样声波速

度发生变化只有一个原因即孔隙结构发生变化，微裂缝的闭合以及岩石骨架颗粒的变形，使得声波传

播路径发生变化，同时引起岩样的渗透率发生变化。 

3.1  不同有效应力对岩石声学性质的影响 

纵波波速是反映岩石力学性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波速越高，表明介质弹性性质越强，压缩程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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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微裂隙闭合程度越高，力学强度越大。岩石在单轴受载条件下，微裂隙在有效应力变化后的变形

(闭合、张开、扩展等)是改变岩石声学性质的重要因素[19]。致密砂岩裂缝发育多尺度性，微裂缝提供

主要渗流通道，粒间孔隙连接方式以片状微-细喉道连接为主[20] 通过铸体薄片和扫描电镜分析发现

（图 6），样品 A-1 通过铸体薄片分析可清晰看到呈微波状、分叉状的微裂隙，局部可见细小粒内溶

孔。在扫描电镜下放大 150 倍可以清晰的看到粒间孔隙和颗粒。 

   

A-1 铸体薄片 A-1 放大 150 扫描电镜 

图 6  A-1 铸体薄片和扫描电镜 

致密砂岩纵波波速与有效应力之间符合公式 Vp=Vp0+DP-B0e-kP（图 7），其中 Vp0 表示的是只有骨架

和胶结物质没有孔隙时纵波在致密砂岩中的传播速度。B=B0e-KP 表示的是微裂缝对纵波速度的响应，

微裂缝的存在使得纵波速度随着有效应力呈幂指数变化，当有效应力小于 Pc 时，B 随着有效应力的

增大而减小，B 的大小反应微裂缝的闭合程度，B0 表示当有效应力为 0 时，岩样没有孔隙和裂缝时纵

波波速 V0 与实际岩样纵波波速的差值，其值反应了裂缝的发育程度。当有效应力大于 Pc 时，孔隙进

一步被压实，纵波波速变化的反应的是孔隙压缩程度，骨架颗粒及胶结物的变形程度，纵波随有效应

力线性变化。 
 

 
图 7  波速与有效应力之间的关系 

 从 A1~A6 的波速与有效应力关系图上可以看出当有效应力为 10MPa 左右时，波速与有效应力

开始呈线性变化。微裂缝在 10MPa 左右已经完全闭合，同时表现为渗透率在 0~10MPa 之间随着有效

应力增大快速减小。 

3.2  致密砂岩渗透率与波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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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砂岩的渗透率与孔隙结构有密切的联系。在含微裂缝的岩心中，对渗透率作主要贡献的是微

裂缝和喉道[21-22]，当有效应力从 0 增加到 10MPa 时，微裂缝闭合，渗透率大幅度下降（图 3）；有效

应力继续增大时，喉道开始闭合，孔隙被压实，渗透率变化不明显。 

钻井、完井及开发过程中，有效应力变化时引起储层渗透率下降的现象称为应力敏感性。目前评

价岩石应力敏感性的大小主要通过测试得到不同有效应力下的渗透率进而通过拟合得到应力敏感系

数，岩石的应力敏感系数反应了岩石整体的应力敏感性强弱，其值具有唯一性。纵波波速与有效应力

的拟合公式中 B0 的大小反映了裂缝的发育程度，同时通过实验发现，应力敏感系数 Ss与 B0 值具有很

好的正相关特性，因此可以通过 B0 值间接评价岩石应力敏感性强弱。对于致密砂岩而言，其波速与

有效应力拟合时，B0 值越大，其应力敏感性越强，岩样微裂缝发育程度越高。 

4  结论与建议 

（1）当低于临界有效应力时，致密砂岩的纵波波速随有效应力的增大呈幂指数增大，当高于临

界有效应力时纵波波速随着有效应力增大线性变化，且渗透率的变化与波速的变化具有一致性。 

（2）根据波速与有效应力的关系可以预测地层压力的大小，拟合公式中的 B0 可以用来快速评估

岩石应力敏感性。 

（3）波速与有效应力的拟合公式中，各参数的物理意义以及拟合参数 B0 的大小与应力敏感性的

大小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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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oustic response of tight sandstone under different effective stress 
 

Bai Jia-jia1, Kang Yi-li 1, You Li-jun 1, Chen Qiang2, Liang Li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 

 

Abstract: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production will cause the change of pore 

pressure, which will change the effective stress. When the effective stress increase or decrease will lead to the reservoir rock 

plastic or elastic-plastic deformation and then change propagatel behavior of compression wave in the tight sandstone. 

Through exploring compression wave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changing with effective stress to predict tight sandstone 

formation pressure and stress sensitivity using wave velocity changing with effective stress degree evalu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We measured compression wave  velocity and permeability of dry rock under different effective 

stress ,selecting the Paleozoic Permian typical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 in Ordos Bas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se 

analyses revealed that, below a critical pressure with an increase in effective pressure compression wave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representing microfracture closure.Above the critical pressure ,however, the trend was linear .representing  

pore compressed and density increase.Besides,   Permeability and wave velocity has the same response to effective 

pressure，We can take advantage of relationalship between wave velocity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ive  press to evaluate the 

stress sensitivity of tight sandstone. 

Key words：Tight sandstone; Compression wave velocity; Pore structure; Stress sensitivity; Perme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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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南地区下志留统龙马溪组页岩气储层特征研究及意义1 

 

毕  赫，李建忠，李  鹏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渝东南地区龙马溪组页岩气的勘探处于初期阶段，缺乏大量钻井、测录井等资料，前人对该区龙马溪组页岩

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次针对龙马溪组页岩中页岩气的储层特征进行深入探讨，对页岩气的成藏研究、资源评价和勘

探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次研究对 84 块样品进行了 X 衍射岩矿分析、氮气吸附实验、扫描电镜实验及脉冲

衰减实验来研究该套页岩的岩矿特征以及储层物性特征。 

渝东南龙马溪组页岩主要为粘土—粉砂级细粒沉积，其中矿物成分主要为脆性矿物，其次为粘土矿物（图 1）。

脆性矿物含量在 38.4%~86.7%之间，平均为 66.62%，其中石英含量最大，占全岩矿物含量的 17%~73.8%，平均为

43.29%，其次为长石和碳酸盐矿物；粘土矿物含量在 12.1%~56.5%之间，平均为 29.79%，以伊利石和伊蒙混层为主，

平均相对含量依次为 45.81%和 39.49%，其余为少量的绿泥石；此外还含有少量的黄铁矿、重晶石等。该套海相页

岩中的硅质沉积多为生物来源，自生石英沉淀的同时生物残体也增加了有机质的含量。 

渝东南地区龙马溪组页岩有机碳含量（TOC）变化范围较大，总体表现为下部高上部低（图 1），TOC 介于

0.22%~5.31%之间，平均为 1.78%，有机质成熟度在 1.78%~2.93%之间，处于高—过成熟阶段，在热演化过程中有机

质的不断裂解生成液态或气体烃类后，有机质内部形成了丰富的纳米级孔隙（d<0.75μm），通过氮气吸附实验发现，

该套页岩中纳米级孔隙体积为 5.57×10
-3
~2.51×10

-3
ml/g，其中中孔（2~50nm）体积约占 64.7%，而微孔（<2nm）

体积和宏孔（>50nm）体积分别约占 12.3%和 23.0%；丰富的纳米级孔隙提供了较大的孔隙比表面积，为

4.61~21.30m
2
/g，为页岩的吸附气提供赋存空间，增强了页岩的吸附能力。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发现，该套页岩微米

级孔隙（d>0.75μm）同样较为发育，包括石英粒间孔隙、长石溶蚀孔、粘土矿物晶间孔隙、黄铁矿晶间孔隙等；

这些孔隙的发育程度多受到有机酸溶蚀作用、矿物间转化等因素影响，例如蒙脱石开始向伊利石转化的过程可使储

层的孔隙度和渗透率迅速降低，而对这一过程具有控制作用的钾长石，其溶蚀与蒙脱石转化为伊利石有序化则对页

岩储层的物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此过程中生成水而产生的超压也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局部的孔隙；同时，成

岩演化以及构造作用也会导致页岩储层微裂缝较为发育，有利于改善页岩的渗透性。经统计表明，渝东南地区龙马

溪组页岩的孔隙度为 0.58%~6.24%，平均为 3.71%，渗透率在 0.0001~0.1754mD，平均为 0.017mD。 

综上可见，渝东南地区龙马溪组页岩矿物成分较为丰富，伊蒙混层等粘土矿物中发育有一定量的内表面和外表

面，为页岩气的吸附提供赋存空间，增强了页岩的吸附能力，而矿物间发育的粒间孔及晶间孔增大了页岩的孔隙度，

丰富了游离气的储集空间；该套页岩中有机质热裂解也使得该套页岩发育了较多纳米级有机质孔隙，其比表面积是

页岩总孔比表面积的主要贡献者，因此，有机质丰度越高，其中的纳米级孔隙越发育，使得页岩中比表面积更为丰

富。因此，渝东南地区龙马溪组页岩中的矿物发育、纳米级和微米级孔隙以及微裂缝为页岩气以吸附和游离状态的

赋存提供丰度的储集空间，资源潜力巨大，具有勘探开发价值。 

                                                              
作者简介：毕赫（1989-），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非常规油气藏形成与分布、盆地分析与油气资源评价科研工作.地址：北京海淀区中

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电话: 13810972752．E-mail: bihecu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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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渝东南地区页岩气井综合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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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地区龙潭组泥页岩有机孔发育特征1 

 

曹涛涛 1,2，刘光祥 1，曹清古 1，邓  模 1 

( 1.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江苏 无锡 214126； 

2.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0  引言 

我国南方古生界发育下寒武统牛蹄塘/筇竹寺组、上奥陶统五峰组—下志留统龙马溪组和上二叠

统龙潭组等三套富有机质泥页岩[1-3]，其中海相沉积的牛蹄塘组/筇竹寺组和五峰—龙马溪组的页岩气

勘探开发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突破，而海陆过渡相沉积的龙潭组泥页岩受关注比较少、研究程度

较低，制约着我国页岩气的发展和新层系的拓展。川东地区在二叠纪龙潭期沉积了一套厚度稳定、演

化程度高、含气性良好的海陆过渡相煤系泥页岩地层，具有页岩气成藏的地质条件，但由于海陆过渡

相沉积环境变化快，岩石组合类型和有机质组成比较复杂[4]，这些特征可能控制着龙潭组泥页岩有机

孔的发育特征。因而，研究龙潭组泥页岩有机孔发育特征及与沉积环境的关系对川东地区龙潭组页岩

气的勘探和有利相带的优选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根据龙潭组沉积相特征，分别对兴文红桥、邻水华蓥山、綦江赶水和利川麻山野外露头剖面新鲜

的龙潭组泥页岩进行采样分析。 

1  TOC 含量 

不同沉积相带泥页岩的有机质丰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图 1）。兴文红桥地区滨岸沼泽相泥页岩 TOC

含量介于 0.47%～12.03%，平均为 3.25%，大多数泥页岩的 TOC 含量都在 1%以上。綦江赶水潮坪泻

湖相泥页岩 TOC 含量介于 0.38%～2.16%，平均为 1.38%，两个煤样的 TOC 含量分别为 21.79%和

50.28%。邻水华蓥山浅水陆棚相泥页岩的 TOC 含量介于 1.92%～5.11%，平均含量为 3.25%，一个煤

样的 TOC 为 26.60%。利川麻山深水陆棚相泥页岩的 TOC 含量介于 3.42%～11.29%，平均为 7.66%。

从泥页岩 TOC 含量及分布规律可以看出，从“滨岸沼泽”→“潮坪泻湖”→“浅水陆棚”→“深水陆棚”，整

体上表现出 TOC 逐渐增加的趋势，至深水陆棚相具有最高的 TOC 含量。 

2  有机孔发育特征 

FE—SEM 显示兴文红桥地区滨岸沼泽相、綦江赶水地区滨岸沼泽相和邻水华蓥山地区浅水陆棚

相龙潭组泥页岩中有机质形态较为致密或受压实作用呈卷曲状分布在页岩中 (图 2a—c 和 e—f)。大多

数有机质内部基本没有孔隙出现，但会发育一些微裂隙，微裂隙的长度在几个微米，宽度在几十个纳

                                                 
基金项目：中石化科技部项目《川东地区龙潭组页岩气成藏条件研究》（编号：P15103）资助． 
作者简介：曹涛涛（1987-），男，河南商丘人，博士后，主要从事页岩储集物性及含气性方面的研究．电话：15861496187． 
     E-mail：51516535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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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不同的是滨岸沼泽相泥页岩中有机质含量较少，分布比较分散。这些有机质从形态上看，他们具

有明显的形态边界，具有明显 III 型干酪根的特征。煤中有机质含量很高，在有机质内部不发育微孔，

但会发育较多的微裂缝，这些裂缝宽几十个纳米，长几个到几十微米（图 2d）。很多微裂缝被后期

的石英或方解石充填。煤中有机质微观孔隙特征与兴文地区滨岸沼泽相和邻水华蓥山浅水陆棚相具有

很好的相似性，说明了该类型的有机质主要发育微裂缝而非微孔隙。 

  
   图 1  川东地区龙潭组泥页岩 TOC 分布特征 

Fig.1  TOC distribution of Longtan formation shales in East Sichuan Basin 

利川麻山的深水陆棚相泥页岩 FE—SEM 显示，有机质中发育大量的孔隙，每片有机质中包含成

百上千个纳米孔隙、孔隙的大小从数个纳米变化到几百个纳米，孔隙形态呈圆形、椭圆形。这种有机

孔是页岩气的重要储集空间，能为页岩提供较高的比表面积和孔体积，继而储集大量的吸附气和部分

游离气。这些有机孔与高成熟海相龙马溪组具有很好的相似性，但是与其他沉积相带的龙潭组泥页岩

的微观孔隙发育存在很大的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有机质类型及显微组成具有明显的不同。 

 
图 2  川东地区龙潭组泥页岩（a—c和 e—h）和煤（d）的有机孔发育特征 

Fig.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c pores of Longtan formation shales (a—c and e—h) and coal (d) in East Sichuan Basin 

3  有机孔发育因素探讨 

泥页岩中有机孔发育与否受成熟度、有机质类型和显微组成等因素的影响。川东地区龙潭组泥页

岩演化程度高，Ro 主体分布在 1.6%～3.0%[5]，处于主生气期。结合文献报道，在此成熟度范围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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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孔已大量发育，因而成熟度不是该区龙潭组泥页岩有机孔发育的控制因素。 

有机质类型和显微组成是有机质孔隙发育不均匀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同一块页岩中相邻的两片有

机质甚至是同一片有机质不同的部位，孔隙发育的情况差异很大[6]。说明了具有相同热史的有机质，

其孔隙发育不仅仅与成熟度有关，显微组分的不同也会造成高过成熟有机质中有机孔发育的差异。腐

泥组是孔隙发育的有利组成，最容易形成孔隙；镜质体生烃能力强且能发生较强的物理化学变化，在

热演化过程中产生的异常压力能使有机质发生破裂而微裂隙[7]，如基质镜质体会发育微裂缝；惰质组

在生烃热演化过程中而基本不发育孔隙。    

基于不同沉积相泥页岩有机孔发育的明显差异，认为有机孔的发育可能受干酪根类型和显微组成

有关，这点可以从扫描电镜中推断得出。石柱地区深水陆棚相龙潭组泥页岩干酪根 δ13C 介于

-24.43‰～-29.19‰[4]，干酪根介于 I-II2 型，主体上以 I-II1 型为主，万县深水陆棚相新场 2 井龙潭组泥

质岩有机显微组分组成中则以腐泥组+藻类组占绝对优势，其含量约占 90%，甚或更高，碳沥青含量

小于 10%，而源自陆生高等植物有机显微组分不足 1% (图 3a)，有机质类型属腐泥型。因而，深水陆

棚相泥页岩有机孔非常发育，明显与该相带以腐泥组为主的 I-II1 型干酪根易于产生有机孔有关。 

兴文地区滨岸沼泽相和华蓥山地区浅水陆棚相有机质类型以腐殖型为主[8-9]，有机质显微组成在

道真地区浅水陆棚剖面显示为镜质组+惰质组为主的特征，镜质体含量高达 48.50%，藻类体和腐泥组

含量相对较少 (图 3b)。以镜质体为主的 III 型有机质泥页岩和煤不易发育有机孔，这点通过对煤样的

观察也可明显得出。因而，生源组合的差异反映了其沉积环境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了沉积环境不仅

控制了烃源岩有机质丰度，而且还制约了烃源岩中有机显微组分构成特征，进而控制泥页岩的微观孔

隙系统和含气能力等。 

 

 

 

 

 

 

 

 
图 3  川东地区龙潭组泥页岩有机显微组成 

Fig.3  Maceral composition of Longtan formation shales in East Sichuan Basin 

4  初步结论 

通过对川东地区不同沉积相带龙潭组泥页岩有机质丰度、比表面积及有机孔发育特征及影响因素

分析，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1）不同沉积相带泥页岩有机质丰度存在较大差异。 TOC 含量从“滨岸沼泽”→“潮坪泻湖”→“浅

水陆棚”→“深水陆棚”，整体上表现出 TOC 逐渐增加的趋势； 

（2） 受沉积环境影响，不同沉积相泥页岩有机孔发育存在明显的差异。滨岸沼泽相、潮坪泻湖

碳沥青

藻类组

腐泥组 惰质组

镜质组

腐泥组

藻类组

微粒体

碳沥青

a—万县新场 井深水陆棚相2       b—道真浅水陆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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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和浅水陆棚相泥页岩和煤中有机质发育少量微裂隙，基本不发育微孔隙，可能与其主要的显微组成

为镜质体和惰质体的腐殖型有机质有关；而深水陆棚相泥页岩发育大量的有机孔，反映了以腐泥组为

主的 I-II1 型干酪根易于产生有机孔。沉积环境不仅控制了川东地区龙潭组泥页岩有机质丰度，而且还

制约了烃源岩中有机显微组分构成，进而控制了泥页岩的微观孔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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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陆相页岩微观储层特征 

 
陈斐然 1*,2，刘国恒 2，董  劲 2，陈  娟 2，杨春龙 2，冯德军 2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北京 102249） 

 

摘要：页岩气作为一种新型的天然气能源，目前越来越受到全球的重视，中国对页岩气投入的力度也进一步增大，

国内页岩气的研究一般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成熟度较高的海相页岩（Ro 普遍大于 2.0%）（邹才能等，2010；黄金亮

等，2012）。中国北部广泛分布的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及白垩系等富含有机质的湖相页岩，为中国陆相油气的主

要烃源岩（邹才能，2013），近年来作为页岩油气的目标层位逐渐受到普遍关注，但该页岩成熟度相对较低（Ro<1.5%），

其微观储层结构及含气性特征同海相页岩相比差异较大 

页岩作为一种非常规储层，具有低孔、低渗的特点，其孔径多为微纳米级别，具有一定的储集性能。大量研究

认为页岩的微观储层特征是影响页岩储层原地含气量（GIP）及后期页岩气产能的关键因素（Thomas et al，2014）。

因此，定量评价页岩的微观孔隙体积和大小分布是国内外页岩气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页岩的孔隙体积和大小分布

主要受压实作用、成熟度、矿物颗粒大小及成分的影响。页岩孔隙大小分布可以通过氩离子抛光—场发射扫描电镜

（FIB-SEM）实验进行直接观察，孔隙体积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有岩心压汞实验（MICP）及气体吸附的方法。 

本文研究样品主要来自于鄂尔多斯东南部下寺湾地区，为三叠系延长组长 7段陆相页岩。通过对页岩样品进行

亚离子抛光及扫描电镜观察，结果显示研究区页岩发育类型主要以矿物基质粒间孔及粒内孔为主，有机质孔基本不

发育，有机质边缘与粘土基质接触部位出现大量溶蚀孔隙（图 1ABCE）。该类溶蚀孔隙主要是不稳定矿物在有机酸作

用下发生溶蚀而形成的，孔隙大小范围在几纳米至几百纳米，为该区页岩储层中主要发育的微观孔隙类型。 

 

 
图 1  页岩微观孔隙特征 

                                                 
作者简介：陈斐然（1988-），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油气地球化学及成藏分布方面研究工作．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20 号院．电话：010-83595869．E-mail：feiran_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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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间孔主要发育在长石、石英或黄铁矿等矿物颗粒接触部位（图 1DF），孔隙形态多为不规则状，簇丛状黄铁矿

颗粒间孔隙以近椭圆形孔隙为主，粒间孔孔隙直径范围在几百纳米至几微米，为该区页岩储层中孔隙直径较大的微

观孔隙类型。初步分析认为，不规则粒间孔隙是岩石矿物颗粒在受成岩作用压实胶结后剩余的空间产物。另外，粘

土矿物层间粒内孔在研究区广泛发育（图 1E），孔隙宽度范围在几纳米至几百纳米，多为狭缝型，主要由蒙脱石向

伊利石转化脱出层间水，导致层间塌陷形成粒内孔。由于研究区构造变形平缓，导致由构造运动产生的裂缝并不发

育，少量微观裂缝主要来源于成岩作用，经常沿水平纹层或条带型岩性转换区出现，另外在扫描电镜观察中常见由

页岩干燥脱水引发的裂缝（图 1BC）。低压 N2 吸附实验（比表面积分析）可以定量描述孔径大小分布及其孔体积贡

献量。比表面积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长 7段页岩孔隙直径在 3-5nm 处出现峰值（图 2），表明该孔径范围内孔隙发育

量大，增加了页岩比表面积及页岩气吸附点位，对页岩气体吸附具有重要意义。但该类孔隙直径较小（3-5nm），在

场发射扫描电镜观测中较难识别（图 1C），需借助气体吸脱附实验进行定量分析。孔径大于 10nm 的孔隙对页岩孔隙

体积贡献量大，为页岩储层提供了主要的油气储集空间。 

 

 

 

 

 

 

 

 

 

 

 
图 2  页岩氮气吸附法孔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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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05 
川东北须家河组致密储层微裂缝的定量分析及应用 

 

冯晓明1 

（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摘要：针对川东北须家河组致密砂岩储层微裂缝的类型、特征及分布进行研究。根据大量微观薄片观测，微裂缝分

布差异性较大，马路背构造的挤压扭动作用力大，特殊沉积环境下形成的石英砂岩在成岩过程中形成大量原生微裂

缝，微裂缝发育程度远高于其它须家河气藏。通过微裂缝的定量分析，马路背须二气藏地下微裂缝平均孔隙度

0.38%-0.45%，地下平均渗透率 2.9mD -4.2mD，用数据证实微裂缝的高密度发育形成以裂缝为主的孔隙型储层，微

裂缝系统所起到的渗流作用使储层获得较高产能，其提供的储集空间使储层获得相对稳产。同时首次提出多因子微

裂缝综合定量评价新方法，按相关性的高低，确定加权因子，达到对储层微裂缝发育程度的准确评价。 

关键字：川东北须家河；致密储层；微裂缝；定量分析 

 

0  引言 
川东北须家河组气藏主要包括元坝及马路背须家河气藏，元坝须三气藏及马路背须二气藏是其中

试采效果较好的气藏，其构造位置相邻。同属低孔低渗致密砂岩储集层，元坝须三段储集层平均孔隙

度 1.99% ，渗透率 0.033mD，马路背须二段储集层平均孔隙度 2.09% ，渗透率仅为 0.030mD，前期

研究成果其储集空间以粒间溶孔、粒内溶孔为主，次为微裂缝。从各井试采结果看差异较大，少数井

具有相对高产稳产的试采特征，但其溶孔发育相对有限，微裂缝的发育是不是导致同样储层条件下产

能差异的主要因素？  
1  微裂缝的发育特征 

低渗透砂岩储层裂缝分为宏观裂缝、微观裂缝两种。微裂缝张开度绝大多数小于 20μm，其必须

借助于显微镜测量，无法用测井、地震等常规手段所识别，往往容易被忽视。 

通过对元坝西须三、须二段及马路背须二段储层 323 块薄片的观测，发现储层所发育的微裂缝以

穿粒缝为主，次为粒内缝、粒缘缝。 

穿粒缝规模较大，延伸较长，不受矿物颗粒限制，开度多为 5μm -20μm(如图 1)，多数表现为穿

越数颗矿物颗粒，同时容易受到溶蚀，溶蚀后开度增大。穿粒缝的成因主要与构造裂缝有关的裂缝，

方向性明显，部分被沥青、方解石充填。其次为成岩裂缝主要发育在岩性界面上。 

粒内缝(如图 2)主要发育为石英的裂纹缝，开度及长度小，开度小于 10μm。主要由于成岩作用及

后期构造挤压作用形成。 

据薄片微裂缝统计，马路背须二气藏微裂缝被充填者极少，多为未充填有效缝；而元坝须三气藏

多见全充填，占发育微裂缝薄片数的 68%，充填矿物为沥青或碳质。从 YB101-1 薄片中看出前期为

                                                              
作者简介：冯晓明(1981- )，男，陕西西安人，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油气藏储层评价研究．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南区）吉

泰路 688 号．电话：15982813399．E-mail：fxmdo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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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高压作用下的纤维状方解石充填；后期为原油裂解后的沥青充填。显而易见穿粒缝及未充填的微

裂缝对储集层改造最为有利。 
 

 

 

 

 

 

 

 

 

 

图 1 M101 3230-3231(100X)石英砂岩 穿粒缝               图 2  M101 3157-3158(100X) 粒内缝 

Fig.1  M101 3230-3231(100X) quartz sandstone     Fig.2  M101 3157-3158(100X) intragranular seam 

wear particle seam 

2  微裂缝的分布规律与成因机理 
根据 15 口井 323 多块薄片观测，本区粒内缝发育较少，主要在 M103 井须二段的石英砂岩较发

育（每个样本 3-6 条），在元坝须三、须二不发育（图 3），且粒内缝和粒缘缝规模小，对储层的渗流

作用小，因此这里主要是统计和分析了穿粒缝的分布及其参数特征。统计结果表明(表 1)，微裂缝在

不同构造不同岩性分布差异较大，马路背须二穿粒缝平均面密度（0.63mm/mm2）；远高于元坝须三

（0.09mm/mm2）及元坝须二（0.13mm/mm2）。 

 

 

 

 

 

 
图 3  川东北须家河组致密储层发育微裂缝统计 

Fig.3  A statistical map of tight reservoir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ern Sichuan 

马路背须二气藏较元坝须三、须二气藏微裂缝发育程度大的多，分析认为该区微裂缝的形成发育

受多因素控制，主要受构造作用和岩性因素的控制。 

构造裂缝是受构造应力作用下的产物，裂缝发育规模、范围受构造变形强度控制，构造变形越大，

裂缝越发育，其既包括宏观裂缝也包括微裂缝。马路背区块位于大型北东向鼻状隆起-通南巴背斜构

造带的中段，是深浅层断褶活动强烈部位，构造的挤压扭动十分明显，断褶活动较强，带内断裂十分

发育，解释断层达 260 余条，密度 0.81 条/ km2，元坝地区构造相对较为平缓，共解释断层 211 条密

度 0.09 条/ km2，断层的发育规律与宏观裂缝及微裂缝的发育有密切联系。 

其次为岩性的控制，在相同的应力环境中不同岩性的破裂程度也各不相同，M101 井须二下亚段

储层为一套纯的石英砂岩，其石英含量高达 95%，M103 须二上储层为岩屑石英砂岩。该套高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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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砂岩分布较局限，是在须家河组广泛发育的三角洲沉积体系下的特殊沉积环境所形成，是湖泛（或

海泛）早期沉积的滩坝砂体。 

通过石英颗粒内部所形成微观裂缝与物源岩性有关。元坝须三、须二储层中的中～细粒钙屑砂岩、

细～中粒岩屑砂岩，脆性相对差，形成微裂缝的数量少。而砾岩、砂砾岩储层，虽脆性大，但其没有

石英颗粒内的原生微裂缝，所以其产生的微裂缝开度大、密度小。 
表 1 元坝须二、须三及马路背须二气藏薄片微裂缝统计表 

Table 1  A statistical table of thin section microfractures for T3x2 and T3x3 in Yuanba and T3x2 in Malubei 

井号 
层

位 
薄片井段 

总薄

片数 

无裂

缝薄

片数 

充填

裂缝

薄片

数 

未充

填裂

缝薄

片数 

穿粒

缝条

数 

试采产

量（万方

/天） 

YB6 
须

二 

4563-4595 13 12 / 1 1   
YB22 4402-4418 10 8 / 2 2   
YB7 3737-3743.5 6 4 / 2 3   
YB11 

须

三 

4345.98-4372.08 14 14 / / /   
YB101-1H 4822.07-4834.7 44 42 2 / /   

YB221 4320-4347 26 24 2 / /   
YB224 4203-4361 28 26 2 / / 1 

YL7 3460-3470 12 8 2 1 1 4.3 
YL8 3782-3801 11 8 1 1 1   
YL9 4164-4210 13 10 1 1 1   
YL10 4144-4155 12 12 / / /   

YL12 
4314.5-4315 2 1 1 / /   
4364-4408 20 17 2 1 1 7.2 

YL20 4136.68-4149.62 15 15 / / /   
YL702 4410-4452.82 17 9 4 4 10 1.2 

M101 须

二 

3117-3170 14 6 / 8 28   
3220-3242 13 5 / 8 36 9.2 

M103 2904-3014 53 38 / 15 73 11.5 

3  微裂缝的定量计算 
通过对微裂缝的实测参数，来计算微裂缝的孔隙度和渗透率，以定量计算的结果，评价该特低渗

透砂岩储层的储集性和渗流性，力求做到对储层由定性评价到定量评价。 

微裂缝的实测参数主要为裂缝的开度（e）、裂缝的长度（l）、薄片面积（S），对不规则的岩片面

积，用厘米格透明纸或求积仪求的；选择低倍物镜测量裂缝的长度；选择高倍物镜测量裂缝的开度，

同一裂缝的开度可能发生变化，对于同一裂缝，测量多个开度值，取其平均值，对于随机分布的薄片，

所测量裂缝的真实开度与实测的视开度之间的经验修正值为 2/π（E.M.Cmexoba.1982)。 

通过测算马路背须二气藏穿粒缝的真实开度主要分布在 1.3μm -4.6μm 之间（如图 4），占 81.8%，

峰值为 2.5μm -4.5μm，占 68.6%，平均值 3.4μm；元坝须三段数据点仅有 11 个，砾岩储层微裂缝开度

在 3.8μm -27.3μm，平均 16.1μm，远高于其他岩性储层，细中粒钙屑砂岩（YB9 井）微裂缝开度在

3.2μm；元坝须二段数据点仅有 2 个，中粒岩屑石英砂岩微裂缝开度在 3.2μm -12.7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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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微裂缝的孔隙度公式采用： 

φf=
∑              (公式 1) 

计算微裂缝的渗透率公式采用： 

Kf 微=C              (公式 2) 
式中 e－微裂缝宽度；l—微裂缝长度；S－薄片面积；n－微裂缝条数； 

     C－薄片上微裂缝的分布情况不同，其 C 值的选择不同，本文取随机分布的裂缝系数 1.7×10－6 

    该方法最早由前苏联地质勘探科学研究院提出，后经 E.M.Cmexoba 等人研究验证，认为具有足够

的精度。 

根据公式计算马路背须二气藏微裂缝孔隙度 0.04%-0.84%,平均 0.27%，峰值为 0.1%-0.4%，占 55.3%，

微裂缝渗透率 0.01 mD -32.37mD，平均 4.31 mD，大于 1 mD，占 71.9%，元坝须三砾岩储层微裂缝

的孔隙度 0.01-0.53%，渗透率 0.15-336.5mD，计算出渗透率远高其他储层，主要原因须三样品点少，

砾岩微裂缝开度远大于其他岩性储层。元坝须三钙屑砂岩储层微裂缝的孔隙度 0.04%，渗透率 0.38mD

（图 4）。 
 

 

 

 

 

 

 

 

 

图 4  微裂缝开度、孔隙度、渗透率分布直方图 

Fig.4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opening,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for microfractures 

4  微裂缝对储层的影响 
薄片上实测的微裂缝开度和间距是它们在地面减压之后的值，其值要比开度地下真实值大，元坝

地区未做密闭取心，借鉴王发长对巴喀油田的研究成果，地下微裂缝孔隙度减小幅度 8％，渗透率降

低 46％。马路背须二气藏下亚段微裂缝发育段（井深 3229-3233m）地下微裂缝平均孔隙度 0.45%，

平均渗透率 4.2mD，上亚段微裂缝发育段（井深 2906-2910m）地下微裂缝平均孔隙度 0.38%，平均

渗透率 2.9mD（表 2）。 

对比马路背须二储层平均孔隙度 2.09%、渗透率 0.03 mD。微裂缝既是低渗透砂岩储层的重要储

集空间，也起到较好渗流作用。微裂缝孔隙度、渗透率的高值区（如图 5）具有高值互相叠合的规律，

极有可能就是产能主要贡献层，微裂缝的发育极大地改善了储层的性能，扩大了渗流半径，增加单井

控制储量（与试井结果相映证）。故庞大的微裂缝系统所起到的良好渗流作用使单井获得较高产能，

其为储集层提供的储集空间使致密储集层获得相对稳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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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微裂缝发育段地下孔渗值与储集层基质孔渗对比表 

Table 2  Comparison of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in microfractures development section and matrix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in reservoir 

 

 

 

 

 
5  微裂缝发育程度的评价方法 

通过对川东北须家河组致密储层的大量薄片观察及定量分析，其微裂缝的发育程度差别极大，马

路背须二气藏较元坝须三、须二气藏微裂缝发育程度大的多，砾岩微裂缝开度大，算出的裂缝孔渗值

异常大，但实际密度小，同时微裂缝的形成发育受多因素控制。为了做到对一个研究区微裂缝的综合

评价，首次提出多因子微裂缝综合定量评价新方法，按相关性的高低，确定加权因子，达到对储层微

裂缝发育程度的准确评价。具体评价思路：（1）首先筛选出反映微裂缝发育程度的因素，其中有发育

微裂缝的储层厚度-D；发育微裂缝的薄片数占该区总薄片数的百分比-α；微裂缝的面密度- Smf；微裂

缝的孔隙度-φf；微裂缝的渗透率- Kf。（2）基于各种因素对微裂缝的发育程度影响不同，根据其影响

级别，分别赋予相应的加权因子（X1、X2、X3、X4、X5）。（3）各影响因素的值乘以其所赋予的加权

因子，各项评价得分之和为该地区该层位的微裂缝发育程度的综合指数，综合评价指数越高说明该区

该层位微裂缝越发育。 

 

 

 

 

 

 

 

 

 
图 5  马路背须二气藏微裂缝发育段孔渗值与产能关系图 

Fig.5  Relation graph of porosity & perme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of microfractures for T3x2 in Malubei 

Zf=D1X1+α2X2+SmfX3+φfX4+KfX5                 (公式 3) 
根据大量薄片的观察及微裂缝定量分析的结果，初步确定微裂缝综合评价指数Zf＞20为高值区，

代表微裂缝发育区域； 5＜Zf＜20 表示微裂缝较发育； Zf＜5 表示微裂缝不发育，从而进行微裂缝

平面分布的预测评价。 

井号  
平均孔隙

度（％） 
地下孔隙度

（％） 
与总孔隙比

值（％） 
平均渗透率

（mD） 
地下渗透率

（mD） 
与基质渗透

率比值（倍） 

M101 井 0.49 0.45 22 7.7 4.2 127 
M103 井 0.41 0.38 19.6 5.4 2.9 88 



冯晓明：川东北须家河组致密储层微裂缝的定量分析及应用 

446 
 

 
表 3  微裂缝发育程度综合评价参数表 

Table 3  Parameters list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or microfractures development degree 

 

  
总薄

片数 

有效缝

薄片数 

占总薄

片％ 

占该区总

薄片％ 

每块薄

片微裂

缝数 

面密度

mm/mm2  

孔隙度

（％） 

渗透率

（mD） 
Zf 

马路背须

二 
80 31 10 39 1.7 0.63 0.27 4.31 21.3 

元坝须三 214 8 3 4 0.07 0.09 0.18 71.25 5.1 

元坝须二 29 5 2 17 0.21 0.13 0.04 0.38 6.6 

6  结论 
（1）川东北须家河组致密储层发育微裂缝以穿粒缝为主，次为粒内缝、粒缘缝，其形成发育主要

受构造作用和岩性因素的控制。马路背须二气藏构造的挤压扭动作用力大，岩性质纯性脆，加之石英

砂岩成岩过程中所形成的高密度原生微裂缝，其微裂缝发育程度远高于川东北须家河组其它储层。 

   （2）通过微裂缝的定量分析，马路背须二气藏微裂缝发育段地下裂缝平均孔隙度 0.38-0.45%，地

下平均渗透率 2.9-4.2mD，微裂缝孔隙度、渗透率的高值区互相叠合。用数据证实微裂缝的高密度发

育改善了储层整体性能，增加单井控制储量，形成以裂缝为主的孔隙型储层，庞大的微裂缝系统所起

到的渗流作用使储层获得较高产能，其提供的储集空间使储层获得相对稳产。 

（3）首次提出多因子微裂缝综合定量评价新方法，按相关性的高低，确定加权因子，达到对储层

微裂缝发育程度的准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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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icrofractures in Tight Reservoirs for Xujiahe 
Formation, Northeastern Sichuan 

 

Feng Xiaoming  

(Exploration & Production Institute of Southwest Petroleum Branch Company, SINOPEC,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study on microfracture type, features and its distribution of tight sandstone reservoir for 

Xujiahe Formation in northeastern Sichuan. Based on a lot of microscopic thin section observation,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in microfracture distribution and twisting force is big in Malubei structure. A large number of microfractures formed during 

diagenesis in the special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microfracture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gas reservoirs. Through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icrofractures, the average porosity for underground 

microfractures of T3x2 in Malubei is 0.38%-0.45%, the average permeability is 2.9mD -4.2mD. It is confirmed by the data 

that high density of microfractures formed pore type reservoir with lots of fractures. The seepage effect of the microfracture 

system makes reservoir get a higher productivity, and the reservoir space provided by the system can make the reservoir 

obtain relatively stable yield. At the same time, a new method for comprehentively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multi-factor 

microfractures is proposed, and the weighting factors a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It can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microfractures in reservoir. 

Key words: Xujiahe Formation in northeastern Sichuan; Tight reservoir; Microfracture; Quantit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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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06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探区中生界页岩气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类型 

 

冯子齐1，刘  丹 1，刘  策 1，谭  聪 2，贾  鹏 1，陈斐然 1，李  鹏 1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00083） 

 

摘要：延长探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近年来天然气勘探不断取得突破，在下寺湾地区发育中生界延长组和上

古生界多套富有机质泥页岩层，并在多个层段钻获常规工业气流。但现阶段国内外对陆相页岩气地球化学特征的研

究都非常薄弱，相关研究成果鲜有发表。 

通过收集中生界延长组页岩气生产井的井口气，进行组分，碳、氢同位素和轻烃的分析，研究其地球化学特征，

可知：长 7 段页岩气烷烃气平均含量高达 99.26%，其中甲烷含量 77.94%~91.68%，天然气湿度介于 7.78%~20.69%，

显示出湿气特征；非烃气体主要是少量的 N2和 CO2。页岩气主要来自于陆相腐泥型烃源岩，且在 Chung（1978）的

图版上（图 3）表现为较好的线性，没有生物气或下部煤成气的混入，显示为同源同期成藏的特征，其中 δ
13
C1值

-53.4‰~-46.3‰，δ
13
C2值-39.5‰~-36.7‰，明显轻于油型气乙烷的判别标准-29‰，为典型油型气；延长组页岩

气轻烃富含正构烷烃，含量均>30%，异构烷烃的含量均<40%，在 C6-C7的化合物中，页岩气芳烃含量<2.5%。延长组

页岩气 δ
13
CCO2值-22.7‰~-17.7‰，山西组页岩气 δ

13
CCO2值-10.5‰和-11.6‰，有机成因的 CO2一般 δ

13
CCO2<-10‰，

无机成因 CO2一般 δ
13
CCO2>-8‰，应为有机成因。 

根据油型气的生成途径可以分为干酪根直接降解和原油（聚集型原油和分散可溶有机质）裂解2种，由于在干

酪根裂解和原油裂解过程中，C1/C2值和C2/C3值随演化程度升高具有不同的演化趋势，Lorant等通过不同类型模拟实

验进一步提出(δ
13
C2—δ

13
C3)—C2/C3判别图，并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由图6可知，由C2/C3升高的方向来看，

北部上古生界天然气为偏向开放体系的原油裂解气，延长组页岩处于成熟阶段封闭体系下的产气过程。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Wang Xiangzeng, Zhang Jinchuan, Cao Jinzhou, et al.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evaluation of continental shale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Chang 7 of Mesozoic Yanchang Formation in Zhiluo- Xiasiwan area[J]. Earth Science Frontier, 

2012, 19(2): 192-197[王香增, 张金川, 曹金舟, 等. 陆相页岩气资源评价初探：以延长直罗—下寺湾区中生界长 7 段

为例[J]. 地学前缘, 2012, 19(2): 192-197] 

[2] Dai J X, Ni Y Y, Zou C N, et al. Stable carbon isotopes of alkane gases from the Xujiahe coal measures and implication 

for gas-source correlation in the Sichuan Basin, SW China[J]. Organic Geochemistry, 2009, 40(5): 638-646. 

[3]Gang Wenzhe, Gao Gang, Hao Shisheng, et al. Carbon isotope of ethane applied in the analyses of genetic types of 

natural gas[J]. Petroleum Geology & Experiment, 1997, 19(2): 164-167[刚文哲, 高岗, 郝石生, 等. 论乙烷碳同位素在

天然气成因类型研究中的应用[J]. 石油实验地质, 1997, 19(2): 164-167] 

                                                              
基金项目: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煤成气地球化学与成藏机制规律研究”项目（编号：2014B-0608）；中国科学院“中国页岩

气发展战略对策建议”咨询项目(编号：2014-2015)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冯子齐（1988-），男，陕西延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天然气地质学与地球化学方面的研究．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

院路 20 号院．电话：18810553540，010-83592209．E-mail：ziqi0314@163.com． 



冯子齐等：鄂尔多斯盆地延长探区中生界页岩气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类型 

450 
 

[4] Hu Guoyi, Li Jian, Li Jin, et al. A discussion on discrimination of natural gas’ source by light hydrocarbon. Science in 

China(Series D:Earth Sciences), 2007, 37(S2): 111-117[胡国艺, 李剑, 李谨, 等. 判识天然气成因的轻烃指标探讨[J]. 

中国科学 D 辑:地球科学, 2007, 37(增刊 II): 111-117] 

 

图3  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天然气正构烷烃碳数n的倒数（1/n）与δ13Cn关系 

Fig.3  Hydrocarbon component 1/n versus δ13Cn plot of natural gas in the eastern of Ordos Basin  

 
图4  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天然气δ13C1—δ13C2—δ13C3鉴别图版 

Fig.4  Plot of δ13C1-δ13C2-δ13C3 of the natural ga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Ordos basin 

 
图6  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天然气(δ13C2-δ13C3)—C2/C3关系(底图据Lorant (1998)) 

Fig.6  The correlation diagram of (δ13C2—δ13C3)—C2/C3 in natural gas in the eastern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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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波形指示反演技术在薄储层预测中的应用 
  

顾  雯1，郑  虹 1 ，章  雄 1，张洞君 1，罗  晶 1，赵海山 2  

（1.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地球物理勘探公司，四川 成都 610213； 

2.北京中恒利华石油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薄储层预测精度是目前制约油气勘探开发的热点问题。要实现薄层精确预测，关键在于如何井震结合、拓宽

频带，获得合理的高频成分。传统的反演技术主要通过确定性或随机性模拟建立宽频模型，其高频成分主要来自于

井，没有体现地震的横向约束。地震波形特征指示反演技术充分利用地震波形横向变化信息，代替传统变差函数，

进行高频成分的模拟，对井的分布要求低，比传统方法确定性更强。在准噶尔盆地 B 地区薄层砂岩气藏中应用，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为评价-开发阶段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基础。 

关键词：薄储层预测；变差函数；宽频模型；波形特征指示反演   

 

0  引言 

陆相盆地普遍发育薄互层沉积，薄储层的高精度预测一直是储层研究的难点。随着油气勘探开发

工作的不断深入，提高薄储层的预测精度逐渐成为油气发现的关键技术。到目前为止，地震反演是唯

一的储层定量预测手段。基于稀疏脉冲等确定性反演技术受地震分辨率及带限子波的限制，分辨率低、

多解性强，无法应用于薄储层预测，近几年逐渐被地质统计学随机反演所代替。基于协克里金、序贯

高斯、模拟退火等地质统计学算法的随机反演，其本质是利用储层参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实现测井资

料内插，获得一组等概率的储层参数模型。该方法虽然能够突破地震分辨率限制，实现薄储层的随机

模拟，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对先验模型的依赖比较严重，变差函数的确定人为因素较强，而且普遍

存在对井数和井位分布要求高、随机性强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尝试应用一种新的反演方法，

利用地震波形特征约束井间储层的模拟，减少随机性，提高适用性，在准噶尔盆地 B 地区沙二段油

气层进行了实际应用，取得了良好的地质效果。 

1  地震波形指示反演基本原理 

 “地震波形指示反演”简称 SMI(Seismic Modeling Inversion)，是在传统地质统计学反演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一种新的高精度反演方法，其主要思想是将地震波形的薄层调谐特征作为判别、优化反射系

数结构的控制条件，模拟砂体纵向分布，真正把地震的横向高分辨率和井的纵向高分辨率相结合，实

现井震联合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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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变差函数优选统计样本示意 

基于褶积理论的正演实践表明，地震波的调谐特征与反射系数结构和分布具有密切的关系，反射

系数的垂向分布，包括反射系数的间距、大小、个数决定了地震波形调谐样式。在相似的地质条件下，

反射波波形与反射系数结构可形成良好的匹配关系，可以根据波形的调谐特征优化反射系数的分布。       

“地震波形指示反演”基本思想在等时格架约束下，利用地震波形的横向变化代替变差函数来表征

储层的空间变异性（图 1）。在贝叶斯框架下，优选相似性高、空间距离近的井作为有效统计样本建

立初始模型，进行高分辨率井震联合模拟，实现地震波形约束下的井间储层预测，使反演的纵、横向

精度同时提高。由于地震数据空间分布密集，而且其波形特征与沉积环境关系密切，因此利用地震波

形横向变化特征代替变差函数来表征储层空间分布规律，无疑能更好地体现沉积要素的影响，实现相

控随机反演。图 2（a）表示在对未知道井进行随机模拟时，传统变差函数是根据所有井统计出的变

程优选统计样本进行模拟，考虑的是空间变异程度，和距离相关；图 2（b）表示按照波形指示模拟

是根据波形相似性和距离两个因素优选统计样本，充分利用了地震波形的横向变化信息。 

 

 

 

 

 

 

 

 

 
a 按照变差函数变程优选统计样本      b 按照地震波形相似性优选统计样本 

图 2  统计样本优选示意图 

SMI 反演在优选统计样本时采用波形比较的方法，具体流程如下： 

（1）利用地震解释层位建立等时格架模型； 

（2）将预测的地震波形与所有已钻井井旁道波形在等时格架下进行对比，优选出波形 相似的若干

井作为模拟样本，利用其测井曲线构建初始阻抗模型； 

（3）统计样本井的垂向阻抗特征，利用分频的方法不断滤除高频段信息并在样本间进行对比，统计

不同方向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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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共性结构特征，保留确定性频带成分； 

（4）以地震中频阻抗为标准，在贝叶斯框架下将初始模型的高频成分进行优化，并与地震阻抗进行

粗化对比，符合的模拟解予以保留，不符合的淘汰，通过反复随机模拟，确保随机解的中频与地震一

致，同时保留各样本的确定性结构成分； 

（5）输出反演结果，可以输出平均期望解，也可以输出若干随机解。 

需要指出的是，地震波形指示反演过程中不是将地震按照波形特征进行分类，因为分类依据和

标准难以确定，而是利用已知样本井的地震波形为标准，参照波形相似性和空间距离两个因素，在保

证样本结构特征一致性的基础上按照分布距离对样本排序，从而使反演结果在空间上体现了沉积相带

的约束，平面上更符合沉积规律和特点。所以理论上来讲，样本井越多，反演结果越可靠。从目前的

反演实践来看，一般 100 平方千米的工区内有 5 口以上的井即可获得较好的效果，而且不严格要求井

位均匀分布。 

2  应用实例 

准噶尔盆地南缘中段 B 背斜新近系沙湾组时期发育三角洲

前缘相沉积，优质砂体集中在沙二顶部，储层物性较好，在所

钻各井上均见到不同程度油气显示，储盖组合横向比较稳定，

是目前重点关注的含油气层段。 

从岩性上看，沙二段埋深在 3000 米以下，顶部泥岩比较发

育，砂岩厚度较薄，平均单层厚度 5-10 米， 横向变化较快。

垂向上储层呈现典型的“泥包砂”结构特征，测井伽马曲线发育

钟形、箱状、漏斗形（图 3），地震反射以波状、透镜状为特点，

同相轴分散交叉现象明显，振幅强度差异大。                                    

图 3  伽马曲线 

                                                

3.1 地震响应特征 

（1）模型正演 

从测井曲线分析看，沙二段砂岩速度低于泥岩速度，因此在砂岩底界与泥岩接触面会出现强峰反

射。而砂岩底界反射会随着砂岩厚度变化而变化。设计一个“泥包砂”模型，砂岩厚度从 10m 至 50m，

地震主频在 20Hz 左右，用 20Hz 雷克子波做正演（图 4）。结果表明，无论砂岩厚度是 10m 还是 50m，

其砂岩底界均为波峰的反射特征。从模型正演结果还可以看出，当砂岩厚度小于 4/ （40m）时， 砂

岩底界的反射振幅强度随砂岩厚度的增强而增强；当砂岩厚度等于 4/ （40m）时，调谐振幅达到

大值。砂岩厚度在 20~40m 时，砂岩顶、底能分辨；当砂岩厚度<10m 时，虽然砂岩有强峰反射，

但是其砂岩顶、底界面不准确；当砂岩厚度大于 4/ （40m）时，振幅随砂厚增加呈非线性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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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模型正演 

（2）层位精细标定 

要确定沙湾组砂岩的地震响应特征，首先对层位进行精细标定。图 5 为 A5 井的标定情况，合成

道与井旁道对应，标定情况较好，T1 底界及 T4 底界在地震剖面上均表现为波峰或半波峰反射特征。

砂岩底界表现为较强波峰反射。 

 

 

 

                    

 

 

 

  

 

 

 

 
图 5  A5 井层位精细标定 

（3）地震响应特征 

在层位精细标定的基础上，分析沙湾组砂岩在地震剖面上的响应特征。图 6 为过 A6、A5、A7、

A4 及 A001 的连井地震剖面。从图中可以看出，沙二顶部砂岩底界位于 T1 向下第二个波峰处，从整

个连井剖面段来讲，该段砂岩反射在剖面上较为连续，横向上可对比追踪，但能量时强时弱。其振幅

强弱随着沙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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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连井地震响应特征 

3.2  地震波形指示反演效果分析 

从前面对沙湾组砂岩的地质和地球物理响应特征分析中可知，沙湾组二段为砂泥岩互层，砂岩为

高速泥岩背景下的低速，基于砂岩的这种测井响应特征，可以通过速度反演区分砂泥岩。 

利用地震波形指示的方法进行了沙二段波速度反演，通过过主体构造 A7 井反演剖面分析（图 7），

图中红黄暖色调代表低速，绿蓝等冷色调代表高速，沙湾组反演剖面纵向上大套地层速度结构合理，

砂岩低速异常较为突出，沙二顶部砂岩表现为一相对较低速条带（红色-黄色），反演结果垂向上充

分利用了测井信息，分辨率远高于地震，在目的层段能够有效反映沙二段 4 米以上的的薄层，在横向

上，低阻抗层的展布受地震波形横向变化的影响，表明该方法能够充分利用地震、测井信息，有效提

高了井间薄储层预测能力，很好地刻画了含气薄层砂岩的边界。  

 

 

 

 

 

 

 

 

 

 

 
图 7  过 A7 井波形指示反演剖面 

 

本次砂体厚度采用地震波形特征指示反演结果，利用砂岩速度门槛值提取，分析各井速度反演结

果，建立砂岩速度地震响应模式为速度小于 3600m/s。从前面的反演得到的过井剖面看，反演井旁道



顾雯等：地震波形指示反演技术在薄储层预测中的应用 

456 
 

与测井曲线吻合较好（图 8）。表 3-1-1 为工区几口井的预测成果。工区内 5 口井参与反演，构造主

体井分布较均匀，预测成果可靠。 
表 3-1-2 沙二段砂体预测成果分析表 

井名 
沙二顶部砂体预测厚

度（m） 
沙二顶部砂体实钻厚

度（m） 
A6 井 5-10 8 
A5 井 25-30 25 
A7 井 5-10 10 
A4 井 15-20 21 

A001 井 20-25 18 
  

 

 

 

 

 

 

 

 

 

 

 

 

图 8  B 地区波形指示反演连井剖面 

4  结论与认识 

（1）传统薄层反演井间薄储层预测主要应用地质统计学随机模拟技术，要求井数较多且分布均

匀，反演结果随机性较强，在实际应用中受到局限；采用地震波形特征指示反演技术能够较好地克服

井数和井位分布的影响，获得高分辨率反演结果。 

（2）地震波形指示反演在垂向上主要依靠测井信息提高纵向分辨率，横向上利用地震波形变化

模拟井间砂体组合样式的变化，体现了地震横向密集的优势，比变差函数更合理，且更好地体现了沉

积地质规律； 

（3）反演实践表明，对于砂泥岩薄储层油气层砂体，利用井震结合反演能够精细刻画砂体分布

范围，为薄油气层砂体的定量预测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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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in reservoir prediction in seismic modeling inversion technology 
 

Gu Wen, Zheng Hong, Zhang Xiong, Zhang Dong-jun, Luo Jing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Company,Chuanqing Drilling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Petro China, Chengdu 

610213,China) 

 

Abstract: Thin reservoir prediction accuracy is the hot problem in th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key 

lies in how to combined well, broaden the band and get the reasonable high frequency components in order to achieve a thin 

layer a or and accurately predict. The traditional inversion technique is mainly through the deterministic or stochastic 

simulation and set up broadband model ,the high frequency component mainly comes from the well, did not reflect the 

lateral constraint of the seismic. Seismic modeling inversion instead of traditional variation function, simulates of the high 

frequency components,makes full use of the change of lateral seismic waveform information. It’s stronger than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in certainty,and lower requirements of well distribution.It’s has good application of thin sandstone gas 

reservoir prediction in in junggar basin B area,  provides the reliable data basis for eval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phase. 

Key words: Thin reservoir prediction; Variation function; High frequency model; Seismic modeling i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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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08 

煤层气地球物理预测方法研究1 
 

郭晓龙，李  璇，代春萌，边海军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清洁能源需求的持续增长，我国能源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我国煤层气资源分

布广泛，加速煤层气的勘探开发，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同时符合中石油的新能源战略。由于煤层气与常规天然

气的最大差别是以吸附状态赋存于煤层孔隙内表面，具有独特的成藏分布特征和主控因素，因此相对于常规天然气

勘探而言，对煤层气储层预测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煤层气的岩石物理基础研究更是寻找预测方法的着手点和立

足点。本文通过对 12 口不同煤阶的井，分析了不同煤岩和煤质的组分与地球物理参数的相互关系，确定了影响煤

层气储层地震参数和吨煤含气量的主要因素，提出了预测吨煤含气量的地震敏感属性和预测方法。1、首次分析了不

同煤岩和煤质条件下，显微组分、灰分含量、吨煤含气量和地球区里参数的相互关系，说明不同煤岩对主要地球物

理参数密度和纵波速度影响较小，利于用地球物理参数预测煤层气。 而煤质对地球物理参数密度的影响比较大，对

纵波速度影响较小，对低灰分煤（含量小于 20%）利于用地球物理参数预测煤层气。2、根据模量属性对吨煤含气量

检测比较敏感，同时在密度和纵波速度两个属性中，密度明显优于纵波速度的特点，建立了地震煤层气三参数弹性

模量反演方法。3、通过蜀南煤层气资料的三参数弹性模量反演实例，证明了模量相对变化量异常可以有效预测煤层

气储层富集高产区域，5 口井的预测效果和煤层气生产井相吻合，提高了煤层气勘探开发部署井的成功率，为蜀南

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和一亿产能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关键词：煤层气；岩石物理；吨煤含气量；模量属性；三参数反演  

 

0  引言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对优质清洁能源需求持续增长，我国能源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1]，

预计 2015 年石油需求量为 53367×104t，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将首次突破 60％，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将达到 2000×108m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 32.5％。 

我国煤层气资源分布广泛，加速煤层气的勘探开发，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同时符合中石油的

新能源战略。由于煤层气与常规天然气的 大差别是以吸附状态赋存于煤层孔隙内表面，具有独特的

成藏分布特征和主控因素。煤层气的赋存特征，造成其空间分布的很大的非均一性[2]；在煤层气勘探

中，不能够象油气勘探那样对测井资料作外推。 

煤层的厚度、吨煤含量及渗透性是煤层气勘探开发及资源评价的重要参数。由于煤层气储层具有

强烈的非均质性及含气饱和度低、渗透率低、地层压力低的特性，加之煤层气属于吸附气，煤储层厚

度较薄，地震异常响应较弱，因此相对于常规天然气勘探而言，以煤层气储层物性和含气性研究为目

                                                 
作者简介：郭晓龙（1968-），男，1993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高级工程师，硕士，现在中石油廊坊分院地信所工

作，主要从事储层预测和烃类检测研究．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万庄石油 44#信箱地信所．电话：010-69213516． 
E-mail：gxl69@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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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震勘探对资料的品质、预测方法及其携带的信息量提出了更高要求[3]，煤层气岩石物理分析是这

些研究的基础。 

1  煤层的岩石物理特征  
分析煤储层的岩石物理特征包括两个方面:煤岩和煤质。从煤岩显微组分的角度可以把煤分为亮

煤、半亮煤、半暗煤和暗煤等。评价煤质的参数主要包括水分、灰分和挥发分等[4]。 

  
图 1  长治常村矿 3#煤沉积旋回 

由图 1 可以看出，煤层层内划分多个沉积旋回，层内非均质性严重。高等植物丰富凝胶化的亮煤

灰分低、镜质组高、割理发育、含气量高；碎屑物质、水溶解离子携入或草本成煤环境的暗煤相反。

该井灰分含量暗煤 14-15%，亮煤 3.7-5.1%；镜质组暗煤 23-49%，亮煤 66-79%。要用地震方法预测煤

层气的富集区域，首先要搞清楚:煤岩和煤质哪些因素对地震响应特征有影响？影响多大？ 

2  煤层气地球物理基础 
通过不同煤阶的井 12 口，包括高煤阶井 6 口，中煤阶井 3 口，低煤阶井 3 口，煤样 150 块，分

析了显微组分、灰分含量、吨煤含气量和煤密度、声波时差、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等参数的相互关系。 

1  煤岩显微组分对地震响应参数的影响 

  

  
A：实验室视密度 B：测井体积密度 

图 2  不同煤层显微组分镜质组含量与煤密度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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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实验室视密度 B：测井体积密度 

图 3  相同煤层显微组分镜质组含量与煤密度交会 

图 2—图 3 中纵坐标为密度，横坐标为镜质组含量百分比。通过不同煤层、相同煤层显微组分镜

质组含量与煤密度的关系分析，可以看到显微组分镜质组含量的多少对煤密度没有明显的影响。 

  

  

图 4  不同煤层显微组分镜质组含量与煤纵波速度

交会 

图 5  相同煤层显微组分镜质组含量与煤纵波速度

交会 

图 4—图 5 中纵坐标为纵波速度，横坐标为镜质组含量百分比。通过不同煤层、相同煤层显微组

分镜质组含量与煤纵波速度的关系分析可以看到，煤纵波速度的变化与显微组分镜质组含量的多少没

有明显的关系。 

  

  
A：实验室视密度 B：测井体积密度 

 图 6  不同煤层显微组分惰质组含量与煤密度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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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实验室视密度 B：测井体积密度 

图 7  相同煤层显微组分惰质组含量与煤密度交会 

图 6—图 7 中纵坐标为密度，横坐标为惰质组含量百分比。通过不同煤层、相同煤层显微组分惰

质组含量与煤密度的关系分析可以看到，煤密度的变化与煤阶、显微组分惰质组含量的多少没有明显

的关系。  

  
图 8  不同煤层显微组分惰质组含量与煤纵波速度

交会 

图 9  相同煤层显微组分惰质组含量与煤纵波速度

交会 

图 8—图 9 中纵坐标为纵波速度，横坐标为惰质组含量百分比。通过不同煤层、相同煤层显微组

分惰质组含量与煤纵波速度的关系分析可以看到，煤纵波速度的变化与煤阶、显微组分惰质组含量的

多少没有明显的关系。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不同煤岩对主要地球物理参数密度和纵波速度影响较

小，有利于用地球物理参数预测煤层气。 

2  煤质对地球物理参数的影响 

评价煤质的参数主要包括水分、灰分和挥发分等[5]。  

  

  
A：实验室视密度 B：测井体积密度 

图 10  不同煤层水分含量与煤密度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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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实验室视密度 B：测井体积密度 

图 11  相同煤层水分含量与煤密度交会 

图 10—图 11 中纵坐标为密度，横坐标为水分含量。通过不同煤层、相同煤层水分含量与煤密度

的关系分析可以看到，水分含量的对煤密度的变化影响不大。 

  

  
图 12  不同煤层水分含量与煤纵波速度交

会 

图 13  相同煤层水分含量与煤纵波速度交

会 

 

图 12—图 13 中纵坐标为纵波速度，横坐标为水分含量。通过不同煤阶、相同煤阶、不同煤层、

相同煤层水分含量与煤密度的关系分析可以看到，煤阶、水分含量的对煤纵波速度的变化影响不大。 

  

  
A：实验室视密度 B：测井体积密度 

图 14  不同煤层灰分含量与煤密度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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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实验室视密度 B：测井体积密度 

图 15  相同煤层灰分含量与煤密度交会 

图 14—图 15 中纵坐标为密度，横坐标为灰分含量。整体上煤密度随煤层灰分含量增加而呈线形

增加，在煤层灰分含量小于 20%范围内，煤密度随煤层灰分含量变化较小。 

  

  

图 16  不同煤层灰分含量与煤纵波速度交会 图 17  相同煤层灰分含量与煤纵波速度交会 

图 16—图 17 中纵坐标为纵波速度，横坐标为灰分含量。通过不同煤层、相同煤层灰分含量与煤

纵波速度的关系分析可以看到，煤纵波速度的变化与煤阶、灰分含量的多少没有明显的关系。 

煤层灰分是评价煤质的 重要指标，整体上煤质的灰分含量对地球物理参数密度的影响比较大，

对纵波速度影响较小，在灰分含量变化小或者低灰分煤（含量小于 20%）地区利于用地球物理参数预

测煤层气。 

3、吨煤含气量对地球物理参数的影响 

  

  
图 18  煤层吨煤含气量与煤密度交会 

 

图 19 煤层吨煤含气量与煤纵波速度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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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中纵坐标为密度，横坐标为吨煤含气量。通过吨煤含气量与煤密度交会可以看到，在相同

煤阶相同煤层条件下，吨煤含气量与实验室视密度有一定的关系，即随吨煤含气量提高，煤实验室视

密度降低。  

图 19 中纵坐标为纵波速度，横坐标为吨煤含气量。通过吨煤含气量与煤纵波速度交会可以看到，

吨煤含气量与纵波速度有一定的关系，即随吨煤含气量提高，煤纵波速度降低，但降低不是十分明显。

可见相对于常规天然气的地震响应来说煤层气的地震异常响应较弱。 

4、吨煤含气量和模量属性的关系  

  

  
图 20 煤层吨煤含气量与煤体积模量交会 

 

图 21 煤层吨煤含气量与煤剪切模量交会 

图 20—图 21 中纵坐标为模量属性，横坐标为吨煤含气量。通过煤层吨煤含气量与模量属性交会

可以看到，在相同煤阶相同煤层条件下，吨煤含气量与煤模量属性的关系比吨煤含气量与纵波速度的

关系相关性更强，利于对煤层气的检测。 

3  三参数反演方法预测煤层气 
通过以上岩石物理分析发现模量属性对吨煤含气量检测比较敏感，同时在密度和纵波速度两个属

性中，密度明显优于纵波速度，因此需要建立能够反演模量参数和密度的关系式。 

假设反射界面两侧介质弹性特征的相对变化比较小，纵波反射系数 R( )　 可以表示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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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p = (Vp2 + Vp1)2        Vp = Vp2  Vp1 

    Vs = (Vs2 + Vs1)2        Vs = Vs2  Vs1 

     = (2  + 1)2       =  2   1 

     = (2  + 1)2 

 Vp1、Vs1、1 分别是界面上覆介质的纵波速度、横波速度、密度； 

  Vp2、Vs2、2 分别是界面下伏介质的纵波速度、横波速度、密度； 

  Vp、Vs、 分别是界面两侧介质的纵波平均速度、横波平均速度、平均密度； 

  1, 2 分别是纵波入射角、折射角，是入射角和折射角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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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地震波在地下岩石中转播的速度是由岩石的弹性模量和密度决定的，式中的速度可以用弹

性模量和密度代替。令 1　 、 1　 和 1　 表示上覆介质的弹性模量，令 2　 、 2　 和 2　 表示下伏介质

的弹性模量，令　、　和　分别为：  

   = ( 1 + 2 ) 2　 　 　 　  

   = ( 1 + 2) 2　 　 　 　  

   = ( 1 + 　 　 2) 2　 　  

由于地震波在地下岩石中转播的速度是由岩石的弹性模量和密度决定的，式中的速度可以用弹

性模量和密度代替。令 1、1 和1 表示上覆介质的弹性模量，令2、2 和2 表示下伏介质的弹

性模量，令、和分别为：  

   = (1 + 2 )2 

   = (1 + 2)2 

   = (1 + 2)2 

  因为已假设了反射界面两侧介质的弹性特征的相对变化比较小，所以 Vs  ()1/2 和 Vp  

[(+2)]1/2  近似成立，相对于实际平均值的误差是很小的百分数。 

经过简单推到化简之后， R（）方程式变为： 

( )
2 2

R a b c  
    
  

  
                              

其中，  

2 2 21 sin sin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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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将简化后方程式称为 Zeoppritz 方程组弹性模量法近似式；将右端三项，从左至右分别被

称为拉梅常数项、剪切模量项、密度项；将 

2



、 

2



、 


分别称为拉梅常数相对变化量、

剪切模量相对变化量、密度相对变化量。其中 

2



、 

2



的分母不是拉梅常数 λ 或剪切模量

μ，而是（λ+2μ）,严格地讲，它们不是拉梅常数相对变化量、剪切模量相对变化量，但是，考虑到

它们的分子的属性，姑且将它们称为拉梅常数相对变化量、剪切模量相对变化量，因此此方法称为

三参数反演方法。 
4  三参数反演预测蜀南煤层气富集区 

蜀南气矿位于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本区煤层一般系简单～复杂结构的薄煤层和中厚煤层，根据

参数井施工数据得知，筠连地区含煤段厚度 19～42m，共揭露 2#、3#、4#、7#、8#、9#煤层，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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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8#煤层普遍发育，局部发育 4#、9#煤层。2#、3#煤层间距 2.57～9.38m，7#、8#煤层间

距 1.38～6.02m，习惯上分为 2+3#、7+8#煤层 2 段（图 22）。 

 
图 22 蜀南筠连地区气藏剖面 

利用三参量反演方法对蜀南昭 105 井三维区块进行了煤层气富集区预测，通过提取密度相对变化

量（图 23）、拉梅常数相对变化量（图 24）和剪切模量相对变化量（图 25）属性，可以看到三参数

反演异常较大区域，反映煤层气比较富集，单井产量也较高。 

 

图 23 相对密度变化量反演结果（红黄色代表变化量比较大的区域） 

 

 

图 24 相对拉梅常数变化量反演结果（红黄色代表变化量比较大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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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剪切模量变化量反演结果（红黄色代表变化量比较大的区域） 

该技术首次应用于蜀南昭 104 井区三维区块，获得了密度相对变化量、剪切模量相对变化量、拉

梅常数相对变化量数据体，通过属性提取和分析发现，三参数异常反映了煤层气的异常部位，大异常

值指示煤层气富集和高产位置（图 26），图中红黄绿显示出相对较高异常值，指示这些区域煤层气比

较富集，单井产量高，比如 YSL1 井、YSH1-1 井和 YSL7 井单井产量均超过 1000 立方米，而紫色区

域显示出相对较低异常值，指示这些区域煤层气富集程度低，单井产量低，比如 YSL4 井和 YSL3 井

单井产量均低于 1000 立方米，预测结果与该区煤层气整体分布规律相符合，也就是构造稳定，断层

较少，含煤面积大而完整，有利于煤层气的赋存，而构造活动性强，断裂发育，含煤区支离破碎，一

般不利于煤层气的赋存。   

总之，利用三参数对蜀南地区煤层气富集区进行了有效预测，通过 5 口井的预测效果和生产井对

比相吻合，检验了方法技术的有效性，为煤层气富集区预测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终将为蜀南煤层

气的勘探开发和一亿产能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图 26  蜀南昭 105 井三维区块密度相对变化量平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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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结论 
1、首次分析了不同煤岩和煤质条件下，显微组分、灰分含量、吨煤含气量和地球物理参数之间

相互关系，确定了影响煤层气储层地震力学参数和吨煤含气量的主要因素。 

2、根据模量属性对吨煤含气量检测比较敏感，同时在密度和纵波速度两个属性中，密度明显优

于纵波速度的特点，建立了地震煤层气三参数弹性模量反演方法。 

3、三参数弹性模量反演方法在蜀南地区三维资料中进行了应用，5 口井的预测效果和煤层气生

产井相吻合，为蜀南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和一亿产能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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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CBM geophysical prediction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ustained growth in demand for clean energy, the contradiction 

of China's energy supply shortage is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China's coal-bed methane (CBM) resource are widely 

distributed, accelerate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BM, is the need of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and conform to the 

new energy strategy of CNPC. Because of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BM and the conventional gas is that the gas 

adsorb occurrence in coal pore surface, and CBM ha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reservoir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therefore,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natural gas exploration, the exploration aiming for CBM 

reservoir physical & gas-bearing property, has higher requirement to data quality, prediction method and information content. 

The rock physics basic research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othold of CBM prediction method.Based on 12 different coal-ranks 

well, we analyze the geophysical parameters’ relationships with different coal rock and with different coal composition. 

Determine the major factor that effect the CBM reservoir’s seismic parameters and tons of coal containing gas. Proposed the 

Sensitive seismic attributes method of predict the CBM tons of coal containing gas. 1. The first time to analyze the geophysical 

parameters’ relationships with maceral, ash content, tons of coal containing ga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coal rocks 

and different coal composition. Confirmed that the coal rock has less effect on density and acoustic, and the coal composition 

has less effect on acoustic but large effect on density. That means, the geophysical parameters method is more useful on 

predict the low-ash-coal (content less than 20%).2. According to the modulus attribute is more sensitive to detection the 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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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al containing gas, and the density is obviously superior to VP, we established the CBM seismic three-parameter elastic 

modulus inversion method. 3. Through the instance of Southern Sichuan, proved that the relative modulus variation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enrichment of CBM enrichment region, 5 wells’ prediction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oduction,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deployment CBM well. 

Key words: CBM; Rock physics; Tons of coal containing gas; Elastic modulus; Three-parameter i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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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油价形势下苏里格低渗致密砂岩气藏无阻流量预测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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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石油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18； 

2.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18； 

3.中国石油长庆油田苏里格南作业分公司，陕西 西安 710018) 

 

摘要：受国际油价持续低位影响，国内油企受到综合开发成本上升、投资压缩、效益下滑甚至亏损的严峻挑战。立

足生产现场，实施科技创新并及时应用于生产实践，是低油价形势下降本增效的解决办法。苏里格气田是非常规致

密气藏的典型代表，在苏里格某合作区内从野外露头观测、钻井岩心描述、储层电性分析等特征综合识别出 3 类河

道储层，尝试建立基于不同类型河道压裂段储层重要参数与现场压裂测试求取的试气无阻流量关系图版，在此基础

上创新提出苏里格低渗致密气藏无阻流量预测新方法。该方法对压裂试气辫状河道储层和低弯度顺直河道储层单井

无阻流量预测符合率分别达 96％和 92％以上。这种高效实用的低渗致密气藏无阻流量预测新方法能够有效减少现

场试气作业，加快产建速度，快速评价储层压裂改造效果，在低油价形势下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 

关键词：无阻流量预测；河道储层类型；储层压裂改造 

 

0  引言 
自 2014 年夏季以来国际油价从 115.19 美元/桶多美元一路下跌，2016 年 2 月 11 日创出 26.03 美

元/桶阶段性新低，18 个月时间里国际油价跌幅超过 77％。尽管 2016 年 3 月中旬国际油价回升至 37

美元/桶，但中国石油下属油气田企业平均原油生产成本处于 40 美元/桶--45 美元/桶，油价反弹仍然

无法抵抗经营压力持续增大，部分企业效益亏损继续上升。在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科技

创新并及时应用于生产实践，是低油价形势下降本增效的有效办法。在国内非常规低渗致密砂岩气藏

的典型代表[1-5]——苏里格某合作区内利用已压裂试气井计算的井口无阻流量，精细划分具有主导作

用的河道储层类型，尝试建立不同类型河道压裂段储层重要参数与压裂测试计算井口无阻流量关系图

版，快速评价非常规气藏压裂改造效果，减少产能测试施工作业，降低试气成本，实现低成本开发战

略目标。 
1 合作区概况 
1.1 地理位置 

合作区处于中国大西北鄂尔多斯盆地苏里格气田中南部（图 1），构造隶属伊陕斜坡中部。合作

区块北至哈汗兔庙，东抵河南区，南接城川，西临召皇庙，工区内部地势平缓，地表可见流沙及滩地。 
1.2 气候特点 

合作区位于中温带，属于半干旱到干旱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蒸发作用强，强风伴有沙尘，光

照充足。最高月（7 月）平均温度 28°C，气温最低月（1 月）平均温度零下 17°C。 
1.3  开发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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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合作开发的气层段主要为二叠系石盒子组盒 8 段和山西组山 1 段（部分井山 2 段）砂岩气藏。

盒 8 段储层平均有效厚度 7.5m，孔隙度 8.3％，渗透率 0.632mD；山 1 段储层平均有效厚度 6.2m，孔

隙度 7.4％，渗透率 0.415mD，二者均是典型的低渗致密砂岩储层。 

 
图 1  合作区地理位置示意 

Fig.1  Locations of cooperation block  

2  河道储层识别和划分 
河道储层的识别和划分是其它地质工作开展的基础和依据[6]。合作区主力产层（二叠系盒 8 段、

山 1 段）河道储层精细识别和划分的主要方法是通过野外露头观测（图 2）、探井及部分开发井岩心

观察、储层电性特征描述（测井曲线形态、幅度以及组合样式，同时也包括一部分特殊测井系列的应

用，如地层倾角、电成像测井[7]）等方面来综合判别。研究认为，苏里格某合作区低渗致密砂岩储层

是发育在陆相复杂河流沉积环境下的以辫状河道、顺直河道及曲流河道为主要储集体的叠合体系。 

 
图 2  沉积微相野外露头观测 

Fig.2  Sedimentary micro facies outcrop observation  

2.1  辫状河道储层 
合作区内盒 8 上段主要发育辫状河道，以分支多、弯曲度低、宽深比大、河道迁徙迅速为主要特

点[8]，岩性多见粗砂岩和砾岩，辫状河道砂体厚度通常大于 5m，砂体自然伽马小于 40API，曲线型

态呈箱型状，中子孔隙度测井曲线和密度测井曲线分离明显（图 3），说明这类储层物性相对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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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在低渗背景下形成气藏局部富集的甜点区。 

 
图 3  辫状河道沉积微相综合判识图 

Fig.3  Integrated judgment of braided channels sedimentary micro facies 

2.2  顺直河道储层 
合作区内盒 8 下段为辫状河道向顺直河道过渡时期，顺直河道是主要的储集体，其特点为弯曲度

小、河道平面形态呈现短暂的顺直型。结合已钻井岩心、电性及地表露头综合分析，顺直河道砂体厚

度多小于 4m，砂体自然伽马小于 50API，曲线型态呈短箱状（图 4）。 

 
图 4 顺直河道沉积微相综合判识图 

Fig.4 Integrated judgment of low sinuosity channels sedimentary micro facies 

 
2.3  曲流河道储层 

合作区内山 1 段主要发育曲流河道沉积，其特点是河道截面窄而深、弯曲度高[9]，河道基底砂体

自然伽马通常小于 60API，河道砂体整体呈现向上变细的正粒序（图 5）。山 1 段电成像可见河道砂体

发育板状交错层理、水平层理及斜层理（图 6），电成像静态图中曲流河道呈现较为均匀的浅黄亮色、

厚块状样式，指示地层由电阻率中等-较高的均匀致密砂岩构成。 
3  无阻流量预测新方法及其对储层改造建议 

区块目前处于合作开发初期，在国际油价持续低迷、合作区内天然气开发井数量有限的不利形势

下，通过技术创新，对已有数据进行曲线学习，将动态试气资料与储层静态重要参数资料紧密结合，

探索建立高效实用的低渗致密砂岩气藏无阻流量预测新方法，用以快速评价储层压裂改造效果，降低

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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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曲流河道沉积微相综合判识图 

Fig.5  Integrated judgment of meandering channels sedimentary micro facies 

 

    
板状交错层理           槽状交错层理             平行层理              块状层理 

图 6  山 1 段曲流河道砂岩储层电成像特征 

Fig.6  The imaging logging feature of SHAN1 meandering channels reservoir 

3.1 建立不同类型河道储层压裂参数与压裂试气计算无阻流量关系 
合作区单直井井口无阻流量采用“一点法”计算[10]，合作区采用洗井期间安装在节流管汇上游存储

式流量计（斯伦贝谢 Vx Spectra 高精度多相流量计）采集的数据，利用斯伦贝谢节流方程计算的产量

来推算井口无阻流量。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测试中使用完整的伽马能谱，可以分析量化油、气、水三相

流速，计算得到的井口无阻流量可为生产井合理配产提供参考依据。其缺点是工艺设备需采用国外油

服提供的流量计和计算公式，易造成现场测试作业成本增加。 

从合作区内精细识别出的 3 类重要河道储层自身特点出发，通过对 64 口天然气开发井压裂测试

计算的井口无阻流量 Vx AOF 和压裂段储层重要参数 Hfrac*Φ（Hfrac为压裂段厚度，Φ 为压裂段砂体平

均孔隙度）综合分析，去除多种影响因素，建立气井 Vx AOF 与 Hfrac*Φ 相关性图版（图 7）。 

建立相关性曲线时需要去除不具有代表性的井资料，根据实际情况分为 5 类： 

①未洗井影响 Vx 测量，导致计算求取无阻流量数据存在不确定性，这类井的代表有 SN1**-05，

SN1**-06 等； 

②多段合压（如山 1+盒 8 下合压或盒 8 下+盒 8 上合压）储层中含有 10 米以上的泥岩夹层，这

类井的代表有 SN1**-06，SN1**-01 等； 

③合层压裂改造中因裂缝半长较小而引起 Vx 测量值偏低，这类井的代表有 SN1**-09，SN1**-0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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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合层压裂中部分山 1 段压裂后因储层物性不好而导致对合压无阻流量贡献较小的井，这类井的

代表有 SN1**-04，SN1**-02 等； 

⑤单层压裂试气盒 7，由于储层出水而无法真实获取井口无阻流量的井，这类井的代表有

SN1**-05，SN2*-05 等。 

 
图 7  压裂测试计算无阻流量 Vx AOF 与 Hfrac*Φ关系图版 

Fig.7  Relationship chart between calculation Vx AOF value in fracturing operation  

and reservoir parameters Hfrac*Φ in fracturing sections 

选择有代表性的井，确保每口井压裂段 80%以上储层是由已识别的 3 类河道储层所控制，建立了

静-动态资料相关性评价图版。这 3 类关系曲线都是由各自主导的河道沉积类型所控制，红色曲线 1

沉积环境主要为辫状河道储层，实钻井静态参数 Hfrac*Φ 与由动态 Vx 测试计算获得的 Vx AOF 相关

性极高，达到 96％以上；蓝色曲线 2 沉积环境主要为低弯度顺直河道，其静-动态相关性也较高，达

到 92％以上；橙色曲线 3 为由曲流河道储层控制的静-动态关系，两者相关性仅有 25％左右。曲线 3

相关性低的原因分析为曲流河道储层物性较辫状河道和低弯曲河道差，垂向上曲流河道砂泥质含量增

高，平面上河道宽度窄且形态变化快，加之压裂改造时容易受到多段泥岩夹层影响引起 Vx 测试值降

低。 

在以盒 8 段辫状河道+顺直河道为开发主体的情况下，探索建立的关系曲线以其初期较高的预测

符合率证明可以在合作区进一步推广。为了更好地预测和评价低渗透气藏生产能力，通过区块内压裂

试气资料的逐渐增加来验证、完善这种新方法，从而逐渐减少直至取消洗井阶段 Vx 测量，减少测试

费用，降低生产成本。 
3.2 应用无阻流量预测新方法预测新完钻井 

在历年已完钻开发井的静态资料综合分析基础上，应用无阻流量预测新方法对某年度 68 口准备

压裂测试作业单井的多个目的层位分别进行了无阻流量预测（图 8）。 
3.3 评价储层压裂效果 

应用新方法对准备压裂试气的开发井做无阻流量预测，并与实际压裂测试计算的试气无阻流量做

平行对比。结果表明，新方法预测无阻流量累计值为 694.2 万方/天，压裂测试后计算的累计无阻流量

为 481.4 万方/天，二者相差 212.8 万方/天，实际计算得到的试气无阻流量比预测无阻流量低 30%，

这些差值可能是由现场压裂改造中某些问题引起而造成气井产能释放不足所导致。针对上述问题进行

原因分析，认为 6 方面原因可能引起气井产能释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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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压裂施工裂缝高度和裂缝半长有效性因素； 

②多层合压后储层改造是否彻底； 

③山 1 段压裂改造后洗井测试阶段没有流动导致无贡献； 

④分段合压实施过程中泥岩夹层对压裂改造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评估； 

⑤Vx 测试阶段井口压力低于 2.5Mpa 时，测量精度对计算无阻流量的影响； 

⑥洗井时间短，井筒清洗不彻底而造成的影响。 

 

 
图 8  待压裂井多层无阻流量预测 

Fig.8  AOF prediction for Multi-layer fracturing operation 

4  结论 
1. 针对苏里格低渗透致密气藏特点，从野外露头、钻井岩心、储层电性等特征综合分析，认为

合作区主力产层是发育在陆相复杂河流沉积环境下的以辫状河道（盒 8 上段）、顺直河道（盒 8 下段）

及曲流河道（山 1 段）为主要开发对象的叠合体系。辫状河道和顺直河道储层物性相对较好，更容易

在低渗背景下形成气藏局部富集的甜点区，是合作区最重要的储层类型。 

2. 在河道储层识别的基础上，创新建立高效实用的低渗致密气藏单井无阻流量计算新方法，其

对辫状河道储层和顺直河道储层单井的无阻流量预测符合率分别达到 96％和 92％以上，曲流河道储

层预测效果较差，仅有 25％左右，相关性低可能与河道物性及压裂改造易受多段泥岩夹层影响而导

致。 

3. 苏里格低渗致密气藏无阻流量预测新方法能够预测气井远景生产能力，减少产能测试现场作

业，一些情况下可以取代高昂的仪器费和测试费，加快产能建设速度，实现低油价形势下降本增效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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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long term low oil price, many domestic oil enterprises are facing the dilemma of the 

higher development costs, investment compression, profits decline or even losses. The best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s are 

encourag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pplying to production in time. Sulige gas field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unconventional tight gas reservoir. 3 types of channel reservoir are distinguished in X block of Sulige gas field by outcrop 

observation, core description and logging analyses. A relationship chart is built between 3 types of reservoir parameters in 

fracturing sections and the calculation AOF value in fracturing 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above steps, a new AOF 

prediction method of low permeability tight sand reservoir is put forward in the paper. This new method is applied to 

fracturing operation in the X block, and the fitting rate of predicted results in braided channels reservoir reaches 96％, low 

sinuosity channels reservoir reaches 92％. This new efficient and practical AOF prediction method will reduce gas testing 

operation, accelerate production, evaluate reservoir fracturing effect rapidly, and make the best benefits in such low oil price 

environment. 

Key words: AOF prediction; Reservoir types; Fracturing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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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页岩孔隙结构是影响页岩气藏储集能力和页岩气开采效果的主要因素。为此以渝东南地区下志留统龙马溪组页岩

为研究对象，运用氩离子抛光扫描电镜技术、低温氮气吸附脱附法和高压压汞实验对该区页岩储层的微观孔隙结构进行

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1 渝东南地区龙马溪组页岩孔隙类型可分为无机孔、有机质孔、微裂缝，以有机质孔和黏土矿

物粒间孔为主；○2 有机质孔多为为圆形或椭圆形，呈蜂窝状分布，相互连通，孔隙直径集中在 30–100 nm 之间，有机质

孔隙网络为气体在页岩中的运移提供了良好的通道；○3 分析了该区页岩储层微观孔隙结构的控制因素，认为页岩储层有

机碳含量、黏土矿物含量和比表面积为其主控因素。 

关键词：渝东南地区；微观孔隙结构；孔隙类型；控制因素；比表面积 

 

0  引言 
渝东南地区地层抬升较高、构造挤压强烈、褶皱发育，区内背、向斜构造平行排列，褶皱轴部走

向大致呈北东-南西向延伸(30°~45°)，两翼倾角陡倾且基本对称是扬子板块剥蚀区的典型代表。下志

留系龙马溪组黑色页岩为海相页岩，岩性矿物成分复杂，在渝东南地区分布较广，是该地区重要的烃

源岩。该套页岩有机质丰度高，热演化程度高，是页岩气富集的潜力地层。 

国内海相页岩气勘探开发取得实质性突破，不同学者已从页岩孔隙特征、孔隙表征方法和孔隙控

制因素等方面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1-4]。本文采用氩离子抛光扫描电镜技术、低温氮气吸附脱附法和

高压压汞实验对该区页岩储层的微观孔隙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探讨页岩微观孔隙结构特征及控制因

素，为渝东南地区页岩气有利区优选提供理论依据。 
1  样品与实验 

实验室经常用压汞曲线来研究岩石的孔隙结构，压汞法对较大的孔隙分析效果较好，压汞法的检

测上限为 1 mm。氮吸附法与 CO2 吸附法可以分析中孔和微孔的孔径分布[5]，将压汞法、氮吸附法和

CO2 吸附法相结合可以有效地研究泥页岩的孔隙结构特征。 

光学显微镜可以观察到毫米级的孔隙，但是泥页岩中含有大量的纳米级孔隙。目前观察泥页岩纳

米孔隙的主要手段是扫描电子显微镜。用氩离子抛光技术进行前处理后，可以观察到清晰的孔隙图像。

扫描电子显微镜与能谱相结合，可以识别不同介质上的孔隙，进行孔隙成因判别。纳米 CT 技术可以

对泥页岩进行三维结构成像，目前已经有很多初步的应用，这种三维成像技术不仅可以表征孔隙的大

小和形态，还可以看出孔隙的连通性。结合运用这三种技术可以将泥页岩孔隙结构及其连通性进行有

效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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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图 2 和图 3 分别展示了使用场发射扫描电镜大面积成像（Maps）、岩石矿物含量定量分析

（QEMSCAN）和聚焦离子束扫描电镜（FIB-SEM）对重庆地区下寒武统鲁家坪组和下志留统龙马溪

组富有机质页岩的研究成果。图 1.1 和图 2 展示了对同一块页岩样品相同区域的 MAPS 和 QMSCAN

分析成果。从 Maps 成果图（图 1.1）中可以从较大尺度上观察出页岩中有机质的分布形态及其与矿

物的接触关系。对照 QEMCN 成果图（图 2），可以更清晰的观察到页岩中各种无机矿物的分布特征。

使用聚焦离子束扫描电镜可以对页岩组构的三维空间分布进行重建，并能依据不同成分灰度的差异抽

取，计算有机质及孔隙的体积和表面积（图 3 和 1.4）。 
 

 
图 1  重庆城口鲁家坪组页岩样品的 MAPS 图像 

 
图 2  页岩样品 QEMSCAN 分析成果图 

 
图 3  岩石 FIB-SEM 页岩、有机质和孔隙三维重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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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FIB-SEM 图像处理的岩石孔径分布特征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孔隙类型 

关于泥页岩孔隙类型的分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许多都是对各自研区内泥页岩

孔隙结构观察研究后进行分类[6-7]。在系统总结前人对泥页岩孔隙的划分，并参照前人对常规砂岩和

碳酸盐岩的分类方法，将页岩孔隙类型分为无机孔（包括粒间孔和粒内孔）、有机质孔和微裂缝[8-9]。

无机孔主要指分布在矿物颗粒之间或内部，包括粒间孔和粒内孔，其中粒间孔主要由颗粒间孔、晶体

间孔、粘土片晶间孔和刚性颗粒边缘孔，粒内孔由莓状黄铁矿内部晶间孔、粘土集合体内孔、似球粒

或小球内部孔、溶解边缘孔、化石体内空、结晶铸模孔和化石铸模孔组成。有机质孔主要指分布在有

机质内部的孔隙，微裂缝主要是分布岩石间的裂缝间隙，孔隙不受单颗粒控制。 

该区龙马溪组上部页岩结构比较致密，无机矿物粒间孔隙和粒内孔隙较少，仅观察到较大规模的

层间微裂隙和一些平行于粘土层片的粒内孔隙（图 5），这些粒内孔一般宽几十到上百 纳米，长 1–3 

μm，呈线状且彼此间相互平行，认为这可能是粘土层片中的絮状物。而龙马溪组下部页岩结构相对

比较破碎，石英与石英颗粒之间、石英颗粒与粘土矿物之间均发育大量的粒间孔隙，这些粒间孔隙一

般沿矿物颗粒边缘呈线状分布，宽度从几十纳米–几百纳米之间，长度从几微米–十几微米不等。 

孔隙多为圆形或椭圆形，呈蜂窝状分布，孔隙直径集中在 30–100 nm 之间，如图 5c 和 2.1d 所示。

依据大量扫描电镜观察对龙马溪组页岩有机质的面孔率进行的统计结果显示：上部页岩有机质面孔率

为 9.84%；下部页岩有机质面孔率为 19.67%。 

龙马溪组页岩的微观结构和提取的有机质、孔隙三维分布特征可以看出，页岩内的孔隙主要发育

在有机质网络内，有机质孔隙呈虫洞状相互连通（图 6a，b；图 7a，b；图 8a，b）。 

 
图 5  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扫描电镜照片，背散射模式。（a）粘土层片间的粒内孔；龙马溪组，YDN-1；（b）无机矿物颗粒间的孔隙，

五峰组，YDN-2；（c）较小有机质颗粒内的孔隙，龙马溪组，YDN-1；（d）有机质颗粒内的孔隙，龙马溪组，YD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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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FIB-SEM 重建页岩的三维分布  样品的长宽高均相同 a，龙马溪组，YND-1；b，五峰组，YDN-2；c，龙马溪组，YDN-3；d，五

峰组，YND-4 

 
图 7  图像分割提取页岩有机质的三维分布  样品的长宽高均相同。a，龙马溪组，YND-1；b，五峰组，YDN-2；c，龙马溪组，YDN-3；

d，五峰组，YND-4 

 
图 8图像分割提取页岩孔隙的三维分布  样品的长宽高均相同。a，龙马溪组，YND-1；b，五峰组，YDN-2；c，龙马溪组，YDN-3；d，

五峰组，YND-4，图中右半部分存在的竖条纹假象为 FIB 切割时产生的 

2.2  孔径分布 
目前国内外关于孔隙的分类都是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霍多特在工业吸附的基础上，主要依据孔

径对气固作用的影响将煤的孔径结构划分为大孔（>1000 nm）、中孔（100 nm–1000 nm）、小孔（10 

nm–100 nm）及微孔（<10 nm）四类。气体在大孔中主要以层流和稳流方式渗透，在微孔中以毛细管

凝聚、物理吸附及扩散现象等方式存在[50]。IUPAC 依据氮分子的有效平均分子直径作为基准将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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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宏孔（>50 nm）、介孔（2 nm–50 nm）和微孔（<2 nm）三类。微孔内吸附势非常强，以吸附为

主；介孔和宏孔内发生经典的毛细管凝聚。桑树勋依据煤层与气体气固作用类型的不同将煤的孔隙分

为吸收孔（＜2 nm）、微孔（2–10 nm）、凝聚-微孔（10–100 nm）及大孔（＞100 nm）。邹才能等

（2013）结合油气勘探中储层的不同，提出了纳米孔喉（＜2 μm），微米孔喉（2 μm–2 mm），宏观

孔喉（＞2 mm）的分类方案（表 1）。 
 

表 1  孔隙分类依据和类别 

分类依据 研究者 年份 孔隙类别 

孔径大小 

霍多特 1966 微孔（＜10nm）、小孔（10–100nm）、中孔（100–1000nm）、大孔（＞1000nm） 

IUPAC 1966 微孔（＜2nm）、介孔（2–50nm）、宏孔（＞50nm） 

桑树勋等 2005 吸收孔（＜2nm）、微孔（2–10nm）、凝聚-微孔（10–100nm）、大孔（＞100nm） 

邹才能等 2011 纳米孔喉（＜2μm），微米孔喉（2μm–2mm），宏观孔喉（＞2mm） 

孔隙成因 

（泥页岩） 

Wang 等 2009 无机矿物基质孔、有机质孔、天然裂缝和水力压裂缝 

Milner 等 2010 基质晶间孔、有机质孔 

Curtis 等 2010 层状硅酸盐孔、亲有机质孔 

Sondergeld 等 2010 有机物孔、黄铁矿粒间孔、生物化石矿物微裂缝 

Schieber 2010 页硅酸盐孔、碳酸盐溶蚀孔和有机质孔 

Slatt 和 O’Neal 2011 有机质孔、凝聚状颗粒粒间孔、球状颗粒粒内孔和基质微裂缝 

Loucks R G 等 2012 粒间孔隙、粒内孔隙和有机质孔 

邹才能等 2013 
先依据成因分为原生微孔和次生微孔，再依据位置分为粒间孔与粒内孔，最后

结合基质类型细分 

孔隙形态 
F.Rouquerol 等 1999 筒形孔、锥形孔、墨水瓶孔、裂隙孔 

陈萍、唐修义 2001 开放型透气性孔、一端封闭不透气性孔、细颈瓶形孔 

 

重庆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有机质孔隙半径分布在 3–1159 nm 之间，尽管半径 3–10nm 之间

的有机质孔隙数量上最多，但真正对孔隙度贡献较大的是半径 300 nm 以上的较大孔隙（图 9a，b，c，

d）。对比二维观察结果（图 5a，b），单个有机质孔隙半径在 25–100 nm 之间，这些较大孔隙（半

径 300 nm 以上）必然来自多个有机质孔隙的集合体（图 9b，d），尤其是五峰组页岩最大孔隙的半

径高达 1159 nm，这也充分说明了有机质孔隙之间相互连通，形成一个孔隙网络。有机质孔隙网络为

气体在页岩中的运移提供了良好的通道，且这些有机质孔隙对页岩的渗透率也有着较大贡献。而更为

大量发育的较小孔径的有机质孔隙则依附在较大孔隙的周缘，这些较小尺寸的孔隙具有较强的甲烷吸

附能力，是吸附气储集的主要空间[10]。 
3  控制因素分析 

影响页岩孔隙结构特征的因素较多，其中起主要控制作用的有：有机碳含量 TOC、黏土矿物含

量及页岩比表面积。 
3.1  TOC 与黏土矿物 

渝东南地区页岩的微孔体积与 TOC 和粘土矿物含量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与 TOC 含量的相关性

好于粘土矿物含量（图 10a，b）。这表明该套泥页岩的微孔主要是有机质孔和粘土矿物间孔。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东北部下白垩统泥页岩的微孔体积大于下寒武统泥页岩，该套泥页岩的微孔体积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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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TOC 含量有较好的正向关关系，TOC 平均值与下寒武统泥页岩相当，该套泥页岩的成熟度在

0.72%–1.08%Ro 之间，但是其有机质中有较多的陆源有机物输入。因此，这两套泥页岩微孔体积的差

别很可能是同等成熟度条件下镜质组更容易发育微孔引起的。下寒武统页岩的微孔体积和中孔体积小

于未熟—低熟的 New Albany 页岩，主要是由于 New Albany 页岩的 TOC 含量较高所致。海相泥页岩

的微孔体积较陆相泥页岩发育，可能是由于热演化程度较高，有机质转化程度高，生气量更大，产生

更多的微孔。海相泥页岩粘土矿物主要是伊利石，而湖相泥页岩的粘土矿物主要由伊蒙混层组成，前

人研究表明伊利石比其它粘土矿物更发育微孔，这可能是另一个导致海相泥页岩微孔较发育的原因。 

 

 
图 9   据页岩三维重构数据统计的孔隙半径数量与体积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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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页岩微孔体积与 TOC 和粘土矿物含量的相关性 

四川盆地下寒武统泥页岩的中孔体积与粘土矿物和长石含量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图 11），这表

明中孔可能主要是粘土矿物间孔，长石晶间孔也有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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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页岩中孔体积与粘土矿物和长石含量的相关性 

四川盆地下寒武统泥页岩的大孔体积与石英和长石含量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图 12 a，b），这说

明该套泥页岩的大孔主要为石英和长石等大颗粒矿物的晶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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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页岩大孔体积与石英和长石含量的相关性 

从图 13 可以看出，TOC 越高的样品微观孔隙（主要是小于 10 nm）越发育，这直观地证明了有

机质对该套泥页岩中微孔和中孔发育的控制作用，即微孔和中孔主要是有机质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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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页岩 TOC 含量对孔径分布的控制作用 

3.2  比表面积 
四川盆地下寒武统泥页岩的比表面积与 TOC 和粘土矿物含量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图 1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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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该套泥页岩的比表面积主要是有机质和粘土矿物表面的贡献。Kuila 等在研究 Niobrara 组页岩孔

隙结构的影响因素时，发现粘土矿物含量对比表面积有明显的控制作用。西加拿大沉积盆地泥盆系—

石炭系和侏罗系泥页岩的比表面积主要受到 TOC 含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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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页岩比表面积与 TOC 和粘土矿物含量的相关性 

比表面积与微孔体积、中孔体积和大孔体积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程度依次降低（图

15a，b，c）。这表明微孔表面对比表面积的贡献最大，中孔次之，大孔也有一定贡献。而前面的论述

说明微孔主要是有机质孔和粘土矿物间孔（图 14a，b）。因此，可以说比表面积主要来自于有机质和

粘土矿物中微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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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页岩比表面积与孔隙体积的相关性 

4  结 论 
a. 渝东南地区龙马溪组页岩微观孔隙结构复杂，包括有机质孔、无机孔和微裂缝，其中有机质

孔隙呈虫洞状相互连通，形成孔隙网络，为气体存储运移提供主要空间。 

b. 该区龙马溪组页岩有机质孔隙半径分布在 3–1159 nm 之间，尽管半径 3–10nm 之间的有机质

孔隙数量上最多，但真正对孔隙度贡献较大的是半径 300 nm 以上的较大孔隙。 

c. 该区页岩孔隙结构主要受 TOC、黏土矿物和比表面积影响，其中微孔体积与 TOC 和粘土矿物

含量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且微孔表面对比表面积的贡献最大，表明比表面积主要来自于有机质和粘

土矿物中微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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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of Micro-pore structures of Longmaxi 
Shale Play in the southeast of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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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Key Laboratory of Shale Gas Exploration,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Chongq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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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 and Prospecting, Chongq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Chongqing 400042, China) 

 

Abstract：Shale pore structure is amajor factor influencing the storage capacity of a shale gas reservoir and the effect of 

shale gas development. Taking the Longmaxi Shale Play in the southeast of Chongqing as the target, we syste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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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d the microscopic pore structures of the shale reservoir by using Argon-ion polish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 high-pressure mercury injection and low temperature nitrogen adsorption technology. The studies 

revealed that the Longmaxi shale pore can be classified into organic pores, inorganic pores, microfracture. The organic 

pores and clay mineral pores are predominant. Most of the organic pores are round or oval, honeycomb distributed,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Pore diameters are in the range of 30-100 nm. The organic pore network can serve as path 

for shale gas migration. Shale organic carbon, clay minerals and speccific surface area are believed to be the major factors 

controlling the microscopic pore structures of the shale. 

Key words：The southeast of Chongqing; Micro-pore structures; Pore style; Controlling factor; Speccific surfac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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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内乌肯盆地页岩油气资源潜力1 
 

姜向强，田纳新，殷进垠，谷  宁，郭金瑞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内乌肯盆地位于阿根廷的西部，盆地主要发育了三叠纪以来的沉积地层，侏罗系 Vaca Muerta 组发育海相页

岩，页岩厚度大，分布范围广，TOC 含量高，处于生油-生气阶段，是盆地的主力烃源岩层。 盆地中部 TOC 含量

大于 2％页岩厚度大于 200m，表现出异常高压的特征，埋深 1500-4000m,粘土矿物含量低，脆性矿物含量高，可压

裂性强。总体上看 Vaca Muerta 组是优质的页岩油气层，盆地中心地区最为有利。甜点区 P50 地质资源量合计为 332.8

亿桶油当量，可采资源量合计为 225.0 亿桶油当量，甜点区初产高，压裂效果好，是页岩油气开发的重点地区。 

关键词： 阿根廷；内乌肯盆地；页岩油气；资源潜力 

 

0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实现页岩油气的大规模商业开采，页岩油气已成为重要的油气资源

增长点，据 EIA2013 年统计，全球页岩气可采资源量为 221 万亿方，页岩油可采资源量为 3346 亿桶，

其中阿根廷页岩油和页岩气气资源分别排在第四位和第三位。内乌肯盆地被认为是北美以外最可能实

现大规模页岩油气开采的盆地，盆地页岩油可采资源 198.8 亿桶，页岩气可采资源 16.5 万亿方

（EIA,2013）。自 2004 年以来阿根廷天然气产量逐年下滑，深层常规天然气勘探效果不理想，阿根廷

成为天然气进口国，从而出台了天然气优惠政策。近几年各大石油公司包括壳牌、埃克森美孚、陶氏、

雪佛龙、马国油等均参与到该盆地的页岩油气的勘探开发中，南美前陆区作为中国公司的重要战略目

标区，深入评价该区域内乌肯盆地页岩油气资源潜力并进行甜点区的预测对指导进一步的开展工作具

有重要的意义。 

1  区域构造沉积演化 

内乌肯盆地位于阿根廷的西部，该盆地是南美次安第斯前陆盆地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平面呈三角

形展布[1]，南北长约 700km，东西宽约 400km，面积为 11.48×104km2。内乌肯盆地油气勘探始于 1913

年，经过 100 多年的勘探，盆地共有 607 个油气发现，已发现 2P 储量油气 128.6 亿桶当量，作为高

勘探程度的富油气盆地，页岩油气成为该盆地近年的勘探热点。 

盆地东北界为前寒武系出露区，南界为巴塔哥尼亚北部的东西向隆起，西界为安第斯褶皱带。盆

地基底为古生界花岗闪长岩侵入的杂岩，主要沉积充填了上三叠统、侏罗系、白垩系、古近系、新近

系地层，在盆地中央区的沉积厚度超过 7000m。内乌肯盆地由西向东划分为 6 个次级构造单元：西北

部的 Malargue-Agrio 褶皱带、中部 Chihuidos 高地、东北台地、内乌肯坳陷、南部的 Huincul 隆起和

Picun-Leufu 次盆。盆地演化经历了 4 个阶段：裂谷前基底、裂谷期、裂后坳陷期、前陆期。裂后坳

                                                              
作者简介：姜向强(1979-)，男，山东德州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国内外油气地质研究．E-mail: Jiangxqiang.syky@sinop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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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期发育了多套广布的海相页岩，这些富有机质的页岩是盆地主要的页岩油气开发目的层系。 

 
图 1  阿根廷内乌肯盆地油气田分布 

 
图 2  内乌肯盆地区域地质剖面 

①古生代克拉通边缘盆地阶段 

在晚元古代—古生代，走向为西北—东南的地体向冈瓦纳古陆的太平洋边缘斜插俯冲，并拼贴于

南美克拉通上，内乌肯盆地继承性地发育在潘帕山脉前寒武系—古生代基底之上，盆地的基底主要由

岩浆岩和变质岩组成。前寒武系或下古生界的变质岩沿盆地西部边缘出露。在盆地西南部有下古生界

和泥盆系的低变质岩到高固结沉积岩出露。在西北部有石炭系－下二叠统火山碎屑沉积岩和含化石的

沉积岩出露。在圣拉斐尔隆起、西部火山弧和部分南门多萨褶皱带，可见二叠－三叠系的酸性侵入岩，

在西部褶皱区则作为某些出露的向斜核部。在晚二叠世，爆发了一次盆地范围的火山运动，沉积了

Choiyoi 群，岩性主要为玄武岩，凝灰岩及凝灰质的砂岩，它不整合的覆盖在前寒武系及下古生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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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基底之上。 

②晚三叠世-早侏罗世裂谷盆地阶段 

在冈瓦纳古陆边缘的内克拉通挤压变形和地壳增厚之后，晚古生代造山运动产生了大陆弧后环境。

晚二叠世—早三叠世，原始太平洋板块向冈瓦纳边缘俯冲，冈瓦纳大陆从造山运动中的挤压应力变为

中生代的以拉张为主的应力机制，拉张应力产生于弧后背景下的造山坍塌，此时期盆地的构造活动以

大致平行于西部大陆边缘的走滑作用为主导，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细长、狭窄且独立的半地堑，其内部

充填有复杂的碎屑岩，火山碎屑和熔岩流。碎屑沉积包括冲积的、河流的、浅海的、三角洲和湖相沉

积。此时期盆地的沉降受断层控制，盆地内的沉积范围有限，由于火山碎屑物质含量高而且埋藏较深，

储层物性较差。 

③早侏罗世-早白垩世坳陷期 

从普林巴斯阶早期开始，裂谷作用减弱，断层控制的沉降逐渐停止，热沉降成为盆地形成的主要

机制。内乌肯盆地各独立的裂谷沉积中心逐渐合并为一个广阔的盆地，沉积轴走向仍为北西—南东向，

与先期裂谷断裂平行。在此时期经历了几次区域的抬升及构造反转作用。晚侏罗世，安第斯岩浆弧发

育。弧后沉降导致了海相范围的扩张以及盆地的水泛，由下伏构造引起的复杂古地貌控制了初期的沉

积。这一时期是盆地发育的重要阶段，沉积了厚且分布广泛的地层。由于太平洋板块的俯冲和安第斯

火山弧的发育，导致了海相沉积范围的扩张以及盆地的水泛，盆地中西部为海相沉积，东部和南部边

缘逐渐过渡为陆相沉积。其中发育盆地内重要的三套海相烃源岩，分别是 Los Molles，Vaca muerta，

Agrio 组海相页岩，另外在各沉积旋回内发育的海相砂岩、碳酸盐岩以及陆相的砂岩均是盆地内重要

的储层。 

④晚白垩世至今前陆阶段 

晚白垩世末期，太平洋板块向南美板块聚敛，盆地进入了前陆期，随着早白垩世南大西洋扩张速

率变化的终止以及太平洋板块的重组，包括板状沉降角度的减小，导致了压性的机制并形成了先前张

性构造的反转。 

中—晚白垩世存在较小的基底冲断，下白垩统沉积发生抬升遭受侵蚀。盆地的造山运动在中新世

和上新世达到顶峰。向北延伸的安第斯山脉冲断带侵蚀到盆地的西部边缘，并使中生界地层发生变形。

构造南北走向，冲断作用从西到东。古近系和新近系主要是火山碎屑岩夹陆源碎屑岩，被较新的玄武

岩流覆盖，盆地北部有保存良好的火山锥和熔岩流。盆地南部新生界沉积有限，此处安第斯造山挤压

抬升较小，发育一些较小的安第斯褶皱带和断层。 

2  页岩油气特征 

2.1  生烃条件 

广泛分布且具有一定厚度的泥页岩是形成页岩油气藏的物质基础，富含有激质泥页岩的厚度越大，

页岩油气资源规模越大。内乌肯盆内发育四套烃源岩，包括三叠系 Puesto Kaufmann 组湖相页岩，侏

罗系Los Molles组，Vaca Muerta组和白垩系Agrio组海相页岩，尤以侏罗系Los Molles组和Vaca Muerta

组泥岩为主，其中 Vaca Muerta 组不仅分布范围广并富含有机质，是内乌肯盆地最主要的页岩油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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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aca Muerta 组为晚侏罗世深海泥岩沉积[3]，在盆地内广泛发育，盆地西部沉积厚度大，向盆地的

东部逐渐减薄，过渡为 Quintuco 组沉积，主要为外陆架碳酸盐岩沉积，再向东过渡为 Loma Montosa

组内陆架碳酸盐岩沉积，再向东为 Lindero 组滨岸相和河流相等碎屑岩沉积。 

 
图 3  内乌肯盆地地层柱状图 

 
图 4  内乌肯盆地 Vaca Muerta 组沉积古地理图（138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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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a Muerta 组可分为下、中和上三套沉积。Vaca Muerta 组最底部沉积了全盆范围内的海相沉积，

其上覆了陆架和滨岸环境下的碎屑岩沉积，向盆地方向过渡为缺氧环境下的暗色泥岩沉积，该套页岩

厚度主要为 50～100m。泥岩含薄层砂岩夹层，夹层厚度小于 4cm。中段的陆坡环境沉积厚层沉积，

主要为非常细粒的碎屑岩、泥质灰岩和泥灰岩沉积，陆架环境为薄层的碳酸盐岩沉积，盆地相为富有

机质的泥岩沉积，但有机碳含量没有下段的高。中段泥岩分布范围相对下段减小，厚度变大，厚度大

于 200m。上段是一个新的层序的开始，海泛环境下沉积了广布的页岩，在盆地的东部此套页岩是下

覆碳酸盐岩的有效盖层，在西部的大陆坡和盆地相发育了缺氧环境下富含有机质的页岩。 

 

 
图 5  内乌肯盆地 Vaca Muerta 组沉积剖面图 

页岩油气的分布、含油气饱和度以及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有机质类型、丰度及热成熟度。有机质

类型分为Ⅰ型、Ⅱ型和Ⅲ型，其中Ⅲ型有机质以生气为主，相关页岩不是页岩油的有利目标，Ⅰ型和

Ⅱ型有机质生油或生气取决于不同的热演化阶段。内乌肯盆地 Vaca Muerta 组烃源岩有机质以无定形

体为主，还有部分藻质体和草本物质，据岩石热解分析资料，氢指数为 200-675mg／gTOC， 烃指数

17-2797ppm。干酪根类型为Ⅰ型和Ⅱ型。 

卢双舫等通过对松辽盆地南部地区青山组研究认为，该地区在 TOC 大于 1.8％时，烃源岩所生成

的油量总和已经能够满足页岩各种形式的残留需要，丰度更高时页岩的含油量达到饱和，多余的油被

排出，此类页岩的含油量最为丰富，是页岩油勘探的有利区[4]。由于物源、沉积环境、矿物组成和有

机质类型的差异性，不同烃源岩含油量达到饱和的分界点有所不同，一般可以 TOC 为 2.0％为界，美

国也多以此界限作为评价页岩油气有利区的有机质丰度下限。Vaca Muerta 组烃源岩为一套很好～极

好的烃源岩，TOC 值一般为 2%-8%，烃指数 17-2797ppm，TOC 值大多分布在 4-6%，局部可达 10-12%，

且由上往下逐渐增高，底部热页岩 TOC 平均 8%。富含有机质的相向东部和南部尖灭，源岩的生油潜

力也从东向西增长。 

富含有机质只是页岩富含油气的基础，只有有机质成熟开始大量生成油气，页岩才可能富集油气。

内乌肯盆地 Vaca Muerta 组烃源岩在晚白垩世进入生油窗，现今 Ro 为 0.39%-1.52%，目前除盆地东部

外，该套烃源岩均已成熟，成熟烃源岩分布广，在页岩油气有利区评价时以 Ro 值高于 0.7%作为页岩

油气富集区的界限。Vaca Muerta 组有效烃源岩分布面积为 8.12×104km2 。与其它次安第斯前陆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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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烃源岩相比，内乌肯盆地进入生油窗时间早，持续时间适中。盆地 50％以上的油气均来自该套烃

源岩，是最为有利的页岩油气勘探目标。 

 
图 6  内乌肯盆地 Vaca Muerta 组地层厚度与烃源岩成熟度 

2.2  储集条件 

内乌肯盆地 Vaca Muerta 组页岩厚度大[5]，在盆地中心的 El Trapial 区块，富含有机质的页岩净厚

度 220-270m[6]，厚度大于美国多数页岩。盆地中西部页岩厚度大，向东部减薄。Vaca Muerta 组页岩

孔喉直径是 4-30nm，属于中等孔喉。该地区孔隙度可达 10％～12%,同目前美国页岩气产量最高的

Marcellus 页岩孔隙度相当，高于美国绝大部分页岩。 

页岩中石英、长石、方解石和白云石等脆性矿物含量越高，在压裂时越易形成裂缝，有利于页岩

油气的开采。内乌肯盆地 Vaca Muerta 组页岩中裂缝发育。页岩粘土含量低，约占 5%-25%，几乎全

为伊利石，不含膨胀性的粘土矿物。脆性矿物石英和方解石的含量比较高，具体石英和钙质含量与层

位在盆地的深度和位置有关，在 Vaca Muerta 的底部，石英含量高，向上钙质含量增加，在盆地远端

地区，石英和钙质含量相当[7]。 

3  页岩油气甜点区资源潜力 

（1） 评价方法 

页岩气藏中气包括基质孔隙、裂缝中的游离气、吸附于有机质和粘土表面的吸附气和少量溶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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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烃和水中的溶解气，在当前的行业标准计算中一般认为溶解气和吸附气在等温吸附分析中体现，所

以计算中只考虑游离气和吸附气两部分。页岩油气有利区的标准一般为 TOC 大于 2%，Ro 大于 0.5%，

孔隙度一般认为要大于 3%，渗透率大于 100nd。对含气量没有一致的标准，一般认为页岩有效厚度

较大时含气量的标准低一些，页岩有效厚度较小时含气量要高些。 

 
图 7  内乌肯盆地 Vaca Muerta 组页岩矿物成分三角图 

页岩油气资源量的计算方法一般包括容积法、递减曲线分析法、物质平衡法和数值模拟法等，在

勘探阶段容积法应用较多。 

容积法计算页岩油储量（资源量）如下： 

OOIP=含油岩石的质量×含油率 

通常含油率需要采用密闭取芯的方法确定，为节约成本，同时考虑到页岩油中能够产出的吸附油

很少，因此页岩油储量（资源量）的计算通常采用常规油容积法计算公式。 

容积法计算页岩气储量（资源量）是分别计算游离气和吸附气量，然后将二者相加。其游离气的

计算方法与常规天然气相同： 
 

 

其中 OGIP 为单位体积游离气地质储量，Ф 为孔隙度，Sw 为含水饱和度，Psc、Tsc 分别为标准

状态下的压力和温度，T 为温度，Z 为气体的偏差因子，P、T 分别为温度和压力。 

但是在超低渗透页岩层内，公式中的地层压力、孔隙度和含水饱和度等参数很难准确测得！ 

页岩气中吸附气储量（资源量）的计算采用公式： 
含气量重量OGIP  

吸附气含量可通过等温吸附实验法得到。等温吸附模拟实验法：通过页岩样品的等温吸附实验来

模拟样品的吸附过程及吸附量，通常采用 Langmuir 模型描述其吸附特征。根据该实验得到的等温吸

附曲线可以获得不同样品在不同压力（深度）下的最大吸附含气量，也可通过实验确定该页岩样品的

Langmuir 方程计算参数。 



姜向强等：阿根廷内乌肯盆地页岩油气资源潜力 

496 
 

（2） 评价结果 

根据 Vaca Muerta 组地层厚度、TOC 含量、有机质热成熟度、超压发育带等综合评价内乌肯盆地

页岩油气甜点发育区。页岩气甜点区的面积为 3940km2，页岩油甜点区的面积为 5910km2，有利区内

超压发育，TOC 大于 4.5%，Ro 大于 0.7％，地层厚度大于 300m，埋深 1500m-4000m，甜点区内 LLL

开发试验区目前在产的直井的单井初产 200-600 桶/天。 

 
图 8  内乌肯盆地页岩油气甜点气分布图 

针对内乌肯盆地 Vaca Muerta 组的甜点区内页岩油、气的资源量进行了计算。鉴于目前对页岩油、

气资源量评价仍以对常规油气的评价方法为主，而这些方法在页岩油气的评价中各参数的不确定性增

加，因此本次评价采用蒙特卡洛方法进行。 

对页岩油、页岩油中的溶解气、页岩气、页岩气中的凝析油四种资源用容积法进行了计算。参数

的取值参考 Ryder Scott 公司 2011 年对内乌肯盆地 Vaca Muerta 组页岩油、气的评价。以页岩油为例，

页岩油及其溶解气的评价参数见表 1 和图 9。 
表 1  内乌肯盆地 Vaca Muerta 组页岩油资源量参数 

面积 厚度 孔隙度 
含油饱和

度 
油体积系数 气油比 

（acre） （ft） （%） （%） （bbl/stb） （mbbl/mmcf） 

1460361 262-1053 6-10 50-85 1.1-1.9 178-891 

根据蒙特卡洛方法对页岩油资源量进行了计算，页岩油的 P50 地质资源量为 2659.4 亿桶，可采

资源量为 113.0 亿桶；页岩油中溶解气的 P50 地质资源量为 63.2Tcf（10533.3MMboe），可采资源量为

2.7Tcf（450MMb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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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内乌肯盆地 Vaca Muerta 组页岩油可采资源量计算结果 

对页岩中页岩气及凝析油进行了计算，页岩气 P50 地质资源量为 278.2Tcf（46366.7MMboe），可

采资源量为 53.9Tcf（8983.3MMboe）；页岩中凝析油 P50 地质资源量为 95.9 亿桶，可采资源量为 18.4

亿桶。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内乌肯盆地甜点区 Vaca Muerta 组页岩油、气 P50 计算结果见表 2，P50 地

质资源量合计为 332.8 亿桶油当量，可采资源量合计为 225.0 亿桶油当量。 
表 2  内乌肯盆地 Vaca Muerta 组页岩油、气 P50 计算结果 

页岩油 凝析油 页岩气 溶解气 合计 

B bbl Tcf 

OOIP 266 10 276 B bbl 

OIL_EUR 11 2 13 B bbl 

OGIP 278 63 341 tcf 

GAS_EUR 54 3 57 tcf 

4  结论 

对比美国的成功页岩层，阿根廷内乌肯盆地 Vaca Muerta 组厚度大，埋深适中，TOC 含量高，处

于生油-生气阶段，是盆地的主力烃源岩层。 盆地中部表现出异常高压的特征，粘土矿物含量低，脆

性矿物含量高，可压裂性强。总体上看 Vaca Muerta 组是优质的页岩油气层。 
盆地中心地区最为有利。页岩气甜点区的面积为 3940km2，页岩油甜点区的面积为 5910km2，甜

点区 P50 地质资源量合计为 332.8 亿桶油当量，可采资源量合计为 225.0 亿桶油当量。甜点区初产高，

压裂效果好，可以考虑在该盆地 Vaca Muerta 组页岩油领域开展页岩油气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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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uquen Basin is situated in western Argentina. The economic basement of the basin includes 

Precambrian-Paleozoic rocks that mainly consist of metamorphosed sediments and volcanics covered with sediments from 

Triassic to Neogene. The Vaca Muerta formation is a thick succession of Late Jurassic–Early Cretaceous organic rich 

siliceous marlstones and mudstones. It is the main source rock in the basin. Continuous thickness of Vaca Muerta formation 

with TOC above 2% ranges from 30 m at the edges to up to 200 m at the center of the basin. A large overpressure area of 

this formation was proposed in the basin center. The depth is from 1500-4000. The content of the shale is between 5 and 

25%. The center is the Sweet spot with the shale oil potential resource of 33280MMbbl and the shale gas 22500MMboe. 

Vaca Muerta vertical wells show similar Bakken horizontal wells production rates. The Neuquen Basin wi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shale oil basin outside the Nor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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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天环地区地应力与储集层裂缝定量预测 
 

康  锐1，2，杜寻社1，2，胡爱平1，2，张  辉1，2 

（1.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18;  

2.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 陕西 西安 710018） 

 

摘要：依据露头剖面、钻孔岩心裂缝特征统计成果，在对鄂尔多斯盆地天环地区上古生界盒 8、山 1 段气层声发射

地应力测量、岩石力学参数和单轴抗拉强度测试的基础上，采用有限元法对裂缝形成期的古构造应力场进行模拟，

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印支运动构造应力场是以 NNE-SSW 方向（8°～17°）挤压为主，研究区最大主应力在 84～100MPa

之间，平均 94.12MPa；燕山运动构造应力场是以近 NW-SE 方向（126°～133°）挤压为主，最大主应力在 60～72MPa

之间，平均 66.22MPa；喜马拉雅运动构造应力场是以近 NE-SW 方向（49°～58°）挤压为主，最大主应力在 39～

46MPa 之间，平均 42.57MPa，进一步在主要构造形变期应力场数值模拟基础上，预测盒 8段裂缝主要发育在研究区

中部鄂 33、李 8 等井区，密度值介于 0-0.4；山 1 段裂缝主要发育在研究区北部鄂 19 井区及中部李 3 等井区，密

度值介于 0-0.86。并且通过对天环地区 14 口井的预测裂缝密度与实测进行对比，绝对误差值较小，拟合度高。 

关键词：鄂尔多斯盆地；天环地区；应力场；储集层裂缝；三维有限元 

 

0  引言 

    从世界各国低渗透油气藏储集层研究结果来看，低渗油气层多为致密岩石，这种性质的岩层在不

同构造应力场作用下大都表现为脆性变形，形成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裂缝系统,与孔隙相比，可以认

为这些裂缝是极好的运移通道和储集空间,超低渗气田之所以具有开采价值，与储集层中存在着多种

级别断裂及裂缝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存在裂缝系统的低渗、超低渗油气田，一般很难具有经济开发价

值[1]。研究表明，鄂尔多斯盆地广泛分布构造裂缝[2-3]，构造裂缝是沟通孔洞形成优质储集层的重要

因素，是气井高产的重要原因，“甜点区”和裂缝发育区有着必然的联系。 

1 地质概况 
鄂尔多斯天环地区位于盆地西侧，为东翼宽缓、西翼陡窄、不对称的坳陷构造，衔接了西缘逆

冲带和陕北斜坡（图1），为盆地构造格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上古生界为一套海陆过渡相的碎屑岩系，

自下而上依次发育石炭系的本溪组、太原组、二叠系山西组、下石盒子组、上石盒子组及石千峰组六

套地层，总沉积岩厚度在700m左右，其主要含气层段位于太原组、山西组和下石盒子组[4-6]。通过对

该区探井资料的综合分析，本区构造总体呈北高南低的构造格局，坡度较缓，局部发育有少数微鼻状

构造。研究区北部小断裂相对发育，基本为相对孤立的小断层，延伸范围1～2公里，断距为3～8米。

目的层盒8段、山1段各小层厚度相对稳定，标志层清楚。目的层深度3600m～4500m左右，地层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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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106m。 

 
 

2 裂缝发育特征 

通过研究区周边千里山、呼鲁斯太、太阳山三个上古生界二叠纪地层野外地质剖面裂缝的调查（图

2），证实：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发育的全部砂岩地层构造裂缝发育，具有成组、成带分布特征，多

数呈“X’型共轭剪切裂缝，裂缝长度不等，最长延伸可达百余米。 

裂缝倾角以高角度裂缝为主，占 66.67%；斜交缝次之，占 30.77%；低角度及水平缝较少，占 2.56%；

裂缝走向主要有 NE 向、NW 向、NEE 向、近 SN 向（图 3）。  
   岩心裂缝观测法是目前裂缝研究中一种最基本、直观、可靠的方法，也是研究储层裂缝的一

个重要而直接的手段。笔者共对天环地区 53 口井岩心进行了观察描述(图 4），进行了岩心裂缝观测。

对发现裂缝的 30 口取芯井做了构造裂缝统计分析。天环地区钻孔岩心发育一定数量的构造裂缝，以

高角度缝为主，占 70.65%，以张性或张剪性为主，同时也见有少量的低角度的张剪性裂缝；裂缝呈

完全充填、半充填，或少量充填，充填物多为硅质、钙质和泥质充填，泥岩及煤层中见有压扭性裂缝，

挤压镜面光亮，具斜向擦痕、阶步等构造行迹。裂缝宽度 0-5mm 不等，以小于 1mm 的微裂缝居多，

占 43.96%，1-3mm 的占 40.66%；裂缝纵向延伸长度基本分布在 5-15cm，占 86.02%，大于 15cm 的

占 12.9%。 

图1  鄂尔多斯盆地构造区划与研究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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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天环地区野外相似露头区宏观构造裂缝特征 

 
图3  天环地区野外剖面裂缝的组系和方位玫瑰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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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9 井，3782.2m，山 1段 

灰色含泥质条带粗砂岩发育一组垂直张裂缝，宽

1-1.5mm 长 15cm 

e19 井，3812.2m，山 1段， 

绿灰色细砂岩，发育俩组挤压镜面并附着方解

石，可见阶步 

  
s304 井，3755.0m，盒 8下 

灰白色含碳屑中砂岩，示板状交错层理，发育一

组高角度张剪裂缝 

s12 井，3532.7m，山 1段， 

灰色泥质中-粗粒砂岩，发育一条高角度张裂缝，

泥质充填 

图4  鄂尔多斯盆地天环地区岩心裂缝观察描述 

3  构造应力场模拟 

    低渗透油气储集层中构造应力场和裂缝定量预测的关键是其模型的建立[7]。由于地质体形成过程

中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不可逆性，只能用相对静止和相对均质的观点来近似地再现在漫长地质历史时

期中形成的复杂地质体中应力场和构造裂缝的分布情况，模型的建立包括地质模型和力学模型建立

[9-10]。 

3.1  模型建立 

    天环地区的构造裂缝，具有多期、多方向、组合复杂等特点，是晚侏罗至新近纪各种地质作用相

互叠加的结果。因此，为了更好的模拟应力场，我们采用三维平面模型进行研究应力场平面分布和裂

缝预测研究。 
依据研究区构造演化、区域应力场变化，并结合钻井资料、测井资料、岩心试验资料、小型压裂

资料以及气井动态资料等，将目的层连同上下盖层和底层作为一个岩石块体隔离出来，对天环地区不

同地质时期应力场进行数值模拟。加载的信息有各个时期古构造图、地层厚度、各目的层砂地比、沉

积微相等，充分考虑上覆地层压力、岩性等边界效应，根据不同地层的岩相边界，结合实测岩石力学

参数确定模型中力学参数的赋值。将地质模型转化为有限元数学模型，建立有限元分析数学、力学模

型并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离散后的岩体是由不同性质的围岩组成。岩石的力学性质直接影响着岩石

中的应力分布，因而在应力场的数值模拟中，合理地选择岩石力学参数尤为重要。地应力场数值模拟

所用的力学参数主要有弹性模量、泊松比、粘聚力和内摩擦角。岩石的力学性质与岩石组成及岩性相

关，即使对于同一种岩石，由于温度、深度、围压等因素的差异，其力学性质也是不同的[11]。从天环

地区的地层分析，可以看出本区揭露的地层及相应的岩性分布，在岩性上，不仅考虑了不同层位上的

岩石力学参数，还考虑了岩系的局部特征，数学模型物理力学参数依据岩石力学测试实验结果回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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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模量、泊松比与砂地比的关系式，并计算出不同砂地比对应的岩石力学相关参数（表 1）。 

表1  鄂尔多斯盆地天环地区岩石力学相关参数 

砂地比/% 弹性模量/MPa 泊松比 抗压强度/MPa 内聚力/MPa 内摩擦角/(°) 

>70 39.0 0.134 52.12 11.053 42.85 

60～70 37.2 0.144 31.42 11.053 42.85 

50～60 33.8 0.164 19.65 11.053 42.85 

40～50 30.4 0.184 28.55 11.053 43.79 

30～40 26.9 0.204 35.52 11.053 43.79 

20～30 23.5 0.224 17.94 14.000 41.91 

10～20 20.1 0.243 26.82 14.000 41.91 

≤10 16.7 0.263 45.36 11.053 42.85 

3.2  边界力的约束条件 

3.2.1  声发射 Kaiser 效应历史应力测试实验 

    岩石记忆效应最重要的就是 Kaiser 效应和应变硬化。Kaiser 效应是德国科学家 Joseph Kaiser 在

1950 年代对金属及木材等的小试件上开展大量试验后发现的。即是说，当试件受到循环荷载的作用

下，如果荷载没有达到前面的应力，则试件不会有声发射现象，或者声发射现象很弱，而当荷载超过

先期荷载时，则出现生发射现象的剧变。最早将Kaiser效应运用于岩石中的是岩石力学家Goodman[10]。 

   本次试验针对 13 件钻孔岩心试件和五组野外露头采取的岩石平面试样进行了声发射 Kaiser 效应

历史应力测试分析，主要测试分析了每个试件所受历史应力期（幕）次及其量值，实际完成 30 个试

件的测试分析。测试分析结果表明，试件记忆的历史应力场期次范围为 2-6 期，并以 4-5 期为主；13

件钻井岩心试件记忆的最大历史应力为 85-102MPa；据 5 组地面露头平面岩样测试结果，并结合区域

构造演化史分析，其经受的历史应力场主要有 3 期，记忆的最大主应力量值为 96MPa。 
3.2.2  应力场模型边界条件加载 

在三维构造应力场各层位模拟模型建立之后，在模型上施加了边界约束及外力，三期模型的深度

方向为 Z 轴，Z 轴铅直向上为正；X 方向指向东，Y 方向指向北。边界力有水平构造力，重力，上覆

岩层压力。重力由岩层的密度和重力加速度计算。构造力分三期加载，即印支期、燕山期、喜山-现

今期。各期应力大小及方向由声发射测试数据获得。 

印支期：基底（模型底部）在垂向上约束，施加 NNE-SSW 方向的大小为 94.12MPa 外力模拟最

大主应力，模型的另外两个面施加垂直于层位面方向的固定约束，模型的上表面为自由面，模型的整

体施加重力加速度。 

燕山期：模型的边界约束方式与印支期相同，仍为基底（模型底部）在垂向上约束，施加 NW-SE

方向大小为 66.22MPa 外力模拟最大主应力，模型的另外两个面施加垂直于层位面方向的固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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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上表面为自由面，模型的整体施加重力加速度。 

燕山-现今期：模型的底部为水平方向，施加 NE-SW 方向大小为 42.57MPa 外力模拟最大主应力，

模型的上表面为自由面，模型的整体施加重力加速度，这样约束满足有限元分析的要求，能够对模型

进行运算求解，获得满意的收敛效果。 

3.3  天环地区应力场分布 

    天环地区印支、燕山、喜马拉雅运动构造应力场的差别颇大。他们分别代表三叠末、侏罗纪和白

垩纪的构造事件的影响。 
天环地区印支运动构造应力场是以NNE-SSW方向（8°～17°）挤压为主，研究区最大主应力在84～

100MPa之间，平均94.12MPa，呈条带状展布，安定堡、定边及大水坑一带为应力高值区。天环地区

燕山运动构造应力场是以近NW-SE方向（126°～133°）挤压为主。研究区最大主应力在60～72MPa之

间，平均66.22MPa，安定堡以北及南部的史家湾以南一带为应力高值区。天环地区喜马拉雅运动构

造应力场是以近NE-SW方向（49°～58°）挤压为主，研究区最大主应力在39～46MPa之间，平均

42.57MPa，较印支期及燕山期明显减弱，安定堡-古峰庄-大水坑一带及定边以东地区为应力高值区（图

5）。 

 
图5  鄂尔多斯盆地天环地区应力场分布 

4 裂缝预测 

在主要构造形变期应力场数值模拟基础上，利用构造裂缝形成的力学原理[12-13]，从已知到未知，

从点到面，采用数理统计原理回归分析未知区裂缝密度分布，对天环地区岩石构造裂缝综合发育情况

进行初步预测及评价。 

从裂缝预测密度平面图可以看出，盒 8 段（图 6）：裂缝主要发育在研究区中部鄂 33、李 8 等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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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鄂尔多斯盆地天环地区盒8段裂

缝预测 

图7  鄂尔多斯盆地天环地区山1段裂

缝预测 

区，预测裂缝密度值介于 0-0.4；山 1 段（图 7）：裂缝发育高值区位于研究区北部鄂 19 井区及中部李

3 等井区，预测裂缝密度值介于 0-0.86。裂缝发育密度：山 1>盒 8。通过对天环地区 14 口井的预测

裂缝密度与实测进行对比，绝对误差值较小，拟合结果比较满意。 

   

  

5  结论 

（1）研究区内印支运动构造应力场是以 NNE-SSW 方向（8°～17°）挤压为主，最大主应力在 84～

100MPa 之间，平均 94.12MPa；燕山运动构造应力场是以近 NW-SE 方向（126°～133°）挤压为主，

最大主应力在 60～72MPa 之间，平均 66.22MPa；喜马拉雅运动构造应力场是以近 NE-SW 方向（49°～

58°）挤压为主，最大主应力在 39～46MPa 之间，平均 42.57MPa， 

（2）在主要构造形变期应力场数值模拟基础上，预测盒 8 段裂缝主要发育在研究区中部鄂 33、

李 8 等井区，密度值介于 0-0.4；山 1 段裂缝主要发育在研究区北部鄂 19 井区及中部李 3 等井区，密

度值介于 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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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oir Stress and Fracture Distributions of Tianhuan area, Ordos 

 
Kang Rui1,2 Liu Jiaqing3 Hu Aiping1,2 Zhang Hui1,2 

（1.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Changqing Oilfield Company, Xi’an 710018, China;2. Low 
Permeability Oil and Gas Field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Xi’an 710018, 

China; 3. Shaanxi Yan’an Oil And Natural Gas Co.Ltd,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outcrop section, drilling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statistical results. Acoustic emission in-situ stress 
measurement, rock mechanics parameters and uniaxial tensile strength test, Simulate the formation of the ancient tectonic 
stress field of application of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osinian movement of the tectonic stress 
field is NNE-SSW (8°~ 17°) extrusion in the study area, The maximum main stress between 84 ~ 100 MPa, An average of 
94.12 MPa; Yanshan movement of the tectonic stress field is NE-SW (126°~ 133°) extrusion, The maximum main stress 
between 60 ~ 72 MPa, An average of 66.22 MPa; Himalayan movement of the tectonic stress field is NE-SW (49°～58°) 
extrusion in the study area, The maximum main stress between 39～46 MPa, An average of 42.57MPa; Further on the basis 
of main stress fiel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ectonic deformation, Predict fracture of Member 8 of Shihezi 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middle part of the study area (e33, li 8 wellblock), Density between 0-0.4; Predict fracture of Member 1 of 
Shanxi 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north part of the study area (e19, li 3 wellblock), Density between 0-0.86. Contrast to 
predict fracture density and the actual fracture density of 14 well in Tianhuan area , Comparison results show that absolute 
error value is smaller, High fitting degree. 
Key words : Ordos Basin; Tianhuan area; Tectonic stress field; Reservoir fracture; The three 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507 
 

编号：NGGSF02C013 

页岩多尺度孔隙结构中气体传质特征实验研究 

 

 康毅力，梁  李，孙艾茵，陈明君，郝志伟，张梆浩 

（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气体在页岩孔隙结构中的流动行为复杂，研究页岩多尺度孔隙结构中的气体传质，对于明确产气机理和优化

产能模型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四川盆地东部龙马溪组海相页岩样品，设计了页岩单相气体低速渗流实验，分析了

滑脱因子大小及对渗透率的贡献程度，探讨了气体传质发生的平均水力学半径和流态。实验结果显示四块岩样的滑

脱因子范围为 0.092~0.151MPa，渗透率越大，滑脱因子越小，孔隙结构尺度对滑脱效应影响的强弱次序为基块＞天

然裂缝＞人工裂缝。同一块页岩岩样，孔隙压力降低，气测渗透率增大，滑脱效应增强，而增大驱替压力能有效降

低滑脱效应，减弱气体非达西流动特征。平均水力学半径的计算结果为 126.00~229.66nm，rH（人工裂缝）＞rH（天

然裂缝）＞rH（基块），平均水力学半径越大，气体流通尺寸越大，气体在页岩中更易流动。努森数的分布范围为

0.048~0.228，气体传质方式主要为滑脱流和过渡流，孔隙结构尺度决定气体传质方式，并且传质方式是动态变化

的。 

关键词：页岩；孔隙结构；气测渗透率；滑脱效应；水力学半径 

 

0  引言 

页岩气以吸附或游离状态赋存于暗色富有机质、极低渗透率的页岩、泥质粉砂岩和砂岩夹层系统

中，是自身自储、连续聚集的天然气藏[1]。页岩气全球资源量约为 456 1012m3，约占非常规天然气（煤

层气，致密砂岩气和页岩气）总资源量的 50%[2]。页岩气资源主要分布在北美、中国和中亚、苏联、

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等地区。美国能源信息署（EIA）2013 年公布了我国页岩气资源量，所计算的

盆地和地区包括了四川、塔里木、准葛尔、江汉、苏北和松辽等 6 个盆地以及扬子地台，其中地质资

源量为 134.32 1012m3，可采资源量为 31.55 1012m3。页岩孔隙结构复杂，既有纳米级的有机质粒内

孔隙、粒间孔隙，还发育微米级裂缝，孔喉直径非常小，渗透率极低，同时吸附气和游离气共存，游

离气储集在孔隙空间中，吸附气储集在有机质和黏土矿物中，吸附气可占总储集量的 20%~80%，且

页岩粘土矿物含量高，富含有机质且非均质性强，气体传质机制复杂，传质过程具有多尺度性，气体

传质方式受到孔隙结构尺度的影响[3-5]。Javadpour 等[6-7]用原子力学显微镜对页岩气体传质进行研究，

认为经典的达西理论不适用于页岩纳米级的孔隙分析，应考虑页岩孔隙中的流动、孔隙与有机质壁面

的吸附/解吸、以及溶解在干酪根和有机质内部的气体扩散，初步建立了纳米孔隙渗流理论。Vivek 

Swami 等[8-9]认为页岩气在孔隙结构中运移是多种传质机制的耦合。陈强[10]阐述了页岩微孔结构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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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传质方式的影响，指出页岩纳米级孔隙主要分布于直径<10nm 的孔隙之内，为吸附气主要储集空间；

在气藏开采初期和中期，直径>10nm 的孔隙是主要的传质通道，绝大部分游离气是以无滑脱渗流或存

在滑脱渗流的方式产出；在气藏开采后期，所有孔隙均是重要的传质通道，气体主要以分子扩散、过

渡流动、存在滑脱渗流的方式产出。吴剑[11]对纳米级孔隙下的页岩气渗流理论研究指出，页岩气在基

块中的渗流通道为纳米级，喉道与孔隙度皆是纳米级，气体在渗流通道中是滑脱流动。页岩孔隙类型

多，孔隙结构复杂，且具有多尺度性。页岩主要由四类不同的多孔介质构成：有机质中分布的纳米级

有机粒内孔隙、无机矿物中纳米-微米级非有机粒间孔隙、发育丰富的微米级-毫米级天然裂缝以及更

大尺度的水力压裂缝[5]。本文通过室内实验对页岩多尺度孔隙结构中的气体传质特征展开了深入研

究，为页岩气的高效开发提供依据。 

1  岩样及实验方法  

1.1  岩样选取 

实验样品取自四川盆地东部的龙马溪组海相页岩，为自留系黑色碳质页岩。页岩样品石英平均含

量为 45.7%，长石平均含量为 8.7%，脆性矿物含量超过 50% ，岩性脆性特征明显，粘土矿物平均含

量为 27.5%；伊利石平均含量 64.03%，伊/蒙间层矿物平均含量 22.36%、绿泥石平均含量 13.69%，

不含有蒙脱石和高岭石，有机碳含量（TOC）平均为 3.5%，有机质成熟度 Ro 平均为 2.58%。孔隙度

测试采用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发的低渗透岩心孔隙度测试系统。 

室内实验所用岩心柱的尺度与气藏尺度相比非常小，因此，实验岩样分为三类（人工裂缝、天然

裂缝和基块）以代表页岩不同尺度的孔隙结构，选取四块干燥页岩柱开展低速渗流实验，实验岩样的

基本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岩样基本参数 

样品编号 直径，cm 长度，cm 孔隙度，% TOC，% 岩心描述 

PL-1 2.532 3.734 7.43 3.97 人工裂缝 

PL-2 2.546 4.162 4.49 4.03 人工裂缝 

PL-3 2.540 3.992 2.23 4.60 天然裂缝 

PL-4 2.524 4.096 4.21 4.15 基块 

1.2  实验方法 

采用单相气体低速渗流实验仪器进行测试，实验流程和实物见图 1，实验介质为氮气，温度为室

温(20℃)，围压为 7MPa，无回压。实验步骤如下：（1）将干燥岩样放入加持器，施加围压 7MPa；（2）

岩心加持器出口端不加回压，升高上游端气体压力直至出口端可见稳定可测气流，测定气体流量；（3）

不断增加入口端压力，测量 7~8 个不同驱替压差下的气体流量；（4）实验测试完毕，仪器归位，关闭

气源，实验结束；（5）采用气测达西公式计算渗透率。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509 
 

   
图 1  单相气体低速渗流实验流程和实物 

2  低速渗流实验分析  

2.1  实验结果 

表 2  气测渗透率与孔隙压力的倒数 

注：孔隙压力 pm 为岩心进出口压力的算术平均值，即（p1+p2）/2，MPa。 

2.2  低速渗流滑脱效应分析 

页岩低速渗流实验所测的气测渗透率，存在 Klinkenberg 效应，需要进行克氏校正，其数学表达

式为： 

                    (1 )g
m

b
K K

p                              （1） 

式中，Kg 为气测渗透率，μm2；K∞为克氏渗透率，μm2；pm 为岩心进出口平均压力，MPa；b 为

滑脱因子，MPa，其数值取决于气体性质和岩石孔隙结构，数学表达式为： 

4 mC p
b

r


                               （2） 

式中，r 为岩石孔喉半径；C 为近似于 1 的比例常数；λ为气体分子平均自由程，表达式为： 

22
B

m

k T

d p



                             （3） 

式中，kB为玻尔兹曼常数（1.3806505×10-23J/K）；T 为温度，K；d 为分子动力学直径；pm为孔隙

压力，Pa。 

对表 2 的数据进行克氏校正，得到校正后的渗透率和滑脱因子如表 3 所示。 

PL-1 PL-2 PL-3 PL-4 

K，mD 1/Pm，MPa-1 K，mD 1/Pm，MPa-1 K，mD 1/Pm，MPa-1 K，mD 1/Pm，MPa-1 

4.987322 8.96861 4.396802 8.130081 2.27484 9.1324201 0.015512 1.5313936 

4.443703 7.905138 4.168005 7.220217 2.114174 8.1632653 0.015357 1.4738394 

4.209683 6.734007 3.979879 6.410256 1.926935 7.1428571 0.015245 1.4214641 

4.125942 6.19195 3.872825 5.847953 1.867711 6.3694268 0.015155 1.3764625 

4.004362 5.633803 3.717082 5.30504 1.837717 5.6818182 0.015086 1.3315579 

3.903222 5.128205 3.62295 4.889976 1.79359 5.1546392 0.015031 1.2953368 

3.82176 4.576659 3.585456 4.555809 1.771255 4.784689 0.015014 1.259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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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低速渗流滑脱效应分析表 

样品编号 克氏回归方程 K∞，mD b，MPa 孔隙度，% 岩心描述 

PL-1 y=0.2491x+2.6072 2.6072 0.09554 7.43 人工裂缝 

PL-2 y=0.2309x+2.509 2.5090 0.09203 4.49 人工裂缝 

PL-3 y=0.1129x+1.1921 1.1921 0.09471 2.23 天然裂缝 

PL-4 y=0.0019x+0.0126 0.0126 0.1508 4.21 基块 

根据分析可知，克氏渗透率为 0.0126~2.6072mD，滑脱因子为 0.092~0.151MPa，滑脱因子是定

量表征页岩中气体滑脱效应的参数，孔隙尺度越大，滑脱因子越小，不同尺度的孔隙，宏观上表现为

渗透率的不同，微观上则表现为气体在孔隙结构中运移机制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孔隙结构尺度对滑

脱效应影响的强弱次序为基块＞天然裂缝＞人工裂缝。 

对式（1）进行变形，可推导出滑脱效应对渗透率贡献的数学表达式： 
( / ) 100%m

g

K b p

K
  滑脱效应对渗透率贡献率                 （4） 

在页岩储层中，随着孔隙结构尺度的减小，滑脱效应也越显著，对气体的渗透率贡献也越大；同

一块页岩岩样，孔隙压力降低，气测渗透率增大，滑脱效应增强，对气体的渗透率贡献也越大。实验

中改变驱替压力即可改变孔隙压力，结果表明，增大驱替压力能有效降低气体的滑脱效应，减弱气体

的非达西流动特征，如图 2 所示。 

 

 
图 2  不同孔压下滑脱效应对渗透率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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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体传质特征分析 

3.1  气体传质通道分析 

综合式（1）和式（2），得到 Klinkenberg 模型的另一个数学表达式为：  

4(1 )g
H

K K
r


                              （5） 

式中，rH为平均水力学半径，nm。 

根据表 2 和式（3）求取不同孔隙压力的气体分子平均自由程，再作 Kg 和 λ之间的关系如图 2

所示。Sinha 等[12]将 Kg 与 λ之间的关系进行线性回归，得到直线的斜率，得到直线的斜率（l 斜率），进

而可由如下公式求得实验岩样的平均水力学半径： 

H
4K

r
l


斜率                                  （6） 

采用式（6）可以可计算出四块不同渗透率级别页岩岩样的平均水力学半径，线性回归图如 3 所

示，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图 3  渗透率 kg 与气体分子自由程线性回归图 

表 4  低速渗流平均水力学半径分析表 

样品编号 克氏变形回归方程 K∞，mD rH，nm 孔隙度，% 岩心描述 

PL-1 y=0.0471x+2.6072 2.6072 221.42 7.43 人工裂缝 

PL-2 y=0.0437x+2.509 2.5090 229.66 4.49 人工裂缝 

PL-3 y=0.0214x+1.1921 1.1921 222.82 2.23 天然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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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4 y=0.0004x+0.0126 0.0126 126.00 4.21 基块 

平均水力学半径定量表征气体在岩心的有效流动尺寸，代表页岩孔隙中相互连通的通道大小，页

岩不同尺度的孔隙结构决定了平均水力学半径的尺寸，平均水力学半径的尺寸在宏观上则体现为渗透

率的差异，从而能反映出气体在页岩中有效的的流动通道尺寸。四块页岩岩样的平均水力学半径 rH

计算结果为 126.00~229.66nm，rH（人工裂缝）＞rH（天然裂缝）＞rH（基块），平均水力学半径越大，

气体流通尺寸越大，气体在页岩中更易流动。 

3.2  气体传质方式分析 

页岩储层的孔隙尺寸跨度范围大，从几纳米到数百纳米以上，气体在页岩储层中的流动属于多孔

介质范畴，而气体在多孔介质中的流动状态通常根据 knudsen 数（Kn）的大小进行划分[13]，其数学

表达式为： 

  Kn
r


                                    (7)

  
 

Kn 越大则代表气体分子与孔隙壁面的碰撞越频繁，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就越强，而气体分子之间

的相互作用则越弱，气体的流动状态也就越偏离达西渗流。 

综合式（5）和式（7），可以得出 Kn 的数学表达式： 

n ( 1) / 4gK
K

K
 


                             （8） 

式（8）可以解释 Kn 与渗透率的关系，随着压力的降低，气体的分子平均自由程增大，Kn 增大，

气体分子与孔隙壁面的碰撞频率上升，滑脱效应也越显著，造成渗透率升高；反之，当压力无限大，

气体流动等效于液体流动，气体在壁面的速度降为零，滑脱效应消除，此时的渗透率就为岩石的绝对

渗透率，即克氏渗透率。 

采用低速渗流实验结果（表 2）的数据，运用式（7）可以计算不同渗透率级别页岩的 Kn，计算

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页岩不同尺度孔隙的 Kn 数范围 

样品编号 孔隙度，% 渗透率，mD 孔隙压力，MPa Kn 岩样描述 

PL-1 7.43 2.6072 0.112~0.219 0.117~0.228 人工裂缝 

PL-2 4.49 2.5090 0.123~0.220 0.107~0.188 人工裂缝 

PL-3 2.23 1.1921 0.110~0.210 0.121~0.227 天然裂缝 

PL-4 4.21 0.0126 0.654~0.794 0.048~0.058 基块 

根据 Kn 数的大小，可将气体流动区域划分为如下的四个区间[14](表 6)：  
表 6  气体在多孔介质中的流动区域分类 

Kn <10-3 10-3~10-1 10-1~101 >101 

流动区域 连续流 滑脱流 过渡流 自由分子流 

页岩岩性越致密，气体在页岩中的滑脱效应越显著。滑脱效应在本质上来说是由气体的努森扩散

引起，当 Kn 介于 10-3~10-1 时，气体在页岩中流动，努森扩散所起的作用较弱，属于滑脱流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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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 介于 10-1~101 时，气体在页岩中流动，努森扩散的作用逐渐增强；当 Kn 大于 10 时，可以近似认

为努森扩散，即自由分子流。 

不同尺度孔隙结构的页岩，其渗透率也不同，四块页岩岩样的 Kn 数的分布范围为 0.048~0.228，

按照表 6 的分类标准，页岩的气体传质方式主要为滑脱流和过渡流。 

4  结论 

（1）四块岩样的滑脱因子范围为 0.092~0.151MPa，滑脱因子大小与孔隙结构尺度密切相关，孔

隙结构尺度越小，滑脱因子越大，孔隙结构尺度对滑脱效应影响的强弱次序为基块＞天然裂缝＞人工

裂缝；同一块页岩岩样，孔隙压力降低，气测渗透率增大，滑脱效应增强，而增大驱替压力能有效降

低滑脱效应，减弱气体的非达西流动特征。 

（2）平均水力学半径定量表征气体通过页岩岩心中的有效流动尺寸，代表页岩孔隙结构中相互

连通的通道大小，平均水力学半径 rH计算结果为 126.00~229.66nm，rH（人工裂缝）＞rH（天然裂缝）

＞rH（基块），平均水力学半径越大，气体流通尺寸越大，气体在页岩中更易流动。 

（3）四块岩样具有不同尺度的孔隙结构，宏观上表现为渗透率的不同，微观上则表现为气体在

孔隙结构中的运移机制不同。努森数的分布范围为 0.048~0.228，按照气体在多孔介质中流动区域分

类，得出页岩的气体传质方式主要为滑脱流和过渡流，并且传质方式是动态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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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gas mass transfer characteristic in shale multi-scale 

pore structure  
 

Kang Yi-li, Liang Li, Sun Ai-yin, Chen Ming-jun, Hao Zhi-wei , Zhang Bang-hao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Abstract：Gas flow behavior in shale pore is a complex process. Conducting research on gas seepage in shale multi-scale 

po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gas output mechanism and optimize gas productivity model. This paper designed 

gas single phrase seepage experiments with Longmaxi shale core sample to analysis the influence of gas slippage on gas 

permeability. For all 4 core samples, results shows that gas slip factor ranges from 0.092MPa to 0.151MPa. Moreover, gas 

slip factor reveal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permeability. Considering pore scale, shale matrix have a most remarkable 

effect on slip factor, hydraulic fracture shows the minimum influence on slip factor, while natural fracture is medium. As for 

one core sample, gas permeability and slip factor increase as the pore pressure decrease. Increase driving pressure can 

reduce the slippage effect meanwhile weaken gas non-Darcy flow. The average shale pore rH is around 126.00nm ~ 229.66 

nm, rH (hydraulics fractures) > rH (natural fracture) > rH (matrix). The large rH is, the wider gas transfer channel is and the 

easier gas seepage in shale. Kn of the gas flowing channel ranges between 0.048 to 0.228, so gas mass transfer pattern are 

mainly slippage flow and transition flow. We can conclude that pore size scale determines how the gas mass transfer and 

mass transfer mode is dynamic.  

Key words: Shale; Pore structure; Gas permeability; Slippage; Hydrodynamic ra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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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砂岩气藏针对工程和开发的地震预测技术 
                           

李海亮*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西北分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致密砂岩气藏具有埋藏深、物性差、直井产量低的特点，但勘探潜力大。致密储层物性以低孔低渗为主，围

岩与致密砂层的阻抗差异小，煤层的强烈吸收衰减等现象使得致密砂岩储层地震响应特征不明显，因此预测的难度

大。常规方法主要围绕岩性和含油气进行预测，本文以地震为主导面向工程和开发方案进行预测，围绕预测脆性、

物性为预测目标，结合叠前属性及统计融合等技术，可有效解决工程中甜点的识别等关键问题。该技术在鄂尔多斯

盆地 sh186 区块致密砂岩气藏勘探实际中取得了显著效果。 

关键词: 岩性；地震岩石物理；致密砂岩气；物性；脆性 

 

0  引言 

随着全世界对天然气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大，常规天然气藏产量与储采比都显示出日益降低的趋

势，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被认为是 有希望的能源补充，因而致密砂岩气藏的勘探开发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致密砂岩气藏的特征是储集层物性以低孔低渗为主，围岩与致密砂层的阻抗差异小，煤层的

强烈吸收衰减等现象使得致密砂岩储层中 “甜点”预测的难度大，储层非均质性强。目前地震预测致

密储层主要围绕岩性、裂缝及含油气进行预测，但工程上需要预测“甜点”的分布，即就是有效储层分

布（脆性大、物性好）规律[1,4]。 

本次研究针对致密砂岩油气藏的有效储层分布制定有效流程：（1）在常规岩石物理分析的基础上，

确定岩性的敏感参数；（2）构建脆性指数，利用叠前属性预测面向工程的脆性大的储层；（3）利用加

权统计反演技术，创新性的预测储层的物性，尽可能的减小预测多解性，确定 终的有利目标。 

1  储层敏感参数分析 

SLG气田盒8期砂体属辫状河沉积，整体呈南北向展布。上古生界二叠系山西组、下石盒子组、

上石盒子组为主要气层组。单砂体的厚度在5~10米。有效砂体的强非均质性，导致测井响应规律不明

显。含气砂岩的地球物理特征表现为明显的“三降低”特性, 即砂岩含气后其速度、密度、波阻抗明显

降低, 呈现出相似于泥岩的特征，含气砂岩和泥岩的波阻抗重叠，无法用叠后波阻抗反演区分含气砂

岩和泥岩[5,7]。 

不同的岩石物理参数所反映的岩石物理特性是不同的，它们反映储层或含流体特征的灵敏度也是

不同的。在测井单参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多维岩石物理分析技术，进一步对两口井的储层段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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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参数进行了交会综合分析，各种弹性参数的交会分析都从不同程度和角度显示了其区分岩性的能

力，可以指导我们建立岩石物理参数和储层特征的关系，进而指导岩性预测。图1是纵波阻抗和横波

阻抗、纵波阻抗和杨氏模量的交会图，图中红色为含气砂岩、黄色是砂岩、灰色为泥岩。通过岩石物

理分析优选岩性敏感参数可知，横波阻抗、杨氏模量、Vp/Vs等敏感参数可以有效区泥岩、砂岩。 

 

图1  G4-5弹性参数交汇分析（3099.6-3154m） 

2  脆性指数构建 

通过图1弹性交会可以有效区分岩性，但是致密储层的含油气性主要是通过酸化压裂产生的产能。

因此现在的含油气储层主要是有利于酸化压裂产生微裂缝的储层，这样的储层脆性指数就高。前人研

究脆性主要利用杨氏模量和泊松比[8].本次研究利用杨氏模量的变化率来刻画岩石的脆性性能。通过杨

氏模量的变化率和岩石矿物含量可以表示岩石的脆性关系，如下公式： 

Bi=  （Ei-Emin）/（Emax-Emin）*Si                              （1） 

其中：B 为脆性系指数；Ei 为地层的杨氏模量；Emin 为 小杨氏模量；Emax 为 大杨氏模量；Si

为岩石的石英含量。 

对于致密储层来说，脆性为重要的储层表征参数。通过杨氏模量的变化率和岩石矿物含量可以表

示岩石的脆性关系，利用脆性和横波阻抗的交会可以识别出含油气砂岩、干砂岩，从交会图 2 可以说

明含油气储层的脆性指数（图 3）较大。 

 
图2 G4-5井交会图（3095-3105m,80个样点） 图3  G4-5脆性指数曲线（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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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弹性参数加权统计的储层物性参数反演技术 

储层物性参数，如饱和度、孔隙度等参数是确定致密储层开发井位方案、估算油气储量的重要参

数。研究表明，地震振幅信息中包含丰富的储层物性信息，因此如何利用地震振幅信息进行储层物性

参数的反演一直是储层预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为常见的做法是先利用地震振幅信息，通过各种

叠前弹性参数反演方法得到弹性参数，然后在弹性参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演得到物性参数[9]。目前，

由地震振幅信息到弹性参数的反演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已经成熟。关键在于弹性参数到物性参数的反

演，应用比较广泛的方法主要基于多元统计技术以及确定性岩石物理建模技术。多元统计技术主要利

用数理统计的方式得到弹性参数与物性参数间的统计关系，进行弹性参数到物性参数的转化。然而这

种统计关系基于纯粹的数学关系式，物理意义不明确且这种统计关系的准确性依赖于训练样本的数

量，这就造成物性参数的反演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确定性岩石物理建模技术主要利用Gassmann

流体替代技术结合各种等效介质理论建立起弹性参数与物性参数间的确定性转化关系。事实上，对于

复杂的储层环境而言，确定性岩石模型往往过于理想，误差较大。 

本研究以传统统计岩石物理物性参数反演方法为基础，在寻求提高物性参数反演效率的同时，

考虑到不同弹性参数间的精度以及对储层物性参数的敏感度可能存在差异，引入权重系数，提出了新

的目标反演函数及高效求解方法，并通过模型与实际数据进行了效果验证，以期更加合理地、高效地

反演出物性参数。 

根据加噪弹性参数曲线与实际曲线间的相关系数结合Dillon灵敏度系数（Dillon,2003）来确定

终的权重系数[10,12]。 终纵、横波阻抗及密度的权重系数分别确定为1、0.6、0.8。分别对纵、横波阻

抗及密度赋予相同、不相同的权重，反演得到的孔隙度和含气饱和度 终结果如图4、图5所示。由图

可以看到，当在反演过程中同等对待精度与敏感度不同的纵、横波阻抗及密度时，含气饱和度反演结

果与模型实际值相关系数为0.75，而对纵、横波阻抗及密度分别赋予1、0.6、0.8的权重时，相关系数

可以达到0.91，反演精度提升较大。这说明利用多个弹性参数变量进行物性参数反演时，弹性参数与

物性参数间的加权统计关系更加合理。 

  

图4 G7-8（Ⅰ类井）井孔隙度和含气饱和度反演结果

（蓝色：原始曲线，红色：反演曲线） 

图5 G8-3（Ⅰ类井）井孔隙度和含气饱和度反演结

果（蓝色：原始曲线，红色：反演曲线） 



李海亮：致密砂岩气藏针对工程和开发的地震预测技术 

518 
 

图6为连井的孔隙度剖面；图7为连井的饱和度剖面。可以看到，反演结果与测井曲线吻合较好，

不同孔隙度的储层在剖面上区分较为明显。进一步证实，方法的有效性及可靠性。 

4  结论 

     以地震岩石物理为基础，结合常规叠前反演预测岩性，利用脆性指数及弹性参数加权统计的储

层物性参数反演等技术，可有效解决致密储层面向工程和开发方案中甜点预测等关键问题。该技术在

SLG致密砂岩气藏勘探实际中取得了显著效果，预测结果不仅与先验井吻合度高，同时在确定建议的

4口水平井上获得工业气流，更加证明该方法在致密砂岩天然气藏面向工程预测方面具有推广性。 

 
图6 连井的孔隙度剖面 

 
图7 连井的饱和度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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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15 
高压体系下低成熟页岩孔隙演化规律的初步研究 

 

李恒超1,2，刘大永1，彭平安1 

（1.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640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中国南方下古生界页岩盆地均经历了复杂的构造运动，作为主要勘探目标的志留系龙马溪组和下寒武统牛蹄

塘组富有机质页岩均达到了高—过成熟阶段（戴金星等，2014）。富有机质页岩孔隙的形成、演化过程及控制因素

的研究对页岩气的富集具有重要的意义（Mastalerz et al., 2013; Bustin et al., 2008; Jarvie et al., 2007）。

其中，页岩的热演化进程对孔隙影响显著，甚至有学者认为，虽然有机质和矿物含量对页岩孔隙结构有直接影响，

但成熟度在页岩孔隙发育中起着主导作用（Mastalerz et al., 2013）。 

由于页岩在深埋生烃过程中，往往还同时经历了强烈的构造挤压作用，构造改造会导致地层温压条件发生变化，

页岩孔隙会遭到破坏、微裂缝发育、页岩储层物性显著改善（肖贤明等，2013）。因此在有必要在页岩孔隙演化的

实验研究中考虑压力的作用。 

 

图 1 压机结构示意 

样品采自鄂尔多斯盆地张家滩下三叠统延长组长 7段页岩，TOC 含量为 2.4%，成熟度 0.6%，属低成熟阶段，矿

物以石英和伊利石矿物为主，石英和长石含量大约 50%左右，伊利石 30%左右，同时含有少量的碳酸盐（表 1）。样

品加工成 6块直径为 2cm，长 6cm 的圆柱形块体（圆柱体轴向为页岩层理方向）。压机实验体系如图 1所示，轴向最

大压力设定为60MPa，用来模拟岩石受到的水平方向的最大应力，围压通过石英介质传导到页岩样品，分别设置350℃、

390℃、420℃、450℃、475℃和 500℃六个温度点，持续加热 48h。通过 EasyRo 模型计算其成熟度分别为 1.0%、1.5%、

2.0%、2.5%、3.0%、3.5%。原样和热模拟后的样品碎至 60-80 目，通过 CH2CL2：CH3OH=93：7 的混合溶液抽提，抽提

前后的页岩样品，采用 ASAP2460 进行氮气和二氧化碳气体吸附实验。同时将大于 160 目的样品进行总有机碳及岩

石热解分析（表 1）。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编号：2012CB214705）；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编号：CDB10010300）

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李恒超（1988-），男，山东肥城人，博士研究生，油气地球化学专业.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511号．电话：18963155679．E-mail：

tianwang599@163.com． 



李恒超等：高压体系下低成熟页岩孔隙演化规律的初步研究 

522 
 
 

表 1  页岩的地化参数及气体吸附数据 
 

温度（℃） TOC

（%） 

EasyRo值（%） Tmax

（℃） 

HI（mg/gTOC） N2吸附量

(cm
3
/g STP) 

CO2吸附量

(cm
3
/g,STP) 

微孔体积（DFT）

(cm
3
/100g STP) 

 

介孔体积（BJH）

(cm
3
/100g STP) 

大孔体积（BJH）

(cm
3
/100g STP) 

抽
提
前
 

YC（原样） 2.45 0.6 448 224 16.11  1.004  0.115 1.304  0.883  

350 2.2 1.0 446 173 9.34  0.769  0.088 0.682  0.575  

390 1.78 1.5 457 50 12.11  0.695  0.075 0.818  0.798  

420 1.68 2.0 561 11 13.29  0.922  0.122 0.909  0.863  

450 1.62 2.5 591 4 12.21  0.932  0.126 0.875  0.751  

475 1.67 3.0 604 2 12.10  0.869  0.117 0.910  0.810  

500 1.62 3.5 605 0 13.38  0.842  0.111 1.063  0.928  

抽
提
后
 

YC（原样） -- 0.6   19.62  1.315  0.145 1.609  1.118  

350 2.06 1.0 448 156 11.45  0.915  0.107 0.822  0.692  

390 1.68 1.5 460 40 13.52  0.947  0.116 0.931  0.864  

420 1.91 2.0 562 8 16.29  0.993  0.125 0.992  1.003  

450 1.62 2.5 590 3 12.79  0.971  0.132 0.943  0.821  

475 1.66 3.0 605 1 13.25  0.919  0.121 0.938  0.842  

500 1.59 3.5 606 0 14.96  0.872  0.115 1.110  0.991  

首先，挤压后样品的微孔比表面积和体积相比于原始样品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降幅约40%左右，甚至更高（图

1a，图1b）。分析认为这主要是岩石块体受到的挤压应力造成的，在外部强大的水平应力下，页岩内部微孔受到了

严重破坏；挤压后样品的介孔及大孔的孔体积和表面积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相比于微孔，介孔和大孔受到的破

坏程度明显更大，下降幅度达到50%甚至达到60%（图1c、d，图1e、f），可见构造挤压对于介孔和大孔的破坏更大，

这可能与孔径较大的孔更容易遭受破坏有关。第二，微孔提供了主要的比表面积（约70%），但只贡献了少量的孔体

积（约7%），孔体积主要由介孔和大孔提供，但大孔对比表面积的贡献极少（2%左右）；第三，随成熟度的增加，页

岩有机质孔的形成和演化持续提供介孔和大孔，但对微孔的影响较弱。 

 

 

图 2  抽提前后页岩微孔、介孔、大孔的孔体积和表面积及孔径分布图 

综上所述，除去矿物和总有机质碳含量的影响，热成熟度对于页岩孔隙的发育起着主导作用。随着热成熟的增

加，有机质内部纳米级孔隙一直在发育，但微孔在达到较高成熟后会出现下降的现象。另外，构造作用在页岩储层

评价中的作用不可忽略，水平的构造挤压对页岩孔隙的破坏作用非常大，尤其对孔径较大的介孔和大孔破坏更为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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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16 
页岩吸附气主控因素分析及定量模型建立 

——以柴达木盆地西部下干柴沟组为例 
 

李  鹏 1，姜振学 2，郑  民 1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北京 102249) 

 

摘要：页岩的吸附气量是页岩含气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吸附气量的定量预测是对页岩含气量、乃至资源评价以及有

利区优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通过开展页岩吸附气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综合研究各地质要素对页岩吸附

气量的影响，筛选与页岩吸附气量有相关关系的因素，优选影响页岩吸附气量的主控因素并建立页岩吸附气量多因

素定量预测模型。针对柴西地区下干柴沟组页岩，分析页岩吸附气量与有机质丰度、岩石矿物组成、孔隙体积、孔

隙比表面积等内部参数以及外部参数中的温度和压力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在内部参数中选出相关系数大于 0.5 的参

数，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吸附气量与上述参数的相关性，建立主控因素优选原则：①选取比较常规而且容

易获得的参数；②选取数据量多的参数，更能反应准确的规律；③彼此相关的参数选择其中与含气量关系更加明显

的。基于上述原则，对筛选出来的内部因素进行了优选，有机地化参数优选出有机碳含量，岩矿参数优选出石英和

伊利石相对含量。再加上温度和压力两个外部因素，最终优选出五个主控因素。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建

立吸附气量与主控因素间的预测模型，并将该模型预测出的吸附气量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来验证，得到高达 0.9145

的相关系数，证实该预测模型相关性较大。 

关键词：柴达木盆地西部；页岩气；吸附气量；主控因素；多元回归分析；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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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荷载强度控制的脉动压裂裂隙演化机制研究 

 

李全贵*1，2，梁运培 1，2，郭品坤 1，2，李  波 1，2，田  森 1，2 ，刘盛东 2 

（1.重庆大学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30； 

2.重庆大学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重庆 400030） 

 

摘要：脉动水力压裂技术为深部低渗透性煤层的卸压增透和煤层气高效抽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然而，基础研

究明显滞后于工程应用。本文理论分析了脉动荷载作用下裂隙起裂压力及荷载强度对起裂压力的作用机制，开展了

不同脉动荷载强度裂隙演化的物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脉动载荷动态作用为多裂隙的起裂提供了可能；不同脉动

荷载强度下，试件事件定位在数量、方向以及最终形态均有不同；起裂压力随着脉动荷载强度的增加而增加。提出

了基于脉动荷载强度的脉动压裂裂隙演化控制机制。研究成果对于脉动水力压裂技术优化和基础理论完善具有重要

意义。 

关键词：煤层气；脉动水力压裂；裂隙演化；荷载强度 

 

0  引言 

煤层气是一种非常规天然气，也是煤炭开发过程中“第一杀手”。随着我国浅部资源日益枯竭，

未来深部煤炭资源开采将成为常态[1]。深部煤层的低透气性严重影响煤层气抽采效果，造成瓦斯灾害

难以消除、煤层气资源利用效率低。煤层增透是深部煤层瓦斯动力灾害防治和煤层气高效抽采的关键

[2]。水力压裂技术正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增透技术[3, 4]。然而，常规水力压裂技术难以在松软、低渗的煤

层中取得理想效果，压裂效果受到限制[5-7]。 

脉动水力压裂技术为深部低透气性煤层的增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8]。脉动水力压裂的提出是

基于水力压裂自身荷载形式的优化，即将稳定的静荷载形式转换为具有动态特征的脉动荷载形式，使

得煤体裂隙承受脉动荷载的反复作用，发生疲劳破坏，促进微小裂隙最大程度的发育、扩展及贯通，

形成丰富的裂隙网络，为瓦斯流动提供通道。脉动水力压裂技术先后在多个矿井开展工业性试验[9-11]，

结果表明，相对常规水力压裂，脉动水力压裂技术在以下方面表现出优势[12]：（1）瓦斯抽采效果得到

明显提高，60 天抽采量提高 2.4 倍；（2）疲劳作用使得压裂起裂压力降低 30~43%，有利于设备小型

化和减少高压风险。相关研究也随之展开，主要包括：脉动压力在煤体裂隙中的传播规律[13]、脉动水

力压裂煤体致裂机理[14, 15]、脉动参量的作用特性[16, 17]。 

脉动水力压裂过程中，脉动荷载频率、荷载次数、荷载强度、荷载作用时间等脉动参量均为可控

参量，已有的研究表明脉动参量的变化直接影响裂隙的演化效果，但是目前尚无脉动参量与裂隙演化

相关性的定量表达，尚无完善的裂隙演化控制机制，无法为脉动水力压裂技术参数优化提供准确指导。

                                                 
作者简介：李全贵(1986-)，男，讲师，主要从事瓦斯灾害防治及煤层气开发方面研究． 
     电话:18523594231．E-mail: liqg@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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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首先理论分析脉动荷载作用下裂隙起裂压力及荷载强度对起裂压力的作用机制，然后利

用脉动水力压裂真三轴实验系统开展了不同脉动荷载强度下裂隙演化规律的物理实验，基于研究成果

提出脉动水力压裂技术优化方法。研究成果旨在为脉动水力压裂技术在深部煤炭增透及煤岩瓦斯动力

灾害防治等方面的应用奠定基础。 

1  脉动水力压裂裂隙起裂压力分析 

根据线弹性原理，对煤层脉动水力压裂时钻孔周围应力状态进行分析，得到应力分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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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
为垂直主应力、H

为最大水平主应力，r 为钻孔半径，R 为煤体某一单元体距离钻孔中

心的距离，为单元体位置与水平应力的夹角，
r 为径向正应力，

 为切向正应力，
r 为周向应力，

pf为孔内压力。 

当 r=R 时，且取达到 0°或者 180°时，得到最大切向正应力 

3 H V f

r f

p

p
  


  


（2） 

根据最大拉应力准则，当煤层中存在拉应力且其值达到或者超过煤体的抗拉强度时，煤体将发生

拉伸破坏，即 

= -  t
   （3） 

由公式（2）可知，随着注水压力
fp 的升高，  逐渐减小，如图 1（a）所示。 

 

r

  fp

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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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想状态注水过程钻孔应力变化[19] 

Fig.1  Stress changes around borehole during injection under ideal condition 

将公式（2）带入公式（3），整理得到得到裂隙起裂压力 

= +3f t H Vp         （5） 

随着注水量的增加，钻孔内注水压力变化如图 1（b）所示。第一周期内随着压裂液的注入对钻孔

孔壁的加载，煤层发生弹性形变，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起裂，之后压力得到释放，陡然下降。第二

周期内，由于已有裂隙起裂，煤层抗拉强度为零，裂隙的延伸只需抵抗孔壁的应力集中。 

但，以上分析是基于理想状态。有学者对具有渗透特征的钻孔的起裂压力也进行了推导，得到了

的钻孔起裂压力[20] 

max =(1 )( +3 )    f f t H Vp （6） 

式中， f 为煤层渗透系数，一般取值范围为(0,1)。 

公式（5）和公式（6）是两种不同状态下的裂隙起裂压力，前者为起裂压力上限，后者为起裂压

力下限。前者通常为“快速加压”下的起裂压力，后者为“缓慢加压”情况下的起裂压力[21]。通常情

况下，煤层裂隙起裂压力介于二者之间，其原因可能包括：（1）煤体原始损伤，天然裂隙导致抗拉强

度的降低或者消失；（2）由于煤体渗透性、泵注速度（排量）等因素，钻孔和煤层间的压力转换导致

的不稳定。 

脉动载荷在煤体中传播形式为 

0( ) sin ( )       
f

x
p p t A t

C
（7） 

由上式可以看出，注水压力是随时间变化的函数,这决定了脉动载荷下压力变化的动态效应。钻

孔周围煤体的复杂性导致了裂隙起裂的复杂性，即存在多条裂隙同时起裂的可能性，而脉动载荷的动

态变化为不同起裂压力的裂隙起裂提供了必要条件。而根据图 2（b）的分析，多条裂隙起裂后，势必

引起后期裂隙起裂压力的降低。因此，在脉动载荷动态变化下，首先是多裂隙的起裂，降低了煤体抗

拉强度，引起了更多裂隙的起裂。 

V

  fp 周期 周期

延伸 延伸

起裂 起裂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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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设计 

2.1 实验系统 

脉动变频加载及煤体致裂实验系统（图 2）主要包括脉动压力发生及变频系统、真三轴加载系统、

压力及流量控制系统、监测系统 4 个子系统，具有脉动频率无极调速、大尺寸试件真三轴应力加载、

裂隙演化过程可控及参数可测等功能，可设计不同地应力、加载方式、脉动参数等条件下煤体裂隙演

化实验。

 

图 2  脉动水力压裂实验系统 

Fig.2  Experiment system of pulse hydraulic fracturing

2.2  试件设计及制作 

（1）选取原煤样进行力学参数测试（表 1），根据试件尺寸设计钻孔参数（图 3），利用手持钻在

试件中部施工钻孔。为保持足够的压裂空间，钻孔深度为 120mm，钻孔直径选择 30mm。 

（2）钻孔封孔，要求密封良好，耐高压。压裂管采用铁管，表面粗糙处理，采用 SHZ 植筋胶将

其固定在试件内部，外部留有管路接口。封孔完毕的试件如图 4 所示。 

（3）对 4 只原煤试件进行完善，完全凝固后，进行打孔、封孔、安置传感器以及加载地应力等。

表 1  煤样力学参数测试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coal mechanical parameters test of Huaibei coal region 

 抗压强度 
σc/MPa 

抗拉强度 
σt /MPa 

抗剪强度 
τ /MPa 

弹性模量 
E/GPa 

摩擦角 
φ /° 

内聚力 
C/MPa 

1# 16.3288 0.749 3.773 0.4678 
19.30 1.5233 2# 18.2562 0.750 3.629 0.5123 

3# 19.6387 0.697 3.763 0.6089 
平均值 18.0746 0.732 3.722 0.5297 19.30 1.5233 

油管水
管

信号线

信号线

σ3

σ2

(σ1)

脉动注水泵

压力监测装置

溢
流

阀

三轴加载平台

围压控制台

液压泵站

试件

控制台

声发射仪

自动

控制

水箱

电
动

控
制

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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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试件设计参数 

Fig.3  Design parameters of sample 
图 4  试件加载 

Fig.4  Sample loading 

2.3 实验方法 

（1）实验前，对选定的脉动频率下（f=10Hz）电动调节阀溢流开度和产生压力进行标定，得到

该频率下标准压力-开度曲线，如图 5 所示； 

 
图 5  脉动频率为 10Hz 时溢流开度与其压力对应关系 

Fig.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ing and pressure when the frequency is 10 Hz 

（2）开启脉动泵，逐步调节电动溢流阀开度，按照标准开度-压力曲线保持压力以固定的压力增

量ΔP 上升，并在每个压力节点保持稳压时间 t，直至试件破裂。 

具体参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实验过程参数及结果参数 

Table 2  Process parameters and result parameters in the experiment 

  过程参数 结果参数 

编号 三向应力 
σ3:σ2:σ1 

脉动频率 
f 

荷载强度 
ΔP 

稳压时间 
t 

时间 
T 

起裂压力 
P 

1 

5MPa:3MPa:3 MPa 10 Hz 

0.5 MPa 10s 50s 4.56 MPa 
2 1 MPa  35s 5.2 MPa 
3 2 MPa 10s 30s 5.3 MPa 
4 3 MPa  20s 5.6 MPa 

3  结果分析 

实验结束后，对试件破裂的宏观形态进行分析，并分析实验过程中声发射特征及管路压力。 

3.1  宏观形态分析及声发射定位 

各个试件主裂隙表明及内部声发射事件定位如图 6 所示，其中绿色为压裂液中添加的荧光粉作

压裂管

压裂段

封孔段
2

0m
m

100mm

20
0m

m

试
件

Φ8mm

Φ10mm

20
m

m

20
0m

m

30 20 10 0
0
2
4
6
8

10

压
力

 (M
Pa

)

开度 (%)

 f=10 Hz

开度（%）

压
力
（

M
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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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试件表明裂隙可以看到，其最终形态不尽相同，裂隙延伸的主方向以沿着最大地应力方向为主，

尤其是 1#试件。但是，2#、3#、4#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常，如 2#裂隙呈 Y 型，3#裂隙以主应力方

向夹角约为 15°，4#裂隙呈 S 型。引起宏观形态的原因包括煤样原始损伤的不同、地应力加载造成

的损伤以及脉动荷载强度的不同。因此，无法直接判定脉动荷载强度对试件最终形态的影响。而声发

射事件定位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裂隙演化的过程。图中声发射定位分阶段的依据是每个阶段取事件

数的 1/3。 

四个试件的最终事件数分别为 121、92、90、55。总体看来，四个试件的 AE 事件定位变化的节

奏并不相同。对四个试件的事件数发展过程进行横向分析： 

（1）1#试件，ΔP=0.5 MPa。在 t=10s 时，在压裂管周围出现了零星的事件，这表明，由于压力

上升平稳，水分缓慢进入了试件中的微裂隙中。在 t=35 时，接近试件边缘的位置继续增加了事件，

水进一步侵入试件。最终，当侵入面积达到一定程度时，试件内部微裂隙贯通，形成裂隙面。 

（2）2#试件，ΔP=1 MPa。t=10s 时，事件数主要出现在压裂管周围，t=21s 时，在远离压裂管的

多处出现事件，这表明，试件内部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展和贯通。最终在压裂管和边缘之间形成了贯通。

通过事件定位，Y 型裂隙出现在压裂过程中。 

（3）3#试件，ΔP=2 MPa。t=10s 时，与压裂管斜交的平面出现事件数，这表明原始煤样存在一

定的损伤或者弱面。随着时间的推进，事件数仍然围绕在这一平面内。最终这一平面进一步扩展，形

成贯通。 

（4）4#试件，ΔP=3 MPa。该试件所形成事件数较少。t=10s 时，在压裂管单侧的某一方向形成

零星事件数，随着时间推进，事件数在这一方向是继续增加，最终，在这一方向上贯通，试件破裂。 

对四个试件进行纵向对比，可以看出，不同脉动荷载强度，试件事件定位在数量、方向以及最终

形态均有不同。例如，在最终形态上，脉动荷载强度较小时，事件数在试件内部分布较为均匀，当脉

动荷载强度提高时，事件数多出现在压裂管的单侧某一方向上。 

3.2  压裂过程中管路压力变化 

四种脉动荷载强度下压力变化过程如图 7 所示。为了方便分析，压力变化过程按照时间节点（10s）

划分区域。总体看，由于设计的脉动荷载强度较小（0.5MPa 和 1MPa），1#和 2#试件的压力变化较为

平缓，尤其是 1#，压力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压力的调节逐渐上升。但是，1#和 2#之间仍有不同之处，

如在达到最大压力后，1#的持续时间较长，2#试件的压力在很快出现回落。这一点在 3#和 4#试件中

表现更明显。由于时间节点处对应于实验操作中的压力调节，所以在 3#和 4#试件中的时间节点间隔

之间，压力的变化呈现波谷，即在压力调高之后，迅速开始下降，这一点在 4#试件中表现的最明显。 

而由表 2 可知，试件的起裂压力也不相同，其规律为起裂压力随着脉动荷载强度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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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实验后试件宏观形态及声发射定位 

 Fig.6  Sample morphology and AE location after experiment 



李全贵等：基于荷载强度控制的脉动压裂裂隙演化机制研究 

534 
 

 

 
图 7  实验过程中不同荷载强度下压力变化 

Fig.7  Pressure changes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amplitudes during experimenting 

4  荷载强度与裂隙演化相关性分析 

实验结果表明，脉动荷载强度与起裂压裂、裂隙数量、裂隙形态有一定的关系。此处对脉动荷载

强度与裂隙起裂压力关系进行分析。 

工程应用中，当压裂施工时，随着压裂液不断的泵入钻孔，孔内压力开始上升，最大时能达到几

十兆帕。然而，压力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孔壁和钻孔远端存在一定的压力差，即压力梯

度。有学者[22]对立井水力压裂进行了理想化假设，分析了注液引起的井筒周边应力变化。在压裂液注

入后，逐渐压力逐渐上升，压力梯度逐渐形成。这种条件下，原始应力场被改变，钻孔周围形成新的

应力场。尤其是在大流量泵入的情况下，压力上升较快，压力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延迟。原始应

力场和新应力场的对比，前人已有推导，在此不赘述。其中，切向应力差  与压力梯度 P 的关系

如下：  

=
1

EJ P
 





         （8） 

式中，J——线性孔隙压力膨胀系数 

由上式可知，压力梯度与切向应力差的变化正相关。利用 Mohr-Coulomb 准则定性分析压力梯度

的作用。图 8 为原始应力的莫尔圆，根据强度准则，在摩尔包络线两侧分别对应不稳定区域和稳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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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区域。当压力梯度增加时，切向应力随之增加，造成莫尔圆右移，向右远离摩尔包络线，处于稳定

区。而当压力梯度降低时，切向应力降低，Morher 圆左移进入不稳定区，发生破裂。 

 
图 8  压力梯度增加引起 Morher 圆右移 

Fig.8  Mohr's circle move right caused by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amplitude 

物理实验结果表明，在相同的频率下，减小脉动荷载强度能够增加裂隙数量，降低起裂压力，提

高压裂范围。通过物理实验也进一步的表明，荷载强度越大，压力上升越快，易导致局部区域的迅速

破裂，而幅值较小时试件内部变化平稳，进入试件的水有充分时间侵入裂隙中，最终所形成的裂隙以

微小裂隙的小范围贯通为主。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促使煤体裂隙充分发育，形成贯通良好的裂隙网络，提出基于脉动压力控制

的优化方案，强化脉动水力压裂卸压增透效果。 

泵注流量直接影响泵压，进而影响煤层压力梯度。煤体结构复杂性及受后期扰动引起的损伤决定

了钻孔孔壁裂隙起裂存在多处起裂几率相等的可能。这为多裂隙的起裂提供了基础。控制流量的目的

在于，减少由于先期起裂裂隙造成的弱面扩展而引起的起裂盲区，保证多个裂隙的同时起裂或者全部

起裂[23]。对于多个带有初始损伤的裂隙而言，压裂液进入钻孔后，每个裂隙分配得到的流量不相同。

多裂隙涉及到起裂的时空效应问题。由于每个裂隙所处位置的不同，其起裂压力也不尽相同。为此，

可借鉴石油工程中提出的流量“限流法”[24]，通过合理的流量分配，缓慢增加压裂压力，以此保证理

想的裂隙起裂次序，即起裂压力低的裂隙优先起裂，起裂压力高的裂隙最后起裂。 

除了优化流量分配，还可以从脉动压力的准确监测上进行控制。随着煤矿井下压裂装备的逐步完

善，精密、精确的控制设备逐渐得到应用，这为井下水力压裂压力控制和监测提供保障。脉动压力控

制的基本思想在于压裂前期，降低压力上升速度，保证煤体内部适当压力梯度，以促进多重裂隙的起

裂、延伸。 

5  结论 

（1）脉动载荷动态变化下，首先是多裂隙的起裂，降低了煤体抗拉强度，引起了更多裂隙的起

裂。 

（2）实验结果表明，不同脉动荷载强度，试件事件定位在数量、方向以及最终形态均有不同。

在最终形态上，脉动荷载强度较小时，事件数在试件内部分布较为均匀。试件的起裂压力也不相同，

其规律为起裂压力随着脉动荷载强度的增加而增加。 

（3）荷载强度越大，压力上升越快，易导致局部区域的迅速破裂，而幅值较小时试件内部变化

平稳，进入试件的水有充分时间侵入裂隙中，最终所形成的裂隙以微小裂隙的小范围贯通为主。 

τ

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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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合理的流量分配，缓慢增加压裂压力，以此保证理想的裂隙起裂次序，即起裂压力低

的裂隙优先起裂，起裂压力高的裂隙最后起裂。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谢和平, 高峰, 鞠杨. 深部岩体力学研究与探索[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5(11):2161-2178. 

 [2] 刘厅, 林柏泉, 邹全乐, 等. 杨柳煤矿割缝预抽后煤体孔隙结构变化特征[J]. 天然气地球科学, 2015(10):1999-

2008. 

 [3] 王志荣, 韩中阳, 李树凯, 等. “三软”煤层注水压裂增透机理及瓦斯抽采施工参数确定[J]. 天然气地球科学, 

2014(05):739-746. 

 [4] 程远方, 徐太双, 吴百烈, 等. 煤岩水力压裂裂缝形态实验研究[J]. 天然气地球科学, 2013(01):134-137. 

 [5] 马耕, 苏现波, 蔺海晓, 等. 围岩—煤储层缝网改造增透抽采瓦斯理论与技术[J]. 天然气工业, 2014(08):53-60. 

 [6] Yan F, Lin B, Zhu C, et al. A novel ECBM extrac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hydraulic slotting and 

hydraulic fracturing[J]. Journal of Natural Ga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5,22:571-579. 

 [7] Chenpeng Song. 2015:102.[宋晨鹏. 煤矿井下多孔联合压裂裂缝控制方法研究[D]. 重庆大学,2015:102.] 

 [8] 袁亮, 林柏泉, 杨威. 我国煤矿水力化技术瓦斯治理研究进展及发展方向[J]. 煤炭科学技术, 2015(01):45-49. 

 [9] 彭深, 林柏泉, 翟成, 等. 本煤层脉动水力压裂卸压增透技术应用[J]. 煤炭工程, 2014(05):36-38. 

[10] 李贤忠, 林柏泉, 翟成, 等. 单一低透煤层脉动水力压裂脉动波破煤岩机理[J]. 煤炭学报, 2013(06):918-923. 

[11] 翟成, 李贤忠, 李全贵. 煤层脉动水力压裂卸压增透技术研究与应用[J]. 煤炭学报, 2011,36(12):1996-2001. 

[12] Li Q, Lin B, Zhai C. A new technique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coal and gas outburst hazard with pulse hydraulic 

fracturing: a case study in Yuwu coal mine, China[J]. Natural Hazards, 2015,75(3):2931-2946. 

[13] Zhai C, Yu X, Xiang X,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f pulsating water pressure propagation in CBM reservoirs during 

pulse hydraulic fracturing[J]. Journal of Natural Ga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5,25:15-22. 

[14] 朱红青 , 张民波 , 顾北方 , 等 . 脉动孔隙水压下低透性松软煤岩损伤变形的实验分析 [J]. 煤炭学报 , 

2014(07):1269-1274. 

[15] Lu P, Li G, Huang Z, et al.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coal seam conditions on the stress disturbance effects of pulsating 

hydro-fracturing[J]. Journal of Natural Ga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4,21:649-658. 

[16] Li Q, Lin B, Zhai C. The effect of pulse frequency on the fracture extension during hydraulic fracturing[J]. Journal of 

Natural Ga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4,21:296-303. 

[17] Li Q, Lin B, Zhai C, et al. Variable frequency of pulse hydraulic fracturing for improving permeability in coal sea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23(6):847-853. 

[18] Mian Chen, Yan Jin, Guangqing Zhang.2007:4.[陈勉, 金衍, 张广清.石油工程岩石力学[M].科学出版社, 2007:4.] 

[19] 邓金根, 蔚宝华, 王金凤. 石油工程岩石力学（第二版）[M]//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2:275-291. 

[20] Fallahzadeh S H, Shadizadeh S R. A new model for analyzing hydraulic fracture initiation in perforation tunnels[J]. 

Energy Sources part A-Recovery Ut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2013,35(1):9-21. 

[21] Wangen M.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in 3D[J]. Computational Geosciences, 2013,17(4):647-659. 

[22] 郭恩昌, 胡靖邦, 郭录林. 压裂注入过程中产生的压力梯度、温度梯度及孔隙压力对地应力的影响[J]. 大庆石油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537 
 

地质与开发, 1991(04):59-62. 

[23] 袁灿明, 郭建春, 陈健, 等. 多薄层压裂流量分配判定准则[J]. 断块油气田, 2010(01):109-111. 

[24] Changling Wang. 2005.[王昌龄. 限流法压裂技术研究[D]. 西安:西安石油大学,2005.] 

 
 

Study on the fractur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pulse fracturing based on the 

load intensity control 

 

Li Quan-gui1,2, Liang Yun-pei1,2, Guo Pin-kun1,2, Li Bo1,2,  

Tian Sen1,2, Liu Sheng-dong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l Mine Disaster Dynamics and Control,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2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Abstract: Pulse hydraulic fracturing technology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to increase permeability of 

coalbed gas drainage in the deep seam with low permeability. However, basic research lags behi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rack initiation pressure under pulse load and load intensity on fracture 

initiation pressure mechanism is carried out, and physical experiment of pulse hydraulic fracturing under 

different pulse load streng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pulse dynamic loads for multi crack initiation possible; 

different pulse load intensity, incident position in quantity, direction and the final morphology were different; 

fracturing pressur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tensity of load fluctuation. The fracture strength of the 

fracturing pulsating load control mechanism based on evolu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pulse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basic theory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Key words: CBM; pulse hydraulic fracturing; fracture evolution; load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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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坳陷南区上古生界碎屑岩潜山煤成气富集规律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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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骅坳陷南区上古生界碎屑岩潜山是重要的煤成气勘探领域，勘探程度极低，由于对下石盒子组煤成气藏成

藏条件和富集规律认识不清, 制约了其勘探整体部署和进程。通过对研究区上古生界的煤成气藏的主控因素和成藏

模式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研究区上古生界煤成气成藏主要受控于优质烃源岩分布、输导体系、继承性构造、

发育稳定的盖层及裂缝等 5 个方面；依据生储盖的空间配置关系分区建立了研究区成藏模式，其中近源成藏模式是

今后该区勘探的主体；明确乌马营-王官屯南段逆冲推覆带和乌马营背斜主体是 2 个煤成气勘探有利目标区。研究成

果为孔南地区煤成气勘探提供地质依据。 

关键词：碎屑岩潜山；煤成气；裂缝预测；成藏模式；下石盒子组；黄骅坳陷 

 

0  引言 

古潜山是我国重要的油气勘探领域，前人对我国下古生界碳酸盐岩潜山的储层特征[1-2]、油气成

藏规律[1-2]及太古界变质岩潜山领域[1-2]做过较多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认识。但目前我国对上

古生界碎屑岩潜山研究工作相对较少，国外更是未见相关文献。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结果[3-4]表明：

在全球范围的成煤期(石炭纪—二叠纪)广泛发育的煤系地层中发现了许多大型气田。黄骅坳陷南区

（简称孔南地区）上古生界煤系烃源岩保存完整，热演化程度高，是寻找煤成气的 有利地区[5]。近

年来，在王官屯潜山部署的 wg1 井首次在二叠系下石盒子组获工业气流[5]，气源对比表明，wg1 井下

石盒子组天然气为煤成气[5]，证实了孔南地区上古生界碎屑岩潜山具有良好含气性和勘探潜力，也将

整个黄骅探区砂岩潜山煤成气勘探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但目前对上古生界碎屑岩潜山内幕的认识程

度和勘探程度非常低，涉及该潜山带的研究工作与成果主要集中在构造方面[6]，笔者通过对孔南地区

上古生界油气成藏条件进行综合分析、探讨控制本区上古生界煤成气成藏的主控因素，预测了古生界

油气成藏有利区，以期为该区煤成气下一步勘探提供地质依据。 

1  地质概况 

孔南地区是近年来天然气勘探的重要战略接替区，位于渤海湾盆地黄骅坳陷南部，北以孔店―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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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凸起为界，南到乌马营潜山构造带，受西部沧东断层和东部徐西断层控制，区内发育沧东、南皮

两大凹陷及多个潜山构造带，本文研究重点位于孔店潜山构造带以南，主要包括乌马营潜山、乌马营

－官西逆冲推覆体和王官屯潜山（图 1a）。 

研究区上古生界是一套海退旋回地层，包括了下部海相、滨海―海陆交互相以及上部内陆河流相

沉积建造，岩性由灰色、灰黑色煤系、碳酸盐岩系列渐变为红色陆相碎屑岩序列，体现了沉积环境的

变迁。钻井资料揭示，下石盒子组沉积期间，孔南地区属于海退后内陆河流相沉积[9]，是碎屑岩潜山

储集砂体发育的主要层位，也是煤成气增产上储的主力目的层段（图 1b）。受地震资料和认识程度的

限制，孔南碎屑岩潜山的勘探程度相对较低，目前钻遇石炭-二叠系的 8 口探井中仅有一口获得工业

气流。通过对研究区上古生界煤成气关键成藏条件进行研究，明确潜山油气聚集主控因素，深化”古

生古储“型原生碎屑岩潜山成藏规律研究，明确上古生界碎屑岩潜山预探主攻方向。 

 

图 1  孔南地区构造位置及综合柱状图 

2  煤成气成藏主控因素 

2.1 优质气源岩是决定煤成气成藏的关键 

优质烃源岩和生烃强度是煤成气成藏的根本因素。研究区上古生界煤系烃源岩发育，在黄骅坳陷

南区保存完整，厚度 900~1200m。主力煤层分布在太原组顶部及山西组底部。平面上优质烃源岩主要

分布在乌马营―王官屯-东光地区，为该区形成大型原生油气藏奠定了物质基础。受中生代、新生代

相对持续的深埋作用，石炭系煤系源岩普遍进入二次生烃门限，实测镜质体反射率在 0.8-1.5%，在局

部地区可达 2%以上，当前正处于成油气高峰阶段，三次资源评价认为大港探区天然气总资源量为

2846X108m3，其中：南区为 1897X108m3，占总资源量的 67%，是古生古储型煤成气勘探的有利区①。 

2.2 输导体系决定煤成气运聚方向 

                                                 

①吴永平, 刘晓军, 何咏梅,等. 黄骅坳陷第三系油气资源评价.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内部报告,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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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导体系的输导能力决定了油气的运移距离。由于喜山期是孔南地区上古生界煤成气藏形成、定

位的关键时期，二次生烃时间较晚，部分断层活动结束早，而且石炭-二叠系地层成岩作用强，内部

岩性较致密，导致该区煤成气以短途运移为主，煤成气以近距离输导有利于成藏。在煤成气成藏过程

中裂缝是天然气从煤层中生成后运移至上覆地层砂岩储集层中聚集成藏的关键。在构造运动过程中形

成的断层在沟通煤系源岩及天然气在潜山内部运移中起到了通道作用。 

2.3 继承性构造是形成煤成气藏的有利场所 

燕山期是大港探区挤压逆冲构造的主要形成期，受古生界逆冲推覆构造控制，乌马营-王官屯形

成大型的背斜、断鼻圈闭，为形成大型天然气藏提供了必要的圈闭条件。研究区主体主要由三部分组

成，西部王官屯-乌马营逆冲推覆带，东北部王官屯潜山和东南部乌马营背斜潜山带。其中，西部逆

冲带受右旋挤压应力场控制，轴向为 NNE 向，延伸长约 24km，面积约 67km2，该潜山位于黄骅坳陷

南区古近系凹陷内部，印支期末—燕山期早期形成逆掩褶皱，喜马拉雅期挠曲定型并深埋于古近系凹

陷中，晚期断层对古逆冲构造改造作用弱，圈闭保存条件较好；在逆冲带的南段已发现 ws1 井奥陶

系煤成气藏，逆冲推覆带的中北段是下一步煤成气勘探的重点靶区；东南部乌马营背斜潜山为早期挤

压、后期深埋的宽缓的背斜特征，潜山圈闭面积为 87km2，圈闭幅度为 200-400m，背斜形态完整，

圈闭规模大，该背斜晚期断层不发育，保存条件好，目前该背斜无井钻遇前古近系，也是下一步煤成

气勘探的有利目标。王官屯潜山为中、新生代形成的长轴背斜，主体被逆断层切割，是早期挤压，后

期拉张持续隆升形成的背斜型潜山，该背斜高点钻遇的 wg1 井是孔南地区上古生界原生油气藏发现

的第一口工业气流井，展示了整个孔南地区具备良好的煤成气勘探前景。 

2.4 发育稳定的盖层是煤成气成藏的保证 

发育稳定的盖层控制煤成气的分布范围、成气规模和富集程度[7]。在孔南潜山内幕，有两套有利

直接盖层，即上石盒子组底部铝土质泥岩和石千峰组泥岩。上石盒子组砂岩集中分布于中上部，底部

普遍为红色泥岩，上石盒子组底盖层在沧东凹陷王官屯―乌马营井区相对发育，厚度 大可达 60m；

石千峰组盖层主要分布于孔店―徐黑凸起区，厚度 100～160m（图 2）。研究表明，石千峰组厚层泥

岩发育明显的超压带，突破压力为 9～11.5MPa[8]。两套盖层的发育程度影响下石盒子组、上石盒子

组储层的保存条件，成为石盒子组砂岩聚集天然气成藏的有利封盖层。而且古近纪以来长期深埋，构

造主体晚期断层对古逆冲构造改造作用弱，利于原生油气聚集与保存，圈闭保存条件较好，多见油气

显示。  

2.5 裂缝控制煤成气的富集程度 

孔南地区石盒子组为典型的特低孔、（超）低渗储层，砂岩平均渗透率 2.14mD，但在裂缝发育带

渗透率可达 18.13mD。如 ws1 井 4816.81～5450m 井段，钻井液密度 1.39～1.4，发生漏失 26 次，累

计漏失 768.8m3。ws1 井在该段见良好油气显示，砂岩段见明显气测异常，因此，预测裂缝发育带的

分布，对于研究区潜山内幕储层获得富集高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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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孔南地区上石盒子组(a)和石千峰组地层分布图(b) 

    应用中石油西北分院研制的 GeoFrac 软件，综合运用分频相干、曲率、倾角方法及属性融合

对乌马营-王官屯二叠系下石盒子组潜山顶面裂缝发育情况进行有效预测，重点运用叠后振幅方位分

解裂缝预测方法（PADD）对乌马营二叠系下石盒子组潜山顶面裂缝密度及走向进行有效预测，结果

表明，乌马营-王官屯逆冲推覆带裂缝发育 密集，密度 大，砂岩储层物性 好（图 3）。对裂缝成

因进行分析，推测主要与构造作用和砂岩高石英含量有关。 

受印支期―燕山早期挤压、揉皱变形影响，逆冲推覆带下石盒子组裂缝极发育。裂缝的存在进一

步改善了储集与渗流条件，是天然气富集高产的有利区。 

 

图 3  孔南地区上古生界下石盒子组储层评价 

（a）下石盒子组顶面裂缝密度预测；（b）下石盒子组储层评价图 

3  成藏模式讨论 

依据烃源岩与储层、盖层空间分布、输导条件及运聚方式的空间配置关系，结合区域沉积、构造

演化特征和前人研究成果[9-10]，对孔南地区煤成气在运聚、成藏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将该区上古生界

气藏划分为源内成藏、近源成藏和远源成藏 3 种组合类型，其中，近源成藏是孔南地区上古生界 主

要的油气聚集形式和勘探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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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内聚集模式指太原组和山西组的煤成气在生成后直接聚集于上、下和侧向相邻砂岩储层内富集

成藏，储层与烃源岩同层，盖层为煤系地层，该组合输导体系主要为砂体，天然气运聚以短距离侧向

和垂向就近聚集为主，储层条件是气藏形成的主控因素，砂体单层厚度普遍较薄(1~3m)，由于埋深大，

煤系成岩作用强烈，储层物性差，目前研究区在该套组合中没有发现。近源成藏组合离主力烃源岩层

系较近，下石盒子组为主要工业气流层位，上石盒子组和石千峰组泥岩为区域盖层，下石盒子组泥岩

为直接盖层，形成下生上储式组合；输导体系为砂体和裂缝，天然气的运聚以垂向运移为主，侧向运

移为辅；储集条件和下部烃源岩的生烃潜力是成藏的主控因素；该组合砂体发育，分布范围大，但其

产量普遍受裂缝发育程度的限制，大型裂缝发育带是其富集高产区。远源成藏包括上石盒子组、石千

峰组成藏组合，由于储集层离烃源岩较远，而且上石盒子组等区域盖层在部分地区被破坏，勘探风险

较大，大型逆冲断层，保存条件、气源充足和大型油源断层是该套组合成藏的关键。 

综合上述认识，孔南地区上古生界煤成气成藏具有明显的分区性。乌马营-王官屯逆冲推覆带南

段以近源成藏和源内成藏为主，石盒子组河流相厚层砂岩及煤系源岩内部山西组、太原组砂岩均可作

为下一步煤成气的重要目的层，成藏模式以发育内幕层状天然气藏为主，而往逆冲带北段，石千峰组

地层被强烈剥蚀，远源成藏存在风险。乌马营背斜潜山以近源成藏和远源成藏为主，煤系源岩内部储

层由于埋深大，物性差，不作为重点勘探目标。尤其下石盒子组在乌马营背斜主体带裂缝发育，因此，

乌马营背斜仍以寻找下石盒子组近源成藏为主（图 4）。 

 

图 4  孔南地区上古生界煤成气成藏模式图 

（a）乌马营-王官屯逆冲带；（b）乌马营背斜 

4  勘探方向的选择 

综上所述，乌马营-王官屯逆冲推覆带南段和乌马营背斜主体部位具备了生油和储集条件，构造

落实，储盖组合好，保存条件良好，是下一步煤成气勘探的有利区（图 5）。逆冲带的南段煤系源岩

叠置，厚度成倍增长，生烃强度大；主逆冲断层发育，上古生界形成断展褶皱，形态完整，圈闭条件

好，同时又可作为沟通煤系源岩的有利通道；该区早期构造改造及剥蚀强烈，下石盒子组保存完整，

强烈逆冲导致下石盒子组构造裂缝发育；晚期深埋，盖层厚，新生代断裂活动影响小，保存条件好。

乌马营背斜主体于早、中侏罗世开始发育，在第三系沉积前定型，与古生界烃源岩的两次排烃期相匹

配；背斜形态在后期的地史演化过程中末发生大的变化，圈闭保存完整，没有大的张性断裂破坏圈闭

而使油气散逸。同时，背斜西翼的主逆冲断裂改善了储层物性，为油气向上运移提供了通道。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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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区带上古生界具有良好的天然气成藏地质条件和勘探潜力，是孔南地区下一步煤成气储量增长

的新领域。 

5  结论 

（1）孔南地区上古生界煤成气资源丰富，是近年来天然气勘探的重要区域。上古生界煤成气成

藏主要受控于优质烃源岩分布、输导体系、继承性构造、发育稳定的盖层及裂缝等 5 个方面。 

  （2）依据生储盖的空间配置关系、圈闭条件及输导体系等将孔南地区划分为源内、近源和源外

成藏，并分区建立了研究区成藏模式，其中近源成藏模式是今后勘探的主攻方向。 
  （3）乌马营-王官屯南段逆冲推覆带和乌马营背斜主体是 2 个煤成气勘探有利目标区，是今后天

然气储量增长的新区域。 

 

 
图 5  孔南地区上古生界煤成气有利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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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中须家河组致密砂岩气层检测方法研究 

 

李新豫，包世海，曾庆才，陈  胜，王  兴，贺  佩，张连群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川中须家河组气藏为典型的大面积、低丰度、致密岩性气藏类型，资源潜力巨大，是四川盆地增产上储重要

层系，但该类气藏储层薄、非均质性强、气水关系非常复杂，如何提高含气富集区（甜点）预测精度和建立气水识

别方法是须家河组气藏勘探开发最关键的问题。笔者从储层岩石物理分析和模型正演等基础研究入手，深入分析不

同岩性组合下气层和水层的 AVO 响应特征，建立了一套以 AVO 叠前道集、近远道叠加剖面对比分析为基础，AVO 主

振幅主频率技术为核心的须家河组致密气藏检测及气水层识别新思路和新方法，生产应用效果显著。 

关键词：致密砂岩；气藏预测；气水识别；AVO；主振幅主频率 

 

0  引言 

四川盆地须家河组天然气勘探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长期以来，一直以构造气藏为勘探重点，井

点主要分布在构造的高点上，但始终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经过多年勘探并伴随着大批钻井证实，须

家河组气藏并非为传统的构造气藏，而是大面积分布的低丰度致密岩性气藏类型[1]，在构造圈闭内、

外均获得了工业气流，气井分布不受构造圈闭控制，截止 2010 年年底，中国石油在须家河组共探明

天然气地质储量近 6000 亿方，三级储量近万亿方，展示出巨大勘探潜力。前人研究表明须家河组主

力储层须二段沉积类型为三角洲平原亚相的水上分流河道，砂体广泛分布，但储层纵横向变化快, 非

均质较强
[2]，单层储层厚度一般只有 2～10m，导致水平开发井储层钻遇率非常低，同时，须二段气藏

气水关系非常复杂，气藏分布受不同储集体控制且呈多个相互独立气水系统[3]，因此，如何准确预测

储层高产富集区（寻找甜点）是须家河组提高勘探开发效率面临的最主要技术难题。 

针对上述难点，从基础研究工作入手，做好须家河组储层地质特征分析，优选储层和气层地震敏

感参数、通过模型正演总结储层地震响应特征，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一套以 AVO 叠前道集、近远道

叠加剖面对比分析为基础[4,5]，AVO 主振幅主频率技术为核心的须家河组致密气藏检测及气水层识别

技术系列，并应用上述气层检测技术预测川中 X区块须二段含气富集区。 

1  气、水层岩石物理特征 

1.1  储层敏感参数分析 

通过 X 区块内已钻 30 余口须家河组的含气砂岩层、含水砂岩层、泥岩层、致密层等不同岩性的

泊松比和 P波速度交会图分析（图 1）表明，含气砂岩、含水砂岩 p波速度非常接近，用 P波速度无

法有效区分储层的含气性好坏及气水关系，从交会图看出含气砂岩层泊松比值在 0.15-0.2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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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含水砂岩、泥岩 

 

图1  川中须家河组不同岩层P波速度与泊松比交会 

Fig.1  The figue of p-wave velocity and Poisson's ratio junction in different lithology of xujiahe formation at central 

Sichuan 

及致密层泊松比都大于 0.2，故泊松比是气层最敏感的叠前弹性参数，但从交会图也可明显看出含气

砂岩层和含水砂岩层有部分重合点，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利用 AVO 方法可以有效地预测须二储层的含气

性，但对于气水分布关系比较复杂地区，仅仅通过 AVO 方法预测和区分气层和水层分布还存在一定的

多解性，必须结合其它信息综合分析从而降低预测多解性。 

1.2  储层模型正演 

前人针对须二上储层地震响应特征开展了一些模型正演工作，但总体上设计的地质模型仅考虑了

储层在须二段纵向上的分布位置，却忽略了须二段泥岩腰带对地震反射特征的影响，造成正演结果跟

实际地震响应特征存在较大的差异。而本次研究结合 X区块多口钻井及测井评价结果，综合考虑了须

二段储层和泥岩腰带的分布特征，将其在纵向分为三种组合类型：（1）须二上储层靠近中部泥岩腰带

分布；（2）须二上储层紧邻须三底泥岩；（3）储层分布于须二段中部且须二段中部不发育泥岩腰带。

由于储层和泥岩腰带纵向上分布类型的差异，造成反射特征差异也较大，为须三底界及储层的横向对

比追踪增加了多解性。利用岩石物理分析优选的储层敏感参数并建立储层与泥岩腰带多种分布特征的

地质模型，并结合实际地震剖面反射特征，总结出不同组合模式的地震反射特征，为须三底及储层的

横向对比追踪提供参考依据[6、7]。通过模型正演结果表明，当须二上储层发育且靠近中部泥岩腰带分

布时，泥岩腰带底界地震反射强度增大，反射同相轴为一丘状隆起，反之，泥岩腰带底界为一平直的

波峰强反射（图 2a）；当储层发育靠近须三底界时，须三底界地震反射强度增大，且与顶部储层不发

育相比呈现较强的下拉现象（图 2b）；当须二上部仅发育储层而泥岩腰带不发育时，表现为波峰强反

射特征且视频率较低，储层不发育时表现为为弱-空白反射特征（图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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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储层靠近中部泥岩腰带     b.储层紧邻须三底泥岩   c.储层位于中部且不发育泥岩 

图2 不同储层分布类型模型正演 

a.Reservoir near the middle mudstone belt  b.Reservoir close to the mudstone of Xu-3 bottom  c. Reservoir locate in the 

middle and mudstone doesn't develop  

Fig.2  Forward modeling of different reservoir distribution types 

根据 Zoeppritz 方程及其简化式，气层与围岩泊松比的差异直接影响气层反射振幅随偏移距变化

规律（AVO）[8,9]。对川中 X 地区一口典型气井进行 AVO 模型正演（图 3），由 AVO 正演模型看出气

层的 AVO 响应特征非常明显，在共中心点道集上气层呈现反射振幅随炮检距的增大明显增强的第三类

AVO 响应特征。通过上述储层模型正演及气层 AVO 模型正演为气层检测方法优选奠定了基础。  

 
图3 典型气井AVO正演模型      

Fig.3  AVO forward modeling of typical gas well 

2  气层、水层 AVO 特征 

2.1  叠前道集分析 

     通过对川中地区大量的气井、水井叠前道集特征进行系统分析，总结了该地区须二段气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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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地震道集特征：气层在共中心点反射道集小偏移距内振幅较弱，且随入射角（炮检距）的增大振

幅明显增强[10,11]，但受致密砂岩储层非均质性强等因素影响，在道集上常出现同相轴的同相性较差、

上下错开、伴有复 

 
图4 气层与水层道集特征对比 

Fig.4  The comparison of gathers characteristic of gas and water   

波和低频等现象；水层在共中心点反射道集小偏移距内道集振幅比气层强，但随入射角（炮检距）的

增大振幅变化很小，有时稍有增强，但与气层相比不明显，道集同相性好，视频率较高（图 4）。 

2.2  近、远道叠加剖面对比 

叠前道集分析是在一个“点”上对目的层的含气性进行分析，而近、远道剖面特征对比能够对一

条“线”上的含气性好坏进行精细预测。在远道叠加剖面上气层反射振幅比近道明显增强，近道叠加

剖面为弱－中强振幅、而远道叠加剖面为中强振幅，且远道剖面横向上振幅强弱变化大，视频率低
[12,13]，不过由于受断层、须二中泥岩腰带和须二上内部不稳定的泥岩次腰带、薄互层、围岩岩性组合

及储层发育特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个别气层远道叠加剖面的反射振幅比近道增强并不明显，甚至有

减弱现象；但远道剖面呈典型的丘形、叠瓦状等反射结构特征。水层在近道和远道叠加剖面上振幅都

较强，远道叠加剖面的振幅比近道略有增强（含微气影响），但与气层特征相比不明显，水层的地震

主频比气层高，同相轴较光滑、连续（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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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典型气层和典型水层近、远道剖面特征对比 

Fig.5  The typical gas and water features comparative of 

 near stack section and far stack section 

3  气层平面分布预测 

叠前道集分析和近、远道剖面反射特征对比分别从“点”和“线”上对目的层的含气性进行预测，

在“点”“线”预测的基础上，应用 AVO 主振幅主频率技术进行气藏平面分布预测。AVO 主振幅主频

技术以 AVO 分析为核心，充分利用气层、水层叠前道集特征和近远道剖面反射特征差异，对反射层的

远“强”近“弱”的 AVO 现象的平面展布范围进行拾取，并综合考虑含不同流体储层的地震资料主频

（气层频谱衰减特征明显、表现低频特征，水层频谱衰减程度小、呈高频反射特征）、振幅横向变化

（气层表现强散射、水层无散射）等参数，对储层的含气性好坏进行综合分析，能够有效的预测气藏

平面展布范围。 

 

图6  川中X区块须二上储层含气有利区预测平面 

Fig.6  The prediction favorable area of upper Xu-2 in X block,Middle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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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叠前道集分析和近、远道剖面反射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应用 AVO 主振幅主频率方法预测川中 X

地区须家河组二段气藏平面分布范围（图 6），图中红－黄色区域为主振幅－主频率属性值高值区，

为预测含气有利区，浅蓝－蓝色区域为主振幅－主频率属性值低值区，含气性较差。从预测含气有利

区平面图看出，X区块须二段含气有利区在平面上呈块状分布，为多个独立气藏，总体上须二段含气

性较好。 

含气性检测成果完成后，该区块在 2013-2014 年底共完钻须二段专层钻井 19 口，获气井 14 口

（A1-A14）、产水井和干层井 5口（B1-B5），其中 13 口气井位于预测含气有利区范围内，1口气井位

于预测含气不利区，5 口产水或干层井均位于预测含气不利区，预测符合率高达 94.7%，新完钻井测

试成果充分证实了预测成果的可靠性。 

4  结论 

（1）须家河组气层具有明显的低速、低阻抗、低泊松比特征，泊松比是气层检测最敏感的弹性参

数之一。 

（2）通过道集分析、近远道剖面特征对比和 AVO 主振幅主频率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能够有效的预

测含气富集区，该方法在川中须家河气藏检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预测成果的可靠性得到大批

新井的证实。 

（3）通过新的气层检测技术系列在川中多个区块的应用取得的成果认识，认为四川盆地川中须家

河组气藏勘探开发潜力巨大，可以为四川盆地油气增储上产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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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ismic prediction of gas bearing for tight sandstone reservoirs of Xujiah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of Sichuan Basin 

 

Li Xin-yu, Bao Shi-hai, Zeng Qing-cai, Chen Sheng, Wang Xing, He Pei, Zhang Lian-qun 

（Langfang Branch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PetroChina, Langfang 065007 ,China） 

 

Abstract: The gas reservoir of Xujiah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of Sichuan Basin is a typical large area、low abundance、

tight sand gas reservoir ,it has great potential.It is an important layer for reserves increase in Sichuan Basin, but this kind of 

gas reservoir is very complex：thin reservoirs，strong heterogeneity，the distribution of gas and water is very complicated,so 

how to improv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gas enrichment zone and establish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gas and water are 

the key problems for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as reservoirs in Xujiahe group.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servoir 

rock physics and forward modeling and summarize  of the AVO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gas and water layer,it 

establishes a new method to indentify the gas and water layer for tight sand reservoir of Xujiahe formation ,using the basic 

method of AVO pre stack analysis, near stack section and far stack sec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 key method of 

Main amplitude and Main frequency technique.The methods obtain well production effect. 

Key words: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 prediction; Gas and water identification; AVO; Main amplitude and main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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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成藏机理及气藏类型划分——以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为例 
 

李  勇1，汤达祯 2，吴  鹏 3 

（1.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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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煤层气以饱和或欠饱和的状态在煤层内赋存，且在垂向上易与上覆岩层连续成藏，但开发过程中大量低产煤

层气井的存在制约了产能的突破,富集且高产煤层气藏的发现愈显重要。论文在系统整理煤层气富集成藏理论研究的

基础上，结合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和国外典型盆地煤层气勘探开发的地质规律和气井产能认识，提出了煤层气圈闭的

概念和气藏类型的划分方案。在实例分析的基础上刻画了物性封闭、气压封闭、水压封闭和吸附封闭在煤层气藏形

成过程中的作用，以风氧化带和应力转折带作为上下界限定义煤层气藏。在气藏类型上，提出以构造、岩性、水动

力和复合型圈闭分别为主导的气藏类型划分方案，并解剖了不同气藏类型。论文对简化煤层气勘探开发目标区优选，

指导富气且高产煤层气藏的勘探和发现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煤层气；煤层气富集；煤层气圈闭；煤层气成藏；深部煤层气 

 

0  引言 

天然气藏分类的国标（GB/T 26979-2011）中，以圈闭类型、储层特征等 9 种单因素分类和多因

素组合分类为划分指标，定义了常规、凝析和非常规气藏的分类标准。其中，按照圈闭类型（构造、

岩性、地层和裂缝气藏）定义的气藏组合是 为常见的勘探分类标准，其划分依据主要考虑储集体的

几何形态、储渗特征、流体性质和分布等，反映气藏的形成机制和分布规律[1]。此外，还有根据气藏

储渗体与流体的内在联系、开发过程中动态变化规律、和经济系列分类的划分标准。 

煤层气藏与常规气藏存在天然的不同，包括气体成因、气体赋存状态、储集岩类型、和生储盖组

合特征等。在概念和基本内涵方面，煤层气藏与常规圈闭气藏的主要区别在于圈闭界限是否明确、范

围是否稳定、以及有无统一的气水界面与压力系统[2]。随着煤层气勘探开发的深入，煤系天然气也逐

渐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并在沁水、鄂尔多斯盆地等有勘探发现[3-4]。本文在论述目前常见煤层气

藏类型划分方案的基础上，结合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开发过程中的勘探开发实例，并与国外典型

盆地进行类比，以期提出一个符合国内外煤层气勘探开发规律，且具有普适意义的分类标准。 

1  国外典型煤层气富集高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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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埋深 1200 m 以浅的煤层气资源量约为 11×1012 m3，其中大约 84％的资源量分布在西部的落

基山脉，而且主要发育在中—新生代含煤盆地中，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和中部的石炭纪含煤盆地贡献了

约 16％的资源量 [3]。在其煤层气勘探开发过程中，通过对圣胡安等盆地煤层气生成、运移和富集成

藏理论的研究，“排水—降压—解吸—扩散—渗流”为主体的煤层气产出过程被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可。

在此基础上，经过开发实践的反馈和不断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落基山造山带高产走廊的煤层气富集成

藏理论，并建立了煤储层双孔双渗系统、低渗极限控制、中煤级煤生储与成藏优势、开发过程中多井

干扰等为核心的煤层气勘探开发基础理论体系[5]。此外，“生物型或次生煤层气成藏”的理论也被提出

[6]，并在粉河盆地的煤层气勘探开发中得到验证。回顾全球煤层气盆地的资源开发情况，可概括出三

种相对独立的煤层气富集和开发模式（表 1），并可从有利构造位置、煤阶、煤层厚度、含气量、煤

层气成因、煤层气赋存方式、煤层气的分布特征和煤层气井的产气量和产水量上进行系统对比。 
表 1  不同盆地煤层气典型富集成藏模式分类 

模式 
水动力封闭超压有利富集

成藏模式 

多煤层连续型模糊圈闭富集

成藏模式 

褶皱断裂区高渗高产 

成藏模式 

典型盆地 圣胡安、海湾 粉河、阿尔伯塔、尤因塔 
阿巴拉契亚、黑勇士、 

鲍恩 

分布位置 盆地斜坡和中心均有分布 盆地斜坡连续分布 盆地范围内均见分布 

煤阶 中低煤阶 中低煤阶 中高煤阶 

煤层厚度 较厚 单层薄，层数多 煤层较厚 

含气量 高 较低 一般较高 

气体成因 
热成因气和部分次生生物

成因气 

热成因气和较多的次生生物

成因气 
热成因气、生物气 

气体赋存 

方式 
吸附气 

吸附气，但有一定数量的游离

气 
吸附气为主，可见游离气 

分布特征 缓坡单斜为主 单斜为主 半地堑 为有利 

开采范围 较大面积连片 较大面积连片 变化较大 

产气量 高 较高 较高 

产水量 较高 较高 高产气井多产水较高 

2  煤层气气藏划分方案研究进展 

油气藏的成藏要素包括“生、储、盖、运、聚、保”等基本要素和过程，煤层气与常规的油气有所

差异，主要是在煤层中自生自储，一般不经过二次运移，呈现压力封闭状态下的吸附成藏。目前国内

外的煤层气勘探开发，主要从六个方面考虑煤层气藏的边界条件，即构造发育、沉积和煤层形态、煤

层含气量、储层渗透性、煤变质程度和水动力条件[7-8]。考虑常规天然气藏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许多

学者从压力、构造、以及压力和构造相结合的角度来进行煤层气藏的划分，如钱凯等（1996）[9]、袁

政文（1997）[10]、王生维（1999）[11]、宋岩等（2005 和 2009）[12-13]、秦勇（2003 和 2012）[14-15]、

刘洪林等（2005）[16]、孙平等（2008）[17]、赵庆波等（2012）[18]、申建等（2014）[19]，吴财芳等（2005

和 2014）[20-21]，Li et al.（2015）[22]等。这些学者的思路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压力为主线，将煤

层气藏划分为静水压力圈闭、水动力圈闭和复合型圈闭煤层气藏[10, 11, 23]，另外一类是以压力和构造结

合为主线[14]。煤层气藏被定义为“依靠压力作用，以吸附作用为主，具有相近地质条件、含气特征的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555 
 

煤层中富集成含气层，若干相近的含气层构成煤层气藏”[24-25]；并在 2012 年将煤层气藏划分为自生自

储吸附型、自生自储游离型和内生外储型 3 种成藏模式[18]。刘洪林等（2005）从构造形态和成因的

角度出发将煤层气藏划分为水压单斜型、水压向斜型、气压向斜型、断块型、背斜型、地层-岩性型、

岩体刺穿型和复合型等[16]。 

其它关于煤层气藏的划分方案主要包括：一、依据煤层气的吸附态，结合地下水动力条件和边界

进行分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林晓英（2005）将其分为水动力和自封闭型两类，并将水动力封闭型再

次进行划分，定义为水动力封堵和水动力驱动型[26]；二、依据煤阶分类，煤层气藏按照煤岩的煤化

作用程度进行区分，分别是未熟低煤阶，成熟低煤阶（0.5%< Ro,max<0.7%），中煤阶（0.7%<Ro,max<2%），

和高煤阶（Ro,max>2%）煤层气藏；三、依据煤层气成因分类的，划分为生物成因、热成因和无机成

因。此外还有根据气体饱和度的分类方案，依次划分为欠饱和、饱和及过饱和煤层气藏[27]。 

煤层气成藏机理的突破性进展是林晓英（2005）发表的博士论文“煤层气藏成藏机理”。论文系统

阐述了煤层气藏的成藏机理和理论认识，首次区分了六类煤层气藏的边界，包括经济、水动力、风氧

化带、物性、断层和岩性边界；界定了煤层气藏的研究方法，包括静态特征“煤层气体成分组成、含

气量、储层物性、吸附性、煤层形态、储层压力和封闭性”，和动态特征“盆地演化史、埋藏史、热史、

气体成因、含气量和水动力变化”；不同煤阶煤层气成藏主控因素的差异性。孙平（2007）年提出了“关

键时刻”的概念，强调成藏演化过程中温度 高、煤层生烃强度 大的时刻，并藉此提出了不同地质

背景下的低、中、高煤阶煤层气富集成藏模式[17]。宋岩等（2011）则强调煤层气藏在后期均经历了晚

期抬升，所以后期保存条件是煤层气成藏的关键，而不是常规天然气中地质要素和成藏过程的时空匹

配关系[27]，并在 2013 年提出了含气量和渗透率耦合作用控制的中高煤阶煤层气优势富集模式[28]。 

 
图 1  煤层气藏类型划分研究主线 

3  煤层气藏封闭机理 

在之前的气藏划分方案中，通常将压力和构造类型的结合在一起，进行了不同于常规油气的圈闭

类型划分。在煤层气勘探开发中，经常强调非常规油气连续型聚集的特点，这一现象也由在煤系中发

现的垂向连续型气藏得以证实[29]。但是在煤层气实际勘探中，低产井甚至空井普遍存在，大幅度制

约了煤层气开发的突破，亟需对优势煤层气藏的划分和成藏机理进行界定，以期能够简化煤层气勘探

目标有利区，提高煤层气勘探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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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的直接上覆盖层主要发育有泥岩、砂岩和致密灰岩等，在针对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山西组煤层

—砂岩/泥岩组合和太原组煤层—灰岩/泥岩组合进行分析中，发现各类地层组合均可以形成良好的煤

层气封闭条件，在具体工作中将不同地层组合划分了不同的封闭类型[30]。刘成林等（1998）提出了

橡皮袋封存机理、煤层上覆地层有效厚度等概念，并提出了“围岩与承压水”组成一级封堵、“围岩与

弱含水层”组成二级封堵，和“围岩”组成三级封堵的概念，对水力作用控制的煤层气藏具有指示意义

[31]。 

一般认为泥岩具有良好的封闭性，因为结构致密，气体分子难以突破孔喉压力而在煤层气中富集，

形成封闭性气藏。当煤层的直接顶板泥岩发育裂隙的时候，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形成气体聚集。对以泥

岩不是直接顶板的煤储层来说，上部地层中泥岩还会以封隔层的形式来封闭煤层临近的砂岩等气体储

积场所。可见，煤系中包含有三级封闭条件，一为煤层本身的吸附封闭，二是受上覆砂岩中一定的气

体含量影响，形成气压封闭，三是砂岩之上致密的泥岩的岩性封闭。籍此，存在三个层次上的气藏组

合，即自生自储的煤层主体气藏，上部砂岩的辅助气藏，和在顶部良好封闭条件下，煤层内气体向下

运移保存，储存在下部砂岩层的潜在气藏，定义为“砂通煤”的成藏模式（图 2 中）。针对太原组常见

的上部灰岩下部泥岩封闭模式，其上部的灰岩层会在水文条件的辅助下形成较好的封闭条件，同时下

部的泥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潜在页岩气藏，归纳为“水包气”的封闭成藏模式（图 2 下）。考虑到

泥岩在整体地层中封闭作用，还是起到了“泥裹藏”的保存作用，在整个地质演化时期，保存条件是决

定现今煤层气富集成藏的主要因素（图 2 上）。 

 

图 2  “泥裹藏、砂通煤、水包气”煤层气富集模式 

4  煤层气富集高产规律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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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油气藏圈闭按成因分类可划分为构造、地层、岩性、水动力和复合圈闭，在此基础上可以不

同类型的圈闭，借鉴该思路，解剖了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富集高产的相关规律性认识。 

4.1  构造主导型 

东缘在大型单斜构造的基础上，发育轻微的北东向或北北东向断层，断层发育相对少且规模小。

其中在中部的晋西挠折带上发育有保德－兴县背斜区，临县－柳林背斜区，永和－石楼背斜区，以及

蒲县－吉县背斜区，控制着中北部的煤层气地质条件。在南部的渭北挠折带主要作用于南部韩城地区，

总体构造形态为倾向北西的具波状起伏的缓斜大型单斜构造，并交替发育背向斜构造[30]。 

4.1.1   背斜的影响 

在构造作用下，地层产生褶皱弯曲，会发育向四周倾伏的背斜，即称为背斜圈闭。背斜油气藏一

般是由油气在背斜圈闭中富集而形成。在东缘的勘探开发中，也发现了背斜易于煤层气高产的规律和

认识。 

 
图 3  保德地区北部连井剖面及产能特征（自 Chen et al., 2015，修改） 

保德区块整体为一西倾的单斜构造，北部为西倾的鼻状构造，地下水矿化度 1000~5000 mg/L，

自东南往西北方向逐渐增加，水动力分区由径流区往弱径流—滞留区过渡[31]。主力煤层埋深 400~1200 

m，煤厚 1.19~20.21 m，渗透率 0.4~12 mD，含气量 4~9m3/t。目前产气量大于 2000 m3/d 的煤层气井

主要集中在区块北部杨家湾地区，其中 BD-1 井， 高日产气 6500 m3/d，套压 2.55 MPa。位于鼻状

构造的轴部的煤层气井，处于构造高部位，有利于储层快速降压；其次，轴部中和面以上拉张应力条

件下裂隙较为发育，有利于气水快速渗流产出；加之北部地下水活动弱，有利于煤层气的富集保存，

因此具有较高的含气量，为煤层气井高产提供了物质基础。保德地区连井剖面显示，位于鼻状构造轴

部的 BD-1 井，产气效果好，日产气量可达 6000 m3/d，产水量相对较低（图 3）。而处于鼻状构造翼

部的 BD-4 井，产气效果较差，产气量仅为 1000 m3/d 左右，产水量相对轴部 BD-4 井稍高。 

4.1.2   断层的影响 

正断层或拉张性走滑断层一般都是张性断层，其断层面常常表现为开放性，成为气体运移散失的

通道。此外，邻近断层面的区域一般储层压力较低，煤层气易于发生解吸，导致含气量降低。正断层

对含气量起到破坏作用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是延川南和韩城地区。以延川南地区为例，正断层在该地区

较为常见，对煤层气藏起到破坏作用。如图 4 所示，地震测线 NW470 经过了区块内的 6 条断层，在

区块中部含气量高值区的正断层周围形成了含气量的相对低值区。区块中部的煤层含气量可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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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t，但是受三条正断层（F12-14）的影响，在断层附近的含气量仅为 8 m3/t。而在规模更大的 F10

和 F9 正断层附近，其周边含气量仅为 2 m3/t 左右，其中 F10 断层面的开放性强，气体散失明显。 

 
图 4  含气量与断层发育情况对比（延川南地区 2号煤层） 

逆断层和压性走滑断层常常表现为压性或挤压性断层，地层封闭性相对较好，气体可以较好地保

存。不仅如此，靠近断层面的应力相对集中，储层压力相应增大，气体吸附量也进一步增加。而且常

常伴生大量挤压形成的褶皱构造，形成利于煤层气富集的构造。东缘范围内的典型区块为大宁—吉县

区块，其 4+5 煤含气量与构造关系表明，在午城—窑渠一带发育走向 NE 的逆断层和褶皱带，其含气

量可达 20 m3/t 以上，明显较区内其他区域高，是煤层气富集保存的有利区。 

4.1.3  向斜的影响 

向斜核部一般受压应力，地层压力较高，同时向斜一般处于一个地区地下水的滞流区，有利于形

成水力封堵型煤层气藏[24]。韩城北部 4+5 号煤层甲烷含量分布规律显示，向斜轴部 有利于煤层气

富集，其次为缓倾斜带、背斜轴部和边浅部陡倾斜带。可见向斜构造部位煤层埋深相对较大，处于应

力挤压状态，张性、张剪性断裂不发育，封闭条件好，有利于煤层气的储集和保存。相反，背斜构造

部位煤层埋藏较浅，处于相对拉张应力状态，张性，张剪性断裂或裂隙较发育，煤层封闭条件差，有

利于煤层气的逸散而不利于其保存。当然，这种有利与不利也是相对的概念，在有良好隔挡层的背斜

位置，也会形成良好的煤层气藏。 

4.2  地层-岩性主导型 

地层圈闭通常是由油气储层纵向上沉积连续性发生中断而形成的，一般与地层的不整合有关。岩

性圈闭一般发生于沉积或成岩—后生作用过程中，由于地层岩性或物性改变而形成。岩性圈闭一般有

下列典型特征，油气储集体尖灭或者穿插在生油岩层，地层的储盖组合条件好，油气源充足；而且圈

闭的形成时间早，利于形成油气聚集；成因上受控于沉积体系和古地形，以群组形式出现。在煤层中，

由于煤层在整体上是连贯的储集体，煤层气在其中主要以吸附态的形式存在。但是在煤层气的勘探开

发过程中，其风氧化边界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其决定了煤层气资源的可采 低限度。整个东缘总体上

为一西倾的单斜，多数煤层气井在压裂在单斜中的煤层，并且显示了良好的产气量。在单斜中部，下

部煤层气向上解吸扩散，受中上部的岩性变化、水动力封堵等，会在中部形成气体富集区。同时气体

沿煤层运移过程中，当煤层上部发育泥岩、泥灰岩和致密灰岩时会形成封闭条件，即地层岩性和沉积

面的转变，为煤层气提供了良好的赋存条件。当其上部为砂岩或灰岩时，部分气体可能会扩散到上部，

进而形成一定的岩性储集体，也已经在部分地区的煤层气勘探中得到验证。韩城 WL2-015 井射开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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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顶板 3 m 厚的砂岩，日产气 2400 m3；沁水气田也发现游离气藏显示，在砂岩、石灰岩共解释气层

43 层 156 m，含气面积 320 km2，预测储量 251×108 m3，晋试 79 井试气，日产气 4000 m3[29]。 

图 5 解剖了位于韩城南部龙亭构造带的煤层气富集区，是一典型的物性封闭控制的岩性煤层气

藏。其 浅部的 Hs5 井，埋深较浅靠近风氧化带边界，其含气量较深部的要低很多，同时其附近砂

岩较发育，在浅部的物性封闭性差，产气量非常低；深部的 Hs4 井靠近地应力转换边界，含气量受

温压场的变化而降低，同时产气量也很低。位于中段的 Hs10 井，受周边致密性的泥岩物性封闭作用，

形成高含气量区，地层较深部相对拉张，有利于煤层气的产出。WLC08 井的煤层上下砂岩发育较多，

封闭性能总体要较 Hs10 井的差一些，故其产气量也相对较低[28]。 

 
图 5  韩城地区岩性煤层气藏连井剖面（自宋岩等，2013 修改） 

4.3  水动力主导型 

常规油气中的水动力圈闭是指由水动力，或和非渗透性岩层联合封闭而形成的聚油气圈闭，常见

于地层产状轻微变化的挠曲带或构造鼻，以及单斜储集层中的岩性不均一和厚度变化带，还有地层不

整合附近。水力运移逸散、水力封闭与水力封堵作用均可见于煤层气藏中。根据地层水的流动状态，

一般的地下水动力系统常被划分为供水区、强交替区、弱交替区、滞缓区、滞留区和泄水区六大类。

总体上，滞缓区和滞留区被认为 有利于煤层气保存。对中、高煤阶的煤层而言，滞流区是煤层气富

集成藏的有利区域，但是低煤阶则主要发育在缓流区。径流区和泄水区会导致气体的运移散失，不利

于气藏的形成。 

4.3.1  中高煤阶的水力封堵作用 

东缘中部三交、柳林地区构造简单，断层发育少，位于盆地边缘，埋深较浅，一般为 300~1100 m，

渗透率 0.01~4.8 mD，含气量 5.8~16.2 m3/t。以柳林地区为例，在构造上是一自北东向南西向倾伏的

单斜构造，煤层埋深逐渐增大；地下水顺地层倾向，自北东向南西流动，除东北部局部地区处于补给

区、径流区，大部分区域属于地下水弱径流—滞留区，含气量总体较高。区内煤层气井产气效果较好

的多数位于埋深小于 700 m 的东部地区，东南部的某井组位于单斜构造上倾方向的高部位，排采仅

200 天左右，单井 高产气量即可达 3600 m3/d，而西部埋深较大且处于埋深相对较大、构造较低的

部位，产气效果较差。图 6 总结了该区太原组和山西组煤层气藏的保存和成藏模式，结果显示其山西

组为气压封闭式，而太原组煤层为水力封闭式。山西组 3+4 号煤层的煤层含气量总体相对较低，但

是没有水动力的运移和淋滤作用，含气饱和度总体上要较太原组高。3+4 号煤层的顶部基本上是有效

的泥岩盖层，埋藏深度成为有效的控气因素，含气量与埋深呈正比。同时，在顶部为砂岩的煤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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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气量也相对较高，说明可能作为了有效的气藏补充。柳林煤层气开发区总体处于地下水的弱径流和

滞留区，从西北到东南，煤储层埋深增大，储层压力增加，地下水呈滞留状态，煤层含气量高。但是

在东北的水动力较为活跃区，含气量和产气量迅速下降，产水量大幅增加，表现出水动力封堵煤层气

的特征。此外，煤层顶部为灰岩，在压裂上部灰岩的煤层气井中，产水量巨大，达 150 m3/d，说明上

部灰岩的地下水起到了水动力封闭的作用。Li et al.（2015）从煤层气井产出水化学特征、煤层顶板的

流体包裹体特征和不同层位的产水状况验证了太原组自煤层形成到现今一直与地表水保持一定的沟

通关系，呈现水动力封闭和封堵的状态[22]。 

4.3.2  低煤阶弱径流区富集 

准格尔区块在东缘的 北部，走向近南北，是一倾向西的单斜，具波状起伏。含煤段地层厚度较

小，煤层形成之后遭受的埋藏深度浅，在三叠纪后基本上没有发生大幅度的构造沉降。虽然煤层经历

的变质作用时间较长，但煤层一直赋存于较浅部位，所受的地温较低和压力较小，煤的变质程度低，

主要为长焰煤。在煤层埋深普遍大于 860 m 放区域，处在甲烷风化带以下，加上水动力作用增强，水

力封堵煤层气使之聚集在煤层中，形成水压单斜型煤层气成藏模式（图 7）。 

在该地区的水动力作用发挥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水动力封堵作用，阻止气体的向上运移，在单

斜中部形成煤层气富集区带；二是提供了次生生物气形成的水文环境补给，也已由甲烷碳同位素测试

予以证明。尽管准格尔地区降水量少，但是在地下维持生物活动对地表水补给的需求量也不大，尤其

是在该区煤层埋深已达 860 m 的地区。该地区的煤层气富集成藏规律与美国圣胡安地区的煤层气富集

成藏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图 8），该盆地也是在北部发生降水补给，携带产甲烷菌向盆地方向运移，

产生次生生物气，并进一步由水动力封堵，形成气藏富集区。 

 
图 6  东缘柳林地区山西组（a）和太原组（b）煤层气富集成藏模式（自 Li et al., 2015,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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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准格尔区煤层气成藏示意 图 8  圣胡安地区煤层气成藏示意图（自 Scott et al., 1994 修改） 

4.4  复合型煤层气藏 

前面论述了构造、地层—岩性和水动力条件在煤层气富集成藏中的作用，但是大多数适宜于开发

的煤层气藏并不是由单一因素控制。在常规油气藏中，当多种因素对储油气圈闭共同起大体相同的作

用时，就称为复合圈闭，其中聚集了油气的称为复合油气藏。在煤层气的富集成藏中，也大多是由多

个因素控制。 

以东缘南部的延川南地区为例，区块内部断层发育，地层有起伏，由地下水分区和构造发育背景

叠合可以寻找有利于煤层气富集的区带。图 9 中的构造简单—滞留区和弱径流区是利于煤层气发育的

地区，地下水流势总体为向西和南西方向，但是并非西部和西南地区就一定是煤层气的有利富集区，

中部断裂发育地带为地下水的排泄区，不利于煤层气的富集。 

 

图 9  延川南地区煤层构造-水文地质控制作用 

大宁—吉县的地层剖面图形象地揭示了煤层气受构造、水文和地层的综合控制作用（图 10）。地

表水向深部含水层补给，由于上部山西组煤层（5 号）顶底板岩性致密，低孔低渗，地下水径流过程

中 5 号煤层受到的影响较小。下部太原组 8 号煤层顶板灰岩发育溶洞、溶孔，并且裂缝、裂隙较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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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容易受构造等影响而破碎，地下水容易注入或渗透，8 号煤层受围岩影响含水性也较强，其水动力

活跃程度强于 5 号煤，产水量比 5 号煤大。同时山西组 5 号煤水样矿化度明显高于太原组 8 号煤，单

排 5 号煤层的井产水量较低，平均 2.4 m3/d，而 8 号煤层无论是单排还是合排，产液量均较大， 高

达到 60 m3/d，平均 16.7 m3/d，印证了 8 号煤层的水动力条件强于 5 号煤层。在构造角度上，吉 17

井附近断层的发育，水动力活跃，煤层的含气量大幅降低，而位于单斜缓坡上的吉试 1 和 10 井则呈

现了较高的含气量，利于煤层气的开发和产出。 

 
图 10  大宁-吉县地区构造-水动力对煤层气藏的控制作用示意图 

5  气藏类型划分 

上节论述的顶底板岩性封闭机理，包括有物性封闭、气压封闭、水压封闭和吸附封闭，其中吸附

封闭是煤岩自身的性质，它决定了煤层气藏储气能力的高低。对比常规油气圈闭的定义“储集层被联

合封闭而形成的能聚集和保存油气的场所”，将煤层气圈闭定义为“含煤地层沉积以后一直处于相对封

闭且利于气体聚集的场所”，主要包含如下三个要素：（1）“含煤地层”，是指高含煤系数的地层，可

以包含煤层中间的薄砂体或者上下砂体，被良好的盖层和遮挡层封闭，具有统一的压力系统；（2）“一

直处于相对封闭”，是指在其地质演化时期 浅的埋藏时期没有经过风化，或者大规模的气体逸散；

在演化时期构造发育相对简单，没有被大规模切割破坏；（3）“利于气体聚集”，是指在浮力、重力和

压力的作用下易于气体运移聚集的煤岩层段，可以在多种构造类型的地层中发育。 

在定义的圈闭类型中，物性封闭受毛细管力作用控制，由煤储层上覆岩层的 大吼道与煤层的

小孔隙之间的毛细管压差来封闭煤层气。气压封闭是在气体较为充足的条件，形成具有封闭异常压力

的封闭层，使煤层气藏以吸附状态富集，减缓和阻挡气体的的逸散。吸附封闭对应着常规意义上的烃

浓度封闭，主要是由于煤储层中较高的气体浓度阻止了甲烷分子的扩散，上限即为风氧化带。图 11

解析了不同封闭机理和成藏规律对应的煤层气藏，其中吸附封闭作用于和伴生于所有的煤层气藏，当

然它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相对不依赖与其它封闭类型的存在，在巨厚煤层中形成一定的气体富集成

藏。其中物性和气压封闭作用于构造和岩性煤层气藏，气压和水压封闭共同作用于水动力煤层气藏。

在不同地带这几类成藏模式的叠加组合构成了复合型煤层气藏，其中埋深的 浅处即为煤层气风氧化

带边界， 深处为地应力转换边界，当地层进入高度挤压，再加上高温引起的吸附负效应和煤岩物理

性质的改变，已经不利于煤层气的开发，与上限一致，这一下限在不同盆地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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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边界为当前技术条件下的煤层气开发边界，受深部地应力状态转换、深部煤层吸附能力地温场负效

应和深部温压下煤岩物理性质特殊性综合控制[15]，在当前常规开发技术条件下，以 小水平主应力

显著增加而引发的渗透率下降为边界。 

 

图 11  不同封闭机理对应的成藏类型示意图 

6  结论 

论文在系统整理国内外煤层气富集成藏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勘探开发的

规律认识，归纳了物性封闭、气压封闭、水压封闭和吸附封闭在煤层气藏形成中的作用，定义了气藏

开发的上下限分别为风氧化带和地应力转折带。在气藏类型上，提出了以构造、岩性和水动力封闭分

别为主导的气藏类型划分，并实例解剖了不同气藏类型。 

煤层气藏的封闭类型主要呈现了三种样式，一是“泥裹藏”，即以泥岩等致密岩层封闭煤储层成藏；

二是“砂通煤”，即煤层上覆砂岩与煤层连通而富含较高浓度的气体，与煤层统一形成气藏，常见于陆

相地层；三是“水包气”，即水力封闭和水力封堵作用下，气体在煤层中富集而成藏，常见于在海相和

海陆过渡相地层中。 

定义了吸附、气压、水压和岩性封闭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解剖了不同的煤层气富集高产类型。

其中吸附封闭是煤岩自身的性质，它决定了煤层气藏储气能力的高低；气压封闭形成于甲烷浓度较高

的储层，含气量相对较高，气体与上覆地层有所沟通，但逸散缓慢或者没有，一般发育于煤层上覆砂

岩的地层中；水压封闭主要是由水力作用阻止了气体的扩散和运移；岩性封闭是指在毛细管力作用控

制下的气藏封闭。其中吸附封闭主要发生在煤层内部，气压封闭则发生在煤层和其他封闭隔挡层之间；

物性和气压封闭作用于岩性和构造和岩性煤层气藏；气压和水压封闭共同作用于水动力煤层气藏。在

不同地带这几类控藏因素叠加组合构成复合型煤层气藏，其中埋深的 浅处即为煤层气风氧化带边

界， 深处为地应力转换边界，随埋深加大，地层进入高度挤压且温度升高，进入气藏开发下限。此

外，在水动力主导的煤层气气藏中，在中高煤阶中以水力封闭和封堵作用为主，但是在低煤阶的弱缓

流区，地下水在次生生物气生成中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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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oring Mechanism of Coalbed Methane and its Reservoir Types 

Classification: A Case Study from Eastern Ordos Basin 

 
Abstract: Coal seams are generally saturated or unsaturated with methane, and easily to form a continuous reservoir with 

the overlying strata. However, the commonly seen low gas rate wells restrict the breakthrough of coalbed methane (CBM) 

production, and the search of high gas content and high gas production rate reservoirs are becoming much more important.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BM reservoiring researches, with a combination of the detailed cases study of the 

geology and gas rate of CBM wells in east margin of Ordos basin, the concept of CBM traps are prompted with a systematic 

division of the reservoirs types. The effect of capillary sealing, gas pressure sealing, water pressure sealing and adsorption 

sealing in the formation of CBM reservoirs are discussed, with a definition of the upper and lower of the reservoirs are 

oxidation zone and the in-situ stress variation zone. In discussion of the reservoir types, the structural, lithologic, 

hydrodynamic and compound trap dominated reservoirs are prompted and discussed, with cases studies of the mentioned 

reservoirs. The paper would be positive in simplifying the search of CBM development targets and exploration of high 

yielding CBM reservoirs.  

Key words: Coalbed methane; Coalbed methane accumulation; Coalbed methane traps; Coalbed methane reservoirs; Deep 

coalbed meth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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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扬子地台东南部古生界页岩气成藏条件对比研究 

 

刘  策1，李  娟 2，谭  聪 3，冯子齐 1，孙全宏 3，孙梦迪 3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北京 100037； 

3.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上扬子地区古生界海相页岩气资源丰富，一直以来被作为我国页岩气发展的重要勘探地区，位于其东南部的

渝东南以及黔西北地区发育有下寒武统牛蹄塘组，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以及上二叠统龙潭组均发育有富有机质泥页岩

层段。目前针对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以及在威远、长宁以及焦石坝地区已经成功建产。下寒武统牛蹄塘组以及二叠系

龙潭组虽然经过评价具有良好的烃源岩性，但是多年以来始终未能形成产能，表明页岩气的成藏条件非常复杂，本

文以国土资源部全国页岩气资源战略调查项目为依托，对着上扬子地区三套富有机质烃泥页岩的页岩气成藏条件进

行了对比分析研究。 

下寒武统牛蹄塘组以及下志留统龙马溪组的沉积环境相似，均为开阔-半局限环境下的浅水-深水陆棚沉积，富

有机质层段分布面积广厚度稳定，岩性主要为碳质页岩、硅质页岩、粉砂质页岩以及黑色页岩，是真正意义上的海

相页岩。上二叠统龙潭组则为一套体系下的海陆交互相含煤沉积，有机质丰度高但纵向和平面展布规模有限。研究

区牛蹄塘组厚度 50-300m，平均 TOC 含量大于 3%（井下+露头），有机质成熟度均大于 2%，平均脆性矿物含量 68%，

井下样品等温吸附实验显示吸附气含量 1.81-9.07m
3
/t。研究区内下志留统龙马溪组厚度分布比较稳定，主要富有

机质层段集中在下部的 30m 厚的黑色页岩当中，超过半数的镜下样品 TOC 含量大于 2%，有机质成熟度普遍大于 2%,

井下与露头样品脆性矿物含量平均值绝大部分小于 50%，饱和吸附量平均为 2.17 m
3
/t，虽然龙马溪组页岩在分析测

试数据上不及牛蹄塘组，但牛蹄塘组断裂更为发育并且大多被后期充填封闭，早期地层压力通过裂缝被释放，天然

气散失量大，龙马溪组则普遍存在地层超压（压力系数大于 1.5），且埋深较浅，目的层位分布稳定更具有开发风险

性较小。黔西北地区龙潭组埋深为 800-1500m，其厚度为 23-256m，岩性主要以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以及碳质

泥岩和煤层为主，但连续厚度不大，中间夹有菱铁质粉砂岩将富有机质层位分隔成数十个小层，累计富有机质层位

厚度可以达到 70m 左右，井下样品 TOC 含量为三套地层当中最高，绝大多数都超过 3%，有机质成熟度均大于 2%，

黑色页岩当中脆性矿物平均含量为 45.7%，龙潭组具有页岩气、煤层气以及致密砂岩气相混合成藏的特征，但是由

于其分布规律在难以把握，非均质性为三套地层当中最强，因此也未能成为上扬子台地页岩气主要开采层位。 

关键词：上扬子台地；页岩气；龙马溪组；牛蹄塘组；龙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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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22 
四川盆地及周缘五峰组—龙马溪组地层精细对比研究1 

 

刘德勋，王红岩，赵  群，施振生，郭  伟，梁  峰，邱  振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 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四川盆地五峰组—龙马溪组沉积了丰富的富有机质页岩。国际地层委员会将黑色页岩段分为凯迪阶、赫南

特阶、鲁丹阶、埃隆阶和特里奇阶 5个阶。随着我国南方海相页岩气勘探开发的深入，过去的笼统的五峰组-龙马

溪组小层划分方案已经不能指导页岩气水平井靶体位置详细确定，长宁、威远、昭通、涪陵四个地区地层难以进

行横向对比。龙马溪组目的层段划分跨越鲁丹阶和埃隆阶，难以与国际地层划分接轨。以测井为主的储层分层在

小范围内出现穿时，区域上对比偏差大。 

通过奥陶－志留系 2个金钉子地质踏勘、7次野外露头和现场考察、31 口井岩心描述、收集资料 50 份、10

口直井 20 口水平井资料处理解释、岩心测试分析 1000 项次，完成 52 口直井地层划分对比，连井对比剖面 10

条，编制单因素图件 12 幅，沉积相图 5幅，分析五峰组—龙马溪组沉积环境、沉积演化过程、沉积模式，提出五

峰组—龙马溪组为陆表海型沉积相模式，发育 4大类沉积相，建立了五峰组—龙马溪组沉积演化与富有机质页岩

沉积模式。 

宁 201 井区五峰组~龙一 1b 层储层参数好，I类储层分布连续、稳定，是有利靶体位置，其中距五峰组底

3~8 米储层参数最优，是最佳靶体位置。威远龙一 1a 层储层参数最好，I类储层分布连续、稳定，是最佳靶体位

置。根据现场实测含气量和有机碳含量进行笔石对比，确定 WF1-LM5 笔石段为优质页岩段。不同地区 LM1-5 自然

伽马曲线均发育 3个尖峰，3个伽马尖与笔石带和海平面变化有一定对应关系。GR1 对应 LM1 和初始海泛面，GR2

对应 LM4 顶，GR3 对应最大海泛面和 LM5 顶。 

综合分析五峰组~龙马溪组的岩性组合特征、电性特征、古生物、地球化学特征，提出了精细地层划分新方

案。方案兼顾国际奥陶－志留系的界限划分，体现了区域的可对性与示范区生产实用性。 

关键词：页岩气；储层划分；测井曲线；沉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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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二项式产能方程在煤层气井中的应用 
 

王  冠1，刘海龙 2 

(1.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能源学院，北京 100083；2.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常规二项式产能方程在煤层气井产能评价时，斜率出现负值，这与理论上为正值相矛盾。本文在综合排采曲线

和渗流力学的基础上，推导适合煤层气井产能评价的新的二项式产能方程。研究发现：在排除井筒积液的情况下，由

于修正前的二项式产能方程忽略了由于表皮因子等参数引起的额外压降，使得气井产能曲线斜率为负，实例证明，修

正后的二项式产能方程效果明显，具有较高的精确度。 

关键词：二项式产能方程；煤层气；斜率；渗流；井底积液 

 

0  引言 
文献 1 中提到，在存在非达西流动下的煤层气井产量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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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文献 2 的天然气井产量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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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 和式 2 两者的区别在于分子的系数不同，而二项式产能方程是由式 2 推导出来的，即 
222
scscwfr BqAqpp                                   3 

理论上，式 3 的系数 B 是一正值，同理可以得出，式 1 写为式 3 的形式时，其对应项的系数也应为

正值。 

两口煤层气井的斜率均为负值，即式 3 中的 B 为负值，此与理论相矛盾，如何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

以下具体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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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修正前 W1 井产能曲线 

1  理论解释 
1.1  排采特征方面 

对应煤层气在煤层中的流动，井底煤层中流体相态及流动特征也要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地层水单

相流动阶段；非饱和地层水流动阶段；气、水两相流动阶段。煤层气的流动产出、煤层中流体相态及流

动特征的变化，体现在煤层气井的生产过程中，一般也表现为三个阶段：排水降压阶段；稳定生产阶段；

产量递减阶段。结合生产实际，根据煤层气井生产特点将生产过程划分为排水阶段、憋压阶段、控压阶

段、稳产阶段、衰竭阶段等五个阶段，如图 2 所示。对于投产的煤层气井，一般处于第三阶段，而且煤

层气早期产水时间段，因此在整个煤层气藏的水相饱和度是束缚水饱和度而气相有效渗透率为常数，可

以认为煤层气井是只产少量水的干气气井。这就排除了由于井底积液导致系数 B 小于零[3]。 
 

井 底 压 力 变 化

时 间 a

压 力 M P a

压 力 M P a

产 量 m 3

地 层 压 力 变 化

气 水 产 量 变 化

排 水 段

控 压

稳 产 高 产 段 衰 竭 段

解 吸 压 力
2 . 0

2 . 0

时 间 a
0 . 6 2 . 0 1 0 . 0 1 5 . 0

废 弃 压 力

时 间 a

憋 压

憋 压 控 压 段

 
图 2  煤层气井单井开发曲线 

 
1.2  渗流力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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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W1 井排采曲线 

由图 3 可得，气井产量呈阶梯上升，每个产量稳定的时间差异不太明显，可将每个产量稳定的时间

定为一个工作制度，即气井在几个不同的工作制度下进行生产。根据油气地下渗流可知[4-5]，无限大均

质圆形地层中，气井定产开井后，其早期径向流阶段的压力动态关系式为： 
2*22 869.0)(lg mDqqStmpp wfi                    4 

式中： 

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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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用叠加原理，设一个工作制度的时间为 0t ，将 W3 井的生产时间等分为 n 份，每一等分下的产量

为 nq ，则式 4 可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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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利用叠加原理，由式 5，可得每一生产制度下生产 t 时间的压力动态为： 

1n 时： 
2
1

*
010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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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井未投产时，有： 
tttq  010 ,0  

6 式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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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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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7-10 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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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B 869.0  
对比二项式产能公式，发现 11 式多出一项压差，由文献 6-7 可知：该压差是由于表皮因子引起的附

加压降。若将改压差计算并减掉，则二项式产能公式的系数必会为正值。对于煤层气井而言，由于我国

煤层的埋深大部分在 1000m 以内，因此煤层气井的煤储层压力相对常规天然气比较低，并且我国的煤层

大都为欠压储层，这更降低了煤储层压力。因此对于低压低渗的煤层气井来说，忽略此压差，也就意味

着忽略了前面几个工作日对于煤气井后期生产的影响，由于一般煤层气井井底流压比较小（如 W3 井基

本集中在 0-1.0MPa），因此比较容易出现曲线斜率反转的情形。 
2  改进二项式产能方程应用 

W1 井是沁端区块，沁端区块位于沁水盆地南部，隶属于山西省沁水县，本区属山区丘陵地貌，以

低山丘陵为主。W1 井于 2010.11 开始投产，原始地层压力为 5.1MPa，W1 井生产数据如表 1 所示。经过

修正后，计算所得的数据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得 W1 井的二项式产能方程修正图，如图 4 所示。图 4

表明，修正后的二项式产能方程适合煤层气井的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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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W1 井生产数据 

时间 
产量/千方每

天 

井底流压

/MPa 

修正前 
修正后 

1 0.584  1.407  40.121 35.531 

2 0.668  1.374  36.106 36.023 

3 1.009  1.213  24.326 38.038 

4 1.014  1.317  24.076 38.412 

 

 
图 4  修正后的 W1 井产能曲线 

3  结论 
在排除井筒积液的情况下，由于修正前的二项式产能方程忽略了由于表皮因子等参数引起的额外压

降，使得气井产能曲线斜率为负，基于常规二项式产能方程，从渗流力学角度推导了适合煤层气井的修

正二项式产能方程，实例证明，修正后的二项式产能方程效果明显，具有较高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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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说明： 
Cg—气体等温压缩率, MPa 

D—惯性系数, ( 104m3/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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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气层有效厚度, m; 

K—有效渗透率, 10- 3μ m2 

pi—原始地层压力, MPa; 

pf—井底流动压力, MPa; 

qg—气井产量, 104m3/d; 

rw—井眼半径, m; 

S—表皮系数; 

T—地层温度, K; 

t—生产时间, h; 

Z—压缩系数; 

µ—天然气粘度, mPa·s; 

Ф—孔隙度, 小数 . 

 
The study of the modified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in coalbed methane 

wells  
 

Wang Guan1, Liu Hailong2 

(1. School of Energy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Beijing, China；2.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100083 Beijing,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conventional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production of coalbed methane 

wells, the slope is negative, which is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at the theory is positive.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drainage curve and seepage mechanics, a new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suitable for the evaluation of coalbed 

methane well productivity  is derived. The study found: In the exclusion of wellbore liquid loading cases, due to ignoring 

the correction before the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caused by the additional pressure drop because of the skin 

factors, which makes the slope of the well deliverability is negative. The example proves that the revised binomial 

productivity equation has high accuracy and the effect is obvious. 

Key words: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Coalbed methane; Slope; Seepage; Bottom hole liquid 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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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蜀南地质页岩气成藏特征研究 
 

刘洪林1，王红岩 1，吕宗刚 2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廊坊分院，河北 廊坊 065007； 

2.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蜀南气矿，四川 泸州 646000） 

 

摘要：Fort Worth 盆地 Barnett 页岩气藏的成功开发，推进了全球页岩气勘探开发。研究表明，页岩气层通常是含

油气系统中主力烃源岩。沉积环境和地质成藏过程是页岩气富集区形成的主要控制因素，我国南方扬子地区沉积环

境基本为浅水—深水陆棚相沉积，在这种沉积背景下寻找页岩气富集成藏区带，对页岩气成藏地质过程研究显得尤

为重要。以四川盆地蜀南地区龙马溪组页岩为例，着重探讨了页岩在沉积埋藏之后经历了生烃、排烃后页岩气富集

过程，论述了构造抬升对页岩含气量的影响理论模型，提出了预测页岩含气量的基本地质方法，对页岩气地质选区

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页岩含气量；模型；Ro 数值模拟；烃源岩；四川盆地 

 

0  引言 

页岩气是一种自生自储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评价其富集程度的一个重要参数为含气性，而含气

性除了受到沉积环境等因素影响外，还受到页岩埋藏历史、热演化历史的影响。要有效地评估某地区

的页岩气是否具有商业化的前景，必须对一个地区页岩气的埋藏历史、热演化历史进行研究，预测含

气性，这些含气性数据可以用于计算页岩的资源富集程度、用于气藏模拟和生产预测。本文涉及的研

究区位于四川南部，沿南北方向选择了长宁双河剖面，对龙马溪组页岩成熟—生烃演化进行了深入的

剖析，同时利用等温吸附测试结果建立了该地区的页岩含气量—深度关系模型，对该地区的页岩气含

气性进行了理论预测。 

1  反射率反演的 EASY%Ro 数值模拟结果与分析 

双河剖面位于蜀南地区长宁县境内，研究表明，双河剖面的龙马溪组自沉积以来总体的构造演化

均属长期振荡沉降、短期抬升型，长期深埋和期间的岩浆活动等热事件导致了有机质成熟度地不断增

高（图 1）。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专项页岩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编号：2011ZX05018）资助． 
作者简介：刘洪林（1973-），男，高级工程师，博士，2005 年毕业于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主要从事中国煤层气的勘探与开发及

其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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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D P E

年代（my）

埋深（m）

 
图 1  长宁双河剖面志留纪龙马溪组埋藏史 

结合 Easy %Ro 数值模拟技术与四川盆地古地温梯度相关资料，对双河剖面志留系龙马溪组有机

质的成熟度演化进行了模拟，揭示了志留系烃源岩在地质历史中成熟演化历程（表 1、图 2）。 
表 1 双河剖面龙马溪组底部页岩成熟度演化模拟 

构造演化阶段 埋深
(m) 

受热时间 
(Ma) 

受热温度
(℃) 

绝对温度
( K) 

Ro 

(%) logRo 

加里东期 
0 0 15 288.00 0.22 -0.665 

1660 28 64.8 337.80 0.40 -0.399 

海西期 

1100 143 48 321.00 0.47 -0.331 

1800 161 69 342.00 0.47 -0.325 

2056 175 87 360.00 0.54 -0.266 

1850 183 70.5 343.50 0.56 -0.255 

2150 188 79.5 352.50 0.56 -0.253 

印支期 

3650 211 124.5 397.50 0.80 -0.098 

3260 220 112.8 384.28 0.83 -0.079 
3560 233 121.8 394.80 0.86 -0.064 

燕山期 
5067 301 167 440.00 1.63 0.212 

6267 373 203 476.00 2.59 0.413 

喜马拉雅期 500 438 30 303.00 2.68 0.429 

注: 龙马溪组底 Ro=2.68%。 

模拟结果表明：受构造控制，本地区烃源岩经历了长期的持续深埋，受热温度呈阶段性变化，龙

马溪组页岩成熟度呈阶段性升高。主要分为如下 5 个阶段。 

1.1.1 加里东期 

研究区自志留系沉积以来，一直延续到志留纪末，其沉积厚度可达1660m，当时地壳相对稳定，

属正常地温场，约为3℃/100m，龙马溪组底部有机质受热温度约为65℃，烃源岩尚未进入成熟阶段（Ro

约为0.4%）；晚期，受加里东运动的影响，研究区整体地壳上升，志留系受到不同程度的剥蚀作用，

龙马溪组页岩埋藏变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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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Ma）                                            时间（Ma） 

 

 

 

 

 

 

 

a 受热历史                                     b 成熟度演化 

图 2  龙马溪组底部页岩受热历史和成熟演化 

1.1.2 海西期 

进入海西期，研究区仍持续地以抬升作用为主，缺少了泥盆纪—石炭纪沉积记录，直到早二叠世，

地壳再次下降而接受沉积，龙马溪组又一次被埋深。西南地区在中二叠世末—晚二叠世早期发生广泛

的玄武岩喷溢，在川西南攀枝花裂谷处玄武岩沉积厚度最大可超过 2000m，向东逐渐减薄，到研究区

变化在 1~200m 之间，玄武岩喷溢后，发生短暂的剥蚀，导致研究区玄武岩残留厚度约 50m 左右，随

后又沉积了包括龙潭组煤系在内的上二叠统，龙马溪组被又一次埋深，研究区超过 2100m，因受玄武

岩喷发而引起区域地温场升高，二叠纪晚期的古地温梯度可大于 3.5℃/100m，龙马溪组有机质受热温

度达 80℃左右，发生初次成熟生烃作用（Ro 达 0.56%），生烃门限深度约为 2000m，但生烃量极为有

限。 

1.1.3 印支期 

到印支期，本区的地温又趋于正常，地温梯度约为 3℃/100m，随着上覆地层的不断沉积，龙马

溪组不断被埋深，有机质受热温度不断提高，有机质不断熟化，长宁地区龙马溪组烃源岩在中二叠世

末有机质成熟。到中三叠世末，龙马溪组埋藏深度已超过 3600m，期间有机质发生大幅度变化，成熟

度 Ro 达 0.8%，开始大量生油，受印支运动影响，地壳发生短暂抬升，剥蚀了约 400m 地层，有机质

生烃作用停滞。 

1.1.4 燕山期 

进入燕山旋回，研究区总体处于挤压的构造环境，具前陆盆地性质，沉积作用广泛发生，沉积了

巨厚的侏罗系—白垩系，龙马溪组被继续深埋，有机质成熟度进一步增高，末期长宁地区龙马溪组

Ro值达到2.68%，生气量不断增大。 

长宁地区志留系烃源岩在燕山晚期最大埋深超过 6000m，有机质最高受热温度超过 200℃，生产

大量的天然气，是龙马溪组页岩气的主要成藏期。 

1.1.5 喜马拉雅期 

这一时期主要以抬升、剥蚀为主，志留系龙马溪组在喜马拉雅早期，成熟演化很微弱，基本停止，

储层成熟度与有机质熟化基本定形于燕山期，喜马拉雅期主要的储层改造和已经成藏的页岩气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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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重新分配阶段，由于抬升幅度较大，局部地区不仅志留系被剥蚀，甚至已经剥蚀出露了寒武纪，

如珙县—长宁背斜核部。 

2  页岩含气量预测模型 

页岩气存在 3 种赋存状态，即吸附在页岩孔隙表面的吸附态、分布在页岩孔隙及裂隙中游离态

和溶解在页岩地层水中的溶解状态。一般情况下，在页岩热演化作用过程中生成的甲烷气体，首先满

足吸附，然后溶解和游离析出，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调节下，这 3 种状态气处于同一的动态平衡体系

之中，当页岩的生烃量增大或外界条件改变时，3 种存储形式可以相互转换。 

2.1  吸附甲烷气 

 吸附状态的天然气量可以通过等温吸附曲线模拟确定。在当前的实验条件和理论水平下，均匀

孔隙介质的 langmuir 单分子吸附动力学模型仍是实验研究的理论依据。页岩气是以甲烷气体组分为

主的混合气体，可利用 langmuir 等温吸附方程来描述。 

根据页岩气的气体组成，配制实验气体，模拟储层温度条件进行等温吸附实验；通过实验平衡

压力点气体组分分析和气体压缩因子计算，可以得到该平衡压力点吸附混合气体的气量；对各测试点

气体平衡压力和吸附混合气体气量，用方程式： 

p /V 吸= p L 混/VL 混+ p /VL 混 

式中  p——储层压力； 

      V 吸——吸附气的吸附容量； 

      VL 混——混合气体的 langmuir 体积； 

      p L 混——混合气体 langmuir 压力； 

做线性拟合，通过直线斜率和截距求得储层温度条件下混合气体 Langmuir 吸附常数 VL 混、p L 混。

可进一步确定混合气体的等温吸附方程： 

V 吸=VL 混p /（p + p L 混） 

根据储层压力 p 就可以得到吸附气的储集潜力 V 吸。通过实验测试，建立了页岩气在上扬子地区

含气量与埋深、TOC 的关系模型（图 3），用于吸附气量的计算。 

 
图 3 上扬子地区页岩气吸附容量与埋深与 TOC 关系曲线图 

2.2  游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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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页岩气而言，孔隙为页岩气的富集提供了储集空间，同时也是液态地层水储集的空间。这

些储存了气水流体的孔隙应该是渗流孔隙基本上相对于中孔、大孔及其以上的孔隙，我们称其为有效

孔隙度。有效孔隙度与总孔隙度相比，一般占 50%~80%，与页岩的成熟度和 TOC 含量有密切关系。

游离气量为孔隙中不同气体的气量之和，即： 

V 游=


m

1i
iV游  

式中  V 游——游离气的储集气量,        ； 

V 游 i——为游离气中第 i 种气体的储集气量,       。 

当甲烷浓度很高时或近似计算时，可以将页岩气简化为甲烷气体。 

在储层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煤层气需要作为真实气体，与理想气体存在一定偏差。温压越大，

理想气体就越需要气体的压缩因子 Ni校正，计算公式为： 

Ni=piVpSg/ZiRT 
式中  Ni——压缩因子； 

pi——储层压力，Pa； 

T——储层温度，K； 

Vp——煤储层渗流孔隙孔容，cm3/t; 

Sg——页岩气含气饱和度，%； 

Zi——第 i 种气体组分的压缩因子。 

通过计算，我们获得了不同埋深条件下页岩含气量与埋深关系图版（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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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页岩气游离气量与埋深、孔隙度关系图 

2.3  溶解气 

溶解状态的天然气,即页岩中水溶气和油溶气。其数量的大小由孔隙中油水数量、特定温度和压

力下对气体溶解量的大小决定。各种气体在油水中溶解能力差别很大，一般页岩含油水的量都在 5%

以下。在页岩气产液态烃的阶段，油溶气占了比较大的比例，在成熟度比较高的阶段，页岩中的油已

经全部裂解，没有液态烃的存在，虽然油溶气溶解能力大，但是没有油溶气存在。 

页岩中水的溶解量是气体溶解度、孔隙度和含水饱和度的函数，具体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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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 溶——溶解气的储集潜力，cm3/t； 

Vp——煤储层孔容，cm3/g； 

Sw——含水饱和度，%； 

Rsi——第 i 种组分的溶解度（体积比），cm3/cm3。 

当甲烷浓度很高时页岩气全部近似为甲烷气体。天然气在水中溶解度受温度、压力和矿化度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付晓泰（1996）提出天然气组分溶解度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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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si——第 i 种组分在盐溶液中溶解度，mol/m3； 

f——盐溶液的游离水体积分数，m3/m3； 

Ki——第 i 种组分在纯水中的水合常数； 

øi——有效孔隙度中的水对第 i 种气体组分的溶解度 m3/m3； 

øsi——有效孔隙度中的水对第 i 种气体组分的溶解度，m3/m3； 

bi——气体组分 i 的范德华体积，甲烷气体的值为 4.28×10-5，m3/mol； 

pi——气体组分 i 的分压，Pa； 

i——第 i 中气体组分； 

T——绝对温度，K； 

R——摩尔气体常数，8.3J/(mol·K)。 

3  龙马溪组页岩气成藏地质过程 

3.1  成藏过程特征 

通过对四川盆地志留系成熟—生烃演化和研究区龙马溪组“三史”特征的研究，分析认为研究区

龙马溪组页岩成藏具备 4 个特征： 

（1）巨厚的原始黑色页岩沉积奠定了页岩气成藏的物质基础。研究区志留系沉积丰富，延续到

志留纪末期，地层沉积厚度可达 1600 余米。 

（2）经历多次振荡沉积与抬升剥蚀，残余厚度较大。受加里东运动作用影响较大，研究区整体

抬升，志留系遭受剥蚀，进入海西期，持续抬升，缺失上覆泥盆纪沉积，直至早二叠世，地壳下降接

受沉积，龙马溪组被深埋，中二叠世末，受东吴运动影响再一次抬升剥蚀，印支期龙马溪组随着上覆

地层的不断沉积而被深埋，有机质进入生烃门限，但受印支运动影响，地壳抬升，有机质生烃作用停

滞，龙马溪组黑色页岩厚度在该区保存较好，残留厚度大。 

（3）天然气主要来源于燕山期热成因气。燕山期，研究区受挤压作用，但仍继续接受沉积，龙

马溪组黑色页岩埋藏深度加大，有机质成熟作用较大，成熟度较高，天然气大量生成，形成现今气藏

的基本格局。 

（4）喜马拉雅期储层改造和调整分配。喜马拉雅期主要以抬升、剥蚀为主，志留系龙马溪组在

喜马拉雅早期，成熟演化很微弱，基本停止，储层成熟度与有机质熟化基本定形于燕山期，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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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主要的储层改造和已经成藏的页岩气再调整、重新分配阶段，最终形成了现今的气藏格局。 

总之，研究区龙马溪组页岩气的成藏特征也反映了多期成藏特征，早期发生于三叠纪及以前的有

机质成熟生烃和排烃过程，以生排差异、多期运聚为主要特征；中期发生于中侏罗世及以前的原油裂

解产生天然气、沥青和异常高压过程，以深埋高温、油气转化为主要特征；晚期发生于喜马拉雅期构

造圈闭的形成改造和隆升剥蚀过程，以隆升剥蚀、晚期成藏为主要特征。 

3.2  成藏后的封盖及保存条件 

研究认为，由于蜀南地区龙马溪组存在浓度封闭和岩性封闭等类型的封盖保存条件，因而该页岩

气藏具有很好的封闭和保存条件。 

从浓度封闭条件看，研究区龙马溪组黑色页岩上部为一套厚度较大的低有机碳页岩与粉砂岩组成

的地层，低孔隙度、低渗透率，具有较强的封盖能力，既是盖层又是烃源岩。进入生烃门限后，上部

烃源岩生成具有一定浓度的天然气，减少了与龙马溪组下部黑色页岩生烃浓度的差异，龙马溪组底部

页岩气通过盖层的扩散相对变弱，盖层对其下伏气藏中天然气的扩散起到了一定的封闭作用。据四川

盆地威远气田、资阳及利 1 井下古生界油气勘探及研究成果，志留系泥质岩不存在超压作用，因此，

志留系盖层烃浓度封闭模式—气藏盖层为生烃岩，盖层对下伏气藏中天然气的扩散起到了一定的封闭

作用，具有较好的封盖和保存条件。 

从盖层的宏观封闭性来看，研究区龙马溪组上部石牛栏组主要为泥灰岩及生物灰岩夹钙质页岩、

韩家店组主要为页岩、粉砂质页岩夹粉砂岩。泥页岩是重要的盖层岩类之一，其封闭性能仅次于膏盐

岩，封盖能力强；石牛栏组和韩家店组在研究区横向上分布稳定，厚度大于 250m，垂向上均质性强；

加之研究区后期构造运动对志留系盖层影响波及的范围小，现今区内大部分志留系盖层深埋于 2000m

以下，能有效地封闭下伏烃源岩生成的油气；同时，本区志留系以巨厚的泥、页岩为主，塑性大，各

构造地震剖面图显示，除深大断裂穿志留系外，志留系上下地层中的断层一般均尖灭于志留系，在历

次构造活动中都起着缓冲作用，断裂破碎不很强烈，以塑性变形为主，有利于志留纪油气的保存。 

4  结论 

（1）四川盆地蜀南双河剖面 Easy%Ro 数值模拟表明：受构造控制，本地区烃源岩经历了长期的

持续深埋，受热温度呈阶段性变化，龙马溪组页岩成熟度呈阶段性升高。 

（2）总之，研究区龙马溪组页岩气的成藏特征也反映了多期成藏特征，早期发生于三叠纪及以

前的有机质成熟生烃和排烃过程，以生排差异、多期运聚为主要特征；中期发生于中侏罗世及以前的

原油裂解产生天然气、沥青和异常高压过程，以深埋高温、油气转化为主要特征；晚期发生于喜马拉

雅期构造圈闭的形成改造和隆升剥蚀过程，以隆升剥蚀、晚期成藏为主要特征。 

（3）本区志留系以巨厚的泥、页岩为主，塑性大，各构造地震剖面图显示，除深大断裂穿志留

系外，志留系上下地层中的断层一般均尖灭于志留系，在历次构造活动中都起着缓冲作用，断裂破碎

不很强烈，以塑性变形为主，有利于志留纪油气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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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太原组致密砂岩伊利石特征及成因分析1 

 

刘佳庆，阳兴华，高锋博，王晓辉，徐建中，吴江平 

（陕西延安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 710018） 

 

摘要：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太原组储层砂岩十分致密，非均质性强，粘土矿物的种类和含量是影响其渗流能力的重要

因素之一。本文利用岩心样本、铸体薄片、扫描电镜和 X-衍射等手段，对粘土矿物中的伊利石成分进行了特征分析

和成因研究。结果显示：1）盆地东部太原组致密砂岩储层的粘土矿物中，以高伊利石含量和相对低高岭石含量为

主要特征。伊利石的产状存在薄膜式、粒间孔胶结和充填式等多种类型；2）长石的伊利石化及高岭石的伊利石化

是目的储层在成岩晚期经历的主要交代作用类型。剩余的钾长石和致密且封闭的砂岩，提供了持续向伊利石转化的

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并最终导致了伊利石的大面积富集；3）基于对研究区储层砂岩中伊利石成因的分析，预测

其含量自三角洲平原向三角洲前缘逐渐升高；自水下分流河道砂体的中部向边部逐渐升高；自河道交汇处向分岔处

逐渐升高。 

关键词：成岩作用；伊利石化；成因分析；定性预测；致密砂岩；太原组 

 

0  引言 
粘土矿物的种类、含量及其在孔隙中的分布位置均对储层物性具有较强的影响和控制作用。自生

粘土矿物在砂岩孔隙中的不同产状对砂岩的孔隙度、渗透率的影响是不同的[1]。开展粘土矿物研究对

鄂尔多斯盆地及类似的“三低”油藏的勘探开发具有重要意义[2-4]。 

鄂尔多斯盆地东部（下文简称东部地区）太原组砂岩十分致密（孔隙度5%～10%），非均质性强，

微观孔隙结构复杂。借助多种分析化验手段证实，东部太原组砂岩的粘土矿物中，伊利石组分显著发

育，这是其区别于其它层位砂岩的显著特征[5-7]。由于较大的表面积及纤维状的晶体形态，自生伊利

石通常会以分割孔隙空间网络的方式导致砂岩储层质量（特别是渗透率）的严重恶化[8]。本文在系统

总结研究区伊利石组分特征的基础上，致力于对比分析可能形成伊利石的几种成因机制，深入探讨其

最终在目的砂岩中富集的原因；追溯成岩作用晚期，伊利石化对储层物性的影响，进而为预测储层质

量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1  伊利石的特征 

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太原组砂岩主要的胶结物是伊利石，其次是硅质、高岭石、绿泥石和碳酸盐。

目的储层经历了强烈的成岩改造，造成其中的粘土矿物有多种存在形态，笔者在详细观察岩心的基础

上，对铸体薄片进行系统研究，结合扫描电镜，将伊利石的形态总结为以下6种： 

1）伊利石呈薄膜式胶结：这种产出状态类似于绿泥石膜，是早成岩的标志。岩石颗粒点接触，

岩屑蚀变弱，无变形，伊利石呈薄膜式在碎屑颗粒边缘生长，在正交镜下，形成碎屑颗粒的亮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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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贝克线（图1-a）。 

2）伊利石充填原生粒间孔式胶结：碎屑颗粒点接触，石英无自生加大，岩屑蚀变弱，无变形，

伊利石孔隙式充填（图1-b）。 

3）伊利石充填石英Ⅰ级加大粒间孔：充填方式与高岭石充填石英Ⅰ级加大粒间孔的方式相同，

偶尔可见伊利石晶间发育高岭石颗粒和自生石英颗粒，但碎屑组份与高岭石充填I级加大孔不同，表

现为石英颗粒含量较低，交代长石颗粒较多，岩屑，尤其是片岩和千枚岩岩屑较发育（图1-c）。 

4）与碳酸盐共同充填粒间孔：伊利石与方解石同时充填于孔隙中，多数情况下，在高岭石与碳

酸盐接触处，出现碳酸盐的溶蚀作用面，粒间溶孔亦多发育于作用面附近 (图1-d)。 

5）伊利石与高岭石共同充填粒间孔：高岭石与伊利石同时充填于孔隙中，多数情况下，高岭石

胶结物被伊利石胶结物包裹图1-e）。 

6）伊利石与高岭石和碳酸盐共同充填粒间孔：这种胶结方式在东部太原组很常见，一般是碳酸

盐呈斑块状分布，与高岭石相连，在高岭石区域发育伊利石，形成碳酸盐溶蚀后，被高岭石和伊利石

同时充填的假象（图1-f）。 

 

   

   

b a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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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神 10，2085m，长石伊利石化 b、双 16，2794.89m，高岭石伊利石化 c、双 42，2711.39m，伊利石充填孔隙 d、双 12，2498.05m，

岩屑外的伊利石膜。e、双 59，2769.05m，绿泥石膜，膜间孔被伊利石充填，f、双 12，2503.42m，斜长石伊利石化 
图 1 鄂尔多斯盆地东部上古生界太原组储层伊利石显微特征 

2  伊利石成因分析 
2.1  关于海水导致伊利石生成的成因讨论 

在伊利石的形成过程中，K+是主线。伊利石的摩尔体积为 135.2cm3/mol，即生成 135.2cm3 的伊

利石，需要 29.25 克的 K+，相当于每生成 1cm3 伊利石，需要 0.216 克钾。研究区目的储层砂岩中的

伊利石平均含量约 8%，也就是每升砂岩中含 17.3 克钾。海水中，K+的平均浓度为 0.399g/升[9]，研

究区主体沉积环境处于三角洲区域，K+的含量较均值偏低，相当于现今渤海湾水域的浓度，约 0.317g/

升。东部太原组砂岩成份成熟度低，岩屑含量高，原始孔隙度较低，以 30%来估算，每升原始砂岩中，

K+含量为 0.089 克，也就是说形成目前砂岩中的伊利石含量，需要 195 倍于砂岩体积的海水。而现今

太原组砂岩平均厚度约 6 米，按伊利石对钾源的需求条件计算，至少需要 1170 米厚的海水浓缩才能

达到砂岩中形成伊利石的最低要求。但原始沉积地层平均厚度约 45 米，因此，原始地层水中的 K 的

量远远不足以形成东部伊利石富集所需量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分析并不涵盖所有情况。从成岩地质产状分析，研究区目的储层个别伊利石

膜发育带是成岩早期埋藏海水形成（图 2a-b），证实在埋藏海水中，K+浓度相对极高的局部区域，能

够为伊利石膜的形成提供足够物质来源。 

  

图 2-a  S12 井， 2498.05m，太 2 下，10×10（-）（左），（+）（右），岩屑外的伊利石膜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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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b  S23 井，2436.88m，太 2 下，10×10（-）（左），（+）（右），岩屑外的伊利石膜 

2.2  关于蒙脱石转化成因的分析 
据不同地区、不同深度钻孔对蒙脱石、伊利石相对丰度变化的研究证实，随埋藏深度的增加，蒙

脱石向伊利石转化。实验研究也证明，温度在100—130℃，K+与H+比率接近正常海水时，蒙脱石失

去层间水而向伊利石转化[10]。 

从理论上讲，高岭石呈板状，吸水能力弱，搬动能量较高，分布于近海岸；绿泥石树页状或花瓣

状，搬运能量比高岭石低，分布于高岭石向盆地向；伊利石呈片状到丝状，吸水能力较强，分布于绿

泥石带外缘向盆地方向；蒙脱石（伊蒙混层矿物）吸水能力最强，最易于搬运，分布于盆地中部[11]。

现代海洋中，粘土矿物的分布规律是：由海岸向盆地，粘矿物的分布带分布是：高岭石分布带、绿泥

石分布带、伊利石分布带、蒙脱石分布带。 

东部太原组泥岩和灰岩中粘土矿物组合的分布趋势与现代海洋分布规律基本相同（图3），北部三

角洲平原到内前缘带，发育高岭石带，南部三角洲外前缘带发育伊利石带，但北东部绿泥石不发育，

在泥岩中绿泥石带没有出现，而现今地层达到晚成岩阶段，原始沉积的蒙脱石已转变为伊利石或伊蒙

混层矿物，因此不出现蒙脱石带。泥岩和泥灰岩中的粘土粒间流体流运能力弱，粘土矿物组分主要发

生蒙脱石向伊利石的转化，而高岭石和绿泥石含量在成岩过程中基本不发生明显变化。综上，伊利石

+伊/蒙混层矿物与高岭石和绿泥石的相对含量能代表沉积时相应环境的粘土矿物原始组合。 
 

 
图 3  东部地区泥岩中粘土矿物分布特征 

砂岩中粘土矿物的分布特征与泥岩和灰岩中明显不同（图4）：粘土矿物组合北部以高岭石为主，

伊利石+蒙脱石次之，有少量的绿泥石；南部以伊利石+蒙脱石为主，高岭石次之，有少量绿泥石。

由于河流作用较强，粘土矿物发育带可能南移，也就是高岭石带和伊利石带要向南移。但目前东部砂

岩中，粘土矿物的分布特征是：从三角洲平原到三角洲前缘，普遍发育伊利石带。由此可见，砂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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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利石组分并非主要由蒙脱石转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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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东部地区砂岩中粘土矿物分布特征 

2.3 关于碱性长石转化成因的分析 
伊利石的理论分子式为：K0.75(Al1.75R2+0.25)[Si3.5Al0.5O10](OH)2，R2+代表二价金属阳离子[12]﹐主要

为 Mg2+﹑Fe2+等。可见伊利石形成的成份条件是既要有充足的难迁移元素硅铝的供结，也要有易迁移

元素钾的供给。对研究区 3 个样品进行成份测试（表 1）：与标准伊利石和绢云母相比，目的储层的

伊利石比标准伊利石硅、铝、钾的含量偏低而铁镁含量偏高；比标准绢云母的硅、铝含量高。所以研

究区伊利石从成份上解释，可知该伊利石需要更多的硅铝的供结，只有碱性长石解体才能释放出硅铝。 
表 1  东部太原组伊利石成份测试成果表 

序号 井号 深度 地层 SiO2 Al2O3 Na2O K2O Fe2O3 MgO 备注 

1 米 37 2772.7 太 2 下 52.78 35.20  6.39 3.61 2.02 伊利石 

2 米 38 2723 太 2 下 51.40 34.87 1.72 7.41 2.66 1.93 伊利石 

3 双 44 2329.9 太 2 下 55.20 31.40 1.67 7.79 2.47 1.46 伊利石 

理论伊利石 56.15 30.68  9.42 2.41 1.34  

理论绢云母 46.13 39.84  11.3 1.80 1.21  

在成岩流体中，钾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元素，对碎屑矿物而言，主要赋存于碱性长石中，只有碱性

长石解体才能释放出K+。实现K+的相对富集，需要钾长石解体过程中，流体不流动或难流动，这在

储层中，要求相对封闭的体系空间。而该体系空间的广泛发育，只有在储层物性差的情况下才能达到。

也就是说，分流河道和三角洲沉积砂岩中，只有在晚成岩阶段，溶蚀孔隙被充填后，才能满足这种实

现K+富集的环境要求。 

在库车坳陷阳霞组，也同样存在钾长石的伊利石化。以依南2井区为例，该井区地层压力系数为

1.8，处于异常高压体系下，邹华耀（2002）定义为异常高压封存箱。在该封存箱内，发生了长石解

体成骸晶状，而伊利石正在形成（图5）。进一步分析其岩石组分特征时发现，长石含量与伊利石含量

呈良好的负相关关系（图6），这些均证明了在封闭体系下，长石蚀变形成伊利石胶结。 

      

伊
利
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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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南 2 井侏罗系阳霞组，4539.6m                 依南 2 井侏罗系阳霞组 
图 5  钾长石蚀变并产生伊利石胶结照片            图 6 长石与伊利石含量交会 

3  伊利石转化机理及预测 
伊利石化是东部太原组晚成岩阶段经历的主要成岩作用类型[13-14]，其产出方式有多种，反应物质

主要来源碱性长石，包括钾长石和钠长石，其反应机理如下： 

钾长石伊利石化反应如下： 

9KAlSi3O8+R2++2CO2+4H2O→4K0.75(Al1.75R0.25)[Si3.5Al0.5O10](OH)2+6K++2CO3
2-+13SiO2 

钾长石发生伊利石化的过程，固体体积减小，消耗水的量相当于原始钾长石体积的 8.4%。由于

固体体积和流体体积均在减少，表面上看有利于储层孔隙的发育，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呈丝状分布的伊

利石，因其较强的吸水性，在颗粒表面形成水膜，导致孔隙水锁，使有效孔隙减少。因此，伊利石化

实际上是破坏性成岩作用。值得说明的是，钾长石伊利石化，除需要封闭环境外，还需要有机质高熟

阶段，有机酸达到裂解的条件[15-16]。 

钠长石发生伊利石化，需要的条件是溶液中有 K+、Mg2+和 Fe2+：在成岩反应中，钾长石伊利石

化可释放出 K+；有机酸裂解过程中，络合的铁离子可排出。因此，钠长石发生伊利石化的最佳时期

是有机酸裂解阶段，且与钾长石伊利石化同时进行。钠长石伊利石化反应式如下： 

9NaAlSi3O8+3K++R2++2CO2+4H2O→4K0.75(Al1.75R0.25)[Si3.5Al0.5O10](OH)2+9Na++2CO3
2-+13SiO2 

研究区太原组现今大面积发育伊利石，由上述分析可推断，其物质基础是碱性长石蚀变；形成环

境是晚成岩期物性变差的较封闭环境。所以预测太原组砂岩的伊利石含量原则上主要取决于原始沉积

碱性长石的含量，但研究区碱性长石多完全发生高岭石化或伊利石化，因此，从碱性长石含量上无法

分析伊利石胶结物含量。从形成条件来说，岩屑组份，尤其是板岩和千枚岩组份，在成岩过程中塑性

变形，能加强储层封闭性的程度；从胶结原则“物以类聚”的角度来说，板岩和千枚岩岩屑中富含伊利

石和绢云母，有利于伊利石的形成。因此伊利石主要发育于岩屑发育的区域。 

从沉积分异规律分析，板岩和千枚岩岩屑中伊利石和绢云母含量高，水化能力强，主要分布于河

道侧缘和前缘，在河道中部相对不发育[17]。根据碎屑组份中千枚岩+板岩+片岩含量，结合实验数据，

本文对砂岩中伊利石的平面分布进行预测：伊利石含量在三角洲平原到前缘的过渡带最低，向南增高；

在分流河道砂体的中部最低，向边部逐渐升高；在河道交汇处最低，顺直处居中，分岔处最高。 
4  结论 

1）盆地东部太原组致密砂岩储层的粘土矿物中，以高伊利石含量和相对低高岭石含量为主要特

征。伊利石的产状存在薄膜式、粒间孔胶结和充填式等多种类型。 

2）长石的伊利石化、高岭石的伊利石化是目的储层在成岩晚期经历的主要交代作用类型。剩余

的钾长石和致密且封闭的砂岩，提供了持续向伊利石转化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并最终导致了伊利

石的大面积富集。 

3）基于对储层砂岩中伊利石成因的分析，预测伊利石含量在研究区三角洲平原到前缘的过渡带

最低，向南增高；在分流河道砂体的中部最低，向边部逐渐升高；在河道交汇处最低，顺直处居中，

分岔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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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 analysis of illite in Taiyuan Formation tight 

sandstones, Eastern Ordos Basin 

 
Liu Jiaqing, Yang Xinghua, Gao Fengbo, Wang Xiaohui, Xu Jianzhong 

(Yan'an Oil & Gas Ltd. Xi’an 71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 analysis of illite, based on the study of petrology, diagenesis, 

pore structure and microfracture by various means , such as core samples, thin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tudies 

show that: 1)High illite content ,and low kaolinite content relatively are the typical features of the clay minerals in Taiyuan 

Formation (C1t) sandstones, Eastern Ordos Basin. There are thin-films status, intergranular hole cementation status, and 

packed status with illite.2) The main diagenesis was illitization，which happened in feldspar and kaolinite，in the late 

diagenesis. K-feldspar was still remaining in tight sandstones. These provided material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o 

illitization.3)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 make the following predictions: Contents of illite are gradually increase in three 

cases：From the Delta plain to Delta front ;From the middle to both sides of distributary channel sandstones；From the 

junction to the bifurcation of distributary channel sandstones.  

Key words：Diagenesis; Illitization; Origin analysis; Qualitative prediction; Tight sandstones; Taiyuan Formation(C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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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26 

砂岩致密化发育过程探讨——以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山西组为例1 

 

刘洁琪，李艳霞，盛伟琰，闫新义 

（西安石油大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油气成藏地质学陕西省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本文以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山西组为例，通过薄片观察、阴极发光、电镜扫描等手段观察分析了岩石矿物特征；

通过包裹体测温，结合盆地模拟软件恢复了古成岩环境特点，并从成岩的各个阶段系统介绍了砂岩的致密过程。 

研究区山西组为与煤系、碳质泥岩共生的砂岩，岩石类型以石英砂岩、岩屑砂岩为主；山 2段下部以及太原组

等层段含有大量煤系烃源岩，其干酪根类型以 III 型干酪根为主，具有较强的产酸能力，其产酸潜力大约在 50～

220mg/g 干酪根之间，产酸的类型以甲酸为主，乙酸、丙酸次之，在地层温度为 80~120℃时，有机酸浓度达到最高，

导致山西组铝硅酸盐的大量溶蚀以及石英次生加大变的广泛发育，成为该层段砂岩致密的主要原因。通过薄片观察、

分析得出该层段砂岩中富含大量石英颗粒，颗粒之间石英次生加大边广泛发育，以 I期、II 期加大边为主，最高可

达 III 期加大，其加大边的宽度一般在 10～70µm 之间，绝大多数石英的次生加大边宽度集中于 20～50µm，个别小

于 10µm 或者大于 100µm，加大边的边缘参差不齐，被高岭石、方解石所交代。通过对加大边中包裹体的均一温度

测温，得出其包裹体均一温度起始于 70~90℃，集中于 110~130℃，说明加大边形成起始于早成岩期，广泛发育于

中成岩 A期。 

通过盆地模拟软件对地层压实作用的模拟，山西组开始埋藏于 280～260Ma，其原始孔隙度约为 34%，到早成岩

A期末，机械压实作用使孔隙度衰减了 8.9%；在早成岩 B期末时，机械压实作用减少孔隙 1%，硅质胶结作用减少孔

隙 2%；中成岩 A 期的机械压实作用减少孔隙度 7.4%，溶蚀作用增加孔隙度 2.8%，硅质胶结减少孔隙 7%；中成岩 B

期机械压实使孔隙减少 1.6%，由于空间的限制和硅质来源的减少，只减少孔隙度约 1%；晚成岩阶段机械压实使孔

隙度衰减了 1.3%。分析出最后剩余的孔隙度约为 6.6%，与对该层位实测的平均孔隙度 5.4%比较接近。该研究层段

砂岩致密的主要因素为机械压实作用和硅质胶结作用（石英次生加大边的发育）。 

关键词：致密砂岩；机械压实作用；硅质胶结作用；石英次生加大边；孔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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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27 

致密砂岩气田水平井开发地质目标优选1 
 

刘群明，唐海发，冀  光，孟德伟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摘要：水平井技术是提高致密气单井产量、实现致密气经济有效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与国外致密砂岩气田稳定分

布的储层条件相比，国内致密砂岩气田一般具有储层规模小、纵向多层、整体分散、局部相对富集等特点，水平井

开发地质目标优选是实现国内致密砂岩气田水平井规模化应用的关键技术问题。以国内典型致密砂岩气田苏里格气

田为例，通过实钻水平井地质综合分析和密井网区精细地质解剖，应用储层构型层次分析方法，根据砂体及有效砂

体叠置样式的不同，将苏里格气田水平井划分为 3 大类 6 小类水平井钻遇储层地质模型：A1垂向切割叠置型、A2侧

向切割叠置型、B1 夹层堆积叠置型、B2 隔层堆积叠置型、C1 单层孤立型、C2 横向串联型。其中分布在辫状河体系叠

置带内的 A1垂向切割叠置型和 B1夹层堆积叠置型是水平井开发的主要地质目标。依据储层地质、生产动态、储量丰

度、井网密度等关键参数，建立了水平井整体开发和甜点式开发两种开发模式下的井位优选标准，并成功应用于苏

中 X区块，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同时该地质目标优选方法与井位优选标准对我国同类气藏的开发具有很好的借

鉴作用。 

关键词：致密砂岩气；苏里格；水平井；地质目标优选；叠置带 
 

0  引言 

苏里格气田作为国内致密砂岩气田的典型代表[1-2]，随着水平井钻井提速及多段压裂技术的提高，

气田开发方式已实现直井开发向水平井开发的迅速转变[3-4]。但与国外致密气稳定分布的储层条件相

比[5-6]，苏里格气田有效储层规模小，连通性差，纵向多层且分散，但部分井区仍然存在砂岩和气层

集中分布段，气田储层强非均质性的特点[7]要求水平井部署时要优选地质目标。前人在该气田水平井

开发部署选区方面的研究较少且不系统[8-10]，研究过程也限于水平井资料有限多通过解剖直井来确定

水平井选区参数。本文基于大量的已完钻水平井资料，重点从完钻水平井精细地质解剖和动静态参数

综合分析的角度出发，并结合直井密井网区储层构型研究成果，来最终确立水平井开发有利目标区定

量识别标准，从而为苏里格气田下一步规模化应用水平井提高单井产量和采收率提供技术支撑，并为

国内同类型气藏水平井开发提供指导借鉴。 

1  平井分类评价 

参考前人在致密气水平井分类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11]，并考虑到评价参数要方便现场录取，最终

优选出 7 个静态指标和 3 个动态指标建立了苏里格气田水平井分类评价标准（表 1），为下一步准确

评价完钻水平井的开发效果提供了标准和依据。该标准将气田水平井分为高产Ⅰ类井、普通Ⅰ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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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类井、Ⅲ类井 4 类水平井。7 个静指标态具体为“水平井钻遇气层长度”、“水平井气层钻遇率”、“相

邻直井测井相”、“井间储层连续性”，“临井主力层累计气层厚度”，“临井目标气层单层厚度”，3 个动

态指标具体为“无阻流量”、“初期产量”、“稳产三年配产”。其中Ⅰ类井经济效益明显，Ⅱ类井为有一

定经济效益，Ⅲ类井经济效益差。 
表 1  水平井分类评价标准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standard of horizontal well 

动静态参数 
Ⅰ类井 

Ⅱ类井 Ⅲ类井 
高产Ⅰ类井 普通Ⅰ类井 

静态 

水平井 
钻遇气层长度(m) >800 600～800 400～600 <400 

气层钻遇率（%） 80 60～80 40～60 40 

相邻直井 

测井相 平滑箱形 微齿化箱型 齿化箱形 齿化钟形 

井间储层连续性 好 较好 一般 差 

主力层累计气层厚度(m) >18 15～18 10～15 <10 

目标气层厚度(m) >10 8～10 6～8 <6 

动态 

无阻流量（万方/天) >80 60～80 20～60 <20 

初期产量（万方/天) >12 8～12 4～8 <4 

稳产三年配产（万方/天) >9 9～6 3～6 <3 

按上述标准对苏里格地区生产时间超过 1 年，且静态数据录取资料较为齐全的的 208 口水平井进

行了分类评价，统计得到目前苏里格气田Ⅰ＋Ⅱ类井比例平均为 65.72%。其中按静态指标分类比例

为 65.61%，动态指标为 65.83%，两者差别不大，说明静态储层地质特征与单井动态表现相关性较好。 

2  水平井钻遇储层地质模型分析 

2.1  水平井钻遇储层地质模型分类 

通过对苏里格气田 208 口实钻水平井的精细地质解剖，根据水平井钻遇砂体及有效砂体叠置样式

的不同，将水平井钻遇储层地质模型按形成水动力条件由强到弱依次划分为 A 切割叠置型、B 堆积

叠置型、C 分散孤立型 3 大类，每一大类又细分为 2 类共 6 小类（图 1）。其中切割叠置型按有效砂

体切割叠置位置的不同分为 A1 垂向切割叠置型和 A2 侧向切割叠置型，堆积叠置型按有效砂体间隔夹

层种类的不同分为 B1 夹层堆积叠置型和 B2 隔层堆积叠置型，分散孤立型按水平井钻遇一个或两个有

效砂体细分为 C1 单层孤立型和 C2 横向串联型。 

2.2  水平井钻遇储层地质模型优选 

对实钻水平井按上述 6 类水平井模型分别统计静动态参数，并依据水平井分类评价标准分模型对

钻遇水平井进行归类，统计结果显示（表 2）目前已完钻的水平井模型以 A1 垂向切割叠置型和 B1 夹

层堆积叠置型为主，占总井数的 58%。A1 垂向切割叠置型为强水动力条件下的河道心滩砂体垂向多

期次切割叠置形成，有效砂体空间呈块状富集；B1 夹层堆积叠置型为中等水动力条件下的两期辫状

河道心滩粗砂岩相垂向堆积叠置形成，有效砂体中间沉积物性或泥岩夹层，压裂改造可沟通上下气层。

两模型气层横向分布稳定，水平段气层钻遇率高，通常大于 70%，临井揭示有效厚度一般大于 8m，

水平井类型基本为Ⅰ类和Ⅱ类水平井，平均日产气量 A1 型 7.1 万方/天和 B1 型 6.2 万方/天，属高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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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该两模型可作为下一步水平井开发的主要地质目标类型。 

 

图 1  苏里格气田水平井钻遇储层地质模型 

Fig.1  Drilled reservoir geologic models of horizontal well in Sulige Gasfield 

表 2  水平井模型静动态参数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geological and production parameters for horizontal well model 

水平

井 

模型 

模型

钻遇

比例

(%) 

静态参数（取平均值） 动态参数（取平均值） 水平井类型 

钻遇 

气层 

长度 

(m) 

钻遇 

气层 

厚度 

(m) 

气层 

钻遇率 

（%） 

无阻流

量（万方

/天) 

初期产

量（万方

/天) 

平均日

产气（万

方/天) 

Ⅰ类井

比例

（%） 

Ⅱ类井

比例

（%） 

Ⅲ类井

比例

（%） 

A1型 34 826.6 9.1 82.4 71.2 8.9 7.1 62 38 0 

A2型 9 682.2 6.7 67.1 35.6 3.8 3.1 25 20 55 

B1型 24 723.5 8.5 74.5 66.9 7.6 6.2 48 52 0 

B2型 15 567.3 6.6 60.2 21.9 3.2 2.5 0 21 79 

C1型 11 471.9 5.2 49.3 16.2 2.8 2.2 0 0 100 

C2型 7 431.2 4.3 48.5 13.3 2.6 2.1 0 0 100 

相比之下 A2 侧向切割叠置型因侧向切割程度的不同导致气层累计厚度分布区间范围较大，为

3-10m，相对较高的气层钻遇率和不确定性的储层厚度导致水平井钻遇类型多样，该模型开发具有一

定的风险，属风险模型。B2 隔层堆积叠置型为中等偏弱水动力条件下两期河道心滩砂体垂向堆积叠

置而成，其间在洪水间歇期沉积了一套泥质隔层，隔层厚度分布不均，导致水平井纵向压裂无法完全

沟通上下两套气层而常出现Ⅲ类水平井，该模型属低产模型。C1 单层孤立型和 C2 横向串联型形成于

弱水动力条件，储层连续性较差，有效砂体厚度较薄且多孤立，即使横向钻穿两个有效砂体，中间较

长的洪泛平原泥岩段也导致气层钻遇率较低而多见Ⅲ类井，属低产模型，水平井开发过程中应该尽量

避免钻遇该两种模型。 

3  水平井开发有利模型所处相带优选 

3.1  水平井开发辫状河体系相带划分 

苏里格气田储层沉积类型为大型辫状河复合砂体，前人从储层分级构型的角度确定二级构型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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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体为井型井网部署研究基本构型单元[12]，相当于地层单位砂组级，苏里格气田含气层段包含盒 8

上、盒 8 下、山 1 三个砂组。应用储层构型层次分析方法[13]，将苏里格辫状河道复合体按砂组内砂

岩百分含量及储层叠置样式的不同划分为叠置带、过渡带和体系间洼地三个主要岩相带（图 2）。 

 

图 2  苏里格气田辫状河体系相带划分 

Fig.2  Lithofacies classification of braided river systems in Sulige gas field  

各岩相带具体储层地质特征为：辫状河体系叠置带砂岩百分含量大于 70%，形成于古地貌地势最

低洼处，为持续性河流发育部位，河道砂体纵横向不断切割叠置导致储层空间分布较为集中，累计气

层厚度常大于 10m。过渡带砂岩百分含量介于 30%~70%，位于古地貌中等低洼处，河流间歇性发育

导致河道砂岩与洪泛平原间泥岩交互出现，纵向叠置气层间隔夹层发育。体系间洼地砂岩百分含量小

于 30%，洪水期有河流发育沉积砂岩，空间呈“泥包砂”状态，有效砂体呈孤立分散状分布于泥岩中。 

3.2  水平井开发辫状河体系相带优选 

苏里格密井网区砂体及有效砂体解剖（图 3）显示高产模型 A1 垂向切割叠置型和 B1 夹层堆积叠

置型及风险模型 A2 侧向切割叠置型主要分布在辫状河体系叠置带内，优选辫状河体系叠置带作为水

平井开发优势相带类型。低产模型 B2 隔层堆积叠置型、C1 单层孤立型、C2 横向串联型主要分布于辫

状河体系过渡带，少部分部分在体系间洼地，所以过渡带和体系间洼地不适宜水平井开发，建议采用

丛式井和直井开发。苏里格气田叠置带主要发育的地层层位为盒 8 下砂组，确定盒 8 下砂组作为气田

下一步水平井开发目标区优选的主要层位。 

 

图 3  苏里格密井网区砂体及有效砂体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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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Anatomy of sandbody and effective sandbody in area with a dense well network in Sulige gas field  

4  水平井开发地质目标优选 

4.1  水平井开发地质目标优选标准 

苏里格气田目前水平井开发部署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产能建设投入较晚，井网密度较低的区

域优选富集区采用水平井整体部署，二是对直井井网相对较为完善的已建产区采用甜点式优选水平井

井位进行加密部署。在前述水平井分类评价标准建立的基础上，综合高产水平井钻遇储层地质模型静

动态参数和水平井开发相带优选结果，从整体开发和甜点式开发两个思路分别建立了苏里格气田水平

井整体开发区块优选标准和水平井甜点式开发井位优选标准，从而来指导气田下一步水平井开发的规

模化应用。 

4.1.1 水平井整体开发区块优选标准 

从区块地质、动态和储量三个方面建立了苏里格气田水平井整体开发区块优选标准，具体包括：

①地质标准要求地震资料含气性评价为含气有利区，区块主力层平均钻遇砂岩厚度大于 20m，平均钻

遇泥岩隔层单层厚度小于 3m，主力层平均有效砂岩单层厚度大于 6m，或平均累计气层厚度大于 10m

且气层空间分布较为集中，来保证所选区块位于辫状河体系叠置带内，水平井砂岩及有效储层钻遇率

会较高。②动态标准要求区块内直井Ⅰ＋Ⅱ类井比例大于 75%，来确保水平井单井动态指标良好，并

具有一定的单井控制储量，从而尽可能减少低效及无效井钻遇比例。③储量标准要求主力层储量控制

程度大于 60%，以此来保证区块整体采收率，尽可能提高储量动用程度。 

4.1.2 水平井甜点式开发井位优选标准 

从相邻直井井组的地质、井网和动态三个方面建立了苏里格气田水平井甜点式开发井位优选标准，

具体包括：①地质标准要求部署位置含气响应较好，邻井主力层测井曲线呈箱形，邻井主力层砂体厚

度大于 20m，且横向分布稳定，内部泥岩隔夹层厚度小于 3m，主力层有效砂岩单层厚度大于 6m，或

累计气层厚度大于 10m，且纵向分布集中，井间储层可对比性较好，以此来保证水平井具有一定的砂

岩及有效储层钻遇率。②井网标准要求水平段延伸方向及长度满足目前井网井距[14]，井距大于 600m，

排距大于 1600m。③动态标准要求邻近直井无阻流量相对较高，试采效果较好，或者邻近直井平均日

产气量大于 2 万方，生产相对稳定，保证水平井动态表现良好。 

4.2  水平井开发地质目标优选应用实例 
按上述优选标准对盒 8 下储量集中度较高的苏中 X 区块开展了水平井部署选区，研究过程首选

以“盒 8下平面平均砂岩厚度大于 20m，有效厚度大于 10m，泥岩隔层厚度小于 3m”为标准识别出 I~VI6

块 63.22km2 叠置带区域（图 4），叠置带内考虑到已完钻井井网密度情况确定 I、II 两区为水平井整体

开发区，区域内按 600×1600m 的井网[15]顺有效砂体走向均匀部署水平井 39 口，III~VI 区适合甜点式

开发，按邻井动态情况部署 7 口水平井。截止到目前该区已完钻并投产水平井 24 口，统计 I＋II 类井

比例比气田平均值提高 20.10%为 85.82%，其中 I 类井平均产气量 9.3 万方/每天，II 类井平均产气量

4.5 万方/每天，达到临近直井的 4~5 倍，水平井地质目标优选部署实施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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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苏中 X区块水平井地质目标优选及井位部署 

Fig.4  Geological target optimization of horizontal well and well site deployment in block X of Suzhong area 

5  结论 

（1）建立了水平井分类评价标准，分类指标包括有“水平井钻遇气层长度”，“临井主力层累计气

层厚度”、“无阻流量”、“初期产量”等 10 项静动态参数，并按上述标准统计气田目前完钻Ⅰ+Ⅱ类水

平井比例为 65.72%。 

（2）根据水平井钻遇砂体及有效砂体叠置样式的不同，建立了 3 大类 6 小类水平井钻遇储层地

质模型，具体包括 A1 垂向切割叠置型、A2 侧向切割叠置型、B1 夹层堆积叠置型、B2 隔层堆积叠置型、

C1 单层孤立型、C2 横向串联型，各模型静态动参数统计结果显示 A1 垂向切割叠置型和 B1 夹层堆积

叠置型为高产模型，可作为下一步水平井开发的主要地质目标类型。 

（3）苏里格辫状河道复合体按砂组内砂岩百分含量及储层叠置样式的不同可细分为叠置带、过

渡带和体系间洼地三个主要岩相带，其中叠置带是高产水平井模型的主要分布相带，是平井开发的优

势相带类型。 

（4）从地质、动态、储量、井网等方面提出了水平井整体开发区块优选标准和水平井甜点式开

发井位优选标准，并按上述标准在苏中 X 区块优选了 63.22km2 水平井开发有利目标区，并部署了 39

口整体开发井和 7 口甜点式开发井，目前完钻水平井显示水平井部署实施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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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Target Optimization for 

 Horizontal Well Development of Tight Sand Gas  
 

Liu Qun-ming, Tang Hai-fa, Ji Guang, Meng De-w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etroChina,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Horizontal well technique is one of key techniques for production increasing and economic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Tight Gas. Compared with abroad Tight Sand Gas with stably distributed  reservoir, domestic Tight Sand 

Gas is characterized by small scale reservoir, vertically multi-layered,  overall scattered, and locally concentrated.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geological target for horizontal well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echnical issues for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horizontal well in domestic Tight Sand Gas. Taking typical domestic Tight Sand Gas -"Sulige Gasfield" as example, through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analysis of drilled horizontal wells and fine geology anatomy of vertical wells in area with a 

dense well network, with method of reservoir architectural analysis, 3 categories and 6 subcategories of drilled reservoir 

geologic models of horizontal well in Sulige Gasfield a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of stacking pattern of sandbody 

and effective sandbody: A1 vertically cut stacking, A2 laterally cut stacking, B1 accumulated stacking with interlayer, B2 

accumulated stacking with barrier, C1 isolated single layer, C2 laterally serial layer. A1 vertically cut stacking and B1 

accumulated stacking with interlayer, all distributed in the superposition lithofacies of braided river systems, are main 

geological target of subsequent horizontal wel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some key parameters, such as reservoir geology, 

production performance, reserve abundance, well density and so on, horizontal well  site optimizations standard under 

different development models, which are global development and local development, are built up, and this standard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to the horizontal well development in block X of Suzhong area, Such optimization method of 

geological target and horizontal well site optimizations standard could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milar gas reservoir in China. 

Key words: Tight sand gas; Sulige;Horizontal well; Geological target optimization; Superposition lithof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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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腹部盒 8 段致密砂岩长石消亡原因及油气地质意义 

 
刘锐娥 1，吴  浩 2，肖红平 1，张春林 1，朱秋影 1，郝爱胜 1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河北 廊坊 065007； 

2．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北京 102249） 

 

摘  要：盒 8段是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致密砂岩气勘探开发的重点层位，盒 8段碎屑岩是国内最为典型的致密砂

岩储层之一。近年来，随着大量的储层铸体薄片分析，结合阴极发光、扫描电镜等资料揭示该套储层的碎屑骨架成

分在鄂尔多斯盆地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通过母岩区源岩成分分析结合盆地的成岩演化史分析，恢复盆地腹部盒

8 段砂岩原岩碎屑骨架成分中的长石含量在 15%左右，然而，现今盆地腹部盒 8 段砂岩主要为一套具有“高成分成

熟度”的石英砂岩和岩屑石英砂岩，碎屑骨架组分中基本无长石，仅见少量的长石铸模孔，这一现象与盆地周缘相

对高长石含量形成明显的差异。本文在对盆地腹部盒 8段储层特征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自主设计了针对鄂尔多斯盆

地盒 8段致密砂岩储层的模拟地层温压条件下的真实岩心酸溶模拟实验，通过对实验过程中液体离子浓度的跟踪对

比分析，结合样品溶蚀前后的同位扫描及能谱分析，认为砂岩中长石的消亡与盆地的热演化过程及成岩作用强度密

切相关，深埋长时间的高温热异常事件（T>120℃）促使鄂尔多斯盆地腹部上古生界煤系烃源岩大量成熟，排烃过

程中释放出大量有机酸和 CO2 为砂岩中长石的完全溶蚀提供了充足的酸性介质条件，长石大量的被溶蚀构成苏里格

大气田致密砂岩储层最主要的储集空间-粒间溶蚀孔隙，铸模孔隙和高岭石晶间孔隙。该研究成果对鄂尔多斯盆地

上古生界致密砂岩气勘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对国内四川须家河组、吐哈等以煤系为主要烃源岩的盆地油

气勘探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油气地质意义；长石消亡；致密砂岩；盒 8段；鄂尔多斯盆地腹部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气田成藏机制富集规律与勘探新领域”（编号：2015ZX05007003）；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科技专项“长庆油田油气当量上产 5000 万吨关键技术研究”(编号：2011E-1301)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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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 CO2注入对高阶煤孔隙的影响 

 

刘世奇 1，桑树勋 2*，王文峰 2 

（1. 中国矿业大学低碳能源研究院，江苏省煤基 CO2捕集与地质存储重点实验室，江苏 徐州 221116； 

2. 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煤层气资源与成藏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论文以沁水盆地南部典型高阶煤为研究对象，通过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前后煤岩样品的环境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测，初步探讨了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对高阶煤孔隙的影响，为高阶煤 CO2-ECBM 的

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研究认为，高阶煤主要存在 3种类型的孔隙，即植物组织孔、次生气孔和矿物质孔，植物组

织孔和次生气孔多被方解石等矿物充填，连通性较差；ScCO2-H2O 体系能够有效溶解、迁移煤孔隙中充填和煤基质中

嵌入的方解石等矿物，对煤储层结构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高阶煤的 CO2-ECBM 具有可行性。ScCO2-H2O 体系可与煤

中碳酸盐矿物发生碳酸盐化反应，并通过该地球化学反应，造成孔隙中充填和煤基质中嵌入的方解石等矿物大量消

失，煤中孔隙数量明显增多，孔隙连通性大大改善。但是，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对煤中未充填孔隙的

影响微弱，连通性的改善主要由新产生的孔隙所贡献。 

关键词：ScCO2；孔隙；矿物；高阶煤；沁水盆地南部 

 

0  引言 
由于竞争吸附优势，CO2注入煤层可有效置换或驱替煤层CH4，成为新的煤层气强化开发方式[1-3]。

煤层CO2地质存储与CH4强化开采（CO2-ECBM，即CO2 Geological Storage-Enhanced Coal Bed Methane 

Recovery）技术融温室气体减排与新能源开发为一体，受到全球高度关注。与美国以中阶煤储层作为

煤层气开发主要目的层不同，中国煤层气开发首先在以沁水盆地为代表的高阶煤储层实现突破[4, 5]。

中国高阶煤储层渗透率总体偏低[6, 7]，增加了煤层气开发和煤层 CO2-ECBM 的难度。CO2 地质埋藏对

煤中有机组成和无机矿物的改造作用可导致煤物理化学结构发生改变，导致煤层物理结构和渗透性的

变化，对煤层 CO2-ECBM 有效性尤为关键，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8, 9]。Hayashi、Liu 等研究认为

CO2 注入对 Ca、Mg、Cr、Zn 等元素的迁移具有积极作用[10-12]；Hedges、Tristan 等通过模拟实验发现，

CO2-H2O 体系对煤的无机矿物具有改造作用，方解石、白云石、菱镁矿等会被淋滤出来[10-12]。超临界

CO2（ScCO2）在煤孔裂隙内运移过程中可溶解部分极性较低的碳氢化合物和类脂有机化合物（酯、

醚、内酯类、环氧化合物等）[13, 14]，改变煤的物理化学结构。ScCO2 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导致一些原

本处于封闭、半封闭的孔裂隙被打开，煤大分子再排列和明显增塑，增大了煤的孔隙度和渗透率[15-19]。 

沁水盆地煤层气开发潜力巨大，是中国实现煤层气商业性开发的 主要地区[20, 21]。作为典型的

高阶煤煤层气藏，无烟煤储层地质特色鲜明，在中国煤层气开发中具有代表性，并拥有中国目前仅有

的 CO2-ECBM 示范研究区，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论文以沁水盆地南部高阶煤为研究对象，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2135、41330638、41272154），江苏省煤基 CO2捕集与地质储存重点实验室（中国矿业大学）开放基金资助项

目（2015A04）． 
作者简介：刘世奇（1984-），男，山东昌乐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煤层气开发地质与工程研究． Tel：13407531129．E-mail：

liushiqi1984092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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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煤岩地球化学反应模拟实验与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观测，初步探讨了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

球化学反应对高阶煤结构的影响，为 CO2-ECBM 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 

1  实验方法 
1.1  实验样品 

论文研究所采用的样品采集于山西省寺河矿综采工作面。寺河矿主采煤层为沁水盆地南部山西组

3#煤层，为典型的无烟煤储层。煤样的煤岩煤质特征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煤岩样品为典型的无

烟煤，以粘土矿物（高岭石、伊利石）、方解石和石英等为主。煤岩样品的采集、保存和制备严格按

照国家标准 GB/T 19222-2003 和国际标准 ISO 7404-2:1985 执行。为避免煤岩样品氧化，所采集的块

煤首先用吸水纸包裹，然后存放于密封袋中，保存于 5°C 左右的恒温环境中。 
表 1  煤样煤岩煤质特征 

Table 1  Properties of coal samples used 

采样地点 Ro,max/% 
工业分析/wt. % 矿物成分/wt. % 

Mad Aad Vdaf FCad Ka I Ca Qz Fs Do 

寺河矿 3.33 1.48 13.12 6.32 81.39 15.73 52.35 11.27 11.68 7.42 1.55 

注：Ro,max，平均最大镜质组反射率；wt. %，重量百分率；Mad, 水分含量，空气干燥基；Aad，灰分含量，空气干燥基；Vdaf，挥发

分含量，空气干燥基；FCad，固定碳含量，空气干燥基；Ka，高岭石含量；I，伊利石含量；Ca，方解石含量；Qz，石英含量；Fs，长

石含量；Do，白云石含量。 

1.2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模拟实验 
(1) 模拟试验样品 

模拟实验样品应接近真实煤层煤岩特征，尽量使用块煤作为模拟试验样品。但是煤块越大，反应

所用时间也越长，为了缩短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实验时间，模拟实验所使用的样品为粒径 2-4mm 的煤

颗粒。考虑煤岩地球化学反应模拟实验装置的样品室体积（2L）（图 1），模拟实验的煤样总量为 200g

左右。 

(2) 模拟试验条件 

模拟实验的温度和压力分别依据该煤层所在地区的地温、压力梯度计算得到。沁水盆地南部恒温

带温度约 9ºC，恒温带深度约 20m，地温梯度介于 2.95-4.42ºC/100m，平均约 3.53ºC/100m[22-25]。根

据沁水盆地南部实际煤层气井资料统计，顶板埋深 800m 以浅的煤层气井，压力梯度较小，平均约

0.6MPa/100m 左右；顶板埋深 800m 以深的煤层气井压力梯度较大，且顶板埋深越大，压力梯度越大，

至顶板埋深 1000m 左右，压力梯度接近 1.0MPa/100m。拟定模拟煤层深度为 2000m，根据所统计的

研究区 3#煤层地温梯度和压力梯度的平均值，四舍五入取整数，设计实验温度和压力分别为 80ºC，

20MPa。CO2 的临界温度为 31.26ºC，临界压力为 7.38MPa，因此，实验设定温度和压力条件下，CO2

为超临界状态。 

(3) 模拟试验装置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模拟实验装置”的原理如图 1 所示。实验模拟装置由课题

组自主研发。该实验模拟装置由样品室、增压系统（气瓶、流量计、空压机、气液增压泵）、升温系

统（加热套）、抽真空系统（真空泵）、实验样品采集系统、电气控制及监控系统组成，具有实验过程

中流量监控、气水样采集等功能，控压（±0.25%F.S）、控温（±1ºC）精度高，自动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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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模拟实验装置原理图 

Fig.1  Sketch of ScCO2-H2O geochemical reaction equipment 

(2) 模拟试验过程 

煤岩地球化学反应模拟实验的基本过程如下： 

① 将处理好的 200g 煤颗粒放入煤岩地球化学反应模拟装置中（图 1），对样品室进行预热，使

其温度恒定在 80±1ºC； 

② 对样品室抽真空三次，然后用气液增压泵以 5ml/s 的速度向样品室注入 300ml 去离子水，确

保样品室中去离子水没过煤样； 

③ 利用气液增压泵向样品室注入 CO2 气体，直至样品室压力稳定在 20MPa，实时监测样品室内

压力和温度，确保实验过程中温度和压力始终保持稳定，即压力维持在 20±0.3MPa，温度维持在 80±1ºC； 

④ 设计模拟实验总时长 240h，实验完成后卸掉样品室内压力，取出反应后的煤颗粒，放入真空

干燥箱中，在 60°C 条件下真空干燥 24h。 

1.3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测 

论文采用环境扫描电子电镜（Environment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ESEM）结合面能谱分

析，观测直径大于 0.1μm的孔隙和矿物。所使用的环境扫描电子电镜为美国 FEI公司生产的Quanta 250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放大倍数介于 103-104。ESEM 观测所使用的煤岩样品为长宽高分别为 10mm、

10mm 和 2-3mm 的小煤块。小煤块未经过抛光处理。由于煤是非导电物质，为了增加其导电性，获

得较为理想的观测效果，一般在观测面进行喷金处理。但是本次研究中，小煤块完成 ESEM 观测后，

还需要进行煤岩地球化学反应试验，不适合做喷金处理。为此，ESEM 观测前，使用导电胶带将侧面

和底面完全包裹，仅留观测面以备 ESEM 观测所用。ESEM 观测时，孔隙采用高真空模式观测，矿物

采用二次电子模式结合面能谱分析。为了对比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前后小煤块的变

化，ESEM 观测结束后将小煤块置于实验模拟装置中，与煤粉颗粒一起参与反应，反应完成后取出小

煤块，再次进行 ESEM 观测。 

2  高阶煤孔隙发育特征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下，煤中主要发育有三种类型的孔隙：植物组织孔、次生气孔和矿物质孔。 

2.1  植物组织孔 
植物组织孔是成煤植物本身所具有的细胞结构孔[26]。高阶煤中，植物组织孔发育程度较低，主

要发育于结构镜质体和丝质体中，孔径（长轴，下同）以大于 10μm 为主，变化比较大（图 2a），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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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孔范围。高阶煤中，部分植物组织孔细胞结构保存较好，胞腔呈扁椭圆形，排列不甚规则；更多

的植物组织孔受构造应力作用，被压扁或破坏，导致其胞腔呈现出星状、弧状等不规则形态（图 2a）。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观测发现，植物组织孔多被方解石等矿物充填，连通性极差（图 2a）。 

3.2 次生气孔 
气孔又被称为热成因孔[4, 26]。高阶煤中多为后期形成的气孔，即次生气孔，它是热变质过程中由

生气和聚气作用而形成的[4]，发育于煤有机质中，孔径大致在 0.1-5.0μm（图 2b），属于大孔范围。次

生气孔的形态以椭圆形为主，边缘圆滑（图 2b）；受构造应力作用，另有部分次生气孔用被压扁、破

坏，呈三角形、不规则形等，气孔边缘被破坏（图 2b）。次生气孔发育极不均匀，大多以群体的形式

出现，多发育于镜质组。气孔群与气孔群之间很少连通，气孔群中的单个气孔之间以孤立形式存在，

与气孔群中其他气孔之间的连通性不好（图 2b）。亦有少量气孔以孤立形式存在，发育于镜质组，连

通性不好。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观测发现，部分次生气孔同样被方解石等矿物充填（图 2b）。 
 

 
 
 
 
 
 
 
 
 
 

图 2  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前测试样品中的典型孔隙 

Fig.2  Pores in tested coal sample before CO2 sequestration 

注：a，植物组织孔，方解石充填；b，次生气孔（群），方解石充填；c，高岭石中的溶蚀孔和晶间孔。 

2.3  矿物质孔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观测发现，主要发育有两种类型的矿物质孔：溶蚀孔和晶间孔，且不同成因

类型的矿物质孔发育尺度、形态不同。溶蚀孔是煤中可溶性矿物质在长期气、水作用下受溶蚀而形成

的孔[4, 26]。溶蚀主要发育于粒度较大的方解石等碳酸盐矿物，部分高岭石中也有发育（图 2c）。溶蚀

孔孔径相对较大，一般介于 0.2-1.0μm，属于大孔范围，形态不规则，多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相互之

间有较强的连通性（图 2c）。晶间孔指矿物晶粒之间的孔[4, 26]，主要发育于高岭石、伊利石、绿泥石、

白云石和方解石（图 2c）。晶间孔孔径较大，一般在 0.2-1.0μm 左右甚至更大（图 2c）。部分矿物中晶

间孔发育程度较高，相互之间有较强的连通性，但总体数量较少，对储层连通性影响不大。 

3  ScCO2 注入对煤中孔隙的影响 
3.1  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对煤中孔隙的影响 

(1) 对植物组织孔的影响 

由前文可知，煤岩样品中植物组织孔、次生气孔不甚发育，并被方解石等矿物大量充填，连通性

较差。而对比地球化学反应前后的 ESEM 照片可以发现，通过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

实验，植物组织孔中大量充填的方解石等矿物被溶解、迁移，孔隙充填性得到了明显改善（图 3）。

次生气孔 

方解石 

方解石 

植物组织孔 

高岭石 

溶蚀孔 
晶间孔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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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矿物充填的植物组织孔孔隙壁多遭受破坏，多个孔隙聚集为较大的“孔洞”，孔隙连通性明显增

强（图 3）。这是由于矿物充填过程中，在较高的流体压力作用下，已经破坏了原有的植物组织孔。 
 
 
 
 
 
 
 
 
 
 
 

图 3  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后测试样品中的植物组织孔 

Fig.3  Plant tissue pores in tested coal sample after CO2 sequestration 

(2) 对次生气孔的影响 

孔隙中充填矿物的溶解、迁移现象同样发生于次生气孔。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实

验后，次生气孔中充填的方解石等矿物明显减少，大量新的气孔产生（图 4）。与植物组织孔类似，

新产生的次生气孔之间相贯通，甚至聚集为较大的“孔洞”，连通较强（图 4）。而原有未充填气孔通

过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图 4），说明 CO2 注入对未充填孔隙的

影响微弱，主要作用于矿物充填孔隙。 
 
 
 
 
 
 
 

 
 
 
 

图 4  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后测试样品中的次生气孔 

Fig.4  Secondary gas pores in tested coal sample after CO2 sequestration 

注：图中区域为图 2中框标出的区域。 

(3) 对煤中矿物的影响 

对比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前后的样品表面可以发现，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前，样

品表面聚集有大量的方解石等矿物（图 2b），矿物大量充填于孔隙中或嵌入煤基质中，造成孔隙数量

减少、连通性降低；而地球化学反应后，很难找到明显的矿物富集（图 5），说明这一过程中方解石

矿物等得到了有效地溶解、迁移。这一现象也可以通过微裂隙充填性的改善加以证实：煤岩地球化学

反应后，微裂隙中充填的方解石不复存在，裂隙周边气孔数量明显增多（图 6）。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过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实验，煤中矿物的溶解、迁移

植物组织孔 

未充填次生气孔 

方解石 

未充填次生气孔 

新孔（印坑） 

充填的次生气孔 
充填的次生气孔 



刘世奇等：超临界 CO2注入对高阶煤孔隙的影响 

610 

现象明显，孔隙数量明显增多，连通性明显增强。说明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实验对

高阶煤煤储层结构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高阶煤的 CO2-ECBM 具有其可行性。 
 

 
 
 
 
 
 
 
 
 

图 5  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后测试样品表面 

Fig.5  Surface of tested coal sample after CO2 sequestration 

 
 
 
 
 
 
 
 
 
 

图 6  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前后测试样品中的微裂隙 

Fig.6  Micro-fissure in tested coal sample before and after CO2 sequestration 

注：a，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前；b，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后 

3.2  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对煤中孔隙的影响机制 
论文重点探讨 ScCO2 注入对高阶煤孔隙的影响，其影响主要通过煤中矿物的溶解、迁移实现。

CO2 注入条件下，不同矿物与 CO2 反应的难易程度不同，其难易顺序如下：K+、Na+等的氯化物>Ca2+、

Mg2+等的氯化物和硫酸盐>Ca2+、Mg2+等的碳酸盐>Fe3+、Al3+、Si4+等的氧化物和硅酸盐[10, 27-29]。一般

而言，ScCO2-H2O 体系与煤中矿物主要存在 3 种地球化学反应：脱水和水解反应，碳酸盐化反应和阳

离子交换反应[10, 27-29]。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环境扫描电镜观测发现，ScCO2-H2O 体系与高阶煤的地球化学反应主要影响

的是孔、裂隙中充填或煤基质中嵌入的方解石等碳酸盐矿物。限于研究手段和深度，难以观测到粘土

矿物、硅酸盐矿物等的煤岩地球化学反应。ScCO2-H2O 体系主要通过碳酸盐化反应溶解煤中碳酸盐矿

物。碳酸盐化反应是 CO2 注入煤层中 常见的反应，发生于碳酸根和重碳酸根离子与碳酸盐矿物之

间，碳酸盐化的结果使矿物被部分或者全部溶解，如方解石的溶解过程为[27, 28]： 

 3 2 3 3 2
CaCO +H CO Ca HCO                                  (1) 

CO2 注入条件下，煤中矿物正是通过以上反应不断溶出而发生迁移，矿物的溶出和迁移造成矿物

本身结构的变化，并影响其自身孔隙与充填孔隙的改变。矿物的溶解、迁移对煤岩样品 直接的影响

微裂隙 

新孔隙 

b 

微裂隙 

方解石充填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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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孔隙的矿物充填得到有效改善及新产生的孔隙数量明显增多，孔隙连通性增强。新产生的孔隙包括

两类，一类是矿物充填孔隙，这类孔隙由于矿物充填作用，开启程度较低甚至闭合，矿物被溶解、迁

移后重新打开（图 3、图 4）；另一类是矿物在煤基质中留下的印坑（图 4），嵌入煤基质中的矿物被

溶解、迁移后，会在煤基质中留下印坑，若印坑与植物组织孔或次生气孔等原有孔隙相邻，则可能与

原有孔隙连通。矿物在煤基质中留下的印坑与铸模孔[26]类似。 

4  结论 
论文以沁水盆地南部典型高阶煤为研究对象，通过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前后煤

样的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观测，初步探讨了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对高阶煤孔隙的影

响。研究认为，环境扫描电镜下，高阶煤中主要存在植物组织孔、次生气孔和矿物质孔 3 种类型的孔

隙，其中植物组织孔和次生气孔多被方解石等矿物充填，连通性较差；通过 ScCO2-H2O 体系与煤中

矿物的碳酸盐化反应，孔隙中充填和煤基质中嵌入的方解石等矿物大量消失，煤中孔隙数量明显增多，

孔隙连通性大大改善，且 CO2注入对未充填孔隙影响微弱，主要作用于矿物充填孔隙。说明 ScCO2-H2O

体系与煤岩地球化学反应能够有效溶解、迁移高阶煤孔隙中充填的矿物等，对煤储层结构的改善具有

积极作用，高阶煤的 CO2-ECBM 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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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cCO2 sequestration on pores in high-rank coal 
 

Liu Shi-qi1, Sang Shu-xun 2, Wang Wenfeng2 

(1.The Key Laboratory of Coal-based CO2 Capture and Geological Storage, Jiangsu Province, Low Carbon Energy 

Institute,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2.Key Laboratory of Coalbed Methane 

Resources and Reservoir Formation Proces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Mineral Resource and Geoscience,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Before and after supercritical CO2 (ScCO2)-H2O geochemical reaction, typical high-rank coal samples from the 

southern Qinshui basin were observed using environmental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ESEM). Then, the influence of 

geochemical reactions between ScCO2-H2O system and coal to pores of high-rank coal was preliminary discussed, which is 

helpful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of CO2 geological storage-enhanced coal bed methane recovery 

(CO2-ECBM) of high-rank co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mainly three types of pores in high-rank coal, which are 

plant tissue pores, secondary gas pores and mineral pores. Plant tissue pores and secondary gas pores are usually filled by 

calcites with poor connectivity. ScCO2-H2O geochemical reaction can effectively dissolve and transfer filling calcite, etc in 

the high-rank coal. It has a positive effect for improve the reservoir structure, and high-rank coal CO2-ECBM is feasible. 

ScCO2-H2O system can produce carbonatation reactions with calcites in coal. Through the geochemical reactions, a large 

number of filling calcites in pores and embedding calcites in matrix disappear and the number of pores in coal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resulting great improvement of pore connectivity. However, ScCO2-H2O geochemical reaction has a weak 

influence of unfilled pores in coal. The improvement of connectivity is contributed by new generated pore. 

Key words: ScCO2; Pore; Mineral; High-rank coal; Southern Qinshu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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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30 

浅谈致密砂岩气地质与评价1 
 

刘西婵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随着致密砂岩气藏勘探的逐步深入，国内外众多学者在其成藏领域进行了研究，并对比了中美致密砂岩气成

藏地质条件与气藏分布特征的异同，开拓了中国致密砂岩气的勘探思路。本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

系统梳理了致密砂岩气藏的地质特征、储层特征、气藏含气饱和度主要影响因素以及测井评价方法，对致密砂岩气

藏的评价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即测井评价应以石油地质规律为指导，基于地质思想指导测井解释，分类型精细解

释、多信息综合评价，以储层的孔隙结构、孔喉配置关系为核心，建立符合低孔低渗特点与精度要求的储层参数测

井解释模型，形成致密气藏气水识别方法，加强储层裂缝系统和渗透率的研究，为非常规致密砂岩储层的测井评价

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致密砂岩气；地质特征；储层特征；含气饱和度；测井评价；渗透率；裂缝系统 

 

0  引言 
致密砂岩气藏含水饱和度高(>40%)，含气饱和度低(<60%)，与常规气藏不同，天然气运移速度

较为迟缓，但潜在资源量巨大，在世界非常规天然气勘探领域举足轻重 [5]。1970 年-1979 年间，美国

能源部定义天然气渗透率≤0.1mD 的砂岩储层中所形成的气藏为致密砂岩气藏。2006 年，S.A.Holditch

提出需要采取大型改造措施，以及经过钻取多分支水平井才能够获得商业气流的砂岩气藏称之为致密

砂岩气藏。而 1995 年关德师等提出了我国致密砂岩气藏储层的限定标准，即致密气藏为孔隙度≤10%，

绝对渗透率≤1mD，有效渗透率≤0.1mD 的气藏[2]。 

美国的年致密砂岩气产出量居世界首位，其大量的宝贵经验为中国的致密砂岩气开发所借鉴。本

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在认清致密砂岩气藏的地质和储层特点的前提下，明确了中

美致密砂岩气藏的差异性，确定了气水的分布规律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和难点 [1]，理清了致密砂岩气

藏测井评价的思路。 
1 致密砂岩气藏地质特征 
1.1  致密砂岩气藏的基本地质特征 

中美致密砂岩气均与煤系烃源岩伴生，储层致密，孔隙度、渗透率均比较低，主要为 4%～10%，

上覆压力下的渗透率＜0.1mD。煤系源岩以 III 型干酪根为主，分布广，有机碳丰富，生烃强度大，

热演化程度高，储层物性差、含水饱和度高、具有异常压力，大面积覆盖的可生烃能力构成了大型气

田的坚实基础。但美国致密砂岩以海相—海陆过渡相为主，储层发育稳定、有足够厚度，孔隙性好，

中国致密砂岩以陆地沉积和海陆过渡沉积为主，储层的均质性较弱，厚度不大[1]。 

                                                              
作者简介：刘西婵（1968-），女，高级工程师，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油气储层地质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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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致密砂岩气藏的聚集模型 
郭秋麟等认为，致密砂岩孔喉结构特征、孔喉大小决定了致密砂

岩气聚集分布的独特性。致密气的聚集有连续带和过渡带两种模式。 

下部连续带（图 1）位于构造低部位或斜坡处，纳米级孔喉，砂

岩与烃源岩直接接触，“甜点”与“非甜点”都充满气，天然气大面积分

布且以典型的连续聚集为特征--天然气藏不受盖层控制，也没有明显

的底水，孔隙度 4-7%，吼道直径 0.01-0.5μｍ（纳米级），生烃产生的

超压驱动为主，浓度差产生的扩散力为辅，气排挤水为主的成藏模

式。 

微米级孔喉形成致密砂岩气聚集的上部过渡带（图 1），紧邻连

续带，孔喉相对较大，在构造较高位置或者上倾的斜坡方向发育，

砂岩与烃源岩隔离，在局部砂体孔渗性较好的“甜点“中天然气成带、

成串分布为主，可见底水，孔隙度 7-10%，吼道直径 0.5-2μｍ（微

米级），主要驱动力以气柱浮力为主-浮力驱动（浮力大于毛细管阻

力），气、水置换为主的成藏模式，常规气和连续气２种气藏共存[4]。以连续带致密砂岩气为主，它

在背斜、断鼻、或上超尖灭处的构造高的位置以及低的位置和斜坡处均有分布[4]。 
1.3  致密砂岩气藏分类及成藏机理 

庞雄奇、姜福杰等探讨了致密砂岩气的成藏机理，划分了成藏过程的 3 个阶段。目前普遍认可的

气藏分类及成藏机理见表 1，成藏模式见图 2。 
1.4  致密砂岩气藏特征 
1.4.1  生、储、盖特征 

“后成型”致密砂岩气藏和常规气藏具有类似的成藏特征。而“先成型”致密砂岩气藏不同，海陆沉

积的碳酸盐岩、煤层、暗色泥页岩或组合构成其生气的源岩，富含以Ⅲ型干酪根为主的有机质，成熟

度高，源岩大面积分布且厚度较大[3]。储层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低，长石和岩屑含量较高，以长

石砂岩、长石质岩屑砂岩和岩屑砂岩为主，石英砂岩零星少见。颗粒大小混杂，分选性、磨圆度较差，

泥质含量高，易于压实而使储层孔渗性变差。致密储层以低的孔隙度、渗透率、孔喉半径和含气饱和

度为特征，非均质性较强，含水饱和度较高，相对渗透率非常低时，可具有盖层的性质，除非发育粒

内、粒间溶蚀孔隙及构造裂缝、断层的情况下，储层的渗透性会得以提高。普遍广泛分布的泥岩、致

密页岩、储层中气与水接触处的力均衡界面以及“水阻效应”造成的水封都能满足封盖致密砂岩气藏顶

部的需求；而储层下部的非渗透层，储层下伏源岩层可以作为底部封隔层，或由储层本身的压实完成

封隔。优质的顶、底封盖能力对于致密砂岩气成藏必不可少[3]。 
1.4.2  圈、运、保特征 

致密砂岩气藏主要的圈闭类型是生烃补给与散失平衡的动态圈闭，界限不明显，力平衡界面是其

最大边界，内部相对物性好的砂体是构成岩性、成岩、裂缝圈闭的基础。压实作用和源岩生烃超压推

动下活塞式的气水排驱作用促使气藏的形成。扩散作用促使油气向上倾方向运移。气藏构造简单，没

图 2  致密砂岩气成藏模式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617 
 

有断层和裂缝体系，水动力能力微弱，源岩生排烃高峰期较晚，地层倾角小、储层分布广以及构造应

力屏蔽区都对于致密砂岩气藏的形成举足轻重，而较强的水动力条件则会破坏致密砂岩气藏的形成[3]。 

 
 

 

 

 

 

 

 

 

 

 

 

 

 

 

 

 

 

 

 

 

1.4.3  成藏及分布特征 
致密砂岩依靠界面阻力对气体的封堵而成藏，地层物性越差对成藏越有利。源岩同时为储层或封

隔层，“自己生烃自己储存”、非单一阶段成藏。气藏分布在构造的斜坡、凹陷中心的两侧；前陆侧缘

斜坡。气藏不受构造带控制，无明显储层和圈闭界限，广泛分布在斜坡带和坳陷区[3]。 
2  致密砂岩气藏储层特征及分类 
2.1  致密砂岩储层特征 

致密砂岩储层孔隙类型包括缩小粒间孔、粒间溶孔、溶蚀扩大粒间孔、粒内溶孔、铸模孔和晶间

微孔；配以片状、弯片状和管束状为主的孔隙喉道和构造微裂缝、解理缝及层面缝等裂缝结构。沉积

和成岩作用使储层的孔隙结构复杂化，黏土矿物使储层的渗透率降低，强烈的压实和胶结作用导致储

层致密化，而后期的溶解侵蚀和交代作用却使其储集能力得到提高[2]。 

储层渗流空间具有强烈的尺度性，分为致密基块孔喉尺度、天然裂缝尺度、水力裂缝尺度及宏观

气井尺度，气体的产出是一个跨尺度、多种介质的复杂过程，经由致密基块到达天然裂缝，与水力压

裂生成的裂缝勾通，排出到井筒里。 

裂缝系统应该是研究致密砂岩储层的关键，因为裂缝体系决定着渗透率，亦控制致密砂岩的储集

空间，仅采用孔喉参数不能准确地确定致密砂岩储层的渗透率[2]。 

表 1  致密砂岩气藏分类及成藏机理 

分类 

依据 

分

类 
气藏类型 成藏机理 

渗
透
率 

美
国
能
源
部 

一般性气藏   K> 1×10-3μm2 

近致密气藏    K= 0.1×10-3～1×10-3μm2 

标准致密气藏  K=0.05×10-3～0.1×10-3μm2 

极致密气藏   K=0.001×10-3～0.05×10-3μm2 

超致密气藏 K= 0.000 1×10-3～0.001×10-3μm2 

成
藏
阶
段
与
构
造
演
化
关
系
及
成
藏

机
理
的
差
异 

董
晓
霞
等 

改造型 

储层在天然气充注后致密，即后成型，可以近源也可以远源。气水分布类似与常规天然气藏，

遵从重力分异原理，呈气在上水在下分布[3]。  

储层先期致密，即先成型，成藏机理与常规气藏相同，但后期构造裂缝对其进行改造，很大

程度地控制其成藏过程 

原生型 

储层致密化过程发生在源岩生排烃高峰期天然气充注之前，要求 φ<小于 12%，K<1×10-3μm2，

储层与源岩直接接触或互层最佳，气藏中“上倾方向气水关系倒置，下倾方向没有底水”，也

无边水。一般发育在深部凹陷、向斜中心或构造斜坡等部位，构造圈闭对成藏有利但不决定

成藏[3] 

根
据
储
层
致
密
化
与
天
然
气
充

注
的
先
后
关
系 

姜
振
学
等 

先成型 

遵循力学平衡（供气热膨胀力+气体浮力=毛细管力+静水压力）和物质平衡（深盆气藏储集

气量=源岩供给气量-盖层散失气量-气水边界散失气量）机理，包括充注前期、充注期和充注

后期 3 个阶段 

后成型 

致密气藏的大规模运移、聚集发生在储层致密化之前，包括 3 个阶段：原生常规储层阶段，

形成以常规背斜构造圈闭为主的气藏；储层致密化阶段，无大规模气体运移，若晚期构造活

动强烈，气藏将经历很严重的后期改造，甚至遭受破坏；复式成藏阶段，构造和非构造、早

晚期相互叠加决定了其天然气分布和圈闭的特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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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储层分类 
储层的成因机制决定其孔-渗性能，储层致密化的时间决定气体的运移和储集方式，因而要剖析

储层对油气成藏有多大贡献就有必要研究储层致密化的早晚。常见分类见表２。 
表 2  国内外常用致密砂岩储层分类 

分类依据  储层类型 

按储层的致密成因 张哨楠 自生黏土矿物的大量沉淀形成的致密砂岩储层 

胶结物的大量结晶改变原生孔隙所形成的致密砂岩储层 

塑性碎屑物质受压实作用而形成的致密砂岩储层 

碎屑沉积时被泥质充填粒间孔隙所形成的致密砂岩储层 

按储层致密演化史与烃源岩生

排烃高峰期的关系 

姜振学等人 生排烃高峰前的致密砂岩储层 

生排烃高峰期后的致密砂岩储层。 

3   中美致密砂岩成藏特征与分布规律对比 
中美致密砂岩气均与煤系烃源岩伴生，储层覆压渗透率小于 0.1mD，低孔低渗致密砂岩，地层压

力异常，储盖组合与聚煤时期的沉积地层对应，源岩和储层直接接触、自身生烃自身存储、运移路径

短，气水分布复杂、自然产能不高、气藏广泛发育。但受沉积盆地性质、煤系地层沉积环境变化、烃

源岩成熟演化过程与后期构造改造作用等影响，成藏特征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性（表 3，图 3，

图 4）。 
 

 

 

 

 

 

 
表 3  中美致密砂岩成藏特征与分布规律对比 

 共性 差异性 

气藏特征 

气藏类型多样；气体以近距

离垂向运移为主；气藏规模

大，储量丰度低，一般自然

产能低、递减快;呈压力异常

特征;气水分布复杂、富气、

高产区位于物性“甜点”和裂

缝发育区，构造、储层和裂

缝决定着局部“甜点“区的产

量变化，产量高低与次生(溶

蚀)孔隙和裂缝发育程度密

切相关。含水饱和度普遍较

高达 35%～50%，覆压渗透

率低于 0.1mD。 

北美：烃类生成活跃、烃柱高度大、补给区地形高造成压力异常高的状态；中国鄂尔多

斯盆地：地层抬升剥蚀和气水密度的不同造成压力异常低。四川盆地须家河组：压力异

常高，由烃类生成、欠压实作用和构造作用、岩石致密化导致储层孔隙体积缩小而形成[1]。 

北美：盆地中部气水倒置；斜坡区气水没有明显的界面;从盆地到斜坡区含气饱和度逐渐

降低，含水饱和度逐渐升高；含气饱和度可高达 55%～70%[1]。中国：强烈的储层非均质

性和构造作用造成储层气水分布复杂，表现出气水倒置、气水间互和气水界面不明等多

样性。含气饱和度在 50%～65%之间。 

北美阿尔伯达盆地煤系源岩于古新世以后生气，就近聚集于动态平衡圈闭中，随后扩散

聚集于岩性与地层圈闭和构造圈闭中。鄂尔多斯盆地烃源岩于中—晚侏罗世开始生气，

扩散运聚于河道砂体形成的岩性圈闭中。四川盆地须家河组烃源岩则在晚侏罗世生气，

通过扩散作用和断裂作用向河道砂体储集层运聚成藏，形成构造—岩性型、构造—地层

型和岩性型气藏[1]。 

气藏空间

分布规律 
源储一体、“三明治”式紧密

接触、大面积连续分布 

美国：海相—海陆过渡相为主;储层分布稳定、厚度大、孔隙度较高;以盆地中心气为主，

分布于凹陷区，上下层系距离小，在平面上气藏的倾向、倾角和走向与气藏类型有规律

分布;含气程度较高。 

中国：以陆相与海陆过渡相为主;储层非均质性较强、厚度相对较小;通常发育在斜坡带和

山前构造带，上下层位距离大、横向上不同盆地具有不同的分布规律;普遍含水。 

 

图 3  皮申斯盆地致密气藏剖面示意图 图 4  中国致密砂岩气分布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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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致密砂岩气藏含气性评价 
4.1  含气饱和度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油气沿部分优势通道运移，较大孔隙和喉道对运移有效，因而在运载层上部连通性好的大孔隙中

通常会发生运移。储层致密，则孔隙度、渗透率极低，毛细管阻力较大，使得天然气不易运移但容易

聚集，在运移的过程中可以形成气的聚集，但气–水分布复杂[6]。 

致密砂岩层物性较差，但不影响天然气的充满和注入，这是由于当其和烃源岩直接接触时，随着

生烃过程的持续，排烃压力不断增大，当大于毛细管阻力时，致密砂岩层一定会成为天然气第二次运

移的路径，产生二次运移。在致密砂岩中存在的较大的毛细管阻力阻碍着天然气在其中的流动，使得

丰富的天然气在运移过程中被封闭，形成储层本身毛细管阻力封闭而成的天然气藏，因而致密砂岩自

身既做输导层，又可以担当储集层[6]。 

致密砂岩层的含气饱和度与自身孔渗性成反比，即物性越差，含气程度越高。储层的非均质性即

沉积物颗粒的大小和分选性、胶结方式和程度等影响储层孔隙发育（孔隙和喉道的大小和连通性等）。

地层条件下的储层非均质性较强，而天然气是沿较大孔隙和喉道流动的，故储层均质程度一定会影响

含气程度，从而在运移路径上的储层含气饱和度是不会太高的[6]。天然气沿大颗粒排列的位置运移，

其含气饱和度受到颗粒排列方式的影响，储层的均质程度直接决定含气饱和度，如须家河组致密砂岩

均质性差，含气饱和度一般低于 40%，只在构造高部位的局部微裂缝发育地带天然气充注程度较高[6]。 

随着天然气充注压力的变化，致密砂岩储层的渗透率发生改变，这种现象称之为渗透率级变。若

渗透率易于随压力变化而变化，会使储层含气饱和度较高；反之，则导致含气饱和度较低[6]。实际地

层条件下，渗透率随压力变化而改变造成储层含气饱和度更加复杂的变化。束缚水分布在毛管阻力强、

天然气充注难度大的小的孔隙喉道中，天然气占据容易充注、毛管阻力弱的优势运移通道，即大的孔

隙喉道。若充注压力能够克服大孔喉的毛管阻力时，天然气只在大孔喉中流动，渗透率自然较低；若

充注压力难以克服较小孔喉的毛管阻力时，天然气在大、小孔喉中均发生流动，渗透率自然较高[6]。 

    因此，储层非均质性制约着致密砂岩含气饱和度，均质性好则含气饱和度较高，反之往往含气饱

和度较低；储层渗透率级变导致含气饱和度变化更加复杂，级变系数越小，含气饱和度越高，反之，

含气饱和度越低；因此，致密砂岩层若与源岩直接接触且均质性强、渗透率不易随充注压力变化而改

变的致密砂岩层和致密砂岩中部分物性较好的储层成为勘探的有利目标[6]。 
4.2  致密砂岩气层测井评价方法 

顾名思义，致密砂岩气层低孔、低渗、低产。低孔造成天然气储集空间小、储能低，须储层改造

方能产出，天然气自然产出量低，测井响应受地层骨架的影响远多于孔隙空间的影响，对孔隙气层的

分辨能力大大减弱；低渗造成储层产能低，不经储层改造通常无产能，压裂和试由工艺技术极大程度

影响着测试结果，造成依据测试结果对测井识别气层进行标定的可靠性明显减弱。 

基于此，国内外探索出了多种依据测井信息解释评价致密砂岩气层的技术手段,归纳如下: 

(1)中子-密度-声波孔隙度曲线重叠法。由于储层中的天然气造成中子测量值减小，声波时差和密

度孔隙度增大，利用中子—密度、中子—声波时差曲线的“挖掘效应”来识别气层，气层处三孔隙度曲

线表现为低中子、低密度、高时差。由此可演绎出三孔隙度差、比值法、含气特征曲线重构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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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含气当量及气层指数等来判识气层。 
(2)把多种测井参数进行组合，使得天然气的测井响应特征更加突出。如 Δt/ρb-φ·Sg 交会图法、

RD/RS-Vsh 交会图法及声波差值法等。 

(3)电阻率与密度曲线重叠识别气层。Archie 模型证实，对于纯水层，电阻率测井数值随密度测

井数值得降低而降低，即正相关；在纯油气层,电阻率测井数值随密度测井数值的降低而升高，即负

相关。 

(4)核磁共振测井识别气层,包括双 TW 差谱法、双 TE 移谱法、幅度法、回波比法及密度孔隙度

与核磁共振孔隙度结合交会图法。 

(5)基于偶极横波测井资料提取纵横波时差、压缩系数、泊松比等参数的重叠交会识别气层[21]。 

    (6)与成像测井资料结合识别高产气层。致密砂岩储层中裂缝发育段常常是有利的储层，利用成

像测井可以直观地显示出储层裂缝发育程度，进而结合其它测井资料识别高产油气层。 

孔隙度不是评价储层物性的唯一标准，渗透率控制着储层产能的高低，这是因为与常规储层不同，

由于沉积和成岩作用使得致密砂岩储层结构成熟度和成分成熟度相对较低、孔隙结构差，孔喉配置不

合理，从而致密砂岩储层孔渗相关性比较差。国内外学者已意识到地质因素极大地影响着渗透率，在

准确求取渗透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基于不同沉积微相具有大致相同的孔隙结构，提出在识别沉积

微相的基础上，建立相控渗透率测井解释方法，提高渗透率评价的准确度。 

因此，针对致密砂岩气藏，测井评价应结合实际地质情况，以石油地质规律为指导，基于地质思

想指导测井解释的思路，分类型精细解释、多信息综合评价，分析影响储层特征的地质因素，以储层

的孔隙结构、孔喉配置关系为核心，利用岩心实测物性资料建立符合低孔低渗特点与精度要求的储层

参数测井解释模型，形成气水识别方法，为致密砂岩储层的测井评价奠定坚实的基础[7]。 

5  结论和建议 
(1) 中美致密气均与煤系烃源岩伴生,储层物性差，低孔隙度、低渗透率。中国致密砂岩气储层均

质性较弱，以陆地和海陆过渡沉积为主，储层比较薄[1]，普遍含水。 

(2) 孔喉结构决定了致密气分布的独特性。“原生型”致密气藏中“上倾方向气水分布颠倒位置，下

倾方向没有底水”，气藏没有明显底水和边水。改造型致密气藏气水分布遵从重力分异，呈上气下水

分布[3]。 

(3) 两类致密砂岩气藏中，“先成型”是按照力学平衡和物质平衡机理成藏；后成型是复合形式成

藏，构造与非构造、早期与晚期等多种条件相互叠加决定了其天然气分布和圈闭的特征[3]。 

(4) 准确求取渗透率是评价致密砂岩储层的重要环节。裂缝系统应是研究致密砂岩储层的侧重点，

因为裂缝系统控制渗透率，控制储集空间，只凭孔喉参数不能准确地确定致密砂岩储层的渗透能力[2]。 

(5) 致密砂岩储层的含气饱和度与其自身孔渗性成反比，物性越差，含气程度越高。储层非均质

性制约着含气饱和度，储层均匀一般含气饱和度较高，均质性差含气饱和度则较低。 

(6) 致密砂岩气层孔隙度低、渗透率低、产能低,使得测井信息对孔隙气层的分辨能力降低，依据

试油气结果对测井解释标定的可靠性减弱[21]。因此，测井评价应以石油地质规律为指导，深化研究

储层非均质性、预测优质储层和气藏的分布规律，基于地质思想指导测井解释的思路，分类型精细解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621 
 

释、多信息综合评价，以储层的孔隙结构、孔喉配置关系为核心，建立符合低孔低渗特点与精度要求

的储层渗透率测井解释模型，形成气水层识别方法，为测井评价致密砂岩储层打下牢固的根基[7]。 
参考文献： 
[1] 童晓光，郭彬诚，李建忠，黄福喜.中美致密砂岩气成藏分布异同点比较研究与意义[J].中国工程科学，2012，14(6)：

9-30. 

[2] 伏海蛟,汤达祯,等.致密砂岩储层特征及气藏成藏过程[J].断块油气田,2012,19(1):47-50. 

[3] 杨茜,付玲.致密砂岩气的成藏机理及勘探前景[J].断块油气田,2012,19(3):303-306. 

[4] 郭秋麟,陈宁生,等.致密砂岩气聚集模型与定量模拟探讨[J].2012,23(2):199-207. 

[5] 郝国丽,柳广弟,等.川中地区须家河组致密砂岩气藏气水分布模式及影响因素分析[J].2010,21(3):428-434. 

[6] 姜林,柳少波,等.致密砂岩气藏含气饱和度影响因素分析[J]. 2011,33(6):121-125. 

[7] 丁艳红,张武,闫永芳.近岸水下扇致密砂岩储层渗透率测井评价[J].2012,34(5):78-82. 

[8] 中国石油勘探与生产分公司.低孔低渗油气藏测井评价技术与应用[M].北京:石油工业出社,2009:1-7. 

[9] 孙越,李振苓,郭常来.致密砂岩气层测井评价方法研究[J].科学技术与工程,2012,12(19):4607-4615. 

[10] 张亚莉,李强.柯柯亚致密砂岩气层评价方法研究[J]. 石油地质与工程,2010,24(5):46-49. 

[11]  Law Ben E.Basin-centered gas systems[J]. AAPG Bullechtin.2002,86(11):1891-1919. 

[12]  Holditch S A .Tight gas sands[J].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2006,58(6):86-93. 

[13]  Shurr C W.Ridgley J L Unconventional shallow biogenic gas systems[J].AAPG Bulletin,2002,86(11):1939-1970. 

[14]  Walls J D.Tight gas sand-permeability.pore structure and clay[J].Journal of Petoleum 

Technology.1982,34:2707-2714. 

[15]  Kazemi H.Low-permeability gas sands[J]. Journal of Petoleum Technology.1982,34(10):2229-2232. 

[16]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World Energy Outlook 2009[EB/OL].http://www.iea.org.about/copyright.asp. 

[18]  Schmoker J W. Resource assessment perspectives for unconventional gas systems[J]. AAPG Bulletin,2002,86：

1993-1999. 

[19]  Nelson P H. Pore-throat size in sandstones,tight sandstones,and shales[J].AAPG Bulletin,2009,93:329-340. 

[20]  Hantschel T.Kauerauf  A l. fundamentals of basin and Petroleum Systems Modeling[M].New 

York:Springer-verlag ,2009.  

[21]  郭振华,赵彦超.大牛地气田盒 2 段致密砂岩气层测井评价[J].天然气地球科学,2010,21(1):88-94.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ight sandstone gas geology an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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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ight sandstone gas exploration in depth gradually,many scholar from domestic and oversea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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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d on it in its accumulation field，analyzed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accumulation geologic condition and gas 

accumulation distribution features between in China and in American,and opened up exploreation thinking about tight 

sandstone gas in China. The paper sums up research achievements from scholar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teases by the 

numbers geologic feature,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gas saturation and logging appraisal method of tight sandstone gas,so 

get a fresh thinking about evaluation of tight sandstone gas.that is, logging appraisal should be guided in oil geolgic 

law,basic on the thinking about logging evaluation to be guided in geologic thinking, and subtly interpret by the different 

kind,comprensive appraisal with many kind of informations,accordingly center on reservoir pore structure,configuration 

between pore and throat,then builds up logging reservoir parmeter interpretation models matched to characteristics of low 

pore and low permabilty reservoir and accuracy resquirements,forms method to indentiy tight gas and water bearing 

formation, thereby sets up solid base for logging appraisal on unconventional tight sandstone reservoir. 

Key words：Tight sandstone gas; Geologic feature; Accumulation model; Accumulation mechanism,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Gas saturation,logging 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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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格气田盒 8 致密砂岩气藏含气有效孔喉下限分析 

 

刘晓鹏1，2，刘新社 1，2，赵会涛 1，2，王怀厂 1，2，张  辉 1，2   

（1.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18； 

2.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18） 

 

摘要：分别通过土壤学束缚水饱和度模型法、分离压力模型法，密闭取心毛管压力曲线法求取了苏里格气田盒 8气

藏含气有效孔喉下限。束缚水饱和度模型法仅反映储层特征，不适合于致密砂岩有效孔喉下限求取；因油气受成藏

充注动力大小的限制，无法驱替掉所有孔喉中全部的毛管水只留下水膜水，分离压力模型法求取的有效孔喉下限仅

为有效孔喉的理论下限；密闭取心毛管压力曲线法体现了油气充注作用于储层的结果，适合于致密砂岩油气藏有效

含油气孔喉下限的计算。苏里格气田盒 8 气藏含气有效孔喉下限约为 105nm，直径大于 105nm 的孔喉体系是勘探开

发的目标。 

关键词：苏里格气田盒 8气藏；致密砂岩气藏；含气有效孔喉下限  

 

0  引言 

油气藏储层有效孔喉下限指 小的含油气孔喉直径，其大小主要受储层微观孔隙结构和油气充注

动力的双重控制。有效孔喉下限是油气资源潜力、产能评价的重要参数，也是影响勘探开发决策的关

键参数。 

苏里格气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西北部，截止 2015 年底，天然气地质储量超 2×1012m3，天然气产

量超 2.3×107m3，是我国目前 大天然气田，也是我国当前 大的规模化商业开采区。苏里格气田主

力含气层为二叠系石盒子组盒 8 段。盒 8 段储层为一套灰白色、浅灰绿色含砾粗粒、中-粗粒石英砂

岩、岩屑石英砂岩，成岩演化阶段普遍处于中成岩阶段 A-B 期，压实、压溶作用和硅质、钙质的胶

结作用是盒 8 段储层致密的主要原因。平均孔隙度 8.8%，平均渗透率 0.69×10-3μm2，为典型的致密

砂岩储层。 

随着致密砂岩储层微观孔隙结构表征技术的不断进步，对纳米级孔喉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纳米

级孔喉对油气存储和开发产量的贡献意义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1-5]。场发射扫描电镜分析表明，苏里

格气田盒 8 砂岩储层微、纳米级孔隙发育。高压压汞分析表明盒 8 储层直径<100nm 的纳米级喉道控

制的孔隙体积占总孔隙体积比例较大，随着渗透率的减小，由小喉道控制的孔隙体积比例增大。渗透

率 0.5～1.0×10-3μm2、0.1～0.5×10-3μm2 和 0.01～0.1×10-3μm2 三个级别储层中，由半径小于

0.0624um 的喉道控制的孔隙体积分别占总孔隙体积的 38.4%、57.3%、71.6%。这些微、纳米级孔喉

中是否都含气、是否均是有效孔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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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求取有效孔喉下限的主要方法 

目前，求取油气藏孔喉下限的主要方法有两倍水膜厚度+油气分子集合体直径法、油气充注动力

学模型法和扫描电镜实测含油气孔喉法。 

1.1  两倍水膜厚度+油气分子集合体粒径法 

该方法依据两倍水膜厚度与油气运移的分子集合体直径之和来确定含气孔喉下限[1]。天然气中甲

烷分子直径 0.38nm，乙烷为 0.44nm，石油中正烷烃分子直径 0.48nm，沥青分子为 5～10nm[6]，均较

小，且为固定值，对孔喉下限求取主要侧重于水膜厚度的计算。该方法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土壤学束缚

水水膜厚度模型法和分离压力水膜厚度模型法。 

1.1.1  土壤学束缚水水膜厚度模型法 

土壤学中，计算土壤颗粒表面水膜厚度的理论公式为[7]： 

r

7142







比A

Sd w                        （式 1） 

式 1 中，d:水膜厚度(0.1nm)；Φ:岩心孔隙度(%)；A 比:岩石的比表面(m2/g)；Ρr:为岩心密度

(103kg/m3)；Sw:束缚水饱和度。 

该方法的原理为利用孔隙度、束缚水饱和度和密度计算出单位质量储层束缚水的体积，将束缚水

体积均摊在单位质量储层孔隙表面上，束缚水的厚度即为束缚水水膜厚度。 

1.1.2  分离压水膜厚度模型法 

贺承祖（1993，1998）认为土壤学束缚水水膜厚度模型中的束缚水包括毛管水和水膜水，且毛管

水量远多于水膜水量。毛管水靠毛管力滞留在小孔喉中，水膜水则靠分子引力滞留在孔隙壁上，依靠

束缚水饱和度法计算出的水膜厚度偏厚
[8-9]。 

贺承祖（1998）提出了室温环境下气体环境中无离子水在强亲水性矿物表面形成水膜厚度上限的

计算公式[9]： 

3/1

310*17.6
P

h


                       （式 2） 

式 2 中，h:水膜厚度（um）；P:驱动压力（MPa）。 

该方法的原理为水膜厚度主要受分离压力大小控制。其将束缚水中的水膜水和毛管水区分对待，

可求出储层中真实的水膜厚度。 

1.2  油气充注动力学模型法 

张洪等（2014）认为 大埋深时源储界面烃源岩生烃增压后孔隙流体压力大于地层破裂压力，充

注史上 大充注动力为 大埋深地层破裂压力与静水压力之差，充注阻力为毛管压力，建立了致密油

气充注孔喉下限模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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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max
min

cos4
hf PP

d





                    （式 3） 

式 4 中，pfmax: 大埋深时的地层破裂压力，Phmax: 大埋深时的静水压力。 

其将 大充注动力取地层破裂压力，阻力取毛细管压力，依据原油密度确定了油水界面张力，求

取的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四川盆地中下侏罗统、威利斯顿盆地 Bakken 致密油藏储层充注孔喉下限

分别为 39.45nm、37.2nm、52.32nm[11]。 

1.3  环境扫描电镜实测含油气孔喉法 

公言杰（2014）通过能谱仪测定碳含量判定喉道是否含油或烃类残留，采用环境扫描电镜多次测

量、逐渐逼近来确定聚集孔喉半径下限。确定的四川盆地公 22 井沙溪庙组 2477m 砂岩两条孔喉半径

下限区间值分别为(43.44nm，75.87nm)、(44.78nm，58.48nm)，得到下限分布区间(43.44nm，58.48nm)，

终将地公山庙油田侏罗系沙溪庙组致密油聚集孔喉直径下限确定为 44nm[12]。 

1.4  密闭取心样品毛管压力曲线法 

压汞实验过程中随进汞压力的增大，汞由大至小逐次进入相应喉道连通的孔隙系统中，该过程与

油气充注成藏过程类似，均为驱替压力作用下非润湿相进入润湿相孔喉，顺序为先进入大孔喉在进小

孔喉。密闭取心岩心样品在取心钻进过程中通过密闭取心工具和密闭液在岩心柱表面形成密闭液保护

膜采集的样品，其可准确获取油气藏的原始含油气饱和度。故可认为，在密闭取心样品毛管压力曲线

上，与油气藏原始含油气饱和度相等的进汞饱和度毛管压力对应的孔喉半径为油气藏含油气临界有效

孔喉半径， 小临界有效孔喉直径即为有效含油气孔喉下限。即将油气充注成藏过程视为压汞实验进

汞过程，在密闭取心样品毛管压力曲线上，通过求取与含油气饱和度相等的进汞饱和度毛管压力对应

的孔喉直径，就可确定油气藏有效临界含油气孔喉大小。其适用条件为①自身不具生烃能力的孔隙型

砂岩储层油气藏，即油气藏为外来油气充注形成的；②现今含油气饱和度可代表油气藏原始含油气饱

和度。 

2  方法分析 

据上述方法的各自特点，结合前人研究综合分析认为，油气充注动力学模型法为油气成藏过程的

正演模型，可理论计算致密油气藏充注成藏时的孔喉下限，局限为计算过程涉及过多理论模型，较多

参数取值为概念值，从而精度受限。环境扫描电镜实测含油气孔喉法为一种实测方法，数据可信度高。

其局限一为致密油气储层非均值性强，结论受实验样品代表性限制；局限二为需确保样品赋存物质为

原油；局限三为能谱束直径为 3um，穿透厚度为 1um，检测时受孔隙附近颗粒影响大，且低真空环境

扫描电镜条件下石油在电子束轰击下挥发速度快，从而精度受限[1]。 

本文分别应用土壤学束缚水水膜厚度模型法、分离压力水膜厚度模型法和密闭取心样品毛管压力

法对苏里格气田盒 8 致密砂岩气藏含气有效孔喉进行了计算。 

3  有效孔喉下限的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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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土壤学束缚水水膜厚度模型法 

土壤学束缚水水膜厚度模型法当前应用 为广泛[12-15]。本次研究采用低温液氮吸附法对致密砂岩

孔隙比表面积进行了测试，分别采用核磁共振分析（离心力 300psi，约 2.07MPa）和气-水相渗分析

对束缚水饱和度进行了测定，依据式 2 计算的束缚水水膜厚度见表 1。 
表 1   土壤学束缚水模型计算的苏里格盒 8水膜厚 

序号 井名
深度
（m）

密度

（g/cm3)
孔隙度
（%）

渗透率
（mD）

孔隙比表
面积

(m2/g）

核磁共振
束缚水饱和度

（%）

依据核磁共振束缚
水饱和度计算的水

膜厚度（nm）

气水相渗
束缚水饱和度（%）

依据气水相渗束缚
水饱和度计算的水
膜厚度（nm）

1 T17 3420.15 2.39 9.87 0.46 1.14 51.6 133.0 35.2 90.8

2 T17 3420.78 2.37 10.47 0.80 0.78 47.6 193.6 18.6 75.6

3 T17 3424.85 2.42 8.76 0.28 1.30 55.5 110.7 24.8 49.4

4 SD39-35 3086.20 2.29 13.60 0.68 1.26 61.9 207.7 28.0 93.9

5 SD39-35 3086.90 2.26 14.99 1.88 0.52 58.8 537.6 45.6 416.3

6 SD39-35 3087.35 2.35 11.38 1.07 1.08 39.8 127.7 24.7 79.4

7 SD39-35 3088.88 2.39 11.09 0.41 0.98 69.5 234.4 55.7 187.7

8 S14-0-9 3524.13 2.43 7.71 0.69 1.17 40.3 78.2 39.7 76.9

9 S14-0-9 3524.59 2.43 7.79 0.13 1.05 57.8 125.9 39.5 86.0

10 S14-0-9 3525.97 2.41 8.62 0.30 0.76 45.8 153.5 29.5 98.7

11 S14-0-9 3258.51 2.29 13.91 0.10 3.06 83.6 118.6 49.6 70.4

12 S14-0-9 3529.02 2.22 16.19 0.20 3.38 79.9 123.4 53.4 82.4  

由表 1 可见，对于同一块样品，核磁共振束缚水饱和度普遍高于气-水相渗束缚水饱和度，依据

核磁共振束缚水饱和度计算出的水膜厚度为 78.2～537.6nm，依据气-水相渗束缚水饱和度计算的水膜

厚度为 49.37～416.3nm。本次研究采用低温液氮吸附法测量储层孔隙比表面积，精度较高，半径>2nm

孔喉的表面积均可测出，采用土壤学束缚水模型计算的苏里格盒 8 气藏 小束缚水水膜厚度为 49nm，

由于 49nm 厚的水膜不可能附着在半径<49nm 的孔喉内，表明该水膜厚度计算模型将一部分大孔喉中

的束缚水分摊在了小于临界水膜厚度的孔隙表面上，从而存在逻辑缺陷，且计算的水膜厚度偏薄。该

模型不适合用于纳米级孔喉发育的致密砂岩储层水膜厚度的计算。其次，对同一样品采用不同实验方

法所求取得的束缚水饱和度不同，表明受实验条件的限制，束缚水饱和度很难准确求取，这是该方法

的局限之二。此外，由于束缚水饱和度和孔隙比表面积受储层孔隙结构控制，仅是储层特征的反映，

与油气成藏充注无关，此为该方法的局限之三。 

3.2  分离压力水膜厚度模型法 

苏里格气田盒 8 气藏现今气藏压力为 24～34MPa， 依据式 2 求取的水膜厚度为 2.13～1.94nm。

式 2 适用条件为室温、无离子水、强亲水性矿物表面。苏里格气田气藏温度 90～100℃，地层水矿化

度 29.12～68.30g/L，地层条件下气藏温度较高分子热运动加剧、地层盐水中因电解质压缩双电层降

低了水膜两界面之间的排斥力等因素使薄膜水厚度减薄[9]，盒 8 气藏实际水膜厚度将小于 2nm。气藏

条件下，半径为 2nm 的孔喉对应的毛管压力为 25～30MPa，真实成藏过程中由于成藏动力较小，无

法驱替掉过储层中所有的毛管水而仅留下水膜水，达不到该孔喉下限，该下限仅为理论下限。 

3.3  密闭取心毛管压力曲线法 

3.3.1  适用条件分析 

苏里格地区盒 8 气藏气源主要来自石炭系和二叠系的煤系地层。盒 8 段地层以砂岩为主体，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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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薄，泥质夹、隔层不发育，绝大部分地区砂地比为 40～70%，加之盒 8 期气候较干旱，泥岩以浅

灰色为主，有机质含量低，盒 8 砂岩自身不具生烃潜力，所储天然气为外来充注。 

苏里格气田盒 8 气藏为低压气藏，压力系数为气层压力系数多在 0.83～0.89[16]，属负压气藏。地

层水矿化度为 31.2～68.3g/L，较高，水型为 CaCl2 型。钠氯系数<0.65，矿化度、主要离子组成及氢、

氧、锶同位素等地球化学特征表明盒 8 段地层水为封闭条件下与外界隔绝的残余水[17]。地震、钻井岩

心及镜下铸体薄片资料均表明及盒 8 储层裂缝不发育。气藏压力小于静水压力，地层水为封闭条件下

的残余水，裂缝不发育，均表明盒 8 气藏未与外界沟通，处于一相对封闭的压力封存箱内，现今气藏

含气饱和度可视为气藏原始含气饱和度。 

3.3.2  样品选取 

本次研究选择了苏里格地区 3 口工业气流密闭取心井，其岩心收获率和泥浆含水率均达到了密闭

取心要求，分析数据系统可靠。选取其中 17 块不同物性、不同含气饱和度的密闭取心样品，进行了

高压压汞分析测试。样品孔隙度分布范围 4.8%～16.3%，渗透率分布范围 0.18～1.72×10-3μm2，含

气饱和度分布范围 35.82%～79.08%，覆盖了苏里格盒 8 气藏的主要物性和含气饱和度分布区间，对

于当前勘探开发的主要对象渗透率 0.3～1.0×10-3μm2 段储层密集布样 12 块，样品代表性好（表 3）。 
表 2  苏里格盒 8储层密闭取心样品数据 

渗透率区间
（mD）

样品数
（个）

分布
渗透率
（mD)

孔隙度
（%）

含气饱和度
（%）

最大值 1.72 14.1 53.13

最小值 1.08 8.1 45.29

平均值 1.44 11.9 48.71

最大值 0.76 13.9 79.08

最小值 0.5 8 36.88

平均值 0.61 10.7 62.00

最大值 0.49 14.7 71.43

最小值 0.35 7.8 37.52

平均值 0.43 10.4 54.30

最大值 0.21 16.3 55.19

最小值 0.18 4.8 35.82

平均值 0.2 10.5 45.50

>1 3

0.5～1 6

0.3～0.5 6

0.1～0.3 2

 

3.3.3  计算结果 

经采用密闭取心毛管压力曲线法计算，苏里格气田盒 8 气藏含气临界孔喉半径分布区间为 53.3～

432.4nm， 小值为 17 号样品的（S14-0-9 井 3529.69m）53.3nm（表 3），即苏里格气田盒 8 气藏有

效含气孔喉下限可确定为约 106nm。密闭取心毛管压力曲线法计算的含气有效孔喉下限为天然气充注

作用于储层微观孔喉，是充注动力与毛管压力平衡的结果。小于临界有效孔喉下限的储集空间没有发

生过天然气的充注，其中存储的为未被驱替的地层水，为无效孔喉。依据有效孔喉下限 106nm 可将

苏里格盒 8 储层孔隙分为有效孔隙和无效孔隙两类，直径>106nm 的喉道连通的孔隙体系是勘探开发

的有效对象。 

4  结论 

（1）土壤学束缚水水膜厚度模型法中，束缚水饱和度和孔隙比表面积均受储层孔隙结构控制，

与成藏充注条件无关，依据此法求取的束缚水水膜厚度仅是储层特征的反映；受实验条件限制，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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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储层束缚水饱和度很难准确求取；该模型将一部分大孔喉中的毛管水作为水膜水分摊在了总孔隙

表面上，计算的水膜厚度偏小，存在逻辑缺陷，对纳米级孔喉发育的致密砂岩储层临界水膜厚度的计

算不适用。 

（2）真实油气藏成藏过程中，受充注动力大小的限制，无法驱替掉过所有孔喉中的全部毛管水，

油气充注临界孔喉达不到分离压力水膜厚度模型法求取的有效孔喉下限，该下限仅为理论下限。 

（3）密闭取心样品毛管压力曲线法是油气充注作用于储层的结果，是油气充注动力与毛管力平

衡的结果，其在解决样品代表性问题后，计算过程相对简单，结论更加可靠。 

（4）苏里格气田盒 8 气藏有效含气孔喉下限约为 106nm。直径>106nm 的孔喉体系是勘探开发的

有效对象。 

表 3 苏里格盒 8气藏含气临界孔喉数据 

序号 井名
深度
（m）

孔隙度
（%）

渗透率
（mD)

含气饱和度
（%）

毛管压力(MPa）
临界孔喉半径

（nm）

1 T17 3420.4 10.7 0.50 78.92 8.7 84.5

2 T17 3421.42 10.4 0.76 79.08 11.0 66.8

3 T17 3421.71 8.6 0.57 78.54 9.0 81.7

4 T17 3421.88 9.8 0.48 71.36 7.0 105.0

5 T17 3422.87 8.8 0.49 61.28 5.0 147.0

6 T17 3424.41 7.8 0.41 59.89 10.6 69.3

7 SD39-35 3086.11 12.8 0.56 51.79 5.1 144.1

8 SD39-35 3086.3 13.7 1.51 47.72 6.1 120.5

9 SD39-35 3087.22 14.1 1.72 45.29 3.1 237.1

10 SD39-35 3088.81 14.7 0.43 47.01 13.3 55.3

11 SD39-35 3110.37 12.9 0.43 48.81 2.7 272.2

12 S14-0-9 3523.95 4.8 0.18 55.19 2.0 376.9

13 S14-0-9 3524.98 8.1 1.08 53.13 3.8 193.4

14 S14-0-9 3525.48 8.0 0.62 46.84 2.2 334.1

15 S14-0-9 3525.67 8.1 0.35 37.52 1.7 432.4

16 S14-0-9 3529.55 13.9 0.66 36.88 7.6 96.7

17 S14-0-9 3529.69 16.3 0.21 35.82 13.8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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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砂岩气藏水相圈闭损害及防治方法探索 

刘雪芬 1，2，康毅力 2，罗平亚 2，游利军 2 

（1. 陇东学院能源工程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2.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南石油大学），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致密砂岩气藏孔喉细小、毛管压力高、局部欠含水饱和，极易发生水相圈闭损害，降低气井产能。利用相圈

闭系数法评价了石盒子组水相圈闭损害程度，展开了毛管自吸、液相滞留评价，分析了水相圈闭损害原因，利用界

面润湿性修饰处理剂开展了损害预防及解除研究。结果表明，上石盒子组潜在强水相圈闭损害，物性相对较好的盒

2+3 段储层水相自吸能力较盒 1段强，储层平均返排率 10%~47%，物性好的储层返排率相对较高。采用能改变岩石

表面润湿性的季铵盐氟化物开展液相自吸和返排评价表明，润湿性修饰为中性能有效抑制液相自吸、液相返排由

56.3%提高到了 83.4%，使气测渗透率恢复由 66.1%提高到了 88.2%。利用可界面修饰的处理剂改变岩石润湿性，是

有效预防或缓解致密储层水相圈闭损害发生的重要途径，对恢复气井产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致密砂岩气藏；水相圈闭；储层损害；润湿性；石盒子组 

 

0  引言 

水相圈闭损害是由含水饱和度变化导致气相渗透率下降而造成的[1,2]，毛管力作用下的自吸和在

近井筒或裂缝面附近的液相滞留是水相圈闭发生的主要原因，尤其存在超低含水饱和度的储层，流体

被捕集在细小喉道中，返排缓慢，可能造成储集层永久性液相滞留，使致密气层损害愈严重[3]。随着

含水饱和度的增加气相渗透率会急剧降低，导致水相圈闭损害的这一过程尤其在井筒附近、水基流体

使用时更显著[4]。通过压差返排、射孔等施工，能够将部分液体被排出，降低含水饱和度、渗透率会

有所恢复，但仍不能降低到初始值[5]。且储层实施压裂措施后，压裂液也会进入致密砂岩气藏使储层

渗透率降低，如果生产压差远大于毛管压力或液相有足够的流动能力，就不会发生严重的水相圈闭损

害；否则，同样会导致毛管压力升高而引发严重的水相圈闭损害，降低气井产量[6]。 

我国致密砂岩气分布广泛，在天然气储量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论文将以鄂尔多斯盆地 A 气田

为研究对象，探索致密砂岩气藏水相圈闭损害及其治理方法。该区气藏孔隙度主要在 2%~10%，平均

值为 7.45%，渗透率主要在（0.01~1）md，平均值为 0.47md，裂缝发育、粘土矿物丰富，局部存在

超低含水饱和度现象，喉道半径小、毛管力高，极易吸附外来流体，由于气藏压力偏低，外来流体返

排困难。由于 A 气田先天地质特征和水基工作液的广泛使用，对该区水相圈闭损害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 

1  水相圈闭损害预测 

利用了 PTC 相圈闭系数法[7]对 D 气田石盒子组盒 1、盒 2 和盒 3 储层水相圈闭损害进行了预测，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低渗油气田储层保护技术”（编号：2008ZX05022-004）；陇东学院青年科技创新科研项目（编号：

XYZK1205）资助. 
作者简介：刘雪芬（1985-），女，山东菏泽人，博士，从事储层保护、油气井工作液化学研究.E-mail: xuefen58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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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相圈闭系数计算公式见式（1），其预测标准见表 1。孔隙度和渗透率为 SCMS300-Ⅱ型高温高压

孔/渗联测仪测得的百余块岩心物性的统计值，储层压力来至 A 气田某井区的 DST 测试压力资料，分

别对初始含水饱和度和束缚水饱和度赋值 25%和 50%，取水相接触角为 0°，气/水表面张力值为

72.4mN/m，水/气粘度比值取 58.5。预测结果见表 2。 

wirr

wi

m S

Spk

ePTC







  cos
                  (1) 

式中：PTC为相圈闭系数；k为渗透率，μm2；φ为孔隙度，%；σ为界面张力，mN/m；Δp为流体

排出时油气藏提供的 大压差，KPa；μm为进入相粘度和储层油（或气）的粘度比；θ为接触角；Swi

和Swirr分别为初始含水饱和度和束缚水饱和度。 
表 1  PTC 系数法预测水相圈闭损害程度标准 

相圈闭系数 PTC PTC<0.05 0.05≤PTC<0.3 0.3≤PTC<0.5 0.5≤PTC<0.7 PTC≥0.7 

损害程度 无 弱 中等偏弱 中等偏强 强 

表 2 石盒子组水相圈闭损害程度预测结果 

层位 渗透率,md 孔隙度,％ 初始含水饱和度,％ 束缚水饱和度,％ 储层压力,MPa PTC 系数 损害程度 

盒 3 1.36 10.27 25 50.00 24.8 0.71 强 

盒 2 0.73 8.66 25 50.00 24.51 0.77 强 

盒 1 0.55 9.09 25 50.00 23.56 0.81 强 

由表 2 可见，盒 3~盒 1 段储层水相圈闭损害系数为 0.71~0.81，预测结果均表现为强水相圈闭损

害，系数越大，水相圈闭损害程度越强。储层喉道半径与水相圈闭系数呈负相关，喉道半径越大、损

害越低，系数越小（图 1）。物性越差的储层存在较高的毛管压力，高毛管压力下的自吸将造成井筒

附近或裂缝面含水饱和度升高，进一步导致气/液相对渗透率降低（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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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喉道半径与水相圈闭系数关系        图 2  A 气田部分储层毛管压力曲线 

2  水相圈闭损害评价 

水相圈闭损害评价实验包括毛管自吸评价和液相滞留评价。岩样取自鄂尔多斯盆地 A 气田的不

同层位（井深 2692~2791.5m），共 6 块次（表 3），采用模拟地层水和低固相钾铵基聚合物钻井完井

液滤液，进行毛管自吸实验，确定自吸速率及含水饱和度；之后对自吸岩样进行气驱水，考察毛管中

液相滞留程度，计算液相的返排率。结合 PTC 无因次相圈闭系数法对该区水相圈闭损害的预测结果，

分析水相圈闭损害程度。 

 

 

 

K=1.847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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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牛地气田不同层位水相圈闭损害评价岩样物性 

层位 岩心号 长度,cm 直径,cm 重量,g 孔隙度,% 渗透率,md 流体 

盒 3 
D34C 5.78 2.48 59.158 19.16 0.650 滤液 
D34A 5.28 2.48 54.026 18.94 0.680 地层水 

盒 2 
D13A 5.48 2.48 64.669 9.16 0.684 滤液 

D17B 4.39 2.47 46.451 16.70 0.692 地层水 

盒 1 
D12A 5.99 2.50 72.416 7.76 0.231 滤液 

D14A 6.29 2.48 76.248 7.41 0.216 地层水 

2.1 毛管自吸实验 

自吸实验结果见图 3 和图 4。滤液自吸速率为盒 3＞盒 1＞盒 2，滤液的自吸速率都较地层水的大。

地层水和滤液两种流体都表现出在盒 3 段储层自吸能力强，盒 2 和盒 1 段表现略有不同。盒 3 段储层

物性较好，平均配位数为 0.59，自吸进入的流体在岩心中二次分配，分散到其它孔隙和喉道中，利于

后续液体自吸入储层更深处。此外，A 气田中轻烃组分含量随深度增大而升高，上部储层更倾向亲水，

在没有优质滤饼情况下，工作液滤液更易快速自吸进入盒 2+3，发生水相圈闭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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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层位岩样滤液自吸速率          图 4  不同层位岩样地层水自吸速率 

2.2 毛管液相滞留评价 

评价液相返排能力，分析返排对流体渗流造成的影响。所用岩样为表 3 中开展了毛管自吸后的岩

样。返排率计算公式如下： 

                %100
i

d

PV

PV
C 或 %100




i

di

S

SS
C                   （2） 

式中  C——返排率； 

PVi——自吸实验结束后吸入的水量，PV； 

PVd——排驱出的水量，PV； 

Si——自吸实验结束后测得的初始饱和度； 

Sd——驱替结束后岩样含水饱和度。 

图 7 为三个层位中不同流体的驱替速率随驱替时间的变化关系曲线，可见，初始驱替时速率较高，

5~6 个小时后驱替速率明显降低，驱替 10 小时后速率基本稳定至不再有流体驱出。盒 1、盒 2 中地层

水的驱替速率比钻井液滤液的低，滤液更易被返排，而盒 3 中地层水流动更容易，说明现用地层水与

盒 3 储层配伍性较好，盒 3 储层中流体的驱替速率均显著大于盒 2 和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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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盒 1                         (b) 盒 2                          (c)盒 3 

图 7  盒 1、盒 2、盒 3储层液相驱替速率曲线 

表 4 为流体在不同层位岩心中驱替 10 小时前后的岩心含水饱和度和返排率情况。图 5 和图 6 分

别是自吸地层水和钻井液滤液在盒 3、盒 2、盒 1 储层岩心的整体返排情况，对地层水而言，盒 3 中

的返排率较大（47.2%），其次是盒 2 和盒 1，再次说明现有地层水与盒 3 储层配伍性较好、与盒 1

配伍性较差。钻井液滤液在盒 3 中的返排率为 37.8%，其次为盒 1 和盒 2。可见，A 气田石盒子组储

层都存在严重的液相滞留现象，是水相圈闭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渗透率越高的储层越容易获得相对

较大的自吸速率和液相返排率。 
表 4  流体在各层位岩心中的返排情况 

层位 岩心号 
岩样含水饱和度，% 驱替 10 小时后的

返排率，% 
流体类型 

驱替前 驱替 10h 后 

盒 3 
D44-34A 57.6 31.9 44.7 地层水 

D44-34C 36.2 24.5 32.3 滤液 

盒 2 
D12-17B 16.5 9.7 41.5 地层水 

D14-13A 54.6 42.4 22.4 滤液 

盒 1 
D24-14A 32.6 29.2 10.5 地层水 

D24-12A 32.3 22.4 30.7 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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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模拟地层水在储层中的返排率                       图 6  钻井液滤液在储层中的返排率 

3  水相圈闭损害防治方法探索 

侵入地层的外来流体如果返排率差、长时间滞留于储层中，会发生黏土矿物水化膨胀，堵塞孔隙

和渗流通道，造成水相圈闭损害，尤其在低渗低压、强亲水、大比表面积、高毛管力的致密砂岩气藏

中表现更为明显。储层一旦发生了损害，靠增产改造很难完全消除，故应尽量避免损害发生，采取积

极的预防措施，以实现“增储上产”和提高采收率。 

目前，钻完井等过程中保护储层的技术主要是屏蔽暂堵技术和欠平衡钻井技术。对于基块平均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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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半径为亚微米的致密储层，钻完井液在井壁上有效架桥的难度较大，屏蔽暂堵技术难以发挥作用，

液相仍会在压差或毛管作用下进入储层，导致井筒或裂缝面附近含水饱和度增加。同时由于致密砂岩

气层由于具有局部超低含水饱和度现象，存在“潜在”毛管势能，水相自吸作用明显，欠平衡钻井也

不能完全阻止液相进入，导致水相圈闭损害发生。 

因此，水相圈闭损害应首先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水相圈闭受渗透率、孔隙度、初始含水饱和

度和毛管压力（σ 和 θ）的影响，有时即使增大驱替压差也难以将液相损害完全消除。从降低毛管压

力着手，为流体提供相对畅通的通道、促进液快速返排，是解除损害的根本途径。降低表面张力或改

变储层润湿性是改变毛管压力的主要方法，一般的表面活性剂都具有降低界面张力的作用，但界面张

力降低程度有限、且效果易受浓度、温度等影响，若能在界面张力降低的同时改变岩石润湿性为中性

润湿，则可显著地降低毛管压力，减弱毛管自吸作用力、促进液相返排。已有研究表明季铵盐氟化物

能使岩石润湿性由水湿转变为气润湿，有效抑制水相毛管自吸[8]，其主要机理是通过增加固体表面微

观粗糙度、降低固体表面能来改变岩石表面润湿性由水湿为中性润湿[9,10]。因此，本文继续采用了这

种季铵盐氟化物分析液相在岩心中的返排情况。 

实验步骤：（1）检查氮气源，确定压力表等设备是否完好，连接线路，并关减压阀；（2）测量

岩心常规物性，选取岩心（表 5），60ºC 下将岩心烘干 48 小时；（3）用模拟地层水浸泡岩心，使岩

心的一个端面微微露出液面以保持排气通道；（4）间隔一段时间将岩心取出，称重后再次浸泡，直

至重量基本稳定；（5）将 后一次称重时的岩心迅速装入岩心夹持器，加围压 4.0MPa，打开氮气瓶

阀门；（6）微调减压阀，使压力表读数为 0.2MPa，间隔一段时间将岩心取出称重，再重新放入岩心

夹持器中，直到称得的岩心重量不再变化，测此时岩心的气测渗透率；（7）将岩心洗盐后烘干，将

浸泡流体换成氟化物溶液，再次重复步骤（2）~（6）。 
表 5  岩心物性参数表 

岩心编号 L,cm D,cm Φ,% K,md 

Y-14 5.38 2.52 17.66 0.068 

浸泡过程岩心吸水变化情况见图 7。可见，对同一岩心而言，不同流体自吸的饱和度变化规律接

近，地层水浸泡的岩心自吸水饱和度（62%）比氟化物作用下自吸水饱和度（29.5%）高了 1 倍，初

始时刻自吸速率也明显大于氟化物作用下的自吸速率，自吸 12 小时后饱和度变化已经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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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流体浸泡岩心的自吸水饱和度曲线 

对自吸后的岩心驱替，随着驱替进行，地层水浸泡的岩心驱出饱和度 34.9%，氟化物作用下驱出

饱和度 24.6%，残余饱和度分别对应为 27.1%和 5.1%，返排效率由 56.3%提高到了 83.4%，如图 8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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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地层水浸泡的岩心初始返排时返排速率较大、之后迅速下降，而氟化物作用的岩心返排速率先是

增加后再逐渐降低，降低趋势与前者吻合（图 9），其原因可能是，①与岩心表面游离水的处理误差

有关，②氟化物在岩心表面局部吸附，改变了岩石表面润湿性为中性润湿，表面对水相的束缚力降低，

降低了液相在部分孔喉中的流动难度，但随着返排进行，部分难流动的液相仍然存在。 

由此可见，氟化物作用下一方面有效抑制了液相自吸，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液相返排。根据驱替

后及自吸前岩心气测渗透率，计算了岩心渗透率恢复率，如表 6 所示，氟化物作用下气测渗透率恢复

了 88.2%，地层水作用下气测渗透率恢复了 66.1%，因此利用可界面修饰的处理剂改变岩石润湿性可

以有效预防或缓解水相圈闭损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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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流体作用下岩心中驱出流体变化            图 9  不同流体作用下驱替 

表 6  不同流体对岩心渗透率恢复率的影响 

岩心号 实验流体 
渗透率K, md 

自吸前 驱替后 恢复率，% 

Y-1-8 
模拟地层水 0.068 0.045 66.1 

氟化物水溶液 0.068 0.060 88.2 

4 结论 

（1）致密砂岩气藏低孔、低渗、储层裂缝发育、粘土矿物丰富、局部存在超低含水饱和度现象、

多水润湿，在钻完井过程中，钻井液中液相在毛管力作用下自吸进入储层，外来流体排困难，引发系

列损害。 

（2）致密砂岩气藏D气田石盒子组存在潜在强水相圈闭损害，钻完井液滤液较地层水更易自吸

进入储层，物性相对好的致密岩心自吸水能力越强，同时物性好的致密岩心液相返排能力也相对好，

但总体来说盒3、盒2、盒1储层岩心中钻井液滤液返排率10.5%~44.7%，都存在严重的液相滞留现象，

水相圈闭损害多发。在钻完井、增产等措施和施工中必须足够重视，采取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 

（3）利用特殊处理剂改变岩石表面润湿性为中性润湿，降低毛管压力，可有效减弱毛管自吸作

用力、促进液相返排，有利于气体渗透率的恢复，有效预防或缓解水相圈闭损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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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phase trapping damage and its control in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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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s are characterized by narrow pore throat, high capillary pressure, locally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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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ated by water. These reservoirs are prone to aqueous phase trapping damage, reducing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gas wells. 

phase trapping factor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amage degree of aqueous trapping in Shihezi formation in Ordos basin, 

China. Imbibitions tests and liquid retention evaluations were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aqueous phase trapping damage. The 

prevention and removal of the damage was explored by using agent with interfacial wettability modific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it was potentially strong damage of water phase trapping in the upper Shihezi formation. The better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reservoir was, such as He2+3, the easier of the water imbibitions and flow back. The average flowback rate 

in Shihezi formation was 10%~47%. The use of quaternary ammonium fluoride to change the surface wettability of the rock 

showed that, it effectively inhibited the liquid phase imbibitions in tight stone. The flow back rate of liquid increased from 

56.3% to 83.4%. Gas permeability recovery increased from 66.1% to 88.2%. Wettability alteration by agent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ffectively prevent or alleviate water phase trapping damage in tight sandstone reservoirs, which is significant to 

recovering the productivity of gas wells. 

Key words: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 Water phase trapping; Formation damage; Wettability; Shihezi Formation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639 

编号：NGGSF02C033 

川西南地区金石 1 井筇竹寺组 

海相页岩含气量主控因素及其定量预测模型 

 

吕  畅1，陈冬霞 1，牟甲文 1，孙  玮 2 

(1.中国石油人学(北京)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2.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第二采油厂,河北 任丘 062450） 

 

摘要：页岩气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储层的含气量是页岩气资源评价和目标区优选的关键性参数，也是评

价页岩是否具有经济开采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1]。本文为了研究川西南探区金石 1 井寒武统筇竹寺组海相页岩含气

性主控因素，通过结合邻区地球化学特征和层系含气性特征，进行了川西南探区筇竹寺组泥页岩含气性与地球化学

特征、矿物岩石特征、储集物性特征、地层温压特征、地层流体特征等的单因素分析，利用金石 1 井实验数据分析

金石 1 井筇竹寺组海相页岩含气性的主控因素，利用回归分析法将各单因素结合建立探区金石 1 井寒武统筇竹寺组

储层页岩气含气性预测模型。 

关键词:页岩气；川西南地区；筇竹寺组；含气量；回归分析 

 

0  引言 

页岩气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天然气,近年来，围绕页岩气的勘探研究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但由于

页岩本身内部结构复杂，岩石和储层非均质性强，含气性影响因素众多，钻探程度低，研究难度大，

因此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海相页岩储层含气量特征及主控因素研究不足，中石油探区和

中石化探区页岩气特征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不明等。本文通过以中石化川西南探区下寒武统筇竹寺组为

主要研究对象，在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邻区地球化学特征和层系含气性特征，主要开

展目标层系页岩特征研究、分析其中页岩储层含气特性，对探区金石 1 井寒武统筇竹寺组储层建立页

岩气含气性预测模型。 

2  地质背景 

本文研究的地区主要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二级构造单元川西南凹陷以及川南凹陷。其中，井研-

犍为区块位于川西南凹陷西部铁山-威远穹窿构造带亚二级构造单元，威远-荣县及荣县-宜宾区块则位

于中部的自流井低陡构造带亚二级构造单元。在川南凹陷，赤水区块及荣昌-永川区块分别位于泸州-

赤水叠合构造带、永川帚状构造带两个亚二级构造单元[2]（图 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于 2011 年 8 月在四川盆地川西南坳陷寿保场-金石构

造带金石构造高点南翼开钻的预探井—金石 1 井(图 1)。本次研究主要选取筇竹寺组页岩，具有页岩

                                                                 
作者简介：吕畅，电话：18611063863..E-mail:7854556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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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发育范围广、厚度大、裂缝发育等特点。金石 1 井钻探显示该井筇竹寺组页岩地层中具有良好的

含气显示。 

 
图 1 川西南地区构造分区图 

 

3  页岩含气量单因素分析 

3.1  页岩层系含气性与地球化学特征的单因素分析 

对于海相页岩层系而言，由于其均质性较好，一般为较纯净的泥页岩，因此，含气量受有机碳含

量（TOC）的控制作用较明显，对邻区海相和探区海相页岩进行含气量与有机碳含量（TOC）的关系

分析时也都显示出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图2）。其中金石1井现场实测8个页岩样品含气量值为1.51～

2.41m3/t，平均 1.81m3/t（8 个样品），尽管实测的有机碳含量（TOC）较低，但仍然存在其较好的含

气性关系。 

在海相泥页岩层系中，储层主要以泥页岩为主，泥页岩的粘土矿物含量高，因此，吸附能力较强，

表现为吸附气含量高的特点[3]。因此，邻区海相页岩吸附气含气量与 TOC 关系呈现出良好的正相关

性（图 2） 

 
图 2 邻区海相页岩含气量与 TOC 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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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页岩层系含气性与岩石矿物特征的单因素分析 

页岩中的矿物成分对页岩层系的含气量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前文研究表明，但对泥页岩和砂质

岩的影响不同，砂质岩中脆性矿物含量高，游离气含量相对应增加，而泥质岩中粘土矿物吸附能力强，

吸附气量随其含量而增加[4]。对海相页岩而言，针对探区专署页岩重点井金石 1 井的系统取样分析，

结果也显示含气量与脆性矿物含量直接也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 0.908（图 3）。 
 

 

 

 

 

 

 

 

图 3 金石 1 井矿物含量与含气量关系图 

3.3  页岩层系含气性与储集物性特征的单因素分析 

对海相页岩而言，由于均质性较强，一般为泥页岩，储层孔隙度对页岩的含气性影响较为明显[5]，

以邻区威 201 和宁 201 井的实测的孔隙度与含气量的剖面对面来看，寒武系和志留系页岩的含气量与

孔隙度均有非常好的对应关系（图 4）。图 5 显示了邻区页岩的含气量与孔隙度之间的关系，页岩气

含量中总含气量与孔隙度具有正相关关系，且吸附气量于孔隙度间存在更好的相关性。 

 

图 4 邻区海相页岩含气量与孔隙度关系图 

探区海相页岩由于资料有限，仅对金石 1 井进行了系统的取样分析化验，表 1 表明了含气量与孔

渗的关系，含粉砂质的泥页岩的孔隙度较高，泥页岩的含气量也较高。而纯泥页岩的有机碳含量可能

是影响含气性更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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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金石 1 井筇竹寺组海相页岩含气量与储层物性和有机碳含量关系表 

深度（m） 岩性 TOC（%） Φ（%） K（10-3μm2） 含气量（m3/t） 

3394.37-3394.67 深灰色含粉砂质泥岩 0.06 1.28 0.000087 1.52 

3395.18-3395.48 深灰色泥页岩 0.07 1.35 0.000230 1.51 

3397.34-3397.64 深灰色泥页岩 0.18 0.89 0.000310 1.59 

3398.24-3398.55 深灰色泥页岩 0.02 0.91 0.000290 1.7 

3399.59-3399.89 深灰黑色粉砂质泥岩 0.10 1.85 0.000970 1.73 

3400.74-3401.04 深灰黑色粉砂质泥岩 0.05 2.38 0.000150 1.61 

3416.27-3416.57 灰色泥页岩 0.49 1.1 0.000360 2.37 

3419.76-3420.06 灰色泥页岩 0.47 1.15 0.000340 2.41 

3.4  页岩层系含气性与地层温压特征的单因素分析 

压力与埋深直接相关。富有机质页岩含气量总体随压力的增加而增加，其中，吸附气在低压条件

下增加较快，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增加速度明显减缓，而游离气仍然在明显增加，并成为页岩气

的主体[6-7]（图 5）。温度增加会降低富有机质页岩的吸附能力（图 6）（Bustin 等，2009），任何富有

机质页岩在高温条件下吸附能力都会明显下降，温度升高 1 倍，吸附能力下降近 2 倍。即随着地温

的不断增加，富有机质页岩的吸附能力不断下降，游离气的比例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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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游离气、吸附气及其与压力之间的关系（据斯伦贝谢，2004） 

 
图 6 温度对吸附气含量的影响（Jarvie，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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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页岩层系含气性与地层流体特征的单因素分析 

含水饱和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页岩气的含气量，如果页岩的孔隙被水占据，则孔隙储存天然气

的能力将降低，极端地假设，如果孔隙全部被水充填，则游离气含量为零[1]。根据美国业已开采页岩

气藏的情况，这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页岩气井产水很少，尤其是热成因的页岩气藏，含水饱和度对

游离气含量的影响较小，主要影响吸附气含量。岩石润湿后，由于水比气吸附性能好，从而会占据部

分页岩比表面，孔隙或喉道很可能被水阻塞，导致甲烷接触不到大量的吸附区域，大大降低甲烷吸附

量[8]。根据重庆城口修齐下寒武统和四川珙县双河红旗村上奥陶统—下志留统两块黑色页岩干燥吸附

和饱含水吸附的对比可知，干燥页岩吸附气含量比饱含水页岩的大，其中下寒武统干燥页岩样品比饱

含水样品在 0.7MPa、1.7MPa、2.9MPa、3.1MPa 分别多吸附 0.07 m3/t、0.15 m3/t、0.21 m3/t、0.26 m3/t，

上奥陶统-下志留干燥页岩样品比饱和含水样品在 0.7MPa、1.7MPa、2.9MPa、3.1MPa 分别多吸附

0.41m3/t、0.69 m3/t、0.85 m3/t、0.96 m3/t（图 7）。 

 
图 7 四川盆地及其周缘下古生界黑色页岩干燥页岩和饱和含水页岩吸附气含量 

（a）重庆城口修齐下寒武统黑色页岩（b）四川珙县双河下志留统黑色页岩 

4  页岩含气量主控因素 

4.1  因子分析方法简介 

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是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因子（样品或变量）归结为数据较少的

几个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原理是因子分析采取降维的方法，设法找出少数的几个综合

因子来代表原来的众多因子，而这几个综合因子即能尽量多的保留原有的众多因子的信息，同时他们

彼此之间又相互独立。优点是合理的解释了原有众多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又简化了原有观测系统，同

时抓住了控制原有观测数据的主要矛盾，用少数几个共因子去提取研究对象的绝大部分信息。用途：

在不损失或少损失地质成因信息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对原始数据进行精练，有利于提高综合研究水平；

指示地质成因的方向，并分解叠加的地质过程[8]。 

4.2  川西南探区海相筇竹寺组页岩含气性主控因素 

川西南探区海相页岩含气性的影响因素众多，但这些因素当中哪些是影响含气性最重要的因素呢，

同样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其中有机碳含量 TOC、储层孔隙度 Φ、储层渗透率 K、脆性矿物含量、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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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矿物含量、含水饱和度等均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经分析，其总变量包括：TOC（x1）、Φ（x2）、 K

（x3）、脆性矿物含量（x4）、粘土矿物含量（x5）、含水饱和度（x6）、含气量（y）。将实测的金石 1

井分析数据以表的形式列出（表 2）。 

表 2 川西南海相页筇竹寺组页岩层系样品实测数据表 

井名 序号 

TOC（%） 孔隙度（%） 
渗透率

（（10-3m3） 

脆性矿物含

量（%） 

粘土矿物含

量（%） 
总含气量（m3/t） 

x1 x2 x3 x4 x5 y 

金石 1 井 1 0.15 1.28 0.000087 54 43 1.52 

金石 1 井 2 0.175 1.35 0.00023 52 45 1.51 

金石 1 井 3 0.45 0.89 0.00031 53 44 1.59 

金石 1 井 4 0.05 0.91 0.00029 54 44 1.7 

金石 1 井 5 0.25 1.85 0.00097 52 47 1.73 

金石 1 井 6 0.125 2.38 0.00015 48 49 1.61 

金石 1 井 7 1.225 1.1 0.00036 70 28 2.37 

金石 1 井 8 1.175 1.15 0.00034 75 24 2.41 

 

对五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时，提取特征值，并对方差进行计算，得到主成分分析方差表（表 3），表中显示主成分 1 的方差达到

了 67.743%，前两个主成分的方差达到了 86.727%，这说明前两个成分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即有机碳含量、TOC、粘土矿物、脆性

矿物含量。海相筇竹寺组页岩页岩层系含气量主要与 TOC、粘土矿物、脆性矿物含量有关，且相对陆相须五段页岩各因素贡献率较高，

说明对含气量的影响作用更明显。 

在“碎石图”中（图 8），横坐标为因子数目，纵坐标为特征值。可以看到第一个因子特征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最大，第

四三个以后的因子特征值都较小，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因此提取两个因子是合适的。 

表 3 川西南探区海相筇竹寺组页岩页岩层系主成分分析方差表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4.065 67.743 67.743 4.065 67.743 67.743 

2 1.139 18.984 86.727 1.139 18.984 86.727 

3 0.698 11.634 98.361    

4 0.082 1.369 99.73    

5 0.016 0.267 99.997    

6 0 0.003 100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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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川西南探区海相筇竹寺组页岩层系主成分分析碎石图 

由主成分图 9 可以看出，在公因子载荷平面图上，沿第 1 因子轴分布的变量主要为有机碳含量、

脆性矿物含量、次为粘土矿物和含水饱和度，沿第 2 因子轴分布的主要变量为渗透率和孔隙度。由此

看出，海相须筇竹寺组页岩页岩层系含气量主要与 TOC、脆性矿物含量、粘土矿物含量、含水饱和

度、孔隙度、渗透率有关。 

 

图 9 川西南探区海相筇竹寺组页岩层系主成分图 

5  页岩含气量预测模型 

5.1  回归分析方法简介 

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是研究一个随机变量 Y 对另一个（X）或一组（X1，X2，…，Xk）

变量的相依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10]。运用十分广泛，回归分析按照涉及的自变量的多少，可分为一

元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按照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类型，可分为线性回归分析和非线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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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如果在回归分析中，只包括一个自变量和一个因变量，且二者的关系可用一条直线近似表示，

这种回归分析称为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如果回归分析中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变量，且因变量和自

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则称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分析需要进行相关分析，一般要求出相关关系，

以相关系数的大小来判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的程度。 

5.2  川西南探区海相筇竹寺组页岩含气量预测模型 

在研究西南探区海相筇竹寺组页岩含气量预测的过程中，本次研究也考虑到了单因素、多因素均

对目标含气性产生影响，因此分别进行了单一因素的一元回归和多要素的多元回归，并比较不同情况

下，对目标含气性产生的影响以及不同回归模型的比较，进而优选出最优的预测模型。 

海相筇竹寺组页岩层系有机碳含量（TOC）与含气量线性回归方程是： 
y= 0.728×TOC +1.477  R2=0.888       （1） 

表 4  川西陆相须五段泥质岩含气性预测结果与实测对比表 

井名 TOC（%） 孔隙度（%） 渗透率

（10-3m3） 

脆性矿物含量

（%） 

粘土矿物含量

（%） 

总含气量

（m3/t） 

预测含气量值

（m3/t） 

 x1 x2 x3 x4 x5 y  

东峰 2 0.79 2.81 0.0045 62 34 1.97 2.28 

东峰 2 1.02 2.74 0.067 51 30 4.45 2.74 

新场 28 0.6 4.27 0.0073 49 38 0.64 1.87 

新场 28 0.61 4.2 0.0049 45 40 1.49 1.72 

新页 HF-1 5.89 6.125 0.828067 26.4 65.6 2.431 2.49 

新页 HF-1 2.19 5.837 0.000508 36.9 53.7 1.2503 0.81 

新页 HF-1 8.18 5.437 0.005168 42.6 38.8 2.8852 2.66 

新页 HF-1 18.14 5.521 0.000606 39.5 52.3 3.5792 2.89 

新页 HF-1 40.41 5.445 0.009483 41.2 39.5 6.2767 6.58 

新页 HF-1 1.72 3.033 0.036235 38.2 38.8 1.3464 2.07 

西南探区海相筇竹寺组页岩含气量预测页岩层系孔隙度（ɸ）与含气量线性回归方程是： 

y= -0.184×ɸ +2.056R2=0.065       （2） 

西南探区海相筇竹寺组页岩含气量预测页岩层系渗透率（K）与含气量线性回归方程是： 

y= 234.889×k +1.737  R2=0.029         （3） 

西南探区海相筇竹寺组页岩含气量预测页岩层粘土矿物含量（Cm）与含气量线性回归方程是： 

y= -0.038×Cm +3.329   R2=0.881      （4） 

西南探区海相筇竹寺组页岩含气量预测页岩层含水饱和度（Sw）与含气量线性回归方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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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0.068×Sw +3.930 R2=0.929       （5） 

由式 1～式 5 的单因素和含气性的关系和相关系数来看海相筇竹寺组页岩的含气性与有机碳含量、

粘土矿物的相关性最好，其次为含水饱和度和孔隙度与渗透率含量，进一步证实了前文关于主成分分

析的主控因素的研究结果。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尽管前两项相关系数较高，但为了能得到更优化的预

测结果，本次研究考虑了多元的回归模型。回归方程是： 

y= 0.382×TOC +-0.001×ɸ-539.78×k+0.257×Bm+0.274×Cm-0.044×Sw-22.672      R2=0.959 （6） 

由式 3-14 的多因素和含气性的关系和相关系数来看，海相筇竹寺组页岩的含气性的预测相关系

数均达到 0.96 左右，显示出非常好的相关性，能得到优化的预测结果，多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显然

适合本次的预测模型。利用式 6 得到的泥页岩多元线性预测模型预测了海相筇竹寺组的含气性，结果

如表 5 所示，预测结果与实测对比来看，达到了理想的预测模型效果。 

表 5 川西探区海相筇竹寺组页岩含气性预测结果与实测对比表 

样品编号 TOC 

（%） 

孔隙度

（%） 

渗透率 

（10-3m3） 

脆性矿物含量

（%） 

粘土矿物含量

（%） 

含水饱和度

（%） 

总含气量 

（m3/t） 

预测值

（m3/t） 

1 0.15 1.28 0.000087 54 43 33.89 1.52 1.51 

2 0.175 1.35 0.00023 52 45 34.85 1.51 1.43 

3 0.45 0.89 0.00031 53 44 32.43 1.59 1.58 

4 0.05 0.91 0.00029 54 44 34.36 1.7 1.61 

5 0.25 1.85 0.00097 52 47 33.06 1.73 1.69 

6 0.125 2.38 0.00015 48 49 34.05 1.61 1.56 

7 1.225 1.1 0.00036 70 28 21.44 2.37 2.32 

8 1.175 1.15 0.00034 75 24 23.11 2.41 2.38 

6  结论 

（1）金石 1 井海相页岩的含气量与 TOC 含量、脆性矿物含量呈正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对海

相页岩层系而言，其均质性较好，一般为较纯净的泥页岩，因此，含气量受有机碳含量（TOC）的控

制作用较明显，而在砂质岩中脆性矿物含量高，游离气含量相对应增加，而泥质岩中粘土矿物吸附能

力强，吸附气量随其含量而增加。 

（2）金石 1 井海相页岩的含气量与孔隙度呈正相关关系，页岩含气量总体随压力的增加而增加，

而温度与吸附气含量呈负相关关系。 

（3）金石 1 井海相页岩的含气量与湿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主要影响吸附气含量可能是因为水

比气吸附性能好，从而占据了页岩部分活性表面，导致甲烷吸附容量降低。 

（4）川西南探区海相筇竹寺组页岩含气性主控因素为：机碳含量 TOC、储层孔隙度 Φ、储层渗

透率 K、脆性矿物含量、粘土矿物含量，根据金石 1 井含气量以及个主控因素参数的资料，应用回



吕畅等：川西南地区金石 1 井筇竹寺组海相页岩含气量主控因素及其定量预测模型 

648 

归分析的方法建立金石 1 井筇竹寺组海相页岩含气量的定量预测模型。得到的模型可以计算出任意深

度下的页岩的含气量，与实测含气量之间的拟合相关系数高，对于预测金石 1 井筇竹寺组海相页岩含

气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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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and Prediction Model of Gas Content ofQiongzhusi 

Formation from Well Jishi1，southwestern Sichuan Basin 

 
Lü Chang1, Chen Dong-xia1, Mu Jia-wen1, Zhang Wei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and Prospect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2. The 2nd Oil Production Plant, Huabei Oilfield Company, CNPC, Renqiu 062450, China) 

 

Abstract: Gas shales are important unconventional gas reservoirs. The amount of shale gas is not only a key parameter of 

shale gas resource evaluation and target area selec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standard to evaluate the economic mining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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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hale. In order to study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of gas content of the Cambrian Qiongzhusi Formation from Well Jinshi 

1in the southwestern Sichuan Basin，we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as bearing properties and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we performed a correlative analysis of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shale gas content, including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minerals and rock characteristics,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characteristics, reservoir property characteristic, 

and fluid characteristic.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well Jinshi 1, we study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of gas content 

and use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combine the single factors, establish a prediction model to calculate the amount of shale gas 

in well jinshi 1. 

Key words: Shale gas; Southwestern Sichuan Basin; Qiongzhusi Formation; Gas content; 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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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页岩吸附气含量测定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国际不同实验室比对研究 

 

马行陟1,2,3，柳少波 1,2,3，姜  林 1,2,3，田  华 1,2,3，郝加庆 1,2,3 

（1.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盆地构造与油气成藏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3.提高石油采收率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摘要：页岩气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页岩吸附气含量的准确测定是正确评价页岩含气量和资源潜力的关

键参数。通常采用等温吸附实验的方法确定页岩吸附气含量。但是，现在多数情况下页岩高压时的吸附量出现负值，

等温吸附曲线特征也呈现下降形态，与以往在煤层气领域的认识明显不同。为了正确解释此种现象，本研究中选取

了国际页岩吸附量测定对比的标准样品（Kimmeridge 页岩、Posidonia 页岩）以及我国四川盆地龙马溪组和塔里木

盆地奥陶系页岩等样品，开展了一系列的等温吸附实验和数值计算，对页岩吸附气含量测定影响因素的进行了半定

量-定量分析。研究表明，气体状态方程、自由空间体积、压力传感器精度和空白测试等是影响页岩吸附气含量测定

的主要因素。气体状态方程中，Se-W 方程最适用于页岩的甲烷吸附量计算，其次是 S-R-K 方程，最差的是 P-R 方

程。自由空间体积与吸附量呈负相关关系，即自由空间体积偏大，吸附量比实际减小；相反，自由空间体积偏小，

吸附量结果比实际大，高压条件下对吸附量的影响更为明显。相对于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精度对页岩甲烷吸附

量的影响更为突出，万分之一精度压力传感器的等温吸附实验结果比千分之一精度的更精确。此外，未经过空白测

试校正的页岩吸附量通常比实际吸附量低，且会导致吸附量出现负值。因此，开展页岩吸附气含量的测定需要对影

响因素进行系统的认识和相应的校正。 

关键词：页岩气；等温吸附；含气量；影响因素；校正方法 

 

0  引言 

页岩气是赋存于泥页岩中的一种重要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国外生产已经实践证实，页岩气的勘探

和开发可以有效弥补常规天然气产量的不足[1-3]，对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页岩气资

源丰富，勘探潜力巨大，不同学者和科研机构对页岩气资源量的评价有着较大的差别[4-6]，可采资源

量从 10×1012 到 36×1012m3，含气量是影响页岩气资源量评价的重要参数之一。页岩的含气量主要包

括吸附气、游离气以及较少量的溶解气，吸附气含量通常占总含气量的 20%～80%，因此，正确测定

页岩吸附气含量是准确评价页岩含气量和资源量的关键。 

为了确定页岩含气量大小，目前多借鉴煤层气的经验，在实验室多采用压力计等温吸附实验方法

测定吸附气含量[7]。然而，与煤的吸附量随压力逐渐增加并吸附饱和的认识不同，多数情况下页岩高

                                                 
基金项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十二五”科技攻关课题(编号：2014A-021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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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时的吸附量出现负值，等温吸附曲线特征也呈现下降形态[8-10]，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此种现象将会严

重影响页岩气的资源估算和经济评价。实际上，此现象并不是页岩真实吸附量的体现，主要是因为页

岩吸附能力相对较低（煤的吸附量一般在 10cm3/g 以上[11-12]，而页岩的吸附量多数低于 2cm3/g），对

实验的参数和环境相对敏感，实验测试过程中一些因素对吸附量的影响被相对的放大而导致的。为此，

本文拟在参与国际上不同实验室页岩吸附量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对页岩吸附气量测定影响因素进行半

定量-定量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校正建议和方法，对页岩吸附气含量的准确测定和资源量的正确评

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压力计等温吸附实验方法 

压力计等温吸附实验方法（Manometric method）在国内多称之为体积法，原理图如图 1 所示，

方法原理主要是利用了物理学中经典的波义尔定律[14,15]，即 

0 0

0 0

t t

t t

PV PV
T Z T Z

               （1） 

式中，P0、V0 、T0 为初始条件下的压力、体积和温度，Z0 为初始压力条件下的气体压缩因子；

Pt、Vt、Tt 为最终条件下的压力、体积和温度，Zt为最终压力条件下的气体压缩因子。 

 页岩吸附气量测定过程分为参数标定和样品测量两大步骤，参数的标定主要是利用氦气来标

定参考缸的空间体积V1和样品缸装有页岩样品时的自由空间体积V2，原理仍是波义尔定律，其方法和

步骤可参照《GBT1956-2004 煤的高压等温吸附试验方法 容量法》及参考文献16。样品测量之前，

设定实验温度，并稳定3个小时以上，使整个测定系统的温度保持一致，然后进行实验。首先用真空

泵对参考缸和样品缸进行抽真空，然后关闭阀门2并打开阀门1进CH4气体，使参考缸达到一定的压力

Pc时，关闭阀门1，样品缸压力为Py（抽真空后样品缸压力可视为0），待压力表稳定后，打开阀门2使

参考缸的CH4气体进入到样品缸，此时样品缸页岩发生吸附作用，待平衡吸附后记录压力表读数Pcy，

即为平衡压力。通常平衡吸附的时间由样品缸压力随时间的变化梯度决定。最后根据公式对吸附量进

行计算： 

          21
1 2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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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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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a、Vx 为单位质量样品的气体吸附量和总吸附量（STP），cm3/g；m 为样品质量，g；Pc、

Py、Pcy为的参数意义见前文，MPa；Zc、Zy、Zcy为 Pc、Py、Pcy 压力条件下的气体压缩因子； T 为实

验温度，V1、V2 分别代表参考缸的体积和样品缸装有样品时的自由空间体积，cm3。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653 
 

 
图 1  压力计等温吸附实验原理 

2  页岩吸附气含量测定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多数页岩的吸附能力低，在吸附量测定过程中，较小的误差可能会引起吸附量结果的较大变

化。根据测定流程和原理可知，页岩吸附量的测定受气体状态方程、自由空间体积 V2、传感器精度

和一些未知系统误差等的影响。 

2.1  气体状态方程 

页岩吸附气含量的测定需要确定气体（甲烷、二氧化碳等）的不同压力条件下的压缩因子，利用

气体状态方程可以得到。然而，目前已经发展起来多种气体状态方程，如 Redlich-Kwong 方程[17] （R-K

方程）、Soave-Redlich-Kwong 方程[18] （S-R-K 方程）和 Peng-Robinson 方程[19] （P-R 方程）、

Benedict-Webb-Rubin 方程[20]、Setzmann-Wagner 方程[21]（Se-W 方程）等，不同状态方程计算的压缩

因子差别较大，对于吸附量较低的页岩而言，压缩因子的微小偏差就会带来较大的实验误差。 

本研究中选取了常用的 R-K 方程、S-R-K 方程、P-R 方程、Se-W 方程以及美国 NIST（美国国家

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的标准数据进行甲烷压缩因子和吸

附量的计算和对比。研究发现，同一温度下，各方程计算的甲烷压缩因子及 NIST 的标准数据随压力

呈现“U”型的变化特征；低压条件下（<7MPa）各方程计算的压缩因子基本相近，与 NIST 的标准数

据相差不大；压力较高条件下，各方程计算的压缩因子与 NIST 的标准数据相差较大； Se-W 方程计

算的压缩因子与 NIST 的标准数据几乎一致（图 2），其次是 R-K 方程，表明 Se-W 方程计算的甲烷压

缩因子可以反映甲烷气体真实的压缩因子。 

研究中选取了四川盆地龙马溪组页岩样品，开展了 65℃、最高压力近 25MPa 下的页岩等温吸附

实验，并利用各状态方程计算了相应的吸附量。结果表明（图 3），Se-W 方程计算的吸附量与 NIST

的标准数据得到的吸附量几乎一致，而利用 S-R-K 方程和 P-R 方程求得的吸附曲线呈“S”型变化，即

吸附量随着压力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再增加的变化趋势，压力较高条件下，出现明显较大的误差，最

大相对误差可达 37%（17MPa 左右）；R-K 方程计算的吸附曲线形态比 S-R-K 方程和 P-R 方程稍好，

但在高压条件下吸附量逐渐降低，与 NIST 的标准数据得到的吸附量仍然有一定差距。由此可见，对

于页岩吸附量的测定，如果气体状态方程选择不恰当会对最终的吸附量结果造成较大的影响，建议在

实际测定中利用精度比较高的 Se-W 方程计算页岩的甲烷吸附量。 

 



马行陟等：泥页岩吸附气含量测定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国际不同实验室比对研究 

654 
 

 
图 2  不同状态方程计算的甲烷压缩因子与 NIST 标准数据的对比 

 
图 3  不同状态方程计算页岩甲烷吸附量 

2.2  自由空间体积 

自由空间体积的确定是开展页岩吸附量实验的第一步，是吸附量的计算的重要参数之一。文中第

二部分已经述及其原理，主要是利用吸附性差的氦气进行测定。然而，氦气分子直径为 0.26nm，甲

烷分子直径为 0.38nm，氦气分子比甲烷分子小，容易进入甲烷分子不能进入的孔隙中，这样就造成

了利用氦气所测的自由空间体积偏大，Ross 等（2007）指出了利用氦气测定自由空间体积所引起的

吸附量结果的误差并基于质量守恒建立了校正方法[8]，因此本文在此不讨论因为气体分子差异性导致

的误差，重点探讨自由空间体积测量误差对吸附量影响。 

以本次国际页岩吸附量测定结果对比的标准样品之一——Kimmeridge 页岩为例，利用数值计算

定量分析了自由空间体积的测量误差对吸附量结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图 4），所测自由空间体积偏

大，吸附量比实际减小；相反，如果自由空间体积偏小，吸附量结果比实际偏大。当压力<5MPa 时，

自由空间体积误差对吸附量的影响较小；压力>5MPa 时，自由空间体积误差对吸附量的影响比较明

显。对于 Kimmeridge 页岩而言，当压力 20MPa 时，油计算可得，1%的自由空间体积误差就会导致

吸附量比实际降低 0.1mmol/g（约 2.24cm3/g），相对误差达近 29%，对于吸附量更低的样品，误差就

会更高。因此，非常有必要进行此方面的校正。要降低自由空间体积所导致吸附量的误差，一方面尽

可能的提高压力和温度传感器的测量精度和稳定性；另一方面，进行自由空间体积多次重复测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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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每次测量结果的相对误差不高于 0.1%。 

  
图 4  自由空间体积对吸附量的影响 

2.3  压力和温度传感器 

压力和温度传感器是压力计等温吸附实验装置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其为自由空间体积和吸附量

测定获取基本压力和温度数据。国外煤和页岩的等温吸附实验装置中压力传感器通常用的是万分之一

（满量程）的精度，稳定性也比较高。受国外限于高精尖设备的限制出口，国内自研或进口的等温吸

附实验装置的压力传感器精度多为千分之一精度，甚至更低，与国外相差数十倍或百倍，其影响对低

吸附能力的页岩不可忽略。 

为了探讨不同精度压力传感器对页岩吸附量的影响，研究中选取国际页岩吸附量测定结果对比的

标准样品之一德国的 Posidonia 页岩，采取统一的样品预处理和实验方法，分别在德国亚琛大学油气

和煤地质与地化研究所和美国 Terratec 公司的吸附仪开展了同条件的等温吸附实验。样品预处理首先

将样品碎到 60-80 目，然后在 110℃温度下，对样品进行 24 小时的真空干燥。真空干燥的目的就是防

止高温条件下样品与空气中的成分发生反应，从而保证了样品性质没有改变。德国亚琛大学油气和煤

地质与地化研究所的等温吸附装置基于压力计法原理，采用的压力传感器为万分之一；美国 Terratec

公司的吸附仪压力传感器的精度为满量程的千分之一，其原理也是压力计法。通过两个装置的实验结

果可以看出（图 5），使用万分之一压力传感器精度的等温吸附实验的结果，无论从吸附量还是等温

吸附曲线形态都明显优于配有千分之一精度的实验装置，特别是在高压条件，配有千分之一精度的实

验装置的吸附量出现“跳跃”等不规则变化，而万分之一精度的实验其吸附量变化相对稳定，符合

Langmuir 定律指出的曲线形态。 

温度传感器精度的大小同样会对页岩吸附量的测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是由于精度的不足可能

会导致采集错误的温度数据计算压缩因子和吸附量，造成一定的实验误差。国内外实验室常用的温度

传感器精度为 0.1℃。通过误差分析可以看出（图 6），对于页岩的甲烷吸附实验而言，温度传感器对

吸附量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小于压力传感器的影响。当温度偏差+0.1℃、+1℃时页岩的吸附量与实际

的吸附量相差不大。本次研究的结果与 Gaspaik 等（2014）的认识基本一致[22]，Gasparik 等（2014）

指出对于页岩吸附甲烷实验，压力传感器引起的误差远大于温度传感器所引起的误差，同时还指出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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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吸附二氧化碳与其不同，当压力大于 10MPa 时，温度传感器所引起的误差大于压力传感器。因此，

为了减少压力和温度传感器对页岩吸附量测量的影响，尽可能的使用高精度和稳定性的传感器，同时

还应定期对传感器进行保养和修正，尤其是压力传感器，长期使用会出现一定的飘移。 

 
图 5  不同压力传感器精度对吸附量测定的影响 

 

 
图 6  温度传感器对页岩吸附量的影响 

 

2.4  空白测试 

页岩等温吸附装置是由多个缸体、传感器、阀门以及控制系统组成，在吸附量测定过程中肯定存

在一些上述影响因素之外其它未知的误差，如压力传感器未知的系统误差、EOS 方程的误差、气体

纯度以及氦气与甲烷气体的相互作用的影响等。通过空白吸附测试可以减小这些未知的误差对页岩吸

附量测定的影响。空白测试就是利用等温吸附测量装置对没有吸附能力的物质或材料（如钢球等）在

相同的条件下开展吸附实验。理论上讲，没有吸附能力的物质实验所得出的吸附量在任何压力下都应

该为零，然后正是由于一些其它未知误差的影响，导致没有吸附能力的物质的等温吸附曲线并不是一

条等于零的直线。以超低吸附能力的塔里木盆地奥陶系黑土凹组泥页岩为例开展等温吸附实验，吸附

量的计算采用了 Se-W 气体状态方程，同时经过了自由空间体积和压力传感器的校正，在此条件下探

0

0.05

0.1

0.15

0.2

0 5 10 15 20 25 30

m
m
o
l/
g

MPa

万分之一 千分之一

0

0.5

1

1.5

2

2.5

3

0 5 10 15 20 25

吸
附

量
（

cc
/g
）

压力（MPa）

实际65℃ +0.1℃ +1℃

宁209，龙马溪组页岩

Germany，Posidonia 页岩，65℃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657 
 

讨空白测试对页岩吸附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图 7），空白测试中钢球的甲烷吸附线随压力增加呈逐

渐降低的趋势，并在测试开始阶段吸附量的值就低于零。黑土凹组泥页岩的初始甲烷吸附量比较低，

均不超过 0.2cc/g，可以看出样品的甲烷吸附量明显受到了一些未知系统误差的影响。通过空白测试

校正（即最初吸附量测定结果扣除空白测试）后，样品甲烷吸附量均有所增加，高压条件下吸附量能

增加一倍。空白测试和校正是页岩吸附量测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引起的误差不小于气体状态方程和

压力传感器，如果不进行此校正，页岩的吸附量就会被低估。但是，现在多数文献中报道的页岩吸附

实验并没有进行空白测试和校正，需要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 

 
图 7  空白测试对页岩吸附量的影响 

3  结论 

（1）页岩的吸附能力低，对实验的参数和环境敏感，吸附气含量的测定主要受气体状态方程、

自由空间体积、压力传感器和空白测试（未知系统误差）等影响； 

（2）对于页岩甲烷吸附量的测定，气体状态方程选择不恰当导致吸附量较大误差，压力越高相

对误差越大；从适用性讲，Se-W 方程最好，其次是 S-R-K 方程，最差的是 P-R 方程，建议页岩甲烷

吸附量的测定实验中选用 Se-W 方程； 

（3）自由空间体积的测定误差会导致吸附量不准确，自由空间体积偏大，吸附量比实际减小；

相反，如果自由空间体积偏小，吸附量结果比实际偏大，高压条件下对吸附量的影响更为明显； 

（4）压力传感器精度对吸附量的影响大于温度传感器。对比实验结果表明，万分之一压力传感

器的等温吸附曲线优于千分之一精度。页岩吸附气含量的测定尽量选用高精度的压力和温度传感器； 

（5）空白测试校正可以消除一些未知的系统误差是页岩吸附量，未经过空白测试校正的页岩吸

附量通常比实际吸附量低，可能会导致吸附量出现负值。空白测试校正是页岩吸附气含量测定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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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affecting factors of gas adsorption capacity 

measurement on the shale 

 

Ma Xing-zhi1,2,3, Liu Shao-bo1,2,3, Jiang Lin1,2,3, Tian Hua1,2,3, Hao Jia-qing1,2,3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83,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Basin Structure and Petroleum Accumulation,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83, 

China;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hanced Oil Recover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Shale gas, storaged in micro- nano pore system in free state and clay and organic matter in sorption state, is one 

important type of unconventional natural gas resource.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adsorption gas content is a key parameter 

to evaluate the gas content and resource potential of shale. Usually the method of isothermal adsorption experiment is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shale. However, obviously different with previous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coalbed methane,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shale at high pressure is negative, and the curve of isothermal 

adsorption curve decreases with pressure increasing in most cases. In order to correctly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this study 

selected various shale samples from standard samples of international inter-laboratory comparison (e.g. Kimmeridge shale, 

Posidonia shale), Longmaxi Formation in Silurian in Sichuan basin and Ordovician in Tarim basin. Isothermal adsorption 

experiments on shale and numerical error analysis are performed. Results show that equation of state (EOS), void volume, 

pressure sensor accuracy and blank test are identified as major factors to affect the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gas adsorption 

capacity on shale. In the EOS, the Se-W equation is the most suitable for the calculation of the methan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shale, and the second is the S-R-K equation. P-R equation is the worst. Adsorption capacity of shale is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void volume. The void volume has an error that measurement value is larger than real, which would result in 

reducing ad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shale. In the condition of high pressure, the effect of void volume error on the 

adsorption quantity is more serious. Comparison with the temperature sensor, the influence of pressure sensor accuracy on 

the shale methane adsorption capacity is more prominent.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test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measurement system with 10-4 precision pressure sensor superior to that with 10-3 precision pressure sensor. In addition, the 

test ad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shale which is not corrected by the blank test is usually lower than the actual adsorption 

capacity, and possibly leads to negative values of adsorption.  

Key words: Shale gas; Isotherm sorption; Gas content; Affecting factors; Corre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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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35 

川东地区龙马溪组页岩气成藏地质条件及有利区带预测 

 

梅秋勇1，王兴志 1,2，李  可 1，要继超 1，曾  珍 1，胡  曦 1 

(1.西南石油大学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610500； 

2.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610500) 

 

摘要：川东地区的页岩气勘探尚处于起步阶段，页岩地层厚度分布状况、优质页岩分布、资源量规模等因素目前尚

不清楚，因此开展页岩气成藏地质条件及有利区带预测能够加快川东地区页岩气勘探进程。本文通过对研究区页岩

的有利沉积相带，有效厚度，有机质丰度及成熟度，储集空间，矿物组成以及保存条件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表明

川东地区龙马溪组富有机质页岩具有分布广，厚度大，埋藏适中，有机碳含量高，有机质类型好，热演化高—过成

熟，生烃潜力大，页岩气成藏气源条件优越，易压性好等特点。总结北美页岩气勘探开发的成功经验，结合川东地

区下古生界页岩的具体地质特征，提出川东地区的页岩气选区评价的 5 个参数指标，其分别是：有效页岩厚度、有

机质丰度、有机质成熟度、矿物组成以及页岩的埋深。在川东地区构造背景、龙马溪组沉积相分布规律的基础上，

借助优质页岩厚度分布图、地层埋深等值线分布图，并考虑川东地区龙马溪组页岩有机碳含量分布、热成熟度以及

含气量，优选丰都—忠县和巫溪—奉节两个有利勘探区带。 

关键词：川东地区；龙马溪组；页岩气；成藏条件；有利区带  

 

0  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水平钻井技术、水力压裂技术的进步及天然气价格的不断攀升，一些渗透率差、

开发难度大的非常规油气资源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页岩气作为非常规油气资源，其资源潜力巨大，

是现代油气勘探的重要领域之一。页岩气是天然气生成之后在源岩层内就近聚集的结果，表现为典型

的“原地”成藏模式，具有自生、自储、自保及储层致密等特点，为一种连续性、大规模、低丰度、非

常规的天然气聚集
［1-9］。在北美地区已经实现了页岩气商业开发，中国也在积极寻找页岩气开发的有

利区，川东地区页岩气勘探尚处于起步阶段，页岩地层厚度分布状况、优质页岩分布区域、资源量规

模等因素目前尚不清楚，因此开展五峰-龙马溪组页岩气成藏地质条件研究及有利区带预测，找到合

理的页岩气勘探开发试验区，为下一步优选有利勘探区带和钻井部署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1  研究区地质概况 

川东地区位于华蓥山与七跃山之间，处于鄂湘黔坳陷的西侧斜坡［10］。研究区东临湖北、湖南，

南接贵州，西靠四川，北连陕西，主要包括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辖区东西长 470km，南北宽 450km，

总面积大约 8×104km2。研究区主要位于华蓥山、石龙峡以东，大楼山-齐岳山以西的川东高褶带（图

1），是一个以大断裂所控制的高背斜带为主体的平行褶皱区。加里东期和海西期均处在鄂湘黔坳陷的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油气专项课题“南方海相页岩气开采试验”（编号：2012ZX05018-00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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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翼斜坡，印支期沿华蓥山形成了北东向的巨型隆起带，侏罗纪后，随着东侧的古陆不断抬升和扩

大，本区成为其前缘的一个坳陷区。现今构造为北东及北北东向隔挡式褶皱，另外还可见到南北向或

东西向的构造干扰，彼此斜接复合，融为一体。背斜狭窄，向斜宽缓，主干背斜与大断裂相伴生，自

西向东有华蓥山、铜锣峡、明月峡、云安场、方斗山、七跃山等高背斜带，其间还有南门场、卧龙河、

大池干井等相对比较低缓背斜带。华蓥山背斜出露的 老地层为寒武系，其它背斜多出露二、三叠系，

向斜中为侏罗系红色地层。由于地层挤压剧烈，向地腹深处断层增多，背斜多变尖变陡甚至倒转。［11-16］。

研究区内地层剥蚀较为严重，下古生界地层出露较为完整，五峰组—龙马溪组地层在该区保存良好，

出露广泛。主要集中分布在该地区的西北部，埋深较大，而南部地区分布范围较小，埋深浅。 

图 1  四川盆地及主要研究区构造位置图 

2  页岩气富集有利条件 

2.1  有利的沉积相带 

本文通过对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区域地质特征、10 余口钻井及多条野外剖面的地

层、岩相及沉积微相的研究，结合前人在该地区的研究成果，总结出川东地区海相页岩地层沉积模式

（图 2）。 

川东地区下古生界海相富有机质页岩段主要沉积相为陆棚相，其中外陆棚亚相的沉积水体较深、

能量低、还原程度强，是有利于页岩气气藏形成的沉积相带，具体原因有三： 

（1） 低能滞留闭塞的还原环境为页岩气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2） 海平面升降变化决定了页岩储层的发育层位，控制了储层发育规模； 

（3） 西浅东深的古地貌格局控制了页岩储层的平面展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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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川东地区五峰和龙马溪组沉积模式图 

2.2  有效页岩厚度 

有效页岩厚度为高伽马富有机质页岩储层的厚度。要形成工业性的页岩气藏，其泥页岩必须达到

一定的厚度并大面积连续分布，这样才能提供足够的气源；同时，具有一定厚度页岩也为页岩气储集

提供了空间；此外，厚度越大，排替压力越高，页岩的封盖能力也越强，有利于气体的保存［17-18］。

本次研究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经验，结合川东地区下古生界海相页岩的实际情况，认为富有机质页岩达

到 30m 以上的厚度 为利于页岩气藏的形成，然而富有机质页岩厚度可随着有机碳含量的增大和成

熟度的提高而适当降低。 

研究区内五峰-龙马溪组页岩的有效厚度在 21~59m 之间，大部分达到了有利区块标准，而重庆

地区中部的有效厚度在 39~59m 之间，为川东地区厚度 大（图 3）。 

图 3  川东地区龙马溪组高伽马富有机质页岩厚度等厚 



梅秋勇等：川东地区龙马溪组页岩气成藏地质条件及有利区带预测 

664 
 

2.3  有机质丰度及成熟度 

有机质丰度不仅影响了生烃强度，同时也影响着有机质孔隙的发育以及吸附气的含量，通常具有

高有机质丰度的页岩具有高的生烃潜力以及高含量的吸附气特征［19-20］。有机质成熟度 Ro 是评价烃源

岩热演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评价烃源岩生烃潜力的依据［21］。 
2.3.1  有机质丰度 

据川东地区龙马溪组浅井取心及野外剖面有机碳含量 TOC 值分析表明，TOC 值主要分布在

0.5~4%范围之间（表 1）；单井有机碳含量平均值较高，主要在 1.07~2.87%（图 4）。其中 TOC≤0.5%

只占样品总数的 8.27%，1.0%＜TOC≤4.0%占样品总数的 67.96%，而 TOC 值在 2.0%以上的优质烃源

岩样品频率同样较高，达到了 46.3%。因此，川东地区龙马溪组有机碳含量较高（图 5），这为形成有

利的页岩气藏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表 1  川东地区下志留统龙马溪组有机碳含量（TOC）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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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川东地区下志留统龙马溪组有机碳含量分布直方图 

 

 

 

 

 

 

井位 层位 深度段(m) 
有机碳含量(%) 

样品数 
范围 均值 

HY2 井 龙马溪组 4.78-123.07 0.06-9.64 0.82 108 

LT1 井 龙马溪组 8.85-206.35 0.18-8.67 2.26 181 

ZH1 井 龙马溪组 5.57-188.16 0.04-7.34 0.64 166 

AW1 井 龙马溪组 45.18-94.03 0.29-4.9 1.07 84 

MT1 井 龙马溪组 100.09-161.65 0.09-7.70 4.41 50 

JY1 井 龙马溪组 2331.3-2415.7 0.6-6.3 2.56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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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川东地区下志留统龙马溪组 TOC 与 RO 等值线 

2.3.2  有机质成熟度 
川东地区龙马溪组泥页岩样品热成熟度总体较高，大部分单井样品的等效镜质组反射率（Ro）

均已达 2%以上，且主要分布在 2~2.87%之间（表 2、图 5、图 6），平均为 2.35%，达到了以生干气为

主的过成熟演化阶段。区内有机质热演化程度与北美 Salt 盆地西侧 Haynesville 页岩气区具相似的特

征，Haynesville 页岩镜质体反射率为 2.2~3.2%，处于高 -过成熟阶段，平均初始产量约为

39.645×104m3/d，目前已成为北美页岩气产量 高的页岩气区，这间接反映了川东地区龙马溪组同样

具有较好的页岩气产出潜力。 
表 2 川东地区龙马溪组等效镜质组反射率（Ro）统计表 

井位 层位 深度段(m) 
等效镜质组反射率(%) 

样品数 
范围 均值 

HY2 井 龙马溪组 4.78-123.07 2.08-2.27 2.18 15 

AW1 井 龙马溪组 2.2-94.03 1.73-1.87 1.81 11 

MT1 井 龙马溪组 19.78-96.39 2.68-2.89 2.76 13 

JY1 井 龙马溪组 2339.33-2414.9 2.42-2.80 2.5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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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川东地区龙马溪组单井等效镜质组反射率（Ro）直方图 

2.4  一定的储集空间 

2.4.1  孔隙 

页岩中孔隙空间是页岩气的重要储集空间，邹才能等（2010）研究表明，平均 50%左右的页岩气

储集在页岩基质孔隙中
［5］，因此，基质孔隙发育程度直接关系到页岩气的资源评价及勘探开发价值。

本文通过岩心观察、氩离子抛光扫描电镜以及成像测井等分析发现，研究发现区内有大量的微孔隙发

育，按照其成因可分为粒间孔、晶间孔、晶内溶孔、不规则溶蚀孔、生物体腔孔以及有机孔（图 7）。

孔径一般为 2~2000nm，主要集中分布在 2~50nm。 

 

 

1 
2 

43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667 
 

 

 
图 7 川东地区五峰-龙马溪组页岩主要储集空间类型 

1-粒间孔，WQ2 井，342.3m，粘土矿物方解石颗粒间的孔隙；2-晶间孔，WK1 井，5092.3m 菱形白云石形成晶间微孔隙；3-晶内溶孔，

XQ1 井，3078.5m，白云石自形晶表面溶蚀孔隙；4-溶蚀孔，HY2 井，25.12~25.26m，被沥青充填的孔隙；5-生物体腔孔，WQ2 井，337.2m

海绵骨针化石孔，被沥青充填；6-有机孔，YC4 井，1098.3m，孔隙呈蜂窝状；7-构造缝，HY2 井，118.28~118.53 m，被硅质和方解石

充填；8-溶蚀缝，CQ1 井，312.5m。 

2.5.2  裂缝 

裂缝可为页岩气提供一定储集空间，也可为页岩气提供运移通道，更能有效提高页岩气产量
［1,3，

21-22］。在不发育裂缝的情况下，页岩的渗透能力超低。裂缝的形成主要与岩石脆性、有机质生烃、地

层孔隙压力、差异水平压力、断裂和褶皱等因素相关。其中，石英、长石、碳酸盐等脆性矿物含量高

并具较高脆度，是页岩裂缝形成的内因，其他因素则是裂缝发育的外因。通过大量岩心、薄片及扫描

电镜的观察分析，区内龙马溪组页岩裂缝较发育，根据其成因可分为构造缝、成岩缝、溶蚀缝及生烃

缝（图 7）。 

2.5  矿物组成 

X-衍射实验分析表明川东地区龙马溪组页岩黏土矿物含量为 10.34%-34.05%，平均值为 23.99%。

黏土矿物以伊蒙混层为主，平均值为 23.2%，其次为伊利石，平均值为 20.3%。脆性矿物含量较高，

其石英、长石和黄铁矿的平均含量为 70.66%，碳酸盐矿物的平均含量为 5.36%（表 3，图 8）。 
 

 

 

 

 

5  6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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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川东地区龙马溪组矿物成分 X-衍射分析简表 

井位 均值 
矿物成分 

样品数 
粘土矿物 石英 长石 方解石 白云石 黄铁矿 

HY2 井 
范围 1-73.2 2.2-78.5 1-21.2 0.5-20.8 0.3-7.2 1-63.8 

104 
平均值 34.05 56.50 7.34 0.57 0.29 1.25 

LT1 井 
范围 4.6-51.1 11.6-84.2 0.6-20.8 0.5-75.5 0.5-17.9 0.1-37.3 

42 
平均值 23.00 58.75 8.79 2.83 2.84 3.79 

ZH1 井 
范围 10.2-50.5 11-79.1 1.4-38.2 0.9-62.9 2.1-4.5 0.3-2.7 

22 
平均值 30.72 44.99 10.01 11.98 3.2 1.79 

AW1 井 
范围 11.3-52 14.9-66.3 0.3-33.1 1-25.4 0.1-5.9 0.3-14 

83 
平均值 30.02 53.19 8.52 7.29 0.19 0.79 

MT1 井 
范围 0.5-38.9 9.0-99.6 0.4-17.6 0.1-91.0 0.2-68.0 0.4-32.2 

156 
平均值 10.34 71.9 3.85 3.23 6.29 4.34 

JY1 井 
范围 0.5-39 20-72 3-16 1-35 1-35 0.5-4.3 

87 
平均值 14.18 38.46 10.54 10.93 10.93 2.39 

图 8  川东地区龙马溪组单井取心段矿物含量分布直方图 

川东地区龙马溪组页岩段的脆性矿物含量较高适合页岩气的勘探开发，且脆性矿物的比例与美国

相似。北美已成功开发的页岩主要分布在 2 个区域：Bossier 页岩主体位于石英、长石和黄铁矿含量

低于 50%，碳酸盐岩含量在 5~90%之间，粘土矿物通常低于 70%的区域；Ohio、Woodford/Barnett 页

岩位于碳酸盐含量低于 25%，石英、长石和黄铁矿含量在 25~80%之间的区域内，粘土含量在 15~65%

之间，其中 Barnett 硅质页岩粘土矿物通常小于 50%，石英等含量超过 40%。Arkoma 盆地 Woodford

页岩与其相近［23-26］。X-衍射分析表明川东地区龙马溪组页岩矿物组成与北美页岩相似（图 9）。与北

美页岩相比，龙马溪组的碳酸盐矿物含量偏低，但龙马溪组的硅质含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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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川东地区龙马溪组页岩与北美页岩矿物组成对比三角图 

2.6  保存条件 

2.6.1  顶底板条件 
顶底板条件是页岩气与常规气在保存条件上 大的差异。顶底板为直接与含气页岩层段接触的上

下地层，一方面对页岩气的封存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影响着页岩压裂改造的效果［27］。川东地

区龙马溪组地层底部与下伏五峰组地层呈整合接触关系，有利于页岩气的保存与富集。而龙马溪组顶

部地层由于受到西部乐山—龙女寺和南部黔中古隆起的影响，靠近古隆起的井区龙马溪组受到不同程

度的剥蚀，地层残厚变化较大，页岩气层段埋深浅。页岩由于大幅度的抬升剥蚀作用，地层压力大幅

度降低，造成页岩层裂缝的开启，自身封盖作用缺失，加之无良好的顶板条件或顶板地层直接缺失，

页岩气向地表基本散失殆尽。 

图 10 四川盆地志留系底界埋深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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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埋深的影响 

页岩埋藏深度直接控制着页岩气藏的保存及其经济效益。埋深较浅，易遭受构造作用抬升剥蚀，

不利于页岩气的保存。埋深较深，即使地质评价结果为优质页岩储层，但受工程技术的限制，现阶段

也就不能对其进行相应的开发。现阶段对于页岩储层进行大型压裂可实施的深度为 4000m，因此只有

当页岩埋藏深度小于 4000m 时，工程上才能对其实施有效的开发。研究区内龙马溪组埋深小于 4000m

分布较广，在重庆地区均有较大面积分布（图 10）。 

3  页岩气有利区预测 

本文通过地质类比法确定有利区主要参数选取标准。根据北美地区页岩气勘探开发经验总结出来

的关于页岩气评价的主要关键地质要素（图 11）［28-30］，结合川东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按页岩脆性矿

物含量、有机碳含量、有机质成熟度、埋藏深度和有效页岩厚度等 5 项参数指标，提出了研究区页岩

气有利区的选择标准。 

图 11 页岩气评价主要关键地质要素及其一般标准［29］ 

认为研究区页岩热演化程度一般大于 2%，普遍较高，因此其相应的有机碳含量指标可适当降低。

本次有利区优选标准 TOC 至少应为 2%，成熟度达 1.4%即可（热成因气），但 高不大于 3.5%，含

气量指标类比伊利诺斯盆地 Newalbany 页岩含气量 小 1.13m3/t［31］，厚度可类比福特沃斯盆地 Barnett

页岩气聚集的 小厚度 30m［32,23］。在川东地区构造背景、龙马溪组沉积相分布规律的基础上，借助

优质页岩厚度分布图、地层埋深分布图等值线分布图，并考虑川东地区龙马溪组有机碳含量分布、热

成熟度以及含气量，优选了丰都—忠县和巫溪—奉节两个有利勘探区带，并绘制了有利勘探区带分布

图，如图 12 所示。 

4  结论 

（1）川东地区龙马溪组富有机质页岩具有分布广，厚度大，埋藏适中，有机质含量高，有机质

类型好，热演化高—过成熟，生烃潜力大，页岩气成藏气源条件优越，易压性好等特点。 

（2）页岩气成藏机理具有自身独特性，页岩既是源岩又是储集层，有 优先的聚集和保存条件，

抗构造破坏能力较强。研究区虽经历多期次构造运动，但局部地区黑色页岩层系总体未受明显破坏，

为页岩气保存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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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与北美地区页岩气的勘探开发经验总结出的有利区参数标准进行类比，结合研究区龙

马溪组富有机质页岩的具体特征，优选出丰都—忠县和巫溪—奉节两个有利勘探区带。 

图 12 川东地区页岩气有利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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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ondition of Shale Gas Accumulation and Favorable Area Prediction 

for the Longmaxi Formation in eastern Sichuan 

 

Mei Qiu-yong1, Wang Xin-zhi1,2, Li Ke1, Yao Ji-cao1, Zen Zhen1, Hu Xi1 

(1.School of Geo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Chengdu 610500, China) 

 

Abstract: Shale gas exploration in the east region of Sichuan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 distribution of shale thickness, 

quality shale and the scale of its resource is not clear, so research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shale gas accumulation and 

predict the favorable areas can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shale gas exploration in eastern area of Sichuan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favorable sedimentary facies, the effective thickness , abundance and maturation of organic matter , reservoir 

space, mineral composition and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wide distribution, big shale thickness, 

moderate buried depth, high total organic matter carbon content, well organic matter type ,high organic matter maturity, 

great potential for hydrocarbon generation, superior gas resource condition of shale gas accumulation and easy to pressure 

in Longmaxi formation .Sum up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north American shale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geologic feature of lower Paleozoic shale in the east of Sichuan, obtaining five parameters of 

selecting and evaluating the well area of shale gas. The five parameters respectively is the effective thickness of shale, 

abundance of organic matter, organic matter maturity, mineral composition and the burial depth of the shale. On the basis of 

tectonic backgroun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ongmaxi sedimentary facies, with the help of quality shale thickness 

distribution diagram and the counter map of the shale burial depth, and consider the organic carbon content distribution of 

longmaxi shale, maturity and gas content, optimizing fengdu - zhongxian and WuXi - fengjie two favorable exploration 

zone. 

Key words: Eastern Sichuan; Longmaxi Formation; Shale gas; Accumulation condition; Favorabl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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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36 
鄂北杭锦旗地区上古生界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 

 

倪春华 1，2, 刘光祥 1, 朱建辉 1, 缪九军 1, 武英利 1  

（1.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江苏 无锡 214126； 

2.长江大学地球环境与水资源学院，湖北 武汉 430100） 

 

摘要：勘探实践表明，鄂尔多斯盆地为我国中西部油气资源十分丰富的盆地之一，且具有“南油北气、上油下气”

的资源分布格局特征。杭锦旗地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北部，横跨伊陕斜坡、伊盟隆起、天环坳陷三个二级构造单元，

且主体位于伊盟隆起，区内包括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下辖的两个探矿权区块（杭锦旗和杭锦旗西），面积为 9805 

km
2
。研究认为，杭锦旗地区主要发育泊尔江海子、乌兰吉林庙、三眼井组成的近东西向的断裂带，划分为什股壕、

浩绕召、公卡汗、新召西、新召东、乌兰吉林庙、十里加汗、阿镇等 8个区带。 

就目前的勘探情况而言，位于泊尔江海子断裂以北的什股壕区带目前勘探程度 高，主要勘探目的层为盒2段、

盒 3 段，气藏类型以构造、构造-岩性为主（东胜气田），截至 2015 年底，累计提交探明储量为 162.87×10
8
m
3
，证

实了什股壕区带具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以盒2段探明储量为例，2010年提交54.33×10
8
m
3
，2015年提交376×10

8
m
3
，

增加了近 6倍。近期，在靠近矿权线北部边界钻探的 J105 井于盒 3段试获工业气流（8292 m
3
/d），含气范围进一步

向北拓宽。 近又在断裂以南的十里加汗区带取得重大进展，其中 J58 井区某水平井于盒 3段试获 37×10
4
m
3
/d，扩

大鄂北杭锦旗地区上古生界天然气的勘探成果，进一步落实了其作为大牛地气田增产上储接替区的资源规模。 

在取得了一些勘探进展的同时，勘探家们也产生了一些疑问，提出了一些科学问题亟需解决。如泊尔江海子断

裂两侧上古生界烃源岩发育特征及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的差异性，包括组分、碳同位素、氢同位素、稀有气体同位

素及成熟度等特征；什股壕区带上古生界天然气来源，是全部由泊尔江海子断裂南侧运移而来，还是由南北两侧混

合而成？ 

因此，本次研究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纪文明等，2013；黄华，2012；王明健等，2011；薛会等，2010；），

结合近期取得的勘探新资料，首先通过对杭锦旗地区上古生界煤系烃源岩的再评价，明确泊尔江海子断裂两侧烃源

岩发育特征差异；进而，利用新的天然气测试资料，对比分析断裂两侧不同气藏、不同层系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

判断其成因类型，同时结合近期勘探发现的 JPH-2 井原油地化特征及油源对比分析，综合判断杭锦旗地区上古生界

天然气的成因类型及来源。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以泊尔江海子断裂两侧的什股壕、十里加汗两个区带上古生界天然气为重点对象，结

合烃源岩和原油的研究，对杭锦旗地区上古生界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类型进行了系统分析，取得了以下三点

主要成果认识： 

（1）通过对泊尔江海子断裂两侧上古生界烃源岩的沉积环境、品质特征、展布特征对比研究，认为断裂以南

发育于弱还原、半咸水环境的泥岩泥岩有机质丰度高、煤层厚度大、演化程度高、生烃强度大，是该地区的主要烃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编号：2011ZX05002-006-002）资助． 
作者简介：倪春华（1981-），男，江苏东台人，工程师，在读博士，主要从事油气地质与地球化学研究．电话：0510-68787269，

13665155969．E-mail:nichunhua.syky@sinop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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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岩；而断裂以北发育于弱氧化条件的山西组泥岩有机质丰度、煤层厚度较小、演化程度较低、生烃强度小，则是

一套次要烃源岩。 

（2）杭锦旗地区已发现的上古生界天然气以烃类气体占据绝对优势（平均含量为 98.32%），含少量非烃类气体

（主要为 N2），具有“干燥系数小、烷烃气碳同位素重” 且断裂南侧干燥系数大于断裂北侧的特点，属于煤成气类

型，生烃母质为海陆过渡相半咸水环境形成的腐殖型干酪根。根据不同学者建立的天然气甲烷碳同位素与 Ro 换算

公式的计算结果表明，处于高成熟湿气阶段，与原地烃源岩成熟度特征不匹配，而接近于断裂以南烃源岩热演化特

征。 

（3）什股壕区带 JPH-2 井盒 2段原油属于煤成油，现今处于成熟阶段（Rc=0.94%），通过生物标志物、碳同位

素等开展的油源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其可能来自于泊尔江海子断裂以北的山西组煤岩，也表明了泊尔江海子断裂北

侧的山西组烃源岩具有一定的生烃能力，故断裂北侧什股壕区带上古生界天然气为混源气，气源来自断裂以南太原

组、山西组（异地）和断裂以北山西组（原地），并以断裂以南烃源岩的贡献为主。 

关键词：杭锦旗地区；上古生界；天然气；原油；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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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37 

致密砂岩气藏水平井长度优化方法——以长岭气田登娄库组气藏为实例 
 

甯  波1，贾爱林 1，何东博 1，魏铁军 1，刘群明 1，宋文礼 2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吉林油田天然气开发事业部，吉林 松原 138000 ） 

  

摘要：影响致密砂岩气藏水平气井水平段长度设计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地质因素(砂体规

模和展布规律等)，二是流动因素，主要是生产动态特征（沿井筒的摩擦阻力），三是开发效果（产量和累积采气量），

四是经济因素(考虑效益最大化)。文章以吉林油田长岭气田登娄库组气藏水平井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这四方面因

素，对水平段长度进行了设计。研究结果表明，登娄库组气藏储层砂体大面积叠置连片，呈多层状分布，水平段长

度越长越能控制更大的地质储量。同时，随着水平段长度的增加，泄流面积会大幅提高，气井产能和累积产量均增

加。基于实际地质模型数值模拟预测认为，水平段长度至少在800米以上。而井筒流动摩阻仅在产量很高的中、高

渗透率储层会对产量产生明显影响，对于致密砂岩气藏，产能较低，摩阻的影响很小。研究发现，经济条件成为限

制水平井段长度的关键因素，在目前气价的条件下确定研究区水平段长度在1100-1600m为最优。为该类气藏开展水

平井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致密气；水平段长度；砂体；摩擦阻力；内部收益率 

 

0  引言 

    致密砂岩气藏是我国天然气资源的重要类型，水平井可以沟通多个有效砂体，成为提高该类气藏

单井产量的主要技术手段。在水平井开发油气藏的过程中，随着水平段长度的增加，泄流面积增大，

如果井筒中没有压力损失，那么其长度应该尽可能长。实际上，井筒内压差导致水平段末端生产压差

很小或者为零，在水平段末端出现不产油的井段，因而随着水平段长度的增加，油井产能不再增加或

增加很少，所以水平段不是越长越好，而是有一个最优值范围。但是天然气不同于石油的流动特点，

井筒内的摩擦阻力对天然气在水平井中的流动是否仍然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如果不是，对于致密气藏

水平段的设计，还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在 Dikken 提出井筒内的摩阻压差不能忽略之后，国内外许多

学者对水平井产能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并从流动阻力和经济效益两个角度对水平段长度进行了优化

[1-13]。但目前研究考虑的影响因素不够全面，无法得到最优的设计结果。笔者针对长岭气田登娄库组

气藏，从储层砂体规模和分布形态出发，考虑摩阻损失、水平段长度与产能关系，并结合不同水平段

长度的经济效益，对该气藏的水平段长度进行优化，最终确定研究区最优化的水平井段长度。 

1  地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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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段长度的设计必须与储层的砂体规模和砂体分布规律相适应。对于不同的地质特点，进行

针对性的设计。登娄库组致密砂岩为一套河流三角洲相砂泥互层沉积，埋藏深度 3400-3900m。受沉

积演化控制，对应于三套砂泥组合，垂向上砂地比呈旋回特征（见图 1）。根据隔夹层和沉积旋回特

征划分为 8 个砂层组。受古地貌控制，D1-D4 地层分布较为稳定，构造高部位缺失 D5 以下地层，D6-D8

由构造翼部向上超覆沉积。D3、D4 砂组砂地比较高，为 50%左右，反映砂体具有一定连片分布的特

征，为气藏开发主力砂组[14-16]。 

 
图 1  长岭气田登娄库组地层结构 

1.1  砂体规模 

图 2 为该区水平井 A 水平段砂泥岩钻遇情况，从图中可见，砂岩钻遇率较高，砂岩段长度范围

在 40-200m 左右，以 60-80m 为主，各砂岩段间泥岩长度范围主要在 10-30m 左右，以 10-20m 为主。 

 

图 2  A 井砂体钻遇情况测井曲线 

    对该区块目前完钻的 28 口水平井进行了分析统计（见图 3），砂体钻遇率均在 80%-95%之间，发

现砂体长度与钻遇率没有很好的相关性，不同长度的水平段钻遇率均在 80%以上，体现了该区块砂体

层状分布且分布稳定，连续性好的特点。但是该区块单砂体规模小，同时大量的阻流带存在，因此水

平段长度越长越能有效地沟通更多的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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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水平段长度和砂体钻遇率相关关系 

1.2  砂体分布规律 

    D3 砂组有效储层叠置连片分布，整体呈南北向展布，D3 砂组各小层有效厚度主要在 4-8m，局

部厚度可达 10m（见图 4 所示）。不同的水平段长度都能取得较高的钻遇率。从砂体分布情况来看，

砂体大面积叠置连片，呈多层状分布，保证了水平井的钻遇率。水平段长度越长越能沟通更多的单砂

体，从而控制更大的地质储量。 
  

 
a.D3-3 有效砂体等厚         b.D3-4 有效砂体等厚 

图 4  D3 有效砂体等厚 

2  流动因素 

Dikken 主要考虑管壁摩擦阻力研究了水平井筒内压降对生产的影响，并提出了水平段最优长度

是当摩擦损失减少 20%产能时的长度优化原则。笔者应用这一原则采用 joshi 方法和 R&D 产能方程

计算不同水平段长度时的产能，分考虑摩阻和不考虑摩阻两种情况，计算结果如图 5 所示，不同渗透

率时产量随水平段长度增加而增加[17,18]。当 K≤2mD 时，井筒流动摩阻对 2000 米以内的水平段产能

的影响很小，可以不考虑摩阻的影响。但是当渗透率为 10mD 时，摩擦阻力对产能的影响很大，joshi

方法显示水平段长度为 1700m 时，达到最优。可见，仅在产量很高的中、高渗透率储层井筒流动摩

阻会对产量产生明显影响。对于致密砂岩气藏，渗透率低、产能低，摩阻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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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阻对生产的影响，这一点与油井生产很不相同，也给我们的水平气井水平段长度优化带来难度。 

 
a. 有效渗透率 K=0.1mD 时，水平段长度与摩阻、产气量之间的变化关系 

 
b. 有效渗透率 K=2mD 时，水平段长度与摩阻、产气量之间的变化关系 

 

c. 有效渗透率 K=10mD 时，水平段长度与摩阻、产气量之间的变化关系 

图 5  不同的有效渗透率，水平段长度与摩阻、产气量之间的变化关系 

3  开发效果预测 

    使用实际储层参数，通过建立机理模型对不同长度的水平井进行生产预测。设计水平段长度从 200

到 2000 米之间，间隔 200 米逐渐增大，共计 10 个水平井长度设计模型。预测时，保证单井三年的稳

产期，进行合理配产，如图 6 所示。产量和累积产量随水平段长度增加而增加，随着水平段长度的增

加，有利于提高气井的泄流面积，提高气井产能，从而提高累积采气量，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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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水平段长度的合理产量和累积产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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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水平段长度的产量和累积产量变化 

机理模型的研究表明，对于均值无限大地层水平段长度越长越好。为此，开展了基于实际地质模

型的数值模拟研究，区块网格 103×111×42，模拟面积 55 平方公里。水平段长度 200-2000m 之间增长

时，受泥岩段和储层非均质性的影响，累积采气量增加并不是均匀的，800m 到 1600m 都维持在较高

的增长水平（图 8 所示），故推荐水平段长度在 800-1600 m 之间。 

4  经济因素 

致密气藏的开发，经济效益成为是否能够成功开发的关键因素，也是水平井开发时水平段长度设

计的关键性限制因素。水平段长度的增加，产量和累积采气量增加了，但是伴随而来的是钻井成本的

增加和压裂段数的增加，从而引起单井建井成本的增加。如图 9 所示，单井投资与累积采气量近似平

行增加，主要受钻机换型影响，水平段长度 1300m、1700m 时钻井成本陡增，单井综合投资出现明

显拐点。单位成本采气量随水平段长度增加而增加，在 1200m 时达到最高点，之后开始下降，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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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以后陡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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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水平井累积采气量随水平段长度增加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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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同水平段长度单井投资与累产对比交会     b. 不同水平段长度单位成本产气量变化 

图 9  单井投资、累积采气量与水平段长度变化关系 

为了考虑气价的影响，分别求算了税前气价在 1.77 元/方和 1.66 元/方时的净现值率和财务内部收

益率。从图 10 可见，气价对内部收益率和净现值率的影响非常明显。在目前的气价下，单井内部收

益率在水平段长度 900-1600m 时，均大于行业要求的 12%，在 1100-1600m 均大于 13%，1200m 时单

井内部收益率和净现值率均达到最高点，考虑地层的复杂性，综合前面的所有因素推荐水平井长度区

间为 1100-16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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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气价 1.77 元/方                                  b.气价 1.66 元/方 

图 10  不同水平段长度变气价时的经济效益对比 

5  结论 

（1） 水平段长度的设计必须与储层的砂体规模和砂体分布规律相适应。对于不同的地质特点，

进行针对性的设计。登娄库组气藏储层砂体大面积叠置连片，呈多层状分布，保证了水平井的钻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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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段长度越长越能沟通更多的单砂体，从而控制更大的地质储量。 

（2） 井筒流动摩阻仅在产量很高的中、高渗透率储层会对气井产量产生明显影响。对于致密砂

岩气藏，产能较低，摩阻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摩阻对生产的影响。随着水平段长度的增加，有

利于提高气井的泄流面积，增加气井的产能，从而提高累积采气量。 

（3） 数值模拟研究表明，对于无限大均值气藏，产量和累积产量随水平段长度增加而增加，水

平段长度越长越好。但是，对于实际地质模型的模拟发现，受泥岩段和储层非均质性的影响，累积采

气量增加并不是均匀的，水平段长度在 800-1600m 之间增加幅度最为明显。 

（4） 经济条件是影响水平段长度的关键性限制因素。在目前的气价下，单井内部收益率在水平

段长度 900-1600m 时，均大于行业要求的 12%，在 1100-1600m 均大于 13%，1200m 时单井内部收益

率和净现值率均达到最高点，综合技术经济指标研究，水平井长度最优区间为 1100-16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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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thod of optimizing the length of the horizontal well in tight 

gas Reservoir: Taking the tight gas reservoir in Denglouku Formation of 

Changling Gasfield as an example 
 

Ning Bo, Lü Zhi-kai, Wei Tie-jun, Wei Yun-sheng, Li Zhong-ch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etroChina,,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factors affecting design the length of horizontal well in Tight gas reservoirs, which are the 

geological factors (sand size and distribution), the flow factors (along wellbore friction), the development effect (gas 

production and cumulative production ), economic factors (maximize benefit). The length of horizontal well in Tight gas 

reservoirs in Denglouku Formation of Changling gas field was designed considering these four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nd body in Denglouku Formation stacked contiguous large area,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multi-layered. The 

longer ht length of horizontal well is, the more geological reserves can be controlled. Meanwhile,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length of the horizontal section,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he cumulative gas production were increased by the discharge 

area increasing substantially. The length of horizontal well was forecast at least 800 meters based o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actual geological model. The wellbore flow friction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roduction only in 

high-permeability reservoirs. But the impact of friction is small when the production is low in the tight gas reservoirs. The 

economic condition is the key factor limiting the length of the horizontal section, and the length of the horizontal section in 

the study area is 1100-1600m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current gas price. The study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to carry 

out horizontal well development in such gas reservoir. 

Key words: Tight gas; The length of horizontal section; Sand body, Friction; The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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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前方位角反演技术应用于致密气藏甜点预测1 
 

邱  睿，朱  华，苗晓桂，秦宏国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页岩气分院地球物理所，重庆 400000) 

 

摘要：非常规油气藏的复杂性使其相对于常规油气藏在勘探开发中面临更艰巨地挑战，一方面需要综合运用多门学

科知识，一方面需要开拓创新性的方法与技术。在诸多学科里地球物理探测技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该领域针对

非常规油气藏发展了一系列新技术。本文作者与其工作团队在应用目前已经比较成熟的叠前弹性反演技术的基础上，

引入叠前方位角反演技术，联合进行非常规气藏的甜点预测。通过叠前弹性反演获得与岩性、脆性相关的泊松比与

杨氏模量；通过叠前方位角反演获得裂缝方位角、裂缝发育强度、法向与切向岩石弱度等各向异性属性，进而对获

取的多个属性进行综合分析达到对非常规气藏甜点识别的目的。依托四川某区块致密气藏实例，阐述综合应用叠前

弹性反演与叠前方位角反演技术对致密气藏进行甜点预测的研究思路。该目标区位于低幅背斜构造，为低孔低渗型

致密砂岩气藏。分析工作包括三维宽方位地震资料处理、岩石物理分析、叠前弹性反演与叠前方位角反演。分析结

果经过实际钻井资料验证，证实预测效果较为理想。该方法的成功应用探索出一套非常规油气藏甜点预测的方法，

为该区块后续的勘探开发起到积极有效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甜点；低孔低渗储层；叠前方位角反演；速度各向异性；振幅各向异性；宽方位地震资料处理；分方位角

动校正；分方位角偏移；快波；慢波；裂缝发育方向；裂缝发育强度 

 

1  方法理论 

叠前方位角反演技术利用叠前方位角地震数据提取目的层的振幅与速度各向异性信息，这些表征

各向异性的信息主要包括裂缝方位角、各向异性梯度、法向与切向弱度等各种属性,能够间接反映裂

缝发育的方位和强度。振幅各向异性主要通过对叠前方位角数据提取各向异性 AVO 属性获得；速度

各向异性主要通过对叠前方位角数据进行各向异性速度分析，从中提取快慢波速度差异信息获得。振

幅与速度反映的裂缝信息精度不同，振幅属性主要反映地层界面裂缝发育情况，而速度各向异性受地

震速度纵向解释精度的影响，主要反映大套地层裂缝信息，两种方法互为补充，联合对目标区裂缝发

育情况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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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分公司、荷兰辉固地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法国地球物理公司，从事地震资料处理解释与反演工作．2014 年至目

前在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页岩气分院地球物理所，主要从事对非常规油气藏的研究工作．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大坪龙湖时

代天街 6 栋 2202 室．电话：18581471849．E-mail：162895049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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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ey and Hron (1977,1979) [1]、Schoenberg and Protázio (1992) [2-5]、Rüger (1998) [6-9]、Vavryčuk and 

Pšenčik (1998) [10-12]、Pšenčik and Martins (2001) [13]等国外地学家在业界较早地对各向异性介质条件下

地震波的 AVO 特性展开研究，尝试在各向同性 Zeoppritz 方

程的基础上拓展 HTI 介质、VTI 介质以及 TTI 介质等复杂介

质条件下的 Zeoppritz 方程各向异性表达式。Rüger (1998)推

导的基于 HTI 介质 Zeoppritz 方程各向异性线性表达式如下

式②所示，其中 Φiso 为方位角项，Bani表示各向异性梯度。Bani

与裂缝发育强度相关， 

如图 1 所示，为 Hudson et al.（1981）[14]在假设裂缝为硬币形

状的介质条件下推导得到的裂缝密度与各向异性梯度关系

图，从图中可看出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实际上，Rüger (1998)

近似相当于 Wiggens et al. (1983) [15]推导的各向同性两项式 AVO 方程近似式（如式①所示）基础上的

各向异性拓展，该算法的局限性为对各向异性方位角的判别存在 90 度的不确定性；与 Rüger 对各向

异性的求解方法不同，Ikelle (1996) and Sayers and Dean (2001) [16-18]尝试将 Zeoppritz 方程各向异性表

达式用傅氏变换序列的形式表示，法国地球物理公司 J. Dowton (2012) [19-23]在此基础上展开 HTI 介质

条件下 Zeoppritz 方程的各向异性傅氏变换序列研究并写出推导公式，如③所示，该关系式中的二阶

傅氏系数 r2 与四阶傅氏系数 r4 均与裂缝属性相关。在实际应用中傅氏变换系数可以通过对叠前方位

角地震数据进行傅氏变换获得，计算效果与 Rüger (1998)推导线性方程近似，并且极大改善了 Rüger

近似在计算各向异性方位角上存在的不确定性。对叠前方位角地震数据进行高阶傅氏变换能够求解更

稳定的裂缝方位角以及多个和裂缝发育相关的参数，如各向异性梯度、法向与切向柔度等。本次项目

研究主要应用 J.Dowton (2012)推导的 HTI 介质条件下的 Zeoppritz 方程傅氏变换式，通过求取高阶傅

氏变换系数来间接识别目的层的裂缝发育方位与强度。 

 

①  

②  

③  

 

式中：θ: 纵波入射角；Φ: 方位角（与裂缝走向平行）； Φsym : 方位角（与裂缝走向垂直）；

R(θ): 各向同性反射系数； R(θ,Φ): 各向异性反射系数； Aiso: 各向同性截距； Biso: 各向同性梯

度； Bani: 各向异性梯度； r0: 低阶傅氏系数； r2: 二阶傅氏系数； r4: 四阶傅氏系数 

 

2  岩石物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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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根据 Hudson et al.(1981)推导公式

所做各向异性梯度 Bani与裂缝密度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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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测井资料对目的层的低孔低渗致密砂岩夹泥岩储层进行地层评价与岩石物理分析，通过对关

键井测井曲线进行交会分析观察目的层的岩性、物性、含气性与弹性属性的相关关系，如图 2 所示为

两组测井资料交会图，纵横坐标分别为纵波阻抗与纵横波速度比（左图）与泊松比与杨氏模量（右图）

两组弹性属性，色标均用泥质含量表示，对应颜色由橙黄色渐变为墨绿色，表示岩性由致密砂岩向泥

岩过渡。泊松比与杨氏模量两个属性可以从纵波阻抗与纵横波速度比计算得到，引入这两个属性的目

的为在非常规油气藏研究中泊松比与杨氏模量不仅与岩性、含气性相关，还能比较明晰地反应诸如岩

石脆性之类的岩石力学特征。该组图片能够反映不同的弹性属性组合对岩性变化的响应敏感性，从图

中可以看出，两组弹性参数对目的层的砂泥岩性的变化敏感度非常近似，在图中形成明显的两个色团，

致密砂岩对应着高的纵波阻抗值与杨氏模量值以及低的纵横波速度比值与泊松比值；反之，随着泥岩

含量的增加，纵波阻抗值与杨氏模量值降低，纵横波速度比值与泊松比值增加。 
 

 

 

 

 

 

 

 

 

 

 

图 2  左图 纵波阻抗与纵横波速度比交会 

右图 杨氏模量与泊松比交会 

 

为了考察实际的甜点样本点对应的弹性属性特征，对两组测井曲线交会图做一个简单的变换，将

色棒由泥质含量替换为实际的甜点样本点，如图 3 所示，色棒只有两个颜色，红色为甜点样本点，灰

黑色为非甜点样本点。从图 3 中可大致看出井上的甜点区域主要集中分布于致密砂岩区域，而在泥岩

区只有零星分布。这反映出甜点区域对应的弹性属性特征为高的纵波阻抗与杨氏模量以及低的纵横波

速度比与泊松比。这一分析结论将应用于后续的目的层甜点预测与解释工作。 

 
 

 

 

 

 

 

 

 

 

 

图 3  左图 纵波阻抗与纵横波速度比交会        

右图  杨氏模量与泊松比交会 

Vp/Vs Poisson’s ratio 

Poisson’s ratio Vp/Vs 

Young’s mod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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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叠前弹性反演 

对常规油气藏应用叠前弹性反演技术，目的在于将叠前地震数据和测井数据有效地结合起来以获

取与岩性和流体相关的地层弹性参数，间接评价地层的物性与含油气性。而对非常规油气藏而言，应

用叠前反演技术除了需要获取地层岩性、含油气性属性还需要得到工程力学参数如泊松比、杨氏模量、

脆性指数等属性。也就是说对非常规油气藏展开研究需要获取更多的属性。 

从上述的岩石物理分析中可知甜点区域对应相对低的泊松比与相对高的杨氏模量，可以利用叠前

反演求取的纵波阻抗与纵横波速度比，然后转化为泊松比体与杨氏模量体进行甜点预测。为了使得预

测的效果稳定合理，对于工区内各井的测井曲线需要进行环境校正与质量控制等准备工作，然后选择

关键井进行低频模型的创建，余下的井作为“盲井”，对反演结果进行检验，如图 4 所示，为目标区泊

松比与杨氏模量联井剖面，均由叠前反演的纵波阻抗与纵横波速度比转化而来，将未参与反演的井的

相应测井曲线投影到剖面上进行对比，如果井旁反演属性与测井曲线相应属性互相吻合得很好，就表

示反演结果稳定可靠。图 4 上图为泊松比联井剖面，色标从灰蓝到红黄表示泊松比逐渐减小，反映到

岩性上表示从泥页岩向致密砂泥岩过渡；下图为杨氏模量联井剖面，色标从灰黑到红黄表示杨氏模量

逐渐增大，反映岩石的脆性逐渐增大。图中投影的两口井轨迹上用黑色标志了井上的甜点区，从图中

可看出，两口井上的甜点区均与低的泊松比以及高的杨氏模量对应。这种对应性与之前进行的岩石物

理分析结论一致，因此可以应用叠前弹性反演获得的泊松比体与杨氏模量体进行目的层的甜点预测。 
 

 

 
 

 

 

 

 

 

 

 

 

 

图 4  上图 泊松比联井剖面 

下图 杨氏模量联井剖面 

4  地震资料处理与叠前方位角反演 

基于 Zeoppritz 方程推导的系列各向异性表达式在实际应用中得以有效实现的主要困难之一来自

于对地震采集数据的要求很高，理论要求是宽方位角采集，来自各个方位角的偏移距分布大致均

匀，或者地震数据经过插值处理后各个方位角的信号大致均匀，然后将不同方位角的地震道集数据

等分成若干扇区，即分方位角的叠前道集数据（共方位角共偏移距道集，英文缩写为 COCA），各

个扇区地震数据的覆盖次数要保证大致均匀并具有较高的信噪比，以确保分析的可靠性。本次项目

Poisson’s ratio Young’s modulus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689 
 

研究设计了的专门的地震资料处理流程，在常规地震资料处理的基础上增加偏移距网格规则化、方

位角道集动校正分析、方位角偏移等部分，地震道集数据进行了插值与规则化处理后被分为 8 个扇

区，然后对 8 个扇区方位角道集数据进行叠前时间偏移。将偏移后各个扇区道集转化为角度道集后

即可应用 J. Dowton (2012)推导的傅立叶系数法进行叠前各向异性分析。 

图 5 中左上图展示了对共方位角共偏移距地震道集（COCA 道集）进行方位角动校正，左上图

为动校正前的 COCA 道集，黄色虚线之间为相同偏移距的来自各个方位角的地震道，从左向右为方

位角增加方向，图中红色曲线框中圈出某一套地震同相轴，该同相轴呈正弦形态，左边向上凸起，

表示地震波传播的时间快，右边向下凹，表示地震波传播的时间慢，可以参考右上图，简单来讲就

是当地下介质为各向同性介质时，地震波在各个方向的传播速度应该是一致的，波前为图中所示虚

线圆；而当地下介质存在各向异性时，假设该各向异性主要由裂缝引起，那么理论上沿着裂缝发育

方向，地震波传播得 快（即快波），而垂直于裂缝方向，地震波传播得 慢（即快波），据此就

能很好地理解 COCA 道集上相同偏移距不同方位角存在快慢波校正量的现象，对 COCA 道集进行方

位角动校正，可以反求快慢波速度，进而可以进行速度各向异性分析。 后对分方位角偏移后的地

震道集应用 J. Dowton (2012)推导的傅立叶系数法进行叠前各向异性分析，图 5 中右下图展示各向异

性梯度与各向异性方位角三维矢量图，间接反映裂缝发育方向与强度，图中矢量方块的颜色反映裂

缝发育强度，颜色由蓝绿变为黄红表示逐渐增大的裂缝强度，从图中可看出断层附近的裂缝强度逐

渐增，远离断层的区域裂缝强度减弱，并且裂缝发育方向大致垂直于断层走向。图 5 中左下图为成

像测井解释 FMI 的裂缝方向与叠前方位角反演预测的裂缝发育方向的对比，从图中看出该区主要发

育东北-西南走向的裂缝条带。 
 

 

 

 

 

 

 

 

 

 

 

 

 

 

 

 

 

 

图 5  左上图 共偏移距共方位角道集(COCA)各向异性动校正前(左)后(右) 

右上图 快慢波传播示意图 

左下图 测井(FMI) (左)与叠前方位角反演 (右) 解释的裂缝发育方位角对比 

右下图 叠前方位角反演预测裂缝发育预测裂缝分布 



邱睿等：叠前方位角反演技术应用于致密气藏甜点预测 

690 
 

5  成果分析 

通过叠前弹性反演与叠前方位角反演获得了泊松比、杨氏模量、裂缝发育强度等重要的评价非常

规气藏的属性，对这些属性进行综合分析即可获得目标区的甜点区分布。此外，在整个研究环节里更

为重要的是甜点预测的成果需要经过后续的验证工作来证明预测的可靠性。验证工作主要包括将预测

结果与井中目的层段的甜点区进行对比、与成像测井解释裂缝发育段进行对比、与微地震监测的裂缝

发育段进行对比等。本次研究由于缺少微地震监测资料，主要进行了与井中目的层段甜点区的对比，

观察井周各个关键属性的特征是否与之前得出的结论一致。图 6 展示了工区 A2 井目的层甜点区井周

泄油半径大约为 1000 米圆周范围的泊松比、杨氏模量以及裂缝发育强度平面分布图，从图中可看出

对应井上的甜点区域各属性表现的特征为低泊松比（橙黄色区域）、高杨氏模量（橙黄色区域）以及

高裂缝发育强度（粉红色区域）。该特征与研究的结论来看是比较吻合的，也就证明了预测成果的可

靠性。根据低泊松比、高杨氏模量、高裂缝发育强度这三个属性特征划分的工区目的层甜点区范围将

能够比较好的指导后续的勘探开发与井位论证等工作的进行。 
 

 

 

 

  

 

 

 

图 6  井周泄油半径 1000 米圆周泊松比（左）、杨氏模量（中）、裂缝发育强度（右）属性图 

 

6  方法局限性 

本次研究针对非常规油气藏进行甜点预测，引入了叠前方位角反演技术，该方法基于法国地球物

理公司 J. Dowton 先生独立研发的基于各向异性 HTI 介质的傅氏变换 Zeoppritz 方程近似式，在实际

应用中对地震波的反射角和方位角都有要求：一方面地震波反射角要满足一般 AVO 反演的要求，至

少大于等于 25 角，才能求解出比较稳定的弹性属性；另一方面，来自各个方位角的偏移距信息要求

分布比较均匀，才能进行稳定可靠的各向异性分析。地震波的反射角和方位角跟采集工区的地质条件、

目的层地质构造等因素关系很大，假设目的层构造为大倾角单斜地层或者高陡的背（向）斜，都会造

成采集的地震数据的入射角（方位角）的差异与变化较大，难以获得准确的叠前方位角反演分析成果。

除此之外，目的层的地层厚度与岩性变化快，也会极大影响叠前方位角反演分析的准确性，反之，叠

前方位角反演在目的层构造比较平缓、岩性沉积比较稳定的地质条件下比较能够获得稳定可靠地分析

效果。本次研究工区目的层构造相对比较平缓，都是由于属于河流相沉积，岩性在致密砂、泥质砂与

泥岩之间的变化比较活跃，是造成叠前方位角反演成果不确定的重要因素。 

7  结论 

Poisson’s ratio  Youngs’ modulus Fracture density 

A2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691 
 

本项目通过综合岩石物理分析、地震宽方位角处理、叠前弹性反演、叠前方位角反演等技术，提

取出目的层的泊松比、杨氏模量、裂缝密度与裂缝方位角等丰富的地震属性，进而开展对目的层致密

气藏的甜点区分析，分析获得的甜点区域经过实际钻井资料检验被证明具有较好的预测性。以上多种

地球物理技术的综合应用，特别是叠前方位角反演技术的应用对非常规油气藏甜点预测来讲是将方法

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付诸实现的领先举措，为后续非常规气藏的勘探开发探索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技术

研究路线，具有在类似项目中推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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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pioneer case study of unconventional tight sand gas reservoir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Sichuan bas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By using geophysical technologies, such as amplitude and velocity variation along azimuth, simultaneous elastic 

inversion, the fracture distribution associated with fracture density, fracture azimuth, Poisson’s ratio, Young’s modules and 

other reservoir properties in the area for target formation have been analyzed. The results have correlated very well with well 

logs and known drill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sweet spots in the area characterized with high fracture 

density, low Poisson’s ratio and high Young’s modules have been predicted as well, which have provided useful information 

for future drilling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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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统计学反演技术应用于渝东南龙马溪组优质页岩预测1 
 

邱  睿，程礼军，谢庆明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页岩气分院地球物理所，重庆 400000) 

 

摘要：渝东南地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外缘，在大地构造上属于扬子准地台上扬子台内坳陷构造单元，是页岩气勘

探的核心地带，广泛发育富有机质下志留统龙马溪组海相页岩[1-5]。前期大量研究表明渝东南龙马溪组富有机质页

岩在垂向和平面上的分布均具有极强的非均质性，加上该区尚处于勘探初期，地震和测井资料均比较有限，这就使

得对该层段的优质页岩进行预测带来了极大地不确定性。目前在渝东南的若干研究探区内已经开展了系列面向页岩

气的地质、地震和测井等相关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资 料基础，本文就以渝东南黔页 1 井区为例，探讨在测井

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对龙马溪组的富有机质页岩进行有效合理地预测展开讨论。 

关键词：页岩气储层测井地层评价；地质统计学反演；地质统计学协模拟；积分概率曲线 

 

1  研究区概况 

工区位于重庆市渝东南黔江地区，目的层龙马溪组页岩层在区域构造上相对平缓，埋深平均为

1～2 千米，总厚度约为 50 米，属于超低孔低渗储集层，页岩粘土质量百分含量约为 28-36%，有机碳

TOC 含量较高约为 2.65%，平均孔隙度约为 2%，总含气量平均约 1.7m3/t，通过岩心观察有微裂缝发

育[6-7]。该层段富有机质页岩（以下均称为优质页岩）储层的特征为有机质丰度高、总孔隙度相对高、

含气性高等，但是总体厚度薄且非均质性很强。项目研究目的是探讨一种能够有效地对优质页岩分布

进行预测的地球物理方法，进而对工区的资源量进行准确的评估。 

2  测井地层评价与岩石物理分析 

页岩气的测井解释与常规测井解释不同，这主要是由页岩气藏的特殊性决定的：属于超低孔低渗

储层，有着更为复杂的矿物组分，包含化学成分复杂的有机质干酪根，天然气大部分以吸附状态赋存

于页岩孔隙与裂缝中[8]。为了探索一套能够有效评价页岩气的测井评价方法，本项目组与石油大学相

关课题组展开合作，共同对页岩气的测井解释方法展开研究。渝东南龙马溪组页岩层的测井解释主要

集中于储集性能、矿物组分、生烃潜力、含气性等关键属性的评价。 

                                                              
作者简介：邱睿，女，2004 年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地球科学学院，获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硕士研究生学位．曾先后供职于中海油湛

江分公司、荷兰辉固地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法国地球物理公司，从事地震资料处理解释与反演工作．2014 年至目

前在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页岩气分院地球物理所，主要从事对非常规油气藏的研究工作．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大坪龙湖时

代天街 6 栋 2202 室．电话：18581471849．E-mail：162895049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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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左图 常规多矿物模型与页岩气多矿物模型示意图对比 

右图 多矿物模型法预测的体积模型 

研究工作对页岩气储层的储集性能、矿物组分评价主要尝试了元素俘获测井法和多矿物模型法。

相对于元素俘获测井法测量成本较高，多矿物模型法以常规测井为输入，更具适用性。该法首先需要

建立页岩储层的全体积模型，见图 1 左图，岩石骨架中的矿物成分复杂，在不影响测井解释精度的前

提下，依据岩心检测资料简化页岩体积模型，将页岩分为岩石骨架和孔隙两大部分，其中岩石骨架又

可细分为粘土矿物、脆性矿物和干酪根三部分。粘土矿物主要成分为伊蒙混层和伊利石，脆性矿物主

要成分为砂岩类和碳酸盐岩类。综合利用测井资料与岩心分析资料，采用岩心刻度测井的思路，应用

最优化方法处理复杂矿物成分地层的测井资料，最终得到矿物组分的体积含量、总孔隙度的计算模型

[9-10]，如图 1 右图所示。经验证多矿物模型法在对页岩气藏进行矿物组分、孔隙度的评价方面为一种

高效可靠的评价方法。 

页岩生烃潜力主要用有机碳含量 TOC 进行评价，本次研究采用多种方法对 TOC 进行统计，通过

方法优选认为密度-核磁共振结合法、多参数统计法、ΔlogR 法对渝东南地区应用效果较好，如图 2 左

图所示，为不同方法求解的页岩层段 TOC 曲线。此外，本次研究还建立了页岩气层游离气和吸附气

的计算方法，以及吸附气与有机质含量之间的参数求解模型[11-13]，如图 2 右图所示，展示的是利用

ΔlogR 法拟合的有机碳含量 TOC 曲线。 
 
 
 
 
 
 
 
 
 
 
 
 
 
 
 

 

 

图 2  左图 测井解释模型 

右上图 ΔlogR 法预测有机碳含量 T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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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图 ΔlogR 法预测有机碳含量 TOC 曲线 

 

经过以上测井地层评价认为，目标区龙马溪组富有机质页岩孔隙度处于 2％~5％范围，平均有机

碳含量 TOC 大于 2%，干酪根类型为倾向生干气型，热成熟度也达到了生气门限以上，具备较好的生

烃潜力，游离气量为 0.0057~0.68m3/t，总含气量平均为 2m3/t。 
 

 

 

 

 

 

 

 

 

 
 
 

 

图 3  左上图 纵波阻抗与有机碳含量 TOC 测井交会 

左下图 纵波阻抗与总孔隙度测井交会 

右下图 总孔隙度与有机碳含量 TOC 测井交会 

为了进行优质页岩的空间预测，可以通过测井曲线的交会图来分析龙马溪组页岩纵波阻抗、平均

孔隙度以及 TOC 的关系，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出纵波阻抗可以有效识别优质页岩，即对优质页岩的

预测可以利用叠后纵波阻抗反演实现。 

3  叠后反演测试 

通过叠后反演可以获得纵波阻抗，根据对测井资料交会分析可知，纵波阻抗与龙马溪组页岩孔隙

度和有机碳含量 TOC 相关，所以理论上可以间接获得相应的属性体。但是工区的测井资料非常有限，

这会影响低频模型建立的准确性，无法对目的层优质页岩的变化合理地表征，如图 4 左上图所示为反

演纵波阻抗联井剖面，投影的测井曲线为纵波阻抗曲线，从图中可看出在龙马溪组底部的反演纵波阻

抗与测井纵波阻抗存在较大差异。经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龙马溪组往下开始进入灰岩地层，纵波阻

抗突然出现大的台阶，这使得在低频模型中与灰岩地层相邻的上覆页岩层的纵波阻抗被抬高，进而导

致最终反演的纵波阻抗比实际测井纵波阻抗高的情况。为了修正这一结果，尝试调整低频模型中龙马

溪组页岩与下伏灰岩层之间的纵波阻抗台阶，如下图 4 右图所示，再次进行反演，可以获得相对准确

的反演纵波组抗体，如图 4 左下图所示。利用测井分析对叠后反演纵波阻抗体进行解释，可以获得优

质页岩的大致准确的空间展布[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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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左上图 叠后反演纵波阻抗体 

右上图 纵波阻抗测井曲线低频趋势 

      左下图 修正后叠后反演纵波阻抗体 

右下图 修正后纵波阻抗测井曲线低频趋势 

 

然而对龙马溪组页岩层进行叠后反演的尝试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是对低频模型的调整是通过

经验分析人工干预进行的，调整的幅度比较主观；其次页岩气藏的空间非均质性强，仅凭有限测井资

料建立的低频模型无法合理地表征页岩的空间变化；三是目的层优质页岩总厚度薄，叠后反演的纵向

精度不够。为了对目的层优质页岩进行精确描述有必要尝试能够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反演方法。

通过对各种反演方法的对比分析，本次研究尝试引入地质统计学反演方法，因为该种反演方法不需要

建立低频模型，而是以岩性与属性的概率密度函数与变差函数作为数据输入，同时还可以获得精度更

高的结果；此外该方法的求解结果是非唯一的，可以获得多个等概率的反演实现，非常适合在页岩气

勘探区前期缺乏资料的开发模式下进行不确定分析与风险性评估。 

4  地质统计学反演 

地质统计学是以变差函数为基本工具，在研究区域化变量的空间分布结构特征规律性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空间变量的随机性和结构性的一种数学方法。一方面，传统的地质统计学模拟可以获得相对

高的纵向分辨率，但井间预测性较低，也就是说无法有效控制储层的横向分布，井间预测性较差；另

一方面，确定性反演方法由于应用了地震资料可保证获得井间的预测性，但缺点是纵向分辨率较低。

本次使用的地质统计学反演算法，将结合以上两种方法的优势，采用严格的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算法，

将约束稀疏脉冲反演和随机模拟技术相融合，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随机反演算法。该算法能够完美地

把地质统计学方法和地震数据相结合，既能通过加入地震波形的约束增强对反演结果的横向的控制，

又能在纵向上保持较高的精度，从而满足了更为精细的分析需求。 

进行地质统计学反演首先需要收集目标区的关键井，对井资料的岩性、物性、弹性属性进行直方

图与交会图分析，可以获得不同岩性对应的弹性属性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与变差函数，如下图 5 所

示。将目标区的岩性、弹性属性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与变差函数以及地震数据同时作为数据输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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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质统计学反演引擎内置的算法进行目的层岩性与弹性属性预测，可获得多个等概率的岩性体与弹

性属性体，如下图 5 上图所示，左上图为叠后反演纵波阻抗，右上图为地质统计学反演纵波阻抗，投

影测井曲线为自然伽马曲线，从图中可看出地质统计学反演的纵波阻抗体在纵向上明显具有更丰富的

细节，同时在横向上又保持了与叠后反演纵波阻抗体一致的预测性，地质统计学反演纵波阻抗体对龙

马溪组底部高自然伽马优质页岩的刻画无论在纵向还是横向上都具有更丰富的细节。此外，对地质统

计学反演获得的多个等概率的岩性体和纵波阻抗体进行综合分析还可以获得如图 5 中下图所示的极

大似然岩性体与优质页岩概率体。图 5 中左下图为目标区联井的极大似然岩性体，绿色为页岩，黄色

为优质页岩，右下图则为极大似然岩性体，颜色由蓝变红表示优质页岩发生的概率增大。这些结果与

弹性属性相比较而言能够更加直观地帮助地学工作者深入认识与研究页岩气储层。此外利用地质统计

学反演的成果还可以对目标区进行不确定分析和风险性评估[16]。 
 

 

 

 

 

 

 

 

图 5  左图 叠后反演纵波阻抗联井剖面 

右图 地质统计学反演纵波阻抗实现体联井剖面 

本次研究还专门测试了无井约束地质统计学反演与加井约束地质统计学反演的区别，结果发现无

井和加井约束的岩性体与弹性属性体变化均比较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是目的层岩性为泥页岩沉积，总

体岩性变化比较稳定，不稳定的部分来自有机质化的页岩即优质页岩，这部分优质页岩在弹性属性方

面的显著特征是低密度、低速度以及由此导致的低纵波阻抗，比较容易从一般页岩中区分出来。无井

地质统计学反演结果的稳定性这一结论非常有利于对处于勘探开发初期的页岩气区块进行优质页岩

展布的预测。如上图 5 所展示的成果均为无井约束地质统计学反演的成果，图 中剖面中所投

的测井曲线为自然伽马曲线，优质页岩发育的层位与高自然伽马相对应。如图 6 所示为目标区

利用地质统计学反演预测的目的层岩性展布。 
 

 

 

 

 

 

 

 

图 6  左图 无井约束地质统计学反演岩性实现体联井剖面 

右图 加井约束地质统计学反演岩性实现体联井剖面 

5  孔隙度与 TOC 协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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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在获得弹性属性反演结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并拟合关键井的弹性属性与物性属性之

间的相关关系就可以间接获得物性属性，如图 7 左上图所示为测井纵波阻抗与孔隙度交会图，颜色表

示岩性，黄色表示优质页岩，绿色表示页岩，在黄色交会点中的天蓝色虚线表示拟合的优质页岩的纵

波阻抗与总孔隙度之间的一次函数关系。然而通过测井曲线分析的弹性属性与物性属性之间的关系通

常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这相当于简化了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因为线性关系描述的是一对一的关系，

而实际上一个弹性属性的数值可能对应着若干可能的物性参数的数值，同样如图 7 左上图中所示，对

应纵波阻抗值 10000g/cm^3*m/s 可以有一组可能的总孔隙度值，如天蓝色双箭头直线所包含的范围，

为了真实地反映这种关系，地质统计学反演方法引入云变换的概念，联合云变换关系、各属性的概率

密度分布函数与变差函数（如图 7 右上图所示）以及已知的纵波阻抗体对孔隙度体与 TOC 体等物性

与含气性等属性进行模拟，可以获得多个可能的等概率的孔隙度实现体与有机碳含量 TOC 实现体，

如图 7 下图所示，左图展示某一孔隙度实现体，右图展示有机碳含量 TOC 实现体。这种对物性属性

模拟的方法叫做地质统计学协模拟，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获得与页岩气藏相关的关键物性参数体，为更

详细地分析页岩气藏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手段。 
 

 

 
 

 

 

 

 

 

 

 

 

 

 

 

 

图 7  上图左 测井纵波阻抗与总孔隙度交会图 

上图右上 分岩性的总孔隙度概率密度分布函数 

上图右下 分岩性的变差函数 

下图左 总孔隙度协模拟实现体 

下图右 有机碳含量协模拟 TOC 实现体 

成果分析 

地质统计学反演的优势显而易见，不仅成果丰富并且视觉分辨率要比常规反演高出至少一倍以上，

这些结果可以是多个等概率的岩性体、弹性属性体与物性参数属性体，如上一节提到的通过地质统计

学协模拟，可以获得多个等概率的总孔隙度实现体和有机碳含量实现体。理论上，在这多个等概率的

实现体（可以计算几十个或者上百个）中，没有“好”的或者“差”的区别，对于地质统计学反演算法，

如果输入数据相同，那么这些结果都是等概率的，每个结果在反映大套的岩性上基本相同，差别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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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层间细节。对这些结果的有效应用一方面是从中筛选出与实际目的层的地质条件客观吻合同时在靶

点位置与钻井产能吻合的实现体进行分析，另一反面是对多个实现体进行统计分析，对油气勘探区进

行不确定性分析与风险性评估。以总孔隙度实现体为例说明如何进行不确定性与风险性评估，如下图

8 左图所示，左图为若干总孔隙度实现体，根据优质页岩在总体岩性中的占比分为优质页岩比例偏少、

中等、偏多三种情况计算可能的总孔隙度实现，每一种情况各计算 10 个以上的总孔隙度实现体，然

后对各个总孔隙度实现体在目标区龙马溪组的净储集空间进行计算并形成统计表和统计直方图，为了

更加直观，将净储集空间直方图统计图表转换为积分统计图表，即图 8 右下图的红色方框中图表所

示，横坐标为净储集空间，纵坐标为各个净储集空间值对应的积分概率，值域范围在 0~1 之间，蓝色

曲线为净储集空间积分概率曲线，一般将积分概率分为三个档，分别为 P10，P50，P90（P 为英文单

词概率 probability 的简写，有的也分为 P15，P50，P85），在对应净储集空间的积分概率图表上都进

行了标注，P10 表示目的层龙马溪组的净储集空间大约有 10％的概率小于 750000m3，即可理解为龙

马溪组优质页岩储层的净储集空间小于 750000m3 为小概率事件；P50 表示龙马溪组的净储集空间大

约有 50％的可能小于 865000m3；P90 表示龙马溪组的净储集空间大约有 90％的可能小于 970000m3，

即可理解为研究区块龙马溪组优质页岩储层的净储集空间小于 970000m3 为大概率事件。利用这些概

率分析数据可以给出油气田勘探开发的风险性评估，并且除了净储集空间这一评价标准外，还可以对

其它属性进行评估，如目的层的含气性、有机碳含量等属性，这样就可以获得较为全面的分析结论[17-

18]。 
 
 

 

 

 

 

 

 

 

 

图 8  左图 若干总孔隙度实现体 

中图 不同总孔隙度实现净储集空间统计表    

右图上 不同孔隙度实现净储集空间直方图表 

右图下 不同孔隙度实现净储集空间积分概率统计图表 

 

结 论 

由于本次研究工区的测井资料非常有限，使用常规的反演方法对目的层进行弹性和物性属性的预

测受到低频模型不确定性的影响，难以获得稳定可靠的结果，在这种前提下使用了分析过程颇为复杂

地质统计学反演。地质统计学反演不需要建立低频模型，解决了勘探区缺少测井信息的难题，但是仍

然需要输入从测井资料与地质认识中获得的目标区岩性和弹性属性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与变差函数，

这些输入信息要求研究人员对目标区有非常坚实的地质、测井以及岩石物理分析基础，本次地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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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反演就建立在前期大量的渝东南地区相邻区块的测井资料与地质分析工作基础上，将目的层简化为

两种主要岩性：页岩与优质页岩，分别分析两种岩性以及与之对应的纵波阻抗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和

变差函数，将这种统计性的数学关系作为反演算法的数据输入对目标区岩性、弹性属性以及物性属性

模拟，同时利用子波建立模拟属性体与地震数据的联系，并由统计学反演算法内置的两者之间的相似

关系约束门槛判别标准确保在井间获得稳定可靠的预测性。目前在工区内或临近区块还没有增加钻

井，暂时无法对预测的丰富成果进行有效的检验，但是作为一种能够有效预测目的层优质页岩的地球

物理方法，地质统计学反演非常合适在页岩气藏勘探区进行推广和应用，本工作团队也将随着研究区

勘探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对本次地质统计学反演成果进行完善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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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ted in the exterior margin of the Southeast Sichuan basin, Yudongnan region which belongs to depressed 

structural unit inside the Yangtze Platform of geotecture is thought as core zone of shale gas exploration and are widely 

distributed with rich organic marine shale in the early siluric system of the Longmaxi group. Due to the strong anisotropic 

character of the organic shale of longmaxi group and the limited available seismic data and well logging data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gion exploration,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do organic shale prediction.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clear of the 

organic shale distribution which is used to guide the explo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o some stud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hortage of seismic and well logs. The article will take the example of region of well Qianye I to discuss how to predict the 

organic shale of Longmaxi group reasonably and effectively with limited well data which will make sense to future study 

work and can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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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离子扩散的影响因素及其在返排分析中的应用 

 

曲响梅1，葛洪魁，杨  柳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摘要：页岩储层压裂后返排液的矿化度普遍较高，由于矿化度与页岩中粘土矿物组成和含量及裂缝面积有关，因此

研究返排液中离子的扩散现象及规律可以更好得了解地层特征。为此，针对渝东南下志留龙马溪组、渝东北下寒武

统鲁家坪组页岩开展室内自发渗吸离子扩散实验，深入分析压裂液中NaCl溶液，KCl溶液, 表面活性剂和聚合物对

页岩离子扩散能力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种基于离子扩散速率预测页岩储层返排液矿化度的方法。结果显示，NaCl和

KCl溶液都可以降低页岩在溶液中的离子交换过程，且K
+
对粘土的抑制作用强于Na

+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通过改变溶

液的界面体系从而抑制离子的扩散过程；聚合物能够降低自发渗吸的速率，抑制离子交换。 

关键词：页岩；压裂液；矿化度；电导率；粘土 

 

0  引言 

页岩储层中有丰富的微纳米孔隙，富含丰富的粘土矿物，在页岩储层的压裂施工中发现，返排液

中的矿化度随着时间迅速上升[1]。针对该现象，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现在普遍认为，返排

液中矿化度的上升是由于页岩组份在压裂液中溶解或者本身的可溶性矿物在压裂液中扩散引起的

[2,3]。通过自发渗吸过程中测定的不同地层的页岩的离子扩散速率，发现离子扩散速率与水的渗吸速

率有关，这是由于压裂液中的离子扩散是伴随着压裂液自发渗吸的过程而进行的，因此影响自发渗吸

的因素也会影响离子扩散的过程[4-6]；页岩储层返排液矿化度监测，作为一种化学分析法，可以很好

的区分压裂液与地层水，评价真实的返排率[7]。Gdanski et al.建立了考虑化学作用，基于矿化度监测

的压裂后返排分析模型，分析了返排过程中压裂液中的化学组分的变化[8,9]。返排液高矿化度会降低

压裂的施工效率，影响井壁的稳定性等，因此在实际生产中，需要降低返排液的矿化度，而预测返排

液的矿化度，已经成为认识储层，诊断缝网的有效手段。 

溶液的电导率高低取决于溶液内溶质盐及其它能够分解为电解质的化学杂质的浓度，电导率是测

量溶液的含盐成分、含离子成分、含杂质成分的重要指标[10]。水中离子含量越高，电导率越高，反

之电导率越低。本实验通过对比不同溶液体系的电导率变化，来说明页岩离子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而

根据实验结果进行返排液矿化度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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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装置及步骤 

1.1  实验设备及材料 

实验设备  梅特勒-托利多 S470 多功能电导率仪（图 1 所示）、250ml 烧杯、100ml 量筒、保鲜膜、

橡皮筋、电子天平、球磨机、通风烘干箱。 

 
图 1  多功能电导率测量仪 

实验材料  实验样品取自渝东南下志留龙马溪组（编号 LMX）、渝东北下寒武统鲁家坪组（编号

LJP）页岩。渗吸液体分别选择去离子水，浓度为 0.5wt%的 NaCl 溶液、浓度为 0.5wt%的 KCl 溶液，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聚合物，表面活性剂+KCl 溶液。实验具体基础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岩心基础参数 

样品 地层 目数 液体类型 

LJP 

龙马溪 200 

去离子水 

LMX 去离子水 

LM1 去离子水 

LM2 NaCl 溶液 

LM3 KCl 溶液 

LM4 表面活性剂 

LM5 聚合物 

LM6 表面活性剂+KCl 溶液 

 

1.2  实验步骤 

具体实验步骤如下： 

（1）将本次实验选取的所有岩心样品磨成 200 目粉末，并在同等条件下烘干备用。 

（2）取 LMX 和 LJP 粉末各 10g，分别投入 200ml 去离子水中，组成实验 A 组。 

（3）取 LMX 磨成 200 目的粉末 6 份，每份 10g，分别投入 200ml 去离子水，NaCl 溶液，KCl

溶液，表面活性剂，聚合物，表面活性剂+KCl 溶液中，组成实验 B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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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岩心粉与渗吸液体充分搅拌，每隔一段时间用电导率仪测试上述实验样品的电导率值。 

为了防止液体蒸发影响实验结果，实验过程中，所有实验烧杯均用保鲜膜封盖杯口，并用橡皮筋

加固。实验所用电导率仪为梅特勒-托利多 S470 电导率仪，经多次试验后，测定点选取在杯底以上

2cm，此处电导率值较稳定，不容易收到电极插入时的干扰。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粘土矿物对页岩离子扩散的影响 

图 2 为 LJP 页岩组和 LMX 页岩组电导率随时间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去离子水中，两

种页岩样品的电导率值均从初始电导率 G0 开始，随着时间增加而增加，且粘土含量更高的 LMX 组

页岩初始电导率 G0 更高。但是在整个的离子交换过程中，电导率随时间的变化率并不相同。初期电

导率随着时间增加较快，在达到一定程度后，电导率的上升速率降低，电导率曲线逐渐趋于平缓。 

图 3 为电导率 G 与 t 的关系曲线。在此种坐标系下，电导率 G 与 t 大致呈现一种线性关系，

这说明，离子交换的规律与自发渗吸的曲线规律一致。页岩在压裂液中的离子交换是伴随着毛细管力

与粘土渗透压驱动下的渗吸过程进行的，自发渗吸的驱动力为毛细管力和粘土渗透压，液体在两种作

用力下被自发吸入页岩中，当液体与页岩接触后，页岩孔隙中的离子开始转移进入液体中。离子交换

的过程可以分为两部分：离子剥离和离子扩散。离子剥离过程非常迅速，当液体与页岩表面接触时，

页岩孔隙表面的原盐矿物和粘土矿物表面的离子被迅速剥离，进入液体中，大小即为测定的初始电导

率值 G0；离子扩散与离子浓度差有关，被剥离下来的离子在浓度差作用在液体中扩散。离子扩散过

程可以分两部分，一是在页岩基质内部液体的扩散，二是在页岩外部液体中的扩散，本实验中测试的

则是页岩外部液体中的离子浓度的变化。 

 
图 2  两种页岩在蒸馏水中的电导率随时间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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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两种页岩电导率随着时间平方根的变化 

2.2  溶液类型对页岩离子扩散的影响 

图 4 为 LMX 页岩组在不同溶液体系中的电导率变化曲线。从图 4 可以看出，盐溶液、表面活性

剂、聚合物等都能够不同程度得抑制离子交换的过程。相比较 NaCl 溶液，KCl 溶液除了具有压缩粘

土扩散双电层厚度抑制页岩粘土吸水之外，还有其他的抑制性。K+离子的直径约为 0.288nm，可以进

入硅氧四面体内部，将粘土片层仅仅的连接在一起，对膨胀起到良好的抑制作用。而 NaCl 溶液则主

要通过压缩双电层和降低离子交换浓度差来降低页岩在溶液中的离子交换能力。表面活性剂可以降低

界面的表面张力，降低了孔喉的毛细管力，降低了微裂隙、孔喉对流体的渗吸速度及渗吸量，此外，

在表面活性剂溶液中加入 K+可更大程度上抑制页岩在溶液中的离子交换能力。聚合物溶液可以大大

增加溶液体系的粘度，会降低岩石对溶液的吸入速度以及吸入量，从而影响到离子的交换过程。另一

方面，NaCl、KCl、表面活性剂、聚合物等添加剂会增加溶液体系的原始矿化度，降低了溶液与储层

的矿化度差，降低了扩散势，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最终降低离子的交换速度和交换总量。 

 
图 4  LMX 页岩组在不同溶液体系中电导率变化图 

2.3  返排液矿化度的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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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室内实验结果，我们将电导率与时间平方根的变化曲线拟合成线性关系如图 5 所示。 

 
图 5  电导率与时间的平方根变化拟合关系 

在室内实验条件下，可以得出电导率 G 与时间平方根的公式如下： 

e
G DA t                        （1） 

此处引入两个参数来表征电导率曲线特征：初始电导率 G0 和斜率 D。初始时刻，岩样的初始电

导率为： 

0 e
G DA                         （2） 

初始电导率 G0 更多的反映了岩石表面的属性特征。实验初期样品粉末置于水中搅拌后的测量值

即为 G0，它体现了岩石表面能够被溶解的离子量，也就是离子剥离的过程，因此单位表面积的离子

附着量 G0/Ae可以作为表征岩石的属性参数。斜率 D 则是反映了离子交换的速率，D 越大说明离子交

换越快，反之越慢。 

假设页岩样品的密度为 ρ，页岩粉末粒径为 r，目数为 n，则有公式： 

34

3
m r n                        （3） 

由公式（3）可求得页岩粉末的比表面积与粉末质量和粒径的关系如下： 

2

e

3
4

m
A r n

r



                      （4） 

由此可以得出，单位表面积的离子附着量为： 

0 0

e
3

G G r

A m


                         （5） 

对于页岩储层，假设压裂液注入量为 V，页岩与压裂液的接触面积为 A，页岩储层的裂缝宽度为

w，则压裂液注入量为： 

V=Aw                           （6） 

依据压裂液注入量可求得页岩与压裂液的接触面积为： 

电

导

率，

us/c

时间的平方根/h 

D  

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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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

w
                           （7） 

据此，可求得实际压裂与返排工程中，压裂液电导率 G 与压裂液注入量的关系如下： 

0
0

e
3

G r V
G DA t A G

A m w


                   （8） 

式中：G—返排液电导率，μS/cm； 

      G0—初始电导率，μS/cm； 

      ρ—页岩样品密度，kg/m3； 

      r—页岩粒径，μm； 

      m—页岩样品质量，kg； 

      V—压裂液注入量，m3； 

      w—裂缝宽度，m。 

公式（8）建立了一种页岩返排液的预测方法，即通过室内实验样品参数、页岩的初始电导率以

及矿场压裂液注入量等施工参数，初步计算压裂返排液的电导率，进而预测压裂返排液的矿化度。 

公式（8）表明，压后返排液中的离子矿化度与初始电导率有关，初始电导率越大，返排液的离

子矿化度越高。在实际的压裂及压后返排过程中，压裂液的流动过程也就是离子交换的对流过程，很

大程度上类似于实验室内的搅动过程，因此，可根据实验室测定的初始电导率预测实际压裂液的矿化

度。公式（8）还表明，压裂液与页岩地层接触面积越大，则返排液中矿化度越高。反之，如果返排

液矿化度高，则压裂形成的网络裂缝的表面积越大，则缝网越复杂，压裂液效果越好。可以通过返排

液矿化度的高低，初步估计缝网的复杂度。 

3  结论 

（1）页岩储层的粘土矿物含量对页岩离子的交换作用有影响，粘土矿物含量越高的页岩储层电

导率越高，页岩在溶液中离子的交换能力越强。  

（2）压裂液中的液体类型和成分对页岩离子的交换作用有影响，在压裂液中加入盐溶液、表面

活性剂、聚合物均能抑制离子的扩散作用。 

（3）NaCl 溶液与 KCl 溶液对粘土均有良好的抑制作用，但作用机制不同，K+对粘土的抑制作

用强于 Na+；表面活性剂通过降低界面的表面张力降低微裂隙、孔喉对流体的渗吸速度及渗吸量；聚

合物溶液通过增加溶液体系的粘度，进而影响离子的交换过程。 

（4）建立了一种基于离子扩散速率预测页岩储层返排液矿化度的方法，压后返排液中的离子矿

化度与初始电导率、压裂液注入量、压裂液与页岩地层接触面积等因素相关。在实际的压裂及压后返

排过程中，可根据室内实验数据及矿场施工参数预测返排液的矿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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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 factors of ionic exchange and application of flowback analysis of 

fracturing liquid in shale-gas reservoir 
 

Qu Xiang-mei , Ge Hong-kui, Yang Liu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and Prospect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Abstract: It is widely observed in the field that the salinity of flow back fluid is generally very high, and the salinity of flow 

back fluid is related to the compositions of clay mineral and the areas of fractures.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 can be better 

obtained through the rules of ionic exchange between the fracturing liquid and shale-gas reservoir. Autonomous imbibition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the laboratory to study the rules of ionic exchange with the samples from Lower Silurian 

Longmaxi formation and Lower Cambrian Lujiaping in southeast of Chongqing. The effects of NaCl solution, KCl solution, 

surfactant and polymer on ionic exchange were deep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a method was proposed to anticipate the 

salinity of fracturing fluid based on the ionic diffusion rate in shale-gas reservoi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NaCl solution and KCl solution can reduce the ionic exchange rate, and the inhibiting effect of K+ on clay minerals was 

higher than the inhibiting effect of Na+ on clay minerals. Ionic diffusion can be inhibited by cationic surfactant with the 

alteration of interface behavior, while polymer can reduce the rate of autonomous imbibition and inhibit the ionic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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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fracturing fluid and shale-gas reservoir. 

Key words: Shale; Fracturing fluid; Salinity;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C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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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41 

准噶尔盆地滴南凸起火山岩气藏地质特征及评价技术 
 

石新朴1，胡清雄 1，孙德强 2，吕  灿 1，贾智彬 3 ，张涵奇 2 

(1.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采气一厂，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2.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 100083； 3.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00083） 

 

摘要：准噶尔盆地滴南凸起火山岩气藏 2008 年探明天然气储量 1053 亿方，但实际的滚动勘探中遇到很多难点，研

究过程中针对火山岩滚动勘探难点采取关键性评价技术，摸清火山岩分布与成藏模式，在最近几年滚动勘探开发工

作又取得了突破，这表明火山岩作为储集体，在合适条件下，只要具备好的生储盖运圈保条件，就可以成藏，但这

种成藏复杂多变，需要及时地根据勘探情况及时总结、及时调整勘探节奏来发现其分布规律。准噶尔盆地滴南凸起

火山岩气藏具有以下地质特征：①气藏分布在深大断裂沟通的正向构造内； ②优质的烃源岩特征是火山岩气藏大

规模成藏的基础； ③储层为中低孔、低渗的基质裂缝双重介质火山岩，岩性岩相变化快，分布复杂。针对滴南凸起

火山岩气藏地质特征及存在难点，针对滴南凸起火山岩气藏地质特征及存在难点，研究总结出以重力、磁法资料为

依据， 结合地震 、电法、地质 、钻井、测井等资料，首先是根据大比例尺的航磁资料圈定火山岩发育区，其次是

依据重磁电震联合技术综合预测火山岩岩性分布，然后采用高精度密度、磁化率反演与地震、电法综合预测火山岩

性、岩相及火山机构，从而优选有利火山岩分布区，确定滚动勘探目标区。对准噶尔盆地滴南凸起火山岩气藏特征

与评价技术的总结有益于指导其他盆地火山岩油气勘探。对准噶尔盆地滴南凸起火山岩气藏特征与评价技术的总结

有益于指导其他盆地火山岩油气勘探。 

关键词：准噶尔盆地；滴南凸起；火山岩气藏；地质特征；评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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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42 
基于非牛顿流体三维模型的煤储层压裂数值分析* 

 

时  伟 1,2，唐书恒 1,2，李忠城 3 

(1．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海相储层演化与油气富集机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页岩气资源勘查与战略评价国土资源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 

3.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011) 

 

摘要：为研究煤层气压裂裂缝的几何形状及其动态延伸规律，预测煤储层压裂缝延展与支撑剂分布。本文从数值分

析的角度，以 pseudo-3D 模型为依据，建立起适合煤储层非牛顿流体压裂液填砂裂缝的三维数值模型，通过分析压

裂施工工艺及煤储层力学特征，开展填砂裂缝的几何特征计算。研究表明：随着裂缝长度的延伸，流体压降导致裂

缝宽度逐渐降低直至闭合，缝高呈逐步降低的趋势，当压强达到含水层的破裂强度时，缝高就会穿透泥岩隔水层，

沟通砂岩含水层，造成高产水。非牛顿流体压裂液可以将支撑剂带入裂缝远端，其携砂长度远远大于活性水压裂液

（牛顿流体），可以优化施工以获取最佳导流能力、提高煤层气井产能。 

关键词：非牛顿流体；pseudo-3D 模型；煤层气；数值分析 

 

0  引言 
采取水力压裂工艺提高煤储层渗透率有效性是实现高煤阶煤层气高效开发的重要环节，尤其对于

沁水盆地南部低渗高阶煤储层，压裂缝有效扩展能大幅提高煤储层渗透率，扩大压降范围，提高产能，

因此研究压裂缝的扩展规律对煤层气开发有实用价值。 

国内外学者对于确定裂缝的几何形状及其动态延伸规律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1-4]。压裂施工过程中

裂缝在长度、宽度和高度三个方向上同时扩展延伸。水力压裂时，地层中产生的裂缝的高度往往并不

是定值而是随着时间和位置的不同发生变化，特别在井底附近“穿层现象”尤为突出。尤其对于沁水

盆地南部 3#主采煤层，虽顶板为泥岩隔水层，但当天然裂隙或人工压裂缝沟通其上 K8 灰岩含水层时，

就会造成高产水的情况，使得煤层气排采井排水降压困难，压降漏斗无法有效扩展，从而影响产能，

基于这个问题，本文将以沁水盆地南部柿庄南区块为研究区，对压裂缝穿透泥岩沟通含水层进行数值

研究。 

目前，煤层气开发井压裂时主要采用活性水压裂液。活性水压裂液为牛顿流体，粘度低，携砂能

力弱，在施工过程中，支撑剂迅速在接近进口处沉降，造成支撑剂在井底堆积，却无法支撑远端的

裂缝，影响了压裂施工效果与煤层气井产能。而清洁压裂液（非牛顿幂律流体）携砂能力强，不需化

学破胶，排液能力强，压裂液残渣含量几乎为零，对储层污染小，能有效地提高产能，充分达到压裂

的目的。本文通过数值分析，结合清洁压裂液在沁水盆地柿庄南区块的现场应用，对其压裂造缝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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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特征进行分析。现阶段 pseudo-3D 模型在煤储层尤其是非牛顿流体压裂的应用与研究相对不足，所

以本文将 pseudo-3D 模型推广到煤储层与非牛顿流体。  
1  煤储层压裂缝非牛顿流体 pseudo-3D 模型 

某些地层条件下的压裂设计与分析，需要根据三维模型进行设计与分析。Palmer 等（1985）提出

了一个较完善的拟三维裂缝模型，即 pseudo-3D 模型，该模型考虑了地层垂直方向上的 小主应力的

差异，压裂液只沿缝长方向流动。 

假定压裂缝在无边界线弹性应变介质中传播，地层是均质的，储层与盖层具有相同的弹性模量 E

及泊松比 υ[5-9]。地层 小主应力 σ0 垂直于压裂缝的延展方向，储盖层压差为Δσ，压裂液（不可压缩

的非牛顿液体）从射孔以稳定的速度 Q0 注入地层(垂直方向上压裂缝关于射孔对称)并且完全充满压

裂缝，地层被视为多孔介质，压裂施工前，地层充满内部流体，当压裂液注入时，会向地层滤失。在

裂缝生成的过程中，压裂缝的半缝长 L、缝宽 W、压裂液压力 p 为时间 t 与裂缝位置 x 的函数。裂缝

内的流动是层流，并且假定半缝长 L 与缝高 h 之比远远大于 1，因此缝中液体近似为一维流动，所以

在垂直于缝长的断面内，液体压降为 0，在缝端处的流体压力等于垂直于缝面的地应力，此外，应力

应变为局域弹性应力应变准则，即沿缝长任何部位 x 处的缝宽仅由该处的应力 p(x)所决定[9-10]，煤储

层压裂缝为多裂缝系统，由主缝与支缝组成，本文以主缝为研究对象，如图 1 所示。 
1.1  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山西沁水盆地南部柿庄南区块，是国内煤层气开发程度 高的地区之一[11-12]。主要煤

储层赋存于石炭二叠系太原组和山西组。山西组为浅水三角洲体系沉积；由砂岩、砂质泥岩和煤层组

成
[13]；有煤层 4 层，其中 3#煤层厚度大且全区稳定分布，厚 5-7m，为煤层气勘探开发的主要目的层，

压裂煤层厚度约为 5m，其上下顶底板为力学强度较低、厚度约为 10m 的泥岩，这 15m 岩层为压裂层，

在这种情况下，符合 pseudo-3D 三维压裂模型 基本的假设条件，可用该模型进行裂缝预测与求解。 

 

 

 

 

 

 

 

图 1  压裂缝扩展模式 

Fig.1  The PKN fracturing silts 

1.2  pseudo-3D 模型 
设一平板体，长为 xn-xn-1=Δx，平均宽度 2y=w，流过此缝的非牛顿幂律液体的特征值为 n’,K’，

在流动相同且不考虑缝中温度梯度影响的情况下，非牛顿型液体的层流的压降梯度可由式（1）表示： 
)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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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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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W 为截面缝宽 m；u 为缝截面高度 z 处的平均流速 m3/min； K’为稠度系数 Pa·minn’；n’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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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指数；P 为缝内压强 MPa。 

由于在 z 方向上假定没有压降，所以压裂缝 x 处截面 z 高度在时间 t 的流体速度可表示为 
' ' '

1'
n 1 '1 n 1 '

'

p 2 1, , ) [ 2 ( ) W(x,z,t) ]n nnu x z t K
x n

  



（ ）（                            （2） 

截面处 x 的流量公式为 
2

2

( , ) ( , , )u( , , )
h

hq x t W x z t x z t dz


                               （3） 

平面应变条件下缝内任意分布的作用在缝壁面的正应力 P 与缝宽 W 关系可由下式表示，假定 p

在垂直剖面上为定值[2]，由于在沿缝长 x 方向 p 逐渐降低，所以缝内任意一点缝宽的表达式为[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1 ) 4 2 4 2(1 )x, , ) 4 arcsin( ) ln ln ( ( , ) ) 4
24 2 4

H H h z z h H H h z h HW z t h z z P x t h z
E h EH h z z h H h z h H

   


                 
       

（
 （4） 

式中：E 为弹性模量，MPa；υ 为泊松比；h 为截面缝高，m；H 为储层高度，m；Δσ 为储盖层压差，

MPa。 

对于缝高，当假定 x 处压强积分达到覆盖层破裂强度时，本文假定煤储层（煤与泥岩）破裂强度

远小于覆盖层，那么压裂液即使达不到盖层砂岩破裂强度，也以椭圆型态填满煤储层，由压强与盖层

破裂强度控制的截面高度由式（5）给出： 
                                 ICK2 H 2p(x, t) Δσ[1 arcsin( ) ]

π h πh Δσ
                            （5） 

式中 h 为压裂缝 x 处的缝高 m; KIC为盖层破裂强度 MPa·m0.5。 

由于压裂液被视为不可压缩流体，压裂液向地层的渗流看作是一维过程，且仅在压裂层滤失，流

体质量守恒方程为
[2]： 

                               
0

2 0
( )

W q c
t x t t x

 
  

  
                             （6） 

式中：t0(x) 为压裂缝传播到坐标 x 处的时间 min；g(x,t)为裂缝 x 处在 t 时刻的滤失速率 m/min；c 为

滤失系数 m/min0.5。                                               

n i-1 i+1 2 1n-1 wi i

Δxi  

图 2 三维 pseudo-3D 模型网格划分图 

Fig.2 The computational mesh for pseudo-3D fracturing silt 

1.3 差分方程 
在 t 时刻，每个时间段为Δti，假设半缝长 L，将裂缝分为 n 个液段，如图 2。假定施工过程中各

液段滤失系数相同且稳定不变（取均值），每一段压裂液体积为 qi，加砂体积为 mi，缝宽为 Wi，长度

为Δxi，液段缝高为 h 且流压 p 为定值，煤储层与泥岩夹层高度为 H，将时间 t 时刻注入裂缝液段设

置为 i=1,建立偏微分方程的差分格式。 
2  煤储层压裂非牛顿流体 PKN 模型参数 
2.1  地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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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模型选定煤层厚度为 5m，其上下顶底板为厚度约为 10m 的泥岩，这 15m 岩层为压裂层，被

上下致密砂岩（含水层）所控制。储层渗透率为 0.067md。压裂地层滤失系数为 0.0003152 m/min0.5。

利用试井方法测试压裂井处储层压力为 6MPa，煤储层弹性模量为 700MPa、泊松比为 0.2，压缩系数

为 0.0026 MPa-1。如表 1 所示。 
2.2  压裂施工参数 

A 井位于沁水盆地南部柿庄南区块，采用清洁压裂液造缝。施工层位 3#煤层，射孔孔段

732.00-737.00m，在压裂施工过程中，经过测试液、前置液、携砂液、顶替液、助排液等工序，各阶

段压裂液配方如表 2 所示，共注入压裂液 465.38 m3，其中注入主要用于造缝的非牛顿流体清洁加砂

压裂液量 365m3，共加砂 53.05m3。排量分布在 3.1~6.15 m3/min，泵注压力为 13.1~21.16MPa，破裂

压力 21.16MPa。压裂施工中压裂液排量平稳，加砂量逐步上升，泵注压力总体平稳，携砂清洁压裂

液泵注时间为 62min，施工共用时 210min，如图 4。 

从支撑剂强度考虑，多采用天然石英砂支撑煤层裂缝。煤层压裂存在多裂缝体系，且存在大量微

裂隙，应用低密度、中强度、圆度高、分选好的支撑剂，更有利于压降的传递和甲烷的解吸[14-16]，研

究区支撑剂粒径范围多分布在 0.425～0.85mm，如表 2 所示。 
表 1  计算输入参数及数值 

Table 1  The parameters and numerical value of the math model 

模型输入参数 参数取值 模型输入参数 参数取值 

压裂地层泊松比 0.2 地层压力，MPa 6 

压裂煤层弹性模量，MPa 700 地层 小主应力，MPa 13 

压裂地层压缩系数，MPa-1 0.0026 地层孔隙度 0.04 

压裂地层滤失系数，m/min0.5 0.0003152 稠度系数，Pa·minn’ 0.4245 

压裂地层厚度，m 15 流变指数 0.3833 

煤层厚度，m 5 压裂层顶板厚度，m 5 

顶底板泥岩厚度，m 5 地层渗透率，md 0.067 

顶底板泥岩破裂强度 Mpa·m0.5 2 储盖层压差 Mpa 0.5 

表 2  压裂施工参数表 

Table 2  The parameters and numerical value of construction 

阶段 时间
min 

压力
（MPa） 

排量
(m3/min) 液量(m3) 压裂液成分 砂比

(%) 砂量(m3) 

测试液 12 14.41-24.7
7

1.06-6.13 50.03 2.0%VCF1012+98.0%H2O 
 

0 0 

测压降 36 14.49-8.45      
前置液 13 8.42-21.16 3.10-6.15 70.13 1.4％VCFP002+0.3% 

VCFP004+98 3%H O
3.6 2.54 

混砂液 46 15.25-17.7
0

6.07-6.15 279.31 1.4％VCFP002+0.3% 
VCFP004+98 3%H2O

20.3 50.51 

顶替液 3 13.10-16.5
4

5.11-6.13 15.00 1.4％VCFP002+0.3% 
VCFP004+98 3%H2O

0 0 

测压降 31 12.99-9.44      
助排液 45 9.45-11.39 1.03-1.10 50.01 2.0% 

VCTb012 2 0%VCF1012 96 0%H O
0 0 

KCl 溶
液

1 8.76-11.31 1.06 0.90 2.0% KCl+98.0% H2O 0 0 
测压降 23 8.61-7.83      

合  计 210min   465.38   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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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柿庄南区块 A井 3#压裂施工曲线                图 3 射孔密度与压裂缝延展方向模型 

Fig.4 The fracturing curve of Well A in ShiZhuang Block       Fig.3 Extend position model of the fracturing silt 

水力压裂施工时，采用相位 90 度螺旋式射孔，A 井的射孔厚度为 5m，射孔密度为 16 孔/m，根

据射孔密度与煤层端割理与面割理方位，认为裂缝延伸方位主要分为三个方向：主裂缝与次级裂缝，

如图 3。主裂缝延伸方向垂直于 小主应力方向，两个次级裂缝分别垂直于中间主应力与 大主应力

方向。假设三类裂缝的几何关系如式（7），由于清洁压裂液携砂液为主要造缝阶段，以该泵注阶段

为研究对象。按照以上几何关系，主裂缝单缝（两缝对称）泵注清洁压裂液液量、砂量分别为 108.5 m3，

16.2 m3。A 井的施工排量分布图简化为图 5。 

   
1 2 3 1 2 3L : : : W : 6 : 3 :1L L W W   （7）           

1 2 3: : 6 :3:1V V V    （8） 

式中：L 为压裂缝缝长 m; W 为压裂缝缝宽 m; V 为压裂缝体积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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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施工排量散点分布 

Fig.5  The construction displacement of fracturing fluid 

3  数值模拟结果与工程效果分析 
由于压裂施工过程泵注压力与排量随时间变化，为提高计算精度，在计算时取时间与距离两个步

长，在每个时间间隔△ti(i=1,2,…n)内，相应向缝内注入一段液体，每个液段内取相应的压裂液排量，

而地层参数可以作为定值，通过编制Visual Basic6.0循环结构的计算程序计算出压裂产生的相应缝长、

缝宽、缝高。 

从数学模型中可知，在压裂施工中的压裂液保持成胶高粘状态，0.4~0.8mm 砂粒沉降速度为 0m/s，

所 

以在携砂过程中，不考虑支撑剂的沉降，降低了差分方程求解的复杂度，算法采用迭代方法。以 A

井为例，由于造缝阶段主要为清洁压裂液携砂泵注阶段，以泵注清洁压裂液的 60min 为研究对象，将

模型所需输入参数列于表内，代入所建立非牛顿流体水力压裂模型中，进行计算分析。 

由于在压裂过程中泵注压强是不断变化的，如图 4，为了研究裂缝几何形态的与泵注压强的关系，

选定 4 个注入压差（泵注压力与地层 小主应力之差）分析压裂缝延展情况，分别为 0.1824MPa，

P1m

1

3

2

σ3 σ3

σ1

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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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9MPa，0.235MPa，0.2527MPa。 
 

 

 

 

 

    （a）压裂缝缝内压强                （b）压裂液压裂缝截面缝宽             

(a)Pressure in fracturing silt             （b） Width of fracturing silt                  

 

 

 

 

 

（c） 非牛顿流体压裂液压裂缝缝宽 

（c） Width of fracturing silt 

 

 

 

 

 

 
 

（d）非牛顿流体压裂液压裂缝逢高      （e）非牛顿流体压裂液压裂缝体积                   

 （d） Hight of fracturing silt             （e） Volume of fracturing silt                 

 

 

 

 

 

 

 

 

（f）压裂缝渗透率 

（f） Permeability of coalbed 

 

 

图例 

图 6 清洁压裂液压裂缝扩展模式图 

Fig.6  The VES Hydraulic fractures’geometrical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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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a 所示，随着缝长延伸，由于摩擦阻力压强逐渐减低为 0。如图 6-b，在裂缝近端，沿缝

宽垂直截面上，缝宽呈逐步降低的趋势，砂岩层的缝宽明显小于储层（煤层、泥岩）的缝宽，裂缝延

伸到砂岩层高度只有 0.6m，在缝高 大处，裂缝闭合。如图 6-c，压裂缝的半缝长为 55m，缝口处缝

宽为 0.02m，随着裂缝长度的延伸，在不考虑井筒与压裂管道中磨阻的情况下，泵注压力逐渐减小为

与地层 小主应力相同，裂缝闭合，缝内压降曲线与缝宽延伸趋势相同，注入压强越大，其对应的缝

宽也越大。  

本文研究的重点为压裂缝穿层所对应的泵注压力，如图 6-d，选取泵注压力与 小主应力（本文

选取 13MPa，见表 1）的差值为 0.1824MPa，0.2129MPa，0.235MPa，0.2527MPa，四个应力差值在

缝口处的缝高均超过 15m 压裂地层，穿透泥岩隔水层，沿缝长由于摩阻压降，应力差值减小，缝高

呈逐步降低的趋势，当压强降低无法达到顶底层的破裂强度时，缝高为压裂层高度，压裂液只填充于

压裂层。而泵注压强越大，其缝高也越大，压裂缝在盖层的延伸也越广，当压裂缝沟通顶底板砂岩含

水层时，就会造成排采井排液量居高不下，无法形成压降漏斗，使煤层气无法解吸排采，影响产能。

所以在压裂施工时要根据地层力学性质控制裂缝高度，以防压裂缝沟通含水层。 

如图 6-e，施工前期注入液段大量滤失到地层中，随施工进行，滤矢量逐渐减小，由于本模型假

设施工注液量保持稳定，且在压裂液滤失过程中，假定支撑剂无法滤失到支缝中，第一段液段滤失时

间 长，体积 小， 后一段液段滤失时间 短，体积 大，所以从井底到裂缝端部各液段的体积逐

渐降低。在滤失系数较大的情况下，缝长就不再延伸了，后期注入压裂液均滤失到压裂中，无法再扩

展裂缝。 

由于渗透率具有应力敏感性，沿半缝长地层渗透率的变化趋势如图 6-f 所示，在不考虑压裂液对

地层（煤层与泥岩）渗透率伤害性的情况下，随着泵注压力的降低，地层的压缩量逐渐降低，渗透率

则相应增加。由于沁水盆地煤储层的渗透率非常低，而泵注压力接近地层主应力，所以沿缝长渗透率

有增加趋势，但变化幅度较小。 

在携砂过程中压裂液保持成胶高粘状态，所以支撑剂尚未沉降，当施工结束后，在原地应力场的

作用下，压裂液与助排液充分混合，随着表面活性剂浓度的降低，压裂液粘度不断下降，支撑剂在重

力作用下沉降已达到支撑煤储层裂隙的目的，在考虑压裂效果与经济成本的前提下，为使支撑剂完全

支撑煤储层，随施工进行，注砂量与砂液比都应逐步提高。 
4  结论 

(1)将传统储层压裂 pseudo-3D 模型应用到煤层气压裂建模中，建立了适用煤储层非牛顿流体压裂

的数学模型，通过计算与分析得出：在 3.1~6.15 m3/min 的注液量下，清洁压裂液压裂缝的半缝长为

55m，缝口处缝宽为 0.02338m，随着裂缝长度的延伸，裂缝逐渐闭合，缝内压降曲线与缝宽延伸趋势

相同。注入压强越大，其对应的缝宽、缝高也越大，压裂缝在盖层的延伸也越广。沿缝宽垂直截面上，

缝宽呈逐步降低的趋势。 

(3)当压裂缝沟通顶底板砂岩含水层时，就会造成排采井排液量居高不下，无法形成压降漏斗，使

煤层气无法解吸排采，影响产能，所以在压裂施工时要根据地层力学性质控制裂缝高度，以防压裂缝

沟通含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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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前期注入液段大量滤失到地层中，随施工进行，滤矢量逐渐减小，注砂量与砂液比都应

逐步提高。在滤失系数较大的情况下，后期注入压裂液均滤失到压裂缝中，无法再扩展裂缝。 

(5)非牛顿压裂液可以将支撑剂带入裂缝远端，其携砂长度远远大于活性水压裂液，解决了活性

水压裂液在施工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支撑剂在井底堆积、却无法支撑更长距离裂缝的缺点，对储层渗透

性伤害低，在未来煤层气压裂施工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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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analysis of cbm hydraulic fracture based on the 
pseudo-3D model of non-newtonian 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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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CBM hydrological fractures’ geometrical discipline and dynamic extension, to predict the 

proppants’ migration distribution. In this paper, the Non-Newtonian fluid hydraulic fracture computation model applicable 

to the coal reservoir’s calculation was determined basing on pseudo-3D model. By the analysis of fracturing technologies, 

parameters and coal reservoir’s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corresponding calculations of the fracture’s geometry and sand 

distribution were programmed using numerical simul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racture’s width decreases to zero 

along the fracture’s length and fracture’s height would communicate roof aquifer while the pressure break the roof cover’s 

rupture strength. The Non-Newtonian fluid can take sands to the tip. The length of sands dike is longer than the Newtonian 

fluid. It solves the Newtonian fluid’s disadvantages as insufficient capability to carry sands which lead to the sands’ 

sediment quickly near the well’s bottom and low permeability of the fracturing silts that obstructs CBM production. It is 

significant to evaluate the construction’s applicability to get the best delivery capacity. 

Key words: Non-newtonian fluid; pseudo-3D model; CBM; Nume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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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压法开发天然气水合物数值模拟：在实际 3D 地质模型上进行多井开发参

数的 优化研究 

 

孙致学，孙  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山东 青岛 266555） 

 

摘要：2007 年南海神狐海域地质调查 SH2 钻探地点的结果显示，在南海大陆架有高饱和度的水合物存在。再过去的

研究当中，降压开采法一直被认为是相对低能耗的开发方式，是一种比较使用且技术上可行的方法。为了研究在实

际地质模型降压开发过程中各生产因素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本文进行了井距、井型、井底流压和射孔层段的敏感性

研究和分析。一年的数值模拟过程显示，在井底流压 3000kpa，井距 1000，高部位射孔，直井加水平井的条件下，

日产气最多可达 4325.02m
3
，累计产量为 1.291×10

6 
m
3 
。更重要的是，对生产过程中个参数动态分析和解释使得对

实际矿藏的降压开发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采用单因素分析法和正交实验法对生产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

为射孔层段最敏感，井底流压次之，井距最不敏感。 

 
0  引言 

作为一个能耗大国，中国对原油的进口仅次于美国，依存度已高达 50%之多，而同时中国对天然

气的需求量也快速增长。天然气水合物分解产生甲烷气体及水，1m3 天然气水合物分解能够产生 164 

m3 的甲烷气体，而全球范围内的水合物含量高达 2×1016 m3，这将对未来能源补给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天然气水合物藏主要分为两类，冻土水合物藏和海洋水合物藏，而我国的天然气水合物藏主要集

中在青藏高原冻土带 [1]及南海神狐海域 [2]。近年来也提出了很多天然气水合物的开采方法，主要有

热刺激法（注热水，井壁加热，注蒸汽吞吐）、降压法、注化学剂法、CO2 置换法等 [3]。 

对于 1，2 型水合物藏降压法 [4]开采水合物经济，高效，研究已基本成熟 [5]，但目前已发现的水

合物藏大部分为 3 型水合物藏 [6]，单独降压分解采收率较低，需要与注热相结合 [7]。注热开采是通

过向储层注入热水或者热蒸汽，来提升水合物储层温度，打破水合物稳定存在的条件，进而使水合物

分解。通过对注入的热水进行控制，进而控制加热位置和加热面积，与注化学剂，注 CO2 相比较，注

热法具有效果明显，环保，适用性较强，对设备要求低等显著优点。数值模拟能够对天然气水合物藏

开发过程中地层中流体运动规律，开发效果，储层评价，储层参数的确定起到指导意义，为今后的水

合物藏开发方案的设计提供现实指导 [8]。 
1  实际矿藏降压法数值模型构建 

地质模型为南海神狐海域某区块实际地质模型，如下图 1 所示。模型 I 方向分为 94 个网格，J 方

向分为 118 个网格，网格大小为 50m×50m，总面积为 27.73km2。纵向深度为 122m 到 1046 米，不均

等划分 40 层。总网格数 433680 个。模型边界设定为封闭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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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神狐海域实际地质模型的三维示意 

在模拟开采过程中，为了便于开采过过程中对水合物实际矿藏中的压力、温度、含气饱和度和水

合物饱和度进行动态分析，特地设置一个基础方案作为样本。之后将对井距、井底压力、井型和射孔

层段 4 个重要的开采因素将会着重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对其影响采收率的一些认识。模型主要参数设

置见下表 1。其中在图 2 和 3 中，展示了孔隙度和渗透率的范围分布，这是实际模型与机理模型的

重要区别。 
表 1  数值模型主要参数设置 

 
 
 
 
 
 
 
 

基础参数设置 

参数名称 参数值 
孔隙度范围 0.059-0.143 
平均孔隙度 0.083 

渗透率范围 md 1.5 31.43 
平均渗透率 md 17.73 
颗粒密度 kg/m3 2600 

岩石的导热系数 J/(m×day×C) 1.5×105 
比热容 J/(m3×C) 8×105 

初始温度 10 
初始含气饱和度℃ 0.02 

含气组成 100%CH4 
地温梯度 K/m 0.0433 K/m 
含水饱和度 0.98 

水合物浓度 mole/m3 4616 
 

动力学常数 
反应速率常数 1.097×1013 
活化能 J/mole 89660 
反应热 J/mole 51858 

 
 

基础方案设置 

井距 m 1000 
井底压力 kpa 3000 

井型 vertical 
射开层段 layer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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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南海大陆架北坡实际水合物矿藏的孔隙度统计分布 

 
图 3  中国南海大陆架北坡实际水合物矿藏的渗透率统计分布 

为了探究实际地质模型中产气量对生产因素（井距、井底压力、井型和射开层段）的敏感性，建

立基础模拟方案，并使用单因素分析法，改变其中某个因素，并保持其他因素不变。下表是生产因素

的变化范围。 
表 2  生产因素变化范围值 

生产因素 井距 m 井底压力 kpa 射开层段 layer 井型 
 

取值范围 
 
 

1000 2500  4-13 5 个垂直井 
750 3000 14-23 3 口垂直井+1

口水平井 500 3500 24-33 
250 4000 31-40 

2  降压法开采动态分析 
2.1  产气规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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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方案的各参数设置如表 1 所示。图 4 展示了生产时间一年的累计产气量和日产气量曲线。

可以看出，产气速率总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可以依据走势将整个过程以 A 点和 B 点分为三

个阶段，分别为阶段 A、B、C。大概第 10 天左右时到达 A 点，日产气速率急剧增加到 753.37 ST 

m3/day，之后上升速度减缓并保持稳定。大概 230 天左右时到达 B 点，此时达到 大日产气量 4182.46 

ST m3/day，之后日产气速率开始平稳下降。 终累计残气量为 1.091×106 ST m3/day。 

日产气量趋势可由下面几点原因组成：（1）开始生产后，初始地层压力和井底压力的巨大差异作

为水合物分解的主要驱动力，作用明显；（2）随着固体水合物的分解和驱动力的不断作用下，井周围

的渗透率在逐渐增大；（3）周围区域的水突破到井筒中，虚弱了压降驱动力对产气能力的作用；（4）

随着反应的进行，温度在不断下降，进一步阻碍了分解速度，特别是在 230 天以后。 

 

图 4  基础方案日产气速率和累计产气量 

2.2  含气饱和度和水合物饱和度动态分布 
图 5 和 6 分别展示了生产过程中不同时刻水合物沉积层的含气饱和度和水合物饱和度的动态分

布过程。可以看出：（1）生产初期随着地层压力的降低，不同深度的水合物层有不同的地层压力，开

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分解反应，反应界面从顶部逐渐向底部运移：浅层的比较剧烈，产气较多，深层的

水合物层相对浅层，产气较少;(2)随着生产的进一步进行，产生的气体一部分被生产井采出，一部分

因为生产井的采气速度和地层水合物分解量差异太大的缘故，不能被及时采出，故向水合物沉积层顶

部移动并慢慢聚集;(3)可以观察到开采中期，出现明显的波浪状分布，并随着分解反应的进行，慢慢

减弱直至消失;（4）饱和度的分布波浪的顶部首先出现在生产井附近，并逐渐向周围扩展，直至连接

行成波浪状。 

分析得出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1）饱和度分布波浪的形成与地质模型本身的孔隙度和渗透率

的非均质性、热传导和气水的流动方向有关；（2）产生的气体被不断采出，地层压力持续下降形成压

力差作为反应驱动力促进水合物继续分解：（3）底部的水合物分解后，产生的气水不断向顶部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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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顶部井位处采出和聚集；（4）井周围的水合物因为距离井 近，分解反应快速且剧烈，且渗透率

在不断增大。 

 

图 5  不同时间点的含气饱和度动态分布 

 

图 6  不同时间点的水合物饱和度动态分布 

2.3  温度和压力动态分布 
图 7 和 8 分别展示了生产过程中不同时刻水合物沉积层的温度和压力的动态分布过程。可以看

出：（1）水合物沉积层的初始温度和压力系统一旦破坏，将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井周围

的区域；（2）因为生产井的不断生产以及井周围反应剧烈迅速的关系，温度和压力的降低将首先发生

在浅层区域，在逐步向深层区域扩散；（3）压力和温度分布的波浪状形态非常明显，并随着分解反应

的进行，慢慢减弱直至消失;（4）波浪状的曲折变化几乎能和分解反应界面重合，并能说明反应的剧

烈程度。 

分析得出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1）压力和温度分布波浪的形成与地质模型本身的孔隙度和渗

透率的非均质性、热传导和气水的流动方向有关；（2）产生的气体被不断采出，地层压力持续下降形

成压力差作为反应驱动力促进水合物继续分解：（3）井周围的水合物因为距离井 近，分解反应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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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剧烈，且渗透率在不断增大；（4）主要反应前缘从顶部向底部移动，底部的水合物分解后，产生的

气水不断向顶部流动，并在顶部井位处采出和聚集。 

 

图 7  不同时间点的温度动态分布 

 

图 8  不同时间点的压力动态分布 

3  降压法开采因素分析 
在正式讨论不同方案的结果之前,有必要强调一下这部分基于神狐海域地质情况的关于矿场实际

生产参数的敏感性分析的参数变化范围,也许并不适合其他的水合物矿藏,但模拟结果和讨论也许对揭

示敏感参数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并能对实际的现场生产提供一些指导,图 9 是各个模拟方案的累计产

气和日产气曲线和一些参数变量的对比。 
3.1  生产井井距 

经过 3.2 降压法开采动态的分析和文献的调研，生产井井距在水合物矿藏开发中是一个重要的参

数。如表 2 所示，用 250m 到 1000m 不同生产井井距来研究产气量对井距的敏感性。图 9 可以看出

累计产气和日产气对井距十分敏感，一年的生产周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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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井距的累计产量和日产气量曲线 

在井间干扰的作用不大时，各个模拟方案几乎拥有相同的曲线，把这个阶段成为阶段 A;随着生

产的进行，地层压力不断下降，在大概 10 天以后，一直到 320 天附近，井间干扰的开始发挥巨大作

用，把这个阶段称之为阶段 B。尽管常识认为，生产井的井距越近，井周围的地层压力下降速度越快，

到达水合物分解压力所需要的时间就越少，相同时间内分解产生的气体就越多，但是 250m 和 500m

的模拟方案显示出相反的趋势，即 250m 的日产气和累计产气都不如 500m 的方案多。这个现象说明，

除了压降影响分解速度之外，反映在井距上的每个井的控制储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并能在不同的生

产阶段发挥不同的影响权重。可以看出，在这四个方案特别是 750m 和 1000m 井距的方案中，压降的

作用和井控储量的作用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是的 750m 井距的模拟方案在阶段 B 生产表现 优。在大

概 320 天左右，750m 方案的日产气曲线和 1000m 的日产气曲线相交，之后 1000m 的方案日产气为

多，可以预见，在相对长期的生产周期内，1000m 方案的日产气也将是 多的，同时说明长期来看，

井控储量才是长期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接下来的生产阶段，可以通过上面的分析得知，1000m 井距的

累计产量也将超过 750m 的累计产量，把接下来的阶段称之为阶段 C，井控储量阶段。 
3.2  井底压力 

生产井井底压力是水合物实际矿藏生产过程中另一个重要参数。如表 2 所示，用 2500kpa 到

4000kpa 不同生产井井底压力来研究产气量对井底压力的敏感性。图 10 可以看出累计产气和日产气

对生产井井底压力十分敏感，较低的井底压力意味着巨大的生产压差，由之前的讨论可知，其对应分

解反应的驱动力也大，分解产生的气体以更快的速度由井周围向井筒内流动，也会进一步促进水合物

的分解。四个对比方案中井距是相同的，都是 1000m，因此有着相同的井控储量，所以井底压力和水

合物矿藏压力差是分解速度的主要驱动力。生产的压差越大，水合物沉积层到达其对应的压力分解点

的速度越快，在初始阶段产生的气体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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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井底流压的累计产量和日产气量曲线 

跟 3.1关于对生产井井距讨论的分析思路一样，也将该过程根据日产气量分为三个阶段对比分析。

虽然井距一样，产生的井间干扰样式相同，但是由井底压力和矿藏压力决定的压力差是不同的，压力

差对水合物分解过程产生作用的速度不同，即分解前缘的前进速度不同。压差越大，分解前缘的前进

速度越快，相同时间内，发生分解反应的储量越多，可以看出，与图 9 不同的是，图 10 第一阶段的

日产曲线更加不一致，说明日产气在初始阶段对井底压力更加敏感。 

生产阶段 B 可以称之为差距加速阶段，不同日产曲线均在上升且增速明显增大，该阶段依旧是

生产压差产生的驱动力为主要因素，井底压力为 2500kpa 方案上升 快，但明显看出，过大的生产压

差虽能在初期带来较高的产能，但是很难维持，井底压力为 2500kpa 方案的日产气速度 先出现拐点

开始下降。在大概 250 天左右，井底压力为 4000kpa 方案的日产气速度也开始出现下降，至此所有方

案的产气速度曲线都开始下降，并有即将交叉的趋势，说明由井底压力和矿藏压力决定的压力差开始

变小并 终会消失。在接下来的生产过程中，当压力差消失后，分解反应将进入一个动态平衡阶段，

不会再有多余的气体产生。虽然井底压力为 2500kpa 方案分解速度 快，也 先出现拐点，但其与地

层初始压力的压差 大，虽然其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其累计产气量将无疑是 多的，该阶段可认为是

降速平衡阶段，称之为阶段 C。 
3.3  井型 

井型也是水合物实际矿藏生产过程中另一个重要参数。如表 2 所示，用一口水平井来代替两口

垂直井来研究产气量对井底压力的敏感性，其中水平井的长度是两口垂直井的井距如图 12 所示。图 

11 可以看出累计产气和日产气对在初始阶段对井型十分敏感，说明水平井相对直井来说有更大的储

层接触面积，更大的储层控制体积，因此会促进更多的水合物分解，进而进一步促进地层压力的降低，

如 终地层压力对比图 12 可以看出，有一口水平井的方案的压力特别是水平井段的压力降低幅度更

大一些。根据之前 3.1 和 3.2 的分析可知，可以将日产去曲线的上升阶段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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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和阶段 B。在大概 260 天时，两个方案的曲线发生相交，此时 5 口垂直井的方案日产气更多，说明

在这种水合物矿藏当中，水平井在长期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与常规气田不同的是，

水合物分解产生的气都大幅运移到沉积物顶层进行聚集了，从图 5 不同时间点的含气饱和度动态分

布中可以看出。 
3.4  射孔层段 

如 13 不同射孔层段的累计产量和日产气量曲线图可以看出，不同的射孔开发层段对水合物的采

收率具有重大影响。在生产井井距 1000m，井底压力 3000kpa 和射开层段 4-13 层的生产条件设置下，

日产量和累计产量是 大的，且与其他方案的差距明显。这种巨大的差异由多种原因组成，比如不同

深度的地层压力不同，地层的分均质性，温度，网格形状，计算的准确性等。从 14 不同射孔层段的

终井底压力对比图可知，不同射孔层段方案的 终地层压力对比差异巨大， 

 
图 11  不同井型的累计产量和日产气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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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井型的最终井底压力对比 

浅层射孔层段有着更低的初始地层压力，与离水合物的分解压力更接近，所以在一定井底流压的

情况下，到达分解压力所需时间更少，因此一年的生产周期内有着更高的采收率。所以，采收率对射

孔层段有着极高的敏感性，神狐海域的水合物开发过程中应当在沉积层浅层进行首先开发。 

 

图 13  不同射孔层段的累计产量和日产气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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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不同射孔层段的最终井底压力对比 

3.5  正交分析 
随着计算科学技术和电脑科技的迅速发展，油藏数值模拟技术在模型计算领域耗费越来越巨大，

不只是通过参数优选进行产量 大的 优化过程中，在评估 优产量设计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在实际

应用过程中，敏感性分析可以用来评价两个参数之间的交互作用，关键影响因素确定，产量预测和生

产现象的解释理解，已然变成一个针对模型来系统研究参数变化以确定变量影响的有力工具，并广泛

应用于多种油藏数值模型的研究当中 [9] [10] [11]。 

目前有两种常用于敏感性分析的方法，一种是 OFAT(one factor at a time），一次只改变一个变量；

一种是正交设计方法。OFAT 是指通过选择一个各个变量的基本参考值，每次按照参数的变化范围只

改变其中的一个参数其余参数不变来分析参数的敏感性。尽管这种方法能够将结果中观察到的变化明

确的归结于变量的变化，并能提高结果的对比性，但该方法不能讲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考虑进去，

因为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参数变化导致相同的结果变量的情况 [12]。尽管如此，该方法得出的结果仍然

具有参考意义，所以在 3.1-3.4 章节中使用该方法对生产井井距、井底压力、井型和射孔层段四个生

产因素进行了初步的应用和分析。下面将使用正交分析的方法对四个生产因素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确

定出其对采收率的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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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正交实验方案的累计产量曲线 

表 3  正交实验设计表基础数据和敏感参数分析表 

Case No Well spacing(m) BHP(kpa) Perforated intervals(layer) Cumulative gas (m3) 
1 1000 2500 4-13 1083475 
2 1000 3000 14-23 214946 
3 1000 3500 24-33 12142 
4 750 2500 14-23 414221 
5 750  3000 24-33 14024 
6 750  3500 4-13 937339 
7 500  2500 24-33 25048 
8 500  3000 4-13 878382 
9 500 3500 14-33 198471 

Mean A 436854.33 507581.33 966398.67  
Mean B 455194.67 369117.33 275879.33  
Mean C 367300.33 382650.66 74879.00  
Range 87894.333 124930.66 891519.67  

Better level A2 B1 C1 1309742 
Order 3 2 1  

表 3 展示了正交实验设计表基础数据和敏感参数分析结果，图 15 展示了正交实验方案的累计产

气量曲线。通过 OFAT 和正交实验分析法可以确定，累计产量和日产量对矿场生产因素的敏感性排序

分别为射孔层段、井底流压和生产井井距。 优组合分别为井距 750m，井底流压 2500kpa，射孔层段

4-13 层，其方案的累计产气量为 1309742m3。 
4  结论 

生产条件对生产过程有着重要影响。对生产条件的敏感性分析可知，生产过程可以由驱动力影响

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主导驱动力，在不同的阶段发挥不同的主导作用。一年的数值模拟

过程显示，在井底流压 3000kpa，井距 1000，高部位射孔，直井加水平井的条件下，日产气 多可达

4325.02m3，累计产量为 1.291×106 m3。更重要的是，对生产过程中个参数动态分析和解释使得对实

际矿藏的降压开发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采用单因素分析法和正交实验法对生产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结果显示为射孔层段 敏感，井底流压次之，井距 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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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tudy of depressurization process of natural gas hydrate reservoir: An 
attempt at optimization of field operational factors with multiple wells in a real 

3D geological model 
 

Sun Zhixue, Qiang Sun 

（School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266555, China） 

 

Abstract：In 2007,the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which locates in Shenhu Area, the continental slop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irmed that gas hydrate occurs at high saturations and the samples at drilling site SH2 has showed high abundance reserves 

of methane hydrate in clay sediments. However, with the relatively low cost energy, depressurization method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technically feasible and most promising one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For purpose of a better acquaintance of the 

feasible field operational factors and processes which control the production behavior from a real 3D geological CH4-hydrate 

deposits, it is urgent to figure out the sensitivity of the feasible field operational parameters such as well type, well spacing, 

bottom hole pressure, and perforated intervals on methane recovery. One years’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onstant bottom hole pressure 3000 kpa,well spacing 1000m,peforated in higher intervals and with one 

horizontal well, the daily gas rate peak can reach to 4325.02m3  and the cumulative gas volume is 1.291×106 m3 . What’s 

more, some new knowing and its explanation about the curve tendency and parameters evolution for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re made .Technically, (OFAT) one factor at a time design and orthogonal design were used in the simulation to investigate 

which factors predominate productivity ability and which is the most sensitive on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rder of 

the factors on gas yield was perforated intervals > bottom hole pressure > well spacing. 

Key words: Depressuriza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A real 3D geological hydrate model; Field operational factors; Multiple 

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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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储层脆性的一般规律及测井解释方法研究 

 

覃  豪1 

（ 大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黑龙江 大庆，163712） 

 

摘要：随着水平井加体积压裂改造技术的突破，致密油气已经成为现实接替领域。脆性是致密储层测井评价的主要内容，

如何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脆性解释以及储层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时脆性如何变化均需深入研究。通过对计算脆性指数的矿

物组分法和弹性参数法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指出这两种方法解释脆性的关键，为方法选择提供依据；并假设地层为块

状均质条件下，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得到脆性指数与横纵波时差比值的关系图，以此确定脆性随岩石内在结构变化的一

般规律；同时通过确定储层横纵波时差变化范围，确定脆性指数解释的合理范围。通过研究后，选择弹性参数法解释徐

家围子地区沙河子组的致密储层脆性，为该区致密气储层勘探开发提供了可靠保障。  

关键词：脆性指数；矿物组分法；弹性参数法；数值模拟；泊松比 

 

0  引言 
致密油气藏是指致密储层夹在或紧邻优质烃源岩、未经过长距离运移，需大规模体积压裂才能形

成工业产能的油气聚集。近年来，随着水平井加体积压裂改造技术的突破，致密油气已经成为现实接

替领域
[1]。我国致密油气的勘探开发虽然起步较晚，但是通过近几年的技术攻关，也取得了阶段性的

成果。致密油气储层的“三品质”是致密储层测井评价的核心，其中工程品质，是选择压裂层段、能

否充分解放致密储层的油气潜力的基础[2]。工程品质评价 终的目的是评价储层的脆性。岩石脆性指

数是指岩石中易碎矿物占总矿物的百分比，反映岩石易于破裂程度，是致密油储层体积压裂设计中的

重要参数，一般采用弹性参数计算或矿物组分法计算，比较常用的是北美油页岩矿物组分法[3～7]。 

以大庆深层徐家围子地区沙河子组致密气储层为例，对致密储层脆性的一般规律及测井解释方法

进行研究。该区储层岩性为长石岩屑砂岩和岩屑长石砂岩等，岩屑命名达到 20 余类，长石种类包括

钾长石和斜长石，岩屑种类包括变质岩和岩浆岩，杂基种类包括泥质和方解石。其次，当岩石的矿物

含量相同，内在结构如分选、胶结类型和粒度等发生变化时，致密储层脆性变化的一般规律又如何。

如何选择合适的方法来对储层的脆性进行准确解释，是测井方法评价脆性的核心。通过对矿物组分法

和弹性参数法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指出这两种方法解释脆性的关键；并假设地层为块状均质条件下，

采用模拟的方法，对脆性随岩石内在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进行总结；以此为基础选择弹性参数法解释

研究区的致密储层脆性，为该区沙河子组的致密气储层勘探开发提供了可靠保障。 

1  脆性评价方法的评价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 (编号：2009CB219307)资助． 
作者简介：覃豪，男，1979 年 10 月生，高级工程师，从事火山岩储层测井评价方法研究．电话：13936724829．E-mail：

qinhao@petrochina.com.cn． 



覃豪：致密储层脆性的一般规律及测井解释方法研究 

738 
 

测井解释脆性指数一般采用弹性参数计算或矿物组分法计算，这两种方法分别采用了两种完全不

同的信息评价脆性，虽然在方法上不同，但是存在实质的联系。 

1.1  矿物组分法 
目前常用脆性评价方法是北美油页岩矿物组分法，其表达式如式（1）。从式（1）可知，矿物组

分法关键是确定各类造岩矿物的体积含量。目前各类矿物含量解释的方法有 优化法[1]和统计回归法

等。北美油页岩，岩性主要为碳酸盐岩，其矿物种类相对简单，应用这两种方法解释的矿物体积，相

对比较准确。国内的致密储层一般为陆源碎屑沉积的岩石，在应用矿物组分法时，一般对式（1）进

行变形优化，变形后的计算模型如式（2）。应用式（2）解释研究区的脆性，关键是主要脆性矿物含

量的解释。 

cldocaqa VVVV
V

BI


 qa
                                              （1） 

clfdcaqa VVVV
V

BI


 qa
                                                 （2） 

式中：BI 为脆性指数，无量纲；Vqa、Vca、Vfd、Vdo和 Vcl分别为石英、方解石、长石、白云石和粘

土的体积含量，％。 

研究区长石岩屑砂岩或是岩屑长石砂岩，采用岩屑类型一般为岩浆岩、变质岩（薄片资料），对

于变质岩和岩浆岩的矿物类型无法从薄片等资料明确，因此无法确定致密砂岩中的岩屑是否为脆性物

质，或是在岩屑中脆性物质又占有多大比例。全岩分析能确定矿物的类型，但是资料相对较少，且费

用高。应用测井方法解释脆性物质含量时，在 优化方法中
[8]，确定矿物骨架值是解释矿物含量准确

与否的关键，虽然建立的是矿物模型，但是骨架参数也是按照岩石么模型的参数选取方法来选取，其

骨架值与矿物自身骨架值相差较大，同时还受到测井曲线分辨率的影响，计算的矿物含量准确性相对

较低，很难真正反映储层脆性物质的多少，解释的脆性指数准确性相对较低。在统计回归法中，首先

选取敏感参数，再根据全岩分析确定的矿物含量建立统计模型。这种方法得到的脆性矿物含量受到曲

线分辨率的限制，也很难得到准确的脆性矿物含量。 

1.2  弹性参数法 
弹性参数法应用的是岩石力学参数杨氏模量和泊松比来解释脆性指数，如式（3）～（7）。杨氏

模量和泊松比并非直接反映岩石脆性的参数，但是定性认为，在岩石学范畴内，杨氏模量越大，泊松

比越小，岩石脆性越好，故而有如下基于杨氏模量和泊松比计算岩石脆性的公式： 

2
BritBrit EuBI 

                                                      （3） 

)/()( minmaxmin EEEEEBrit                                          （4） 

)/()( maxminmax  Brit                                         （5） 

 22

22

S2
2S
DTCDT
DTCDT




                                                  （6） 

7
22

22

2 10290.943DEN






DTCDTS
DTCDTS

DTS
E                               （7） 

式中： BritE 为杨氏模量计算脆性指数，％； Britu 为泊松比计算脆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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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为杨氏模量，Gpa；μ 为泊松比，无量纲； 

      DTS 为横波时差，μs/ft； DTc 为纵波时差，μs/ft； 

      Den 为岩石密度，g/cm3。 

泊松比和杨氏模量的计算方法如式（6）、（7）。从式（6）、（7）可知，岩石密度、横波和纵波速

度确定后，即可计算泊松比和杨氏模量，也就得到了储层的脆性指数。该方法简单，但是准确计算脆

性指数的关键有两点：（1）泊松比和杨氏模量的 大值和 小值的刻度；（2）横波测井费用高，不是

所有井都能测偶极子横波，因此需要进行横波时差构建，模型的精度和构建的方法直接影响脆性解释

的精度。 

综合以上分析表明，弹性参数法适合于范围更广，脆性指数解释的关键是横波时差曲线的重构和

弹性参数 大值和 小值的刻度。研究区脆性指数解释选择弹性参数法。 
2  脆性指数变化的一般规律 
2.1  横波时差重构模型 

以上分析表明，横纵时差模型的重构是影响脆性指数解释精度的关键。岩石的脆性是反映岩石自

身特征的参数，与横波时差有关，那么在选择参数重构横波时差模型时，必然选择反映岩石内在结构

的参数。通过建立横波时差与纵波时差、中子孔隙度和自然伽马相对值等参数建立交会图可知，纵波

时差、自然伽马相对值（图 1）和中子孔隙度（图 2）反映横波时差 为敏感。图 3 与图 1 使用数据

相同，但是回归的形式不同，图 4 与图 2 也是如此。建立两个横波重构模型，如式（8）、（9）。式（8）

为线性形式的方程，式（9）为指数形式的方程。 

DTScg=22.95008+1.201789*DTC+1.061157*NPHI*100                         （8） 

DTScg=68.8*log(DTC)-231.3+51.8*exp(0.348*ΔGR)                        （9） 

式中：DTScg 为重构的横波曲线，μs/ft； 

ΔGR 为自然伽马相对值，无量纲。 

  
图 1  实测横波时差与ΔGR 关系图（分岩性） 图 2  横波时差与中子的关系图（分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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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测横波时差与ΔGR 关系图（不分岩性） 图 4  实测横波时差与中子的关系图（不分岩性） 

分别应用纵波与中子孔隙度统计模型、纵波与泥质含量统计模型对泊松比进行计算，从图中可知，

纵波与中子孔隙度统计模型解释结果对于中子的变化非常敏感，中子微小的变化导致泊松比解释结果

发生较大变化，对于天然气储层而言，由于挖掘效应，这种统计模型不合适；纵波与泥质含量统计模

型对岩性的变化反应敏感，能反映岩石力学性质的变化，解释的泊松比与实测曲线解释结果符合也好。

因此可知，对于含油岩层，指数回归的上述模型均适用，对于含气岩层，纵波与泥质含量统计模型适

用性较好。 
2.2  杨氏模量及泊松比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取值分析 

杨氏模量及泊松比的 大值与 小值取值决定了脆性指数计算结果的精度，如何选取，本次研究

在岩石全为石英的假设条件下，对比矿物脆性模型和弹性参数模型，以此来确定杨氏模量及泊松比的

大值与 小值取值方法。 

根据页岩气的矿物脆性公式可知，石英是脆性物质，当岩石全由石英组成，由式（1）可知岩石

的脆性指数为 100%；当岩石矿物发生变化时，脆性变差，也就是石英相对含量的减小。应用弹性参

数解释脆性时，也假设岩石全由石英组成，分析泊松比解释脆性的边界条件：岩石的泊松比 u 为岩石

的泊松比，只有当泊松比的 小值为石英的泊松比， 大值为研究区泥岩实际值，由式（1）解释脆

性才为 100％；分析杨氏模量解释脆性的边界条件：岩石的杨氏模量 E 为岩石的杨氏模量，只有当杨

氏模量的 小值取泥岩、 大值取石英的杨氏模量，由式（1）解释脆性才为 100％。因此，类比两

类脆性解释方法可知，弹性参数解释的脆性表达的内涵是随着石英含量减小时泊松比和杨氏模量的变

化情况。 

通过上述极限条件的分析可知，对于实际的地层（除了石英以外还有其他脆性相对较低的矿物），

杨氏模量及泊松比的 大值与 小值实际取值时，根据地层中脆性 好的矿物和 差的岩石取值（如

含石英的地层根据石英和泥岩取值）。 

2.3.2 脆性指数变化的一般规律 

根据图 8 可知，当岩石的横纵波时差比值变大时，储层脆性变差，当岩石的横纵波时差比值变小

时，储层脆性变好。对于岩石的内部结构，当不考虑其他因素紧紧考虑某一种内部结构特征的变化时，

可知横纵波时差比值的变化[9]，进而得到脆性指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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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 7 为基础，可知储层内部结构变化时脆性变化的规律。对于岩石分选性：一般分选越好，泥

质含量越低，横波时差越小，导致横纵波时差越小，脆性指数越大；分选越差，泥质含量高，脆性指

数越小。对于物性：一般孔隙度越大，横纵波时差比值越小，脆性越大；一般孔隙度越小，横纵波时

差比值越大，脆性越小。对于胶结物岩类型：钙质胶结物、硅质胶结物和泥质胶结物对应的横纵波时

差比值一般是钙质 小，泥质 大，因此脆性指数是钙质胶结 大，泥质胶结 小。对于薄互层组合：

砂岩岩石结构由块状演变成薄互层或有层理界面，横纵波时差增大，岩性组合脆性变差。 

 
图 5  达深 15 井不同横波模型解释泊松比对比图 

2.3  脆性指数变化的一般规律 
2.3.1 脆性指数变化分析方法 

    从矿物模型法可知，当岩石中脆性矿物含量发生变化时，脆性指数大小必将改变。当岩石的内部

结构如分选、胶结类型和粒度等发生变化时，脆性指数的大小将如何变化，本次假设地层为均质且块

状条件下，通过理论推导，对脆性的变化进行探讨，同时结果还为测井解释脆性的合理性判断提供依

据。 

从式（3）～式（7）可知，应用杨氏模量和泊松比能计算脆性指数。从式（3）可知，脆性指数

是杨氏模量和泊松比计算脆性之和除以 2，因此可以选择杨氏模量或泊松比研究脆性指数变化的规律，

即随着岩石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横波和纵波必然发生变化，那么泊松比或杨氏模量计算的脆性也必然

发生变化。本次研究先对式（5）进行推导，得到泊松比横纵波时差比值的关系式（10），再分析脆性

指数与横纵波时差比值的关系式，即应用泊松比研究脆性指数随岩石内部结构变化时的变化规律。 














1S2

2S

2

2

2

2

DTC
DT

DTC
DT


                                               （10） 

假设块状地层，各向均质条件下，进行数值模拟，建立脆性指数与横纵波时差比值的关系，如图

6。根据式（5）可知，当确定了研究区的脆性矿物类型以及泥岩的泊松比后，得到脆性与横纵波时差

比值的关系。徐家围子地区沙河子组的横纵波时差比值分布范围 1.65～1.9，泥岩横波时差比值取 1.9，

那么根据泊松比和时差比值之间的关系，确定泥岩泊松比为 0.3084，即为泊松比的 大值， 小值取

石英砂岩 0.135，推导出脆性指数与横纵波时差比值关系，如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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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泊松比与横纵波时差的比值关系图 图 7  脆性指数与横纵波时差的比值关系图 

同时对于没有进行三维岩石力学及相关脆性实验的地区，缺乏实验资料对解释结果的验证，无法

确定解释结果的合理性，可以应用上述的方法对脆性解释分布范围进行确认。徐家围子沙河子组地层

缺少响应的实验资料，但是测井曲线统计表明，砂岩储层的泊松比范围为 1.65～1.71，确定脆性解释

的范围为 42.5%～63%。 
3  结论 

（1）致密砂岩（岩屑长石砂岩和长石岩屑砂岩）的脆性解释方法应选择弹性参数法，且岩石的

脆性仅与脆性 好的矿物含量有关； 

（2）储层中含有天然气时，横波重构模型应选择不受天然气影响的曲线，徐家围子地区横波重

构模型为纵波和泥质含量统计模型； 

（3）数值模拟表明，物性越差，分选越差，脆性越低；薄互层发育的地层脆性差，储层改造所

需的破裂压力越大。在没有实验资料验证的条件下，确定徐家围子地区沙河子组砂岩的脆性指数范围

为 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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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北上二叠统龙潭组页岩气形成条件及有利区预测 

 

谭  聪 1，孙全宏 1，刘  策 2，马  嘉 1 

（1.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100083 

2.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根据区域地质、沉积层序、沉积相、有机地球化学、岩性物性特征以及含气量的测定得

出，龙潭组地层以大方-息烽一线为沉积中心，沉积中心呈长轴型展布，最厚达 30-40m，向南、向北厚度逐渐减薄。

受深部断裂和整体黔中隆起构造格局的控制，在习水地区埋深最大，向南东方向逐渐变小，且底界深度差异性增大，

其沉积相为泻湖-三角洲-泥炭沼泽-障壁岛及潮坪相为主；有机地球化学研究表明，结合显微特征及荧光特性，龙

潭组为Ⅲ型。TOC 主体分布在 1.0%-10.0%范围内，平均为 6.07%;受沉积环境及地化条件的影响，储层孔隙类型及分

布与南方海相页岩不同，有机孔相对不发育，无机孔相对较发育;研究区目的层粘土矿物的平均含量为 41.4%，伊蒙

混层占主体，石英的平均含量为 47.8%， 还含有少量长石、碳酸盐岩和黄铁矿等；通过分析页岩气现场解吸实验的

结果表明，含气量普遍较高，主体在 2.5~10.0 m³/t 之间，最高值达到 19.1 m³/。龙潭组等温吸附实验结果显示:

富有机质页岩饱和吸附量在 1.88～8.8m3/t 之间，平均为 4.51m3/t，说明该层系的页岩都具有较好的吸附潜力，综

合各项指标，认为认为上二叠统页岩气聚集发育的有利区位于研究区的中部大片地区，包括金沙、大方、黔西、纳

雍地区。 

关键词：黔西北；龙潭组；页岩储层；评价 

 

0  引言 

页岩气与传统天然气勘探开发相比，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因此从常规储层气到页岩气的研究勘探

需要全新的思路和崭新的方法。尤其在于有机质类型特点及其生气条件评价研究与以往工作思路和方

法存在较大差异，理论研究方法也缺乏相关的模型参考，传统工作中的方法和技术不宜生搬硬套[1-2]。

黔西北研究区内龙潭组是海陆交互相页岩地层，受当前页岩气勘探开发与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影响，

国内还没有统一的方法和指标，不同的国家，其评价方法也有很大的不同。页岩气勘探开发工作尚存

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在勘探生产过程中积累的常规油气分布地质规律和认识也难以直接指导页岩气勘

探工作，海外已开展的页岩气工作成果也难以直接借鉴[3-5]。这里重点查明黔西北地区龙潭组黑色页

岩发育地质特征，掌握页岩气形成条件和分布规律，开展页岩气资源评价，查明黔西北地区龙潭组页

岩气资源分布、有利区及勘探开发条件。 

1  区域地质概况 

贵州西北部地理位置处于上扬子板块下部，黔西北地区二叠系是我国地层古生物研究的重要地区

之一，具有沉积类型丰富，分布平常，发育完整等特性[10]。其下统主要为碳酸盐岩，岩相和生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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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西向分布（图 1）。下统主要为半局限台地相不纯的碳酸盐岩，下部发育不完整，假整合于下古

生代地层之上，岩性变化不大，珊瑚化石非常丰富，厚 200~500m。上统主要为碎屑岩、含煤岩系和

石灰岩，也大致近东西向分布。在安顺—晴隆地区底部有玄武岩，动植物化石丰富，厚 80~500m。根

据岩石学及其组合特征，将黔西北的二叠系划分为茅口组（P1m）、峨眉山玄武岩（P2em）、龙潭组（P2l）、

长兴组/大隆组（P2c/P2d）[6-7]。 

龙潭组地层在本区出露普遍，常见于向斜翼部或者背斜核部，岩层主要有砂岩、粉砂岩、粘土岩

及燧石灰岩组成，夹 6～34 层煤及多层菱铁矿薄层，底部常有黄铁矿（粘土岩）或菱铁矿，平行不整

合于峨眉山玄武岩或茅口组之上。 

 
图 1  黔西北地区地层平面分区 

2  页岩的沉积分布特征 

2.1  页岩的发育和分布 

发育于黔西北地区下二叠统龙潭组潜质页，岩性主要分三段，下段由海退式半旋回结构的燧石泥

晶灰岩、粉砂岩、粘土岩、碳页岩和煤层组成，其中灰岩和粉砂岩具有典型的潮汐层理组合-波状、

透镜状、羽状交错层等。中段为主要为薄层灰岩，其中海退式半旋回结构由细粒岩屑砂岩、粉砂岩、

粉砂质粘土岩、碳页岩及煤层组成。砂岩中常见向上变粗的逆粒序及大型楔状斜层理和交错层理。上

段为深灰色薄—中层粉砂岩夹含燧石生物屑泥晶灰岩、泥灰岩及硅质岩、粘土岩、页岩、碳页岩和煤

层，具水平虫迹和季节纹层。其中的潜质页岩为一套炭质页岩夹煤层，厚度为 20~30m。 

黔西北地区可分为北部区（遵义及其周边）、中部区（毕节及其周边）以及南部区（贵阳及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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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由于构造运动与沉积环境的影响，龙潭组页岩在每个区的发育程度各有所异。在黔西北北部地

区，龙潭组潜质页岩不是很发育，厚度仅为数米；在黔西北中部地区，龙潭组潜质页岩比较发育，主

要位于毕节、大方一带，厚约 25m；在黔西北南部地区，受地幔深部物质控制、早中二叠世黔中隆起

及邻区处于伸展构造环境，龙潭组潜质页岩在该区发育情况不理想。龙潭组源于丁文江（1919）在江

苏南京东郊龙潭镇创名的龙潭煤系。区内分布于正安—贵阳—镇宁—贞丰一线以西，毕节—赫章—盘

县一线以东地区，厚 23~256m。 

2.2  埋藏深度 

龙潭组下段由燧石泥晶灰岩、粉砂岩、粘土岩、碳页岩和煤层组成，海退式半旋回结构，灰岩和

粉砂岩具波状、透镜状、羽状交错层等典型的潮汐层理组合。煤层位于旋回顶部，厚 129m。中段为

薄层灰岩中细粒岩屑砂岩、粉砂岩、粉砂质粘土岩、碳页岩及煤层组成海退式半旋回结构。砂岩中常

见向上变粗的逆粒序及大型楔状斜层理和交错层理。厚 55m。上段为深灰色薄—中层粉砂岩夹含燧石

生物屑泥晶灰岩、泥灰岩及硅质岩、粘土岩、页岩、碳页岩和煤层，具水平虫迹和季节纹层。厚 180m。

总厚 356m。织金一带，下段以粘土岩为主，夹砂岩、硅岩、灰岩及煤层。厚 97m；中段为砂岩、粉

砂岩、粘土岩、页岩和煤层，厚 144m；主要粘土岩、粉砂岩和两者过渡性岩层为主，期间夹有煤和

灰岩，共同组成了上段，总厚度在 78m。总厚 319m。毕节、遵义地区三分岩性变化不大，但厚度变

小，40~160m 左右，一般为 100m 左右。龙潭组岩层假不整合接触于峨眉山玄武岩或茅口组岩层之上

[19]。顶以含煤砂、页岩的系消失和灰绿、紫红色砂泥岩夹灰岩的出现与上覆三叠系夜郎组分界。 

受地幔深部物质控制，早中二叠世黔中隆起及邻区处于伸展构造环境，呈现出隆坳相间的古地理

格局，通过二叠系埋深图可以看出，在习水地区埋深 大，向南东方向逐渐变小，并且底界深度差异

变大，主要是受深部断裂和整体黔中隆起构造格局的控制（图 2）。 

 
图 2  黔西北地区上二叠统龙潭组底界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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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平面展布 

龙潭组在黔西北地区主要分布于中区和南区，在大方-息烽一线为沉积中心， 厚达 30-40m，向

南、向北厚度逐渐减薄。沉积中心呈长轴型展布，为东西走向，这种厚度差异主要是由于该时期的沉

积环境所决定，该时期在大方-息烽一线为台内洼陷环境，向南、向北逐渐过渡为海陆交互相台地（图

3）。 

 
图 3  黔西北地区上二叠统龙潭组富有机质页岩等厚 

 

3  页岩气形成条件 

3.1  有机质类型与丰度 

结合本次样品的显微特征及荧光特性，规则状和不规则状有机质颗粒在页岩中均有出现，规则状

主要以长条状和尘点状为主，不规则主要细粒状的有机质颗粒，如有时有机质颗粒中可观察到散布许

多极小的黄铁矿之中。龙潭组潜质页岩的 TOC 类型主要为Ⅲ型。 

有机碳含量和氯仿沥青“A”是有机质丰度主要指标，受海相地层时代早、此后历经多期的构造运

动影响，在贵州西北部残留氯仿沥青量整体上很低，对研究区中富有机质页岩的生烃能力评价不够准

确，所以放弃使用，使用有机碳含量对其替换。上二叠统龙潭组潜质页岩有机碳含量在 0.53%~17.03%

之间，平均 6.07%。 

研究区上二叠统龙潭组潜质页岩的有机质类型主要为Ⅲ型，由于该地层为煤系地层，因此有机碳

含量相比同区其他层位（牛蹄塘组、龙马溪组）来说要高， 高值达到 17%（图 4），其主体分布在

1.0%-10.0%范围内，有 15.15%的样品有机碳含量大于 10%（图 5）。 

对西页 1 井目的层段龙潭组地球化学实验表明，由于龙潭组地层广泛发育煤层，有机碳含量分布

范围在 0.44%-77.3%，变化幅度非常大，平均值为 10.387%。研究表明，黔西地区龙潭组地层下部广

泛发育有机碳含量极高的煤层，煤层顶底板发育炭质页岩、泥岩，有机碳含量普遍大于 5%。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747 
 

在平面上，沉积中心具有高有机碳含量主，如大方地区，有机碳含量超过 6.0%。有机碳含量以

高值点为核，向研究区北部和南部逐渐降低。  

 

图 4  黔西北地区上二叠统龙潭组主要样品点有机碳含量 

 

图 5  黔西北地区上二叠统龙潭组主要样品点有机碳含量频率分布 

3.2  有机质成熟度 

有机质成熟度划分标准为：Ro 低于 0.6%为未成熟，0.6~1.3%为成熟，1.3~2%高成熟，2~3%过

成熟早期阶段，3~4%过成熟晚期阶段。上二叠统龙潭组潜质页岩的成熟度在 1.57%~2.66%之间，平

均 2.45%，属于过成熟早期阶段。 

该套烃源岩总体演化程度较高，全区未见成熟度小于 2%的区域（图 6），有 93%的样品成熟度分

布在 2.0%-3.0%（图 6）。 

对西页 1 井目的层段龙潭组页岩地球化学实验表明，西页 1 井页岩样品有机质成熟度分布范围在

2.12%-3.45%，平均值为 2.57%。 

平面上在研究区内有三个部位—普定县、金沙县、习水复兴， 高值为 2.7%，主体在 2.0-2.6%，

平均值为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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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黔西北地区上二叠统龙潭组主要样品点成熟度 

3.3  富有机质页岩储层特征 

3.3.1  储层岩性特征 

研究区龙潭组矿物组成主要是粘土矿物和石英，粘土矿物的平均含量为 41.4%，石英的平均含量

为 47.8%， 还含有少量长石、碳酸盐岩和黄铁矿等。粘土矿物主要为伊蒙混层矿物和伊利石，伊蒙

混层平均为平均为 67.2%，伊利石平均为 14.67%，部分样品还含有一定量的高岭石和绿泥石。龙潭

组黑色页岩剖面上从下到上粘土矿物先较少后增加，石英与之相反；以伊蒙混层组成主要的粘土矿物，

伊利石和绿泥石具有明显的特征，两者在含量和变化方面都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从空间上看，龙潭组

页岩粘土含量从南向北以大方县北部和赫章县中部为中心，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石英含量变化

不明显，但是可以看出，其在大方县中部和南部含量较高，在 80%以上。粘土矿物中从北向南主要矿

物变化为高岭石—绿泥石----伊利石---伊蒙混层，显示了空间上成岩变化的特点。龙潭组页岩粘土矿

物中约 62.5%为伊利石。在粘土矿物中伊利石的矿物比表面 小故不利于吸附。同时，不同的伊利石

结晶的反映了其不同的成岩演化阶段及伊利石粒度大小。龙潭组页岩伊利石结晶度（0.78-0.91，平均

0.845）反映龙潭组页岩在高的成岩阶段，伊利石结晶度的降低反映其粒度的增大，矿物比表面下降。

所以在同等有机碳（TOC）含量条件下，龙潭组的吸附气量较大。 

3.3.2  储层物性特征 

龙潭组总孔体积为平均值为 0.01467 ml/g，微孔体积平均值为 0.007961 ml/g，中孔体积平均值为

0.01427 ml/g，宏孔体积为平均值为 0.001440 ml/g。BET 比表面平均值为 4.185m2/g（图 7）。龙潭组

孔体积从北向南呈现周期性的增长规律。龙潭组页岩在镜下可明显观察到石英颗粒，粒间存在有机质，

孔隙大小为纳米级，主要存在于石英颗粒之间以及粘土矿物的片层之间，还观察到含碳非常高的煤物

质，并且粒间含有明显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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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龙潭组孔隙体积 

镜下发现龙潭组的孔隙与海相的牛蹄塘组和龙马溪组孔隙特征存在较大的差异，龙潭组页岩矿物

组成中粘土矿物占有较大比例，且有机质成熟度相对较低（1.3-2.2）。龙潭组页岩储层多发育粘土矿

物层间孔缝及溶蚀孔，有机孔相对不发育（图 8），且有机孔多呈凹坑状，前人研究成果表明，发育

凹坑状有机孔的有机质多为植物碎屑。 

  

  



谭聪等：黔西北上二叠统龙潭组页岩气形成条件及有利区预测 

750 
 

  
图 8  龙潭组页岩孔隙发育特征 

岩石孔隙通常是油气的重要储集空间，游离气存储于期间，一般使用孔隙度作为评价游离气含量

的主要指标。页岩储层的孔渗特征是页岩含气性的重要控制因素。龙潭组页岩样品孔隙度在 0.2%～

11.1%之间，平均为 2.5%，渗透率在 0.0014×10-3μm2～0.091×10-3μm2 之间，平均为 0.012×10-3

μm2。BET 比表面（m2/g）为 7.82-27.6，平均 14.9。总孔隙体积（10-3ml/g）为 0.021-0.088，平均

0.033。 

3.3.3  吸附气量 

龙潭组潜质页岩以西页1井页岩样品为代表通过实验得出西页 1井页岩样品各个压力下的吸附量

和吸附常数（表 1）。饱和吸附量 VL 在 1.88～8.8m3/t 之间，差异较大，平均为 4.51m3/t；Langmuir

压力常数 PL 在 1.95～3.76MPa 之间，平均为 2.85MPa。4 个样品中饱和吸附量达到 3m3/t 以上的有 2

个，在 2～3m3/t 之间的有 2 个，说明了龙潭组页岩段具有良好的储集物性特征，在地下压力状态下

能吸附较多体积的天然气。（图 9） 
表 1  西页 1井页岩不同压力下的甲烷吸附量和吸附常数 

编号 

不同压力下的吸附量（m3/t） 吸附常数 

0.38 

MPa 

1.04 

MPa 
2.26MPa 4.28MPa 6.21MPa 8.60MPa 

10.83 

MPa 

VL 

(m3/t) 

PL 

(MPa) 

西 E-3 0.305 0.649 1.005 1.288 1.427 1.529 1.590 1.88 1.95 

西 E-4 0.483 1.136 2.003 2.8 3.284 3.669 3.94 5.26 3.76 

西 E-6 0.237 0.563 0.898 1.247 1.435 1.579 1.680 2.13 3.04 

西 E-9 1.094 2.456 4.014 5.415 6.151 6.723 7.053 8.8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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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西 E-4 样品等温吸附曲线 

研究认为影响页岩含气量的主要因素有页岩生烃潜力指标、地球化学指标、矿物组成、物性特征

等因素[33]。吸附气含量受页岩地化参数控制明显，由于分散的有机质具有非常强的吸附性，页岩的

有机质分散，能增大吸附能力。如黑色页岩残留沥青，沥青含量水平是控制页岩气吸附量的重要因素。

矿物成分和物理特性也影响着页岩气含量。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素与含气量的关系，挑选黔西北地区 11 块新鲜样品，利用 SPSS 对其

TOC、Ro、孔隙度、渗透率、岩石密度、BET 比表面、总孔体积、总粘土含量、石英含量、碳酸盐

含量、黄铁矿含量、长石含量共 12 个参数与总含气量数据结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相关矩阵。 

统计上述 12 类参数分别与总含气量的相关性，用柱状图表示（图 10）。将参数联合总含气量进

行线性回归分析，所得模型 R2 为 0.9887，表明此模型拟合度良好。 

 
图 10  各因素与总含气量相关性 

由拟合系数可以看出，有机物质对总含气量影响 大，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其它因素包括渗透率、

岩石密度、BET 比表面、碳酸盐、石英与总孔体积均体现出一定相关性。此模型所得公式为： 

含气量=2.608+0.249×TOC+2.514×Ro-1.667×密度+0.114×孔隙度-163.375×渗透率-0.016×比

表面-0.083×碳酸盐岩+0.454×黄铁矿-0.124×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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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选定的 11 个样品的实验测得的总含气量与经上述公式计算所得总含气量联合绘制散点图并进

行直线拟合（图 11）。拟合直线斜率为 0.1174，R2=0.9887，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图 11  实验测试与公式计算总含气量直线拟合 

4  页岩气富集有利区预测 

综合分析黑色页岩的沉积环境、有机碳含量、成熟度、厚度、埋深和总含气量等指标，认为黔西

北地区上二叠统页岩气聚集发育的有利区位于黔西北工区的中部地区，主要包括大方、黔西地区（图

12）。 

 
图 12  黔西北地区上二叠统龙潭组黑色页岩层系页岩气有利区预测 

大方-黔西有利区：主要分布在大方-黔西片区，地层厚度约 25m～40m，有机碳含量较高，普遍

大于 5.0%，具有良好的生烃潜力。Ro 约 2.4-2.6%，处于热演化中晚期。地貌以中低山为主。通过页

岩气地质调查井方页 1 井和西页 1 井的现场解吸实验表明，页岩含气量可达 2.5-10.9 m3/t，含气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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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有利区具有较好的页岩气勘探潜力。 

5  结论 

1）黔西北地区上二叠统龙潭组地层沉积相为泻湖-三角洲-泥炭沼泽-障壁岛及潮坪相为主。潜质

页岩的有机质类型主要为Ⅲ型，由于该地层为煤系地层，因此有机碳含量较高，属于过成熟早期阶段。 

2）研究区龙潭组矿物组成主要是粘土矿物和石英，粘土矿物主要为伊蒙混层矿物和伊利石，页

岩储层多发育粘土矿物层间孔缝及溶蚀孔，有机孔相对不发育，无机孔相对较发育，孔隙直径分布

（3nm-5μm）。分析页岩气现场解吸实验的结果表明，研究区上二叠统龙潭组潜质页岩含气量普遍较

高，主体在 2.5~10.0 m³/t 之间， 高值达到 19.1 m³/t。等温吸附实验结果显示：龙潭组潜质页岩饱

和吸附量在 1.88～8.8m3/t 之间，平均为 4.51m3/t。 

3）基于页岩的分布，有机碳含量、成熟度、埋深等指标，采用多因素叠加，地质综合评价，地

质类比等方法，预测黔西北工区的中部地区，主要包括大方、黔西地区为有利勘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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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study of previous results such as regional geology, sedimentary sequences and facies, and the 

experiment tests such geochemistry, physical property and gas content, the paper drawn  conclusions that the deposition 

center of Longtan formation is along the Dafang to Xifeng county with the largest thickness of 30 to 40 meters; Xishui 

county has the largest burial depth which is dominated by lagoon-delta-swamp-barrier island facies; the type of Longtan 

organic matter is III type; TOC is between 1.0% to 10% with an average of 6.07%;pore types is dominated by inorganic 

pores which is different with the marine shales because of different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and geochemical conditions; 

the average content of clay minerals and quartz is 41.4% and 47.8% respectively; gas content is between 2.5 m3/t to 10.0 

m3/t with the highest value of 19.1 m3/t; potential shale absorption is between 1.88 m3/t to 8.8 m3/t with the average value of 

4.51 m3/t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absorption potential is attractive.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most favorable 

areas of the Upper Permian shale is distributed at the central area of northwestern Guizhou, including Jinsha, Dafang, 

Qianxi and Nayong county. 

Key words: Northwestern Guizhou area; Longtan Formation; Shale reservoir;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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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藏岩石物理特性测井分析方法 

 

谭茂金1,2*，曹慧兰 1，宋晓东 1，王黎雪 1，苏梦宁 1 

（1.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 100083；2.地下信息探测技术与仪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3.中国石化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江苏 南京，2111030） 

 

摘要：岩石物理特性分析是岩石物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是测井和地震储层预测的重要桥梁。有机页岩孔隙结构复

杂，矿物成分多样，流体的赋存方式与常规油气藏大相径庭，原有的岩石物理模型和横波预测方法不能照搬适用，

其岩石物理特性需要进一步研究。基于测井解释结果开展岩石物理横波预测和岩石物理学分析对于研究地层岩石弹

性属性和力学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有机页岩岩石化验分析数据建立了岩石物理体积模型，基于 Gassmann 理论开展了横波估算方法研究，主

要包括：饱和岩石的弹性模量和密度，岩石基质的弹性模量，岩石骨架(干岩石)的弹性模量，孔隙流体的体积模量。

详细研究了计算步骤及其具体实现方法，其中干岩石弹性模量计算最为关键，计算时所需信息和参数由测井数据及

其解释结果得到。计算步骤为：首先, 利用测井数据预测 TOC 含量并计算干酪根体积；然后, 利用最优化测井解释

方法计算有机页岩的黏土、石英、方解石或其它矿物体积、孔隙度以及含气饱和度。接着, 利用 Gassmann 理论计

算饱和岩石、岩石基质和干岩石的弹性模量。为了确定适用于页岩的最佳干岩石弹性模量计算模型, 分别用 Krief

模型、Nur 模型和 Pride 模型进行试验, 通过误差分析确定最佳模型及其参数值，最终实现了页岩纵波、横波速度

或时差的计算。实例分析表明，预测纵波、横波时差以及密度与 DSI 测井、补偿密度测井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页岩岩石物理特性和弹性属性分析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了研究有机质对有机页岩弹性参数的影响与关

系，构建了岩石密度、纵波速度和横波速度与有机质含量的关系。研究得出，随着有机碳含量的增加，页岩密度逐

渐减小，其纵波速度和横波速度也相应降低，但是纵波速度降低更快一些。然后，分别计算了纵横波阻抗、纵横波

速度比、拉梅常数、体积模量、剪切模量杨氏模量和泊松比等弹性参数，并构建了这些参数与 TOC 的交会图。分析

认为，泊松比、体积模量、剪切模量、纵波阻抗、横波阻抗、拉梅常数呈反比关系，即页岩 TOC 的增大在很大程度

上使上述弹性参数数值变小。此外，还研究了有机页岩中孔隙度、黏土含量和含水饱和度对纵波、横波速度的影响，

纵横波速度随着有机碳含量、孔隙度以及含水饱和度的增加而减小。最后，开展了岩石脆性分析与岩石力学参数研

究，构建了脆性指示参数和可压裂性指示参数，基于测井技术及解释成果计算得到了泊松比、脆性指数、最大最小

水平主应力以及各向异性等参数，为页岩工程甜点优选、开发方案与压裂方案设计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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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致密砂岩气储层裂缝及饱和度评价方法研究——以库车地区为例 
 

唐  军1，2，章成广 1，2，信  毅 3，蔡德洋 3 

（1.长江大学油气资源与勘探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100； 

2.长江大学地球物理与石油资源学院，湖北 武汉 430100；  

3.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新疆 库尔勒 841000） 

 

摘要：库车地区深层致密砂岩是塔里木盆地天然气勘探开发的主力区块，由于埋藏深、地层压力大、温度高，孔隙

流体测井识别存在较大困难。利用斯通利波渗透率与视裂缝孔隙度交会可很好的评价储层裂缝有效性及联通性。考

虑低孔隙度影响，建立基于水联接指数的基质饱和度新模型；分析裂缝孔隙度及其产状对胶结指数的影响，确立库

车地区高角度裂缝胶结指数在 1.2-1.5 之间；以视裂缝孔隙度 0.055%为截止值，大于该值的储层采用双重孔隙理论

饱和度模型，小于该值的采用基于水联接指数的饱和度模型.经压汞饱和度验证该套方法的准确性。 

关键词：致密砂岩；库车地区；裂缝；水联接指数；饱和度  

 

0  引言 

新疆库车地区致密砂岩储层一般埋藏 6000 米以下，孔隙度一般在 3%-8%之间，渗透率在

0.01-0.1mD 之间,属深层致密砂岩储层[1]，测井评价储层流体性质难度较大。为此，除了选取测量精

度更高的井下探测仪器，还应展开各种测井解释方法的研究。李霞（2013）以我国苏里格气田为例，

阐述了以常规测井信息建立识别致密砂岩气层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纵波等效弹性模量比差法、A-K

交会组合法、纵横波比值与泊松比交会法、泊松比与压缩系数比法[2],但是目的层盒 8 段孔隙度平均值

为 8.3%，对于孔隙度更低的库车地区的适用性有待考证。杨双定（2005）介绍了基于核磁共振测井

资料的差谱法、移谱法识别鄂尔多斯盆地致密砂岩气层的方法[3]，但由于仅讨论了纯气层的响应，对

于致密砂岩中水层的识别效果该类方法无法确定。张永军（2012）详细论述了阵列声波测井资料在识

别致密砂岩气层中的物理基础以及参数提取、判别储层流体的方法[4]。郭振华（2010）采用中子、电

阻率与密度测井等曲线建立的特征参数建立了定性评价气层无阻流量级别的方法，在大牛地气田盒 2

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5]。张海涛（2012）介绍了利用测井曲线识别成岩相类型的方法[6]，拓展了测井

资料在地质领域内的应用。以上学者的方法已经囊括了目前测井能够提供的识别储层气层的技术手段，

但是均未对水层以及气水同层的测井识别方法展开深入讨论，各种方法的探测精度以及对深层致密砂

岩储层的适应性有待确定。 

                                                              
基金项目：中国石油科技创新基金 (编号：2015D-5006-0305）资助. 
作者简介：唐军(1979-），男，湖北荆门人，博士，主要从事地球物理测井教学及研究工作．电话:18986663390．QQ:15905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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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库车地区致密砂岩气储层埋藏深，地层压力大、温度高，气水识别存在较大困难的特点，

以电阻率测井资料为主要手段，在精细评价储层裂缝的基础上，考虑裂缝、低孔隙度等影响因素，建

立了一种新的计算饱和度的方法,满足了库车地区致密砂岩气储层饱和度精确评价的要求。 

1  致密砂岩储层裂缝评价及划分 

致密砂岩储层中裂缝是否发育是决定储层具有开采价值的关键指标，裂缝的定性、定量刻画是后

续储层评价的前提。库车地区致密砂岩储层普遍发育微裂缝[7]，但实际测井处理解释表明，利用双感

应电阻率测井评价裂缝效果很差。岩块基本不导电，而裂缝导电的并联网络是双感应在碳酸盐岩地层

能够识别裂缝的基础，其中碳酸盐岩地层电阻率至少达 2000Ω·m 以上，但砂岩电阻率较碳酸盐岩低

得多，一般仅为 10～80Ω·m。砂岩地层中，裂缝孔隙中电阻率与岩石骨架值差异不明显是导致双感应

电阻率评价裂缝差的主要原因。 

微电阻率成像测井是识别裂缝最有效的方法之一[8]，但只能反映井壁附近的裂缝状况，无法判别

裂缝径向延伸情况以及连通性。低频斯通利波反映裂缝或孔隙中流体与井筒中流体的相互渗流情况，

径向探测范围可达到 1.5m[9-13]。通过微电阻率成像得到的视裂缝孔隙度与斯通利波渗透率交会，能很

好评价裂缝的连通性，若没有电成像资料，也可用密度孔隙度与声波孔隙度差得到视裂缝孔隙度进行

评价，但效果要差一些[14]。根据库车地区测井资料采集系列的选取，本文将微电阻率成像与声波全

波测井结合开展储层裂缝有效性评价研究。图 1 为 K1 井电成像与声波全波列测井资料评价裂缝成果

图。该图显示，7053m-7114m 深度段斯通利波渗透率（第 5 道）、反射系数（第 8 道）高值，表明地

层有良好的连通性；同时通过处理电成像测井资料得到的视裂缝孔隙度、裂缝长度、裂缝宽度以及裂

缝密度等裂缝参数（第 10 道）显示该段裂缝发育，两者对裂缝识别一致性较好。图中第 4 道中视裂

缝孔隙度根据密度与声波速度测井曲线计算的孔隙度差值得到[14]，其与成像测井裂缝对应关系一般，

也说明了在深层致密砂岩地层中，首选声波全波测井与微电阻率成像测井组合进行裂缝有效性评价，

而常规测井仅可作为一个补充。 

 
图 1  K1 井电成像与声波全波列测井资料处理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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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库车某井区斯通利波渗透率与视裂缝孔隙度交会图 

为达到以储层为尺度评价裂缝发育程度，将图 1 中根据声电成像测井计算得到裂缝参数以储层进

行输出。其中，克深地区致密砂岩储层类型由压汞毛管曲线、薄片分析等资料得到，储层共分四类，

Ⅰ类：9%，>1 10-3m2；Ⅱ类:为 69%， 为 0.11 0-3m2；Ⅲ类: 为 3.56%，为 0.0550.11 

0-3m2；干层：<3.5%,<0.05510-3m2。图 1 第 7 道储层等级即根据以上标准划分。图 2 为库车某

井区储层斯通利波渗透率与视裂缝孔隙度（此处视裂缝孔隙度为根据岩心刻度过的微电阻率成像测井

处理得到）。根据图 2，以视裂缝孔隙度 0.055%为下限，将储层分为裂缝发育与裂缝欠发育；以斯通

利波渗透率 0.2 10-3m2 为下限，把储层分连通性好与差。第Ⅰ、Ⅱ、Ⅲ类储层大部分属于连通性

好，干层及部分第Ⅲ类储层属于联通性差，没有产能。部分Ⅱ、Ⅲ类储层裂缝欠发育，也缺乏产能。 

2  考虑低孔低渗的基质饱和度计算新方法 

在普通电阻率测井中，根据地层侵入特性可以定性判别储层流体，但该方法仅适用于常规孔隙度、

渗透率地层。库车地区属于深层致密砂岩储层，地层渗透性差，同时受裂缝影响，如图 1 第 3 道电性

曲线所示，深感应与浅感应电阻率曲线差别不大，利用侵入特征无法准确识别流体。为达到定量识别

储层流体性质，满足地质储量精确刻画的要求，库车地区致密砂岩饱和度方法研究分两步，第一步建

立考虑低孔低渗的没有裂缝影响的饱和度计算模型，然后再将考虑裂缝对饱和度计算的影响。基质孔

隙部分是决定储层储量的关键因素，所以本节重点讨论库车地区致密砂岩储层基质部分的饱和度计算

方法。 

对于砂泥岩地层，根据阿尔奇公式以及其改进的公式进行饱和度计算一般是可信的[15-19],但在低

孔低渗储层中往往会出现“非阿尔奇”现象[20]。如图 3 所示，库车某井区所做的岩心实验，电阻率增大

系数与含水饱和度的关系并非一种趋势，大致可以分成 4 种趋势。所以，原有的阿尔奇公式并不适用

于库车地区致密砂岩储层饱和度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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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阻率增大指数-含水饱和度实验关系（据库车 30 块岩心 365 个测试实验数据，实验条件：25℃，3160psi.） 

    根据阿尔奇理论[15]，电阻率增大系数与含水饱和度的关系为： 

                  n
wo

t

S
b

R
RRI                                          （1） 

公式（1）中饱和度系数n值应为一定值，即在双对数坐标下的 RI-Sw 交会图中，两者的拟合关

系为一直线，但图 3 中显示为大致的 4 种关系，同时考察从关系 1 到关系 4 发现，孔隙度逐渐增大，

这种关系与 Montaron 在讨论非阿尔奇现象中关于电阻率增大系数的变化趋势一致[20]。Maria Silvia 虽

然系统分析了孔隙度、裂缝孔隙度与胶结指数 m 的影响[21]，但未涉及电阻率增大系数。Montaron 总

结了从上世纪 70 年代至今 30 多年来讨论岩石导电性能的文献，提出了一个理论的研究模型（见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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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中， t为一比例系数，与孔隙分布形态有关； P 为单位岩石流体部分占全部岩石的体积比， cP 为

使单位岩石能够导电的孔隙流体下限值（与束缚水地质含义相当）， w 为水导电率，为整个岩石的

导电率。2007 年，法国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的 Boris Kozlov 和 Lagues 根据该公式进行了数值模拟

实验[22-23]，计算得出 005.0002.2 t 。Bernard Montaron 将 cP 命名为水联接指数（Water connectivity 

index）。由P 为岩石孔隙中导电部分，即 wS ，令 cw PX  ， t ，则（2）式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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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岩石饱含水，则岩石电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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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式（3）与式（4），得到电阻率增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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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中， wX 为水联接指数， 为比例系数，一般取 2。根据（2）式，取 wX =-0.01， =2，可以得到电

阻率增大指数随不同孔隙度变化的趋势图（见图 4）。对比图 4 与图 3，两者在形态上基本一致。 

 

图 4：电阻率增大指数-含水饱和度实验关系（
2,01.0  wX
） 

引入胶结指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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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与（5）式联立，得到基于水联接指数的饱和度计算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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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克深地区致密砂岩储层饱和度评价方法及效果 

水联接指数中仅考虑了低孔隙度以及高束缚水的影响，但是未考虑裂缝因素。考虑到致密砂岩储

层中裂缝发育，这里引入双重孔隙介质理论进行分析。在该理论下储集层的体积分成两部分：基质和

裂缝。对于单位体积的岩石，裂缝所占体积为 f ，基质所占体积 b =1- f 。其中，基质部分由于基质

孔隙度比较小，可以认为没有发生泥浆侵入，而裂缝这部分空间由于渗透性极好，容易被泥浆侵入。

根据上述岩石模型，基质岩石电阻率 tbR 的大小可通过岩石电阻率 tR 、裂缝孔隙度 f 计算求得。计算

公式如下： 

1

10

0.1 1

R
es

is
ti

vi
ty

 I
n

d
ex
，

R
I

Water Saturation，Sw

φ=0.01

φ=0.02

φ=0.04

φ=0.05

φ=0.06

φ=0.08

φ=0.1



唐军等：深层致密砂岩气储层裂缝及饱和度评价方法研究——以库车地区为例 

762 
 

(1 )mf
t mf f

tb m
mf t f

R R
R

R R







                           （8） 

(1)基质饱和度：考虑到孔隙度以及束缚水对基质饱和度的影响，采用基于水联接指数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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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基质孔隙结构指数mb可以用本地区取心的小岩心岩电实验获得，如表 1 所示：含砾砂岩

较其他类砂岩mb值大；中砂、细砂差别不大，所以在实际处理中分岩性确立岩电参数。 
表 1 基质孔隙结构指数按岩性统计 

岩性 含砾砂岩 中砂岩 细砂岩 

mb值 2.017 1.943 1.966 

（2）裂缝含水饱和度：根据双孔隙类型的渗透特性，取 xofS =1.0 由此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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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为了考察储层中裂缝等孔隙空间对孔隙结构胶结指数m的影响，认为岩心为一正六面体，棱长为

a，一倾角为  且宽度为 fd 的斜交缝贯穿该岩心，内部发育孔洞，同样简化为一正六面体，棱长为b ，

且该孔洞与裂缝面平行。则在此条件下，根据几何关系和阿尔奇公式可得 fm 计算式为（详细推导过

程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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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图 5 裂缝孔隙结构指数 fm
与裂缝倾角、裂缝宽度关系 

根据式（11），令整个岩石的棱长为 1，得到了如图 5 所示的裂缝孔隙结构指数与裂缝宽度、倾

角的关系，即随裂缝倾角及宽度（图中 Df 为裂缝宽度）增大，孔隙结构系数 m 也增大。考虑到本地

区都是微裂缝，即裂缝宽度小，但倾角普遍较大，裂缝结构系数 mf 一般取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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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含水饱和度：根据如下公式便可计算出地层总的含水饱和度 wS ： 

                     

b wb f wf
w

b f

S S
S

 
 





                        （12） 

利用该方法在库车某井区处理井数据的效果表明，视裂缝孔隙度大于 0.055%时，双重孔隙建立

的饱和度比基于水联接指数计算饱和度大于 1.5%。所以，针对库车某井区采用如下方法：当视裂缝

孔隙度大于 0.055%时，选用本文建立的双重孔隙饱和度计算公式；当视裂缝孔隙度小于 0.055%时，

则采用基于水联接指数的饱和度公式计算。 

图 6 是克深地区 K2 井深层致密砂岩储层饱和度评价流体性质的一口实际井。从图中可见，第 6

道、第 7 道的测井计算孔隙度、渗透率与岩心实验结果接近，同时第 8 道中采用本文计算的饱和度与

压汞实验结果也大致相当，表明本文提出的饱和度方法可用于克深地区致密砂岩储层饱和度的定量计

算。 

 

图 6 K2 井饱和度计算成果图 

 

4  结论 

本次研究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深层致密砂岩储层必须要对地层的微裂缝进行准确评价。实际处理资料表明，采用电成像

和声波全波测井可很好的完成裂缝有效性评价。通过电成像得到的视裂缝孔隙度与斯通利波渗透率交

会，能够评价储层裂缝连通性；若无电成像测井数据，也可用密度孔隙度与声波孔隙度差得到视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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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度进行评价，但效果要差一些。 

（2）受物性影响，电阻率增大系数不是定值；根据水联接指数建立的饱和度方程考虑了低孔隙

度、高束缚水对致密砂岩储层饱和度的影响，建立的 RI-Sw 关系与实验结果吻合，说明该方法在致

密砂岩储层中是适用的。 

（3）根据库车地区处理效果表明，当视裂缝孔隙度大于 0.055%时，选用本文建立的双重孔隙饱

和度计算方法；当视裂缝孔隙度小于 0.055%时，采用基于水联接指数的饱和度公式计算。利用此种

方法建立的饱和度模型更接近压汞计算的饱和度。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Wang Bo,Zhang Ronghu, Ren Kangxu, et al. Prediction of the lower limit of burial depth for effective reservoirs in the 

Dabei-Kelasu deep structural belt of Kuqa Depression[J]. Acta Perrolei Sinica, 2011，32（2）：212-218.[王波，张荣

虎，任康绪等. 库车坳陷大北-克拉苏深层构造带有效储层埋深下限预测[J]. 石油学报，2011，32（2）：212-218.] 

[2] Li Xia, Shi Yujiang, Wang Ling, et al. Logging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technique of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s: 

Taking Sulige gas field as an example[J]. Natural Gas Geoscience, 2013,24(1):62-68.[李霞,石玉江，王玲等. 致密砂

岩气层测井识别与评价技术-以苏里格为例[J]. 天然气地球科学，2013,24（1）：62-68.] 

[3] Yang Shuangding. New methods of log evaluation of the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s in E’erduosi basin[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05,25（9）：45-47.[杨双定. 鄂尔多斯盆地致密砂岩气层测井评价新技术[J]. 天然气工业，2005,25

（9）：45-47.] 

[4] Zhang Yongjun, Gu Dingna, Masubin et al. The application of array acoustic wave data to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 

in Tuha oilfield[J]. Well Logging Technology, 2012,36（2）：175-178.[张永军，顾定娜，马肃滨等. 阵列声波测井

资料在吐哈油田致密砂岩气层识别中的应用[J]，测井技术，2012,36（2）：175-178.] 

[5] Guo Zhenhua, Zhao Yan-chao. Logging evaluation to tight gas reservoir in H2-2 member of daniudi gas field[J]. Natural 

Gas Geoscience, 2010,21(1):87-94.[郭振华，赵彦超. 大牛地气田盒 2 段致密砂岩气层测井评价[J].天然气地球科

学, 2010,21(1):87-94.] 

[6] Zhang Haitao, Shi Zuo, Shi Yujiang, et al. Diagenetic facies types and logging identification methods for 

low-permeability tight sandstone reservoirs: a case study on the 8th member of Xiashihezi formation in Sulige gasfield, 

Ordos Basin[J].Oil ＆Gas Geology, 2012,33(2):256-264.[张海涛，时卓，石玉江等. 低渗透致密砂岩储层成岩相类

型及测井识别方法-以鄂尔多斯盆地苏里格气田下石盒子组 8 段为例[J].石油与天然气地质,2012,33(2):256-264.] 

[7]Lai Jin, Wang Guwen, Xin Yi, et al. Diagenetic facies analysis of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 of Bashijiqike Formation 

in Kuqa Depression[J]. Natural Gas Geoscience,2014,25(7):1019-1032. [赖锦，王贵文，信毅，等. 库车凹陷巴基奇

克组致密砂岩气储层成岩相分析[J].天然气地球科学，2014，25（7）：1019-1032.] 

[8] Wang Jun, Yang Changchun, Xu Dahua, et al.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formation 

Micro-resistivity image well logging[J]. Progress in Geophysics, 2005,20(2):357-364.[王捃,杨长春,许大华等. 微电阻率

扫描成像测井方法应用及发展前景[J].地球物理学进展,2005,20(2):357-364.] 

[9]]Liu O Y. Stoneley wave-derived Δt shear log[A].SPWLA.Twenty fifth annual logging symposium[C]. New Orleans,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765 
 

1984-06-10～13.  

[10]Winkler K W. Permeability and borehole Stoneley waves: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iment and theory[J].Geophysics, 

1989, 54(1)：66~75. 

[11]Tang X M. Dynamic Peameability and borehole Stoneley waves: a simplified Biot-Rosenbaum model[J].J Acoust Soc 

Am，1991，90(3):1632~1646. 

[12] Wang Guangui. Stoneley Wav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s[J]. Journal of Jianghan Petroleum Institute, 1985，9

（2），71～86.[王冠贵.斯通利波特性及其应用[J].江汉石油学院学报，1985，9（2），71～86.] 

[13] Zhu Yunsheng, Hu Shu. Applying Low Frequency Stoneley Wave Attenuation to the Evaluation of Permeability[J]. 

Well Logging Technology, 1995,19(6):416-420. [朱云生，胡澍. 应用低频斯通利波衰减评价地层渗透率[J].测井技

术,1995，19(6):416-420. ] 

[14] Tang jun, Zhang Chengguang, Cai Deyang.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Tight Sandstone Reservoir Based on Stoneley 

Wav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J]，Journal of Oil and Gas Technology, 2013，35(6):79-85.[唐军，章成广，蔡德洋. 

基于斯通利波特征参数的致密砂岩储层有效性评价方法研究[J]. 石油天然气学报，2013，35(6):79-85.] 

[15] Archie, G.E. Electrical Resistivity Log as an Aid in Determining Some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J].  Trans. AIME , 

1942. 146:54-62. 

[16] Patonde,H.W., Wyllie,M.R.J.,1950,The presence of Conductivity Solids in Reservoir Rock as a Factor in Electric Log 

Interpretation[J]. Trans. AIME 189,47-52. 

[17]Poupon.A, Leveaus.J, Evaluation of Water Saturations in Shaly Formation[C], 12th SPWLA, 1971:PP Ⅳ. 

[18]Waxman,M.H., Smith, L.J.M., Electrical Conductive in Oil-bearing Shaly Sands[C]. SPE,1968:No. 1683. 

[19]Clavier, C., Coates, G., Dumanoir,J.,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Basis for the Dual-Water Model for interpretation of 

Shaly Sands[C]. SPE, 1977:No. 6859. 

[20] Montaron, Bernard. Connectivity theory-a new approach to modiling non-archie Rocks[J]. Petrophysics, 2009, 

50:102-115.  

[21]Maria Silvia Aguilera, Roberto Aguilera. Improved Models for Petrophysical Analysis of Dual Porosity Reservoirs[J]. 

Petrophysics, 2003, 44(1):21-35. 

[22]Kozlov, B., and Lagües, M., 2007. ESPCI, Paris. Private Communication 

[23]Lagües, M., and Lesne, A. 2003. Invariances d’Echelle– Des changements d’états à la turbulence, Belin Editions. 

附录 A 

为具体考察碳酸盐储层裂缝、孔洞等孔隙空间对胶结指数 fm 的影响，建立如图 A-1 所示模型。

设岩心为一正六面体，棱长为a，一倾角为  且宽度为 fd 的斜交缝贯穿该岩心，内部发育孔洞，同

样简化为一正六面体，棱长为b ，且该孔洞与裂缝面平行。则在此条件下，根据几何关系，岩心的孔

隙体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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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裂缝主导因素的孔隙结构指数为 fm ，由阿尔奇公式，
fm

aF


 ，若强制 1a ，则有 

 

图 A－1  裂缝-孔隙型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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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Fracture and Saturation for Deep Tight Sandstone Reservoir：Taking 

Kuche area as an Example 
 

Tang Jun1, Zhang Cheng-guang1, Xin Yi2, Cai De-yang2 

(1.Key Laboratory of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for Oil and Gas Resourc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Yangtze University, 

wuhan 430100,China; 

2.School of Geophysics and Oil resources, Yangtze University, wuhan 430100,China; 

3.Tarim Oilfield Brach Company, CNPC, Korla, Xinjiang 841000,china) 

 

Abstract: Tight sand reservoir in Kuche field has been the main block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arim Basin. 

Because of high burial depth, high pressure and high temperature, the pore fluid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According to 

micro-resistivity image logging and acoustic full-wave logging, the fracture effectiveness and reservoir connections can 

well be evaluated by cross plot of FVPA and the stoneley permeability. A new matrix saturation is been formed based on the 

water connectivity index for low porosity. High-angel fracture makes the cementation index in Kuche distribute from 1.2 to 

1.5, which be analyzed how the porosity and architecture of fracture impact. With 0.055% as the FVPA cut-off values, 

greater than the value, saturation is calculated by the theory of dual porosity; less than the value, calculated by the water 

connectivity index theory. Through the original saturation based on mercury injection experiment, the higher veracity is 

proved.  

Key words: Tight sandstone; Kuche area ; Fracture; Water connectivity index; Sat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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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同位素地球化学与次生生物气资源研究进展 

 
陶明信，陈祥瑞，张爱华，李丹丹，马玉贞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煤层气是自生自储于煤层中的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非常规天然气，是一种可进行规模性开发的新的能源资源

和优质化工原料，但早期的研究是仅将其视为灾害性气体，主要研究、解决瓦斯灾害问题。直到上世纪后期，煤层

气才被作为资源进行研究与开发试验，煤层气逐渐成为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气体地球化学的重要

分支领域。 

2000 年以前，国际上有关煤层气同位素的文献很有限，且基本以甲烷碳同位素为主，部分涉及 CO2及乙烷的碳

同位素，涉及甲烷氢同位素的文献。进入本世纪以来，涉及煤层气同位素的文献逐渐增多，但所涉及范围或研究重

点基本没有太大变化。非烃类及气态重烃的同位素研究薄弱，尤其是缺乏系统研究。 

笔者在过去重点对煤层甲烷碳氢同位素研究的基础上，目前对煤层气中非烃类的同位素组成展开了专题性研究，

获得了一下初步的研究结果或进展，其中： 

CO2 的同位素组成与变化特征：CO2 是煤层气的常量组分，而且 CO2 是次生生物气的直接母源物质，故在煤层气

中具有特殊研究意义。根据目前对大量煤层气样品的测试结果与有关文献，δ
13
CCO2 值的主体约在–30‰~–15‰之

间，但存在异常高值，甚至为正值，这与传统认识相悖。初步研究显示，CO2 的碳同位素显著变重的机理主要是产

甲烷菌的还原作用，其次与解吸分馏作用也有一定关系。 

N2的同位素组成特征：煤层气中 N2的同位素研究极少。对新集煤层气的研究结果显示，其 δ
15
NN2值为–1‰～

＋1‰，反映了渗入大气的特征；新近获得的煤层气样品测试数据显示，煤层气的 δ
15
NN2 值一般低于大气值，最低

值约为–6‰。有关煤层气中 N2的同位素组成及其地球化学示踪意义需进一步系统研究。 

煤层气的同位素组成是煤层气成因类型示踪的主要地球化学指标，在煤层气资源（量）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

的科学价值。 

按照常规天然气的相关理论，成煤物质在其演化的早期，可形成生物成因气，而在成煤后的热演化阶段则生成

热成因煤层气。学术界也曾认为细菌不能分解煤岩物质，故煤层中不可能再生成微生物成因气，而早期的研究者多

认为，由于早期生成的生物气易于逸散而难以保留在煤层中，因此，保留在煤层中的气体基本都属于热成因气。 

Scott 等（1994）认为美国圣胡安盆地含有成煤之后形成的次生生物气，但该文缺乏煤层气的同位素等主要地

球化学资料。其后在波兰、澳大利亚、德国、新西兰等地煤层中也陆续发现含有此类煤层气。从 90 年代起，笔者

也先后在我国诸多煤田区陆续发现次生生物气。  

国际学术界识别次生生物气的理念与标志主要是，根据生物气自身或原始的地球化学组成特征作为其最主要的

示踪指标，这应该只适用于较纯粹的次生生物气。但是，除个别地区或少数样品具有典型微生物成因甲烷的同位素

组成特征外，更普遍的是，同一地区煤层气的地球化学组成或其比值变化很大，δ
13
C1值相对于煤的 Ro 值往往显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编号：4147210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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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但又高于微生物成因甲烷的 δ
13
C1值（–60‰或–55‰），而对于δDCH4值的讨论则极少。因而传统的地球化

学示踪指标理论值往往难以应用，而对实测的样品值又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或推测。 

针对上述现状与问题，笔者提出应该根据煤层气生成与存在的实际情况，开拓新的研究途径，寻找并发现新的

有关次生生物气生成与存在的证据。抬升到浅部的煤层中的热成因气难以完全解吸逸散，后期再生成次生生物气，

二者则必然相混合，则必然会产生新的特征。另一重要方面则是，由于次生生物气（甲烷）直接来源于微生物还原

热成因煤层气中的 CO2、或微生物降解气态重烃，其结果则必然使热成因气的地球化学组成发生次生变化或留下各

种微生物改造的踪迹。这些作用与次生变化必然相应地产生各种地球化学“叠加”效应。由此提出：研究热成因气

的次生变化和各种“叠加”效应，是研究与识别次生生物气的有效的新途径。 

根据上述研究思路，主要对如下几方面的科学问题开展了研究，主要成果或进展为： 

①次生生物气母源物质的同位素示踪：经对淮南、恩洪等地煤层气的同位素示踪研究，加之对煤的有机地球化

学特征与微生物降解分析，显示煤岩物质曾遭受微生物降解；煤中可溶有机质与气态重烃等组分都可成为其他微生

物利用并最终形成次生生物气的母源先质；CO2及 H2则是次生生物气最重要的直接母源物质。 

②次生生物气生成途径的同位素示踪：在碳氢同位素示踪图中，δ13
C1值和 δDCH4值数据点不仅多落入生物气范

围, 而且基本都落入 CO2还原区；δ
13
C1值和 δ

13
CCO2值一般具负相关性，特别是在剖面上，二者呈规律性的负相关系

变化，清楚地示踪了微生物还原 CO2而形成次生生物气的具体途径与同位素分馏特征。  

③早期热成因气及其发生次生变化的同位素示踪：在热成因气中，甲烷更易逸散而重烃相关较多的滞留在煤层

中。重烃类具热成因的同位素特征且进一步变重。例如淮南煤层气 δ13
C2 值为–15.9‰~ –32.1‰, δ13

C3 值为

–10.8‰～–25.3‰；热成因 CO2也显著变重。这些均显示热成因组分发生了与微生物作用有关的次生变化。 

④次生生物气的地球化学叠加效应：综合性的地球化学示踪研究，揭示出了由于次生生物气的形成并与残留的

热成因气混合而产生的一系列具有“动态变化”特征的新的地球化学叠加效应。 

⑤根据典型的地球化学叠加效应与热成因气的次生变化特征，提出了鉴别存在或混合有次生生物气的地球化学

动态变量综合指标：相对于热成因气或煤热演化程度，煤层气的 C1/C2+3和 C1/C1–3值变大、CDMI值变小、CO2与 CH4含

量之间具负相关关系；δ
13
C1值显著变低，δ

13
C1值与 C1/C1–3值之间具负相关关系；甲烷的 δD 值也变低；δ

13
C2值

明显变高，△δ
13
CC2–C1值显著变大;δ

13
CCO2值变高，δ

13
CCO2与 δ

13
C1值具负相关关系，△δ

13
CCO2–C1值变大，等。 

⑥混合煤层气中次生生物气比例的定量估算研究：利用煤岩 Ro 值与热成因烃类的 δ
13
C 值的相关关系式，估算

出相应的 δ
13
C 值，进而根据煤层气的相关同位素实测值以及生物成因和热成因甲烷的 δ

13
C1理论值，定量估算某一

地区混合煤层气中两种成因气的比例。多种参数或途径的估算结果的对比，证明其结果可靠性较高。例如淮南新集

与云南恩洪煤层气中次生生物气的比例分别为 60.1%~ 68.5%和 42%~62%。 

继在新集、李雅庄与恩洪发现次生生物气后，近年的研究工作又在新疆、河东、甘肃、陕西等诸多煤田均发现

含有次生生物气，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似以次生生物气为主。因此，初步认为次生生物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甚至

是主要的主要类型。 

某些煤田区煤系砂岩层中储集的气体，也可能来自煤层，其来源与资源潜力均有必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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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电阻率法在第四系浅层生物气中的应用1 

 

滕  龙，殷启春，朱红兵，陈基炜，方朝刚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江苏 南京 210016） 

 

摘要:高密度电阻率法是一种高效准确的浅部探测手段。本文以江苏南通地区高密度电阻率法探测结果为例，论述了

它在第四系岩性和层序结构划分、储层识别和气层预测等方面的应用结果。结果表明，利用高密度电阻率法所测的

电阻率断面图，在实测物性的基础上，可以详细的划分出南通地区第四系内部 150m 以浅的地层结构。该区第四系

内的沉积界面均较平缓，可以实现连续追踪粘土层和砂体。当砂体含气时，表现为高阻；当砂体无气而充水时，则

为低阻。利用这种特征，可以识别浅层生物气储层并预测含气层。 

关键词:高密度电阻率；第四系；生物气；南通 

 

0  引言 

浅层生物气是一种非常规天然气藏，相对集中在第四系和第三系，具有分布广、埋藏浅的特点，

易于勘探与开发。全世界生物气已探明储量占天然气总探明储量的 20%以上，甚至可达 25-30%[1]。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常规天然气的消耗日益增加，生物气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国外

已经将其列为重要的勘探研究对象。 

我国浅层气藏的储量大，目前已探明储量约为 ，约占天然气总探明储量的 7% [2]。我

国浅层气勘探起步较晚，仅在柴达木盆地、松辽盆地、洞庭盆地、江浙沿海等部分地区开展过针对生

物气的系统研究工作[3-7]。南通地处江浙沿海长江三角洲地区，其第四系河口湾相沉积中已发现多处

生物气显示。据江苏油田预测，仅南通市启东地区的第四系浅层天然气资源量便已达到5-8亿立方米，

具有十分良好的勘探前景。 

由于生物气本质上仍然是天然气，其勘探方式与常规油气有共同之处，却又存在自身的特点。二

者都隐藏于地表之下，无法用肉眼识别，需要地球物理勘探方法作为技术支撑。常规天然气埋藏深、

规模大，生物气埋藏浅、规模小，并受第四系内部构造和地下水流动的控制，故不能完全照搬常规天

然气的勘探方法。针对常规天然气的大深度勘探方法不再适用。针对第四系生物气，有效的勘探方法

有静力触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静电阿尔法薄膜法测量、微生物法）等[8]。其中地球物理方法勘

探深度范围大（几十米至数千米）、效率高，并能有效追踪含气砂体。前人探索了多种第四系生物气

的地球物理方法，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杨辉等利用重力、航磁、地震等综合地球物理方法，预测

了柴达木盆地第四系生物气 3 个有利区带、1 个较有利区带、5 个可能有利区及 4 个有利目标区[3]。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调查工作项目(编号：资[2014]03-029-00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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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明等将 EH4 电磁系统应用于杭州湾晚第四系浅层生物气勘探中，在识别了第四系地层基地、划

分岩性岩相、预测储层和天然气层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4,8]。这些研究成果为第四系生物气的勘

探方法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油气勘探中，效果最优的当属地震勘探。由于下伏砂层孔隙中含气，其块

体密度小，与上覆粘土之间的波阻抗差相对较大，其反射界面在地震剖面上反射振幅相对较强，可以

获得连续的含气反射层，有利于识别浅层天然气藏。但地震勘探成本高、效率低的，不利于大范围的

探测；重力、磁法分辨率低，可用于有利区带划分，不能直接识别储层。电法介于上述两类方法之间，

一般砂层含气会有比较高的电阻率，具有电法勘探的物性前提。 

高密度电阻率法电法勘探的一种，它通过阵列勘探方式，一次性布设几十至上百根电极于观测剖

面上，数据采集效率大大提高。高密度电阻率法是一种高效准确的浅部探测手段，已经在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城市地质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9-12]。本文介绍了高密度电阻率法在南通地区第四系生物气

勘探中的应用，通过对比分析静力触探资料，划分地层结构，追踪含气砂体，预测含气层。 

1  地质概况 

1.1  第四系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带（图 1），是一片广阔的冲积平原，沉积环境优越，浅层天然气十分

发育。第四系主要为一套疏松的碎屑和泥质沉积，浅层天然气主要生储在全新统中和部分上更新统顶

部，垂向上总体可分为三套含气层系，深度分别是 7-15m、25-35m 以及大于 50m [7]。全新统主要由

灰、青灰、褐灰和灰黄色粉细砂和亚粘土组成，是在大理冰期的陆相沉积古侵蚀面基础上，由于冰后

期海面上升和古长江泾流增加形成的海侵层序和三角洲前积层序的复合体[13]。主要生气层为近岸浅

海相、受海浸影响的河漫滩相和河口湾相的灰、灰黑色淤泥质亚粘土、粉砂质粘土与亚粘土。由于快

速沉积，压实程度极低，粘土中孔隙水不易排出，且淤泥质粘土含水高，具粘塑性，有一定的自封闭

作用，盖层封闭能力大为提高，使浅层生物气的逸散量大为减弱；且盖层通常同时作为气源岩不断产

气，使得浅层天然气在生成聚集和纵向散失之间达到一种动态平衡。 

 
图 1  研究区交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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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性测定 

物性是地球物理方法的前提，后期的处理解释均需要以物性为依据。因此，高密度电阻率法需要

电性资料作为勘探依据。为了解本区第四系电性特征，开展了物性测定，测定参数为第四系内部的视

电阻率。本次物性采用小四极法测定钻孔所取岩芯，所用仪器为重庆地质仪器厂生产的 DZD-6A 多

功能直流电法仪,。岩石标本均来自于钻孔 zk01，每米测定一次钻孔取芯的视电阻率。测定电阻率与

钻孔柱状图、静力触探曲线对比结果见图 2。 

 

 
图 2 物性曲线与钻孔柱状图 

 静力触探可以划分对比岩性,并有效识别储层，根据 Qc 和 Fs 曲线可以大致划分出粘土、砂体

等多种类型[4]。粘土的 Qc 和 Fs 曲线较平缓,遇到砂体时两类曲线均变大，并呈尖锐锯齿状。随着土

中的颗粒由细逐渐增大，Qc、Fs 平均值也逐渐增大。对比钻孔柱状图、静力触探曲线与电阻率曲线，

三者有较好的对应关系。20m 以浅为高阻层，对应着粉砂，Qc、Fs 曲线呈锯齿状剧烈跳跃。20-68m

电阻率急迅速降低，并稳定至 10 左右，该层与粘土层相对应，此时 Qc、Fs 曲线变小，锯齿状跳

跃相对平缓。68-82m 电阻率又陡然升高，对应含砾砂岩，Qc、Fs 曲线变大，锯齿状剧烈变化。之后

电阻率逐渐降低，对应的岩性以细砂为主，局部夹粘土、含砾砂岩等薄层。 

 由于物性测定与钻孔取芯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提取至地表的岩芯含水量变化较大，这种变化

将导致测定的电阻率高于其原生环境下的电阻率值,即测定的第四系岩芯电阻率将高于剖面测量的值。

特别是砂体，当提取至地表并放置一段时间后其含水量减低速度很快，进而导致砂体电阻率偏高。但

这种误差具有整体偏移性，即整体偏高或者偏低。从与钻孔柱状图对比结果来看，电阻率曲线与分层

对应良好，不同的岩性之间具有较明显的电阻率差异，为后续的定性、定量解释奠定物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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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高密度电阻率法仍然是以岩石的导电性差异为基础的一类物探方法。所不同的是，它一次性铺设

数十根电极，通过程控式电路转换器选择不同的电极组合方式和极距间隔，可实现多道数据同时采集，

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的同时，还能增加勘探结果的分辨率。对于判断电阻率明显差异的粘土层、含水砂

层和含气砂层有较好的效果，是一种成本低、效率高、信息丰富、解释方便的勘探方法。本次高密度

电法野外数据采集采用美国生产的 AGI 高密度电法仪，反演软件采用 EarthImager 2D。 

2.1  数据采集 

研究区位于长江入海口，长江古河道本区第四系生物气的分布有控制作用。由于生物气常出现于

浅盆地边缘或缓坡边缘，受地质构造和地下水流动的控制[14]。故将高密度电阻率剖面布置于长江古

河道缓坡边缘。根据现场多种装置试验结果，采用温施装置，温施系数选 3，供电时间选 0.5 秒，数

据采集隔离系数定为 1-41，一次布设电极 120 道。利用 120 道多路转换器实现数据采集的自动化。为

使深部数据连续，采用叠加方式，保证每个排列第 41 层数据连续性。由于每个排列第 41 层有 37 个

数据点，工作中每相邻排列有 84 根电极重复，最终获得倒梯形断面。为保证采集数据的质量，每个

排列布设完均需进行接地电阻检查。接地电阻检查阈值设为 2kΩ m，大于阈值的电极浇盐水处理，直

到接地电阻小于阈值。    

2.2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包括数据格式转换、坏点剔除、数据拼接与圆滑、二维反演等过程。高密度电阻率勘探

数据由高密度电阻率测量系统自动采集、存储，由专用通信软件将数据传入计算机，然后转换成相对

应的高密度电法处理软件要求的数据格式。在数据采集过程中，难免出现个别电极接地条件不好或其

它原因造成数据点突变，需要剔除断面中的突变数据或坏点数据，提高数据质量。当剖面较长时，需

多个排列方能完成整条剖面的数据采集，此时可对多个排列的数据进行拼接；为消除一些随机干扰，

可采用平滑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15]。由于本区地形平坦，数据处理过程中不进行地形改正。数据

经上述处理后方可用于反演计算，以获得更好的反演结果。本文反演初始模型为 Pseudosection，圆滑

系数 10，阻尼系数 10，迭代次数 5 次。 

当剖面较长时，实施高密度电阻率数据采集需要进行多个断面滚动连续测量。经验证，按照本次

数据采集方式形式 EarthImager 2D 软件无法一次性对 3km 以上的断面进行反演。因此，需要对长断

面高密度电阻率数据进行特殊处理[16]。首先对同一测线上多个数据断面进行处理、反演，数据输出,

段与段之间的重复率为 75%；然后将多个数据断面拼接、二维插值，使之成为一个长数据断面；最后

采用 Surfer 软件电阻率断面图件，方便快捷，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3 结果与讨论 

3.1 视电阻率拟断面特征 

高密度测量数据直接生成视电阻率断面图（图 3-图 5），从视电阻率拟断面图可以看出，L1、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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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 号剖面具有相同的电性特征，即视电阻率断面呈高低相间的形态，具有较好的层状形态。该形态

起伏较小，说明地层结构界面平缓，符合该区的地层展布形态。上部高阻层为砂泥互层，中部低阻层

为粘土层，下部又是高阻，反映了含气砂体的顶界。上部高阻层包含了近地表素填土，因其含水率低，

使得砂泥互层的电阻率表现得更高一些。中部粘土层含水量高，因而反映为低电阻率。粘土层下方的

砂体含有大量生物气，使得含水量降低，故表现为相对高的电阻率。 

 

 
图 3  L1 视电阻率断面 

 

 
图 4  L4 视电阻率断面 

 

 
图 5  L2 视电阻率断面 

3.2  二维反演电阻率断面特征 

据二维反演结果（图 6-图 8），本区第四系表层存在一层厚 10m 左右的高阻层，推断该电性层为

素填土、粘土粉砂互层引起的综合效应。10-20m 电阻率降低，推断该层以粉砂为主，粘土为辅。20-70m

左右为低阻层，综观整条剖面。该层电阻率也是最低的。结合静力触探与钻孔 zk01 资料，推断为粘

土层。70m 往下，电阻率逐渐升高，推断该层主要为砂体。L1、L2 在 70m 左右的电阻率差异比 L4

更为明显。 

 
图 6  L1 二维反演视电阻率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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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L2 二维反演视电阻率断面 

 

图 8  L4 二维反演视电阻率断面 

  

3.3  气层预测 

研究区第四系生物气主要储存在砂体之中。据前述物性资料，砂体与粘土有明显电阻率差异，不

同的砂体之间也存在电阻率差异。当砂体含气时，电阻率高；当砂体中无气而含水时，表现为低电阻

率。可以通过高密度电阻率法测量不同砂体的电阻率差异来推断识别含气层，见图 9。 

在以上二维反演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已知钻孔和静力触探资料，可以推断 70m 以下为含气

砂体，且本次高密度电阻率勘探工作向下未控制到砂体的底界。说明砂体厚度大，为较好的含气层区

域。 

 
图 9  第四系含气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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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1）高密度电阻率法能有效划分出第四系内的层序。本区有较明显的三层电性结构，即浅层高

阻、中部低阻、深部高阻，分别对应砂泥互层、粘土、砂体。根据该电性结构特征，可以实行含气砂

体的追踪，进而预测含气层。 

（2）不同的装置对第四系生物气探测效果有不同，识别含气砂体的能力也有区别。在剖面测量

之前，应结合研究区的地质资料做好试验工作，选择合适的装置类型和测量参数。本区试验了温纳、

温施、施伦贝尔等装置，并使用不同的参数组合。对比分析后认为本区应有效果较好的是温施装置，

装置系数选 3，供电时间 0.5 秒，数据采集隔离系数定为 1-41。 

（3）同常规电测深法一样，高密度电阻率法也有体积效应，薄层分辨能力有限。二维反演可以

获得某种电性参数的图像分布，具有很强的多解性。需要结合静力触探资料或钻孔资料，采用不同的

电性参数组合进行反演，择优选取会取得更好的勘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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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lectrical resistivity imaging of biogenic gas in the Quaternary 

Strata 

 
Teng long,Yin Qi-chun,Zhu Hong-bing,Chen Ji-wei,Fang Chao-gang 

(Nanjing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 Electrical resistivity imaging(ERI),which can be used in geological prospecting of shallow layer,is an effective 

and stable tool.This paper base on the surveying results obtain with ERI in Nantong area,elaborated its application in 

compartmentalizing lithologies and recognizing the Quaternary strata structure,distinguishing reservoirs and biogenic gas 

layers.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resistivity section with ERI in Nantong area can perfectly recognizing the Quaternary 

strata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physical properties of rock.The clay and sand can be continuous recognized for the flat 

sedimentary interface in the Quaternary.The resistivity is high when the biogenic gas bearing sand,and vice versa.The 

reserviors and biogenic gas layers can be distinguished using this feature. 

Key words: electrical resistivity imaging，quaternary，biogenic gas,Nanto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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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应力敏感的缝洞型岩石压缩系数计算新方法1 
 

汪周华，王子敦，邓  丹，郭  平 

（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油气藏储层岩石的压缩系数，作为岩石弹性能量重要的度量参数，被广泛应用于油气藏工程领域中的钻完井

设计、试井解释、弹性产能评价及动态地质储量和水侵量计算等，一直是油气藏工程领域研究的热门问题。由于实

验测量耗时繁琐且成本昂贵，所以利用其它资料间接地计算岩石压缩系数成为重要的方法。然而目前的计算方法大

多针对孔隙型岩石，而对于具有裂缝的双重孔隙介质的岩石和具有裂缝和洞穴的三重孔隙介质的岩石的研究相对较

少。为此，基于气体不稳定渗流理论，推导出了考虑应力敏感的缝洞型岩石压缩系数的计算公式，实例分析表明，

新公式能很好地计算缝洞型岩石的压缩系数，对油气藏的高效开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岩石压缩系数；缝洞型；应力敏感；渗透率 

 

0  引言 

随着油气藏的不断生产，地层压力将降低，储层岩石所受净压力不断增大，导致储层孔隙度和渗

透率的减小，从而影响油气藏的生产。其中，储层岩石孔隙体积压缩系数，作为岩石弹性能量重要的

度量参数，被广泛应用于油气藏工程领域中的钻完井设计、试井解释、弹性产能评价及动态地质储量

和水侵量计算等，一直是油气藏工程领域研究的热门问题。由于岩石压缩系数的重要性，通常都采取

单轴或者三轴应力实验来获得[1,2]。但是实验操作繁琐且成本昂贵，所以许多学者又推导出了应用简

单的经验公式，其中比较常用的有 Hall 图版法[3]、Newmen 经验公式法[4]和陈元千经验公式[5]。Fatt[6]

研究了不同压力下的岩石压缩系数的变化规律，并发现岩石压缩系数是压力的函数而与孔隙度并不具

有良好的相关性[7]。李生杰[8]研究了岩性、孔隙及其流体变化对岩石的弹性性质造成的影响，结果表

明这些因素不能单纯的考虑其中的某一个，而应该综合考虑。而根据蒋雨江[9]的研究，岩石的孔隙度

较小，但如果岩石中黏土矿物含量较高，而胶结强度又较差时，所对应的岩石压缩系数也可能较大；

反之，岩石压缩系数也可能较小。Li 等人[10]提出了一种利用泊松比和弹性模量计算岩石压缩系数的

新方法。Marchina[11]利用生产现场的资料计算了稠油的储层的岩石压缩系数。但是岩石压缩系数是岩

性、岩石矿物组成、黏土含量、孔隙度、孔隙压力、上覆压力、胶结程度及地层中不同方位的应力等

诸多因素的复杂函数[12]。因此，一些学者建立了压缩系数与上覆压力及孔隙度的关系[13~14]，也只是

考虑了两种因素，与实际情况还是相差很大。也有部分学者建立了利用渗透率计算岩石压缩系数的公

式[15~17]，可以模拟渗流过程中的压缩系数变化，为压缩系数的预测方法提供了新思路。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专项“超深超高压高温气井试油完井及储层改造技术”（编号：2011ZX05046-03)资助． 
作者简介：汪周华（1979-），男，湖北宜昌人，副研究员，博士，西南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从事科研教学工作，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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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双重孔隙介质的储层岩石，甚至三孔隙介质的储层岩石，由于裂缝或者洞穴的存在，使

得计算岩石压缩系数更加复杂。李传亮[18]根据材料力学和弹性力学理论，推导出了一种计算溶洞介

质的压缩系数的公式。Jones[19]根据实验得出的规律提出了计算裂缝压缩系数的公式。但是对于既有

裂缝又有洞穴的缝洞型三重孔隙介质岩石，其压缩系数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为此，文章基于气体不稳

定渗流理论，推导出了考虑应力敏感的缝洞型岩石压缩系数的计算公式，对油气藏的高效开发具有极

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模型建立与公式推导 

1.1  模型建立 

 

图 1  气相渗流通过岩心示意 

如图 1 所示，水平放置岩心，长度为 L，直径为 D，在其两端建立压差（P 入-P 出），使气体通过

其中，测得气测渗透率。假设条件：①等温渗流；②气体服从线性渗流规律；③气体和地层参数均为

压力的函数；④不考虑重力和毛管力；⑤考虑岩石和流体的压缩性。 

1.2  公式推导 

选取图 1 中岩心的微小部分（△X）作为研究对象，设岩心基质的孔隙度、裂缝系统孔隙度和洞

穴系统孔隙度分别为 Φm、Φf 和 Φv；其中的束缚水饱和度分别为 Swmi、Swfi和 Swvi。 

在（△X）内流入和流出的流体质量总和为 

左= ( )g gv
x




 （1） 

在（△t）内岩心孔隙和孔隙中束缚水的体积改变引起的气体质量变化为 
右= [ (1 ) ] ( ) ( )m f v g f g v g

t t t
            

     
 

[ (1 ) ] ( ) ( )w m i m f v g w fi f g w vi v gS S S
t t t

            
      

 

[(1 )(1 ) ]m f v g

t
      




 

（2） 

其中：第一项代表由岩心基质孔隙、裂缝系统孔隙和洞穴系统孔隙的总和随时间的变化而引起的

气体质量变化；第二项代表由岩心基质孔隙中束缚水、裂缝系统孔隙中束缚水和洞穴系统孔隙中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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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总和随时间的变化而引起的气体质量变化；第三项代表由岩心岩石骨架随时间的变化而引起的气

体质量变化。 

气相渗流速度和密度分别为： 
g

g
g

k Pv
x





；

g
M P
R T Z

   
（3） 

气相等温压缩系数为： 
1 1 1( )g

T T

dV ZC p
V dP p Z p


   


 

（4） 

同理，根据岩石孔隙和骨架等温压缩系数的定义，可知岩石基质、裂缝系统和洞穴系统及岩石骨

架的压缩系数分别为： 

[ (1 )]1( )
(1 )

m f v
p m

m f v

C p
p

  
  

  


  
； 1( ) f

p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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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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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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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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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理，束缚水的压缩系数为： 
[ (1 ) ]1( )

[ (1 ) ]
wmi m f v wfi f wvi v

w
wmi m f v wfi f wvi v

S S S
C p

S S S p
    

    
    


    

 
（6） 

将式（3）~（6）代入式（2）中，化简得： 

右=  ( ) [1 (1 ) ] ( )g e w m i m f v w fi f wvi v g
pC p S S S C p
t

      
     


 （7） 

其中： ( ) ( ) (1 ) ( ) ( )e pm m f v pf f pv vC p C p C p C p         ( )(1 )(1 )s m f vC p        

( ) [ (1 ) ]w w m i m f v w f i f w v i vC p S S S          

(1 )m f v f v           

再将式（3）代入式（1）中，若令
0

( ) 2
p g

p
g

p k
m p d p

Z
  （拟压力函数），又因为 ( ) 2 g

g

p km p p
x Z x

 


 
，

则式（1）变为 
左= 2

2

( )
2

M m p
R T x




 
（8） 

根据物质守恒原理，即左=右，且 ( ) 2 g

g

pkm p p
t Z t

 


 
，结合式（7）和（8），可得： 

 
2

2

( ) ( )( ) [1 (1 ) ] ( )g
e w mi m f v w fi f wvi v g

g

m p m pC p S S S C p
x k t


     

      
 

 
（9） 

根据 Carslaw[20]和 Lee[21]的研究成果，以定气量 Qg 注入岩心，在岩心某处的拟压力可由下式确定： 
2

( ) ( ) exp { ( ) [1 (1 ) ] ( )}
4

g g
i e wmi m f v wfi f wvi v g

g

Q xm p m p C p S S S C p
t kt


    
          
  

 
（10） 

将式（10）两端对时间求一次导数，根据文献[17]结果，其值为零，因此，岩心压缩系数可由下

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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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 [1 (1 ) ] ( )g m

e w m i m f v w fi f w vi v g
g

k t
C p S S S C p

L
    


        

（11） 

式（11）就是通过渗透率计算缝洞型岩石综合压缩系数的新公式，如果知道岩心渗透率 Kg、岩

心长度 L 和气体在岩心中的渗流时间 tm，则可通过式（11）计算出岩石的综合压缩系数 Ce（p）。可

以看出，由于岩石的物理性质和流体性质都是压力的函数，则岩石综合压缩系数必然也是随压力变化

的。式（11）也可以计算在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类型的岩石压缩系数，既可以计算三重孔隙介质的岩石

压缩系数，也可以计算双重和单一介质岩石的压缩系数。 

如果不考虑岩心中的束缚水变形，则式（11）变为计算岩石整体压缩系数的公式： 

2

2
( ) ( )g m

b g
g

k t
C p C p

L
   

（12） 

其中： ( ) ( ) (1 ) ( ) ( ) ( )(1 )(1 )b pm m f v pf f pv v s m f vC p C p C p C p C p                 

如果不考虑岩心中的束缚水和岩石骨架的变形，则式（11）变为计算岩石总孔隙压缩系数的公式： 

, , 2

2
( ) ( )

m f v

g m
p g

g

k t
C p C p

L



   

（13） 

其中：
, ,

( ) ( ) (1 ) ( ) ( )
m f vp pm m f v pf f pv vC p C p C p C p          

2  岩心实验 

2.1  实验样品 

应力敏感实验流体采用商用氮气和复配地层水，地层水水样分析报告见表 1。 
表 1  地层水水样分析报告 

地层水离子含量/mg/L 

水型 阳离子 阴离子 
总矿化度 

K+ Na+ Ca2+ Mg2+ Ba2+ Sr2+ Cl- Br- 
2651 15615 8176 1974 123 118 49145 63 77865 CaCl2 

现场取回的岩心并不发育天然裂缝和溶蚀洞穴，为了模拟裂缝—孔洞型岩心，通过人工施压将岩

心压开，再用不同厚度级别的筛网充填在岩心中，从而模拟不同发育程度的裂缝，然后对已进行过人

工造缝处理的岩心，采用人工机械钻孔造洞的方式进行人工造洞，洞穴形状近似为半球形，洞穴与洞

穴之间通过裂缝沟通。联通模式采用纵向连通型，即岩心中间经外部应力剖开，在缝面处造洞 3 个，

1 条裂缝作为通道。裂缝-孔洞型岩心的基本物性参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人工造缝、洞全直径岩心样品基础参数 

长度/cm 直径/cm 
孔隙度/% 渗透率/mD 

备注 
造洞前 造洞后 造洞前 造洞后 

5.516 6.506 6.82 7.72 0.6008 34.5 洞径 1cm 

2.2  缝洞型岩心应力敏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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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采用表 2 所示缝洞型全直径岩心，参照标准 SY/T5358-2002 和 SY/T6385-1999 进行岩心应力

敏感实验。实验温度为 22.5℃，实验过程中围压（地层上覆压力）保持 135MPa 不变，逐渐降低内压，

以 5MPa 为一个点测定各点渗透率，直到最低内压点 10Mpa。此外，由于岩心溶蚀孔洞发育，在实验

的高内外压差下，常规胶皮筒壁会被压入孔洞中，导致筒壁破裂，压力泄漏，致使实验失败。因此，

在高压条件下应采取铅屑充填孔洞、铅筒密封岩心的方法，实现岩心在高压条件下的长时间密封。实

验测得数据如图 2 所示。 

 
图 2  岩心应力敏感曲线 

从图 2 可看出，最大渗透率损害率达 94.15%，有效应力对渗透率的变化影响相当大，有效应力

的增加会使渗透率明显降低。净应力增加过程中渗透率先急剧下降，当净应力增加到 94MPa 时，渗

透率的变化开始变小，其曲线逐渐有与横坐标平行的趋势。应力敏感对该岩心渗透率造成的不可逆损

害非常高，不可逆渗透率损害率也很高。而在升压（降内压）过后进行的降压过程中，岩心渗透率随

净应力的减小逐渐增大，但不能恢复至初始地层渗透率值。这说明发生了弹-塑性变形。且该岩心渗

透率恢复程度相当差，岩心不可逆渗透率损失率达到 88.38%。同时，岩样表现出明显的渗透率滞后

效应，在同一净应力作用下，岩样的渗透率呈降低趋势（一次降压>一次升压>二次降压）。裂缝及

孔洞存在加剧应力敏感程度,一次降压最大伤害程度 80%—91.25%。 

3  实例分析 

根据岩心应力敏感实验所测数据，结合式（11）~（13）计算出该岩样在不同压力下的压缩系数，

如图 3 所示。 

 

图 3  岩石压缩系数随孔隙内压力变化曲线 

由图 3 可看出，当岩石孔隙内压力降到 10MPa 时，岩石孔隙压缩系数 Cp(p)、岩石整体压缩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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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p)和岩石综合压缩系数 Ce(p)分别减小了 75.13%、87.76%和 81.16%。而岩石孔隙内压力由 41MPa

降低到 10MPa 过程中，岩石孔隙压缩系数 Cp(p)、岩石整体压缩系数 Cb(p)和岩石综合压缩系数 Ce(p)

分别减小了 0.018536MPa-1、0.000896MPa-1 和 0.000875MPa-1。由于岩石孔隙内压力减小，导致岩石

所承受的净压力（上覆岩石压力与岩石孔隙内压力的差值）增大，从而岩石孔隙减小，渗透率降低，

岩石弹性能量缩小。因此，无论岩石孔隙压缩系数，还是岩石整体的压缩系数都是随岩石内压力的降

低而减小的，且开始时减小速度较快，到一定程度后减小变缓。裂缝和洞穴的存在增加了岩石应力敏

感性，同时也增大了岩石的整体压缩系数。 

4  结论 

（1）三重介质岩心的岩石压缩系数不容易获得，本文推出的新公式可以很好地计算出缝洞型三

重孔隙介质岩心的压缩系数，通过实例分析得到证实； 

（2）岩石的孔隙压缩系数、骨架压缩系数和整体压缩系数都是压力的函数，对于应力敏感的岩

石，其值更与压力有密切联系，通过实例分析，得出岩石的孔隙压缩系数、骨架压缩系数和整体压缩

系数都随岩石孔隙内压力的降低而减小，且开始时减小速度较快，到一定程度后减小缓慢； 

（3）本文得出的新公式，既可以计算单一孔隙介质岩石的各种压缩系数，也可以计算双重孔隙

介质岩石的压缩系数，还可以计算三重孔隙介质岩石的压缩系数，对油气藏的高效开发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符号说明 

A 为岩心横截面积，cm2；Cw、Cpm、Cpf、Cpv、分别为水相等温压缩系数、基岩孔隙体积压缩系数、裂缝孔隙体积

压缩系数和洞穴孔隙体积压缩系数，MPa-1；Cs 为岩石骨架压缩系数，MPa-1；Kg 为岩心气测渗透率，mD；L 为岩

心长度，cm；M 为气体相对分子质量，g/mol；P 为岩石孔隙内压力，MPa；Qg 为通过岩心的气量，cm3/s；Swmi、

Swfi、Swvi 分别为基岩、裂缝和洞穴系统的原始含水饱和度，%；T 为温度，K；t 为时间，h；Z 为天然气偏差系数，

1；ρg 为天然气的密度，kg/m3；μg 为天然气的粘度，mPa·s；Φm、Φf、Φv 分别为基岩、裂缝和洞穴系统的孔隙度，%；

Φ 为岩石整体孔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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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ctured-vuggy rock compressibility calculating new method considering the 

stress sensitivity 
 

Wang Zhou-hua, Wang Zi-dun, Deng Dan, Guo P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Abstract: Oil-gas reservoir rock compressibility,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parameters of the rock elastic energy is widely 

used in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design in the field of reservoir engineering, well test interpretation, the elastic capacity 

evaluation and dynamic geological reserves and water influx calculation. It has been a hot issue in research of reservoir 

engineering. However the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is expensive and time-consuming trival, using other data indirectly 

calculated rock compressibility become important methods. Most of the current calculation method for rock pore type, and 

for has the dual porosity of fracture of rock and triple porosity with fracture and cave rock research are relatively few. Based 

on the gas unsteady seepage theory, derived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stress sensitive type seam hol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rock compressibility, the exampl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ew formula can calculate the compressibility of rock seam hole 

typ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reservoir has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Rock compressibility; Fractured-vuggy; Stress sensitivity; Perme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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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岩可溶有机质微生物降解与次生生物成因煤层气生成 
 

王万春1，陶明信2 

（1.甘肃省油气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油气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00； 

2.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摘要：次生生物煤层气是由煤化过程中产生的湿气和可溶有机质经微生物（包括细菌和古菌）作用而形成的、储存

在煤层中的非常规天然气
[1-2]

。在中国安徽淮南新集、张集和潘集煤矿、山西沁水盆地李雅庄煤矿和云南曲靖恩洪煤

矿，发现了次生生物成因煤层气，其主要组分为甲烷
[3]
。生物甲烷是各种微生物协同降解复杂有机质的终端产物。

微生物对有机质的降解具有选择性，降解作用轻微时，正构烷烃可能严重缺失，类异戊二烯烷烃保存较完整；降解

作用较强时，正构烷烃与类异戊二烯烷烃均严重缺失，抗微生物降解能力较强的藿烷类保存较完整。因而，饱和烃

中 Σ 类异戊二烯烷烃/Σ 正构烷烃比值、Σ 藿烷/Σ 正构烷烃比值和 Σ 藿烷/Σ 类异戊二烯烷烃比值，均可作为

衡量有机质遭受微生物降解程度的参数
[4]
。安徽淮南新集、张集和潘集煤矿煤岩，饱和烃总离子流图中正构烷烃部

分甚至大部分缺失，但其 Σ 类异戊二烯烷烃/Σ 正构烷烃值并不是很高，在 0.033~0.190 之间，而 Σ 藿烷/Σ 正

构烷烃值很高，在 0.520~2.409。Σ 藿烷/Σ 类异戊二烯烷烃值更高，在 12.692~24.444，反映新集、张集和潘集

煤矿煤岩受到了较强的微生物降解。由于该地区煤岩遭受微生物降解的程度较高，使得类异戊二烯烷烃也遭受到了

微生物降解而大部分被消耗，因此 Σ 类异戊二烯烷烃/Σ 正构烷烃值较低。李雅庄煤矿和恩洪煤矿煤岩，Σ 类异

戊二烯烷烃/Σ 正构烷烃值相对较高（0.139~0.311），Σ 藿烷/Σ 正构烷烃值较低（0.051~0.095），Σ 藿烷/Σ 类

异戊二烯烷烃值（0.306~0.364）也较低，表明李雅庄煤矿和恩洪煤矿煤岩有机质，遭受微生物降解程度较低。安

徽淮南新集、张集和潘集煤矿煤岩 Ro在 0.85~0.97%之间，沁水盆地李雅庄煤矿煤岩 Ro为 0.92%，云南曲靖恩洪煤矿

煤岩 Ro 在 1.24~1.43%之间，煤岩均已进入热演化的成熟阶段。此阶段液态烃大量生成，煤岩中存在丰富的可溶有

机质，为煤层中后期微生物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营养物质。饱和烃的微生物降解特征，提供了煤岩中微生物发育的证

据。因此，安徽淮南新集、张集和潘集煤矿，沁水盆地李雅庄煤矿和云南曲靖恩洪煤矿具备次生生物成因煤层气生

成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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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演化泥页岩孔喉结构特征 
 

王义凤1*， 李  剑1， 王东良1，李志生1，沈  瑞2，薛海涛3，田善思3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天然气成藏与开发重点实验室，河北 廊坊 065007 

2.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油层物理与渗流力学重点实验室，河北 廊坊 06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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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泥页岩孔隙致密，国内外目前还未建立全面表征泥页岩孔隙结构的标准方法（焦堃等，2014；崔

景伟等，2012）。孔隙结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三类：①以压汞和气体等温吸附为主的流体注入技术 ；

②以微区分析为主的图像分析技术 ；③以核磁共振、中子小角散射原位分析技术。每种方法都存在

各自的优缺点。第一类研究方法中二氧化碳吸附测试页岩微孔分布（孔径<2nm），低温氮吸附测试孔

径约为2-100nm的孔隙范围，高压压汞测试孔径>4nm的孔隙，高压压汞、低温氮吸附在测试孔径分布

时，介孔范围存在重复段。本次研究将低温二氧化碳吸附、氮吸附、高压压汞的测试结果有机结合起

来，建立了以置信区间计算理论为基础的页岩微纳米全尺度孔径分布测试方法，提供了一种定量研究

微孔、介孔、宏孔的研究手段，更适合致密油藏、页岩气藏岩心孔隙研究。 

1  样品选择 
本次研究对象包括宁201井区龙马溪组泥页岩，川西北、川中的泥页岩，成熟度Ro分布在

1.5%-3.8%之间，TOC分布在1%-10%之间，样品分布如图1所示。 

2  泥页岩孔隙结构特征分析 
通过FIB-SEM扫描电镜分析发现，泥页岩的孔隙类型主要包括：有机质孔、无机粒内孔（矿物溶

蚀孔、黄铁矿铸模孔）、粒间孔隙、微裂缝。有机质中发育大量孔隙，较集中，有机质孔隙或被粘土

包裹，或与粘土矿物形成混杂形式，或与粘土矿物、黄铁矿形成混杂形式。无机粒内孔、粒间孔、微

裂缝比较分散，溶蚀孔直径达微米级，呈分散状分布，数量少，溶蚀孔间连通性较差，对气体渗流和

储集能力贡献较小。黄铁矿铸模孔直径主要分布在200-600nm，呈一坨一坨分布。还原环境与埋深影

响黄铁矿及其粒内孔隙发育程度。 页岩非均质性较强，不同岩心主要孔隙类型不一样。 

3  多尺度孔隙特征分析 
应用页岩微纳米全尺度孔径分布测试新方法和核磁共振研究发现：宁203宁龙马溪组泥页岩以微

孔、介孔为主，占比分别为23%和67%， ＜50nm的孔隙占到了总孔隙的90%。川西北、川中海相泥

页岩，孔径＜50nm的孔隙比例大于70%。前期对松辽盆地泥页岩研究结果表明松辽白垩系陆相泥页

岩，以微孔（＜2nm）和介孔（2-50nm）为主，占比分别为51%和30%， ＜50nm的孔隙占到了总孔

隙的80%以上。把研究结果和New Albany泥页岩（Ro分布在0.35%~1.5%之间）的研究结果（Mastaler 

z et al.,2013）放到一起，我们可以发现有机质丰度对孔隙度有明显影响，有机质丰度越高，微孔的比

                                                        
作者简介：王义凤．地址：河北廊坊万庄石油分院44#B楼．电话：13832653539． 
     E-mail：yifengwang69@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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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越大。 

4  高演化泥页岩含气性分析 
泥页岩的滞留气态烃与不同尺度孔隙的关系研究正在进行中，但是不管是成熟阶段，还是高过成

熟阶段，泥页岩的含气量与总孔隙度都具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那么孔隙度在过高演化阶段，是否影

响了泥页岩的含气性？我们通过收集的国内外孔隙度及含气量数据及本次研究数据，结果显示，泥页

岩镜质体反射率Ro达到3.0%-5.0%时，孔隙度还可达到2%-4%（图1），也就是说，在泥页岩演化程度

达到3.0%-5.0%时，泥页岩还有一定得储气能力。 

 
图1  泥页岩孔隙度与热演化关系 

5  泥页岩孔隙演化特征 
我们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泥页岩有机质孔隙所占比例较高；微裂缝发育程度不高；有机

质成熟度普遍较高使有机质孔隙偏小；样品孔隙直径集中在<100nm区间，仅成熟度较低的有机质中

存在较大孔隙。成熟度较高的有机质会形成死碳，因而孔隙发育程度较低，而且孔隙直径也较小。成

熟度较低的有机质孔隙度发育程度高，相应的孔隙直径也较大。有机质类型越差，泥页岩的微孔体积

比例越低，介孔体积比例越高。随演化程度增大，微孔体积比例先增大后减小，介孔体积先减小后增

大，大孔体积比例先增大后减小。Mastalerz（2013年）提出成熟-高成熟阶段，页岩总孔隙度减小；

Ro从0.6-1.0%微孔增加，介孔减少；Ro从1.15-1.41% ，介孔又开始增加。Cander（2012年）指出＞3000m，

有机质开始生烃，有机质孔隙度明显增加。王飞宇（2013年）提出有机质孔隙度先随成熟度升高而增

加，Ro值＞ 2.0%，随深度增加而降低 。 

美国上泥盆统海相有机质类型为Ⅱ型的New Albany泥页岩（Ro分布在0.35%~1.5%之间）研究结

果（Mastaler z et al.,2013）：富有机质泥页岩的孔隙度随着热演化的增加，孔隙特征变化明显。不同

演化阶段的The new Albany 页岩样品的总孔隙度、微孔、介孔、宏孔孔隙度都明显不同。泥页岩样

品有机孔隙随热演化变化曲线和生烃曲线具有相似性。从成熟到高成熟阶段总孔隙度明显减小；Ro

在1.15%~1.41%之间总孔隙体积的大幅增加，有新孔隙形成；成熟早期到高成熟阶段微孔更丰富，使

得介孔减少，而进一步演化到过成熟阶段，介孔又开始增加。这种变化主要是由生烃和运移造成有机

质结构变化引起的。从成熟早期到二次裂解再到高成熟阶段新孔隙的生成和有机质向烃类转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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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断断续续的降低是孔隙中充满油和沥青使开放空间减少和限制了气体流动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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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页岩气开发技术进展 

 

位云生，贾爱林 

 

摘要：近 5年来，中国石油页岩气开发技术取得长足进步，推动四川盆地及其周缘的页岩气勘探开发取得重大突破，

探明储量快速上升，产量跨越式增长，规模开发初具端倪。通过页岩气储层评价研究，明确了优质页岩的沉积成因，

首次提出了蜀南-滇黔北优质页岩垂向“2+1”、平面“大甜点”的分布模式，为优选水平井靶体层位、水平井批量

布井提供了地质依据；优快钻井技术、分段体积压裂技术及“工厂化”作业模式的突破，大大提高了单井产量，三

个建产区首年平均单井产量 6.5 万方/天，初步实现页岩气的规模效益开发；通过生产机理分析，创立了页岩气储

层多尺度流动空间复合渗流模型，形成了适合页岩气的产能评价技术，评价平均单井动态储量 1亿方，平均单井累

积产量 7600 万方；同时，建立了页岩气水平井地质设计方法，系统提出了页岩气水平井及裂缝参数体系（包括水

平段长度、压裂间距和簇间距、裂缝穿透比、开发井距等），为页岩气规模化开发提供了技术保障。通过技术创新

和开发试验，形成了 3500 米以浅页岩气藏关键开发配套技术系列。低气价、高投资成本仍页岩气大规模商业化开

发的最大挑战，中国石油将持续进行技术与管理创新，实现低气价下的规模效益开发。 

关键词：页岩气开发；“大甜点”分布模式；分段体积压裂；工厂化；产能评价；技术与管理创新；效益开发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of Shale Gas Development in CNPC 

 

Wei Yun-sheng  Jia Ai-lin 

 

Abstract: In past 5 years, CNPC has made great breakthrough of shale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ichuan Basin. 

Both proved reserves and production rate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 This is achieved by the advance and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a) Geology and geophysics technologies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resource evaluation and production target. It is 

realized by acquiring, processing and interpreting geophysical data to obtain the stratigraphy correlation, large sweet spot 

distribution, key geology & geomechanics factor determination. 

   b)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technologies provide the early return of the investment. CNPC has explored the best 

practice of integrated technology (including fasting drilling, volume fracturing treatment), to obtain higher initial production 

rate (over 6.4×104 m3/d per well in Changning and Weiyuan plays). 

   c) Reservoi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nsures the long-term sustained production. Gas well classification is 

developed to perform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numerous production wells; produc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 

developed to estimate OGIP and EUR (average OGIP per well is 1×108m3, EUR is 0.76×108m3); fracturing parameter 

optimization is developed to enhance productivity and benefits. 

  By conducting these pilot research since 2012, CNPC has established complete technique ser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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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e resource buried less than 3500m, and gained great confidence from accomplishing production from shale.  

  While CNPC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owards commercial production, low gas price and high investment are expected to 

be growing challenges in the way ahead for shale gas. CNPC would realize cost-effective production at low gas price by 

sustained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technique. 

Key words: Shale gas development;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large sweet spot; Segmented volume fracturing; Gas-factory; 

Productivity evaluation; Innovation of technique and management; Cost-effectiv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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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新场须五段天然气和地层水来源及勘探启示 

 

吴小奇 1,王  萍 1, 黎华继 2, 陈迎宾 1, 潘文蕾 1, 赵国伟 1, 袁晓宇 1  

（1.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江苏 无锡 214126； 

2.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新场构造带是四川盆地川西坳陷重要的天然气富集区带之一，目前已经发现了探明储量超千亿方的新场气田。

须家河组是四川盆地陆相天然气勘探的重点层系之一（吴小奇等，2011；Dai et al.，2012），近年来新场地区多

口井在须家河组五段致密砂岩中获得工业气流，展现出良好的勘探前景。然而，新场须五段气藏地质情况复杂，储

层致密，气水同产，且早期产量递减比较快，长期低产。以往将须五段作为新场侏罗系天然气的主要烃源层之一（沈

忠民等，2008），但对其生烃潜力缺乏深入研究，对须五段天然气和地层水的成因和来源也缺少系统的探讨，这不

仅限制了对新场地区天然气富集主控因素的认识，也极大地制约了勘探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因此有必要针对须五

段烃源岩、天然气和地层水开展相关工作。 

烃源岩地化特征研究表明，新场须五段泥岩有机碳含量平均为 2.22%，各亚段泥岩普遍达到了较好—好丰度级

别。然而，氯仿沥青“A”含量普遍低于 0.12%，生烃潜力 S1+S2普遍低于 6mg/g，多数仅达到差—一般烃源岩标准，

表明须五段泥岩的品质并不高。显微组分以镜质组和惰质组为主，干酪根类型指数均小于 0，为 III 型；Ro 普遍介

于 1.0%~1.4%之间，处于成熟阶段。III 型干酪根在该演化程度时尚未大量生气，产气率并不高。采用 Ro 平均值 1.17%

计算所得生气强度仅为平均仅为 15.06×10
8
m
3
/km

2
，与形成大气田所需的 20×10

8
m
3
/km

2
相比仍有距离；结合工区面

积、砂岩厚度并采用聚集系数为 10%，计算可得须五段天然气资源量在地层温压条件下总体积为 2.688×10
8
m
3
，仅

占砂岩总孔隙体积的 6.95%，即孔隙中天然气的充满度不高。 

在天然气地化特征上，须五段天然气甲烷含量与干燥系数显著低于须二段天然气，整体也普遍低于须四段和侏

罗系天然气；在 CO2%与 N2%相关图上与须二、四段及侏罗系天然气也有明显区别；与须四段和侏罗系天然气相比，

新场须五段天然气乙、丙烷碳同位素值普遍高于-28‰和-25‰，表现出典型煤型气特征，与其他层位天然气有明显

不同。在 Bernard 图和 δ
13
C1-δ

13
C2相关图上，须五段天然气均表现出 III 型干酪根生成的天然气的特征，但成熟

度比须二、四段天然气略低。此外，须五段 δD1值与其他层位天然气也有差异。计算所得须五段天然气成熟度与须

五段烃源岩成熟度匹配较好。因此，新场须五段天然气为典型煤型气，主体来自须五段自身腐殖型煤系烃源岩。 

须五段地层水水型均为 CaCl2型，指示封闭条件较好；在 Na
+
和 Cl

-
对数相关图上沿蒸发曲线分布，反映出二者

为等比例浓缩；较高的微量元素 Br 含量表明其来源于含陆生植物有机质泥岩的压实排水。须五段地层水钠氯系数

和脱硫系数分别普遍小于 0.87 和 1，反映出浓缩变质、保存条件较好、还原较彻底等特征，且其他层位地层水有明

显区别。新场须五段地层水 δ
18
O-δD 值相关关系与受大气降水渗滤影响的侏罗系地层水和经历了较强烈水岩反应

作用的须二、四段地层水明显不同，表明其自成独立系统。整体上，新场须五段地层水为陆相沉积封存水，随埋深

加大，须五段地层水浓缩程度变高，反映出水化学垂向变化为正序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编号：41302118）；江苏省“博士计划”基金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吴小奇（1982-），男，江苏盐城人，高级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天然气地质与地球化学研究．联系电话：0510-68787283，

15061807330．E-mail：xqw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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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新场地区侏罗系天然气与须五段天然气明显不同，而与须四段天然气有较好的亲缘性，侏罗系

天然气计算所得成熟度与须三段烃源岩成熟度更加接近，因此侏罗系天然气主体可能来自须三段烃源岩。新场须五

顶面整体并不发育贯通侏罗系的断裂，而须五段烃源岩相对较低的生烃强度也使得其向侏罗系供烃可能性较小，下

伏层系天然气沿断裂向上运移时受到须五段自身天然气压力的影响也会优先向侏罗系充注。此外，新场地区须五段

生气强度不高，使得天然气无法完全驱替掉须五段储层中的水，这是目前新场须五段中气水同产的主要原因。当然，

在热演化程度高于新场的川西其他地区，须五段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生气强度而更加有利于勘探。 

关键词：新场地区；须五段；天然气；地层水；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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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缝洞型水驱气藏原始地质储量计算1 

 

熊  钰，邓  丹，王子敦，王  冲       

（西南石油大学油气田开发工程， 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缝洞型气藏由于存在高渗裂缝和大尺度洞穴，气藏储集空间分布和储层流体性质异常复杂，已有的物质平衡

方程已不能适应这种复杂性。为了真实地反映缝洞型水驱气藏的实际生产情况，在物质的量守恒原理基础上应用三

重孔隙介质模型，同时考虑储层孔隙度应力敏感和重力分异作用及毛管力自吸作用的综合影响，推导出了适应于高

压缝洞型水驱气藏的物质平衡方程，新方程可以预测此类气藏总储量，也可以预测基质体系、裂缝体系和洞穴体系

中占有的储量。实例分析表明，到废弃压力时，岩心孔隙度减小程度为 56.7%，孔隙度应力敏感性强；对于高压缝

洞型水驱气藏，孔隙度应力敏感和重力分异作用对气藏储量的预测影响较大，但孔隙度应力敏感的影响占主要地位，

使储量预测值减小了 21.8573%，忽略其影响将夸大气藏储量；新方程可以预测水驱气藏总储量，也可以预测基质、

裂缝系统和洞穴系统中占有的储量，与实际气藏储量相对误差仅为 1.1176%，提高了预测精度，为此类气藏的高效

开发提供有效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缝洞型气藏；孔隙度应力敏感；重力分异；地质储量；三重孔隙介质 

 

0  引言 

缝洞型油气藏经过多期地质构造运动与古岩溶共同作用形成，是以缝、洞储集体为主的复杂油气

藏系统。此类油气藏储集空间类型多样、埋藏深、构造特征复杂、储层非均质性极强、连通性差、储

集体间天然能量差异大，具有网状油气藏的特征，堪称世界上最复杂特殊的油气藏之一[1]。由于缝洞

型油气藏的上述特征，准确预测油气藏的动态储量成为难题。目前，预测油气藏动态地质储量的方法

主要有物质平衡法、试井法和经验公式及典型曲线分析法等[2]。与其他预测方法相比，物质平衡法无

需考虑地下渗流特征，预测所需参数少，过程简单、结果精度高，是油气藏动态储量预测的首选方法。 

物质平衡法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视地层压力（P/Z）和累积产气量（Gp）的直线关系，简单实用，

但仅适用于定容干气气藏[3]。为适合不同类型的油气藏条件，许多学者都对传统物质平衡方程进行了

改进。在 1994 年，Sills 等人[4]建立了考虑水体膨胀的水驱气藏物质平衡方程；Mattar（1998）等人[5]

提出了流动物质平衡（FMB）法计算气藏储量，但没有考虑应力敏感和重力的影响；wang（1999）

等人[6]和 Kegang（2013）等人[7]分别提出了适应于异常高压气藏的物质平衡方程，但认为储层岩石和

流体的压缩系数为常数，储层孔隙度不随压力变化；Singh（2011）等人[8]研究了适应于页岩气藏的

物质平衡方程，考虑了气体的吸附，但没有考虑储层岩石和流体的应力敏感性和重力分异作用；2015

年 Thararoop 等人[9]提出了考虑地层水的煤层气物质平衡方程，研究了地层水的影响。但是，由于缝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致密气藏储层干化、提高气体渗流能力的基础研究”（编号：51534006）资助． 
作者简介：熊钰（1968-），男，西南石油大学石油工程学院教授，现从事复杂气田开发、油气藏工程、注气提高采收率、流体相态等

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电话: 18728405898．E-mail:69182949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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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型油气藏存在高渗裂缝和大尺度洞穴，造成储集体空间分布和储层流体性质异常复杂，传统物质平

衡方程已不能适应这种复杂性。然而，目前对于缝洞型气藏的研究较少，大多数是研究裂缝性气藏物

质平衡方程 [10-12]，在研究缝洞型油气藏时都将裂缝和洞穴视为同一体系来考虑[13]，这与实际三重介

质地层情况不符。此外，何志刚（2011）[14]、Golghanddashti（2011）[15]和 Han（2016）[16]的研究结

果表明，重力分异作用和毛管力自吸作用可提高采收率。同时根据杨胜来（2007）[17]和高博禹（2005）
[18]的研究结果，随着地层压力的降低，储层孔隙度必会减小，表现出孔隙度应力敏感性，尤其对于

高压缝洞型气藏。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高压缝洞型水驱气藏物质平衡方程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为了反映缝洞型水驱

气藏的实际情况，文章在物质的量守恒原理基础上应用三重孔隙介质模型，同时考虑储层孔隙度应力

敏感和重力分异作用及毛管力自吸作用的影响，推导出了适应于高压缝洞型水驱气藏的物质平衡方

程，新方程可以预测此类气藏总储量，也可以预测基质体系、裂缝体系和洞穴体系中的占有的储量，

同时提高了气藏储量预测的精度，为此类气藏的高效开发提供有效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考虑孔隙度应力敏感、重力分异和毛管力自吸作用的物质平衡方程推导 

1.1  假设条件 

（1）储层由基岩体系、裂缝体系和洞穴体系三部分组成，储层均质，不考虑各向异性； 

（2）考虑基岩体系、裂缝体系和洞穴体系的束缚水饱和度和岩石压缩性及其中的流体膨胀性； 

（3）考虑气藏有边底水，考虑重力及毛细管力。 

1.2  孔隙度应力敏感、重力分异作用及毛管力自吸作用的影响 

赫万斯基、尼可拉耶夫斯基的研究成果[19]表明，孔隙度随上覆岩层压力的增加而减小，即
pC P

i e    ，因此，不同压力下基岩体系、裂缝体系和洞穴体系的孔隙度为： 
( ) pmC P

m mip e    ； ( ) p fC P
f fip e    ； ( ) p vC P

v v ip e     （1） 

在竖直方向上，不同密度的物质在重力和浮力的作用下向上或者向下移动[20]，假设岩石由 n 根等径

毛细管组成，结合 Hagen-Poiscuille 定律，在 t 时间段内由于浮力作用流出岩石孔隙的气相总体积为： 

F g F g m F g f F g vV V V V        
2 2 2

(1 )
8 8 8

m w g f w g v w g
g f v m g f g v

g g g

r g r g r g
A t A t A t

  
    

  
  

      （2） 

式中：△VFgm、△VFgf、△VFgv 分别为基质系统、裂缝系统和洞穴系统中流出气相体积，ml。 

在 t 时间段内由于重力而减少的水相上升总体积为： 

G w G w m G w f G w vV V V V        
22 2

(1 )
8 8 8

f wm w v w
g f v m g f g v

w w w

r gr g r gA t A t A t
     

  
      （3） 

式中：△VGwm、△VGwf、△VGwv 分别为基质系统、裂缝系统和洞穴系统中减少上升的水相体积，

ml。 

根据文献[21,22]的研究结果，毛管力自吸现象只发生在孔隙半径较小的基质系统中，假设岩石由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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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等径毛细管组成，则自吸水相总体积为： 
, c o s

(1 )
2

m g w
W g f v m

w

r
M A t

 
  


    

（4） 

式中：Mw为自吸水相总体积，ml；t 为时间，S。 

1.3  物质平衡方程推导 

假设岩石原始体积为 b i s i p i gV V V A h   ；基岩体系、裂缝体系和洞穴体系的初始孔隙度分别为

Φmi、Φfi和 Φvi；基岩体系、裂缝体系和洞穴体系的初始含水饱和度分别为 Swmi、Swfi和 Swvi。 

根据多孔介质孔隙体积定义可知原始气藏条件下烃类气体总体积为： 
[(1 ) (1 ) (1 ) (1 )]hci gmi gfi gvi bi fi vi mi wmi fi wfi vi wviV V V V V S S S                （5） 

气藏生产到 t 时刻时，气藏内烃类气体总体积为： 
( )hc m f v wm wf wv Gw Fg wV V V V V V V W V V M            （6） 

其中： 
[1 ( ) ( ) ] ( )m b i f v mV V p p p     ； ( )f b i fV V p ； ( )v b i vV V p ； (1 )wm mi wmi wV V S C P   ；

(1 )w f fi w fi wV V S C P   ； (1 )w v vi w vi wV V S C P   ； e p wW W W B  ； (1 )m i b i fi v i m iV V      ； f i b i f iV V  ；

v i b i v iV V   
根据物质的量守恒原理 gi p resn n n  ，结合气体状态方程 PV=nRT 可得气藏物质平衡方程： 

(1 ) ( )i

i i

P Gp P
Z G Z

       (7

) 
其中： 

[1 ( ) ( ) ] ( ) ( ) ( )
(1 ) (1 ) (1 ) (1 )

f v m f v

f i v i m i w m i f i w f i v i w v i

p p p p p
S S S

    


    
   


      

； 

(1 ) [ (1 ) ]
(1 ) (1 ) (1 ) (1 )

w f i v i m i w m i f i w f i v i w v i

f i v i m i w m i f i w f i v i w v i

C P S S S
S S S

    


    
     


      

； 

( )G w F g w

i g i

W V V M
G B


    

 ； i hci
g i

i

PVn
T Z R


；

sc p
p

sc sc

P G
n

T Z R


；
hc

res
P Vn
T Z R


；

s c i
g i

i s c sc

P T ZB
P T Z


 

h c i
i

g i

VG
B


；

g m i
m i

g i

V
G

B


；

g fi
f i

g i

V
G

B


；

g v i
v i

g i

V
G

B


；

g i i

g i

B P Z
B P Z

  

式（7）即为考虑孔隙度应力敏感效应和重力分异作用及毛管力自吸作用综合影响的高压缝洞型

水驱气藏物质平衡方程。利用该方程可以预测气藏不同开发阶段的储量及水侵量，同时可以预测基岩

体系、裂缝体系和洞穴体系中占有的气藏动态储量。也可根据不同的气藏条件对其进行简化，使其符

合不同条件下气藏动态分析的需要。 

如果令 ( )Q
PP
Z

     ，则（7）式变为： 

Q pP aG b   （8） 

其中：
1 i

i i

Pa
G Z

  ；
i

i

Pb
Z

  

可以看出，PQ与累积产量 Gp 存在线性关系，外推直线可得到地质储量 Gi=(-b)/a。再通过储量分配

系数 α1、α2 和 α3，便可计算出基岩体系、裂缝体系和洞穴体系中占有的气藏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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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1 ( ) ( )] ( )(1 )
(1 ) (1 )

f v m w m i

fi v i m i w m i fi v i

p p p S
S

  


    
  


    

；
2

( )
(1 ) (1 )

f

fi v i m i w m i fi v i

p
S




    


    
； 

3
( )

(1 ) (1 )
v

fi v i mi wmi fi v i

p
S


    


    

 

2  实例分析 

实验条件：温度 160℃、上覆岩层压力 145MPa，孔隙内压力 66MPa，烃类孔隙体积 15ml，水体

体积 150ml。衰竭实验测试数据如图 1 所示。岩心孔隙度应力敏感数据如图 2 所示。 

 

图 1  岩心衰竭实验数据 

由图 1 看出，衰竭至 48MPa 时见水，累积产水 2.14ml，水侵程度弱，表现为水侵沿裂缝直线上升

趋势，该阶段水侵补充了一定的气藏能量。衰竭至 30MPa 时水突破；单位压降产气量

29.08—124.15ml/MPa，累积采出程度达到 65.15%，压降程度低于采出程度增加值，水体以补充气藏

能量为主。衰竭后期产水量大幅度增加而产气量急剧降低，仍表现出沿裂缝水窜特征，此阶段对气产

量基本无贡献，水淹对气藏采出程度影响较突出。 

 

图 2  岩心孔隙应力敏感数据 

由图 2 看出，岩心孔隙度随孔隙内压力降低而减小，在 40MPa 前减小速度较快，在 40MPa 后减

小速度变缓，孔隙度基本不变。基岩孔隙度很小，洞穴孔隙度较大，到废弃压力时，孔隙度减小程度

约为 56.7%。说明岩心孔隙度应力敏感性较强。 

利用上述实验数据，再结合本文推出的物质平衡方程，在直角坐标系中绘制 PQ 与 Gp 的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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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拟合系数（a）和（b），计算出原始地质储量。其中，模型Ⅰ表示在新物质平衡方程基础上不考

虑孔隙度应力敏感效应和重力分异作用的影响，计算得到原始地质储量；模型Ⅱ表示在新物质平衡方

程基础上只考虑孔隙度应力敏感的影响，计算得到原始地质储量；模型Ⅲ表示在新物质平衡方程基础

上只考虑重力分异作用的影响，计算得到原始地质储量；模型Ⅳ表示在新物质平衡方程基础上同时考

虑孔隙度应力敏感效应和重力分异作用，计算得到原始地质储量；模型Ⅴ表示常规水驱气藏，利用文

献[23]中提供的方法计算得到原始地质储量。 

与常规水驱气藏相比，忽略重力的影响将会夸大水侵量，使得储量预测值偏大，而由于储层孔隙

度随地层压力的降低而减小，因此考虑孔隙度应力敏感的模型预测的储量偏小。因此，储量预测值，

模型Ⅰ（8141.939ml）>模型Ⅲ（7362.727ml）>模型Ⅳ（6413.507ml）>模型Ⅱ（4956.298ml）>模型

Ⅴ（4588.797ml），相比于气藏储量实际值，综合考虑孔隙度应力敏感和重力分异作用的模型Ⅳ预测

值最接近，相对误差 1.1176%。与模型Ⅰ相比，模型Ⅱ的储量预测值减小了 3185.646ml，而模型Ⅲ的

储量预测值减小了 779.212ml。基于上述说明，孔隙度应力敏感和重力分异作用对缝洞型水驱气藏储

量的预测影响较大，但孔隙度应力敏感的影响更大，忽略其影响将夸大气藏储量。 
表 1  不同模型气藏储量预测值 

计算模型 
拟合系数 

Gmi/ml Gfi/ml Gvi/ml 计算值/ml 原始饱和气量/ml 
相对误差

/% a b 

模型Ⅰ 0.0098 -79.791 505.8868 1276.073 6359.979 8141.939 

6342.62 

28.3687 

模型Ⅱ 0.0116 -57.493 307.9516 776.7917 3871.55 4956.298 -21.8573 

模型Ⅲ 0.0121 89.089 457.4717 1153.948 5751.307 7362.727 16.0834 

模型Ⅳ 0.0134 85.941 398.4934 1005.179 5009.836 6413.507 1.1176 

模型Ⅴ 0.0158 72.503 / / / 4588.797 -27.6514 

3  结论 

（1）建立了考虑孔隙度应力敏感和重力分异作用及毛管力自吸作用的高压缝洞型水驱气藏物质

平衡方程，通过实例计算证明了其适应性； 

（2）通过实例分析，说明该气藏岩心孔隙度应力敏感性强，表现出沿裂缝水窜特征，对于高压

缝洞型水驱气藏，孔隙度应力敏感和重力分异作用对气藏储量的预测影响较大，但孔隙度应力敏感的

影响占主要地位，忽略其影响将夸大气藏储量。 

（3）新方程不仅能计算气藏总储量，还可以分别计算出基岩体系、裂缝体系和洞穴体系中占有

的气藏储量，也可以应用于气藏水侵量的计算，对于高压缝洞型水驱气藏的勘探开发具有重要的实际

意义。 

符号说明 
Ag 为气藏含气面积，m2；A 为介质横截面积，cm2；Bw、Bg 分别为地层水和天然气的体积系数，1；Bgi 为原始条件

下天然气的体积系数，1；Cw为水相等温压缩系数，1/MPa；Gi 为气藏原始地质总储量，m3；Gp 为累积采气量，m3；

Gmi、Gfi、Gvi 分别为基岩、裂缝和洞穴系统中原始储量，m3；g 为重力加速度，m/s2；Gi、Gp、Gres 分别为原始地层

条件下烃类物质的总储量量、t 时刻时采出烃类的总量和 t 时刻气藏剩余的烃类的总量，m3；h 为气藏有效厚度，m；

ngi、np、nres分别为原始地层条件下烃类的总物质的量、t 时刻时采出烃类的总物质的量和 t 时刻气藏剩余的烃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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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物质的量，mol；Pi 为气藏原始地层压力，MPa；rm、rf、rv 分别为基岩、裂缝和洞穴系统中孔隙半径，m；Swmi、

Swfi、Swvi 分别为基岩、裂缝和洞穴系统的原始含水饱和度，%；t 为时间，h；Vs 为气藏岩石骨架体积，m3；Vp 为

岩石孔隙体积，m3；Vmi 为基岩孔隙体积，m3；Vfi 为裂缝体系容积，m3；Vvi 为洞穴体系容积，m3；Vwmi、Vwfi、

Vwvi 分别为基岩、裂缝和洞穴系统中束缚水体积，m3；Vgmi、Vgfi、Vgvi分别为基岩、裂缝和洞穴系统中原始储量，

m3；Vhci 为原始地层条件下烃类气体总体积，m3；Vhc为地层压力为 P 时刻气藏烃类气体总体积，m3；W 为净水侵

体积，m3；We为气藏水侵体积，m3；Wp 为累积产水量，m3；Z 为天然气偏差系数，1；Zsc为标况下天然气偏差系

数，1；ρw、ρg 分别为地层水和天然气的密度，kg/m3；μw、μg 分别为地层水和天然气的粘度，mPa·s；Φm、Φf、Φv

分别为基岩、裂缝和洞穴系统的孔隙度，%；Φ 为岩石整体孔隙度，%；σg,w为气-水界面张力，N/m；θ 为接触角，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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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of original gas in-place in fractured-vuggy and water driving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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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actured-vuggy gas reservoir due to high permeability and large scale cave, gas reservoir complex reservoir 

space distribution and laminar liquid storage anomaly, the existing material balance equation can’t meet the complexity. In 

order to truly reflect practical production situation of fractured-vuggy and water driving gas reservoir. Based on the quantity 

of material conservation principle using triple porosity model, at the same time considering the stress sensitive reservoir 

porosity、gravity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imbibition capillary force effect, deduced the adapted to 

the high pressure slot hole type water drive gas reservoir material balance equation, a new equation to predict the total 

reserves of gas reservoirs for such can also predict the matrix system, fracture system and cave system of reserves. Example 

analysis shows that to abandonment pressure, the core porosity decrease degree was 56.7%, the porosity of stress sensitivity 

is strong. For high pressure slot hole type water drive gas reservoir, porosity is sensitive to stress and gravity differentiation 

had a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prediction of gas reservoir reserves, but dominate the influence of porosity is sensitive to 

stress, reduce reserves predicted 21.8573%, ignore its impact will exaggerate gas reservoir reserves. New equation to 

predict the total reserves of water drive gas reservoir, can also predict the matrix, fracture and cave system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reserves, the relative error is only 1.1176%, and the actual gas reservoir reserves to improv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provide effective basis for such gas reservoir of efficient developmen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Fractured-vuggy gas reservoir; Stress sensibility; Gravity differentiation; Geologic  

 reserves; Triple porosity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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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Mes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upon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Coupling Mineralization in Ordos Basin1 
 

Xu Hao，Liu Jin-cheng，Niu Xin-lei，Zhan Yan，Qin Guo-h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l Resources and Safe Min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As a large sedimentary basin enriched variety of energy minerals, Ordos Basin contained oil, gas, coal and uranium, 

its distribution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rtical stratification, plane partition". Vertically,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Paleozoic Carboniferous - Permian and Mesozoic Jurassic; Plane, organic minerals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inside basin, while inorganic minerals in the basin margin. The tectonic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basin control 

distribution and coupling mineralization of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Mes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created excellent 

geodynamics background for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formation and metamorphic, oil and gas generation, migration and 

enrichment, characterized by rapid crustal growth rate, complex thermal evolution and tectonic faults activation, which is a 

critical period and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mineralization. By coupling the basin of multiple energy 

mineral research and space superimpo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mineralization in time, the article sorts out the control action 

Mes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Ordos Basin on the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mineraliza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e support 

in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 of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in other the basin. 

Keywords: Ordos Basin; Mes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Coupling Mineralization. 

 

1  Introduction 

Oil-gas, coal and uranium are the most important non-renewable energy minerals that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oday’s world energy structure, which has been a research focus. Recent mineral exploration, exploitation 

and research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show that oil, gas, coal and uranium deposits occurring in the same 

sedimentary basins has become a known fact. These four major mineral deposits commonly coexist and get 

enriched in the same basin. Their producing forma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their space distributions are 

complicated but ordered. The environments of their occurrences are intrinsically related, with mineralization 

processes and the time of mineralization and finalization to be the same or similar. All these features indicate 

that they have close intrinsic relationships and a unified geodynamic setting. The sedimentary minerals, such 

as oil, gas, coal and uranium, are generated and coexist in the same basin,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separately accumulate and are finally allocated through re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basin evolution[1-9]. 

As a large sedimentary basin enriched variety of energy minerals, Ordos Basin is always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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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f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contained oil, gas, coal and uranium. Scholars have made a lot of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basin structural evolu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and mineralization of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2,5,10-17]. However,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very weak. It will be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formation, distribution, coupled mineralizatio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f we cl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ectonic evolution and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thus provide the basic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in the country and make full use of 

every kind of mineral resources. 

2  Regional setting 

Controlled by tectonic environment, strata in the study area belongs to the north China stratigraphic 

division. The basement is Archaeozoic and Palaeoproterozoic metamorphic rock series, whose sedimentary 

cover strata is development completed and up to 5000m, sedimentary type varied and cyclicity obvious. As 

the trigeminal point, Chinese mainland cracking occurred along the mantle hotspot and developed a series of 

aulacogen at Neo-Mesoproterozoic, as a result, the study area deposited a marine, continental clastic and 

carbonate rocks(300~2500m thickness); The lower Paleozoic was stable cratonic epicontinental sedimentary 

and consisted of marine carbonate sedimentary(300~1500m thickness); The Silurian, Devonian and Lower 

Carboniferous were missing because the basin was raised and a regression occurred. In the upper Paleozoic, 

sandstone, siltstone, oil shale, mudstone and coal seam were deposited in delta, river and lagoon 

environments(600~1700m thickness); In the Mesozoic, sandstone, mudstone and coal seam were deposited in 

river and lake swamp environments(500~3000m thickness);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Indian plate, the 

Eurasian Plate and the Pacific Plate, the basin was overall uplift eroded, so the basin sedimentary was thin, 

generally having a thickness of 100m (Fig.1). 

Ordos Basin is craton basin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north China craton after multiphase tectonic 

movement, located at cpenomposite parts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tectonic belt[11]. The basin nowadays is 

surrounded by the orogenic belt, north to Mongolia orogenic belt, the south of QinLing orogenic belt, the 

western border of HeLan mountain - LiuPanShan tectonic belt, the east border of LuLiang structural belt. 

Although the basin is arounded by fold mountains and graben, basin body is characterized by episodic, uneven 

integral lifting for a long time. The interior is divided into YiMeng uplift, the western margin thrust fold belt, 

TianHuan depression, YiShan slope, JinXi flexure belt, WeiBei uplift, etc. 6 tectonic units (Fig.2)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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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The Framework and Mineral Distribution of Ordos Basin 

 
Fig.2  The plan of Ordos basin energy mineral distribution 

1-Gas; 2-oil; 3- Uranium; 4- Coal seam contour; 5- Tectonic division line; Ⅰ-YiMeng uplift; Ⅱ- western margin 

thrust fold belt; Ⅲ- TianHuan depression; Ⅳ- YiShan slope; Ⅴ- JinXi flexure belt; Ⅵ- WeiBei upl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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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distribution of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Ordos Basin is located at composite parts affected by four different tectonic belt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So it has frequent tectonic activity, strong reformation and complex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verall, 

the deformation of interior is stronger than basin margin. Regional structure present large monoclinal 

rendering western-leaning gentle, with angle less than 1°, providing powerful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for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11,19,23].  

Ordos Basin is one typical of the basins bearing organic and inorganic energy resources in China. The 

organic resources include oil, gas, coal and coal bed methane inside the Ordos Basin, and the inorganic-

resource is mainly uranium deposits distributed at the transitional zone between basin and mountain, its 

distribution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rtical stratification, plane partition". Vertically,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Paleozoic Carboniferous - Permian and Mesozoic Jurassic, most of them 

concentrated in the coal-bearing strata. Oil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Triassic and Jurassic; Natural gas and 

coal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late Paleozoic permo-carboniferous and Mesozoic Triassic and Jurassic, early 

palaeozoic group of the ordovician majiagou group is the occurrence of natural gas too; Inorganic mineral 

uranium deposit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Triassic, Jurassic, and cretaceous(Fig.1); Plane, organic 

minerals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inside basin, while inorganic minerals in the basin margin, but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basin of metallogenic system[10-11,13]. The multiple energy mineral distribution of the basin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il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basin, natural ga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inside basin, where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simple, coal is widely distributed, uranium deposits 

are distributed in the peripheral of the basin, coal and uranium deposits are more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basin west margin (Fig.2). 

4. The influence of mes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upon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coupling 

mineralization 

Tectonic movement controls the sedimentation, sedimentary, uplift and thermal events of the basin, as a 

result, controlling organic mineral source, transport, and transformation process. Peripheral tectonic activities 

controls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organic mineral process. Every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has 

its own 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Tectonic evolution  is the genetic mechanism and 

connection link of the multiple energy resources coexistence and mineralize [11,24-25](Fig.3). 

Mes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created excellent geodynamics background for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formation and metamorphic, oil and gas generation, migration and enrichment, characterized by rapid crustal 

growth rate, complex thermal evolution and tectonic faults activation, which is a critical period and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multiple energy minerals mineralization.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the Mes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basin. Furthermore, it is the basis and premise to research and 

reveal the occurrence conditions, accumulation mechanism, internal re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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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minerals of the basin.  

Ordos basin was mainly affected by tethyan tectonic domain in early Mesozoic. As time goe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Pacific tectonic domain gradually strengthened until middle-late Mesozoic. With Indo-

Chinese epoch entered YanShan period, the stress field of the basin changed at the same time(NS to EW), as 

a result, the basin sedimentary tectonic framework wa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plain trend of the basin 

increasingly apparent in the early Jurassic YanAn period, the basin had no obvious deposition center and 

subsidence center, instead, rivers, lakes and swamps were very developed. Mesozoic is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 of source rock formation and metamorphism,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of buried depth, carboniferous - 

Permian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metamorphic degree increased, Jurassic coal-bearing rock series deposited 

at the same time[13,15,26]. 

 

 
Fig.3  Multiple energy mineral coupling metallogenic model of Ordos basi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ast China lithosphere thinning and deep crust hydrothermal activating, Ordos 

basin peripheral orogeny and tectonic thermal event is active,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ree tectonic thermal 

event in late Triassic, late Jurassic and late Cretaceous[27], particularly occurred at middle-late Mesozoic is 

relatively stronger[23], In late Mesozoic, with the strong orogenic activity, magma intrusion also active, such 

as in the east margin of around 125 ma invasion of purple mountain alkaline rock body, and in the west margin 

can be observed in the coal seam near the acid rock mass of YanShan period[28], it also is the direct cause of 

leading high geothermal gradient and heat flow value of the basin in the late Mesozoic. 

Due to the rapid crustal subsidence and strong tectonic thermal events(Fig.4),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metamorphic degree increase sharply, especially carbonate rocks and coal measure strata generated much gas, 

then migrated and gathered into a gas reservoir, by the way, it provides sufficient reducing agent for sandstone 

type uranium enrichment. Especially in the early formation of the carboniferous - Permian coal measures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reached the peak period of hydrocarbon expulsion, especially the carboniferous - 

Permian coal measures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reached the peak period of hydrocarbon expulsion, part of 

the generated gas reserved in coal seam forming CBM reservoir, most of it escaped to the adjacent zone that 

have high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The gas migrated downward gathering in karst holes, seams, holes of 

upper palaeozoic ancient weathering crust and upward gathering in sandstone in coal measures, as a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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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ing gas reservoir[11,13]. 

 
Fig.4  Subsidence history of Ordos basin 

5. Conclusions 

Ordos Basin is one typical of the basins bearing organic and inorganic energy resources in China. The 

organic resources include oil, gas, coal and coal bed methane inside the Ordos Basin, and the inorganic-

resource is mainly uranium deposits distributed at the transitional zone between basin and mountain, its 

distribution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rtical stratification, plane partition". Tectonic movement controls 

the sedimentation, sedimentary, uplift and thermal events of the basin, as a result, controlling organic mineral 

source, transport, and transformation process. Mes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created excellent geodynamics 

background for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formation and metamorphic, oil and gas generation, migration and 

enri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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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南五峰—龙马溪组页岩弹性性质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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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川盆地下奥陶系和上志留系的五峰-龙马溪组黑色页岩由于富含有机质、埋藏深度适中以及有机质演化程度

高，成为国内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的首选区域。本文采集了该页岩储层一系列不同有机质含量的样品，并在不同围

压下使用超声穿透法测定了其动态弹性性质，同时对其矿物组分及储集空间进行了研究并分析这些储层参数对于样

品弹性性质的影响。研究发现 TOC（总有机碳）含量与石英含量成正相关，与粘土含量成负相关关系，并且有机质

孔与粒内孔是页岩储层最主要的孔隙类型。由于富含有机质与石英颗粒，页岩储层呈现出低纵波阻抗与低纵横波速

比的特征，同时由于承压颗粒的变化，在石英含量很高的样品中也发现了高纵波阻抗的现象。通过对大量页岩样品

进行测量表明传播速度与各向异性随围压变化表现出很强的复杂性，同时由于页岩的微观层理结构使得各向异性与

粘土含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 

关键词:页岩气储层，弹性性质，龙马溪组,各向异性 

 

0  引言 

随着清洁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页岩气在过去的十多年内，特别是在北美地区得到了极大的开发

和广泛的使用。中国作为一个能源消耗大国，页岩气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研究发现了中国绝大多数

含油气盆地存在着生成页岩气的条件。而四川盆地下志留系龙马溪组和五峰组作为国内勘探最主要的

目标之一，其本身的弹性性质对于后期的地震勘探来说尤为重要。 

对于富有机质页岩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Johnston 等在 1981 年测定了 Cretaceous 页岩在饱和

水时的超声波速度各向异性；Vernik 和 Nur 分别在 1992 和 1997 年测试了干燥的 Bakken 页岩的弹性

各向异性；邓继新等在 2009 年分别测定了干燥和油饱和的非储层页岩在实验室超声波频段的速度和

衰减。而以上的测试都得到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由于粘土定向分布以及有机质的存在使得页岩存在着

明显的地震各向异性。 

页岩的弹性性质对于地震勘探、声波测井和微地震监测来说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在页岩气开发热

潮正盛阶段国内关于这方面的实验室声波测量数据却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详细阐述了对于四川盆地

页岩进行实验室测量的过程并对实验数据进行了分析，填补了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 

1  地质背景 

                                                              
作者简介：徐中华（1987-），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岩石物理及储层地球物理方面的研究．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儿弯路 535

号西地所．电话：18793159196．E-mial:xuzh08@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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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整体经历过多期构造运动，尤其是晚三叠世以来的构造运动，造成了中部为平原，四周

环山的构造格局（郭正吾 1996；Hao 2008）。由于加里东运动，导致了盆地中部龙马溪组被剥蚀以至

缺失，而往外围延伸则可见龙马溪组页岩的逐渐增厚以至全部保存。如图 1 所示，研究工作围绕三个

典型的页岩剖面——贵州习水剖面、重庆黔江剖面和四川长宁剖面展开。这三个剖面都位于四川盆地

东南缘，五峰-龙马溪组页岩连续且出露较好。在沉积环境上，五峰期为半封闭深水环境下的黑色页

岩、碳质页岩、硅质页岩及浅水环境的灰色粉砂质页岩；龙马溪早期沉积了黑色泥/页岩、碳质泥/页

岩；龙马溪晚期沉积了灰、灰绿色泥/页岩、粉砂质泥/页岩（图 2）。 

 

图 1  四川盆地地形以及剖面位置（虚线内为四川盆地，黄色字体为剖面位置） 

2  样品特征、备置及测试方法 

2.1  矿物成分、有机质和孔隙度分析 

对五峰-龙马溪组页岩储层样本进行 X 射线衍射全岩分析，得到的岩石矿物组分绘制于三角图中，

如图 3 所示。 

 
图 2  三个剖面五峰-龙马溪组储层综合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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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贵州习水（XS）、重庆黔江（QJ）和四川长宁（CN）样品的矿物组分三角交会 

对三个剖面所采集的样品进行矿物组分Ｘ射线衍射分析表明，其矿物组成纵向变化大，自下而上

总体表现为碳酸盐由高→低→高、硅质由低→高→低以及黏土矿物由低→高的变化趋势，其中碳酸盐

和黏土矿物因受古地理和古水深控制导致波动幅度更大。岩性和矿物组成变化特征显示，龙马溪组页

岩储层纵向非均质性较强。黔江剖面 TOC 含量中等（0.58%－3.50%），脆性矿物（石英、长石、黄

铁矿、碳酸钙）含量平均为 75.37%，粘土矿物含量平均为 23.63%，Ro 在 2.5%－3.2%之间。长宁剖

面 TOC 含量中等（1.24%－4.63%），脆性矿物（石英、长石、黄铁矿、碳酸钙）含量平均为 81.15%，

粘土矿物含量平均为 23.63%，Ro 在 2.5%－3.2%之间。习水剖面 TOC 含量中等（0.37%－5.34%），

脆性矿物（石英、长石、黄铁矿、碳酸钙）含量平均为 65.74%，粘土矿物含量平均为 33.61%，Ro

在 2.5%－3.2%之间。 

五峰-龙马溪组页岩为致密储层，孔隙度通常低于 5%，利用电镜扫描发现，该地区页岩储层主要

存在四种类型储集空间，分别为：残留原生孔隙、有机质孔、微裂隙以及溶蚀孔（图 4）。 

 

 
(a) 粒间孔隙, 长宁                 (b) 有机质孔, 长宁 

 
(c) 微裂隙, 长宁                    (d) 溶蚀孔, 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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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五峰-龙马溪组孔隙微观特征 

如图 5 所示，对孔隙度、TOC 以及矿物组分含量进行交汇分析表明：孔隙度和 TOC 含量以及 TOC

含量与石英含量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黏土含量与 TOC 含量以及孔隙度存在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

五峰-龙马溪组页岩中 TOC 是储集空间的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随着 TOC 含量的增加，更多的有机

质孔会在生烃过程中形成，同时，更高的 TOC 含量也代表了更高的石英含量从而抵消压实作用对于

地层的影响，使有机质孔隙保持开放。 

 
            (a) TOC 与石英含量交会                (b) TOC 与粘土含量交会 

 
              (c)TOC 与孔隙度交会             (d)粘土含量与孔隙度交会 

图 5  五峰-龙马溪组页岩 TOC 含量、矿物组分含量及孔隙度交会 

 

2.2  页岩岩样的超声测量 

实验分别对三个剖面采集的三组不同区域的五峰-龙马溪组页岩样品进行了测试，包括六组习水

（XS）地区样品，六组黔江（QJ）地区样品，十组长宁（CN）地区样品。所有的样品密度都是在室

温干燥条件下用标准测量方式测得的，所测岩样都是从原石中钻取得到。所有岩样都是从三个方向钻

切磨得到，三个方向分别是平行于层理、垂直于层理和与层理成固定角度。每个岩样的直径为 25.4mm

（1 英寸），长度在 40-55mm 之间，上下两面经过打磨使两个面趋于平行（夹角<1º）。实验中没有使

用有可见的非均质性的岩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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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采用超声穿透法测量，纵波发射接收频率为 700kHz，横波发射接收频率为 250kHz。纵波的

测试精确度为±1%，横波的测试精确度为±3%。测试在室温且不同压力下进行，从 2Mpa 或者 5Mpa

开始测量，以 5Mpa 为步长，一直加压至 70Mpa。对于垂直于层理的情况来说有一个垂直传播的纵波

（VPV）和两个垂直传播的横波（VSV1 和 VSV2），而对于平行于层理的情况来说有一个平行层理传播

的纵波（VPH）和一个平行层理传播的横波（VSV），对于与层理成一个角度的情况，则有一个与夹角

方向相同的准纵波（VqP）和两个准横波（VqSH和 VqSV） 

3  测试结果 

3.1  干燥条件下测试结果 

图 6 显示了 XS6 号样品在不同极化方向和传播方向上的纵横波速度。如图所示，样品的 VSV1和

VSV2 几乎相同，说明两个关于对称轴平行的横波具有相同的速度。其他的页岩样品也存在类似规律

（包括速度非常低的样品）。这说明干燥的页岩样品是具有主对称轴垂直于层理方向的横向各项同性

介质。 

 
              (a)纵波速度随围压变化关系             (b) 横波速度随围压变化关系 

图 6  干燥的 XS6 样品在不同方向上的纵横波速度随围压变化图。 

 

图 7 展示了由不同岩心样品测量的纵横波速度随围压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横波和纵波都随着

有效压力的增大显著增大，对于 CN1 和 CN2 两个样品，速度压力曲线在低压时有一段类指数增长，

而在高压时为线性增长，对于此现象的一个简单解释为低压时的指数增长与微裂隙和粒间孔隙的闭合

有关，而高压时的线性增长则和硬孔隙在压力下的反应即“晶格压缩”有关。同时也说明了 CN1 和 CN2

号样品内部有着纵横比较小的微裂隙的存在，由电镜观察可以发现，内部的微裂隙主要由粘土矿物的

应力释放和粘土矿物脱水产生。CN1 和 CN2 样品垂直于层理的纵波波速差异最大而平行于层理的纵

波波速差异最小，产生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层的微裂隙定向发育。而 CN3 至 CN9 样品的速度随

压力变化近乎线性，对于这个现象，我们认为这些样品中主要包含的都是有机质孔和粒间孔这样的圆

孔隙，而低粘土含量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我们的猜想。这些样品的速度随压力的变化在不同传播方向

上都近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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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岩心纵波（a）和横波（b）波速随围压的变化 

 

图 8(a)和图 8(b)为 50MPa 围压下，石英和粘土含量对于垂直层理样品的纵波阻抗的影响测得结果

显示“V”型的趋势，即：纵波阻抗先是随着石英含量的增加而减小直到石英含量大于 50%出现转折，

纵波阻抗随之增加，同样的转折点出现在粘土含量在 30%左右。这种变化和 Yin-Marion 的沙质页岩

的模型不符。图 8(c)和图 8(d)则是石英和粘土对于纵横波波速比的影响，可以看出纵横波波速比随着

石英含量的增加而减小，随着粘土含量的增加而增加，而且这种趋势在同一剖面的样品中更为显著。 

 

 
（a）纵波阻抗与石英含量的关系（b）纵波阻抗与粘土含量的关系（c）纵横波波速比与石英含量的关系（d）纵横波波速比与粘土含

量的关系。 

图 8  石英和粘土含量对于纵波阻抗（Ip）以及纵横波波速比（Vp/Vs）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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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向异性 

图 9 为干燥样品各向异性参数 ε 和 γ 随有效压力变化的关系，参数 ε 和 γ 分别反映了纵波速度和

横波速度的各向异性。当样品密度取每组样品的平均密度，以上两个参数可以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

（Thomsen，1986）： 

2

22

33

3311

22 PV

PVPH

V
VV

C
CC 




                   （1） 

2

22

44

4466

22 SV

SVSH

V
VV

C
CC 




                   （2） 

其中，C11, C33, C44, C66 和 C13 表征横向各项同性介质的弹性参数。 

通常来说导致各向异性的原因有微裂隙的定向分布、分布薄层的存在和矿物颗粒的定向。实验中

相对较低的压力条件下后两个原因的影响很小，认为实验结果中与压力相关的各向异性变化为微裂隙

导致。对于绝大多数的样品来说，ε 和 γ 随着围压的增大而减小，这是由于微裂隙通常来说都是平行

于层理和在粘土矿物粒间发育的，而围压的增大导致了微裂隙的逐渐闭合，从而导致了各向异性的减

小。而正如之前提到的微裂隙与粘土含量成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图 9 中各向异性更高的样品通常来说

对于压力更加敏感。同时，我们也发现了 CN6、CN7、CN8 和 CN9 等样品的各向异性非常小，并且

其各向异性对于压力变化也非常不敏感,，比如 CN9 号样品，在围压高于 10MPa 的情况下横波各向异

性（γ）小于 0。由于微裂隙位置和层间结构的原因，微裂隙通常与粘土颗粒具有相同的定向特征。

因此，较低分布的各向异性说明了大多数的粘土矿物的定向是随机的，微裂隙也是随机定向。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观测到的各向异性随围压变化就会非常的小。 

 
 图 9  长宁剖面样品的纵波各向异性与横波各向异性随围压变化图 

 

图 10 为 50MPa 围压下，三个剖面上样品的粘土含量对于各向异性参数 ε 和 γ 的影响。可以看出，

各向异性随着粘土含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通过拟合该实验数据得到了如下经验公式： 

ε=0.0016*Vclay1.32(R2=0.87)                （3） 

γ=0.0015*Vclay1.33(R2=0.8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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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Barnett 页岩，五峰-龙马溪组页岩存在较弱各向异性，我们认为造成这个现象主要是由于有

机质和粘土含量相对较低。 

 
图 10  五峰龙马溪组页岩储层粘土含量对于纵横波各向异性的影响 

 

通过 SEM电子显微镜对各个样品平行于层理面进行观察，可以看见三种不同的纹理情况。图 11(a)

为高各向异性高粘土含量的样品，可以观察到明显的由片状高岭石和针状伊利石形成的粘土定向，图

11(b)为中等各向异性中等粘土含量的样品，可以看见大致平行的粘土定向，而 11(c)为低各向异性和

低粘土含量的样品，可以发现的是这个样品中见不到明显的粘土定向。同样在宏观的实验室样品上也

可以看到明显的分层与之对应，这说明微观的分层结构并不仅仅是微观尺度的矿物定向，其在宏观上

也有所表现。粘土矿物的定向要求粘土矿物的含量必须高于一个临界值，从速度各向异性上来看这个

值大概是在 25%左右。当含量低于临界值时，主要承压的是岩石组构而非粘土矿。因此 CN7 号样品

用结构学的定义方法可以认为是页岩，而从组分和微观层理角度来看则可以归类为粉砂岩。 

 

 

图 11  页岩的岩性和电镜下微观结构 

(a)XS8 的平行定向照片 (ε=0.35), (b) CN2 的近平行定向照片 (ε=0.16) (c) CN7 的无明显定向照片 (ε=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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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对中国最重要的页岩储层—五峰-龙马溪组页岩样品进行了实验室测量并分析了变化规律，

总结了速度、矿物成分及微观结构之间的关系。 

五峰-龙马溪组页岩拥有着较高的脆性矿物含量和较低的粘土含量。TOC 含量与石英含量呈正相

关关系，与粘土含量呈负相关关系，与孔隙度呈正相关关系。该段页岩的主要储集空间主要为有机质

孔和粒间微孔。同时发现页岩的速度与围压相关，而速度的变化方式则反映了页岩内部孔隙的类型。

石英和粘土对于纵波阻抗的影响呈现了一个“V”型的趋势，而对于纵横波波速比则呈现了一个单调的

趋势。由于微裂隙与粘土矿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更高各向异性的样品对于压力的变化更为敏感。

各向异性与粘土矿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据此拟合的经验公式建立了各向异性与粘土含量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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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lastic properties of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shale in the 

southeast margin of Sichuan Basin 
 

Abstract: In spite of the growing interest in Late Ordovician to the Early Silurian Longmaxi black shale for gas production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Sichuan Basin, little data are available on the acoustic properties of these shale reservoirs. Dynamic 

elastic properties of a suite of shales from this formation with different organic matter content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ultrasonic transmission technique at a range of confining pressures. The mineralogical features and reservoir space types 

were studied with the goal to analyze their influence on acoustic properties of the shale samples. The TOC (total organic 

content) is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quartz content a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lay content. 

Organic matter pores and inter-crystal micro-pores are the main pore types. Organic-rich shales show low P-wave 

impedance and Vp/Vs due to relatively higher TOC and quartz content; nonetheless, high P-wave impedance is also 

observed when the quartz content is very high resulting from the variation of load-bearing grains. The velocities and 

anisotropy of different shale samples show varying pressure dependence. A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found between the 

anisotropy and the clay content.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microfabric can be observed in the shale samples, giving a 

qualitative explanation fo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nisotropy and the clay content. 

Key words: Shale gas reservoir; Acoustic properties; Longmaxi Formation; Anisot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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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58 

焦石坝含气页岩的含气性室内实验研究 

 

杨文新1 

（中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摘要：页岩含气量对储量计算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页岩的产量、递减规律等。页岩气中主要是游离气和吸附气，

有重量法等温吸附、体积法等温吸附、现场含气量测试等不同方法测试吸附气、游离气。本文通过测试页岩气解吸

过程中气体体积变化，建立了同时测试页岩吸附气、游离气的方法和装置，分析了压力、有机质含量、温度、含水

饱和度、气体组成等因素对页岩含气量的影响。该方法采用柱状页岩岩心，能模拟不同温度、压力、含水、真实孔

隙结构等条件（实验温度<100℃、压力<50MPa），直接测量页岩的游离气和吸附气，消除了等温吸附曲线的异常。

实验结果表明，页岩吸附量随压力增加而增加，压力 15MPa 左右达到吸附/解吸动态平衡，高于此压力值时吸附量

不再增加；有机质含量 TOC 增加时吸附气量增加；温度增加时吸附气量降低；页岩含水后吸附气量降低；甲烷气

吸附量高于氮气吸附量；焦石坝龙马溪组主力小层页岩在温度 20℃下页岩气吸附气量 2~3 m3/t，总含气量 5~7 m3/t，

游离气占总气量 60%以上。 

关键词：龙马溪组页岩；吸附气；游离气；等温吸附；压力 

 

0  引言 

中国页岩气分布广泛、资源丰富，据估算，中国页岩气可采资源量大约为 31×1012m3，2015 年

底，中石化涪陵页岩气田已实现商业化开发，页岩气年产能达到 50 亿方。页岩气含气量的定量评价

是页岩气藏品质、资源潜力最直接的指标。据文献资料报道
【1-5】，页岩气在储层中以 3 种方式赋存：

裂缝或基质孔隙中的游离气，吸附在有机质孔隙表面的吸附气，溶解于有机质或水中的溶解气（量少

可以忽略）；随着页岩气的开采，首先采出的是游离气，随着页岩气藏的压力降低，吸附在孔隙表面

的气体解吸，气体从微孔中扩散特征、孔隙表面解吸规律将直接影响着页岩气的产量及其递减预测。 

测试页岩气含量的方法众多，各种方法测试条件不同，其测试结果也不一样，存在优缺点。现

场含气量测试的是储层总含气量，包括解吸气（实测气量）、损失气、残余气，其中损失气量是通过

计算得到的，将产生较大的偏差。针对页岩吸附气量的研究是最多的，一般情况下，随压力增大，其

吸附量都是增大的，当压力升到一定值时，吸附能力达到饱和，压力再增加而吸附气含量不再增加；

室内等温吸附实验参照煤层气吸附标准，测试的是吸附气量，要求粉碎页岩颗粒 0.1-0.5mm，常规实

验时模拟压力较低（小于 12MPa），不能模拟含水饱和度的影响，并且等温吸附曲线存在异常现象，

曲线出现上升或下降，需要修正。同时，粉末状页岩开展等温吸附实验，其比表面积大，吸附量也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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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专业工学硕士．现从事页岩气渗流机理、开发试验及提高采收率研究工作．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大学园路 18 号江

汉油田研究院．电话：13986934648．E-mail: wx236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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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没有水份吸附的页岩表面，其吸附的气体也更多。页岩气的赋存形态受温度、压力、湿度等多

种因素控制，需要深入研究。 

根据页岩气吸附/解吸的特点和国内外开展的等温吸附实验方法，本文自行设计了页岩等温解吸

法测试含气性实验装置，探索了不同压力、有机质含量 TOC、温度、含水饱和度、气体组成等因素

对页岩含气量的影响，并对页岩的等温吸附/解吸规律进行研究。实验结果对页岩气藏产能评价、可

采储量评价、递减规律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1  页岩吸附气量测试方法 

1.1  实验方法 

页岩气在气藏一定温度、压力下处于吸附/解吸动态平衡，模拟页岩气的开发过程，在恒温时不

同压力条件下，气体降压膨胀、解吸，在高压下产出的主要是游离气，在低压时产出的游离气和吸附

气。根据气体波马定律，考虑气体压缩因子，对含气页岩开采过程中产气量进行劈分，确定不同赋存

状态气的游离气量与吸附气量。图 1 产出气体积与压力关系曲线，可以看出压力下降，产出气体体积

与压力成非线性增加，而理论上页岩中游离气与压力是线性关系。通过多次实验摸索、验证，得出吸

附气、游离气、总气量随压力变化关系曲线（图 2），随压力增加，游离气线性增加，吸附气先增加、

达到一定压力后稳定不变，总气量呈非线性增加。 
 
 
 
 
 
 
 

    图 1  页岩产出气体积与压力关系           图 2  异常页岩游离气吸附气与压力关系曲线 

 
 
 
 
 
 
 
 
 
 

图 3  页岩气等温解吸实验测试系统示意 

设计了图 3 所示的含气页岩等温解吸实验测试系统，并组装成型，模拟地层温度、压力（<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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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Pa），同时测试游离气、吸附气。样品为柱状岩心，可以模研究拟真实孔隙结构、含水等因素对

含气性影响。 

1.2  实验条件 

实验样品都取自焦石坝龙马溪组页岩，钻取柱状岩心。部分岩心在 120℃下烘 8 小时；部分岩心

含水，含气性测试后再测试含水饱和度。 

实验气样为甲烷气、氮气、页岩气。从安全考虑，初期实验时使用氮气开展吸附解吸实验，熟练

掌握实验方法后进行页岩气在地层温度条件下解吸实验。 

实验温度为 20℃、85℃。 

1.3  实验步骤 

参照中石化 Q/SH 0511-2013《页岩等温吸附解吸曲线测试方法》开展实验。 

①设备密封性检验，岩心解吸样品缸自由体积标定；②实验条件下气体压缩因子测试；③测试系

统抽空，饱和实验所用气体，加压、加温到实验条件，稳定 24 小时，达到吸附/解吸动态平衡；④开

展降压解吸，每次降低 2~4MPa,然后关闭阀门稳定 4 小时，记录产出的气体在室温下体积、平衡时压

力、温度，⑤根据压缩因子、产出气、压力，计算游离气、吸附气体积、岩石单位质量下含气量。 

与其它同类实验相比，该实验具有以下特点： 

①能同时测试吸附气量、游离气量、总含气量；②能模拟页岩真实孔隙结构、含水饱和度、地层

温度、压力等条件测试含气性，测试含气量更准确可靠；③页岩吸附等温曲线不出现上升、下降等异

常，不需要修正；④可用于评价页岩气可采储量、页岩气藏采收率。 

2  实验测试结果及影响因素 

2.1  压力变化对吸附影响 

运用美国制造的等温吸附仪 ISO-300 系统开展了粉末页岩等温吸附实验，图 4 为不同有机质含量

（TOC）页岩等温吸附曲线（甲烷气、实验温度 30℃），图中曲线看出，随系统压力的增加，页岩吸

附气量增加，前期增幅较快，后期增加趋势平缓。根据自组装的等温解吸装置开展柱状页岩等温解吸

实验，图 5 为不同 TOC 含量页岩等温解吸曲线（氮气、实验温度 20℃），图中曲线看出，随系统压

力增加，页岩对气体吸附量增加，当压力高于 15MPa 后，气体吸附量达到平衡。图 4 中曲线因为实

验压力较低，吸附/解吸还末达到动态平衡。大量实验证明，焦石坝页岩达到吸附/解吸动态平衡的压

力为 15MPa。因此，页岩吸附量测试时实验压力必须达到地层压力，才能准确测定气体最大吸附量。 

2.2  有机质含量对吸附影响 

含气页岩有机碳含量是衡量烃源岩生烃潜力的重要参数，也是有机孔发育的重要控制因素，有机

质内发育大量的纳米级孔隙，提供了主要的比表面和孔体积[]，有机质含量是决定页岩吸附气含量的

主要因素。不同 TOC 含量的页岩的吸附实验（图 4、图 5 吸附曲线）表明，随着页岩 TOC 增加，气

体吸附量也增加。从表 1 中 TOC 与吸附量实验数据看出，TOC 增加吸附气量也增加，TOC 含量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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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时，吸附气量与 TOC 含量成正比，高于此值后吸附气量变化小。 

 
 

 

 

 

 

 

 
图 4  不同 TOC 含量的页岩等温吸附曲线      图 5  不同 TOC 含量页岩等温解吸曲线 

表 1  不同有机质含量与气体吸附量关系 

样品号 1 2 3 4 5 6 7 8 

TOC 含量 % 0.50 0.60 1.67 2.18 2.66 3.85 4.11 4.23 

最大吸附量 m3/t 0.709 0.786 1.329 1.453 2.269 2.344 2.465  2.212 

备 注 实验温度：20.0℃，氮气 

2.3  含水的影响 

在地层条件下页岩气藏中赋存有页岩气、水，占据着孔隙空间或孔隙表面，水的赋存影响着页岩

含气量。实验过程中将含水页岩测试一次吸附曲线，然后烘干后再测试一次吸附曲线，对比分析含水

量对吸附量的影响，其中由烘干前后水分损失确定含水饱和度。含水饱和度 48%的不同 TOC 页岩等

温解吸曲线（图 6）表明，烘干页岩的气体吸附量要高于含水页岩的吸附量，因为含水页岩表面有水

分子吸附于孔隙表面，占据吸附位，这样气体吸附于有机质孔隙表面或粘土质孔隙表面面积要减少，

最终导致吸附气量降低。此外，TOC 含量较高时，气体吸附量大，含水与烘干页岩吸附气量差值较

大，而 TOC 含量较低时，气体吸附量小， 含水与烘干页岩吸附气量差值较小，也佐证了 TOC 含量

是吸附气量重要控制因素。由于页岩纳米孔隙的毛管力极强，对亲油亲水物质都有极强的自吸能力，

润湿性作用机理还需要深入研究。 
 

 

 

 
 
 
 

图 6  不同 TOC、不同含水量的页岩等温解吸曲线 （氮气）    

2.4  实验温度的影响 

页岩在不同温度下等温吸附曲线表明（图 7，TOC 1.67%，氮气），随温度的增加，页岩吸附气量

TOC 3.85%  TOC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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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降低。因为气体在高温下气体分子更活跃，动能更大，更容易逃离有机质孔隙表面的吸附。 

2.5  气体类型的影响 

不同气体在页岩上等温吸附曲线表明（图 8、实验温度 20℃），甲烷气体的吸附量高于氮气的吸

附量。页岩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孔隙，甲烷气体更易吸附在有机质孔隙表面，而氮气为非极性分子。

此外，氮气的压缩因子明显比甲烷气高，它不易压缩，相同孔隙体积下，甲烷气体含量会更大。 
 
 
 
 
 
 
 

图 7  不同温度下页岩等温解吸曲线           图 8  不同气体类型下页岩等温解吸曲线 

2.6 吸附数学模型 

通常用 Langmuir 等温吸附方程定量描述页吸附量时，页岩最大吸附气量 VL 都是由实验数据拟

合得到，实验证实，低压下等温吸附符合 Langmuir 等温吸附方程，拟合得到的最大吸附气量偏大（见

表 2），在高压下等温吸附曲线不再符合 Langmuir 方程，因此，需要修正等温吸附方程。解吸法实验

能准确测得最大吸附量 Vmax。 

分压力阶段描述等温吸附方程如下： 
∙        P<15MPa 

V       P>15MPa    
式中：V 为气体在压力 P 时吸附量，m3/t；Vmax 为最大吸附量，m3/t；VL、PL 为相关系数。 

表 2  不同有机质含量页岩中各类气体组成 

样品 

序号 

TOC 含量 

% 

吸附气量 

m3/t 

游离气量 

m3/t 

总气量 

m3/t 

吸附气百分比 

% 

低压数据拟合 VL 

m3/t 

1 1.670 2.085 3.177 5.262 39.6 2.418 

2 2.756 2.295 3.357 5.652 40.6 2.691 

3 4.110 2.818 4.254 7.072 39.8 3.064 

备注 实验温度：20.0℃，压力：30.0MPa，页岩气 

2.7  页岩总气量 

上述研究了页岩的吸附气量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而页岩中游离气受页岩孔隙度、地层压力、气

体吸附等因素影响较大，很难在同一水平上进行对比分析。室内测试了页岩气体在主力层页岩中的吸

附气量、游离气量、总气量（表 2），随 TOC 含量增加，页岩气吸附量增加（2~3 m3/t），游离气也增



杨文新：焦石坝含气页岩的含气性室内实验研究 

830 
 

加，实验条件下总气量为 5~7 m3/t，焦石坝页岩吸附气量占总气量 40%左右。此外，温度升高，吸附

气量降低，游离气占据空间更大，这样吸附所占比例会降低。地层温度、原始含水饱和度、地层压力

等条件下页岩的原始页岩气总量还需要进一步测试，其变化规律还要深入研究。 

3   认识与结论 

（1）建立了页岩等温解吸法测试页岩气含量的方法，可以模拟不同温度、压力、含水等条件，

测试页岩的吸附气量、游离气量、总含气量。 

（2）页岩吸附气量随压力增加而增加，压力 15MPa 左右达到吸附/解吸动态平衡；低压下吸附

气量符合 Langmuir 等温吸附方程，高压力吸附气量恒定不变，要分压力段描述气体吸附。 

（3）有机质是页岩气主要控制因素，TOC 含量增加时吸附气量增加；温度增加时页岩吸附气量

降低，页岩含水后吸附气量降低，甲烷吸附量高于氮气吸附量。 

（4）焦石坝龙马溪组页岩主力小层在温度 20℃下页岩气吸附气量 2~3 m3/t，总含气量 5~7 m3/t，

游离气占总气量 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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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现场含气量解析特征及其意义 

 

杨振恒 1,2,3,4，范  明 1,2,3,4，腾格尔 1,2,3,4，俞凌杰 1,2,3,4 

(1.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江苏 无锡 214126; 

2.中国石化油气成藏重点实验室，江苏 无锡 214126; 

3.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有效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无锡 214126; 

4.国家能源页岩油研发中心，江苏 无锡 214126) 

 

摘要：页岩气解析气特征是评价和研究页岩气藏的重要手段，页岩储层的含气量是页岩气富集的体现，同样也是决

定页岩气有无经济开采价值的主要参数。解吸法是测量页岩含气量最直接的方法，因此被用来作为页岩气含量测量

的基本方法。根据中石化勘探分公司、中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石油分公司、中石化西部油气分公司、

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中心等单位几十口井的现场解析及天然气特征分析研究表明，页岩气现场解析及天然气特征分

析研究有一下意义①原地含气量和解析天然气组份量化识别页岩气甜点层，为页岩气甜点量化识别的最直接方法，

对于甲烷含量在 90%以上的页岩气，含气量≤1m
3
/t 时为非商业储集层，一般不具备开采压裂价值，1 m

3
/t≤含气量

≥2 m
3
/t 为差含气层，特殊条件下可以商业开采，2 m

3
/t≤含气量≥4 m

3
/t 为中等含气层，为当前页岩气开采的主

要含气量范围，含气量≥4 m
3
/t 为优质含气层，焦石坝地区少数层段可以达到这一含气量。②每个岩样解吸半小后

采集的第一个页岩气样（首样）碳同位素值及特征预测页岩气富集层，为页岩气甜点识别的有效识别方法。③一级

解吸气量和二级解析气量及其关系对页岩气井不同阶段产气特征具有预测作用，反映出其页岩气主要赋存方式存在

较大差异，即有些以吸附气为主、一些以游离气为主，即使同一井位不同层段也存在主要赋存形式的差别，这为研

究页岩气赋存机理提供实验基础，对页岩气压裂开采提供具有重要的意义。④预测页岩气产气阶段及剩余气的含量，

碳同位素值随解析时间出现的明显分馏效应。⑤页岩气组份和碳同位素值联合反演页岩气成岩类型，碳同位素特征

可作为气源对比的有效手段。⑥页岩气组份特征可以判别该地区的保存条件，页岩气烃类气体含量越高，二氧化碳

和氮气等气体含量越低，其保存的条件越好。应用页岩气现场解析数据及天然气特征分析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

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页岩气；解析气；碳同位素特征；一级解析气；二级解析气 

 

 

  



杨振恒等：页岩气现场含气量解析特征及其意义 

832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833 
 

编号：NGGSF02C060 
页岩气藏水相损害的尺度性 

 

游利军 1，王  飞 1，康毅力 1，方朝合 2，崔忠余 1 

（1.西南石油大学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500； 

2.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页岩气藏基质储渗空间为纳米尺度，超低含水饱和度，黏土矿物含量高，微裂缝发育，需经压裂改造投产，

气体产出是一个多尺度、多种传质过程，但压裂液易产生滞留，影响气体产出。页岩渗透率为纳达西级，难以利用

测量损害前后渗透率的传统方法评价页岩气层损害。文章采用四川露头页岩岩样和 4种滑溜水压裂液体系，利用压

力衰减法，结合水相渗吸实验和气驱水返排实验，评价了压裂液滤液对岩心尺度的损害程度，形成了以渗透能力恢

复率为第一评价指标，返排率和渗吸量为辅助评价指标的气层基质损害评价方法。基于评价结果，结合目前部分压

裂液返排率低的气井产量反而比较高的非常规现象分析，指出页岩压裂液诱发水相圈闭损害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

尺度性，在评价过程还要考虑滞留压裂液对气体传递的积极作用，压裂液作用及返排制度是未来 5~10 年值得研究

的重点问题。 

关键词：页岩气；压裂液；储层损害；气藏；尺度效应 

 
0  引言 

页岩气储量丰富[1-2]，页岩气勘探开发是油气工业的技术制高点，也是油气工业技术进步的有力

推手。页岩气藏储渗空间表现出多成因类型、多尺度性，是由致密基块孔喉、天然裂缝和水力裂缝组

成的多尺度结构。页岩气的产出是通过致密基质孔喉—天然裂缝—水力裂缝－井筒的跨尺度、多种传

递过程，具有时间效应。目前页岩气多采用水平井分段压裂技术进行开发[3]，压裂液返排不及时、不

彻底会给储层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造成气井产气量低、稳产时间短等问题[4-5]。储层损害包括裂缝

损害和基质损害。裂缝损害类型主要为敏感性损害、微粒运移和固相堵塞；基质损害类型主要为水相

圈闭损害和敏感性损害[6-7]，且页岩气层基质储渗空间为纳米尺度、高毛管压力[8-9]和超低含水饱和度

[10]等特征会强化水相渗吸作用和水相滞留效应，诱发严重的水相圈闭损害，同时页岩气层黏土矿物

发育[11]，易发生敏感性损害，导致孔隙喉道渗透能力变差，侵入水相更加难以返排，加剧基质损害[12]，

大幅度降低基质向裂缝的供气能力，严重影响压裂增产效果[13-14]。 

压裂液损害一般采用传统驱替方法评价，以渗透率损害率为评价指标。裂缝岩样具有较高渗透率，

可测得驱替压裂液前后的岩样渗透率，以渗透率损害率评价压裂液损害。页岩基质孔隙度小，渗透率

为纳达西级，难以利用测量压裂液损害前后岩样渗透率的传统方法评价页岩气层损害。另外，页岩气

产出是多尺度传递过程，室内评价结果的代表性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本文利用压力衰减法测试岩样渗透能力，综合水相渗吸和水相返排，开展了压裂液对页岩岩心尺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编号：2011ZX05018-005）；中石油项目（编号：2014F-4701-05）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游利军（1976-），男，河南新安人，教授，主要从事储层保护、非常规油气、岩石物理教学和科研工作． 

E-mail：youlj037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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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损害评价实验，并结合实验结果与现场生产实际，讨论了评价指标、评价的尺度性及评价过程中

要考虑滞留压裂液的积极作用。 

1  实验样品与实验方法 

1.1  实验样品 

（1）压裂液体系 

选取 4 种滑溜水压裂液，编号 A、B、C、D。 

（2）实验岩样 

页岩样品取自贵州省习水区龙马溪组下部，为黑色笔石页岩，石英含量为 28.6%，白云石为 29.7%，

黏土矿物 33.8%，黏土矿物主要是伊利石、绿泥石和伊蒙间层矿物，间层比 15.0%。 

在一露头页岩岩块上沿着相同层理钻取 4 块岩样柱塞，测定岩样的基础物性参数见表 1。 
表 1  实验岩样的基础物性参数 

样号 长度/cm 直径/cm 孔隙度/% 气测渗透率/mD 

QLV1-1 3.92 2.44 4.33 0.00017 

QLV1-2 4.01 2.50 3.52 0.00040 

QLV1-3 3.35 2.50 3.73 0.00048 

QLV1-4 3.91 2.50 3.76 0.00031 

1.2  实验方法 

基于页岩气层压裂液损害机理，利用压力衰减法，结合水相渗吸实验和水相返排实验，评价压裂

液损害程度。 

（1）初始渗透能力测量 

由于岩样渗透率极低，驱替过程中流量极低，难以准确测量岩样渗透率。采用压力衰减法，通过

压力变化来反映渗透能力，实验装置如图1。操作步骤为：岩样按照图1方式放入岩样夹持器；围压加

至10MPa，预处理2h后，用氮气瓶给微小容器充气加压至初始压力6MPa时，关闭阀门1和阀门2，

当微小容器中的气体流过岩样时，阀门2处气体压力P开始下降（或衰减），利用电脑监测压力下降

过程，当压力由6MPa减小到3MPa时，记录其压力半衰期为T。 

 
图 1 压力衰减实验装置示意图 

（2）水相渗吸实验 

压裂液与页岩基质接触后，压裂液中的水相在毛管力的作用下渗吸进入储层基质。将岩样 B 端

浸入压裂液 2mm 左右，利用垂置渗吸实验装置（图 2），模拟压裂液通过渗吸进入基质孔隙，考虑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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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液蒸发作用，压裂液渗吸实验时间定为 10h。通过采集岩样重量变化，评价基质岩样对实验流体的

渗吸能力。 

 
图 2 垂置渗吸装置示意图 

（3）水相返排实验 

气井实际生产过程中，气体在生产压差的作用下会通过驱替与蒸发的双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将侵

入储层的水相携带出，从而减轻储层损害程度。水相渗吸实验之后，将岩样装入返排实验装置（图 1）

进行气驱水返排实验。具体操作：将渗吸实验中接触压裂液的岩样一端作为驱替实验下流端，加围压

至 10MPa；打开阀门 1，关闭阀门 2，调节阀门 2 处压力为 7MPa，即返排压差 7MPa，返排时间为

24h，反向驱替岩样中渗吸压裂液；实验结束后取出岩样称重，以此评价基质岩样对压裂液的滞留能

力。 

（4）渗透能力恢复率 

岩样经气驱水返排后，页岩基质内的水相有一部分得以返排，渗透能力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利

用压力衰减法，通过压力半衰期来反映渗透能力。操作步骤作与（1）初始渗透能力测量相同。 

（5）数据处理 

利用渗吸量（M）、返排率（C）和渗透能力恢复率（a）综合评价压裂液对基质的损害程度。根

据渗吸质量和孔隙体积可计算渗吸量，根据渗吸质量和返排质量可计算返排率，根据压力半衰期可计

算渗透能力恢复率，计算公式如下： 
i

p

MM
V


 

式中：M —渗吸量，PV； 

iM —渗吸质量，g； 

 —压裂液密度，g/cm3； 

pV —孔隙体积，cm3。 

d

i

100MC
M

  % 

式中：C —返排率，%； 

dM —返排质量，g； 

iM —渗吸质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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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 100% 100%1

K T T
a

K TT
     返排后 返排后 渗吸前

渗吸前 返排后
渗吸前  

式中：a—渗透能力恢复率，%；

%； 
K返排后—返排后的气测渗透率，即恢复渗透率，mD； 

K
渗吸前 —渗吸前的气测渗透率，即初始渗透率，mD； 

T
返排后 —返排后经压力衰减实验得到的压力半衰期，min； 

T渗吸前 —渗吸前经压力衰减实验的到的压力半衰期，min。 

2  实验结果 

2.1  初始渗透能力 

4 块页岩岩样的压力衰减实验结果（图 3 和图 4）表明，各岩样压力衰减趋势相同，压力衰减实

验前期，压力下降较快，随后变慢（图 3），渗透率越大，压力衰减半衰期越短；岩样气测渗透率与

压力衰减半衰期线性关系明显（图 4）。因此，可利用压力衰减半衰期来反映岩样渗透能力。 

 
图 3  页岩岩样压力衰减实验曲线 

 
图 4  页岩岩样气测渗透率与压力衰减半衰期的关系 

2.2  渗吸实验和返排实验 

页岩岩样的 4 种压裂液渗吸实验和返排实验数据（表 2）表明，渗吸时间 10h 后，4 种压裂液所

对应的页岩岩样渗吸量在 0.22~0.32PV 之间。水相渗吸实验可反映页岩岩样对压裂液的渗吸能力，反

映液相侵入深度，渗吸量可作为岩样渗吸能力的特征参数。在 7MPa 压差下返排 24h 后，水相返排量

在 0.02~0.03PV 之间，水相返排率在 7.27%~9.49%之间。气驱水返排实验反映页岩岩样对压裂液的滞

留能力，返排量与返排率可作为滞留能力的特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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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页岩岩样对不同压裂液的渗吸量与返排率 

岩样编号 渗吸量/PV 返排量/PV 返排率/% 压裂液体系 

QLV1-1 0.32 0.03 8.72 A 

QLV1-2 0.32 0.02 7.44 B 

QLV1-3 0.29 0.03 9.49 C 

QLV1-4 0.22 0.02 7.27 D 

2.3  渗透能力恢复率 

利用压力衰减法，分别开展岩样渗吸前和返排后的压力衰减实验，根据压力随着时间的变化数据，

确定压力衰减半衰期，评价岩样渗透能力损害程度，实验结果见图 5 和表 3。 

   
（a）                                  （b） 

   
（c）                                 （d） 

图 5  页岩岩样对应压裂液渗吸前和返排后的压力衰减曲线 

表 3  页岩岩样渗吸前和返排后压力衰减实验结果 

岩样编号 渗吸前压力衰减半衰期 
/min 

返排后压力衰减半衰期 
/min 

渗透能力恢复率 
/% 压裂液体系 

QLV1-1 541 735 73.11 A 

QLV1-2 298 1076 27.70 B 

QLV1-3 219 430 50.93 C 

QLV1-4 327 850 38.47 D 

通过对比渗吸前和返排后的压力衰减半衰期，参照渗透率恢复率计算方法，计算岩样渗透能力恢

复率以评价水相渗吸和返排过程对岩样渗透能力的影响。从实验结果图 5 和表 3 可以看出，岩样渗透

能力在水相渗吸和返排实验后均有所下降，4 类压裂液体系对应的渗透能力恢复率在 27.7%~73.11%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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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讨论 

3.1  水相圈闭损害是一个动态过程 

本文实验岩样渗吸 10h 所对应的岩样渗吸量在 0.22~0.32PV 之间，在 7MPa 的返排压力下返排 24h

的返排率均在 10%以下，水相圈闭损害严重。页岩气层黏土矿物发育，实验岩样黏土矿物绝对含量为

33.8%，其中伊利石相对含量为 66.3%、伊/蒙间层为 19.6%、绿泥石为 14.1%，滞留水相易引起水敏

等敏感性损害，进一步损害孔隙喉道的渗透能力，加剧损害程度，渗透能力恢复率为 27.7%~73.11%。 

页岩岩样由于裂缝发育，黏土矿物含量高，超低含水饱和度，渗吸潜力强，但是孔喉细小，短时

间难以渗吸进入储层深部。页岩气水相渗曲线表现出气相相对渗透率在含水饱和度较低时随含水饱和

度的升高而急剧降低的特征[15]。同时，由于致密岩样低孔低渗等特征，水相难以有效返排，渗透率

难以恢复至初始水平，且高毛管压力特征使得束缚水饱和度较高[16]，随着返排的进行和水相逐渐渗

吸储层深部，渗透率恢复速率将会越来越低，直至含水饱和度达到束缚水饱和度状态时气相相对渗透

率很难再恢复，发生永久性水相圈闭损害[17]。图 6 显示出致密（页岩）气藏水相圈闭损害是一个动

态过程。 

 
图 6  致密气藏水相圈闭损害示意 

3.2  水相圈闭损害评价指标 

常规油气藏压裂后，压裂液滤失量越大，返排率越大，渗透率返排恢复率也越低，而本文实验页

岩各滑溜水压裂液液相的渗吸量、返排率、渗透能力恢复率见表 2 和表 3。总的来看，4 种压裂液渗

吸量在 0.22～0.32PV，返排率均小于 7.27%～9.49%，渗透能力恢复率在 27.7%～73.11%。渗吸量、

返排率、渗透能力恢复率没有相关性。 

页岩气藏属于非常规油气藏，与常规砂岩油气藏不同，页岩层理、裂缝更发育，基块孔隙度低，

裂缝孔隙度相对较大，矿物组分与孔喉非均质性更强。水力压裂过程中，压裂液沿着水力裂缝→天然

裂缝→层理→孔喉的一个串联发生的过程进入气藏深处，而通常情况下，仅有部分较宽的水力裂缝与

天然裂缝中水相能够返排出。多数水相则由于页岩气藏裂缝发育程度、含水饱和度、流体性质等影响

而滞留气藏。 

因此渗吸量或滞留量反映了微裂缝与层理发育程度，或压裂液沟通天然裂缝的能力。由于基块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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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小与粘土矿物水湿性，基块孔喉中水在常规条件下很难返排出来。水相圈闭损害分为进液阶段和返

排阶段，其本质为各阶段含水饱和度变化对气相相对渗透率的影响，传统以渗透率损害率为单一评价

指标的评价方法无法体现水相圈闭损害过程中含水饱和度变化及所造成的影响。 

3.3  水相圈闭损害存在尺度性 

页岩气井压裂后，上万方至数万方的压裂液注入气藏，水相在压差或毛管力作用下进入水力裂缝、

天然裂缝、层理及孔喉中。进入气井的水相由于毛管力作用滞留在天然裂缝之中或裂缝面附近基块岩

石孔隙中[19]。大量生产数据显示，页岩气井压裂液返排率通常在 10%~40%。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页岩

水平井压裂液返排率 9%~53%，平均只有 10%，如果压裂后先关井一段时间，返排率甚至更低[19]。

进入层理及孔喉中水相返排率不到 10%（表 4），经过返排一段时间后，渗透能力恢复率也较低（表 4）。 

页岩气的产出是通过致密基块孔喉—天然裂缝—水力裂缝－井筒的多尺度、多种传递过程，同样，

页岩气藏水相圈闭损害也表现出多尺度性，气藏各尺度下水相圈闭损害直接影响页岩气在对应尺度的

传递效率。页岩气水相渗曲线目前还很难测定，但至少可以肯定的事实是：页岩气藏在任一尺度下含

水饱和度稍有增加，气相渗透率都会明显降低。水相进入页岩层理和孔喉后，滞留效应显著，显著降

低气体产出速率。然而，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压裂液返排率较低的气井产量反而比较高的非常规现象，

有些学者或工程师认为压裂液水相滞留对气层没有损害。因此，认为实验评价与现场矛盾的结果。笔

者认为，不能简单从压裂液返排率低气井产量高的现象推论出压裂液水相滞留对气井没有损害，因为，

目前影响气井压裂液返排率的因素和影响机理尚不明确，返排率低而产量高的气井，如果提高返排率，

气井产量可能会更高；室内实验选取岩心柱塞的尺寸受限，评价结果可能仅代表基质尺度，很难反映

整个气藏尺度情况，但室内评价仍然是优选流体的重要依据。 

3.4  页岩压裂液滞留水相积极作用评价 

目前出现的一些压裂液返排率较低的气井产量反而比较高的非常规现象引发学者及工程技术人

员极大关注，也开始思考目前借用低渗透储层压裂液的返排工艺是否合理，页岩气藏压裂液返排时机

与返排压差该如何确定等问题。压裂液大量滞留气藏，除了导致气层损害外，也可能诱发产生裂缝

[20,21]，对气体传递产生积极作用，但是目前尚缺乏评价方法。页岩气藏岩石致密，孔隙度与渗透率极

低，滞留压裂液作用对气体多尺度传递作用目前还无法进行评价，评价大量滞留气藏的压裂液作用及

返排调控是未来 5~10 年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4  结论 

（1）页岩气层基质储渗空间为纳米尺度，超低含水饱和度现象普遍，高毛管压力等特征使水相

易渗吸进入储层，且渗吸能力强，在较大压差下水相不易返排，造成严重的基质损害。 

（2）页岩液相渗吸量、返排率与渗透能力恢复率没有相关性，传统渗透能力恢复率或渗透率恢

复率不能作为页岩气层损害评价的唯一指标。 

（3）页岩气藏水相圈闭损害是动态变化的，且存在尺度性，水相圈闭损害评价也要考虑其尺度

性，基质尺度压裂液返排率小于 10%，气井压裂液返排率一定程度上反映裂缝网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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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裂液大量滞留气藏也能产生有利于气体传递积极作用，评价大量滞留气藏的压裂液作用

及返排调控是未来 5~10 年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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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le gas reservoir is characteristic of nanometer-scaled pore-throats, ultra-low water saturation varies of clay 

and more microfractures. The key technology of shale gas development is hydraulic fracturing. The fracturing fluid retented 

in factures invades into shale matrix and causes aqueous phase trapping and water sensitivity damage which decrease gas 

relative permeability sharply. Shale reservoirs have a nana Darcy permeability;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evaluate formation 

damage by traditional methods which measure perme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action of fluids and core plugs. The 

paper conducted the experiments of pressure depletion, spontaneous filtration imbibition and nitrogen displacement using 

shale outcrop samples from Sichuan and four types of fracturing fluid to evaluate the damage of fracturing fluid. An 

evaluation method for formation damage in shale gas reservoirs matrix was developed that retained penetration capacity is 

the main evaluation index, imbibition quality and displacement rate are the assisted evaluation index. Base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abnormal phenomenon of low displacement rate corresponding relatively high gas output is analyzed. And some 

conclusions is gained: aqueous phase trapping caused by fracturing fluid is a dynamic process; the positive effects for gas 

flow must be considered in the evaluation of aqueous phase trapping; flowback of fracturing fluid in shale gas is the key 

point in the future 5 to 10 years. 

Key words: Shale gas; Fracturing fluid; Formation damage; Gas reservoir; Scal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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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北下寒武统水井沱组页岩孔隙类型及特征 
 

岳  锋1,2,3，汪生秀 1,2,3，余  川 1,2,3 

（1. 国土资源部页岩气资源勘查重点实验室（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重庆 400042； 

2.重庆市页岩气资源与勘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重庆 400042;  

3.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页岩气研究中心，重庆 400042; 

 4.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北京 100034) 

 

摘要：基质孔隙和天然裂缝对页岩气富集、渗流和保存具有不同的意义。通过页岩野外露头和钻井岩心观察、样品

扫描电镜观察，对渝东北下寒武统水井沱组页岩孔隙进行分类和定量评价，同时探讨了两种类型孔隙对页岩气富集、

渗流和保存的影响。结果表明，水井沱组页岩发育基质孔隙和天然裂缝两大孔隙类型，基质孔隙包括有机质孔、粘

土矿物层间孔、矿物粒间孔、粒内孔和溶蚀孔 5 个亚类，裂缝包括构造裂缝、成岩裂缝和异常高压裂缝 3 个亚类。

构造裂缝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张裂缝、剪切裂缝两类，低角度滑脱裂缝是水井沱组页岩中发育较普遍的一种特殊裂缝

类型。水井沱组页岩基质孔隙以中孔为主，孔隙比表面积主要分布在 3-9m
2
/g 之间；裂缝以高角度裂缝为主，裂缝

线密度在 1.15-5.0 条/m 之间，平均为 2.78 条/m，裂缝发育程度较高。裂缝开度主要分布在 0-4mm 之间，开度小于

1.00mm 的裂缝占 56.7%，裂缝开度较大，充填程度较高；水井沱组页岩较小基质孔隙孔径和较高裂缝充填程度是造

成页岩孔、渗较低的主要原因；高角度展布裂缝系统匹配高角度产出的页岩层，对水井沱组页岩气纵向保存条件产

生不利影响。 

关键词：基质孔隙；裂缝；页岩；水井沱组；渝东北 

 

0  引言 

页岩储层具有超低孔、超低渗的特点，渗透率仅为纳达西级别。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页岩孔隙

特征进行了大量研究。国内学者对页岩基质孔隙研究程度较高，对页岩裂缝研究成果相对较小[1-7]。

事实上，页岩储层中天然裂缝非常发育，天然裂缝不但为页岩气提供一定的储集空间，还成为页岩气

主要渗流通道。此外，页岩裂缝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页岩气保存条件[8-12]。考虑到页岩裂缝对页岩

气的重要意义，在做页岩孔隙特征研究时应从基质孔隙和裂缝两方面入手。 

渝东北地区位于上扬子板块与秦岭地槽的拼合部位，构造运动复杂。区内下寒武统页岩有机质丰

度较高、富有机质页岩层段厚度较大，页岩含气性较好，具有较好的页岩气富集地质要素。受构造运

动影响，区内断裂及裂缝系统较发育。因此，评价页岩裂缝的发育特征对分析渝东北地区下寒武统页

岩气储集特征、页岩气富集及保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依据页岩野外露头、钻井岩心及其样品

扫描电镜观察，对渝东北下寒武统水井沱组页岩孔隙进行分类和特征描述，对页岩基质孔隙和裂缝发

育及分布特征进行定量评价，同时探讨了两种类型孔隙对水井沱组页岩气储集、渗流和保存的影响，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渝东南地区页岩气资源潜力评价”（编号：2012CB214705-05）资助. 
作者简介：岳锋（1986-），男，河南信阳人，工程师，主要从事页岩气勘探开发相关科研工作.E-mail:lenyue8606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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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揭示基质孔隙和裂缝对水井沱组页岩气富集和开发的不同意义。 

1  地质背景 

渝东北下寒武统水井沱组地层主要分布在城巴断裂以南，属上扬子地层分区。渝东北地区发育了

城巴断裂、乌坪断裂等一系列斜冲深大断裂，沿断裂带派生出了多条次级断裂，特点是常与褶皱相伴

而生，多产生在背斜轴部，彼此产状接近，呈叠瓦状排列，为同一应力强度加大时生成（图 1）。同

时常切割褶皱，使背斜轴部遭受破坏，以北东盘向西北方向斜冲为其特点，规模较大者，其旁有分支

断裂成带出现，并牵引上盘地层进而产生若干次级倒转-平卧皱曲，从而使原有褶皱复杂化。此外，

伴随着这些褶皱及断裂系统的形成及演化，渝东北下寒武统地层中产生大量裂缝系统，这些构造要素

对区内页岩气富集与保存形成一定的挑战。 

 
图 1 渝东北地区地质概况 

Fig.1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northeast Chongqing 

2  孔隙类型 

目前，页岩储集空间研究主要侧重于页岩基质孔隙，对页岩裂缝的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页岩

储层中裂缝比较发育，特别是盆缘山区复杂构造带，由于强烈构造运动的影响，页岩储层内天然裂缝

非常发育[13-15]。渝东北地区位于上扬子陆块与秦岭造山系的拼接带，构造活动非常强烈，断裂及裂缝

发育程度较高，因此，渝东北页岩气勘探在评价页岩基质孔隙的同时不能忽视页岩裂缝的重要性。 

2.1  基质孔隙类型 

根据渝东北地区 147 块野外页岩露头样品、74 块渝参 2 井页岩样品扫描电镜观察，渝东北下寒

武统水井沱组页岩中主要发育了 5 种类型基质孔隙，分别为有机质孔、粘土矿物层间孔、矿物粒间孔、

粒内孔、溶蚀孔（表 1）。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845 
 

表 1  水井沱组页岩孔隙类型及特征 

Table 1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ores in Shuijingtuo formation shale 

页岩孔隙类型 分布位置 特征 

基

质

孔

隙 

有机质孔 干酪根或沥青 孔隙较小、以纳米级为主，形状不规则。 

粘土矿物层间

孔 
粘土矿物如伊利石等 

之间的孔隙 

分布在丝缕状、卷曲片状伊利石等粘土矿物间，宽度一

般小于 1-2nm，连通性较好 

粒间孔 

脆性矿物颗粒或晶粒之间以及

脆性矿物颗粒与粘土之间，此类

孔隙在砂质含量较重的粉砂质

页岩、泥质粉砂岩内广泛发育。 

该类孔隙直径可达 1-19.8nm，连通了有机质（沥青）或

干酪根网络和矿物质孔，把两类孔隙连接起来，使得有

机质中生成的天然气能够运移至矿物质孔赋存，对页岩

气的聚集和产出至关重要。 

粒内孔 主要发育于脆性矿物颗粒内部 发育较小，零星分布，连通性较差，普遍小于 0.3nm 

溶蚀孔 长石或方解石等易溶矿物颗粒

内部 

溶蚀孔隙的边缘呈不规则的港湾状或锯齿状，形状不规

则，成群发育，其特点是孔隙壁呈曲线，从目前的观察

来看，溶蚀孔相对较大，孔径从几十到几百纳米不等。 

裂

缝 

构造裂缝 
低角度滑脱裂缝多分布的页理

发育的部位，其它类型构造裂缝

分布广泛，破碎带附近最发育 

张裂缝开度较大，延伸较短，缝面不平直。剪切裂缝缝

面较平直，密度大，同组裂缝具有较好等间距性，不同

组系裂缝相互切割。剪切裂缝常被石英、方解石、黄铁

矿等矿物充填，充填程度较高。滑脱裂缝缝面不光滑，

可见擦痕、阶步及镜面特征。 

成岩裂缝 主要分布在页理发育部位 以页理缝最为主，常沿页岩页理面发育，缝面平直，常

被石英、方解石等矿物充填。 

异常高压裂

缝 

主要分布在富有机质页

岩层段 

裂缝形态不规则，延伸较短，产状变化较

大。 

（1）有机质孔 

有机质孔是页岩中有机质（干酪根或沥青）内部的孔隙，有机质孔这大多是有机质在生烃或排烃

作用时，发生膨胀而产生的气孔，孔隙较小、形状不规则。这类孔隙在有机质发育的黑色碳质页岩段

内较为发育，对该类页岩孔隙度的贡献不可忽视（图 2a）。 

（2）粘土矿物层间孔 

随着地层埋深增加、地温增高和地层水逐渐变为碱性，粘土矿物发生脱水转化而析出大量的层间

水，在层间形成微裂隙，即为粘土矿物层间孔。通过岩心样品和露头样品扫描电镜观察，渝东北水井

沱组页岩样品中丝缕状、卷曲片状伊利石间发育大量微裂隙，缝宽一般小于 1-2nm，连通性较好（图

2b）。 

（3）粒间孔隙 

页岩中，由于石英、长石、方解石、白云石等脆性矿物颗粒分散在粘土矿物与有机质中，基本不

能形成颗粒支撑，因此原生粒间孔隙残余少。页岩中粒间孔隙主要存在于脆性矿物颗粒之间以及脆性

矿物颗粒与粘土之间，此类孔隙在砂质含量较重的粉砂质页岩、泥质粉砂岩内广泛发育（图 2c）。通

过岩心样品和露头样品扫描电镜观察，渝东北水井沱组页岩粒间孔隙主要存在于脆性矿物颗粒之间，

直径可达 1-19.8nm。 

（4）粒内孔 

指页岩中矿物颗粒内部发育的孔隙，该类孔隙发育较小，主要在石英、长石等脆性矿物颗粒内部

零星分布，孔径一般 1-5nm，连通性较差（图 2d）。 

（5）溶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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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层埋深增加和成岩后生作用的增强，当成岩流体的化学性质与岩石中各组分不能达到一种

化学平衡时，常常发生不稳定矿物的溶蚀作用，其中长石颗粒是极为常见的被溶蚀组分，方解石也常

发生溶蚀而形成溶蚀孔。通过岩心样品和露头样品扫描电镜观察，渝东北水井沱组页岩常见溶蚀孔隙，

溶蚀孔隙的边缘呈不规则的港湾状或锯齿状，形状不规则，成群发育，其特点是孔隙壁呈曲线，从目

前的观察来看，溶蚀孔从几十到几百纳米不等（图 2e 和图 2f）。 

 
图 2  水井沱组页岩基质孔隙特征 

Fig.2  Characteristics of matrix pores developed in Shuijingtuo formation shale 

2.2  裂缝类型 

根据渝参 2 井水井沱且页岩岩心裂缝观察，渝参 2 井水井沱组页岩主要发育构造裂缝、成岩裂缝

及异常高压裂缝三大类，构造裂缝包括张裂缝和剪切裂缝两类（表 1）。 

（1）构造裂缝 

页岩中的张裂缝主要是在挤压应力环境下由局部派生的拉张应力形成的拉张裂缝，有时可与共轭

剪切裂缝同时出现。张裂缝张开程度较大，延伸较短，裂缝面不平直且常被石英、方解石及黄铁矿等

矿物充填，充填程度较高（图 3a）； 

剪切裂缝常呈高角度产出，岩心上剪切裂缝缝面较平直，裂缝间距较小、密度大，裂缝发育程度

较高。同组裂缝具有较好等间距性，不同组系裂缝相互切割。剪切裂缝开度通常较小，裂缝常被石英、

方解石、黄铁矿等矿物充填，充填程度较高（图 3b）。 

低角度滑脱裂缝是在伸展或挤压构造环境下，由顺层剪切应力作用形成，是发育在页岩中的一种

特殊剪切裂缝类型[16-17]。滑脱裂缝的形成受页岩层中软弱结构面（页理面或层理面）的控制[14]。滑

脱裂缝常分布在能干性相对较弱且富含有机质的层段，故岩心上滑脱裂缝常在部分井段见到。滑脱裂

缝缝面不光滑，可见擦痕、阶步及镜面特征，常被石英、方解石等矿物充填（图 3c）。 

（2）成岩裂缝 

页岩中发育的成岩裂缝主要是页理缝和收缩裂缝，以页理缝最为常见。页理缝通常由机械压实作

用和失水收缩作用沿着页理面发生破裂形成，页理缝的形成和沉积作用及成岩作用有关[12]。页理缝

顺页岩页理发育，在野外露头及岩心上较为常见。页理缝缝面平直，常被石英、方解石等矿物充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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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3）异常高压裂缝 

形成异常高压裂缝的异常高压主要可能来源于三方面：①有机质生烃膨胀作用产生的异常生气高

压，与有机质含量有关，受有机质热演化程度的控制；②黑色厚层状富有机质泥页岩由于快速沉积作

用造成泥页岩欠压实；③泥页岩在封闭状态下，粘土矿物转化脱水和水热增压等综合作用形成的异常

高流体压力[18]。异常高压裂缝通常分布在有机质含量比较高的层段，以微裂缝为主，宏观上较难识

别。其形态不规则，延伸较短，裂缝的产状变化较大。 

3  分布特征 

这里以渝参 2 井下寒武统水井沱组页岩岩心裂缝观察结果和样品分析测试结果为例，分析渝东北

下寒武统水井沱组页岩孔隙的发育及分布特征。 

3.1 基质孔隙 

孔隙结构一般指岩石所具有的孔隙和喉道的几何形状、大小、分布以及相互关系。常用的研究方

法为孔隙铸体薄片法、扫描电镜法和压汞曲线法。根据国际理论和应用化学协会（IUPAC）的孔隙分

类，孔隙直径小于 2nm 的孔称为微孔隙，2-50nm 的孔称为中孔隙（或介孔），大于 50nm 的称为宏孔

隙（或大孔隙）。 

根据渝参 2 井实验分析测试结果，渝东北水井沱组页岩孔隙直径大小分布在 4.09-7.63nm 之间，

均值为 5.13nm。6.8%的样品孔隙直径在 4.0-4.5nm 之间，35.1%的样品孔隙直径在 4.5-5.0nm 之间，

39.2%的样品孔隙直径在 5.0-5.5nm 之间，13.5%的样品孔隙直径在 5.5-6.0nm，5.4%的样品孔隙直径

大于 6.0nm。表明，水井沱组页岩孔隙直径主要分布在 4.5-5.5nm 之间，页岩孔隙主要是中孔，宏孔

与微孔皆不发育（图 4）。 

渝参 2 井水井沱组页岩孔隙比表面积分布在 1.25-9.47m2/g 之间，均值为 5.85m2/g。4.1%页岩样

品孔隙比表面积在 1-3m2/g 之间，9.6%页岩样品孔隙比表面积在 3-4m2/g 之间，16.4%页岩样品孔隙

比表面积在 4-5m2/g 之间，28.8%页岩样品孔隙比表面积在 5-6m2/g 之间，各有 15.1%页岩样品孔隙比

表面积在 6-7m2/g 和 7-8m2/g 之间，9.6%页岩样品孔隙比表面积在 9-10m2/g 之间。结果表明，渝东北

水井沱组页岩孔隙比表面积主要分布在 3-9m2/g 之间。 

3.2 裂缝 

（1）裂缝产状及其分布 

在渝参 2 井下寒武统水井沱组 429-780m 共 14 个统计层段识别出 784 条裂缝，每个统计层段均

发育 2-4 组（期）裂缝，裂缝以剪裂缝为主，发育少许张裂缝。其中，倾角大于 80º 的近直立裂缝共

37，占全部裂缝数的 4.7%；倾角在 60º-80º 的高角度裂缝有 441 条，占全部裂缝数的 56.3%；倾角在

30º-60º 的斜交裂缝有 278 条，占全部裂缝数的 35.4%；倾角在 30º 以下的低角度裂缝有 28 条，占全

部裂缝的 3.6%（图 5）。结果表明，渝东北下寒武统页岩裂缝以高角度裂缝和斜交裂缝为主，高角度

裂缝最为发育，占全部裂缝的 56.3%；低角度裂缝和近直立裂缝相对不发育，占全部裂缝的比例皆少

于 5%。对比低角度裂缝和近直立裂缝，低角度裂缝仅在 511-530m 层段发育；而近直立裂缝在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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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个统计层段中有 12 个层段都发育有 1-7 条近直立裂缝，说明近直立裂缝相对较发育，而低角度裂

缝具有分段分布的特点。 

 
图 3  渝参 2井水井沱组页岩裂缝特征 

Fig.3  Characteristics of fractures developed in Shuijingtuo formation shale 

 
图 4  渝参 2井水井沱组页岩基质孔隙直径分布 

Fig.4  Diameter distribution of matrix pores developed in Shuijingtuo formation shale 

（2）裂缝发育程度 

水井沱组页岩在全部 14 个统计层段裂缝线密度在 1.15-5 条/m 之间，平均为 2.78 条/m，裂缝发

育程度非常高，尤其是在破碎带附近，页岩裂缝尤为发育。其中，近直立裂缝线密度在 0-0.39 条/m

之间，平均为 0.16 条/m；高角度裂缝线密度在 0.56-3.85 条/m 之间，平均为 1.57 条/m；斜交裂缝密

度在 0.38-1.63 条/m 之间，均值为 0.95 条/m；低角度裂缝线密度 0-1.47 条/m 之间，均值为 0.11 条/m

（表 2）。结果表明，水井沱组中高角度裂缝最为发育，其次为斜交裂缝，近直立裂缝和低角度裂缝

相对不发育。但由于岩心裂缝钻遇率问题，近直立裂缝的发育程度可能要比单井统计数值高，因此，

近直立裂缝发育程度的评价不能仅靠一口井的数据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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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渝参 2井水井沱组裂缝倾角分布 

Fig.5  Obliquity distribution of fractures developed in Shuijingtuo formation shale 

（3）裂缝开度 

据渝参 2 井水井沱组页岩裂缝开度统计结果（图 6），页岩裂缝开度主要分布在 0-4mm 之间。其

中，裂缝开度小于 1mm 的裂缝占 56.7%，裂缝开度在 1-2mm 之间的裂缝占 20.6%，裂缝开度在 2-3mm

之间的裂缝占 17.8%，裂缝开度在 3-4mm 之间的裂缝占 3.8%，裂缝开度在 4-5mm 和 5mm 以上的裂

缝分别仅占 0.6%和 0.5%。统计结果表明，渝参 2 井水井沱组页岩裂缝张开程度变化较大，这是多期

复杂构造应力作用的结果。 

 
图 6  渝参 2井水井沱组裂缝开度分布 

Fig.6  Fracture aperture distribution in Shuijingtuo formation shale of well Yucan2 

（4）裂缝充填性 

根据渝参 2 井岩心观察结果显示，渝东北水井沱组页岩裂缝充填程度较高，绝大部分为全充填裂

缝，仅少量裂缝为部分充填，未充填裂缝较少见。裂缝充填矿物主要有石英和方解石，部分为黄铁矿

颗粒和泥质充填，根据充填矿物分布形式，一些裂缝充填物内部发生了二次溶蚀和二次充填，反映渝

东北地区至少发生了两期构造作用导致的热液流体充注事件。 

4  讨论 

（1）孔隙发育对页岩气储集和渗流的影响 

水井沱组页岩孔隙度普遍小于 1.5%，渗透率普遍小于 0.001mD，表明水井沱组页岩基质孔隙度

和渗透率较低。原因主要有两方面：①基质孔隙以中孔为主，粒间孔、溶蚀孔等较大孔隙不太发育；

②页岩裂缝虽然发育程度较高，但裂缝基本被石英等矿物充填，裂缝有效性较差，对储层孔隙度、渗

透率基本没有贡献。 

（2）页岩裂缝对页岩气保存的影响 

页岩裂缝能极大地提高页岩基质孔隙和喉道之间的连通性，增强页岩的渗透性能，页岩的渗透性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页岩气的产能。页岩裂缝既为游离气从基质孔隙流入井眼提供了运移的通道，又有

利于吸附气的进一步解吸，美国的页岩气开发表明，对于微裂缝发育的页岩，后期的人工压裂改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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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有利于提高页岩气的采收率。但是对于构造活动强烈，大型或巨型裂缝发育的区域，这类裂

缝发育规模较大，延伸较远，通常能穿透几套不同岩性的地层，尤其是那种通天断裂，常延伸至地表

与大气沟通，这就大大破坏了页岩对自身天然气的封闭性[19-20]。 

实际上，水井沱组地层基本呈高角度产出，大量高角度裂缝及倾斜裂缝成为页岩气纵向运移通道，

当这类裂缝连通地表时，就会造成页岩气的散失，从而对页岩气保存条件造成不利影响，这可能是渝

参 2 井水井沱组页岩含气性一般的主要原因。 
表 2  渝参 2井水井沱组页岩裂缝密度及其分布 

Table 2  Fracture density and its distribution in Shuijingtuo formation shale of well Yucan2 

裂缝统计层段（m） 裂缝线密度（条/m） 
序号 顶 底 75º-90º 60º -75º 40º-50º 20º-30º 总裂缝 

1 429 450 0.05  1.48  0.38  0.00  1.90  
2 461 469 0.25  3.25  1.25  0.00  4.75  
3 469 486 0.18  1.00  0.88  0.00  2.06  
4 486 511 0.08  1.80  0.84  0.00  2.72  
5 511 530 0.21  2.11  1.21  1.47  5.00  
6 530 573 0.00  0.93  1.49  0.00  2.42  
7 573 590 0.00  0.94  0.65  0.00  1.59  
8 591 610 0.05  2.32  1.00  0.00  3.37  
9 616 636 0.35  1.00  0.80  0.00  2.15  

10 636 663 0.04  3.85  0.85  0.00  4.74  
11 680 696 0.25  1.31  1.63  0.00  3.19  
12 696 709 0.31  0.77  0.92  0.00  2.00  
13 735 753 0.39  0.67  0.83  0.00  1.89  
14 753 780 0.04  0.56  0.56  0.00  1.15  

平均 0.16  1.57  0.95  0.11  2.78  

5  结论 

（1）渝东北下寒武统水井沱组页岩发育基质孔隙和裂缝两种孔隙类型。基质孔隙包括有机质孔、粘土矿物层

间孔、矿物粒间孔、粒内孔和溶蚀孔 5 类；裂缝包括构造裂缝、成岩裂缝和异常高压裂缝，构造裂缝又有张裂缝和

剪切裂缝两种类型，低角度滑脱裂缝是发育其中的一种特殊剪切裂缝类型； 

（2）渝东北下寒武统水井沱组页岩基质孔隙以中孔为主，孔隙比表面积主要分布在 3-9m2/g 之间；页岩裂缝以

高角度裂缝为主，裂缝线密度在 1.15-5 条/m 之间，平均为 2.78 条/m，裂缝发育程度较高。裂缝开度主要分布在 0-4mm

之间，开度小于 1mm 的裂缝占 56.7%，裂缝开度较大，充填程度较高； 

（3）渝东北下寒武统水井沱组页岩基质孔隙孔径较小、裂缝充填程度较高是造成页岩孔、渗较低的主要原因；

高角度展布裂缝系统匹配高角度产出的页岩层，对水井沱组页岩气纵向保存条件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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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ower Cambrian Shuijingtuo formation shale in 
northeast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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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rix pores and natural fracture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 on shale gas accumulation, percol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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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ation. Shale outcrop, cores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maps are observed to classify and evaluate pores of 

Shuijingtuo formation shale quantitatively. Then, the influence of matrix pores and fractures on shale gas accumulation, 

percolation and preservation i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trix pores and natural fractures are the two main pore 

types developed in Shuijingtuo formation shale. Organic matter pores, clay mineral interlayer pores, intergranular pores, 

intragranular pores and dissolved pores are the five main matrix pore types. Tectonic fractures, diagenetic fractures and 

abnormal high-pressure fractures are the three main fracture types, tectonic fractures are divided into tension fractures and 

shear fractures, decollement fracture is a special shear fracture type. Matrix pores of Shuijingtuo formation shale are mainly 

mesopores, the specific area of Shuijingtuo formation shale is ranging from 3m2/g to 9m2/g. Natural fractures are mainly 

high angle fractures and fracture density is ranging from 1.15 strips/cm to 5.0 strips/cm, with an average value of 2.78 

strips/cm. Fracture aperture is ranging from 0mm to 4mm, 56.7% of the fractures have an aperture below 1.0mm. Therefore, 

fractures are well developed and they have relatively high apertures. In addition, most of the fractures are filled by quarts, 

calcite and pyrite, fracture validity is relatively worse. Small radius matrix pores and highly filled fractures are the reasons 

why shale reservoir has low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High angle fracture system developed in high dip angle shale 

formation, which is not favorable for lateral preservation of Shuijingtuo formation shale. 

Key words: Matrix pores; Fractures; Shale; Shuijingtuo Formation; Northeast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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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地区页岩等温吸附特性研究1	

 

岳长涛，李术元，温海龙，杨  飞，孙  迪 

（中国石油大学理学院，北京 102249） 

 

摘要：本文选取了四川宜宾地区志留系龙马溪组的页岩，对样品的有机碳含量、有机质成熟度和粘土含量等地质参

数进行了表征，并利用 MSB 重量法进行等温吸附测试，对吸附实验结果进行了等温吸附模型拟合，运用吸附势理论

对吸附过程进行了解释。结果表明，页岩样品吸附等温线具有Ⅰ型等温吸附线特征，饱和吸附量为 2.51~3.63ml/g，

吸附能力较强；TOC 含量与页岩吸附性能有着较好的正相关性；D-R 方程的等温吸附模型拟合效果最好，

Langmuir-Freundlich 方程和 Toth 也能较好的对吸附曲线进行拟合，Langmuir 方程在低压区拟合效果较差，半孔

模型的拟合误差都在 10%以上，拟合效果最差；吸附势计算表明吸附势的零点与吸附曲线的拐点基本一致，可以用

吸附势理论对吸附过程进行解释。 

关键字：宜宾地区；页岩气；等温吸附；吸附模型；吸附势 

 

0  引言 

页岩气是天然气生成以后在烃源岩层内就近聚集的结果，具有“原地”成藏的特点[1]。根据 Curtis

等人的研究，页岩气主要有三种赋存状态：即以游离态存在于页岩的孔隙和天然裂缝中，以吸附态存

在于干酪根及粘土颗粒表面，以溶解态存在于有机质和结构水中[2]。其中吸附态为主要的赋存状态，

吸附气的含量可达 20%~85%左右[3]。因此，深入研究页岩气的吸附特性对于页岩气的勘探开发有着

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 MSB 磁悬浮天平重量法等温吸附仪对页岩进行了等温吸附实验，得到了 30℃下的吸附

等温线。利用不同等温吸附方程对实验数据进行了拟合，对拟合结果进行了评价分析。采用 Polanyi

吸附势理论对吸附过程进行了解释。 

1  样品与实验方法 

1.1  实验样品 

页岩样品为四川宜宾地区志留系龙马溪组黑色泥页岩，三块样品采集于同一口页岩井。选用美国

LECO 公司 WR-112 有机碳测定仪对实验用页岩样品的总有机碳（TOC）进行了分析，执行《沉积岩

中总有机碳的测定》（GB/T 19145-2003）标准。结果表明，页岩样品的有机碳含量为 1.92%~3.38%，

且有机碳含量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加。采用 UMSP-50 型显微分光光度计对页岩样品的镜质体反射率

进行测试，结果显示样品的有机质成熟度均集中在 2%左右，属于高-过成熟阶段，热演化水平较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4137215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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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页岩对甲烷的吸附[4]。采用 XRD（X 射线衍射）方法进行矿物成分测定，结果表明页岩样品

中粘土矿物成分较高，为 30.9%~54.5%。页岩中的粘土矿物对甲烷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粘土矿物中

孔隙的发育有利于甲烷的吸附和储集 [5-9]。页岩样品的基本参数见表 1。 

1.2  等温吸附实验方法 

本文采用 MSB 磁悬浮天平重量法等温吸附仪对页岩吸附特性进行研究。在测定中，通过一个悬

挂在样品仓内的磁悬浮天平来对每个压力点平衡前后的样品质量进行测量，进而计算得出其吸附量。

磁悬浮天平重量法天平的分辨率为 0.00001g，精度为 0.00004g。 

重量法等温吸附实验中，样品的粒度选择 80 目，吸附温度选择 30℃，吸附最终压力 30MPa。压

力点的分布选择 0MPa、0.5MPa、1MPa、2MPa、4MPa、6MPa、10MPa、15MPa、20MPa、25MPa、

30MPa。实验开始之前进行样品的预处理和空白实验。预处理的条件为 105℃下抽真空至质量不再发

生变化，目的是除去页岩样品中的自由水和吸附水。空白实验只需在第一次使用样品桶时操作。在开

始吸附之前还要利用氦气进行浮力测试，目的是对样品和样品桶所受到的浮力进行校准。在数据处理

时，结合空白实验和浮力测试，能够精确的对页岩吸附量进行计算。实验所用吸附气体均为纯度 99.99%

的甲烷。 
表 1  页岩样品地质参数分析测试结果 

Table 1  The results of geologic parameter analysis of shale samples 

样品编号 沉积环境 平均深度 TOC(%) 
镜质体反

射率

（Ro%） 

粘土矿物

总量(%) 

1 海相 2429.09  1.92 1.94 54.5 
2 海相 2436.34  2.04 2.15 45.1 
3 海相 2440.90  3.38 1.96 30.9 

2  实验结果讨论 

对页岩样品进行 MSB 磁悬浮天平重量法等温吸附测试，实验结果如表 2 所示。按照表 2 中的数

据，对页岩样品的重量法等温吸附结果做等温吸附曲线，如图 1 所示。 
表 2  页岩样品等温吸附解吸测试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isothermal adsorption by gravimetric method 

P（MPa） 
V(ml/g) 

1 号样品 2 号样品 3 号样品 
0 0.0000 0.0000 0.0000 

0.50 0.7412 0.7571 1.0607 
1.00 1.1165 1.1387 1.5505 
1.99 1.5848 1.6418 2.1642 
3.99 2.0454 2.1843 2.8242 
5.97 2.2864 2.5093 3.2067 
9.98 2.4734 2.8048 3.5587 
14.98 2.5111 2.8383 3.5968 
19.97 2.4724 2.7983 3.5558 
24.98 2.4622 2.7399 3.5558 
29.97 2.5170 2.7399 3.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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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页岩样品等温吸附曲线 

Fig.1  The isothermal adsorption curve of shale samples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低压状态下，页岩样品的吸附量随着压力的上升而显著增大，在压力达到一

定值后，页岩的吸附量趋于饱和，之后随着压力增大吸附量基本保持不变[10-12]。页岩样品吸附等温线

均表现为Ⅰ型吸附等温线性质。页岩中有机碳的含量是其吸附气量的主控因素，页岩的 TOC 与最大

吸附量有着良好的正相关性，这一结论已经被许多学者所证实[13-16]。结合 1.1 中页岩样品的 TOC 含

量与饱和吸附量来分析，可以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图 2）。结合页岩样品的粘土含量和饱和吸附量

来分析，并未得到与“粘土矿物对页岩吸附甲烷有着较强促进作用”相符的结论，而是得到了一个相

反的趋势，即随着粘土含量的升高饱和吸附量变小。分析其原因可能为，所选实验样品的有机碳含量

较高，并且随着样品有机碳含量的增高其粘土含量降低，此时 TOC 为吸附的主要影响因素，掩盖了

粘土含量的影响。Lu 等人认为，在页岩中有机碳含量较低时，粘土矿物的吸附作用才比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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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有机碳含量与饱和吸附量关系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C and saturated adsorption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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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等温吸附模型拟合分析 

为了更好的对页岩等温吸附甲烷特性进行研究，并对吸附量进行预测，采用了 Langmuir 方程、

Langmuir-Freundlich 方程、D-R 模型、半孔模型和 Toth 方程对吸附过程进行拟合[17-18]。 

3.1  等温吸附方程 

Langmuir 等温吸附方程假设吸附剂表面均匀，吸附分子间无相互作用，因其简单适用被广泛用

于各种吸附体系，其方程形式为 

 bp
bpVV L




1
                   （1） 

其中 V 为吸附平衡时的吸附量，VL为饱和吸附量，b 为常数，且 b=1/PL，PL为 Langmuir 压力，

P 为吸附平衡压力。 

Langmuir-Freundlich（L-F）方程是一种半经验方程，该方程以 Langmuir 方程为基础，引入指数

形式的 Freundlich 方程来表示吸附剂表面的非均质性，其表达式为 

 
 

m

m
L

bp
bpVV




1
                 （2）

 

其中，m 为表示吸附剂非均质性的参数，m≤1，m 越小，吸附剂表面越不均匀。 

D-R方程是 Polomyi吸附势理论的推导，适用于微孔固体，其基本理论为微孔容积填充理论[19-20]。

DR 方程的表达式为 

2
0 exp spV V DLn

p
  

   
  

      （3） 

式中 V0 为总孔隙体积，cm3/g；D 为与吸附质亲和系数有关的常数；ps为气体饱和蒸气压，MPa。 

半孔模型是根据 1939 年 Weibull 提出的统计分布模型(Weibull 模型)来推导的，将其用来表征页

岩多孔介质半孔宽 r 的分布函数，经推导得到 

 0 1 expV V bP             （4） 

式中 V 表示吸附量，cm3/g；V0 表示饱和吸附量，cm3/g；P 表示平衡压力，MPa；b 和 a 表示与

吸附有关的常数。 

Toth 方程是一个半经验式，其表达式为 

 
1

1
L

kk

V bpV
bp


  

             （5） 

其中 k 为与吸附剂不均匀性相关的系数。 

3.2  模型拟合结果讨论 

以 3 号样品为例，按照上述等温吸附方程进行模型拟合，拟合结果见图 3~图 5，拟合计算中的特

征参数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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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型拟合特征参数 

Table 3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of model fitting 

样品编

号 
Langmuir 方程 L-F 方程 D-R 模型 半孔模型 Toth 方程 

1 号样

品 

VL 2.59 VL 2.74 V0 2.55 V0 -70.29 VL 2.72 

\ \ m 0.96 \ \ α 0.21 k 0.96 

b 1.16 b 0.71 D 0.09 b -0.02 b 0.76 

2 号样

品 

VL 2.87 VL 3.16 V0 2.84 V0 -192 VL 3.21 

\ \ m 0.91 \ \ α 0.23 k 0.85 

b 1.09 b 0.56 D 0.09 b -0.01 b 0.7 

3 号样

品 

VL 3.75 VL 4.08 V0 3.63 V0 -131.9 VL 4.07 

\ \ m 0.87 \ \ α 0.22 k 0.83 

b 1.02 b 0.59 D 0.09 b -0.01 b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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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号样品模型拟合结果 

Fig.3  The result of model fitting of samp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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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 号样品模型拟合结果 

Fig.4  The result of model fitting of samp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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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 号样品模型拟合结果 

Fig.5  The result of model fitting of sample 3 

由图 3~图 5 可知 Langmuir-Freundlich 方程、D-R 模型、和 Toth 方程都能够对吸附曲线进行较好

拟合。Langmuir 方程在低压段的拟合曲线并不理想，这是由于 Langmuir 方程假设固体表面是均匀的，

且固体表面各处的吸附能力相同。而实际上由于页岩组成复杂，有着较强的不均质性，这与 Langmuir

方程的假设区别很大。当压力逐渐增高时，固体表面的能量不均匀性降低，拟合结果相对低压时较好。

为了具体比较上述各吸附模型的拟合效果，对拟合的平均相对误差进行了计算，平均相对误差即每个

压力平衡点下的吸附量拟合值与测量值之间误差的均值，其结果见表 4。可以看出，D-R 方程对于页

岩吸附过程的拟合效果最好，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际吸附量很接近。Langmuir-Freundlich 方程和 Toth

方程拟合误差较为接近，也都能较好的对吸附曲线进行拟合，Langmuir 方程的平均相对误差较高，

而半孔模型的误差都在 10%以上，拟合效果最差。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861 
 

表 4  页岩样品模型拟合相对误差 

Table 4  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of model fitting of shale samples 

平均相对误差

（%） 
Langmuir 方程 

Langmuir-Freundl
ich 

D-R 模型 半孔模型 Toth 方程 

1 号样品 7.30 2.33 1.79 12.80 2.34 
2 号样品 9.86 3.31 2.00 13.84 3.41 
3 号样品 6.52 2.62 1.47 11.83 2.68 

4  吸附势理论应用 

Polanyi 吸附势理论认为吸附由势能引起，在固体表面附近存在一个势能场，即吸附势。距离固

体表面越近，吸附势能越高，吸附质浓度也越高，反之则越低[21]。吸附势函数 ε 为吸附剂表面将吸附

质气体分子由气相吸引到表面所做的功，其表达式为 

 ln sRT p p                （6） 

对页岩样品的等温吸附数据进行吸附势的计算，其结果如表 5 和图 6 所示。 
 

表 5  页岩样品等温吸附甲烷气过程吸附势 

Table 5  Adsorption potential of methane adsorption on shale samples 

1 号样品 2 号样品 3 号样品 
P（MPa） 吸附势 P（MPa） 吸附势 P（MPa） 吸附势 

0 \ 0 \ 0 \ 
0.502 7941.81 0.501 7936.77 0.5009 7937.28 
1.002 6197.33 1.001 6192.29 1.002 6189.77 
1.997 4457.91 1.997 4451.59 1.997 4451.59 

3.9887 2709.96 3.986 2709.64 3.9842 2710.78 
5.9688 1693.24 5.971 1691.09 5.969 1691.93 
9.979 397.58 9.977 397.20 9.976 397.45 

14.9908 -626.73 14.9895 -628.77 14.989 -628.68 
19.9841 -1351.84 19.9867 -1353.93 19.9832 -1353.48 
24.9897 -1915.83 24.9723 -1915.22 24.9833 -1916.33 
29.9705 -2374.72 29.9781 -2375.69 29.9801 -23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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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页岩等温吸附曲线与吸附势示意图 

Fig.6  Isothermal adsorption curves and adsorption potential 

页岩气吸附过程为游离气和吸附气的动态平衡过程，由吸附势理论可知，当吸附势大于零时，气

体以吸附态存在，随着压力增大，吸附势逐渐降至零，此时达到吸附饱和，压力继续增加，吸附势变

为负值，气体以游离态存在，吸附气量不再增加[22]。由图 6 中数据可知，页岩的吸附势零点与吸附

曲线的拐点基本一致，在吸附势零点以后所对应的吸附量基本趋于平缓，达到吸附饱和，随着压力增

大吸附量不再增加。这与吸附势理论的分析相符。 

5  结论 

（1）利用 MSB 磁悬浮天平重量法等温吸附仪对四川宜宾地区的志留系龙马溪组的页岩进行了

等温吸附测试，结果表明页岩气吸附量随着压力上升而增大，吸附等温线具有Ⅰ型吸附等温线的特征。

页岩样品饱和吸附量约为 2.51~3.63ml/g，说明该地区页岩有着较好的吸附能力。 

（2）页岩样品的最大吸附量与样品的有机碳含量有着较好的正相关趋势，有机碳含量为影响样

品吸附量的主控因素。高 TOC 样品“掩盖了”粘土矿物含量对吸附气量的影响。 

（3）等温吸附模型拟合结果表明，D-R 方程拟合效果最好，Langmuir-Freundlich 方程和 Toth 也

能较好的对吸附曲线进行拟合，Langmuir 方程在低压区拟合效果较差，半孔模型的拟合误差都在 10%

以上，拟合效果最差。 

（4）对页岩样品等温吸附过程中的吸附势进行了计算，吸附势的零点与吸附曲线的拐点基本一

致，可以用吸附势理论对吸附过程进行解释。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Xu Guosheng,Xu Zhixing,Duan Liang,et al.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Shale Gas Research[J].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cience ﹠ Technology Edition) , 2011, 38(6):603-608.[徐国盛,徐志星,段亮,等.页

岩气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8(6):603-608.]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863 
 

[2]WANG Feiyu,HE Zhiyong,MENG Xiaohui,et al. Occurrence of Shale Gas and Prediction of Original Gas In-place(OGIP) 

[J].Natural Gas Geoscience,2011,22(3):501-510.[王飞宇,贺志勇,孟晓辉,等.页岩气赋存形式和初始原地气量(OGIP)

预测技术[J].天然气地球科学,2011,22(3):501-510.] 

[3]Curtis J B. Fractured shale-gas systems[J]. AAPG Bulletin,2002,86(11):1921-1938. 

[4]Kong Detao，NING Zhengfu，YANG Feng et al. Study of Methane Adsorption on Shales[J].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2014,14(6):108-111. 孔 德 涛 , 宁 正 福 , 杨 峰 , 等 . 页 岩 气 吸 附 规 律 研 究 [J]. 科 学 技 术 与 工

程,2014,14(6):108-111. 

[5]Yang Shengbo Experimental Study on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of Shale Gas[D].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2012:45-51.[杨盛波.页岩气吸附解吸实验研究[D].青岛: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12:45-51.] 

[6]Ji Liming Qiu Junli Xia Yanqing et al.Micro-pore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ane Adsorption Properties of Commen Clay 

Minerals by Electron Microscope Scanning [J]. Acta Petrolei Sinica,2012; 33 ( 02) : 249—256. [吉利明,邱军利,夏燕青,

等.常见黏土矿物电镜扫微孔隙特征与甲烷吸附性[J].石油学报,2012; 33 ( 02) : 249—256.] 

[7]Lu Xiaochun,Li Fanchang,Ted Watson.Adsorption measurements in Devonian shales[J].Fule,1995,4(74):599 

[8]M.Gasparil,A.Chanizadeh,P.Bertier,et al.High-Pressure Methane Sorption Isotherms of Black Shale from The 

Netherlands[J]. Energy&Fuels,2012,26:4995-5004. 

[9]Qiu Xiaosong,Yang Bo,Hu Mingyi.Characteristics of Shale  Reservoirs and Gas Content of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J].Natural Gas Geoscience,2013,24(6): 1274-1283.[ 邱小松,杨波,胡明毅.中

扬子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气储层及含气性特征[J].天然气地球科学,2013,24(6): 1274-1283.] 

[10]Liu Xiaoping,DONG Qian,DONG Qingyuan,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Methane Isothermal Adsorption for Paleozoic 

Shale in Subei Area[J].Geoscience, 2013:27(5):1219-1224[刘小平,董谦,董清源,等.苏北地区古生界页岩等温吸附特

征[J].现代地质,2013:27(5):1219-1224] 

11]Guo Shaobin, Sun Yinsen, Wang Yigang, et al.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on Shale Adsorption 

Capability[J]. Sustainable Energy, 2012,2:18-30.[郭少斌，孙寅森，王义刚，等. 温度和压力对泥页岩吸附性能的影

响[J]. 可持续能源，2012,2:18-30.] 

[12]Guo Shaobin. Experimental study on isothermal adsorption of methane gas on three shale samples from Upper 

Paleozoic strata of the Ordos Basin[J].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3,110:132-138. 

[13]Ross D.J.K,Bustin R.M. The importance of shale composition and pore structure upon gas storage potential of shale gas 

reservoirs[J].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2009,26 : 916—927 

[14]Ross D.J.K,Bustin R.M. Sedimentary geochemistry of the Lower Jurassic Gordondale Member[J].Bulletin of Canadian 

Petroleum Geology，2006,54( 04) : 337—365 

[15]Ross D.J.K,Bustin R.M. Impact of mass balance calculations on adsorption capacities in microporous shale gas 

reservoirs. [J]. Fuel，2007,86( 17—18): 696—706 

[16]Hickey J J,Henk B. Lithofacies summary of the Mississippian Barnett Shale Mitchell 2 T. P[J].AAPG 

Bulletin,2007,91( 04) : 437—443 

[17]Langmuir I. The adsorption of gases on plane surfaces of glass，mica and platinum[J]. Journal of American Chemical 



岳长涛等：四川宜宾地区页岩等温吸附特性研究 

864 
 

Society,1918,40(9):1403-1461. 

[18]Yang Feng, Ning Zhengfu, Kong Detao, et al. Comparison Analysis on Model of Methane Adsorption Isotherms in 

Shales[J]. Coal Science andTechnology,2013,41(11):86-89 [杨峰，宁正福，孔德涛，等. 页岩甲烷吸附等温线拟合

模型对比分析[J]. 煤炭科学技术，2013，41(11)：86-89.] 

[19]Yu Hongguan, Fan Weitang, Sun Maoyuan, et al. Study on fitting models for methane isotherms adsorption of 

coals[J].Journal of China Coal Society, 2004,29(4):463-467.[于洪观，范维唐，孙茂远，叶建平.煤中甲烷等温吸附

模型的研究[J].煤炭学报,2004,29(4):463-467.] 

[20]Su Xianbo, Chen Run, Lin Xiaoying, et al. Application of Adsorption Potential Theory in the Fractionation of Coalbed 

Gas during the Process of Adsorption/Desorption[J].ACTA Geologica Sinica, 2008,82(10):1382-1388.[苏现波,陈润,林

晓英,等. 吸附势理论在煤层气吸附/解吸中的应用[J]. 地质学报,2008,82(10):1382-1388.] 

[21]Gao Ranchao. The Adsorption/Desorption of Methane on Tectonic Coal Based on Adsorption Potential Theory[D].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2012.[高然超. 基于吸附势理论的构造煤甲烷吸附[D]. 河南理工大学，2012.] 

[22]Liu Baoan, Dong Yunhui, Liu Xiaofang. Breifly Deduced of  Polanyi Adsorption Potential Theory [J]. Journal of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ilding Material,1993,13(2):105-108.[刘保安，董云会，刘晓芳. Polanyi 吸附势理论的热力

学推导[J]. 山东建材学院学报,1999,13(2)：105-108.] 
 

Research on isothermal ad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hale in Yibin region 
Sichuan Province 

 

Yue Chang-tao, Li Shu-yuan, Wen Hai-long, Yang Fei, Sun Di 

(College of Science,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Several shale samples of Silurian system Longmaxi formation are selected from Yibin region of Sichuan 

Province. Organic carbon content, maturity of organic matters and clay content were done to investigate the conventional 

geological properties. Gravimetric method was used to carry out isothermal adsorption experiments. Isothermal adsorption 

model fitting were presented and the procedure of adsorption was interpreted with adsorption potential theory. As shown of 

the results, isothermal adsorption of shale sample has type I adsorption isotherm property, saturation adsorption is around 

2.51~3.63ml/g with relative strong adsorption abi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C content and shale adsorption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D-R equation for isothermal adsorption model fitting worked effectively, Langmuir-Freundlich 

equation and Toth can also fit the adsorption curve well. But Langmuir equation matched less effectively at low pressure 

condition, Error of fitting from semi-pore model is more than 10%, imitative effect is the worst. It is represented by 

calculation that null point of adsorption potential is in accordance with inflection point of adsorption curve, so adsorption 

potential theory can be used to interpret the adsorption procedure. 

Key words：Yibin region; Shale gas; Isothermal adsorption; Adsorption model; Adsorption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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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63 

低生烃强度区致密砂岩气成藏机制与分布规律 

 

张福东，李  剑，李  君，佘源琦，刘锐娥，朱秋影，杨  慎，国建英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天然气成藏与开发重点实验室，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致密砂岩气随着勘探深入，拓展到外围生烃强度较低的领域，其成藏特征与高生烃强度区相比差异较大，需

要建立新的成藏机制。通过创新成藏模拟、分析微观孔喉对气水分布控制作用及典型气藏解剖，明确了生烃强度较

低区域与高生烃强度区大面积成藏、连续分布的差异，提出低生烃强度区致密砂岩气具有“低强度气连续充注、物

性差异控制运聚、相对厚层源储富集”成藏机制及呈不连续“片状”分布特征。评价苏里格西部天环北段低生烃强

度区具有 4种类型勘探区，Ⅰ、Ⅱ类勘探区是下一步拓展勘探的重点。 

关键词：低生烃强度；致密砂岩气；成藏机制；分布规律 

 

Reservoir-forming and distribution mechanism of tight sandstone gas in lower 

hydrocarbon generation intensity area 
 

Zhang Fu-dong, Li Jian, Li Jun, She Yuan-Qi, Liu Rui-e, Zhu Qiu-ying, Yang Shen, Guo Jian-ying 

(Langfang Banch，PtroCina E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Langfang 065007，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ing of tight sandstone gas exploration, expanded to the field of lower hydrocarbon generation 

intensity area, and the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characteristic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igh hydrocarbon generation 

intensity area. According to the innovation accumulation simulation, microscopic pore-throat analysis, seismic and well 

logging interpretation, analysis of typical play research, put forward that low hydrocarbon intensity area of tight sandstone 

gas with accumulation mechanism of "low intensity gas continuous charging, different physical properties control the 

migration, enrichment in a relatively thick layer of source and reservoir " ,present discontinuous patchy distribution, clear 

the difference with high hydrocarbon generating intensity and continuous distribution accumulation area, predicting western 

of Sulige development three favorable zones, is a focus of future exploration. 

Key words: Low intensity of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forming mechanism; Distribu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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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64 
苏里格气田辫状河储层细分单层砂体叠置规律研究 

 

张  吉 1,2，马志欣 1,2，王文胜 1,2，侯宛宜 3，付  斌 1,2，孙卫峰 1,2   

（1.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苏里格气田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18； 

2.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18；  

3.西安石油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厚层辫状河道砂体内部建筑结构的层次分析，对砂体平面分布规律预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何从大块砂体

提取单期河道，进而按单期河道发育顺序再次叠置，总结其河道主流线迁移演化历史与规律，完成复合砂体宏观分

布规律预测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本文研究，充分利用野外露头、现代沉积、钻井等资料，在单层精细

划分对比基础上，根据旋回特征，借鉴将今论古原则，提出河道主流线方法去揭示复合河道内单期河道平面演化历

史与规律。研究结果表明，苏里格气田苏 X 密井网区块盒 8下
1
小层纵向上发育 3 期河道，平面上河道流向自北向南

发育 3条河道，每条河道不论规模和砂体展布方向，都受古水流方向控制，并有规律地侧向迁移摆动，由此控制了

平面砂体富集规律，单期河道砂体平面规律的揭示，为苏里格气田大面积实施水平井部署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厚层辫状河道砂体；单期河道；河道主流线；砂体叠置；苏里格气田 

 

0  引言 

储层构型研究受到国内外地质学者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国内以吴胜和、于兴河、马世忠等学者为

代表[1-3]，强调野外露头、现代沉积及大型物理模拟的重要性，结合丰富的钻井资料，进行砂体建筑

结构解剖，注重模式拟合与储层建模研究。国外学者则以 Allen 和 Miall 为代表[4-5]，在储层构型层次，

构型要素和构型界面以及沉积机理进行了深入论述，却缺乏相对密井网条件下辫状河储层构型的实际

典型案例，更多偏向于理论的探讨。总的来说，国内外对曲流河储层构型的研究多且深入，但对辫状

河的研究则比较少。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以苏里格气田密井网区块为对象，运用

河道主流线方法去揭示复合河道内单期河道平面演化历史与规律，提出厚层辫状河砂体构型解剖思路

和方法。 

苏里格气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西北部，是目前我国陆上最大的天然气田。主力产气层为上古生界

下二叠统山西组山 1 段和中二叠统下石盒子组盒 8 段。其中，盒 8段自下至上划分为盒 8 下亚段和盒 8

上亚段。盒 8 下亚段大面积厚层辫状河道砂体是主要的含气层段，砂体平均厚度约 20m，部分厚层砂体

超过 30m，是由多期河道切割叠置而成[6-8]。苏里格气田区域构造为一西倾单斜，平缓单斜之上发育

一系列复式隆褶。多年勘探开发结果表明，苏里格气田整体属于岩性气藏[9-16]。 

1  复合砂体“垂向分期” 

盒 8 下亚段砂岩组是多期叠置的复合砂体，根据测井、取芯等资料，依据沉积旋回和岩心相特征，

对研究区骨干井进行期次厘定划分结果表明，盒 8 下亚段砂体整体表现两套正旋回，可进一步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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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 8 下
1 小层和盒 8 下

2 小层。其中盒 8 下
1 小层电测曲线齿化较重，说明多期河道间彼此切叠程度轻；而

盒 8 下
2 小层则齿化相对较弱，说明该小层河道切叠程度深，细粒泥质成分被晚期河道冲刷改造彻底，

造成多期河道间彼此界限欠清晰。经连续取芯资料的精细标定表明，盒 8 下
1 小层与盒 8 下

2 小层之间，

被一定厚度的平行层理分隔，上下则分别显韵律或块状层理。由于不同层理类型反映了水动力学机制

的差异，因此，借助上述差异，可将韵律层理和水平层理过渡段，作为小层的分界线。盒 8 下
1 小层内

部由于垂向叠置程度轻，旋回具有 3 分性。尽管受电测曲线分别率相对较低，但借助连续取芯资料识

别精度高的优点，可以将测井曲线无法识别的泥岩隔层很好地识别出来2套，最下面隔层厚度约70cm，

上部约 60cm，为盒 8 下
1小层划分 3 期进一步提供了佐证。最终，确定将盒 8 下亚段多期复合河道砂体

总计识别出了 6 个单层见（图 1），为后续单期河道砂体平面划界奠定了基础。 

 
图 1  苏里格气田苏 X密井网区骨干井综合柱状图 

2  单期河道砂体“平面划界” 

所谓单层，就是小层细分地层单元，一般厚度在 3~5m 左右，与单砂体级别相当，对应砂体构型

为单期河道层次。这种划分强调的是垂向各多期复合河道地层单元各期之间的可对比性，重点刻画同

期平面单一河道之间的展布特征。因此，单期河道平面划界十分重要，而关键在于单一河道边界界定，

单一河道在剖面上界定的标志有以下四种类型： 

2.1  河间细粒沉积 

两条河道之间分叉位置，开口敞开，水流分散，容易导致流速骤降，从而使河间泥或细粒沉积在

此沉积下来，并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存，可以作为单一河道分界的良好的标志。因此，利用河道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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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间的泥质细粒沉积识别单一河道（图 2）。 

 

图 2  河间细粒沉积界定单一河道 

2.2  河道砂体顶面层位高程差异 

受沉积古地形、沉积能量的微弱差别及河道改道影响，不同河道砂体顶面层位上会出现明显差异，

可以将其作为两个河道砂体的边界标志（图 3）。 

 
图 3  河道砂体顶面层位高程差异界定单一河道 

2.3  横向砂体规模的异常变化 

同一河道沉积的砂体，一般中间厚两边薄，若出现“厚-薄-厚”变化特征，则可以判断属于不同

河道。如图 4 所示，苏 36-2-19 井与苏 36-2-21 井间，单期河道砂体规模横向变化不协调，中间出现

了“厚-薄-厚”现象，因此，两井间的薄层砂体可能为洪水漫溢砂体，形成了此种变化特征。 

 
图 4  横向砂体规模的异常变化界定单一河道 

2.4  韵律横向不协调 

河道分流能力受到水动力、古地形等因素影响，必将导致不同河道砂体沉积韵律上出现差异，如

果这种差异性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追溯，很可能就是不同河道单元的指示（图 5）。 

 
图 5  韵律横向不协调界定单一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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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单层砂厚成图厚度中心连线法 

单层砂厚等值线成图与以往小层砂厚等值线有较大差异，在于前者更强调河道砂体同一水动力条

件下的单期特性，而后者则更强调砂厚的累积性。实际上，前者往往能够很好反馈河道主流向以及河

床载荷砂体卸载轨迹，将砂厚中心顺物源方向依次有规律连接起来，结合河流相砂体多为条带性展布

特点，刻画出单一河道走势与分布。上述认识的前提与事实是：一般在辫状河沉积环境中，砂厚中心

多指示辫状河心滩富集区域，心滩在辫状河沉积环境中，砂体累积厚度最大，现代沉积观察也佐证了

这一点。心滩常分布在辫状河道中，且沿河道流向展布。 

按照上述方法，如图 6 所示，砂厚富集中心为南北向，可引出 3 条砂体富集带，指示河道延展方

向，富集带间薄层砂指示河间细粒沉积。因此，沿砂厚中心连线延伸趋势，即可圈定单一河道界限。 

 
图 6  苏 X 密井网区盒 8下 2-1 单层砂厚成图厚度中心连线法刻画单一河道展布图 

 

3  单一河道规模估算与测量 

在剖面相和平面相刻画基础上，综合推断单一河道砂体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该方法估计的精

度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井网的密度，井网密度越大，河道宽度统计越接近地下真实情况（图 7）。统计

表明，苏 X 区块单期河道厚度厚薄分布稍欠均衡，一般 3-6m，平均 5m；单一河道宽度多为 600-1500m，

其中盒 8 下
1-1 平均河宽 650m，盒 8 下

1-2 平均河宽 1600m，盒 8 下
1-3 平均河宽 1550m（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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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苏 X 密井网区盒 8下 2-1 单层单一河道规模估算与测量 

 

 

表 1  苏里格气田密井网区河道宽厚统计 

层位 

河道厚度（m） 河道宽度（m） 

3～4 4～5 >5 400～500 500～600 600～700 700～800 800～900 
900～

1000 
1000～1500 >1500 

盒 8 下
1-1  √  √  √      √      √     

盒 8 下
1-2  √    √                √ 

盒 8 下
1-3    √  √              √  √ 

4  单期河道砂体平面分布特征及砂体叠置规律 

4.1  单期河道砂体平面展布特征 

利用垂向分期、平面划界研究思路，对苏 X 密井网区盒 8 下亚段上部厚层砂平面分布特征进行了

研究。结果表明，该套层系上下两个部分砂体叠置及空间展布特征存在差异，上部砂体规模偏大，下

部砂体河道砂体规模相对偏小，说明这两个时期古水动力条件和沉积环境有一定变化，因此，着重对

盒 8 下亚段上部砂体刻画表征如下： 

从图 8 刻画结果表明，从盒 8 下
1-3~盒 8 下

1-1单层，平面可揭示有 3 条河道流经苏 X 密井网区块。

其中中部河道变化最为明显，规模由大变小再变大。中部河道在盒 8 下
1-3 宽约 1200m，盒 8 下

1-2 河道宽

约 500m。而流经苏 36-2-17 井区的单一河道，有横向迁移摆动特征，在盒 8 下
1-2 单层发育期整支河道

东向迁移摆动至苏 36-2-19 井区附近，而另一侧单一河道正好与之相反，在盒 8 下
1-2 单层发育期整支河

道西向迁移摆动至苏 36-2-19 井区附近，然后再次向东迁移摆动。这种辫状河带整体迁移摆动特点，

是苏里格盒 8 段砂体巨厚和复杂化的主控因素。 

4.2  单期河道砂体叠置规律分析 

将盒 8 下
1 小层内部 3 个单层所揭示的河道按发育先后顺序依次叠置，叠置结果见图 9。叠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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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 种类型，分别是：①第 1 和第 2 期叠置；②第 1 和第 3 期叠置；③第 2 和第 3 期叠置；④3 期全

部重叠。其中①类主要分布在苏 X 密井网区中部苏 36-2-21 井—苏 36-2-22 井区附近，局部连片展布，

其余多呈窄条状南北向展布；②类主要分布在密井网区苏 36-4-18 井区附近，局限分布，展布面积规

模较小；③类在区块分布较为孤立分散，多只能为单井所控制，单个叠置区面积小，如苏 36-4-20 井、

苏 36-4-21 井区附近；④类主要分布在苏 36-J1 井—苏 36-J4 井—苏 36-3-20 井一线展布，呈北北西向，

另外在苏 36-J3 井—苏 36-3-19 井—苏 36-4-19 井一线展布，④类叠置区分布规律整体与①类叠置区相

间分布。上述 4 类叠置区平面分布规律稍有差异，且其叠置结果却对砂体富集规律也有所不同，其中

④类叠置区类型砂体累积厚度最大，与 3 期河道砂体叠置垂向累加叠置有关。因此，这类多期砂体叠

置区也是提高砂体钻遇率有利目标区。 

 
图 8  苏 X 密井网区盒 8下 1 小层砂体平面展布规律 

5  结论 

（1）利用河间细粒沉积、河道砂体顶面层位高程差异、横向砂体规模的异常变化和韵律横向不

协调现象是平面单一河道的识别重要识别标志，同时结合单层砂厚成图厚度中心连线法，可最终完成

平面单一河道的划界，为单期砂体平面追踪和对比提供保障。 

（2）统计表明，苏 X 密井网区盒 8 下
1 小层单期河道厚度分布不均衡，一般 3-6m，平均 5m。单

一河道宽度多为 600-1500m，其中盒 8 下
1-1 平均河宽 650m，盒 8 下

1-2 平均河宽 1600m，盒 8 下
1-3 平均河

宽 15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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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苏 X 密井网区盒 8下
1小层砂体平面叠置规律 

（3）通过对相邻 3 个单层单期河道的叠置分析，揭示了流经研究区 3 条辫状单一河道平面迁移

演化规律：研究区西侧河道有先向东再向西迁移规律；中间河道迁移不明显，主要体现在河道规模的

变化，即河道规模先变小再变大；东侧河道则与西侧河道恰恰相反，有向西迁移再向东迁移这种不断

摆动规律。 

（4）河道频繁迁移摆动结果，是砂体复杂化的主控因素，揭示出河道频繁迁移的规律，即河道

砂体叠置程度较深的区域，往往砂体越富集，也指示了提高砂体钻遇率有利目标区，从而为井位部署

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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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骅坳陷南区上古生界碎屑岩潜山是重要的煤成气勘探领域，勘探程度非常低，其主力勘探层系下石盒子组

储层特征及控制因素研究尚属空白。综合利用岩石薄片、铸体薄片、扫描电镜及物性分析等资料，对研究区下石盒

子组潜山内幕储层特征及控制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下石盒子组属于辫状河沉积体系，岩石类型主要为

河道微相的灰色中―粗粒岩屑石英砂岩和长石岩屑砂岩。潜山内幕储层的储集空间以次生粒间溶蚀孔和构造裂缝为

主，孔隙度主要分布在 5%～10%，渗透率为 0.5～10mD，属特低孔、（超）低渗的裂缝―孔隙型储层。沉积、成岩

和构造作用是控制储集层优劣的三大因素, 其中，微相-岩相和构造作用决定潜山内幕储层的形成与发育，优质储层

平面上主要分布在河道、心滩砂体与裂缝带叠合区。综合研究认为，I 类储层位于逆冲推覆带主体部位，是今后获

得潜山内幕勘探突破的首选储层。研究成果为碎屑岩潜山内幕储层的预测与评价及煤成气勘探提供地质依据。 

关键词：碎屑岩潜山；煤成气；主控因素；裂缝预测；下石盒子组；黄骅坳陷 

 

0  引言 

古潜山是我国重要的油气勘探领域，目前，国内外对古潜山储层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古生界

碳酸盐岩潜山和太古界变质岩潜山领域[1-2]，对非潜山的上古生界致密砂岩储层特征做过较多的研究

工作[3]，取得了许多重要认识。而国内对上古生界碎屑岩潜山研究工作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油气

成藏规律方面的研究[4]，对碎屑岩潜山内幕储层特征、控制因素及相对优质储层的预测与评价等方面

还比较薄弱，国外更是未见相关文献。黄骅坳陷南区（简称孔南地区）上古生界煤系烃源岩保存完整，

热演化程度高，是寻找煤成气的 有利地区[5]。近年来，孔南地区乌马营、孔西下古生界碳酸盐岩潜

山油气勘探取得突破性进展[6]。而上古生界碎屑岩潜山的勘探程度非常低，基础研究薄弱，2011 年在

王官屯潜山部署的 wg1 井首次在二叠系下石盒子组获工业气流[7]，证实了孔南地区上古生界碎屑岩潜

山具有良好含气性和勘探潜力。但由于该区砂岩致密，储层非均质性强，储层发育主控因素不明确，

因此，开展该段储层特征研究，深入分析优质储层控制因素，对于孔南地区上古生界碎屑岩潜山内幕

的优质储层预测及煤成气勘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区域地质概况 

                                                 
基金项目：国家油气重大专项（2011ZX05001-003-00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重大科技专项（编号：2008-03050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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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南地区是近年来天然气勘探的重要战略接替区，位于渤海湾盆地黄骅坳陷南部，北以孔店―羊

三木凸起为界，南到乌马营潜山构造带，受西部沧东断层和东部徐西断层控制，区内发育沧东、南皮

两大凹陷及多个潜山构造带，本文主要研究区域位于孔店潜山构造带以南，包括乌马营潜山、乌马营―

官西逆冲推覆体和王官屯潜山，上古生界发育 NNE―NE、近 EW 向两组方向的断裂构造，构造特征

复杂（图 1a）。研究区上古生界是一套海退旋回地层，包括了下部海相、滨海―海陆交互相以及上部

内陆河流相沉积建造，岩性由灰色、灰黑色煤系、碳酸盐岩系列渐变为红色陆相碎屑岩序列，体现了

沉积环境的变迁。下石盒子组是碎屑岩潜山储集砂体发育的主要层位，也是储层增产上储的主力目的

层段（图 1b），笔者重点对该段储层特征及控制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碎屑岩潜山天然气勘探提供依

据。 

 

图 1  孔南地区构造位置及综合柱状图 

2  煤成气储层特征 

2.1  储层岩石学特征 

    统计分析孔南及邻区 4 口探井的 43 块砂岩样品薄片鉴定资料，下石盒子组储层主要为一套

中―粗粒岩屑石英砂岩和长石岩屑砂岩，岩屑长石砂岩次之。碎屑颗粒组分含量具有高石英、高岩屑

和低长石的特点，成分成熟度总体中等―较低，但各岩石组分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乌马营潜山岩石

成分以石英为主，质量分数为 75%～84%；其次为岩屑，主要有片岩、变质砂岩、火山岩岩屑和泥岩

岩屑，质量分数为 7%～25%；长石含量较低，平均质量分数约 5%左右，以钾长石为主。而往北向王

官屯潜山、扣村潜山长石含量逐渐增加，王官屯潜山下石盒子组储层以长石岩屑砂岩为主，其次为岩

屑长石砂岩，wg1 井长石质量分数 6%～35%，扣村潜山 k24 井长石质量分数 15%～51%（图 2）。填

隙物以泥质、硅质和碳酸盐胶结物为主，质量分数一般低于 18%。研究区砂岩粒度较粗，以含砾砂岩、

中―粗砂岩为主（图 3a）。碎屑岩结构成熟度中等，胶结类型以孔隙―接触式为主，亦见薄膜―镶嵌

式。碎屑颗粒以次圆状、次圆状―次棱角状为主，分选较好至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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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孔南地区下石盒子组岩石成分三角图 

 

图 3  孔南地区下石盒子组孔隙类型及成岩作用 

 (a)ws1 井,4859.14m,荧光含砾石英砂岩; (b)ws1 井,4858.83m,粒间溶蚀孔隙,单偏光; (c)ws1 井,4859.6m,粒间溶蚀孔隙发育,少量结晶高岭

石内孔; (d)ws1 井,4860.45m,长石及高岭石胶结物溶蚀微孔,SEM; (e)ws1 井, 4857.54m,中粗石英砂岩裂缝及粒间孔,单偏光; (f)wg1

井,3857m,粒间溶蚀孔隙和微裂缝,10x10; (g) ws1 井, 4858.40m,石英次生加大,粒间孔隙为灰褐色稀油沥青所包裹,单偏光; (h) kg4

井,3042.88m,残余晶间孔,伊利石充填,呈毛发状、纤维状,SEM; (i) k24 井, 1557.12m,长石溶蚀,粒内溶孔及粒间孔. 

2.2  储集空间类型 

通过铸体薄片及扫描电镜资料统计分析，研究区下石盒子组储层的原生孔隙分布局限，只有 5%

的样品残留有原生粒间孔。潜山内幕储集空间以裂缝―孔隙双孔介质储层为主，溶蚀粒间孔和微裂缝

约占总孔隙的 87.6%，自生矿物晶间孔和溶蚀粒内孔次之。 
2.2.1  溶蚀粒间孔 

溶蚀粒间孔是由粒间胶结物、泥质杂基和碎屑颗粒受成岩流体影响遭受溶解而成，其发育改善了

储层微观孔隙结构。本区有两种成因，一是由石英、长石碎屑颗粒边缘局部溶解形成的孔隙，在本区

薄片观察可见石英边缘溶蚀痕迹明显形成粒间孔隙（图 3b-3c）；另一种是粒间高岭石胶结物溶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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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d）。 
2.2.2  裂缝 

研究区的岩石类型主要是形成于河流沉积环境中的岩屑石英砂岩，在印支期―燕山早期的强烈挤

压逆冲构造背景下[10]，石英砂岩的脆性特性及破碎颗粒容易导致大量构造微裂缝发育，微裂缝一般

沿颗粒边缘延伸，有少量切割颗粒，基本上未被充填，是沟通低渗透砂岩储层孔隙的主要通道（图

3e-3f）。 
2.2.3  晶间孔 

是自生矿物晶体之间的微孔隙，对储层物性具有一定改善作用，研究区粘土矿物晶间孔在扫描电

镜下较为常见，镜下观察经常可见结晶程度高的高岭石、伊利石等粘土矿物充填于孔隙间，这些粘土

矿物晶体之间发育 5～10um 的微孔隙（图 3d,3h）。推测其成因认为，研究区山西—太原组属于煤系

地层，沉积之后孔隙水中含有较为丰富的有机酸，有机酸向上部地层运移时，酸的浓度降低，溶蚀作

用相对较弱，下石盒子组不稳定组分高岭石化强烈，形成高岭石晶间孔。 

2.3  砂体分布规律及储集物性 

下石盒子组沉积期间，孔南地区属于海退后内陆河流相沉积[9]，辫状河道控制主砂体空间展布，

河床分布范围广，砂体极其发育，剖面上呈现出“砂包泥”的特点，单砂层厚 10～22m，累计砂岩厚

80～170m。本组地层上粗下细，砂地比一般大于 40%， 高可达 60%以上。砂岩平面分布较为稳定，

厚值区呈北东向带状展布。富砂带主要分布在乌马营、王官屯地区。 

尽管砂岩相当发育，据研究区 5 口井 31 块样品岩心实测及大量测井解释数据表明，下石盒子组

砂岩仍主要表现出低孔低渗的特点。在 3500～5000m 范围内，孔隙度分布在 3.09～12.87%，平均值

为 7.14%，主要分布区间为 5～10%；渗透率分布在 0.1～18.13mD，平均值为 2.14mD，主要分布区

间为 0.5～10 mD，为典型的特低孔、特低渗―超低渗储层，非均质性强，随埋深变化特点不明显（图

4a），表明该区储层发育主要受原始沉积相带和构造裂缝控制。孔隙度与渗透率为总体上正相关，随

着孔隙度的增大渗透率呈上升趋势，部分数据点远离关系曲线，这与储层以次生孔隙为主、非均质性

强及存在裂缝等有关（图 4b）。整体而言，下石盒子组储集物性较差，但也存在相对较好的储层。 

 

图 4  下石盒子组储层孔隙度与深度（a）和渗透率（b）的关系 

3  煤成气储层主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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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石盒子组碎屑岩储层分布广泛，但优质储层发育程度影响富集高产。对于碎屑岩潜山而岩，沉

积环境、成岩和构造作用等多因素共同控制了砂岩储层的储集性能[11-14]，其中，微相-岩相和构造作

用决定潜山内幕储层的形成与发育。 

3.1  沉积环境的影响 

有利的微相-岩相是潜山内幕相对优质储层发育的基础。沉积环境对储层分布的影响，是通过沉

积微相来实现的。不同的沉积微相类型砂体之间储集性能有明显差异。下石盒子组发育辫状河沉积环

境[9]，河道沉积为本区形成带状大面积分布的厚砂体，是储层发育的有利区。从本区储层主要沉积微

相类型与孔隙度和渗透率的统计分析表明，河道和心滩微相的储层物性好于其它沉积微相内砂体（表

1）。 

不同的沉积环境导致了沉积物粒度的差异，砂岩粒度大小与储层物性存在明显正相关性[12]。本

区砂岩粒度较粗，其中，粒度较大的含砾砂岩和中―粗砂岩，抗压能力强，在深部流体充注前，能保

持较高的孔隙度和较好的连通性，有利于深部可溶性流体的充注，形成较大规模的溶蚀孔隙。同时，

石英含量越高，储集层的物性越好，研究区石英砂岩、岩屑石英砂岩物性普遍较好。研究区有利的岩

相为辫状河河道和心滩微相的含砾砂岩和中―粗砂岩。 

表 1  孔南地区下石盒子组不同沉积微相砂体储层物性对比 

沉积亚相 沉积微相 
孔隙度/% 渗透率/mD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河床亚相 
河道 6.57~12.87 9.58 1.36~18.13 6.95 

心滩 6.19~11.72 8.76 1.2~11.85 6.37 

河漫亚相 河漫滩 3.09~6.21 5.4 0.1~3.45 0.98 
泛滥平原 4.27~7.13 6.3 0.1~4.74 1.35 

3.2  成岩作用的影响 

沉积环境和沉积相控制储集砂体的类型，而后期的成岩作用则控制主要的储集空间，因而是影响

储层性质的又一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胶结作用和溶蚀作用 2 个方面。成岩作用在储层砂岩的埋藏演

化过程中对其孔隙度和渗透率的产生、破坏及改造起着关键作用。 
3.2.1  压实—压溶作用 

由于下石盒子组储层埋藏深度在 3500～5000m 之间，埋藏较深，压实作用较为强烈。根据岩心

薄片观察，颗粒主要呈点―线接触到线接触（图 3b），甚至呈凹凸接触或缝合接触。压溶作用使得砂

岩颗粒间的排列更加紧密，溶出的 Sio2 可作为硅质胶结物的主要来源。 
3.2.2  胶结作用 

胶结作用是使研究区储集物性变差的一个主要因素。根据岩心薄片观察，本区的胶结充填方式主

要有两种： 

本区的硅质胶结物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作为石英增加边；另一种是呈细粒状多晶石英包裹颗粒。

以第一种 为普遍，石英具窄边次生加大（图 3g）。硅质胶结作用大大缩小粒间孔隙，其多发育在石

英颗粒含量较高，粘土杂基较少的砂岩中，粘土杂基充填孔隙或包裹颗粒常阻碍石英增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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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土矿物胶结物包括高岭石、伊利石和少量绿泥石，充填于本区砂岩中常见伊利石―蒙脱石混层

中 S%含量一般小于 50%，表明蒙脱石向伊利石转化程度较高，伊利石呈鳞片状、羽毛状、纤维状充

填粒间孔中（图 3h）。由于自生伊利石结构较疏松，在流体流动过程中容易迁移，堵塞喉道，降低储

层的渗透率。 
3.2.3  溶蚀作用 

砂岩储层微观结构证实，溶蚀作用对下石盒子组砂岩储层储集空间贡献大，矿物颗粒及晶间胶结

物溶蚀现象普遍。研究区下石盒子组砂岩储层主要处于晚成岩 A 亚期，Ro 值为 0.93%~1.57%①，溶蚀

作用主要发生在晚白垩世—古近系孔店组沉积末期的大量生排烃期[7-8]，与煤系地层有机质演化过程

中形成的有机酸和 CO2 酸性水密切相关，煤系烃源岩在石炭―二叠系煤系地层中，有丰富的腐殖型

有机质，在煤化作用过程中，它们可能产生大量的 CO2、H2S、CH4 等气体。其中，CO2 溶于地层水

中使孔隙介质变酸性是引起相邻层砂岩不稳定矿物溶解作用发生的 有利条件。区内大部分粒间溶孔

与裂缝及油气侵入有关，油气侵入的大量酸性水可以溶蚀矿物颗粒及晶间胶结物，而裂缝可以为酸性

流体提供良好的渗流通道，因此，研究区的溶孔主要是印支―燕山早期裂缝形成之后，油气进入储层

时有机酸溶蚀形成的。除此之外，从逆冲推覆带中北段剥蚀区往北到扣村潜山，表生淋滤溶蚀作用逐

渐加强，石炭―二叠系地层曾两次受到风化剥蚀，其中发生淋滤作用的 主要成分是长石，如孔南邻

区的 k24 井区，观察可见溶蚀残余长石组分，孔隙度可达 16.1%（图版 3i）。 

3.3  裂缝发育控制因素 

岩心及薄片观察表明，下石盒子组储集层中大量发育微裂缝，裂缝的存在是潜山内幕优质储层发

育的关键因素，对裂缝成因进行分析，推测主要与构造作用和砂岩高石英含量有关。 

根据构造运动史及镜下观察，研究区裂缝主要形成于印支—燕山期。区内下石盒子组圈闭类型以

逆冲褶皱及背斜型潜山为主，褶皱主要是印支―燕山早期和喜山期构造应力作用下形成的，尤其是印

支期―燕山早期的构造运动在东光、乌马营、王官屯及孔店等形成多个挤压背斜带[8]。强烈挤压逆冲

使潜山构造抬升，受挤压、揉皱变形影响导致下石盒子组构造裂缝发育。由于裂缝发育于油气充注前，

裂缝周边发育与油气侵入相关的粒间及粒内溶孔, 裂缝及溶孔内可见沥青分布。同时，由于研究区岩

石中石英、长石等脆性矿物的含量高，容易发生破裂而具有较高的裂缝密度。笔者采用了叠后地震几

何属性（地层倾角、相干、曲率等）预测裂缝发育程度和分布，认为裂缝发育具有明显的分区性，沿

乌马营–官西逆冲推覆带主体部位裂缝发育 密集，是天然气富集高产的有利区；裂缝较发育区为推

覆带以南 ws1 井区和北部王官屯地区，ws1 和 wg1 井岩石薄片中明显见到微裂缝；而东部的乌马营

背斜区受挤压断裂作用较小，裂缝发育程度相对较低（图 5）。 
裂缝为油气提供了储集空间，提高了储层的渗流能力，孔南地区砂岩平均渗透率 2.14mD，在裂

缝发育带渗透率可达 18.13mD。ws1 井 4816.81～5450m 井段，钻井液密度 1.39～1.4，发生漏失 26
次，累计漏失 768.8m3。ws1 井在该段见良好油气显示，砂岩段见明显气测异常，因此，预测裂缝发

                                                 

① 张立勤,甘胜宝.大港探区前第三系沉积体系与储层评价研究.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内部报告,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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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带的分布，对于研究区潜山内幕储层获得富集高产具有重要意义。 

 

 

图 5  孔南地区下石盒子组裂缝预测平面图 

（a）下石盒子组顶面断层分布图； (b)下石盒子组顶面曲率分布图 

3.4  烃类早期充注的影响 

早期油气充注是深埋藏砂岩储层中异常孔隙形成的重要成因机制之一[13]。烃类早期注入孔隙, 排

出孔隙内的流体, 延缓或抑制了成岩作用(主要是胶结作用)的进程, 使孔隙得到很好的保存。研究区

ws1 井下石盒子组石英含砾砂岩粒间原油充满程度较高，轻质油及甲烷包裹体多见，石英颗粒发育次

生加大边，均为灰褐色稀油沥青所包裹（图版 3g），说明孔隙中稀油沥青充注成藏发生于砂岩成岩次

生加大早中期，储层早期原油充注，抑制石英次生加大，利于孔隙保存。 

4  优质储层评价与有利区预测 

研究区下石盒子组潜山内幕优质储层发育主要受控于微相-岩相、构造作用和溶蚀作用，参考国

内对低孔低渗砂岩储层评价选取的参数和标准[15-16]，综合岩石类型、储层物性、孔隙类型等指标，结

合沉积微相、裂缝预测结果进行储层综合评价（表 2）。 

表 2  孔南地区下石盒子组储层分类评价表 
储层类别 I 类储层 II 类储层 III 类储层 
岩石类型 石英砂岩、岩屑石英

砂岩 
岩屑石英砂岩、岩屑长石
砂岩 

岩屑砂岩 

粒度 含砾砂岩、中–粗砂岩 中–粗砂岩、细砂岩 粉砂、黏土 
物性 
特征 

孔隙度/% >10 5～10 <5 
渗 透 率
/mD 

>10 1～10 <1 

孔隙 
类型 

面孔率 ﹤3 3～0.5 3～0.5 
孔隙组合 溶蚀粒间孔、构造裂

缝 
粒间孔、微裂缝、晶间孔 小溶孔、晶间微孔 

沉积微相 辫状河道、心滩 辫状河道、心滩 河漫滩、泛滥平原 
构造作用 靠近不整合面和断层 靠近断层 远离不整合面和

断层 
成岩作用 裂缝作用和溶蚀作用 溶蚀作用和裂缝作用 胶结作用 
综合评价 好 中等 差 

依据储层评价标准，将研究区下石盒子组储层划分为 3 类，其中Ⅰ类为相对高孔高渗天然气砂

岩储层，位于乌马营—官西逆冲推覆带主体部位和 wg1 井区，早期构造改造及剥蚀强烈，裂缝和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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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粒间孔普遍发育，是今后获得潜山内幕勘探突破的首选储层，wg1 井区已被勘探实践所证实。Ⅱ类

为相对中等孔渗砂岩储层，在研究区大面积发育，呈条带状分布在辫状河河道和心滩砂体中，粒度粗，

连通性较好，主要分布在乌马营背斜主体和王官屯南潜山；III 类储层主要分布在河漫滩和泛滥平原

微相中，分选差，杂基含量较高，连通性差，为较差储层。平面上优质储层主要分布在河道、心滩砂

体与裂缝带叠合区（图 5）。 

 

图 6  孔南地区下石盒子组有利区预测图 

5  结论 

（1）孔南地区上古生界煤成气资源丰富，是近年来天然气勘探的重要区域。碎屑岩储层主要为中―
粗粒岩屑石英砂岩和长石岩屑砂岩，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中等―偏低。下石盒子组辫状河河道砂

体发育，分布稳定，是煤成气重要的工业性储层。 

（2）下石盒子组碎屑岩潜山内幕储集空间以次生粒间溶蚀孔和构造裂缝为主，储层物性总体较差，

孔隙度分布在 5%～10%，渗透率为 0.5～10mD，属特低孔、（超）低渗的裂缝―孔隙双孔介质储层，

但局部存在较高渗透率储层，孔隙度与渗透率总体上为正相关。 
（3）沉积、成岩和构造作用是控制储集层优劣的三大因素, 其中，微相-岩相和构造作用决定潜山

内幕储层的形成与发育，优质储层平面上主要分布在河道、心滩砂体与裂缝带叠合区。I 类储层位于

逆冲推覆带主体部位，是今后获得潜山内幕勘探突破的首选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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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66 
准噶尔盆地东部地区侏罗系烃源岩及其低熟气形成条件 

 

张明峰 1，熊德明 1，2，吴陈君 1，马万云 3，孙丽娜 1，2，妥进才 1 

（1.甘肃省油气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油气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00；2.中国科学院大

学，北京 100049； 

3.新疆油田公司实验检测研究院，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摘要：源岩条件是低熟气形成的重要因素，准噶尔盆地东部地区侏罗系烃源岩分布范围广，厚度大，有机质为腐殖

型烃源岩，Ro 值绝大多数都小于 1.0%，具备有利于低熟气形成的源岩基础。通过地球化学分析，发现侏罗系烃源

岩 2200m～4500m， Ro%变化幅度很小，基本都在 0.5%～0.8%之间。同一口井和不同区域的侏罗系烃源岩，都表现

出随着埋深增加 Ro%变化范围较小，还未达到常规意义上的生气高峰阶段，并且在此演化阶段保持了很长的地质历

史时间。针对实际地质情况，开展温度和时间条件下低熟气形成的热解生烃模拟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330℃

和 350℃时，烷烃气产量较低，随着时间增加（3-30 天）产气量变化很小，加热温度 370℃和 390℃，随着时间增

长，气体增加量在 14～21 天达到最高峰，之后到 30 天呈缓慢增加或基本保持不变，相对同一温度 3天时产气量增

加 2-2.5 倍，即 Ro%增高 0.2%-0.3%时，烷烃气生成量有显著增加，说明时间效应对低熟气形成有重要作用，并且

受温度条件的限制。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项目（编号：KZCX2-XB3-12）；中国科学院先导科技专项（编号：XDB01030403）；甘肃省重

点实验室专项（编号：1309RTSA041）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张明峰（1979-），男，甘肃兰州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油气地质和地球化学研究． 
     E-mail：zhangmingfeng_9@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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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67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 段油页岩孔裂隙发育与分布特征 

 

张文正1,2,3，解丽琴 1,2，杨伟伟 1,2，彭平安 3，秦  艳 3 

（1.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18； 

2.长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18；3.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采用岩样干磨预处理－氩离子抛光－场发射电子显微镜实验技术，对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段 5个湖相富

有机质页岩岩石样品进行显微结构观测与研究。结果显示，页岩中的孔裂隙以微裂隙为主，微孔隙相对较少。孔裂

隙主要分布于团块与纹层有机质、草莓状黄铁矿、云母、胶磷矿和长石，以及有机质与无机矿物接触界面（纹里面）。

有机质生烃作用、应力作用与溶蚀作用是形成孔裂隙的主要因素。岩石组成与结构是制约孔裂隙发育程度的主要因

素。通常，丰富的有机质与草莓状黄铁、发育的纹理结构有利于孔裂隙的形成，高刚性矿物含量和脆性则有利于孔

裂隙的形成与保存。微米级、亚微米级孔裂隙应是页岩油的有效储集空间，连通的孔裂隙可成为页岩油的有效渗流

通道。发育的孔裂隙是页岩油富集的关键因素之一。 

关键词：孔裂隙；产状与分布特征；形成机理；富有机质页岩；延长组；鄂尔多斯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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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68 

成熟湖相烃源层页岩气成藏关键因素探讨 

——以鄂尔多斯盆地长 7 段页岩层为例 

 

张文正1,2,3，吴  凯 1,2，杨伟伟 1,2，解丽琴 1,2 

（1.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18；2.长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18；3.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开展含油盆地成熟烃源岩的页岩气成藏因素与富集条件研究，对于拓展页岩气勘探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对鄂

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段油页岩层的有机地球化学特征、岩石组成与显微结构、含气性检测等实验研究表明，虽然

油页岩在成熟阶段的模拟实验产气率较低，约为（50－90）m
3
/t.TOC，但是其高－很高的有机质丰度能够弥补成熟

度与产气率偏低的不足，形成良好的含气性。丰富的草莓状黄铁矿显著提高了岩石中刚性矿物的含量，增强了岩石

的脆性，既有利于页岩层的改造，又有利于微裂隙的形成与保存，提高储集性能与渗流能力。根据成熟烃源岩的生

烃特征与含气油特征判断，油溶态与吸附态应是页岩气的主要赋存形式，可以产出较高气／油比流体，属非典型性

页岩气（油）藏。湖盆中部成熟度较高的地区应是页岩气相对富集区。 

关键词：页岩气；成熟阶段；草莓状黄铁矿；成藏因素；油页岩；延长组；鄂尔多斯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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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C069 

川北长兴期生物礁地震响应特征研究 

 
朱秋影，刘锐娥，张春林，韩维峰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天然气地质所， 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生物礁气藏的储量约占世界油气探明储量的 10%，具有丰度大、产能高的特点，一直备受世界各地油气勘探

家的重视。本文综合分析了川北地区长兴组大量地质、钻井、测井等资料，根据该区生物礁的地质和物性等特征，

以模型正演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建立了四个典型的生物礁正演模型。引入适合于生物礁模型正演模拟的弹性波动

方程正演模拟方法，对四个生物礁模型进行了正演模拟，并依据模型正演结果建立了川北地区长兴期的生物礁地震

响应识别模式。 

关键词：生物礁；川北；地震响应；正演模拟；弹性波动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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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D001 

双河背斜九佛堂组凝灰质储层中 CO2 成因及测井识别 

 

谷  团1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辽宁 盘锦 124010） 

 

摘要：双河背斜位于奈曼凹陷，是近年来辽河油田在外围中生代盆地群中发现的较为整装的含油气构造，含油气目

的层为白垩系下统九佛堂组，探明储量规模 2000 万吨。目前已钻探各类井 200 余口，年产油 8万吨左右。在该油

田开发生产过程中，发现九佛堂组油层中伴生有 CO2。含量 1.28%～96.02%，平面上分布较为分散，呈现出“西南低、

东北高”的特征，三口井产出高含量的 CO2的井均位于东北部：最高为 56-62 井，CO2含量 96.02%。52-62 井 CO2含

量 95.01%，48-58 井 CO2含量 90.93%。 

有机成因二氧化碳的 δ
13
CCO2<－10‰，无机成因二氧化碳的 δ

13
CCO2≥－8‰，来源于上地幔的δ

13
CCO2介于－8‰～

－4‰，来源于地壳或地幔楔形体熔融脱气的δ
13
CCO2介于－10‰～－4‰。双河背斜所产出的二氧化碳 δ

13
CCO2峰值位

于－7.0‰～－2.0‰之间。说明该区 CO2为无机成因，应主要为幔源成因。与 CO2相伴生的烃类气体碳同位素呈正碳

同位素系列，即 δ
13
C1＜δ

13
C2＜δ

13
C3＜δ

13
C4，说明烃类气体属有机成因。以δ

13
C2=－28‰和δ

13
C3=－25.5‰作为煤

成气与油型气的界限，结合各种天然气成因划分的典型图版，综合研究后得出烃类气体为油型气。利用前人建立的

油型气δ
13
C1—Ro 的关系式，计算出奈 1区块天然气成熟度 Ro 主要分布在 0.56%～0.7%之间，表明天然气属成熟度

较低的原油伴生气。这说明该区油气田中烃类组分与 CO2的来源不一致，二者属于混合成藏。初步分析表明，二氧

化碳成藏的主控因素为即深部基底大断裂及中生代蓝旗组火山活动。 

由于 CO2对管材的腐蚀作用较强，对现场安全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开发生产过程中，首先依据测井资料

识别含 CO2层段，投产射孔时，尽量避射含 CO2层段，从而有效避免了对油井生产的影响。含 CO2层段的测井资料具

有较为明显的特征：视电阻率曲线表现出整体高阻背景下的低阻段，时差曲线表现出低值背景下的高值段，密度曲

线表现出高值背景下的低值段。 

 

                                                        
作者简介：谷团（1972-），男，河北昌黎人，高级工程师，博士，目前从事油藏地质综合研究工作．辽河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地址：

辽宁省盘锦市．电话：13904270211．E-mail：gutuan@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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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D002 

致密砂岩气藏水相圈闭损害研究进展 
 

徐诗雨1 

（西南石油大学地球与科技学院） 

 

摘要：水相圈闭损害是致密砂岩气藏储层伤害的主要因素。综述分析致密砂岩气藏水相圈闭过程机理，着重研究初

始含水饱和度、气藏压力与毛管力、物性与孔隙结构、流体性质、裂缝、作业压差等因素对水相圈闭损害影响以及

现阶段水相圈闭损害评价方法的进展。致密砂岩水相圈闭损害不仅制约气藏的成功勘探和经济开发，还影响酸化压

裂等作业的增产效果。研究水相圈闭损害，为注水、聚合物开采提高致密砂岩气采收率和有效保护气藏提供可靠的

依据， 

关键词：致密砂岩；气藏；水相圈闭；伤害；评价 

 

0  引言 

在钻井、完井、增产改造、生产等作业环节中，由于水基工作液的侵入或凝析气藏生产中凝析水

的凝析回流，造成近井带含水饱和度升高，导致气相相对渗透率降低，诱发储层损害，造成气井生产

能力显著降低，这种由于近井带含水饱和度变化而引起的储层渗透能力改变的作用成为水相圈闭损害

[1]。水相圈闭损害普遍发生在致密砂岩气藏勘探开发各阶段[2-3]，并极易与其他储层损害发生耦合，

加剧储层损害，严重妨碍致密砂岩气藏发现、储量计算和经济开发[4]。因此，研究致密砂岩水相圈闭

损害对该类气藏科学高效开发、增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水相圈闭损害过程机理 

Bennion（2000）研究了水相圈闭损害过程中含水饱和度和气相相对渗透率的变化情况，提出气

藏初始状态、水相侵入、水相返排 3 个阶段，见图 1。 

气藏初始含水饱和度较低，气相渗透率相对较高；水相侵入后，近井带含水饱和度急剧升高，气

相渗透率急剧降低，气藏受到严重损害；近井带气相相对渗透率很低，气体无法流至井筒，在近井带

持续聚集，压力梯度升高，水相得到一定程度返排，含水饱和度下降，气相相对渗透率部分恢复，但

损害仍较为严重[5]。 

水相圈闭损害过程主要依靠岩毛管自吸作用和水相返排作用。根据前人研究成果[6-8]，毛管压力

大小与界面张力成正比，与多孔介质半径成反比，同时，毛管半径越小，返排时间越长，难度越大。

致密砂岩气藏孔喉半径细小，毛管力较大，加之其一般亲水的特性，更易诱发水相圈闭损害，而细小

的孔喉半径使得水相返排困难，滞留明显，潜在水相圈闭损害严重。 

                                                              
作者简介：徐诗雨（1992-），女，四川成都人，西南石油大学在校硕士研究生．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 8 号，西南石油

大学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电话：15802809041．E-mail：doudouxj@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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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致密砂岩气藏水相圈闭损害过程示意图（据 Bennion，2000） 

2  水相圈闭损害影响因素 

2.1  初始含水饱和度对水相圈闭损害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致密砂岩气藏中存在超低含水饱和度现象[9-10]。Kewen 等（2000）通过实验研究

证实，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初始含水饱和度越低，毛管自吸作用越强，在自吸初期自吸速率越

高，更易达到自吸饱和，但不同含水饱和度条件下仅通过毛管自吸作用的最终含水饱和度相近[11]。

Li[12]等（2002）认为岩心初始含水饱和度在 0~57.6%间，毛管力不受初始含水饱和度影响。还有研究

表明，初始含水饱和度与束缚水饱和度差异越大，过剩的毛管力越大，毛管自吸作用越强，更易发生

水相圈闭损害[13]。谢婷[14]（2012）研究认为，含水饱和度降低，有效孔喉尺寸升高，渗流能力增强，

自吸接触面积变大，自吸速率变快。 

所以，致密砂岩气藏水相圈闭损害评价时，应模拟气藏原始状态的初始含水饱和度，客观评价水

相圈闭程度。 

2.2  气藏压力与毛管力对水相圈闭损害的影响 

毛管力控制着毛管自吸和水相滞留，毛管力越大，则毛管自吸作用越强，所滞留的水相也越多。

气藏压力起着水相返排的作用，气藏压力越大，一方面会使得水相以逆流自吸的方式侵入储层，弱化

毛管自吸作用，并且气藏压力越大，对滞留水相的返排效果也越好，水相圈闭损害程度也越低，这也

是低压致密砂岩气藏的水相圈闭损害潜力通常要强于常压或高压致密砂岩气藏的水相圈闭损害潜力

的原因[15]。 

游利军等提出岩心充气方法，即实验前在岩心孔隙内部模拟气藏压力，在水相圈闭损害评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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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较为真实模拟工作液侵入过程。 

2.3  物性与孔隙结构对水相圈闭损害的影响 

Bennion 研究发现，渗透率越高，则自吸速率越快，但增加的含水饱和度同样也与孔隙度有关，

总体表现为有效孔径越大，水相圈闭损害越弱。另外，孔隙结构越复杂，水相返排难度越大，水相圈

闭损害也越强[16]。 

2.4  流体性质对水相圈闭损害的影响 

流体粘度越大，流体流动的阻力越大，越不利于流体的有效返排，水相滞留越严重，一方面会诱

发严重的水相圈闭损害，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水相圈闭损害的解除[17]。如侵入流体与储层中流体或岩

石发生反应，生成沉淀或者胶体，堵塞孔隙喉道，则还会加剧储层损害程度。 

2.5  裂缝对水相圈闭损害的影响 

致密砂岩气藏中发育着不同程度的微裂缝和天然裂缝[18]。游利军（2013）通过实验研究，表明

裂缝的存在会大幅度加快毛管自吸速率，水相会优选进入渗流能力较好的裂缝中，并由裂缝渗透进基

块中，继而降低基块向裂缝的供气能力，造成气井产量下降[19]。 

2.6  作业压差对水相圈闭损害的影响 

各作业环节中侵入流体的所受的作业压差不同，在正压差作用下，水相侵入深度会更深，水相滞

留更严重，而在负压差作用下，负压差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毛管自吸作用，可减弱水相圈闭损害[20]。

贾虎（2010）研究指出，射孔作业中瞬时正压差与钻井、压裂作用中的持续正压差所引起的水相圈闭

损害程度不同[21]。过平衡作业下，水相在正压差和毛管力的作用下侵入气藏，加剧水相侵入程度；

近平衡作业下，水相在仅在毛管力的作用下自吸侵入气藏；欠平衡作业下，水相在负压差和毛管力的

作用下侵入气藏，削弱水相侵入程度，保护储层。作业完成后要及时排液[22]，未进行排液，侵入水

相会在毛管自吸作用下继续往气藏深部扩散渗流，进一步对气藏造成伤害。 

3  水相圈闭损害评价研究 

3.1  岩心进液评价研究 

游利军[23]（2004）设计了垂直毛管自吸装置和水平毛管自吸装置，其中垂直毛管自吸装置可监

测实验过程中岩心电阻率变化，水平毛管自吸装置可对岩心加温和加压，通过研究岩心毛管自吸现象，

利用自吸量和自吸速率为指标来评价水相圈闭损害。 

Golman 等[24]（2005）设计了与上述垂直毛管自吸装置相似的实验装置，通过采集不同时间下的

天平读数，以自吸量、自吸速率为指标对水相圈闭损害进行了评价，并给出了数据处理方法。 

李皋等[25]（2011）利用自行研发的欠平衡条件下毛管自吸装置，以氮气模拟天然气，气体以一定

压差从左向右流动，水相则由右端面向左吸入岩心，模拟了欠平衡钻井过程中的水相自吸过程，开展

了欠平衡条件下的致密砂岩气藏水相圈闭损害实验，分析了定欠压值、不同欠压值的自吸规律以及围

压、粘土矿物对自吸作用的影响，为水基工作液欠平衡钻井中欠压值的合理设计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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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相滞留评价研究 

国内外学者根据水相圈闭损害机理模拟了水相圈闭损害发生的过程，开展岩心进液和水相返排实

验，通过实验过程中含水饱和度和气相相对渗透率的变化综合评价水相圈闭损害。 

赖南君等[26]（2005）设计了一套可对岩心加温加压的水相圈闭损害评价仪。利用该评价仪可研

究毛管力与正压差对水相侵入的影响，后续开展气驱返排实验，以渗透率损害率为指标评价了水相圈

闭损害程度，并分析了作业压差和作业时间对水相圈闭损害的影响。 

Mirzaei-Paiaman（2012）等首先利用毛管自吸法建立一定的初始含水饱和度，测试初始含水饱和

度条件下的气测渗透率，随后正向注入 3PV 的实验流体，反向气驱至束缚饱和度状态，测试此时相

对应的气测渗透率，以渗透率损害率为指标评价水相圈闭损害程度。 

4  结论 

（1）水相圈闭损害是致密砂岩气藏最主要的损害类型之一，水相圈闭损害包括水相侵入和水相

返排 2 个过程，水相圈闭损害的本质为气水渗流机理。客观评价水相圈闭损害是制定防治措施的基础。 

（2）水相圈闭损害影响因素主要有初始含水饱和度、气藏压力与毛管力、物性与孔隙结构、流

体性质、裂缝、作业压差等，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对致密砂岩气藏水相圈闭损害进行评价将成为致密砂

岩气藏勘探开发的重要手段。 

（2）致密砂岩气藏水相圈闭损害评价过程中极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从而无法客观评价其水

相圈闭损害，也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水相圈闭损害评价行业标准，基于致密砂岩气藏工程地质特征和

水相圈闭损害过程机理，建立适用于致密砂岩气藏水相圈闭损害的评价方法，是值得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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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前道集 AVO 分析在珠江口盆地深水区的应用 
 

敖  威 1，李建海 2，刘  军 1，杨  忠 2，李  敏 1 

（1.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广东 广州 510240 

2.成都晶石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珠江口盆地深水地区有极为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地球物理技术在天然气勘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道集 AVO

分析是储层含气性检测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叠前道集容易受到多次波、随机噪音等影响，道集上能量变化规律不稳

定，容易造成对 AVO 分析的误判。因此加强对 AVO 类型成因以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提高使用 AVO 分析技术

的合理性，同时提高储层含气性预测的准确率。本文结合珠江口盆地深水区的天然气勘探实践，采用道集优化处理

等手段，得到高质量的道集进行 AVO 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储层含气并不一定表现为 III 类 AVO 特征，在特殊

岩性组合下会表现为 IV 类 AVO。AVO 分析应先确定岩性组合特征。2）叠前道集进行优化处理将有效提高 AVO 分析

的可靠性；3）基于已钻井资料，AVO 分析可以作为珠江口盆地深水地区含气性检测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AVO 分析；珠江口盆地；叠前道集；深水 

 

0  引言 

珠江口盆地深水地区沉积了较厚的优质烃源岩，是深水区的天然气勘探的资源基础[1-3]。在勘探

中，储层的含气性检测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其中，AVO 分析作为储层含气性检测的有效手段[4-5]，

一直被广泛使用。AVO 类型是 AVO 分析的一个重要参数，了解 AVO 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将对合理使

用 AVO 分析及提高叠前反演识别能力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 AVO 特征的形成、影响因素以及 AVO 反演理论的研究就逐步兴起[6-9]。

AVO 类型分为四类（I、II、III、IV），其中 III 类 AVO 与含气性有着较好的对应关系。在珠江口盆地

深水区，多个含气构造在道集上就有 III 类 AVO 的特点。但简单地将钻井地区和未钻地区的 AVO 特

征进行类比，会造成判断失误，而需要结合地质条件等多种因素综合判断[10]。珠江口盆地深水区的钻

井实践揭示，在储层含气性检测中，并不能将 III 类 AVO 与含气性等同。AVO 分析需要结合地区特

点，综合其他因素充分考虑进行。另外，AVO 分析是在道集资料上进行，但实际道集里能量会受到近

道多次等噪音影响，能量关系不稳定，从而影响了 AVO 分析、道集叠加以及后期的叠前反演[11]。因

此道集的优化处理是 AVO 分析的重要前期工作。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AVO 特征易受到岩性组合、埋深、随机噪音、多次波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本

文研究区，主要的储层为珠江组中段的重力流水道及水道朵叶体，储盖层都容易受到海泛灰岩的影响

[12-13]，使得储盖组合较为复杂，因此了解不同储盖条件下 AVO 类型的典型特征，将有助于提高使用

AVO 分析手段的合理性。本文结合实际资料探讨了 AVO 分析在实际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以期为其他地区的天然气勘探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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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VO 类型与含气响应 

在储层埋藏较浅的情况下，储层物性一般较好，当含气时其阻抗远低于泥岩阻抗，在地震上也表

现为亮点，AVO 类型为典型的 III 类特征。但在埋深较深的情况下，储层变差，AVO 类型上也会有多

种表现[14-15]。这些地质条件变化影响了储层顶界面上下纵波速度（Vp）、横波速度（Vs）、以及密度的

差异。理论计算显示，Vp 和密度的差异对 AVO 变化幅度的贡献较小，而 Vs 的差异是 AVO 变化的

主要影响因素[9]。在珠江口盆地地区钻井 A 井也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当盖层的 Vs 小于下覆砂岩储层

时，往往表现出 III 类的 AVO；而当盖层的 Vs 大于下覆砂岩时，一般表现出 IV 类的 AVO（图 1）
[16]。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 A 井 sand1 顶部约 20m 厚的泥岩段盖层含灰，使得盖层 Vs 大于 sand1 的

Vs。在合成道集上，sand1 顶对应的负相位（红轴）振幅能量随角度增大而减小（底部红色实线），表

现为 IV 类 AVO 特征。而在 A 井 sand2 段砂岩顶部为泥岩盖层，不含灰。sand2 砂岩的 Vs 大于顶部

泥岩段的 Vs，因此，合成道集上 sand2 顶对应的负相位（红轴）振幅能量随角度增大而增大（底部蓝

色实线），表现为 III 类 AVO 特征。 

2  叠前道集优化处理 

由上文可以看出，AVO 类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质量较好的道集是进行 AVO 类型对比以及

后期地球物理分析和反演的基本资料[17-18]。但实际的道集受残余多次和噪音印象，往往出现道集近中

远角度能量变化不稳定。以本地区的单点道集为例（图 2），可以看到道集资料在远道存在能量畸变，

近道有明显多次波，近、远道频率不一致。在该道集基础上进行 AVO 分析或叠前弹性参数反演将有

着较大不确定性[17-18]，因此道集需要进行优化处理，以有效提高近、远角信息的稳定性和保真度，为

后续地球物理分析提供可靠资料。 

 

图 1  研究区内 A井测井曲线及合成道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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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区 B 井道集及其优化处理效果对比 

从图 2c 可以看出噪音主要为随机噪声，叠加部分多次波噪声。经过优化处理后的道集更清晰，

同相轴能量稳定（图 2b）。对 B 井 2924ms（图 a 中红色虚线所示）提取了最小振幅以及频率随角度

的变化（图 2d，图 2e）。图 2d 中，红色实线为根据红色点（处理后提取的振幅值）可以看出，处理

后的道集在能量分布上更加集中，趋势更加稳定，使得拟合的 AVO 规律更为可靠。而在频率上，近

道的频率得到提升，远道频率等到部分提高，为后期叠前反演等工作建立良好基础。 

3  应用实例 

研究区位于珠江口盆地深水陆坡某区域。工区内先有钻井 C1 井，钻遇 3 套气层。根据周边成藏

规律和沉积认识，选择 C1 井周边的 C2 井和 C3 井的目的层 1 和目的层 2 进行评价（图 3）。但从地

震剖面上看，C2 和 C3 井的地震响应并不如 C1 井明显，对于其目的层含气性的检验需要依靠叠前

AVO 分析。 

 
图 3  过 C1、C2、C3 井地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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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过 C1、C2、C3 井点道集进行优化处理，并提取目的层段的 AVO 特征进行对比（图 4）。可

以看到，优化后道集的能量规律较为稳定（中右侧 AVO 图中纵轴为归一化振幅），便于类比。钻井 C1

井的气层 1 顶部泥岩盖层含灰，其 Vs 速度大于气层 1 的 Vs，因此 C1 道集上气层 1 的 AVO 表现为

IV 类。而气层 3 的砂岩储层受到钙质胶结影响，其 Vs 速度大于顶部含较少灰质的泥岩的 Vs，道集

上 AVO 表现为 III 类。 

而对未知区 C2 井，两套目的层的 AVO 类型均为 III 类，可以与 C1 井气层 3 进行类比。表明目

的层砂岩顶部盖层不含灰或者含灰较少。而在近中道，C2 井目的层 1 的 AVO 梯度比 C1 井气层 3 的

梯度要大，预测应有较强的含气性。该分析增加了对该层含气判断的信心。实际钻探结果显示，C2 井

目的层 1 含气饱和度达 90%，目的层 2 的含气饱和度为 75%。而 C1 井气层 3 的含气饱和度为 70%。

C2 井钻探成功验证了钻前 AVO 分析对含气性的有效预测，同时也说明 AVO 梯度变化在含气性检测

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于未知区 C3 井，目的层 1 的 AVO 类型为 IV 类，可与 C1 井的气层 1 类比。预测其岩性组合

较为类似。而目的层 2 与 C2 井的气层较为类似，预测具有较高的含气性。经过实钻证明，C3 井的目

的层 1 含气，但气层顶部的泥岩盖层受到灰质影响。C3 井目的层 2 含气饱和度高达 80%。进一步证

明了 AVO 类比分析的有效性。 

 

图 4  过 C1、C2、C3 井的道集（优化处理后）及目的层的 AVO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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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获得以下三点结论： 

1）不同储盖组合影响到储层顶界面上下的弹性差异，使 AVO 类型复杂化。因此 AVO 类型分析

应先从沉积和储层反演上来判断岩性组合特征，再利用已钻井资料进行类比分析。 

2）AVO 的梯度变化分析在储层含气性检测中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3）需要对道集进行质量评价，通过优化处理获得质量较高的道集，有助于 AVO 对比分析的可靠

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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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过程对莺歌海盆地烃源岩生气的控制作用 

 

熊小峰，徐新德，郭潇潇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广东 湛江 524057） 

 

摘要:莺歌海盆地东方区与乐东区泥岩有机质成熟度存在差异，相同深度时东方区有机质演化程度比乐东区的高。

在莺歌海盆地构造演化、沉积过程、温压场与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基础上，地质分析与盆地模拟相结合分析热演化

差异的成因。综合研究认为：莺歌海盆地的高温高压场对有机质热演化产生影响，但是造成东方区与乐东区有机质

热演化的差异主要原因是新近纪至第四纪盆地沉积沉降中心由东方区向乐东区的迁移造成两地区沉积速率的差异。

同时有机质热演化差异造成东方区与乐东区生气差别，东方区呈现出生气时间早持续时间长而乐东区生气时间晚晚

期快速生气的特征。乐东区中新统泥岩中有机质为晚期快速生气，有机酸形成时间也较晚，有利于乐东区中深层储

层次生孔隙的发育。 

关键词: 沉积中心迁移；沉积速率；成熟度；生气过程；盆地模拟；莺歌海盆地 

     

0  引言 

莺歌海盆地是中国南海北部新生代转换-伸展型高温高压含油气盆地[1-3]，面积约 11×104km2，最

大沉积厚度约 17km。莺歌海凹陷是盆地的主凹陷，面积最大，油气资源量最丰富。东方区和乐东区

分别位于莺歌海凹陷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图 1），为莺歌海盆地两个主要勘探领域。莺歌海盆地主力

烃源岩为中新统的三亚组和梅山组海相泥岩[4-6]，有机质类型主要为 II2-III，生气为主。烃源岩热演化

程度直接制约了盆地油气的勘探。关于莺歌海盆地烃源岩热演化这一问题，已有大量研究，从研究内

容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高温（尤其是底辟高热流）对有机质热演化影响。强烈的热流体活

动是莺歌海盆地的重要地质特征之一，由此引起局部地温场的叠加，从而促进有机质热演化和生气作

用[6]。2、超压对有机质演化的影响。超压对于有机质的影响一直存在不同认识[7-10]，而对于莺歌海盆

地而言，目前主要以超压抑制的观点为主[6,9,11,12]。前人的研究均将莺歌海盆地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有

机质的热演化，而实际上莺歌海盆地东方区与乐东区的有机质热演化存在明显差别。不同热演化程度

势必造成生气过程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天然气分布格局。因此，对于这种差异的探讨有利于对高温

超压莺歌海盆地烃源岩有机质的热演化深入认识，同时有利于莺歌海盆地天然气勘探。本文在莺歌海

盆地构造演化、沉积过程、温压场与地球化学特征等的研究基础上，运用盆地模拟手段来探讨造成莺

歌海盆地东方区与乐东区热演化差异的成因。 

                                                              
作者简介：熊小峰，男，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地球化学与成藏研究．地址：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 22 号信箱．电话：

0759-3900530．E-mail: xiongxf@cnoo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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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莺歌海盆地构造区划 

Fig.1  Sketch map of Yinggehai Basin 

1  地质背景 

莺歌海盆地位于印支半岛与南海北部大陆边缘交接区。印度-欧亚板块的陆-陆碰撞和太平洋板块

向欧亚板块俯冲形成盆地发育的一级区域构造背景，南海扩张也对其有重要的影响。在这种动力学背

景下，盆地从古新世末进入裂陷阶段，沉积了始新统湖相、渐新统海相地层；到中新世，盆地进入裂

后热沉降阶段，发育新近系和第四系浅海相地层。盆地发育三套烃源岩，即始新统湖相烃源岩，渐新

统（崖城组和陵水组）及中新统（三亚组和梅山组）海相气源岩[13-15]。储层包括陵水组三段扇三角洲、

滨海相砂岩，三亚组滨海、三角洲砂岩，梅山组滨海及三角洲相砂岩，黄流组滨海、三角洲和浊积砂

岩，莺歌海组低位扇、浅海席状砂等。盖层主要有陵水组、三亚组、黄流组及莺歌海组海相泥岩[14]。 

自晚中新世以来，基底岩石圈强烈减薄作用、盆缘断层走滑作用、裂后热回沉和动力地貌沉降的

共同作用，为盆地内巨厚裂后沉积物堆积提供了巨大的容纳空间；该时期青藏高原持续隆升，红河物

源充足，导致莺歌海盆地沉积中心向南快速迁移[16,17]。东方区和乐东区位于莺歌海盆地莺歌海凹陷由

北向南的方向，正好处于中中新世以来盆地沉降及沉积中心往南迁移的方向。因此，东方区中新世早、

中期形成的三亚组和梅山组烃源岩更发育，沉积厚度较大，埋深也较大；乐东区三亚组和梅山组沉积

厚度略薄，埋深相对较小。中新世晚期开始盆地沉降、沉积中心向南、向海方向快速迁移，莺歌海组

及以上地层在乐东区的厚度迅速增大，导致现今乐东区地层埋深反而比东方区大[18]。 

2  东方区与乐东区泥岩有机质成熟度 

莺歌海盆地东方区与乐东区新近系和第四系均主要为浅海相沉积，广泛发育厚层浅海相泥岩，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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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地层厚度超过 6000m。泥岩中有机质类型主要为 II2-III 型，富含镜质组和惰质组。 

东方区与乐东区泥岩有机质热演化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为东方区进入生气门限（Ro=0.6%）为

2500m～2700m，要比乐东区（2800m～2900m）的生气门限浅；相同埋深时，东方区泥岩镜质体反

射率比乐东区高，并且这种差异随着埋深的增大有增加的趋势。 

 
图 2  莺歌盆地东方区与乐东区 Ro 与深度关系图 

Fig.2  Vitrinite reflectance(Ro) profiles in dongfang area and ledong area, Yinggehai Basin 

3  东方区与乐东区有机质成熟度差异的成因探讨 

油气是沉积有机质经历分解、聚合、裂解等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形成的，这些反应过程受到温度、

压力、时间、催化剂等因素的影响。 

3.1  温度 

有机质演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温度取决于温度场和埋深，其中温度场起到主控作用。莺歌海盆地为

高热盆地，现今地表平均热流值为 84.1mW/m2，这种高温场有利于促使烃源岩中的有机质向烃类转

化。盆地内由于岩石圈拉张而引起的盆地基底的热流变化不均值，呈现出盆地内部高边部低、盆地内

部差异小的特点；在盆地演化过程中，分别在 50～45Ma、28～22Ma 和 5.2～1.9Ma 经历了三次拉张，

造成盆地温度快速升高，引起基底的热流一次比一次高，但是同时期盆地内部热流值不大。东方区与

乐东区均位于盆地内部，两区基底热流值随盆地的拉张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别，但是同一时期二者基底

的热流差异不大 [19]。 

沉积物表面温度受沉积物水体深度和纬度影响。莺歌海盆地在始新世为湖相沉积，在渐新世早期

开始接受海侵，至现今一直处于海相沉积。海平面变化总体表现为一级海平面旋回，包含 3 个完整的

二级旋回和半周期的上升旋回，但是海平面在 0～200 米范围内变化[20]。莺歌海盆地东方区与乐东区

主要分布于北纬 17°～19°，依据 Wygrala 提出沉积物表面温度计算模型[21]，计算 5m～200m 水深

条件下 65Ma 至现今在同一时期内温度变化范围小于 3℃。因此，东方区与乐东区不同时期沉积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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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温度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同一时期差异很小。 

综上可见，莺歌海盆地东方区与乐东区在同一时期基底热流和沉积物表面温度差异较小，即两区

温度场的边界条件基本一致。因此，莺歌海盆地高温场可以促进有机质生气，但是不会造成盆地内东

方区与乐东区烃源岩成熟度的差异。 

3.2  压力 

莺歌海盆地普遍发育超压，超压（地层压力系数 1.2）顶面埋深 2000～4000，分布在上新统莺歌

海组中-下部浅海相地层中。超压对有机质生气的影响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郝芳等对多个超压盆地

研究后认为超压对富氢和贫氢干酪根组分的热降解影响并不相同，贫氢干酪根只有在有机质热演化程

度较低情况遭受超压时会才会造成镜质体反射率受抑制[12]。选取莺歌海盆地梅山组泥岩样品（II2 干

酪根）在不同压力下进行生气热模拟，模拟结果表明 150MPa 时在 Ro 小于 2.58%时，超压对贫氢干

酪根的生气有一定抑制作用，大于 2.58%时则有促进作用，但是影响的幅度很小[22]。莺歌海盆地东方

区与乐东区新近系地层泥岩有机质类型主要为 II2-III，即为贫氢干酪根。东方区与乐东区地层埋深小

于 4000m 时地层压力不超过 100MPa，因此 4000m 以上地层中超压不会对干酪根组分的热降解产生

明显影响。而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4000m 时，东方区与乐东区镜质体反射率已存在明显差别。因此超

压不是造成盆地内东方区与乐东区烃源岩成熟度的差异的主要原因。 

3.3  沉积速率 

中新世早、中期莺歌海盆地海平面总体较高，其沉降中心位于东方区（图 3），越南西部蓝江物

源发育，在东方区形成沉积厚度较大三亚组和梅山组海相地层，而乐东区离沉积沉降中心较远，三亚

组和梅山组沉积厚度向乐东区明显减薄，表明早-中新世时东方区沉积沉降速率比乐东区大较大。中

新世晚期开始盆地沉降、沉积中心向南、向广海方向快速迁移（图 3），莺歌海组及以上地层在乐东

区的厚度明显比东方区大，且现今乐东区地层埋深反而比东方区大。因此东方区和乐东区在不同时期

沉积沉降速率不同，表现为早-中中新世时东方区沉积沉降速率大，而晚中新世至现今乐东区沉积沉

降速率大特点。 

 
图 3  莺歌海盆地不同时期古地貌图 

Fig.3  Palaeotopography of Yinggehai Basin in differc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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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沉积速率模型模拟结果 

Fig.4  1D basin modeling results of difference deposition rate  

（a、Ro 与埋深关系曲线；b、层 5 中部有机质成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c、层 5中部转化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为了明确不同时期内沉积速率不同对泥岩有机质热演化的影响，建立两组不同沉积速率模型（快

速-正常型：早期 1000～2000m/Ma，晚期 100～200m/Ma；正常-快速型：早期 100～200m/Ma，晚期

1000～2000m/Ma），两个模型中岩性、古水深、热流及生烃动力学模型一致。模拟结果表明（图 4a）：

1、相同埋深时，晚期快速沉积时泥岩中有机质的热演化程度低；2、晚期沉积速率越快，生烃门限越

深，而且湿气窗的范围越宽。从有机质成熟度随时间关系图（图 4b）中可以看出，快速沉积时有机

质热演化速率比正常沉积时快。在早期快速沉积晚期正常沉积情况下中，早期快速沉积时有机质经历

快速热演化阶段，而晚期正常沉积时，有机质热演化速率已较高且经历时间较长。而在早期正常沉积

晚期快速沉积情况下，早期正常沉积时有机质热演化速率比较低，而晚期快速沉积时热演化速率尽管

很高但是经历时间短。因此，造成不同时期不同沉积速率有机质热演化程度差异。 

沉积速率不同造成有机质热演化的差异的同时也造成生烃过程的差别。早期快速晚期正常沉积时，

表现出有机质生烃早，持续时间长的特点；早期正常沉积晚期快速沉积时，表现出有机质生烃晚，晚

期快速生烃的特点（图 4c）。 

选取了东方区与乐东区两口深井 W1 和 W2（早期 W1 井相对 W2 井区为快速沉积，晚期 W1 井

区相对 W2 井区为正常沉积）进行模拟，并用镜质体反射率数据标定，模拟结果与上述模型结果一致，

表现出：相同埋深时 W1 井区有机质热演化程度比 W2 井区高（图 5a）；生气方面，W1 井区有机质

生气早持续时间长，W2 井区有机质生气晚且晚期快速生气（图 5b）。 

综上可见，新近纪和第四纪莺歌海盆地沉积沉降中心由东方区向乐东区的迁移造成了东方区和乐

东区沉积速率的差异，进而造成两区泥岩有机质热演化的差异，导致东方区出现生气时间早持续时间

长而乐东区生气时间晚晚期快速生气的特征。此外，乐东区有机质热演化程度相对低而且生气晚，生

气过程中形成有机酸的时间也相对晚，这将有利于乐东区近梅山组烃源岩的中深层（黄流组和梅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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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层中次生孔隙的发育（乐东区黄流组储层孔隙中次生溶蚀孔占 85%～90%要高于东方区的 75%～

88%，很好证实这一点），有利于天然气成藏。 

 
图 5  东方区与乐东区典型井模拟结果 

Fig.5  1D basin modeling results in Dongfang area and Ledong area 

(a, Ro 与埋深关系曲线; b、三亚组中部转化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4  结论 

1）莺歌海盆地东方区与乐东区泥岩有机质热演化存在差异，相同深度时东方区有机质演化程度

比乐东区的高。 

2）莺歌海盆地的高温高压场对有机质热演化产生影响，但是造成盆地内东方区与乐东区泥岩有

机质热演化的差异主要原因是新近纪和第四纪莺歌海盆地沉积沉降中心由东方区向乐东区的迁移造

成两区沉积速率的差异。 

3）莺歌海盆地东方区有机质具有生气时间早持续时间长特点而乐东区有机质表现出生气时间晚

晚期快速生气的特征。 

致谢：诚挚感谢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南海西部石油研究院刘为、陈杨、罗威等同

志的协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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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ing effects of sedimentation on organic matter maturation in Yinggehai 

Basin 
 

Xiong Xiao-feng, Xu Xin-de, Guo Xiao-xiao 

(Zhanjiang Branch of CNOOC Ltd., Zhanjiang 524057,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organic matter is buried in the same deep, the thermal maturation of organic matter is higher in 

dongfang area than that in ledong area. The high temperature and overpressure systems have affected on the thermal 

maturation. But, the main reason of the difference of thermal maturation between dongfang area and ledong area is the 

different deposition rates which caused by migration process of depocenter during  neogene-quaternary. The depocenter 

migration marked a difference hydrocarbon generation between dongfang area and ledong area. In dongfang area, the 

generation begins early and lasts a long time. But, in ledong area, it initiates lately and is fast. The organic acid is also 

formed lately in ledong area, which i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secondary pore in mid-depth formations.   

Key words: Depocenter migration; Deposition rate; Maturity; Hydrocarbon generation; Basin modeling; Yinggeha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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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藏废弃压力计算方法的探讨——二项式产能方程与数值模拟横向对比 
 

陈仲良1，王怒涛 1，张  劲 2 

（1.西南石油大学石油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2.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51) 

 

摘要：废弃压力是计算油气藏采收率或可采储量的重要参数，也是相关地面工程论证与设计的重要依据。气藏的废

弃压力有通过类比分析和经验公式计算，也有借助气井的稳定二项式产能方程结合废弃井底流压计算。后者在矿场

上应用广泛，原因是考虑了气藏原始地层压力、储集层温度和孔渗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但缺少对该方法适用特点

的研究。在详细介绍经验公式法和二项式产能方程法的基础上，针对建立的单井模型，分别通过二项式产能方程和

数值模拟手段计算废气压力，结果显示：随着储集层渗透率提高，二项式产能方程计算值下降幅度迅速收窄，而数

值模拟计算值稳步降低，下降幅度缓慢收窄；随着气井经济极限产量提高，二项式产能方程计算值上升幅度迅速收

窄，而数值模拟计算值稳步上升，上升幅度缓慢收窄。研究表明：当储集层渗透率较低或经济极限产量较高时，二

项式产能方程法的废气压力计算值更可靠。 

关键词：气藏；废弃压力；二项式产能方程；数值模拟 
     

0  引言 

气藏的废弃压力是指气藏在正常开采若干年后，出于经济上的盈亏平衡或其他方面的考虑，该气

藏将无法继续维持生产，此时相应的地层压力即为废弃压力，它的数值相比原始地层静压要小得多[1]。

迄今国内外学者针对气藏废弃压力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显著。以下详细介绍几种典型的气藏废弃压

力计算方法。 
1  常用计算方法举例 

1.1  经验公式法 

加拿大学者休梅克收集了确定废弃压力经验方法，列举如下[2] ： 

（1）按气藏原始地层压力的 10%，再加上 0.689MPa，作为近似的气藏废弃压力值： 

0.1 0.689                                (1) 

（2）废气压力近似计算的一般通式： 

3.2 10 		 0.3445                           (2) 

（3）若凝析气藏的压力梯度在 1.13×10-3MPa/m（50psia/1000ft）左右，可用下式估算废弃压力： 

1.13 10                                 (3) 

                                                           
作者简介：陈仲良(1992-），男，本科毕业于重庆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油气藏工程、试井理论等方面研究． 

电话：1512308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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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凝析气藏的压力梯度在 2.26×10-3MPa/m（100psia/1000ft）左右，可用下式估算废弃压力： 

2.26 10                                (4) 

（5）若凝析气藏的压力梯度十分接近 2.176×10-3MPa/m（95psia/1000ft），下式是计算废气压力

的最佳公式：   

2.176 10                                (5) 

在实际气藏开采中，可根据不同生产情况调整上述废弃压力的估算。如几口井限制采气量，废气

压力应增加 10%~15%；若气藏中大多数井产水，废气压力应增加 15%~40%，当发生严重水锥时，会

导致更高的废气压力。 
1.2  二项式产能方程法 

描述气井产量与井底流压关系的方程称为产能方程，产能方程包括稳态产能方程和非稳态产能方

程。可用于计算废弃压力的气井二项式产能方程属稳态产能方程，公式如下： 
                              (6) 

等号右端第一项代表达西流所消耗的能量，第二项代表非达西流所消耗的能量[2]。(6)式中井底流

压 计算公式如下[4]： 

      
. 	

1                   (7)      

                                 .                          (8)      

(6)式中系数 A、B 的计算公式如下： 

   .
log 0.434                     (9) 

.                     (10) 

(10)式中 值计算公式如下[5]： 
.

.                                (11) 

(11)式是陈元千等人依据矿场气井试井资料推导得出的经验公式，相比国外学者通过实验室岩心

测试资料推导，具有更高的实用价值。 
在气藏的开采生产过程中，天然气黏度 和偏差系数 Z 随地层压力逐步降低而发生变化，造成系

数 A、B 的不断变化，最终气藏废弃时(6)式可改写为： 
                       (12) 

(12)式中 为气藏废弃时单井产气量，可等量于单井经济极限产量 ，计算公式如下[6]： 
                              (13) 

有学者认为针对产水气藏， 也可等量于临界携液量（最小携液速度下的单井产气量），但众多

生产实例表明，气井产量低于临界携液量时，井底的确存在大量积液，然而气井被立即压死，导致停

产的事故鲜有发生，很多气井仍能延续生产数年。即使气井因井底积液过多被压死，在井口敞喷排水

后便可继续生产，且产量远高于临界携液量[7]。所以将气井废弃产量等量于临界携液量的做法是不严

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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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废弃压力 ，首先要选取气藏开发初期，由现场实际资料得到的某地层压力下天然气黏度

和偏差系数 ，计算出相应的 、 。再通过经验公式等方法预估一个废弃压力 ，现在问题的关键

是如何求取废弃压力 下的天然气黏度 和偏差系数 。这里介绍两种方法，一是公式迭代法，粘

度 可借用Lee和Gonzalez等人通过实验提出的经验公式，偏差系数 可借用Beggs和Brill提出的拟合

Standing Kats图版（1974 年）的经验公式迭代计算得到[2]。二是使用Saphir试井解释软件，将相关

地层参数和采出气体的组分输入后，软件会自动计算出不同地层压力下的黏度 和偏差系数 。  

最后迭代计算废弃压力 ，公式如下[2]： 

                              (14) 

                               (15) 

                     (16) 

(16)式中的 值是将 代人(7)式计算得到的。得到 后验证与 的差值是否满足精度要求（小

于10 ），如果满足， 即为所求的废弃压力。如不满足，将 值赋予 ，重新计算相应的 和 ，

再通过(14)~(16)式计算出新的 ，迭代步骤可重复若干次，直至 与 的差值满足精度要求即可。 
2  数值模拟介绍和模型建立 

矿场生产实际表明，准确地预测油藏开发动态对于及时调整开采生产措施，高效指导油藏开发具

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油藏开发动态预测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类[10]：一是类比法，譬如寻找一块已开发的

油藏，与目标油藏具有相似的地理性质和岩石物性，利用已有的生产资料预测目标气藏的开发动态；

二是实验方法，核心思想是建立物理模型模拟流体在多孔介质中的渗流并测定相关参数，旨在反映局

部甚至整块油藏的储集层性质和开发动态；三是数学方程法，包括递减曲线分析、物质平衡方程等。

现代油藏数值模拟方法，是指科学结合数学、物理、油藏工程等学科理论，建立包含初始和边界条件、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基本数学模型，借助高速计算机编写程序并求解，实现不同开采条件下油藏开发

动态的准确预测。具体流程如下[10]: 
 

 

 

 

 

 

 
图 1  现代油藏数值模拟流程图 

动态预测是油藏数值模拟中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对大多数油藏来讲，进行数值模拟的目的最终都

是为了要对油气田未来的动态作出预测。它可以预测某一油藏在不同开发条件下的动态，也可以预测

同一油藏在不同描述下的动态，使我们在油藏开发之前就能了解到某口井、井组甚至整个油藏在不同

开发方式下的生产动态情况，从而制定合理的实施方案高效的开发目标区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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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计算和对比研究，建立一个单井模型，干气气藏。储集层是一块长方体，顶面深度 4700m，

厚 20m，长和宽均 1000m，孔隙度 7%，净毛比 1，压力系数 1.1。模型 X 方向、Y 方向和 Z 方向的渗

透率均 1mD。区块中心有一口气井，在储集层位置射孔完井，属打开完善井。不考虑断层和水体情

况。 
3  计算结果和对比  

经验公式法仅考虑储集层埋藏深度等因素对废气压力的影响，缺少对储集层渗透率、有效厚度、

生产井身结构等因素的综合考量，计算结果仅作参考，在矿场的实际生产中用处不大，如果能够找到

一块与目标区块十分类似的气藏，并且储集层埋深和废弃压力数值已知，就可以尝试修正获得有特殊

适用范围的经验公式，用于目标区块的废弃压力计算。 

针对前述的单井模型，着重借助二项式产能方程和数值模拟手段计算废弃压力，并对比和研究计

算结果的差异。首先保持储集层基本条件和井身结构参数不变，设定经济极限产量为 0.3×104m3/d 不

变，仅改变储集层渗透率大小，取值从 0.6mD 逐步增加至 1.5mD，计算结果见表 1，图 2： 
 

表 1  废弃压力计算结果 

Table 1  The abandonment pressure calculation results 

渗透率 
(mD) 

废弃压力(MPa) 
二项式产能方程 数值模拟 

0.6 3.7148 3.6793 

0.7 3.5796 3.4086 

0.8 3.4746 3.1901 

0.9 3.3911 3.0092 

1.0 3.3226 2.8563 

1.1 3.2655 2.7247 

1.2 3.2171 2.6096 

1.3 3.1756 2.5087 

1.4 3.1397 2.4183 

1.5 3.1081 2.3373 

 
图 2  二项式产能方程与数值模拟计算结果对比图 

Fig.2  Comparison of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calcul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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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设定储集层渗透率为定值1mD，调整经济极限产量由0.22×104m3/d逐步增加至0.3×104m3/d。

两种方法计算结果见表 2，图 3： 
表 2  废弃压力计算结果(储集层渗透率 1mD) 

Table 2  The abandonment pressure calculation results(Reservoir permeability 1mD) 

经济极限产量 
（104m3/d） 

废弃压力（MPa） 
二项式产能方程 数值模拟 

0.22 3.1521 2.4497 

0.24 3.1955 2.5575 

0.26 3.2384 2.6607 

0.28 3.2808 2.7601 

0.3 3.3226 2.8560 

图 3  二项式产能方程与数值模拟计算结果对比图(储集层渗透率1mD) 
Fig.3  Comparison of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calculation results (Reservoir 

permeability 1mD) 

图 2 可看出，随着储集层渗透率提高，两者计算值都在逐步降低，但下降情况存在明显差异：渗

透率每提高 0.1mD，二项式产能方程计算值下降幅度迅速收窄，而数值模拟计算值稳步降低，下降幅

度缓慢收窄。图 3 可看出，随着气井经济极限产量提高，二项式产能方程计算值上升幅度同样迅速收

窄，而数值模拟计算值稳步上升，上升幅度缓慢收窄。随着储集层渗透率升高或经济极限产量降低，

两者计算结果差值扩大，反映出二项式产能方程法的适用特点。数值模拟能够真实再现流体在储集层

中的流动过程和动态特征，是可以处理不稳定流动过程的[10]，因而计算值变化生动。二项式产能方程

属于稳态产能方程，当储集层渗透率较低或经济极限产量较高时，计算结果更可靠。 
4  结论和认识 

（1）随着储集层渗透率提高，二项式产能方程计算值下降幅度迅速收窄，而数值模拟计算值稳

步降低，下降幅度缓慢收窄；随着气井经济极限产量提高，二项式产能方程计算值上升幅度迅速收窄，

而数值模拟计算值稳步上升，上升幅度缓慢收窄。 

（2）二项式产能方程属于稳态产能方程，当储集层渗透率较低或经济极限产量较高时，计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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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更可靠。数值模拟能够真实再现流体在储集层中的流动过程和动态特征，可准确处理不稳定流动过

程, 计算值变化生动。 

（3）建议在实际生产中将经济极限产量作为气藏的废弃产量。 

（4）建议根据矿场资料推导的经验公式确定高速速度系数 值。 
 

符号注释： 

——气藏废弃压力，MPa; 

——气藏平均地层压力，MPa; 

——井底流压，MPa; 

——气藏废弃时井底流压，MPa; 

——气井井口流压，MPa; 

——标准条件下压力，MPa; 

——气藏含气层中部深度，m; 

——层流系数，MPa m⁄ ; 

——紊流系数,	MPa m⁄ ; 

——气藏废弃时的层流系数，MPa m⁄ ; 

——气藏废弃时的紊流系数,	MPa m⁄ ; 

——单井日产气量，10 m ; 

——气藏废弃时单井日产气量，10 m ; 

——单井经济极限产量，10 m d⁄ ; 

——Moody摩阻系数; 

——管柱气体平均温度，K; 

——气层温度,K; 

——标准条件下温度，K; 

̅——管柱气体平均偏差系数; 

——气体偏差系数; 

——油管内径，m; 

——气体相对密度; 

——油管下到气层中部深度，m; 

——气体粘度，mPa ∙ s; 

——供给半径，m; 

——井底半径，m; 

——由于钻井、完井和增产措施造成的表皮系数; 

——气层渗透率，mD; 

——气层有效厚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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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介质中的速度系数，m ; 

——通用气体常数，MPa ∙ m kmol ∙ K⁄ ; 

——气田目前的年生产总成本和费用，10 元 a⁄ ; 

——油气商品率，f; 

——气价，元 m⁄ ; 

——年综合税率，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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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the abandonment pressure computing methods of the gasfield: A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against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Chen Zhong-liang1, Wang Nu-tao1, Zhang Jin2 

（1.Colleg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uthwest Petroleum Branch Company, Chengdu 610051,China） 

 

Abstract: Abandonment pressur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ameter to calculate reservoir recovery or recoverable reserv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demonstration and design of surface engineering. Abandonment pressure of gas reservoir can 

be calculated not only by analogy analysis and empirical formulas, but also by stable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of gas 

well with abandoned bottom-hole flowing pressure. The latter widely used in mines, because it considers formation pressure, 

temperature, porosity-permeability and other factors of gas reservoir, but lack of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metho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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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s of detailed introduction with empirical formulas and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method, calculate gas reservoir 

abandonment pressure of established model of single well by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pectively.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reservoir permeability,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of calculating 

value declines rapidly narrowing, but numerical simulation declines steady and slowly narrowing. With the increase of gas 

well economic limit production,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of calculating value rises rapidly narrowing, but numerical 

simulation rises steady and slowly narrowing. Studies show that when the reservoir permeability is low or when the economic 

limit production is higher, abandonment pressure of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is more reliable. 

Key words: Gas reservoir; Abandonment pressure; Binomial deliverability equa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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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性气藏水平井试井解释图版绘制方法研究* 

 

陈仲良 1，王怒涛 1，张  劲 2，吴  娟 2 

（1.西南石油大学，四川 成都 610500； 

2.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裂缝性气藏水平井试井的难点在于其水平井试井典型曲线图版绘制，主要问题是对 Laplace 空间中井底压力

进行 Laplace 数值反演时，变形贝塞尔函数的计算容易溢出，使得曲线绘制过程中的计算不收敛，进而难于获得典

型曲线图版，难以应用试井解释。本文针对实际典型曲线绘制过程出现的问题，通过参数的重新组合，使得变形贝

塞尔函数计算过程中不会溢出，成功地解决了裂缝性水平井试井解释图版绘制的难题，更有利于双重介质的试井分

析。 

关键词：双重介质；水平井试井；变形贝塞尔函数；典型曲线 

 

0  引言 
Gringarten[1]等在 1973 年人利用渗流方程和 Green 函数与 Newman 乘积方法推导了各种复杂源汇

形状下油藏水平井试井模型解，主要利用数值积分计算，但计算速度较慢、精度较低，现场应用不方

便；1985 年 F. Daviau[2]对影响水平井压力的因素作了详细的分析，并给出了水平井的半对数及双对

数解释分析方法，但该方法难以考虑井筒储集及井筒附近表皮系数的影响；1985 年 Goode[3][4]在前的

基础上提出另一水平井试井分析模型，文中假设储层各向异性，半无限延伸(储层两侧面不渗透)，

Goode 分析了水平井渗流特征；后来，Ozkan[5]等人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压力动态和试井分析，

但都很难得到裂缝性气藏水平井的典型曲线。 

Ozkan 和 Raghavan(1991)[5-7]在 1988 年利用 Laplace 变换获得了均质油藏水平井在 Laplace 空间的

解的基础上，并通过应用 Warran Root (1963)模型将现有的解析式延伸到双重介质中，使得解的适用

性进一步加强。后来的许多学者，如西南石油学院的李晓平、刘启国、赵碧荣、廖新维等[8-13]，不是

利用考虑井筒储集及表皮系数的 Laplace 空间解直接进行数值反演，而是通过不考虑井筒储集与表皮

的实空间解数值变换到 Laplace 空间后，再利用 Stehfest 方法反演求出实空间的解，获得均质和双重

介质水平井试井解释的典型曲线。但是他们没有解决 Laplace 解直接进行数值反演中出现的许多不收

敛的问题，难以在 Laplace 空间直接绘制双重介质水平井试井解释的典型图版。本文提出新的反演方

法，将解决绘制双重解释水平井试井解释图版难的问题。 

1  裂缝性气藏水平井试井分析基本模型 
裂缝性气藏水平井渗流在径向圆柱坐标系中无因次控制方程[12-13]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亚太及南美地区复杂油气田渗流机理及开发规律研究”（编号：2011ZX05030-005-06）资助． 
作者简介：陈仲良（1992-），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油气藏工程动态分析及试井分析研究．地址：成都市新都大道 8 号西南石油

大学重点实验室．电话：15123080040．E-mail：czlspald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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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无因次量： fDp
为无因次裂缝压力； mDp 为无因次基质压力； Dt 为无因次时间； Dr 为无因次径

向距离； Dz 为无因次垂向距离； wDz 为水平井无因次垂向距离； DL 为无因次水平段长度； Dx 为无因

次测试点在 X 轴上的坐标值； Dy 为无因次测试点在 Y 轴上的坐标值； wDx 为无因次水平井井底在 X

轴上的坐标值； wDy 为无因次水平井井底在 Y 轴上的坐标值。 

式中其他物理量： ip 为原始地层压力，MPa ； p 为水平井中的压力，MPa ； fhK
为油藏裂缝水

平渗透率，
2m ； fvK

为油藏裂缝垂向渗透率，
2m ； mK 为油藏基质渗透率，

2m ； fK
为油藏裂缝

等效渗透率，
2m ；h为油层厚度，m； q为水平井产量，

3 /m d ； B 为原油体积系数；  为原油粘

度，mPa s ； r 为径向距离，m； wz 为水平井至油藏底边界的距离，m； L 为水平井段的半长，m；

t为生产时间，h。 

如果不考虑井筒储集与表皮效应的影响，得到裂缝性气藏水平井上下都封闭的情况下无限大地层

井底压力在 Laplace 空间的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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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可以得到水平井上下都封闭情况下有限封闭地层井底压力在 Laplace 空间的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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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 为 Laplace 变量； edr 为无因次外边界半径； 0I 、 0K 分别为第一类、第二类变形零阶贝塞

尔函数； 1I 、 1K 分别为第一类、第二类一阶修正阶贝塞尔函数。 

    考虑井筒储集和表皮效应影响的水平气井井底压力响应的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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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13）、（16）式进行积分是数值反演的关键，先看看 Bessel 函数关系曲线，如图 1-2 所示，

第一类贝塞尔函数值随自变量增大而增大，I0 与 I1 极限为无限大，也就随 red 增大或时间很短时（即

s  ），即 I0(x)与 I1(x)当 x>700.0 时产生溢出，在数值反演是很容易溢出；第二类贝塞尔函数值随

自变量减小而增大，自变量趋于零，其值也趋于无限大，也就是时间很长时（即 0s  ），K0 与 K1 值

非常大，即 K1(x)当 x<10-15 时 K1 值大到超过 1015。因此，对其直接积分计算难以实现，为了对（13）、

（16）式进行快速计算，许多学者提出了先解决 Bessel 函数积分的计算问题[14]，利用变量代换有以

下结果：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0 1 2 3 4 5 6
x

I
0
(
x
)
、

I
1
(
x
) I0(x)

I1(x)

0

0.2

0.4

0.6

0.8

1

1.2

1.4

1.6

1.8

0 2 4 6 8
x

K
0
(
x
)
、

K
1
(
x
) K0(x)

K1(x)

 
图 1  第一类修正贝塞尔函数      图 2  第二类修正贝塞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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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 (2 )
2

D n D n D

i n n
n n

M K x f d K x f d dx

K f K f
f f

   


  

     

 
    

 

（18） 

1 0( ) ( )i
x

K x K t dt


                                  （19） 

数值反演（13）式只包含第二类贝塞尔函数，当 Dt 时， 0s  ，其贝塞尔函数值趋于零，可

以直接对（13）式积分；或转化为反演（18）、（19）式，仍然需要积分；或者利用 0 ( )K t 的展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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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对于无限大油藏，这些处理方法都可以实现。但对于封闭圆形外边界就不同，下面讨论封闭圆

形外边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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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 0( ) ( )i
x

I x I t dt


                 （21） 

数值反演（16）式中包含第一类与第二类贝塞尔函数，特别当 0Dt  时， s ，其贝塞尔函数

值 I0 与 I1 的值趋于无限大，如图 1-图 2 所示，不能直接对（16）式积分，也不能直接反演（20）、（21）

式。 
2、裂缝性气藏水平井试井分析典型曲线绘制新方法 

主要是对（16）式中的 I0 与 I1 函数反演问题，即对下式的积分问题： 

 1
21 0

0 0
11 0

( ) ( )
( )

ed
D

ed

K r f I x f d
I r f

 


             （22） 

将（22）式改写为： 

 1
21 0

0 0
1 1 0

( ) ( )
( )

ed
D

ed

K r f I x f d
I r f

 


            （23） 

将（23）式改写成通用的形式如下： 
1

1 1
0 2

1 1 1

( ) ( )
( )

K x I x d
I x



                        （24） 

讨论（24）式积分问题，当 x 时， 1 0 10, ,K I I  ，并且 I0 与 I1 的值越来越接近，

他们 1 0 1/ 0K I I  是可以数值积分运算，单独计算每个贝塞尔函数值，I0 与 I1 一定溢出，不能数值积

分，对第一类贝塞尔函数： 

当

2
2

2 23.75
3.75
xx     

 
时,t ，则 

6

0 2 2
0

( )= j
j

j
I x a t


                        （25） 

式中： 

a0=1.0,a1=3.5156229,a2=3.0899424,a3=1.2067492,a4=0.2659732,a5=3.60768E-2,a6=4.5813E-3。 
6

1 2 2 2
0

( )= j
j

j
I x x b t


                       （2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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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5,b1=0.8790594,b2=0.51498869,b3=0.15084934,b4=2.658773E-2,b5=3.01532E-3,b6=3.2411E-4

。 

当 2 2
2

3.753.75x
x

 时,t ，则 

2

0 2 2
2

( )= ( )
xeI x C t
x

                       （27） 

8

2 2
0

( ) j
j

j
C t c t


                           （28） 

式中： 

c0=0.39894228,c1=1.328592E-2,c2=2.25319E-3,c3=-1.57565E-3, 

c4=9.16281E-3,c5=-2.057706E-2,c6=2.635537E-2,c7=-1.647633E-2,c8=3.92377E-3。 
2

1 2 2
2

( )= ( )
xeI x D t
x

                      （29） 

8

2 2
0

( ) j
j

j
D tx d t


                          （30） 

式中： 

d0=3.9894228E-1,d1=-3.988024E-2,d2=-3.62018E-3,d3=1.63801E-3, 

d4=-1.031555E-2,d5=2.282967E-2,d6=-2.895312E-2,d7=-1.787654E-2,d8=-4.20059E-3。 

对于第一类贝塞尔函数计算，关键在于（27）式与（29）式，出现指数增长，计算很容易溢出，

导致无法积分。 

对于第二类贝塞尔函数： 

当
2

1 12
4
xx  时,t ，则 

1
0 1 1 0 1( )= ( ) ( ) ln

2
xK x A t I x                   （31） 

6

1 1
0

( ) j
j

j
A t A t


                             （32） 

式中： 

A0=-5.7721566E-1,A1=0.42278420,A2=0.23069756,A3=0.348859E-1, 

A4=0.262698E-2,A5=0.10750E-3,A6=0.74E-5。 
1

1 1 1 1 1
1

1( )= ( ) ( ) ln
2
xK x B t I x

x
               （33） 

6

1 1
0

( ) j
j

j
B t B t


                            （3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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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0,B1=0.15443144,B2=-0.67278579,B3=-0.18156897, 

B4=-0.1919402E-1,B5=-1.10404E-3,B6=0.4686E-4。 

当 1 1
1

22x
x

 时,t ，则 

1

0 1 1
1

( )= ( )
xeK x E t
x



                       （35） 

6

1 1
0

( ) j
j

j
E t e t


                           （36） 

式中： 

e0=1.25331414,e1=-0.7832358E-1,e2=0.2189568E-1, 

e3=-0.1062446E-1,e4=0.587872E-2,e5=-0.251540E-2,e6=0.53208E-3。 
1

1 1 1
1

( )= ( )
xeK x F t
x



                      （37） 

6

1 1
0

( ) j
j

j
F t f t


                          （38） 

式中： 

f0=1.25331414,f1=0.23498619,f2=-0.365562E-1,f3=0.1504268E-1, 

f4=-0.780353E-2,f5=0.325614E-2,f6=-0.68245E-3。 

对于第二类贝塞尔函数计算，关键在于（31）—（38）式，不论自变量如何变化，很容易计算，

不会出现溢出现象。 

下面对（24）式作如下处理就可以积分计算，不会出现溢出现象：  
1 23.75,x x <3.75时,I0 计算不变，I1 与 K1 计算写成如下形式，但他们乘积不变。 

12

1 1 1
1

( )= ( )
xeK x F t

x



                           （39） 

1 1 1
2

1( )= ( )I x D t
x

                            （40） 

1 23.75,x x  3.75时,I0、I1 与 K1 计算写成如下形式，但他们乘积不变。 
1 22

1 1 1
1

( )= ( )
x xeK x F t
x

 

                           （41） 

1 1 1
2

1( )= ( )I x D t
x

                              （42） 

0 2 2
2

1( )= ( )I x C t
x

                             （43） 

式中：（25）—（43）式中系数
, , , , , , ,j j j j j j j ja b c d A B e f

系数见参考文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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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d Dr x   ，即 1 2x x ， 1 22 0x x   ，（39）—（43）式计算不会溢出。 

3  双重介质水平井试井分析典型曲线绘制实例 
     经过上面数值计算处理，分别利用（13）式与（16）式直接数值反演积分，计算非常很快，

在不考虑井筒储集与表皮系数影响情况下的典型曲线，如图 3、图 4 所示，从典型曲线上看出，利用

改进贝塞尔函数计算方法，无论无因次时间小到 10-7，大到 109 都可以反演出来。如果考虑井筒储集

及表皮系数的影响，更难出现水平井表现出来的早期径向流阶段，如图 5、图 6 所示，井筒储集效应

很快结束，垂向径向流阶段时间很短，快速进入径向流阶段。当 LD 较长时，压力与压力导数曲线难

以表现出早期线性流阶段，如果当 LD 越短，井筒储集与表皮效应结束后表现出早期线性流阶段。 

  
图 3  双重介质无限大油藏水平井典型曲线     图 4  双重介质封闭边界油藏水平井典型曲线 

  
图 5无限大双重介质水平井典型曲线（Cd=0.00001,S=5）图 6封闭边界双重介质水平井典型曲线（Cd=0.00001,S=5） 

4  结论与认识 
（1）改进贝塞尔函数计算可以推广到其他有关类似计算方法中； 

（2）水平井一般开发薄油层，油层厚度小，垂向径向流不可能出现很长时间，很容易被井筒储

集与表皮效应掩盖，难以解释，水平井试井不能只用典型曲线拟合获取参数，必须寻找其他方法联合

解释储层参数。 

（3）水平井越短，垂向线性流段表现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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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ethods of drawing horizontal well test interpretation chart in dual 

porosity reservoir  
 

Abstract: The difficulties of horizontal well tests on fractured reservoirs locate on the plotting of their typical curves. The 

main problem is the overflow of the process of calculating the modified Bessel functions when we operate the Laplace 

numerical inversions of the bottom hole pressure in Laplace space. These overflows lead to the diffusions of calculations 

during the plotting the curves, even more, and which result in the failure to obtaining the typical curves for applying to well 

test interpretations. This paper tackles these problems on the plotting the curves, and help us avoid overflows of the 

calculations on modified Bessel functions by using the recombination of parameters. Those work succe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n the plotting of curves on fractured horizontal well tests, and be beneficial to analyses of the dual porosity well 

tests. 

Key words: Dual porosity; Horizontal well test; Modified bessel function; Typical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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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F003 

柴达木盆地东坪地区基岩气藏发育特点及开发对策 

 

程立华1，冀  光 1，位云生 1，杨  云 2，齐亚东 1，刘昊伟 1，孟德伟 1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甘肃 敦煌 736202） 

 

摘要：青海油田柴达木盆地西北部东坪地区基岩气藏的发现是我国在该领域的首次突破，也成为国内首个规模开发

的基岩气藏。鉴于基岩气藏的特殊性，国内外可供参考的开发实例较少，因此对基岩气藏的储层特点、生产特征、

评价方法和开发对策的认识存在不确定性。本文分析了基岩气藏储集空间特点和物性特征，明确了沿裂缝体系形成

的溶蚀孔洞是基岩气藏主要的储集空间，而裂缝对孔隙度贡献较小，主要起到渗流通道的作用。在垂向上基岩储层

可以划分为风化破碎带、裂缝发育带和致密带三个部分，其中巨厚的裂缝发育带是基岩储层的主体。基岩气藏气井

产量较高，单井动态储量较大，受气藏非均质性影响，各井差异也较大。在气藏静动态特征分析得基础上，提出了

基岩气藏形成的有利条件，明确了少井高产、整体评价、均衡开采的基岩气藏开发对策，为该类气藏的高效开发提

供借鉴。 

关键字：柴达木盆地；基岩气藏；储集空间；形成条件；开发对策 

 
0  引言 

基岩是沉积盆地形成时期相对古老的基底地层，发育年代可以是前寒武纪、古生代或中生代，岩

石类型可以为变质岩、火山岩和沉积岩，并以变质岩和火山岩为主，具有广泛发育的特点[1]。基岩油

气藏是指基底之上沉积的烃源岩形成的油气运移至基岩储层中，聚集成藏。自 20 世纪初在美国俄亥

俄州发现基岩油气藏以来，几乎在世界各大洲均有基岩油气藏发现，并以非洲、亚洲和美洲地区储量

大
［2］。目前，基岩中发现油田为主，气田相对较少，世界上以印度孟买隆起、美国的潘汉德基岩

天然气储量 大，分别达 2000 亿方和 20000 亿方。我国对基岩油气藏的发现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克拉玛依油田石炭系变质岩获得工业油流，随后陆陆续续在济阳坳陷、辽河坳陷、黄骅坳陷等均有基

岩油气藏发现。早期基岩油气藏的发现主要以潜山顶部不整合块状油气藏为主，进入 21 世纪，随着

技术手段和勘探理论的不断进步，基岩油气藏的勘探向更隐蔽和复杂的基岩内幕深入，以辽河油田为

代表，在基岩深层内幕发现了高产油气流，开创了基岩油气藏勘探的新局面［3 4 5］。2011 年青海油田

公司在柴达木盆地西北缘东坪地区基岩勘探中取得突破，东坪 1 井基岩中获得高产工业气流，成为国

内发现的首个基岩气藏，经过几年的试采评价和产能建设，目前已建成产能规模超过 10 亿方/年。 

基岩作为盆地的基底岩系，分布十分广泛，具有提供广泛储集岩的物质基础，多个规模较大油气

田的发现也证明基岩具备聚集油气的成藏条件，因此，随着沉积盆地可勘探、开发领域的不断减少，

                                                 
作者简介：程立华（1977-），男，吉林农安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气田开发地质相关研究工作．电话：010-83593559． 

E-mail：chlh@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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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岩油气藏展示了良好的勘探开发潜力。对于基岩气藏而言，国内外开发实例较少，对该类气藏储集

空间的发育特点、生产特征和开发评价方法尚缺乏系统的认识，因此结合东坪基岩气田的开发实践，

分析基岩气藏的发育特点，探讨基岩气藏的评价方法和开发技术对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区域地质概况 

柴达木盆地西北缘处于阿尔金山前带东段，受多期次构造运动影响，盆地基底变形强烈，出露地

表遭受风化剥蚀后，基底沉降，接受侏罗系和第三系沉积物，地层组合上由厚层块状变质岩基底和厚

达 3000m 的碎屑岩盖层组成，在构造上形成地形坡度大、纵横交错的多级断阶，具有形成系列油气

圈闭的地质条件。东坪地区是在这一区域构造背景上发现的由两个断背斜组成的中型基岩气藏，是柴

达木盆地近 10 年来发现的 大的气田。东坪区块西面为茫崖凹陷与大风山凸起，东面为昆特依地区、

冷湖构造带，东南面紧邻一里坪生烃凹陷。区内自西向东为尖北斜坡、东坪鼻隆、牛北斜坡、牛东鼻

隆、冷北斜坡的“两隆三带”构造格局，各构造内部被一系列小断层切割形成背斜、断背斜、断块等

圈闭形态（图 1）。东坪地区基岩气藏包括东坪 1 和东坪 3 井区两个断背斜气藏，其中东坪 3 气藏埋

藏深度在 1800 以下，正常压力体系，且底水活跃；东坪 1 气藏埋藏深度在 3000m 以下，气藏圈闭面

积远远大于东坪 3 气藏，且气层厚度大，具有异常高压特点，底水不活跃，是东坪地区基岩气藏开发

的主体。 

 
图 1 柴达木盆地西北缘东坪-牛东地区构造划分图 

2  基岩储层特征 
2.1  岩石学特征 

火山岩和变质岩是基岩发育的两大主要岩类，其中火山岩主要为花岗岩，变质岩主要为片麻岩。

东坪地区基岩以发育花岗岩、片麻岩及花岗片麻岩为主，由于阿尔金山前基岩在早元古代变质岩基底

上发育了多期花岗岩侵入［6］，因此在东坪地区基岩的岩性分布表现一定的分带性，北部的东坪 3 井

区以花岗岩为主，南部的东坪 1 井区以片麻岩、花岗片麻岩为主。 

东坪 3 井区岩心揭示基岩为肉红色、杂色、灰白色、黑色斑点花岗岩，岩心呈致密块状，相比东

坪 1 井区岩心颜色要亮，表面光滑，见似斑状构造和条带构造（图 2a）。薄片分析表明其主要矿物

成分为石英、钾长石、斜长石和少量黑云母，暗色矿物成分含量较少（图 7a，图 7b）。 

东坪 1 井区岩心揭示基岩主要为变质岩系，以片麻岩、花岗片麻岩为主（图 2b），岩心呈灰白

色、黑色条状花纹，较东坪 3 井区岩心颜色要暗，表面粗糙不平，呈片麻状和条带状构造，云母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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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分布。铸体薄片观察表明，岩石矿物成分主要为石英、斜长石和黑云母，石英具变晶结构，长石风

化程度较深，黑云母多定向排列，石英、长石等浅色矿物与云母等各种暗色矿物呈现不连续的明暗条

带状或片麻状分布（图 7c）。 

 

a 东坪 H301（1879.5m），花岗岩 

 

b 东坪 103（3242.1m），片麻岩 

 

c 东坪 103，3232.23m，溶洞 

 

d 东坪 103，3230.36m，风化溶孔      

图 2 东坪地区基岩岩心照片 

 

2.2  储集空间类型 
基岩岩石通常非常致密，呈巨厚块状，一般原始孔隙不发育，或者发育部分晶间微孔，很难形成

有效的储集空间。但是，由于基岩岩石形成时代早，多为太古界、元古界形成，因此一般均经历了漫

长的地质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构造挤压背景下的山前盆地，基岩受到多期次地质构造运动的影响，在

构造挤压、剪切错断、抬升暴露等作用下，导致岩石破裂，形成复杂的缝网体系，在长期暴露地表条

件下，接受风化剥蚀、淋滤溶蚀等作用，可形成有效的储集空间，同时地层水沿裂缝体系的渗流，也

会造成矿物溶蚀，形成各种溶孔。因此，基岩储层在垂向上分布表现出分带特征，自上而下可划分为

风化破碎带、裂缝发育带和致密带，发育裂缝、溶蚀孔洞和矿物溶孔三种储集空间类型（图 3）。 

①风化破碎带——溶蚀孔洞 

致密的基岩岩石受构造挤压抬升后，发育大量裂缝体系，暴漏地表，长时间经历大气淡水风化淋

滤和剥蚀破坏作用，并可以形成崩塌和近距离搬运和沉积，局部残存古土壤层，沿着不整合面以下发

育溶蚀孔洞，构成基岩风化破碎带，一般发育厚度不大，且不易保存，但储层孔隙度相对较高，测井

曲线呈现一定的过度形态，曲线幅度介于上覆碎屑岩地层与基岩之间。东坪 103 井在风化破碎带有取

心，该段岩心具有风化溶蚀特征，可观察到 1cm 大小的溶洞（图 2c，图 2d）。通过多井对比分析表

明，东坪地区基岩风化破碎带厚度分布在 5-10m，其孔隙度可达到 5-10%，是基岩储层孔隙度 高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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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裂缝发育带——裂缝、矿物溶孔 

基岩经历多期次构造活动，裂缝体系发育，

特别是沿着沟通基底和盖层的深大断裂体系，使

基岩形成了很好的地层水渗流通道。无论是在基

岩暴露地表时期还是在盆地沉降基底埋藏期，大

气降水和地下水均可以沿着裂缝体系渗流，在长

期地质历史事件作用下，使得不稳定矿物发生溶

蚀，形成矿物溶孔，造成基岩裂缝扩容，构成有

效的储集空间和渗流通道。这段裂缝体系发育、

并伴随裂缝体系形成矿物溶孔的基岩地层称之

为裂缝发育带，一般厚度大，孔隙度相对略低，

渗透率较高。东坪地区钻井揭示裂缝发育带厚度

可达到 400m 以上。多期裂缝交叉发育，裂缝面

粗糙不平，井径曲线高低幅度交替变化，声波曲

线呈短小锯齿状，电阻率曲线和密度曲线呈高幅锯齿状。 

裂缝发育带是基岩气藏主要储层发育段，以裂缝和溶蚀孔洞为主要储集和渗流空间。基岩岩石脆

性较大，容易在构造应力作用发生破裂，山前盆地边缘，构造挤压强烈，更有利于基岩裂缝的形成。

东坪地区岩心上看（图 4），基岩发育高角度缝、低角度缝、水平缝和网状缝，且具有多期裂缝组合

特点，可见不规则的小裂缝，多组交错分布。裂缝宽度可达 1-2mm，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充填，裂缝

密度大约 3-5 条/米，多数岩心碎裂成小块。铸体薄片中也可观察到微裂缝交叉分布，大小不等，裂

缝 宽处 0.05mm，呈网状分布。 

 

a 东坪 7，2170m，两组斜交裂缝 

 

b 东坪 1井，3215.1m，多组斜角裂缝 

 

c 东坪 H301 井，1880.5m，高角度缝、水平缝 

 

d 东坪 103，1880.3m，微裂缝 ×100 

图 4  基岩裂缝发育照片 

 

图 3 东坪地区基岩垂向分带特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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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口井基岩段成像测井分析表明（图 5，图 6），基岩裂缝整体以网状缝发育为主，裂缝密度达

5-10 条/米。目前基岩在本区内钻遇 深的井为东坪 8 井和东坪 104 井，钻穿基岩厚度达 250m，而在

相邻的牛东地区的牛参 1 井加深钻基岩 1000m 以上，均有大量裂缝发育，充分证实基岩段裂缝发育

程度。 

 
图 5  东坪 103 井部分井段成像测井图像  图 6  东坪 9井部分井段成像测井图像 

基岩中基质矿物溶孔主要是地层水沿裂缝渗流，造成矿物溶蚀，形成溶孔，其发育程度取决于可

溶矿物的含量。区内东坪 H101 和东坪 103 两口井 8 块铸体薄片，其中东坪 H101 井 4 块薄片发育溶

孔，主要为长石颗粒溶孔，多孤立发育（图 7d，图 7e，图 7f）。 

③致密带 

随着基岩埋藏深度增大，裂缝发育程度逐渐降低，而以致密的基岩岩石为主，巨厚块状，测井曲

线平直，即便发育矿物晶间孔，也多孤立发育，很难形成有效的储集空间。 

 

a 东坪 H103（1881.5m），花岗岩，微裂缝 

 

b 东坪 H103（1880.25m），花岗岩，微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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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东坪 103（3245.2），花岗片麻岩 

 

d 东坪 H101，3211.92m，×100 

 

e 东坪 H101，3211.99m，×100   

 

f 东坪 H101（3211.7），花岗片麻岩，溶孔 

图 7  东坪 H101 井基岩铸体薄片照片 

2.3  基岩储层物性特征 
基岩储层致密，依靠裂缝和溶孔提供有效的储集空间，通常储层孔隙度较低，渗透率较高，渗透

率级差极大。大量岩心分析表明，基岩储层孔隙度一般分布在 2-10%，平均 5%左右，并以次生溶蚀

孔洞、微裂缝扩容为主，渗透率从几个豪达西到几千个豪达西均有发育。越南白虎油田基岩（花岗岩

和花岗闪长岩）的储集空间类型以构造缝、收缩缝、风化缝、裂缝壁面的崩塌洞以及构造缝交汇处形

成的洞为主，大中裂缝和洞穴构成的裂缝系统孔隙度为 1%~2%，缝宽 100~500μm，渗透率超过 20D；

微裂缝构成的裂缝系统孔隙度为 2%~10%，缝宽 1~10μm，渗透率 5~7mD[7]。因此，基岩储层通常具

有低孔高渗的物性特点，属于双重介质储层。 

基岩岩心分析只能反映基质的物性特征，

东坪地区 29 个基岩样品分析表明：基质孔隙度

1.2-7.2%，平均 3.4%；渗透率 0.054-0.91mD，

平均 0.19mD，储层致密（图 8）。同时，压汞

实验也表明，基岩基质排驱压力在 7MPa 以上，

部分样品推测受裂缝影响，没有平直段，排驱

压力较低。进汞饱和度分布在 30-80%。样品实

验结果差异较大，反应了基岩微观非均质性较

强，其矿物溶孔和裂缝的分布差异较大。 

通过测井评价东坪地区基岩段总孔隙度分

 

图 8  东坪地区基岩基质孔渗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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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 2-6%（图 9），整体较低。尽管基岩段裂缝发育，但对孔隙度贡献不大，裂缝主要起到渗流通

道的作用。受岩心破碎影响，很难通过岩心获得裂缝孔隙度值。因此通过测井解释评价基岩裂缝孔隙

度。主要利用成像测井和深浅电阻率测井资料计算基岩裂缝孔隙度。当有微电阻率成像测井资料的时

候，利用微电阻率成像测井资料分析裂缝孔隙度，当没有微电阻率成像测井资料的时候，利用深浅电

阻率测井资料计算裂缝孔隙度。评价结果表明，裂缝孔隙度非常低，基本均在 1%以下，主要分布范

围小于 0.3%，可见裂缝不具备有效的储集能力，对基岩气藏孔隙度贡献较低（图 10）。 

 
图 9 基岩总孔隙度分布直方图   图 10 基岩裂缝孔隙度分布直方图    

3  基岩气藏生产动态特征 
3.1  单井生产特点 

基岩气藏储层呈厚层块状，与沉积岩储层相比缺少成层性，没有垂向的多层系交互特点，因此钻

遇气藏内基岩储层的厚度及其裂缝和溶孔的发育程度决定了基岩气藏单井的生产能力，同时气藏自身

的压力条件也直接影响了气井的生产能力。区内开发初期，两个井区试采井产量差异较大，单井日产

气量从几方到几十方均有，但整体呈现了中高产特点。其中，东坪 1 井区试采基岩层 3 口井，平均单

井日产气 7.8~19.8×104m3/d，压降速率 0.016~0.029MPa/d；东坪 3 井区试采基岩层 3 口水平井，平均

单井日产气 3.3~11.6×104m3/d，压降速率 0.016~0.038MPa/d。对比两个区块可以发现，东坪 3 井区以

花岗岩为主，裂缝和溶孔发育程度低，有效气层段厚度小，主体厚度仅 30-90m，气藏整体埋藏深度

小，在 1800m 以下，压力系数低，因此单井产量低；而东坪 1 井区，与此相反，以片麻岩为主，气

藏埋藏深度大，在 3000m 以下，压力系数高达 1.4，有效储层厚度达 200-400m，气井整体单井产量

高，稳产能力强。 
3.2  单井指标评价 

单井动态储量是气田开发的关键单井指标，是认识气井生产 终累计产气量的基础，决定了气井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开发效益，也是决定气田是否经济有效开发的重要依据。对于基岩气藏而言，完

全不同于碎屑岩气藏，有效砂体的规模尺度和连通性决定了地下储渗单元的大小，也决定了单井的动

态储量大小，基岩气藏整体呈巨厚块状，局部夹杂致密的非渗透隔夹层，对气藏造成一定的分割，但

是总体上，基岩气藏地下储渗单元的大小取决于裂缝体系的发育程度，沟通范围越大，单井动态储量

越高，甚至可以连通整个气藏。 

鉴于获得的单井生产动态数据的质量和特点，采用包括产量不稳定分析法（RTA）、Ilk幂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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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减法和密度扩散法等多种气藏工程方法对单井动态储量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来看，东坪地区基岩气

藏气井的动态储量整体较高，差异非常大，0.76亿方到2亿方均有（表1）。同时考虑到基岩气藏受裂

缝发育影响，钻井难度大，易造成井壁污染，导致气井表皮系数较高，短期的试采往往不能体现气井

的真实产能。例如试采过程中，东坪103井多次变更工作制度，随气嘴的放大，平均日产气量显著增

加，同时，地层压力损耗速率也增大，但是同样采用8mm气嘴生产，试采初期，日产气9.0×104m3/d，

而工作制度几经变更，再换回8mm气嘴时，日产气量增至13.8×104m3/d，明显比初期产量高，这主要

是因为随着生产时间的延长，井底污染不断解除，气井生产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基于此种原因，对基

岩气藏而言，应用早期试气资料评价单井指标常常会造成气井指标认识偏低，因此要充分考虑这些因

素，才能得到更接近真实情况的气井指标参数。 
表 1  单井动态储量评价结果汇总 

井 区 井 名 
基岩厚度

（m） 

动态储量(104m3) 

产量不稳定分析法 ILK方法 密度扩散法 综合结果 

东坪1 

东坪103 126.1 18667 19255 —— 18961 

东坪1 61.9 8735 9014 —— 8875 

东坪104 257.0 20453 20734 20287 20491 

东坪3 
东坪305 91.3 —— 7491 7715 7603 

东坪H301 141.2 19191 19644 20184 19673 

4  基岩气藏形成的有利条件 
基岩气藏是一种特殊的气藏类型，其形成需要具有特定的地质背景。 

（1）裂缝发育是基岩具备储集性能的必要条件。 

由于基岩的形成过程不像沉积岩，经历了由表生沉积物经过埋藏压实、孔隙流体作用转变为岩石

的过程，能够形成原生孔隙或者次生溶孔，而由火山岩和变质岩为主构成的基岩，一般岩石非常致密，

矿物晶粒结合紧密，不发育原生孔隙，自身几乎不具备渗透能力，很难有水岩作用发生，形成矿物溶

孔。因此，基岩岩石只有通过裂缝体系沟通，形成地层水的渗流，才能在长期的地质历史时期发生水

岩作用，造成部分易溶矿物溶解，形成溶蚀孔隙。可见，裂缝是基岩形成有效储集空间的必要条件。 

（2）长期出露遭受风化剥蚀是改善储层质量的关键因素。 

基岩气藏属于潜山类型的气藏，其形成和发育与区域不整合具有密切的联系。地质历史时期的暴

露、剥蚀和淋滤作用，一方面有利于近地表岩石风化剥蚀，搬运沉积，形成溶蚀孔洞；另一方面地表

水沿裂缝体系渗流，促进溶蚀作用的发生，造成裂缝表面粗糙，形成扩容现象。区域不整合的发育，

也是气体侧向运移的重要通道，是有效沟通气源岩和储集层的重要通道。 

（3）区域断裂发育是沟通气源的通道。 

区域断裂的发育，有利于圈闭的形成。基岩属于脆性岩石，通常不会发生褶皱变形，构造作用常

使其破裂，岩石错动，形成断背斜潜山构造，因此深入基底的大断裂的发育能够为大型圈闭的形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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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条件。同时，断裂的发育有利于沟通上覆的气源岩，气体沿断裂运移至基岩储层中，是气藏形成的

重要条件。 

（4）区域盖层和遮挡能有效聚集气体。 

与基岩相邻的沉积岩具有非渗透性，且分布广泛，形成区域分布的盖层，能对基岩中聚集的气体

起到良好的封盖作用。同时，横向遮挡的存在也是基岩成藏的必要条件，这种遮挡可以是断层，也可

以是基底岩脉，或者是被非渗透性沉积岩充填的基岩风化形成的侵蚀沟槽。一般而言，基岩地层厚度

大，很难形成岩性尖灭式的岩性气藏。 

（5）具备一定的气层厚度和异常高压是气井高产的关键。 

由于气体的可压缩性非常大，因此对气藏而言，地层压力更为重要，一般高产的气田多半具有异

常高压的特点。基岩储层孔隙度较低，受裂缝沟通作用，呈现出高渗特点，要想获得气井高产，必须

要有足够的气层厚度，并形成异常高压体系，才能保障气井高产、稳产。 
5  基岩气藏开发技术对策 

①以裂缝体系描述为核心，重点加强动态评价，确定气藏开发指标参数 

动、静态综合表征是认识基岩气藏的有效手段。基岩气藏储层具有裂缝和孔洞双重介质特征，其

空间分布成层性差，表现为巨厚块状，波阻抗差异较小，受此影响，地震资料在基岩储层描述方面的

应用受到制约，成像效果较差，因此测井资料，特别是成像测井资料的应用是基岩储层描述的关键，

对于刻画基岩裂缝分布规律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同时，需要加强基岩气藏动态测试资料的分析利用，

评价气井的泄气范围和气藏内部的连通性，确定气藏流体的渗流边界和产气能力。 

②作为一套开发层系整体开发，以“少井高产”为原则，优化布井 

基岩气藏一般受裂缝沟通，具有较好的连通性，多以块状气藏为主，单井产量较高。因此，对于

该类气藏要作为一套开发层系进行优化布井，并以少井高产为原则，由气藏高部位向低部位滚动布井，

可采取直井、水平井混合井网开发，其中高部位以水平井为主，向低部位以直井为主。 

③重视气藏的整体评价，避免过早水侵，实现均衡开采，提高气藏采收率 

基岩气藏多为构造控制的底水气藏，气藏水体能量大小不一，比如东坪 3 气藏水体能量大，气井

很快见水，稳产能力差，而东坪 1 气藏埋藏深度大，向深部基岩裂缝发育程度降低，水体能量弱，气

井产水量小，稳产能力强。无论基岩气藏水体能量大小，都是基岩气藏开发必须重视的问题，以保障

大幅度的提高气藏采收率。因此，对基岩气藏进行水体能量评价，并开展整个气藏地质建模和数值

模拟，合理安排气井产能，确定合理的采气速度，实现气藏均衡开采，是基岩气藏高效开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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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致密砂岩气藏气体渗流边界的计算 

 

胡   勇1,2，李熙喆 1,2，徐   轩 1,2，焦春艳 1,2，郭长敏 1,2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河北 廊坊 065007； 

2.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天然气成藏与开发重点实验室，河北 廊坊 065007） 

 

摘要：动用半径的准确确定是储量可动用性评价的核心和关键，针对致密砂岩气藏动用半径问题，采用长岩心多

点测压物理模拟实验方法（长度最长 200cm，每隔 20cm 设置一个测压点，配套有 100cm、50cm），测试了气藏衰竭

开采过程中沿程压力变化特征及分布剖面，与气藏开发特征结合，建立了稳态（实验出口端检测不到气流量，沿

程各点压力保持平衡不变）和非稳态（考虑废弃经济产量）条件下的压力与岩心长度函数关系（P～L 函数），建立

了动用半径与地层压力关系图版，确定了致密砂岩储层在不同含水条件下的动用半径，为我国苏里格、须家河等

气藏储量可动性评价、开发早期井网部署以及开发中后期井距优化加密提供了参考依据，研究成果可在国内、外

类似气藏中得到推广应用。 

关键词：致密砂岩；P～L函数；动用半径；物理模拟；实验方法 

 

0   引言 

致密砂岩气藏是否存在动用边界，如何确定该项参数是储量可动性评价的核心和关键[1-4]。现有

的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长期的生产动态跟踪分析，这种方法是最可靠的方法，资料越准确、

生产周期越长，结果越靠实，但这种方法对于生产资料的依赖程度比较大[5-6]；二是基于油藏实验建

立的“流量－压差”法[7-11]测试气体渗流阈压梯度，带入渗流方程进行计算，但采用“流量－压

差”法测试的气体渗流阈压梯度往往很大，带入渗流方程计算的结果在工程应用上难度大。基于以

上问题，本文从气藏衰竭开采过程中气井压降漏斗波及特征得到启发，创新性建立了一套长岩心多

点测压实验方法，可以模拟测试气藏衰竭开采过程中不同位置点（L）的储层压力（P），根据 P 与 L

的关系，建立了一套 P～L 函数关系，可以推算动用半径的大小, 为我国苏里格、须家河等气藏储量

可动性评价、开发早期井网部署以及开发中后期井距优化加密提供了参考依据。 

1   实验方法及步骤 

实验方法：通过在岩心夹持器胶皮套上布置测压孔（每隔 20cm 开一个测压孔），可以实现在实

验过程中对岩心内部不同位置孔隙压力进行检测。实验流程设计见图 1。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致密砂岩气有效开发评价技术”（编号：2011ZX05013－002）资助． 
作者简介：胡勇（1978-），男，重庆人，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高级工程师，现为东北石油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

事石油天然气开发与实验研究工作．地址：河北省廊坊市 44 号信箱，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 
E-mail：huy69@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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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岩心多点测压物理模拟实验流程 

实验步骤：（1）选择实验用岩心并建立初始含水饱和度；（2）将岩心装入岩心夹持器并加围压；

（3）通过高压气源对岩心孔隙饱和气至设计压力；（4）饱和气完毕后关闭气源，确保实验岩心处于

独立压力系统；（5）从岩心夹持器一端释放孔隙压力（模拟气藏定容衰竭开采）；（6）记录模拟实验

过程中开采时间、各测点压力、气流量、累计气流量等参数；（7）检测不到气流量或各测点压力保

持基本不变时，实验结束；（8）对实验参数进行处理，绘制岩心长度与测点压力关系图，建立 P～L

函数，结合实际开展计算，确定动用半径。 

2   实验岩心及基础参数 

以四川须家河气藏为研究对象，分类选择储层基质岩心（I 类：=12.745%，K=1.63×10－3μm2；

II 类： =10.59%，K=0.58×10－3 μm2；III 类：=6.93%，K=0.175×10－3 μm2；IV 类：=5.87%，

K=0.063×10－3 μm2），每类岩心分别在不同含水条件下开展系统的气藏衰竭开采物理模拟实验研究，

详细实验方案见表 1。 
表 1  实验岩心及基础参数 

实验

序号 
储层

类别 
平均孔隙

度，％ 
平均渗透

率，mD 
平均

Sw,％ 
1 

I 类 12.745 1.63 
69.9 

2 50.4 
3 30.3 
4 

II 类 10.59 0.58 

71.0 
5 56.6 
6 46.3 
7 36.1 
8 

III 类 6.93 0.175 

70.0 
9 57.3 

10 45.8 
11 30.4 
12 

IV 类 5.87 0.063 
72.0 

13 49.0 
14 29.7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实验过程中检测的压力分布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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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物理模拟实验可以测得任意时间下的压力剖面，衰竭开采末期（岩心出口检测不到气流量

以及各测点压力平稳不变）即稳态条件下测得的沿程压力分布剖面见图 2，结合生产实际，考虑一

定废弃产量条件（配产×5％）即非稳态条件下测得的沿程压力分布剖面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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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衰竭开采末期（稳态）压力分布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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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废弃产量条件下（配产×5％）压力分布剖面 

3.2   建立 P～L 函数 

通过图 2 和图 3 压力剖面，采用乘幂函数进行拟合，建立了 P～L 函数关系：P＝a×（L） b ，

通过实验测试结果，确定不同条件下的 a，b 值，见表 2。 

 

 
表 2    P～L 函数中的 a、b 值 

实

验

序

号 

平均

Sw,％ 

衰竭开采末期

（稳态） 
y = a×Lb 

废弃产量条件

下（配产

×5％） 
y = a×Lb 

a b a b 

1 69.9 0.226 0.183 2.127 0.244 
2 50.4 / / 0.857 0.168 
3 30.3 / / 0.524 0.193 
4 71.0 0.734 0.049 6.058 0.303 
5 56.6 0.451 0.109 4.476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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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6.3 0.218 0.056 3.792 0.324 
7 36.1 0.057 0.174 2.401 0.257 
8 70.0 3.8645 0.498 15.802 0.3273 
9 57.3 1.1945 0.259 8.2276 0.3188 

10 45.8 0.2356 0.323 5.8885 0.2982 
11 30.4 0.1723 0.349 5.2274 0.292 
12 72.0 19.768 0.353 32.72 0.3343 
13 49.0 4.228 0.512 19.075 0.3654 
14 29.7 2.2562 0.286 17.468 0.3541 

3.3  动用半径预测 

通过稳态条件下 P～L 函数关系，可以计算不同动用半径条件下的地层压力，从而得出动用半

径与地层压力的关系剖面见图 4。根据图 4 可以得出：稳态条件下计算的气体动用半径非常大，地

层压力 30MPa 时，即使是 IV 类储层在含水饱和度低于 30％时，其动用半径也大于 1000m，这表明

气体在低渗致密储层可细水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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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稳态条件下动用半径与地层压力关系 

通过非稳态条件下 P～L 函数关系，可以计算特定废弃产量条件下动用半径与地层压力的关系

剖面见图 5。根据图 5 可以得出：非稳态条件下计算的气体动用半径远远小于稳态条件下计算的动

用半径，与地层压力、储层渗透率及含水关系十分密切。通过图 5，结合气藏原始地层压力以及气

井废弃产量条件，可以确定气井控制的动用半径大小。如气藏原始地层压力 30MPa，气井初期配产

2 万方/天，废弃产量取 0.1 万方/天，则可以确定不同类型储层的动用半径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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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非稳态条件下的动用半径与地层压力关系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945 
 

表 3  不同类型储层非稳态条件下计算的动用半径 

储

层

类

别 

平均孔

隙

度，％ 

平均渗

透率，
mD 

平均

Sw,％ 

地层压力

30MPa，废弃产

量=初期配产

×5％下的动用半

径，m 

I 类 12.745 1.63 
69.9 

>1000 50.4 
30.3 

II
类 10.59 0.58 

71.0 200 
56.6 300 
46.3 600 
36.1 >1000 

III
类 6.93 0.175 

70.0 10 
57.3 80 
45.8 200 
30.4 400 

IV
类 5.87 0.063 

72.0 2 
49.0 15 
29.7 30 

4   动用半径图版的建立 

根据表 3 中的数据，可以建立地层压力 30MPa，废弃产量=初期配产×5％下的基质砂岩动用半

径与储层渗透率、含水饱和度的关系图版见图 6。根据该图版，结合气藏实际地质与气井生产特

征，可以确定不同渗透率储层在不同含水条件下的动用半径大小，为指导我国苏里格气田、须家河

气藏开展储量可动性评价以及开发早期井网部署以及开发中后期井距优化加密提供了有力参考依

据。 

 
图 6  基质砂岩动用半径与储层渗透率、含水饱和度的关系图版 

5   认识与结论 

（1）建立了一套长岩心多点测压物理模拟实验方法，可以模拟测试气藏衰竭开采过程中非稳态

及稳态条件下的压力分布剖面，为计算致密砂岩储层动用半径奠定了基础。 

（2）形成了一套基质砂岩动用半径与储层渗透率、含水饱和度的关系图版，为指导我国苏里格

气田、须家河气藏开展储量可动性评价以及开发早期井网部署以及开发中后期井距优化加密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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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ducing radius is one of  key factor for  assessment of  recoverable reserves, but difficult to be tested accurately. 

We get inspiration from the pressure cone of depression of gas well, and built experimental method which has been called 

“long core and multi-point test pressure experimental method”, the max length is 200cm and self-contained 100cm or 50cm, 

every 20cm has point to test pressure. So the pressure(P) in different point (L) of fomation can be tested by using the 

method, and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 and L, we can get the P~L function, and the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initial gas reservoir pressure , we can calculate the producing radius. The method has been used in  xujiahe gas reservoi in 

SiChuan.  Form the research, we have built the chart between producing radius and permeability, water saturation, which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when to assess  recoverable reserves,  define well spacing density in early development and  well 

pattern thickening in Middle-Late development. It can be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in the world. 

Key words: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oir; The P~L function; producing radius; Physical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study 

 



胡勇等：含水致密砂岩气藏气体渗流边界的计算 

948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949 

编号：NGGSF02F005 

兴 9 凝析气藏合理开发方式及改建地下储气库概念设计1 
 

刘团辉，郭发军，林建品，陈  洪，孟祥杰，席增强，毕扬扬，崔丽华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河北 任丘 062552） 

 

摘要：合理开发已有气藏并改建地下储气库，对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以及保障地区安全平稳供气意义重大。本文以兴

9 凝析气藏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气藏储层特征、密封条件以及气藏类型，结合开采特征研究、动态储量计算以及历

史拟合，优化了开发方式并对改建地下储气库进行概念设计。应用 Eclipse 数值模拟软件进行历史拟合，其结果与

实际生产数据较为一致，分析认为，衰竭式开采仍是目前比较适宜的开发方式。结合兴 9 凝析气藏实际情况，设计

了 7 套改建储气库注采方案，通过分析、对比及预测，优选了一套最佳实施方案。储气库最佳运行指标为：库容 14.2

亿方，气库上限压力 40.8 兆帕，下限压力 23 兆帕，工作气量 5 亿方，工作井 9 口，注气期 200 天，日注气 252 万

方，停气期 30 天，采气期 120 天。日采气 420 万方。预测 10 个注采周期累计产出凝析油 7.614 万吨，提高凝析油

采出程度 9.5%。 

关键词： 砾岩；凝析气藏；数值模拟；循环注气；建设储气库；方案优化  

  

0  引言 

随着京津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天然气的需求量持续增长。从长远发展来看，应对附近的油气田

合理开发并建设较大规模的地下储气库，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并满足该地区天然气需求量的持续增长

[1]。通过对国内外资料调研，各种类型储气库建设投资成本以枯竭油气藏型 低[2]。结合天然气输送管

网，目前正在开发的兴 9 凝析气藏紧邻陕京管线，成为建库首选目标。通过研究兴 9 凝析气藏合理开

发方式以及改建地下储气库方案设计，对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以及保证京津地区安全平稳供气具有重要

意义，同时，对我国枯竭油气藏型地下储气库建设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1  气藏特征 

兴 9 凝析气藏地处河北省廊坊市境内，构造上位于固安—旧州构造带，主要产层自上而下有两套，

均为古近系沙河街组沙三下段砾岩[3]。第 I 套砾岩产层和第 II 套砾岩产层间有稳定的泥岩隔层，互不

连通。本文讨论的气藏合理开发及改建地下储气库概念设计都是以第 I 套砾岩产层为基础的。第Ⅰ套

砾岩产层包裹于沙三段大套暗色泥岩之中，形成岩性圈闭，高点位于东南部的兴 9-1井处，埋深 3800m，

圈闭面积 16.1km2。 

1.1  密封条件 

兴 9 凝析气藏处于沙三下段大套暗色泥岩包围之中，其泥岩既是生油岩，又是气藏的盖层。由

                                                        
基金项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专项（编号：2015E-400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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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兴断层位于圈闭溢出点以下，兴 9 砾岩体本身未被后期构造活动形成的断层切割，所以断层的封

闭性是可靠的，对气藏的封闭条件研究只需分析泥岩盖层的封闭性[5]。 

1.2  气藏类型 

原始地层压力为 40.73 MPa，地层压力系数为 1.05；地层温度 120℃，地温梯度为 2.68℃/100 m，

属于正常的压力系统和温度系统。气水界面为 4120 m。 

兴 9 凝析气藏的储层属裂缝孔洞型储层，气藏具有块状特征；而兴 9 井砾岩体圈闭为一岩性圈闭，

因此该气藏为块状岩性气藏。 

气藏的原始凝析油含量为 464 g/m3，属于凝析油含量高的凝析气藏。 

试气、试采资料表明，生产第Ⅰ套主体砾岩体的气井中，仅低部位的井产地层水，水气比 2.0～34.2 

m3/104m3。 

综上所述，兴 9 凝析气藏的气藏类型为块状含水高含凝析油的构造岩性凝析气藏[6]。 

2  气藏工程研究 

2.1  动态储量计算 

在开采过程中，气藏产水量呈逐渐下降趋势，视地层压力与累积产气量的线性关系较好（图 1），

说明底水不活跃，属于弱水驱。因此采用压降法计算动态储量。 

对于定容气藏，随着开采过程中地层压力的下降，可以利用压降法计算天然气地质储量[7]。 

p/Z =pi/Zi- mGp…………………………………………⑴ 

式中  pi——原始地层压力，MPa； 

p——目前地层压力，MPa； 

Zi——原始地层压力下的天然气偏差因子，f； 

Z——目前地层压力下的天然气偏差因子，f； 

GP——累积产气量，104m3； 

m——直线斜率。 

在图 3 中，当视地层压力为零时，天然气的累计产量即为天然气地质储量。 

当气藏为凝析气藏时，以上压降法中的 Gp 应为包括干气的累产气量 Gp、凝析油的当量累积产气

量 Gep 在内的总产气量 Gpt，用物质平衡方程求出凝析气的总地质储量 Gt后，可以通过下式求得天然

气和凝析油地质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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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物质平衡法计算的天然气地质储量，108m3； 

N——物质平衡法计算的凝析油地质储量，104t； 

GORi——原始气油比，m3/m3； 

γo——凝析油相对密度，f； 

fg——天然气摩尔分数,小数 

对于定容气藏，随着开采过程中地层压力的下降，可以利用压降法计算天然气地质储量[7]。根据

兴 9 凝析气藏截止目前的地层压力、累积产量等动态资料，采用压降法计算该气藏凝析气总地质储量

为 15.50×108m3；计算得天然气地质储量 14.23×108m3，凝析油地质储量 74.32×104t。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5.5 6 6.5

Gp（108m3）

P
/
Z
（

M
P
a
）

回归时间：9604 - 1009
回归方程：P/Z=-2.3472Gp+36.375
相关系数：R= 0.9931

 
图 1  兴 9 凝析气藏（第Ⅰ套主体砾岩体）压降曲线 

2.2  凝析气藏数值模拟模型的建立及压力、生产历史的拟合 

本次数值模拟使用 Schlumberger 公司的 Eclipse 数值模拟软件中的 Office 和 Schedule 两个模块，

完成了动态历史生成、生产历史拟合。 

2.2.1  凝析气藏数值模拟模型 

（1）PVT 数据 

在室内 PVT 实验数据的基础上，使用了 Eclipse 软件的 PVT 模块进行数据的拟合。为了使拟合

的结果与实际生产情况相符合，本次 PVT 数据的拟合采用全组分。拟合过程采用经验法，即试凑法，

得到与实际生产情况较为符合的结果。 

实验室测得的露点压力是 40.47 MPa,拟合露点压力是 40.471 MPa，相对误差为 0.0025%。 

大反凝析体积为 11.34%， 大反凝析压力 8.17 MPa。 

（2） 数值模拟模型 

根据兴 9 凝析气藏的构造和地质特点，采用 Eclipse 的组分模拟器（E300）建立其地质模型。模

型描述了基质和裂缝的孔隙度、渗透率分布；地质模型的气水界面来源于实际资料，为 4120 m。 

2.2.2  历史拟合 

（1）储量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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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产井的开采特征，对影响凝析气藏储量的孔隙度、有效厚度、流体物性等参数进行多次修

正，拟合结果天然气储量为 15.86×108m3，凝析油储量为 80.43×104t，与动态储量的计算结果比较一

致。 

（2）生产历史拟合 

凝析气藏共有 8 口生产井进行了动态参数拟合，均为定气生产。主要拟合参数为：全气藏的地

层压力、累积产气量、累积产油量、累积产水量，单井的日产气量、日产油量、日产水量、井底流压、

静压。拟合结果见表 1 和图 2-图 3。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历史拟合效果较好，说明模型能够比较真实

地反映凝析气藏的开发历程，因而能够提供比较可靠的指标预测。 
表 1  兴 9 凝析气藏油、气产量历史拟合结果统计表 

类别  实际 模拟计算 

累积产气量，108m3 5.72 5.72 

累积产油量，104t) 24.28 21.19 

 

图 2  兴 9 凝析气藏生产历史拟合曲线图 

 

图 3  兴 9 凝析气藏地层压力拟合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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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理开发方式 

兴 9 凝析气藏投入试采时，因为凝析油储量规模小，故采用枯竭式开采。鉴于储层的非均质性强，

为了保证钻井成功率，2008 年以来都采用滚动方式钻探，新井也采用枯竭式开采。气藏凝析油含量

高，合理控制气井的生产压差，有利于提高凝析油采收率。采用单点测试与矿场实际生产分析，并结

合气井 小携液气量计算结果，确定了气井的合理产气量以及气藏的合理开发方式。 

3.1  单点测试与矿场实际生产分析 

依据气井单点测试资料，计算一点法无阻流量[8]。一般地，单井合理产量取无阻流量的 15%～20%；

但对于物性较好、无阻流量接近或大于 100×104m3/d 的气井，可根据气井的实际生产情况，以不发生

井筒积液为前提来确定气井的合理产量（表 2）。 
表 2  一点法无阻流量及合理产量计算结果数据表 

井号 一点法无阻流量，104m3/d 合理产量，104m3/d 

兴 9 5.8～4.6 1.5 

兴 9-1 592.1～174.5 5.0 

兴 9-7x 31.6～31.8 5.0 

兴 9-9x 80.9 5.0 

兴 9-6x 15.3 5.0 

兴 9-10x 10.6 3.0 

兴 9-11x 4.6 1.5 

生产情况表明，当兴 9-1 井日产气 4×104m3，兴 9 井日产气(3～3.5)×104m3 时，凝析油含量保持

相对稳定。从兴 9-2 井初期试采资料也可以看出，日产气量在(6.5～6.0)×104m3 时，凝析油含量降低；

当日产气量逐渐降至 4.3×104m3 左右时，凝析油含量回升并保持相对稳定。带水气井兴 9-7 井日产气

在 5.4×104m3 时油压相对稳定，而兴 9-11x 井因物性差，日产气量仅在（1.4～2.0）×104m3 左右。 

3.2  气井的最小携液气量 

采用杨继盛《采气工艺基础》[9]中计算气井 小携液气量的公式，计算了气井的 小携液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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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sc——卸载流速度与所下油管截面积的乘积换算到标准状况下的流量，104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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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卸载流速度，是能将气流中的液滴携带到井口的流速，m/s； 

ρg——气体密度，kg/m3； 

γg——天然气相对密度； 

ρL——井筒内液体密度，kg/m3； 

σ——气、液界面张力，N/m； 

A——油管截面积，m2； 

D——油管内径，m； 

pwf——井底流压，MPa； 

Z——井底条件下的天然气偏差因子，f； 

T——井底温度，K。 

兴 9 凝析气藏采用 2 2
1 ″油管生产，油管内径为 0.0635 m，天然气相对密度为 0.6977，井底温度

为 399.16 K；对于凝析油，井筒内液体密度 721 kg/m3、气水界面张力取 0.02 N/m；对于地层水，井

筒内液体密度 1074 kg/m3，气水界面张力取 0.06 N/m。根据试采资料综合分析，兴 9 井合理的单井日

产气量为 3.5×104m3 左右，兴 9-1 井、兴 9-2x 井等无水井合理的单井日产气量在 4.3×104m3～4.5×104m3

之间，兴 9-7 井和兴 9-11x 井合理的日产气量分别为 5.5×104m3 和 1.5×104m3。 

3.3  气藏的合理开发方式 

对于高含凝析油的气藏，如果采用衰竭式开发，会导致地层压力不断下降。循环注气保持压力开

发方式是提高凝析油采收率的主要方法。通过注气，一方面弥补了因采气造成的地下亏空，保持了地

层压力，使地层中的烃类系统几乎保持在单相气态下渗流，采气井能在较长的时间内以较高的油气产

量稳定生产；另一方面，由于注入剂的驱替作用以及注入气与地层中已析出的凝析油的接触反蒸发，

使更多的高含凝析油的凝析气得以采出[10]。 

兴 9 凝析气藏采用枯竭式开采方式。本次研究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在生产历史拟合的基础上，通过

对循环注气保持压力方案与衰竭式开发方案指标的预测与对比，优化出该凝析气藏的合理开发方式。 

3.3.1  循环注气保持压力开发方案的设计及预测 

（1）井网和井距 

气藏目前采用不规则的三角形井网系统，顶部井网的井距在 500～600 m，中部井网的井距在

700～800 m。为节约资金，充分利用老井，并考虑井距、井所处的构造位置及储层发育情况，选择轴

部位于构造高、中部位的兴 9-1 井、9-4 井注气，注采井距 520～800 m。 

（2）注入介质与注气开发方式 

注入介质主要包括甲烷气(CH4)、二氧化碳气(CO2)、氮气(N2)、烟道气及采出气。大张坨凝析气

藏 5 种注入介质(氮气、二氧化碳气、干气、天然气和气体处理厂的残余气)的模拟试算结果表明,注二

氧化碳气，凝析油采收率明显较低,其余几种介质的开发效果很接近,凝析油采收率为 53.5%～60.5%。 

由于没有外来气源，只能利用其自产的天然气经过处理厂脱高烷烃(丙烷以上组分)净化后再回注

到气藏中。经处理后的干气组分见表 3，处理后的干气量为处理前气量的 9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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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兴 9 气藏处理后天然气组分构成表 

CH4，% C2H6，% C3H8，% C4H10，% C5H12，% CO2，% N2，% 

83.7 10.13 3.3 0.79 0.06 2.02 0 

 

该气藏第Ⅰ套砾岩体储层连通性好，投产后地层压力由 40.82 MPa 降至 20.81 MPa，下降了 20 

MPa。采用气藏产量折算法计算不同压力时的凝析油含量，则凝析油含量由 500 g/m3左右降至 270 g/m3

左右。回注气量按采出分离器气量的 94%计算， 大注采比可达到 0.94；类比大张坨凝析气藏及苏 1

井凝析气藏设计方案的注采比，取注采比 0.70，因此注气开发方式为以部分保持目前地层压力和驱替

湿气,进行循环注气开发，即采用中晚期循环注气方式开发。 

（3）注采气量与注入周期 

该气藏投产的 10 口气井中，可利用的注采气井有 9 口，其中采气井 7 口，注气井 2 口。根据合

理产量的论证结果，气藏合理的日产气量为 28.5×104m3，按动态法储量计算采气速度为 7.3%。 

按注采比 0.70 计算，气藏日注气量为 19.95×104m3，平均单井日注气约为 10×104m3。 

根据数值模拟计算结果，兴 9 凝析气藏循环注气 8 年时，注入气前缘将到达二线生产井，凝析油

产量大幅度下降。综合以上分析结果，选择循环注气时间为 8 年。 

（4）方案预测 

循环注气 8 年，初期实际年产凝析油 3.48×104t，年产气 0.305×108m3，注气结束时累计生产凝析

油 37.09×104t，采出程度 46.12%，累计产气 8.11×108m3，采出程度 51.16%，地层压力降至 13.90 MPa。 

3.3.2  衰竭式开发方案指标预测 

衰竭式开采 8 年，初期年产凝析油 1.08×104t，年产气 0.309×108m3，开采期末累计生产凝析油

29.75×104t，采出程度 36.99%，累计产气 8.21×108m3，采出程度 51.75%，地层压力降至 13.59 MPa。 

3.3.3  方案对比与优化 

循环注气开采方案与衰竭式开采方案相比，天然气采出量相近，前者凝析油累计产量增加

7.34×104t，采出程度提高 9.13%。 

可以看出，循环注气开发具有一定的增油效果，但效果不显著。分析认为该气藏 大反凝析现

象出现在压降晚期，采用衰竭式开发也能采出一定量的凝析油。从开采现状以及改建地下储气库的

可能性分析，衰竭式仍是比较适宜的开发方式。 

4  改建地下储气库概念设计 

4.1  气井的注采气能力评价 

4.1.1  一点法测试资料分析 

为了比较气井产能大小，将测试资料计算的一点法无阻流量恢复至原始地层压力下的无阻流量

[8]。另外，利用气井投产、井底净化后的一点法试井资料，根据径向渗流有效渗透率公式，计算了

储层有效渗透率。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1）平面上气井产能分布极为不均，产能高的气井分布在中—东北部构造的高、中部位（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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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气井一点法无阻流量与所处位置关系统计数据表 

井号 所处构造位置 平均原始无阻流量，104m3／d 平均气层有效渗透率，10-3μm2 

兴 9-1 构造高部位 437.4 24.1 

兴 9-9x 构造中部位 233.1 21.6 

兴 9-7x 构造较低部位 60.3 3.8 

兴 9 构造中部位 7.6 0.3 

兴 9-6x 构造中部位 38.0 2.9 

兴 9-10x 构造中部位 25.9 0.7 

兴 9-11x 构造低部位 12.4 0.8 

 

（2）纵向上砾岩顶部储层相对发育、产能高。根据兴 9-1 等 4 口井产液剖面，均反映出靠近砾

岩顶部为主要产层，其产气量占总产量的 71%以上。另外，兴 9-1 井、兴 9-2x 井、等 8 口井等钻井

漏失井段顶距砾岩顶间的厚度占砾岩总厚度均小于 25%。由此推断，纵向上砾岩顶部储层相对发育、

产能高。 

4.1.2  直井合理产能方程 

（1）采气方程 

兴 9 凝析气藏中产能高的井分布在构造的高、中部位，且随着生产时间延长，井筒附近地层逐渐

净化，产能逐渐升高，无阻流量有变大的趋势。故储气库注采气井基本均部署在裂缝发育的高、中部

位。利用高中部位的 5 口井的单点测试资料，采用一点法计算，对计算结果取平均值后，得到合理的

单井产能方程为： 

qg＝0.8437（pe2－pwf2）0.6562…………………………………………⑻ 

式中  qg——单井日产气量，104m3； 

      pe——地层压力，MPa。 

通过节点分析在采气末期储气库单井的 大产气量以 30×104m3/d 为宜。 

（2）注气方程 

假定注气能力与采气能力相同，则地层流入计算公式为： 

Ig =0.8437(pwf2－ps2)0.6562…………………………………………⑼ 
式中  Ig——注入流量，104m3/d； 

      ps—— 地层压力。 

4.1.3  水平井合理产能 

（1）经验类比法  

调研结果表明，兴 9 凝析气藏与四川磨溪气田雷一气藏和新疆克拉玛依石西油田、一东区石炭系

和七区佳木河裂缝性油藏等油气藏有部分相似性，具有钻水平井的有利地质条件。兴 9 砾岩体的气层

有效厚度较大，部分井试油时单井产能较高；对于块状气藏而言，水平井具有泄气面积大、生产压差

小的特点，能减缓底水锥进，延长气井的稳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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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借鉴四川磨溪气田雷一气藏和吉林长深 1 火成岩气藏水平井开发的经验：水平段长度确定

为 300～500 m，单井产能为直井产能的 3～6 倍。 

（2）生产指数比法[11] 

水平井的水平段越长，水平井对直井的生产指数比越大，水平井的产能就越高。当兴 9 凝析气

藏水平井的水平段长度在 300～500 m 时，水平井的产能为直井的 2.8～4.2 倍。 

（3）水平井产能的确定 

前已述及，直井的合理产能为 30×104m3/d。水平井与直井生产指数的比为 2.8～4.2。因此，水平

井的单井产能应该可以达到 90×104m3/d 左右。 

4.2  建库基础参数 

（1）库容 

由于底水作用有限，可以采用定容气藏的物质平衡方程式计算库容量。以动态法计算的天然气地

质储量 14.2×108m3 为库容量。 

（2）气库运行压力 

上限压力：确定上限压力的主要原则是不破坏储气库的封闭性，兼顾工作气量与气井产能[12]。

由于储气库地处冀中平原，周围人口较多，以安全计，上限压力不应超过原始地层压力，取 40.8 MPa。 

下限压力：原则上确定下限压力时，库容的利用率应在 30%～40%；气井低压时有较高的产能，

满足调峰和采出气进站处理的要求。从注采气能力分析，直井采气末期的产能不低于 30×104m3/d，此

时的地层压力为 23 MPa 左右，井口压力 10 MPa 左右。因此，确定储气库的下限压力为 23 MPa。 

（3）有效工作气量 

库容规模为 14.2×l08m3，考虑到库容利用率达到 35%，则合理的工作气量为 5.0×l08m3。 

（4）气库运行周期 

储气库以保证北京市用气为主，兼顾天津、河北等地用气，因此，运行周期主要取决于北京市的

用气规律。 

考虑储层物性和非均质性，适当延长平衡期，确定储气库的运行周期为： 

采气期：11 月 15 日—3 月 14 日，共 120 天。 

注气期：4 月 1 日—10 月 15 日，共 200 天。 

停气期：3 月 15 日—3 月 31 日，共 15 天；10 月 16 日—11 月 14 日，共 30 天。 

4.3  概念方案设计 
4.3.1  方案设计原则 

根据用气需求与规律，按季节调峰运行进行方案设计。方案全部按照均采均注设计。为了保证储

气库的安全，尽量将新井作为注采井，在储层发育的部位布井，以利于库容的恢复与动用；为了降低

储气库的投资，应考虑利用老井。设计采用一套层系建立储气库。 

4.3.2  工作井数预测及井位布置 

（1）工作井数预测 

通过对老井复查及产能状况分析，可利用的老井有兴 9 平 1 井、兴 9 平 2 井两口水平井以及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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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井、兴 9-2x 井、兴 9-6x 井、兴 9-9x 井等 4 口直井。其中水平井按储气库注采井规范完井，可作

为注采气井。如果考虑利用上述老井及钻部分新井，则需要部署 8 口定向井或 3 口水平井可满足储气

库运行的要求。 
（2）井位布置 

气藏底水能量弱，构造低部位的产水井在开采过程中水量呈逐渐下降趋势，对储气库的影响较小。

布置注采气井时，应选择构造的中高部位裂缝发育区，使新井有较大的储层厚度，以保证较高的生产

能力。 

4.3.3 储气库注采对比方案指标预测及优选 

（1）5 套新钻直井方案 

方案 1：单井日采气能力 30×104m3，工作井 18 口（新钻直井）。 

方案 2：单井日采气能力 30×104m3，工作井 14 口（新钻直井）。 

方案 3：单井日采气能力 30×104m3，工作井 10 口（新钻直井）。 

方案 4：工作井 14 口（新钻直井），单井日采气能力 25×104m3。 

方案 5：工作井 14 口（新钻直井），单井日采气能力 35×104m3。 

由图 4 可以看出，由方案 1 到方案 3，随着生产井数的减少，相应的工作气量也逐步减少，库容

利用率逐步降低。方案 1 在运行末期已经由于地层压力太低已无法保障储气库的正常生产运行；方案

3 虽然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其运行末期的井口压力较高，库容利用率较低，工作气量与方案 2 相比减

少了 14400×104m3，造成了库容的浪费。因此，方案 2 应为较合理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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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容利用率

工作气量

地层压力

 

图 4   储气库不同井数方案指标对比图 

在井数确定的情况下，随着单井生产能力的增加，相应的工作气量也增加，库容利用率提高（图

5）。方案 5 虽然库容利用率高、工作气量大、单井产能高，但是地层压力下降比较快，无法满足储气

库运行的要求；方案 4 中气库虽然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其运行末期的井口压力较高，库容利用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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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气量比方案 2 少 8400×104m3，造成了库容的浪费；同时，单井产气量低，也有悖于储气库少井

高产的原则。因此，与方案 4 和方案 5 相比，方案 2 应为较合理的方案。 

因此将方案 2 作为储气库的均采均注运行方案较为合理。 

14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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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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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 方案四 方案五

工作井数

库容利用率

工作气量

地层压力

 

图 5  储气库不同日产量方案指标对比图 

（2）两套利用老井及水平井优势的方案 

在考虑利用老井及水平井优势的基础上，设计了方案 6 和方案 7，这两个方案是在方案 2 的基础

上进一步优化得到的。 

方案 6 利用已有的 2 口水平井作为注采工作气井及 4 口可利用直井为采气井，新钻工作井为定向

井。 

方案 7 除利用已有的水平井及直井外，新钻工作井为水平井。 

方案设计新钻 8 口定向井或 3 口水平井，同时利用老井 2 口水平井和 4 口直井，采取均采均注的

运行方式。优化方案与方案 2 相比，钻井数减少了，经济效益好。方案既能保证储气库的正常运行，

满足产出气外输的要求，又可以达到一个相对较大的工作气比例，并且投资 节省。由于利用水平井

可以明显减少钻井数和占地面积，同时也便于后期管理，与直井方案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推荐

方案 7 为 佳方案。 

（3） 佳方案运行指标 

有效库容 14.2×108m3；工作气规模 5.04×108m3，垫气量 9.16×108m3。 

工作井：水平井 5 口，其中新钻水平井 3 口，水平段长度为 300～450 m，井距为 250 m 左右。

另外利用 4 口已有直井。 

单井日注气（39～58）×104m3，总日注气 252×104m3；注气末地层压力 40.8 MPa，井口压力 33.2～

33.3 MPa。 

单井日采气（25.5～70.0）×104m3，总日采气 420×104m3。 

采气期末地层压力 23 MPa，井口压力：水平井 10.8～11.1 MPa，直井 11.97 MPa。 

为了解气库运行过程中气水区的动态变化，在老井修复的基础上，在构造的不同部位分别选择 2

口井作为观察井或监测井，进行相应的地层压力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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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储气库运行中水、凝析油产量预测 

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对方案 7 进行了 10 个运行周期的指标预测和对比。 

（1）产水量的变化 

注采气末期的地层压力基本不变；日产水量在第 6 周期上升较快，第 10 周期末单井 大日产水

量低于 40 m3。井型为水平井。 

（2）凝析油量的变化 

对比不同注采周期之间产出流体的组分可以看出，第 1 个周期内井流物的组分变化 大，受注入

气的影响，轻质组分急剧增加、重质组分急剧减少；随着储气库的运行，其产出的井流物中 C1 等轻

质组分的含量持续增加，重质组分已被大部分采出，故含量持续减少，逐渐接近注入气的组分含量。 

每个注采周期内凝析油的产量逐渐减少，直到井流物组分与注入组分基本一致时，就不再产出凝

析油。 

10 个注采周期累计产出凝析油 7.614×104t，提高凝析油采出程度 9.5%。 

可见通过对该气藏改建储气库，恢复地层压力，使注入气对损失在地层中凝析油重组分反蒸发，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高凝析油采收率的目的。 

5  结论 

通过循环注气开发与衰竭开发方案指标对比，循环注气开发具有一定的增油效果，但效果不显著，

从目前开采现状及建储气库的可能性分析，开发方式仍采用衰竭式为宜。 

推荐方案设计新钻 3 口水平井，同时利用已有的 2 口水平井和 4 口直井，既能保证储气库的正常

运行，满足产出气外输的要求，又可以达到相对较大的工作气比例，并且工作井数 少，投资 节省。

水平井可以减少钻井数和占地面积，便于后期管理，与直井方案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可以按照

推荐方案实施。  

通过对该凝析气藏改建储气库，恢复地层压力，使注入气对损失在地层中凝析油重组分反蒸发，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高凝析油采收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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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天然气开发技术  

 

史家亮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2249） 

 

摘要：中国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丰富，储量和产量潜力巨大。根据国土资源部的评估，2012 年中国致密气总资源量

16×10
12
 m

3
，至 2011 年 12 月底，中国煤层气累积探明地质储量为 4155×10

8
 m

3
，储量和产量均较少，处在工业化

和商业化开发的早期；根据世界能源所的评估，中国页岩气储量 30×10
12
 m

3
；天然气水合物同样值得重视，2013 年

珠江口沿海盆地发现控制储量相当于 1000~1500×10
8
m
3
天然气资源。本文将介绍国内外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技术的

现状。 

关键词：非常规天然气；致密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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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风化壳型含水气藏气水分布特征及开发技术对策 
——以鄂尔多斯盆地高桥区下古气藏为例 

 

闫海军1，马洪浩 1,2，贾爱林 1 ，何东博 1 ，冀  光 1 ，甯  波 1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能源学院，北京 10083） 

 

摘要：岩溶风化壳型气藏是一种主要的碳酸盐岩气藏类型，在我国广泛分布于鄂尔多斯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四川

盆地。由于受地层水影响，岩溶风化壳型含水气藏的开发面临极大的难题。该类气藏主要表现为储层大面积展

布、多层含气，储层薄、丰度低、非均质性强，气井动态特征差异较大，生产井受地层水影响严重等特征。气水

分布主要受区域构造背景、气源的充足程度、小幅度构造、储层的非均质性、沟槽的分布及构造反转的地质过程

等因素影响。高桥地区完钻水平井动静态特征分析表明，地层水影响是造成水平井生产效果较差的主要因素。针

对动态和静态方法在研究地层水分布特征的过程中存在的各自的缺点和不足，结合各自的优点，首次采用动静态

结合的方法进行储渗体类型划分，将储层划分为高渗无水、高渗凝析水、高渗封存水、低渗封存水、低渗凝析水

和低渗无水六种储渗体，同时在平面上明确各类储渗体分布特征。在气水分布控制因素及储渗体分布特征基础

上，制定了岩溶风化壳型含水气藏开发技术对策，为该类气藏科学高效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风化壳，含水气藏、气藏特征、气水控制因素、储渗体划分、开发技术对策  

 

0  前言 

“喀斯特（karst）”一词源于 100 多年前南斯拉夫碳酸盐岩特定的地貌和水文现象的地理区域。1966

年在中国第二届“喀斯特”会议上，将“喀斯特”一词改为“岩溶”，“喀斯特作用（karstification）”则改为

“岩溶作用”[1]。《岩溶学词典》对岩溶作用的定义为水对可溶性岩石（包括碳酸盐岩、硫酸盐岩等）的

化学溶蚀、机械侵蚀、物质迁移和再沉积的综合地质作用及由此产生现象的统称，为地质学和地貌学

专门术语，特指地表侵蚀和峰丘地貌。油气勘探与开发成果证明：世界许多含油气盆地均发育有碳酸

盐岩古风化壳含油气储层。据统计，世界油气的 20%～30%与不整合面有关[1]，并且主要与古风化壳

有关。 

在我国的油气田勘探中，与不整合面有关的碳酸盐岩古风化壳、古岩溶储层普遍发育，并占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岩溶型储层是中国海相含油气盆地重要的储层类型之一，广泛分布在我国的鄂尔多斯

盆地、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以及渤海湾盆地。所以，古岩溶储层为中国深层油气勘探提供了一个新

的领域[2]。岩溶储层是指与岩溶作用相关的储层，分布在碳酸盐岩的潜山区和内幕区，其形成发育受

不整合面类型、斜坡背景和断裂控制。岩溶作用往往形成规模不等的溶孔、溶洞及裂缝，所以岩溶储

                                                              
基金项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天然气开发关键技术（编号：2014B-15）”资助． 
作者简介：闫海军(1983-)，男，工程师，2009 年毕业于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现主要从事油气开发地质研究工作．E-mail：

yhj010@petro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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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储集空间以溶孔、溶洞及溶缝为特征，具有极强的非均质性。如果储层含水，将给该类气藏的有

效开发带来极大的挑战。前人研究了岩溶风化壳型气藏的古岩溶、地质、成藏以及储层发育特征[3]～

[7]，地层水演化发育[8]、分布特征[9]～[11]及控制因素[12]～[14],提出了开发技术对策[15]～[16]。但是对于岩溶

风化壳型含水气藏的气藏特征、古地貌及构造反转对地层水分布影响、气水分布特征研究方法以及该

类气藏开发技术对策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高桥下古气藏为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论证岩溶风化壳

型含水气藏特征，明确气水分布控制因素特别是古地貌及构造反转对地层水分布的影响，同时依据动

静态资料建立不同类型储渗体划分标准，确定不同类型含水储渗体在平面上的分布范围，制定该类气

藏开发技术对策，为气田开发及产能建设提供指导。 

1  研究区地质概况 

高桥地区位于靖边气田南部、苏南气田东部，与靖边气田同属一个岩溶风化壳，大部分区域位于

岩溶斜坡部位。鄂尔多斯盆地靖边古潜台在奥陶系马家沟组马五沉积期，整体为干旱炎热的气候条件

下形成的蒸发潮坪环境，海平面的升降呈高频率、规律性变化，导致岩性在纵向上云质、泥质、膏质、

灰质等呈规律性变化。高桥地区主要形成富含石膏结核的细粉晶白云岩，石膏结核被溶蚀改造形成结

核状孔洞，为储层主要储集空间。 

中奥陶世末，由于受加里东运动影响，鄂尔多斯盆地整体抬升，并经历了长达 1.3-1.5 亿年的风化

侵蚀，缺失晚奥陶世至早石炭世沉积。中央古隆起东侧的靖边台地地形为西高东低并向东南倾斜的岩

溶大斜坡，地表水由西向东呈径流特征。在风化溶蚀作用时期，表生淋滤岩溶作用十分强烈，形成树

枝状分布的侵蚀沟槽。同时，持续补充的大气淡水和含 SO42-酸性溶蚀水使碳酸盐岩中的微裂缝、溶

孔、粒间溶孔等不断溶蚀扩大，形成大面积成层分布、具有示底构造的斑状、蜂窝状溶孔和溶洞，并

伴生密集的风化裂缝和机械破碎裂缝， 终形成前石炭纪独特的“丘洼相间、沟槽密布”的岩溶地貌特

征和溶孔-裂缝型岩溶储层。 

高桥地区位于整个岩溶风化壳的构造低部位，其储层品质相对靖边主体区变差，非均质性更强，

同时局部地区地层水富集，加剧了该类气藏开发的难度。 

2  岩溶风化壳型含水气藏特征 

岩溶风化壳型储层作为一种独特成因的碳酸盐岩储层类型，由于受原始沉积、构造演化、古地貌、

古地表径流、古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该类气藏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1）受储层沉积、地壳隆升及潜水面频繁降低控制，气藏具有层位稳定、分布面积大、多层含气

的特点。 

鄂尔多斯盆地古岩溶风化壳型气藏受古构造、岩相古地理及岩溶古地貌制约的地层-岩性符合圈

闭的隐蔽气藏。从区域地质分析，盆地西部是深坳陷斜坡区，中部是古隆起潮坪区，东部是浅坳陷盐

洼带，在此构造背景下，中央古隆起东北侧沉积了一套以局限海沉积为主的碳酸盐岩及蒸发岩地层。

受碳酸盐岩潮坪相沉积特征影响，该类储集层层位稳定，分布面积大，为下古生届气藏储集层稳定分

布、大面积展布特征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气田钻探过程中，发现硬石膏结核溶蚀孔洞呈多

层状密集分布。原始沉积过程中泥质含量稳定韵律性变化以及地壳隆升和潜水面的频繁降低导致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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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潜流岩溶带交替叠加，造成溶蚀孔洞层多层大面积发育。 

（2）受储层岩性、岩溶发育程度、地表径流、古地貌控制，储层发育被不同级别沟槽切割，储层

有效厚度薄、丰度低、非均质性较强。 

虽然该类储层分布面积广，但是受原始沉积特征及储层岩性差异影响，储层单层有效厚度薄。另

一方面，对靖边主体区含气丰度统计发现，主体区含气丰度介于 0.03×108m3/km2～1.46×108m3/km2，

平均只有 0.54×108m3/km2，岩溶风化壳气藏储量丰度较低。 

受古地貌格局、地表径流以及岩溶发育程度综合控制，岩溶风化壳型储层表现出极大的非均质性。

不同地貌单元的岩溶作用类型和强度不同，岩溶岩垂向分带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储层纵向分布具有明

显的分区性。加里东抬升期，高桥地区古地形西高东低，西部的风化侵蚀比东部的强烈，岩溶古地貌

自西向东依次发育岩溶高地和岩溶斜坡（本地区不发育岩溶盆地）二级古地貌，各二级古地貌各自发

育若干三级古地貌。不同古地貌区域内地表径流状况、岩溶发育程度、风化壳深度存在差异。高桥地

区西部岩溶高地上古地形坡度较大，地表径向流发育，岩溶水可穿透多层泥岩隔层直至马五 4 以下地

层。膏岩层位主要在马五 42-马五 43 地层，可见垂向的溶蚀扩大缝或溶洞，裂缝发育程度高，以强垂

直岩溶作用为主，溶蚀深度大。由于该区整体溶蚀程度高，马五 1+2 地层残缺不全，有效储层分布在

局部地层保存较齐全的古残丘部位。中部岩溶斜坡区地势低缓，古地貌坡度较小，地表径向流较弱，

但在岩溶斜坡区的沟槽部位地表径向流相对较强。整体上来说，较低的地形坡度不利于地表水的快速

下渗和侧向运移排泄。膏岩出露层位由西向东逐渐从马五 42 过渡到马五 32 地层。垂向淋滤深度变浅，

反映岩溶水的纵向流动缓慢，岩溶作用相对减弱。所有这些因素决定岩溶风化壳型气藏储层非均质性

较强。 

（3）受储层非均质性影响，气井动态特征差异较大 

在对靖边气田主体区 677 口生产井累计产气量和动态储量的计算过程中，发现气井在累计产气量

和单井动态储量之间差异较大。677 口井井均累积产气量为 1.06×108m3，G10-14 井累计产气量 大达

到 7.6×108m3，但是有 284 口井的累计产气量不足 0.5×108m3，占总井数的 45%；同时，677 口井均动

储量 2.2×108m3，龙平 1 井动储量 高达 11.4×108m3，但是有 298 口井单井动储量不足 1×108m3，占

总井数的 44%。 

（4）受现今构造、储层非均质性、古地貌、构造反转、气源充足程度控制，整体上气藏无统一边

底水，仅发育密闭条件下的层间滞留水，局部地区形成相对富水区。 

岩溶风化壳型气藏一个典型特征是没有统一边底水，但是局部地区发育层间滞留水，形成相对富

水区。高桥地区区域上位于靖边整个岩溶风化壳型气藏“L”型富水区域的交汇处，地层水分布更加复

杂。气水分布受现今构造、储层非均质性、古地貌分布、构造反转过程以及气源充足程度控制，具体

分析见下文论述。 

（5）试气产水井比例较高，一般气水同出，产水量变化大，其中水平井试气产水量和见水概率普

遍高于直井。 

对于岩溶风化壳含水气藏，气井试气见水比例相对较高，同时水平井试气产水量和见水概率普遍

高于直井。以高桥地区为例，试气直井 150 口，其中产水井 38 口，产水比例 25.3%，日产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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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104m3/d，平均 1.43×104m3/d，产水量 0.5～33.5m3/d，平均 6.7m3/d；试气水平井 18 口，产水井

10 口，产水比例 55.5%，产气 0.86～20.41×104m3/d，平均 5.6×104m3/d，产水量 8～90m3/d，平均 31.0m3/d

（见图 1）。究其原因，主要是直井钻遇富水点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水平井钻井或分段酸压改造过程中

更容易沟通局部富水区。同时，试气改造措施力度加大，在增加气井产气量的同时，也增加产水量。 

 
图 1  高桥区下古气藏气井试气产气产水直方分布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gas well testing production in Gaoqiao 

（6）层至滞留水发育地区生产井受地层水影响严重。 

以高桥地区下古气藏为例，在进行产水井统计的时候，首先进行产水井划分标准建立，将符合以

下条件的生产井定义为产水井：①测井解释：气水层或含气水层；②试气结果：产水量>2m3，水气

比>1；③生产水气比：>0.5m3/104m3；④Cl-含量：>20000mg/l；⑤矿化度：>100g/L；⑥生产情况：井

口压力 10Mpa 下产量大于 1.4×104m3 可确保带液。按照此标准，目前高桥下古气藏生产井 88 口，其

中产水井 41 口，占比 46.6%。产水井目前日产气 0.13×104m3～5.29×104m3，平均 1.12×104m3，目前日

产水 0.2 m3～18.59 m3，平均 1.6 m3，目前水气比 0.19 m3/104m3～14.2 m3/104m3，平均 1.53 m3/104m3。

由此可以看出，产水井产气量和产水量变化大，生产井受产水影响体现出较强烈了非均质性，部分气

井（特别是水平井）受地层水影响严重，甚至停产。以靖南 57-9H2 井为例，该井目的层段马五 12，

有效储层钻遇率 62%，采用水力喷射分段酸压 5 段，试气无阻流量 147.37×104m3，显示出极强的生产

能力。该井初期日产气量在 15～20×104m3，生产 5 个月后，受地层水影响，产气量快速下降，直至停

产（如图 2 所示）。 

 
图 2  靖南 57-9H2 井生产曲线 

Fig.2  The production curve of Jingnan 57-9H2 



第二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969 
 

3  完钻水平井分析 

高桥区下古气藏开发方案设计采用水平井开发，截止目前，下古气藏已经完钻水平井 21 口，水

平井生产效果较差。 

（1）完钻水平井静态特征 

目前高桥下古完钻水平井 21 口，水平段平均长度 1135 米，平均有效储层 793.3 米，平均有效储

层钻遇率 57.4%，平均改造段数 8 段。21 口完钻水平井中 6 口井钻遇马五 12,3 口井钻遇马五 13,11 口

井钻遇马五 12+3，同时有效储层钻遇率基本同水平段长度成正比（图 3）。 

 
图 3  完钻水平井段长度与有效储层钻遇率关系图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ngth of drilled horizontal well and the effective reservoir drilling rate 

通过对 21 口水平井钻遇剖面分析表明，钻遇率大于 60%水平井 10 口，钻遇储层分为两种类型：

单一层状储层（占比 80%）；多层叠加型储层（占比 20%）。钻遇率低于 60%的水平井 10 口，较低的

钻遇率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导致的：①储层规模及形态不确定；②钻遇沟槽；③储层微构造起伏；

④其他因素（包括地质导向、工程事故等）。例如靖平 69-12 井，该井水平段钻遇长度 1281 米，由于

受以上因素影响，储层钻遇率只有 43.09%，测试无阻流量仅有 0.9×104m3（如图 4 所示）。 

 
图 4  靖平 69-12 井钻遇剖面图 

Fig.4  The drilling section drawing of Jingping 69-12 

（2）完钻水平井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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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古完钻水平井 21 口，除去 1 口因其他原因无法投产外，只有 6 口井能正常生产，正常生产井

不足 30%；6 口井中只有 2 口井产量在 5 万方以上，其余 4 口井产量仅在 0.5 万方以下。由此可以看

出，水平井生产效果较差，同气藏的静态认识以及试气结果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地层水对气

井的影响无疑是其中 重要的因素。因此开展岩溶风化壳型含水气藏气水分布控制因素及分布特征研

究对于高桥区块的有效开发及开发技术对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4  气水分布控制因素 

鄂尔多斯盆地下古气藏是典型的岩溶风化壳型气藏，高桥区位于靖边气田南部，2012 年制定了水

平井 20 亿方稳产 14 年的开发方案。基于前人研究结果，通过完钻井静态资料和生产井动态资料结合

研究发现，岩溶风化壳型含水气藏气水分布控制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现今的区域构造背景是控制地层水分布的基本条件。 

构造是控制气水分布的基本条件，气水分布 基本特征是气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鄂尔多斯岩

溶古风化壳地层经历了早期的西高东低的构造格局，之后由于燕山运动影响，构造由东倾单斜反转为

西倾单斜直至今日。由于西南端的高桥地区位于整个岩溶风化壳储层的 低端，这为地层水在高桥地

区富集提供了基本条件。 

（2）成藏过程中气源不足是造成地层水分布的根本原因。 

对比高桥地区和靖边气田本部含气饱和度发现，高桥地区含气饱和度普遍较低，平均只有 61.5%，

靖边本部气田含气饱和度可达 76.1%。这是由于在整个成藏过程中，由于缺乏充足的烃类气体充注，

气排水不充分，地层水大量滞留在储层中，特别是位于构造低部位的高桥地区。因此成藏过程中的气

源不足是造成地层水分布的根本原因。 

（3）小幅度构造对局部地层水的分布起着决定作用。 

在宏观构造对地层水分布控制的基础之上，高部位含气饱和度高，低部位含气饱和度低。而对于

局部地区的地水分布还受局部微构造的影响，在气源不足的情况下地层水往往富集在微构造的鼻凹和

鼻翼部位（如表 1 所示）。 
表 1  高桥地区不同构造部位产水井试气结果 

Table 1  The gas test results of water-producing wells in different tectonic positions 

微构造部位 产气井数

（口） 
所占比例

（%） 
试气平均日产气

（104m3/d） 试气平均日产水（m3/d） 

鼻隆 5 13.2 0.68 3.11 
鼻翼 10 26.3 1.43 5.10 
鼻凹 23 60.5 1.60 8.18 

（4）储层的非均质性是影响气水分布的主要因素。 

由于受古地貌位置、地表径流、溶蚀深度、成岩阶段、构造反转、矿物充填等作用影响，岩溶风

化壳型储层表现出极强的非均质性。较强的储层非均质性在微观上表现为优质储层在气排水的过程中

更容易发生气水的分异（如图 5a），而天然气在进入劣质储层中需要更高的气柱高度，因此在整个成

藏过程中很难发生气水的分异或者是分异不彻底（如图 5b）。另外较强的储层非均质性在宏观上表现

为试气产量高直井和水平井的产水比例要低于测试产量低直井和气井（如表 2 所示）。因为气井试气

产水情况基本能反映出井底周围的可动水情况，高产量气井由于储层物性好，气水分异明显，可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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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较小，而低产量气井由于储层物性差，气水分异不彻底，可动水比例较高，因此表现出其测试见

水比例较高的特征。 
表 2  高桥下古试气情况统计 

Table 2  The gas test results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wells in Gaoqiao gas field 

井型 试气产能(×104m3) 统计总井数 所占井数 产水井井数 产水井占比(%) 

直井 
>5 17 7 2 28.6 

<5 17 10 10 100 

水平井 
>20 19 6 0 0 

<20 19 13 8 61.5 

 

 
图 5  优质储层（a）和劣质储层（b）气驱水示意图 

Fig.5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gas drive water in high quality reservoir (a) and lower quality (b) 

（5）古沟槽的分布及构造反转的地质过程是造成地层水分布高度复杂的关键因素。 

从成藏通道上来说，由于更靠近烃源岩同时没有厚层泥岩、灰岩的遮挡，残丘及其周缘是上古生

界煤型气气源运移的有利通道。构造反转之前（加里东期-海西期）：加里东运动使盆地出现中央古隆

起，靖边地区西高东低。海西期烃源岩开始排烃，上古生届烃源岩生成的天然气沿成藏通道优先聚集

在西部构造高部位的优质储层以及部分劣质储层中（如图 6a 所示）；构造反转之后（海西期-燕山期）：

由于印支运动，盆地发生大幅度沉降和隆起，靖边地区转变为东高西低。伴随着燕山期生烃高峰的到

来，一方面，新生成的天然气向高部位（东部）运移；另一方面西部天然气由高孔到低孔依次向东部

运移，东部地层水被置换，向西排水。而进入西部的水，按照 小阻力原则优先进入较大孔隙中（“水

驱替气”），而劣质储层中的气部分被压制在小孔隙中（“水封锁气”）（如图 6b 所示）。由于马五 14 不

渗透隔挡层的存在，纵向上马五 13 相对富水。因此天然气优先聚集在东部构造高部位及封堵沟槽下倾

方向的储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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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构造反转之前 (b)构造反转之后 

图 6  古沟槽分布及构造反转对地层水分布控制作用示意图 

Fig.6  The control action sketch map of the ancient groove and structural inversion on 

formation water distribution 

5  地层水分布特征 

岩溶风化壳型含水气藏在开发过程中受地层水影响严重，因此弄清地层水的分布特征对该类气藏

的有效开发及产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地层水的研究主要有静态方法和动态方法，研究地层水类

型、分布特征及分布模式等。岩溶风化壳型含水气藏的地层水分布主要是在静态研究基础之上，采用

动静态结合的方法进行地层水分布综合预测。动静态综合研究地层水分布方法结合了静态上地层水分

布及储层特征，同时也考虑了生产井生产特征，因此其预测结果能够较好的指导气田产能建设。 

（1）地层水静态分布特征 

静态上研究表明高桥区下古气藏气水分布零散，没有明确的气水界面，地层水分布受构造控制不

明显，表现为层间滞留水的特征。纵向上，由于受马五 14 顶隔水层、马五 14 底隔水层、马五 3 区域隔

水层影响，位于整个岩溶风化壳低部位的高桥区块由东向西排出的地层水无法向纵深运移，因此局部

富集在马五 13 小层，甚至马五 12 局部地区也富集地层水。平面上，由于受储层发育、微构造、沟槽分

布及储层非均质性影响，研究区东北部地层水比较发育。同时，研究结果表明地层水主要发育在储层

尖灭的边角部位，（微）沟槽附近特别是其西北部位，局部构造低部位及鼻状构造鼻凹处。 

（2）地层水分布动态特征 

在气水分布动态特征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地层水分布特征的研究：①生产

井生产前三个月累积产水法；②生产井累积产水与累积产气比法。但是由于受储层流体分布特征差异

性、气井生产时间不同、气井生产产水动态特征不同等因素控制，这两种方法所揭示的富气区域存在

差异（如图 7 所示）（生产前三个月累积产水法中产水量小于 50m3 的为地层水欠发育区域，生产井

累积产水与累积产气比法中该值小于 0.5 的为地层水欠发育区域）。这两种方法在刻画地层水分布的

过程中存在自己的优缺点。前三个月累积产水法优点是评价生产井周围地层水的 初赋存状态，缺点

是不能反映生产时间短或者是不能生产井附近地层水特征；而累积产水与累积产气比法综合反映了生

产井产水情况，但是不反应生产井动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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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前三个月累积产水法 生产井累积产水与累积产气比法 

图 7  动态法地层水分布特征预测结果 

Fig.7  Prediction results of formation water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by dynamic method 

（3）动静态综合反映地层水分布特征 

单纯的依靠静态法或者是动态法进行地层水分布特征的过程中存在着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因此不

能正确刻画地层水分布，划分结果不能有效指导开发井布井和气田产能建设。因此在这个基础之上我

们研发了动静态综合法进行储渗体划分，明确不同类型储渗体在平面分布范围，从而刻画地层水分布

特征，为开发井部署提供指导。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首先依据生产井动态特征建立储渗体划分动态标准和静态标准（如表 3所示），

进行完钻井储渗体类型划分，依据划分结果基于流体分布控制因素的认识，在平面上绘制不同类型储

渗体在平面的分布特征（如图 8）。需要说明的是，气藏完钻井储渗体动静态标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同的气藏需要针对气藏特征、流体分布控制的因素综合评价储渗体划分的动静态标准。依据这一划

分结果，我们对目前完钻 21 口水平井统计发现， 21 口完钻水平井中，只有 7 口能够正常生产，正

常生产井均位于产水低风险区（高渗无水（0.5）、高渗凝析水（1.5）、低渗无水（5.5）和低渗凝析水

（4.5）），其余井除去一口因其他原因无法投产外，均位于产水高风险区（高渗封存水（2.5）、低渗封

存水（3.5）），研究结果与生产实际符合度高，证明了采用动静态储渗体类型划分方法的科学性。我们

在以后的开发布井过程中，为了躲开地层水对生产井影响，要尽量避免在高渗封存水（2.5）和低渗封

存水（3.5）的区域布井，降低开发风险。该种方法再结合产水量的大小就可以研究同一储渗体中所钻

开发井的动态变化特征，动态反映生产井生产特征。动静态储渗体研究方法为含水气藏开发井部署提

供指导。 
表 3  储渗体动静态划分标准 

Table 3  The dynamic and static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storage-permeability body 

储渗体类型 
静态标准 动态标准 

赋值 
渗透率（md） 饱和度（%） 产气量（104m3/d） 气水比（m3/104m3） 

高渗无水 
>=0.6 

>=75 
>=1.2 

<=0.2 0.5 
高渗凝析水 >=45-75 0.2-<=0.6 1.5 
高渗封存水 <45 >0.6 2.5 
低渗封存水 

<0.6 
>=80% 

<1.2 
>0.6 3.5 

低渗凝析水 >=50-80 0.2-<=0.6 4.5 
低渗无水 <50 <=0.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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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动静态综合法储渗体类型平面分布特征 

Fig.8  The plan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orage-permeability body 

6  高桥下古气藏开发技术对策 

（1）井-震结合刻画微构造及微沟槽分布。 

在完钻水平井静动态资料分析和地层水分布控制因素研究基础上，明确了水平井钻遇率的影响因

素和地层水分布控制因素，因此针对风化壳型气藏的开发布井（直井或水平井）要优先刻画沟槽特别

是微沟槽的分布以及微构造的起伏状况，这是开发井能否成功的前提。 

（2）整体不适合水平井开发，适宜采用直井进行开发 

由于岩溶型储层层薄、存在局部封存水体以及水平井的酸压工艺措施等特征导致水平井开发过程

中极易受地层水影响，现有水平井生产特征也验证了该结论的正确性。因此，在未来的开发过程中，

岩溶风化壳型含水气藏要尽量避免部署水平井，高桥地区下古气藏不适合采用水平井开发。 

（3）分布部署开发井，边开边评价，降低开发风险，提高开发效益 

高桥区下古气藏不适合大规模进行水平井开发，宜实行在微沟槽刻画和地层水分布基础之上采用

直井滚动开发的策略，按照“高产井-高产井组-高产井区”的布井原则，边开发，边评价地层水分布，

降低开发井布井风险，提高气田开发经济效益。 

该项研究成果为高桥区下古生界气藏开发井布井和产能建设提供指导。 

7  结论 

（1）岩溶风化壳型气藏特征主要表现为①分布面积大、多层含气；②储层薄、丰度低、非均质性

强；③气井动态特征差异较大；④整体地层水不活跃，局部地区发育密闭条件下的层间滞留水；⑤试

气产水井比例较高，水平井试气产水量和见水概率普遍高于直井；⑥层间滞留水发育地区生产井受地

层水影响严重。 

（2）由于受地层水等因素影响，完钻水平井静动态特征差异较大，导致水平井钻遇较低的因素包

括：①储层规模及形态不确定；②钻遇沟槽；③储层微构造起伏；④其他因素。 

（3）明确了岩溶风化壳型含水气藏气水分布控制因素。①区域构造背景是控制地层水分布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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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件；②气源不足是造成地层水分布的根本原因；③小幅度构造对局部地层水的分布起着决定作用；

④储层的非均质性是影响气水分布的主要因素；⑤古沟槽的分布及构造反转的地质过程是决定气水分

布高度复杂的关键因素。 

（4）首次采用动静态综合法划分岩溶风化壳型含水气藏储渗体类型，建立不同类型储渗体划分

标准，在气水分布控制因素基础之上明确不同类型储渗体在平面分布特征，指出了开发井优选部署区

域和避免部署的区域，为产能建设提供指导。 

（5）在气藏特征，完钻水平井分析，气水分布控制因素、分布特征等研究基础上，制定了高桥地

区下古气藏开发技术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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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of gas water distribution of karst weathering crust type water 
bearing gas reservoirs and its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take lower 

Paleozoic gas reservoir in Gaoqiao, Ordos Basin as an example 
 

Yan Hai-jun1, Ma Hong-hao1,2, Jia Ai-lin1, He Dong-bo1, Ji Guang1, Ning Bo1 

(1.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PetroChina, Beijing,100083, China； 

2. School of Energy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Karst weathering crust gas reservoir is a main type of carbonate gas reservoir, which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Ordos basin, the Tarim basin and the Sichuan basin.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formation water, the development of karst 

weathering crust water bearing gas reservoir is facing a great challenge. This kind of gas reservoir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large area distribution, multilayer gas bearing, thin reservoir, low abundance, strong heterogeneity, and large difference in gas 

well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The controlling factors of gas water distribution mainly include the regional tectonic background, 

the sufficient degree of gas source, the small amplitude structure, the heterogeneity of reservoir,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roove 

and the geological process of tectonic inversion and so on. The analysis of static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drilled 

horizontal well in Gaoqiao shows that the main reason to cause the poor production effect is formation water. Aimed their 

shortcomings and combined with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of dynamic and static methods in the process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water distribution, the dynamic and static method was used to classify storage-permeability body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servoir is divided into high permeability without water, high permeability with condensate water, high permeability 

with sealed water, lower permeability with sealed water, lower permeability with condensate water and lower permeability 

without wa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distribution of all kinds of storage-permeability bodies is clearly exhibited on the plane. 

Based on the controlling factors of gas water distribution and storage-permeability body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this kind of gas reservoir were proposed. This effectively guides the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Key words: weathering crust, water bearing gas reservoir, gas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gas water control factors, storage-

permeable body classification,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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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NGGSF02F008 

薄层碳酸盐岩气藏水平井地质导向关键技术完善应用 

 

袁继明1,2，夏  勇 1,2，何  磊 1,2，谢  姗 1,2，田  敏 1,2，刘海锋 1,2  

（1.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18;  

2.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18） 

 

摘要：靖边气田在进行水平井开发过程中形成了薄层碳酸盐岩气藏水平井地质导向技术，近年来随着气田开发逐步

扩大，部分区块面临入靶过程中目标层上移、上覆地层厚度变化大，且气测下降导致层位判识难等问题，水平井开

发地质导向关键技术需进行相应完善。通过细化小幅度构造形态、加密等值线精度、总结目的层上部地层典型测井

曲线特征等多种方法重新刻画地质模型，根据现场实钻情况及时调整入靶点，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强邻井资料对比

控制水平段轨迹，保证水平井地质导向关键技术在新区块成功实施。 

关键词：碳酸盐岩气藏；水平井地质导向技术；地质模型；水平段轨迹 

 

0  引言 

靖边气田下古生界马五 1+2 气藏主力气层马五 13 储层微裂缝发育，横向展布较为稳定，利用水平

井开发可以有效增大生产井段与生产层位的泄流面积，提高单井产能和气田最终采收率。但由于该区

古地貌侵蚀沟槽发育、主力储层马五 13 厚度薄、非均质性强、小幅度构造变化快、随钻导向仪器较落

后、目的层顶底发育泥岩多种因素影响，导致水平井地质导向过程中井底情况判识难、井斜调整难，

增加了入靶及水平段追踪不确定性。因此，前人总结“五调整、四对比、三控制”的水平井地质导向

技术[1]、[2]，保证靖边气田本部水平井有效开发。 

近年来随着靖边气田开发逐步深入，在靖边高桥区、陕 224 储气库进行水平井开发过程中，出现

目的层上移、储层含气饱和度降低等难点，导致水平井地质导向入靶过程中目的层判识难、调整空间

有限，水平段轨迹控制重新进行总结等。因此，需要对靖边气田水平井现场地质导向技术进行总结完

善，同时利用细化小幅度构造形态、加密等值线精度等多种方法重新刻画地质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

过加强临井资料对比控制水平段轨迹，保证水平井地质导向在靖边高桥区及陕 224 储气库成功实施。 

1  水平井地质导向技术研究现状 

针对靖边气田下古生界马五 1+2 碳酸盐岩储层水平井开发中存在难点，前人[1]通过多年实践摸索，

总结“五调整、四对比、三控制”现场地质导向技术对策（图 1），成功实现靖边气田大规模水平井

有效开发。 

                                                 
基金项目：中国石油重大专项“低/特低渗透油藏有效开发技术研究”项目“长庆油田油气当量上产 5000 万吨关键技术研究”（编号

2011E-130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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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根据地层地质特点，在斜井段确定了五处最佳靶点调整时机：①山 23 顶部煤层—初步预判入

靶深度；②太原组灰岩顶界—保证井斜 55°以上；③9＃煤顶—保证井斜 65°以上；④奥陶系顶—保证

井斜 80°以上；⑤马家沟组小层—判断该井可能出现的地质层位，为入靶做最后的微调。 

    1.2 根据水平井实施特点，结合现场录井、工程资料，形成四种入靶点地层对比、预测方法：①

深度校正法：在垂深校正的基础上，考虑地层倾角的变化，将视地层厚度校正成实际厚度，依此预测

靶点；②岩性对比法：通过现场岩屑资料确定地层性质，并与邻井对比预测地层的空间位置；③钻时

对比法：对钻遇不同岩性所需钻进时间进行统计，并据此对下一步钻遇结果进行判断；④随钻电测

（LWD）对比法：通过对比随钻自然伽玛与导眼井、邻井伽玛曲线的形态判断钻遇层位。 

1.3 水平段轨迹控制技术：①岩性边界控制，根据实钻结果与区域地质概况，及时预测地层倾角

变化，绘制目的层岩性边界，判断地层边界的层位归属，准确判断界面，建立随钻参数-地层边界岩

性的对应模型，保证钻井轨迹在边界内部穿行；②气层追踪控制，针对储层非均质性特点，根据分析

现场测、录井资料，综合判断钻头所在的地层的含气性特点，及时调整轨迹；③适时井斜调整控制，

目前靖边气田所采用的地质导向仪器 MWD 较为落后，使得距井底 12m 左右为测量盲区，不能及时

反应井底地层信息，因此需根据钻时、气测以及岩屑资料进行提前预判钻头位置（尤其是现场录井显

示异常时），做到井斜调整及时，避免浪费进尺。 

对于水平段地层起伏较小的情况，或者钻遇优质储层后，应用“缓增慢降”方式，控制井斜

（89.5-90.5°）追踪气层，可一定程度避开小幅度构造变化快及储层横向非均质性强等实施难点，以

达到最大程度追踪气层的目的。同时可以确保轨迹光滑，保障后期顺利施工。 

 
图 1  水平井地质导向流程 

Fig.1  Geosteering flow chart for Horizontal Wells 

2  水平井地质导向技术完善 

2.1  靖边高桥区 

    高桥区是靖边气田岩溶风化壳气藏向南延伸部分，其沉积背景及沉积构造特征与靖边气田本部相

同，该区水平井开发主要以马五 12 为目的层，与靖边本部以马五 13 为目的层进行水平井开发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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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区水平井开发存在以下几方面难点：①目标层上覆地层厚度变化大：完钻资料表明，高桥区马六

地层厚度 1～15m，平均 4.3m，上覆地层厚度的变化，导致目的层马五 12 钻探判识难度增加；②目标

层位判识难：马五 11 与马五 12 小层岩性、电性组合特征相似，马五 12 上部气层与马五 13气层气测显

示差异不明显，易混淆，入靶多解性增加、精确入靶难度大；③入靶调整空间有限：相比于靖边气田

本部以马五 13 作为水平井目的层，高桥区首次将马五 12 作为水平井目的层，入靶层位的上移，水平

井进入奥陶系后即面临入靶问题，入靶调整空间有限。为了精确入靶，需及时调整井斜，造成入靶调

整难度大。   

首先，针对在马五 12 入靶情况，进行点面结合、小幅度构造二次描述：根据导眼井、斜井段钻探

资料，细化小幅度构造形态，加密等值线精度（2.0m），重新刻画地质模型，修正入靶点。（图 1） 

    其次，细化目的层上部地层的典型曲线特征。根据岩性组合和随钻伽玛特点，加强马五 11 段地层

对比，将其作为入靶警戒层位，形成针对马五 12 入靶的马五 11 地层的“二段式、三段式”地层对比

方法，并据此判断入靶时机（图 2）。   

       
      图 2  靖边高桥区某井区 K1 构造               图 3  高桥水平井整体开发区马五 1典型曲线特征 

Fig.2  K1 structure diagram of a well area in Jingbian      Fig.3  The typical curves of Mawu1 for horizontal 

Gaoqiao Gasfield                                    wells Development Overall Zone in Gaoqiao 

    实钻过程中，在这五个标志层进行井斜控制：①山 23 初步判断入靶点；②太原组灰岩要求井斜

55°以上，稳斜钻进；③9#煤顶要求井斜 65°以上，增斜钻进；④陶系顶要求井斜 82°以上，增斜

钻进；⑤马五 12 顶满足入靶井斜大于 88°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五个标志层外，本溪组和马家沟组各小层也可作为关键段地层进行精细对比，

为入靶点判识提供依据。 

2.2  陕 224 储气库 

    由于储气库利用已开发区块进行改建，气藏采出程度高(65%)，因此随钻气测反应不明显，另外

陕 224 区块由于马五 1 各小层岩性相近，马五 13 厚度相对薄，导致目的层判识不清，导致入靶和水平

段追踪过程中容易穿层，增加了水平井地质导向技术难度。 

    因此，在实际地质导向过程中，首先利用气藏开发完善，气井资料相对详实的特点，通过加强小

层垂深标定，精细刻画小幅度构造，可以准确的判断气层垂向深度，预测入靶时机；其次，通过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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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倾角分析，判断气层展布方向，实时调整水平段轨迹；再次，根据库区动态和静态资料相结合，

利用已实钻气井资料和压恢解释结果，判断库区部分老井存在封闭边界且泄流范围有限，证明考虑库

区内部存在储层致密带和侵蚀潜坑的展布情况，另外，对部分气井注气和采气阶段均观察到明显的井

间干扰，表明相互之间连通性较好，不存在大型的支潜沟或潜坑，由于上述资料经过实际验证，因此

可以此作为水平井地质导向过程中下一步计划的依据，保证水平井钻井过程的顺利实施。 

3  应用效果分析 

    通过水平井现场经验的不断积累，地质导向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完善。在此基础上，靖边高桥区

10口以马五 12为目的层的储层钻遇率达到80%，储气库3口以马五 13为目的层的储层钻遇率达到91%；

水平井单井产量达到临近直井的 3 至 5 倍，水平井开发效果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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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 and application geology key technology for horizontal well of carbonate 

reservoir with thin layer 

 
 Yuan Ji-ming1,2, Xia Yong1,2,Hei Lei1,2, Xie Shan 1,2,Tian Min1,2,Liu Hai-feng 

(1.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Low Permeability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China Changqing Oilfield Company, Xi'an, 710018, China) 

 

Abstract: Jingbian gas field in horizontal wel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forming a thin layer of carbonate rock gas 

reservoir horizontal well geosteering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as field development is 

gradually expanding, the part of the block face into the target in the process of target layer shift, overlying strata thickness 

change big, and gas logging resulted in a decrease in the layer identification difficult problems, the key technology of 

development of horizontal well geosteering need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rough refinement of small amplitude structure 

form, encryption contour accuracy, to summarize the upper strata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ogging curves and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describe geologic model, according to the scene actual drilling timely adjustment of target points and on the 

basis of by strengthening adjacent wells data contrast control horizontal section trajectory,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key. 

Key words: Carbonate gas reservoir; The control of the horizontal section of horizontal well trajectory; Geologic model; 

Horizontal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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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国内外油气勘探发展现状及趋势 

 

赵  恒 1，刘文汇 2，王  杰 2，罗厚勇 2 

（1.甘肃省油气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油气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00； 

2.中石化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江苏 无锡 214151） 

 

摘要：随着全球油气开采对象明显劣质化和能源勘探难度的提高，国际上油气勘探进展主要集中在深水油气、深层

油气和非常规油气（包括页岩油气、致密油气和天然气水合物）三大领域，深水油气将逐渐成为增储主体。油气勘

探开发领域涉及的新技术方法主要包括超深钻井技术、深水平台技术、水平井-多分支井的多级分段压裂、优快钻

井、精细地球物理、提高采收率、油气高效开发等，这些技术方法的应用打破了化石能源获取发展的瓶颈。新的能

源勘探形势对油气勘探理论和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等方面提出了新的需求，因此能源勘探领域在科学（基础研究）、

技术、产业应用等三个层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与突破。我国在深层油气、致密油气、复杂油气勘探等领域已跻身世

界先进行列，特别是在古生界深层海相碳酸盐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发现了多个亿吨储量油气田；但是在深水油气、

页岩油气和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开发等领域因为起步晚、基础薄弱，距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关键词：国内外油气勘探；发展现状；发展趋势  

 
0  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对能源需求的持续增长、能源勘探领域的开拓创新以及低碳社会的到来，世界能源

结构正在发生变革。世界能源正在迈入石油、天然气、煤炭、新能源“多元供能”的时代[1-3]。目前风

能、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所占比例不断增加，但地质能源尤其是传统化石能源仍将在很长的时间内

占很大比重，对经济社会发展仍起到主导性的意义。人们利用低碳清洁能源的主观愿望与现实能源结

构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因此着力发展油气勘探与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1  国际上油气勘探与研究发展现状与趋势 
国际上在流体化石能源的进展主要集中在深水、深层、非常规（包括页岩油气、致密油气和天然

气水合物）油气三大领域，深水油气逐渐成为增储主体[1-13]。开发领域涉及一些技术方法和新的理念

（如优快钻井、精细地球物理、提高采收率、油气高效开发等）也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从而提高了

油气资源获取的规模和效率[4, 14-32]。 

1.1  基础研究 
深层成藏理论、页岩油气形成条件及其赋存与富集机理、致密油气聚集机理、深水油气成藏地质

条件、天然气水合物形成条件等基础研究为油气勘探开发提供理论支撑[1-3, 6, 7, 9-13]。包括深层储集层

发育与保存机理、页岩气吸附与解析作用、纳米空隙对页岩气和致密气的赋存机理的影响、天然气水

合物动力学抑制剂等方面研究，旨在揭示油气生成、富集、成藏演化的机理，推动资源勘探和开发[1-3, 

6, 7, 9-13, 33, 34]。 

1.2  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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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的突破与创新是非常规油气实现高效勘探开发的关键。深钻工程提供了更加直接地观测

数据和检测检测假说模型的机会，增进了对地质情况的研究程度从而促进了资源的勘探开发[9, 16, 21, 25]；

深水平台技术解决了海上作业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为走向深水奠定了坚实基础[8, 12-14, 28]；精细地球物

理物理技术是识别深层油气储层、圈闭不可或缺的手段[20, 21, 24, 35]；优快钻井在保证成井率的前提下

极大提高了钻井效率[15, 22, 25, 26]；提高采收率技术和高效开发技术大大提高了油气勘探的规模和效益[4, 

27, 29, 31]。美国率先开展的三维地震储层及裂缝预测技术、水平井-多分支井的多级分段压裂技术改善

储层物性[6, 7, 17, 24, 25]，提高了渗流能力，有效支撑了北美非常规油气的商业化开发，该技术不仅可以

应用于页岩油气、致密油气、深水油气的勘探开发，对地热资源的高效开发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3  重点应用 
中东扎格罗斯前陆冲断代的深层油气、中亚滨里海的深层碳酸岩油气等领域、美国的页岩气、致

密油、西伯利亚的麦索亚哈天然气水合物气田、巴西海域和墨西哥湾的深水油气均有突破。 

2   我国油气勘探与研究发展现状与趋势 
陆相生油理论和勘探技术实现了我国一次能源革命跨越，油气资源在向海相层系油气发展的同时

正在将勘探重心转向深水油气、深层油气和非常规油气领域。 

2.1   基础研究 
（1）海相碳酸岩地层特别是古生界碳酸盐研究有重大突破，发现了多个亿吨储量油气田[11, 36-38]；

（2）陆相生油理论为我国陆相盆地油气勘探提供了理论支撑，成为国际油气地球化学界独树一帜的

具中国特色的标志性成果，并且至今保持国际领先水平[39, 40]；（3）非常规油气研究方面紧跟国际步

伐，如在页岩气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以北美页岩气研究为借鉴，同时对比研究两地区地质地球化学情

况差异，在页岩气形成、赋存与富集机理、核心区预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基本形成了适应我国页

岩气评价勘探开发的理论方法[1, 2, 6, 7]。 

2.2  关键技术 
（1）超深钻井：我国现今已完成最大完钻井深达 8000 多米的超深钻井，该技术对我国深层油气

田的勘探开发有重要作用[16, 23, 25]； 

（2）提高采收率技术，在对传统方法进行改进的同时研发新型生物采油法和物理采油法，使采

收率有了很大提升[4, 27, 29, 31]； 

（3）深水平台：我国研发的深水作业平台已经投入使用，解决了海上作业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为走向深水奠定了坚实基础[8, 12-14, 28]； 

（4）非常规油气：我国非常规油气起步较晚，但经过蓬勃发展正在迎头赶上，制约中国在非常

规油气发展的关键技术精细地球物理、水平井-多分支井的多级分段压裂等已经可以支撑工业性开采

[17, 18]。 

（5）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方面，经过对全球三处天然气水合物的试采研究，结合我国的研究实践，

最近我国在改良传统开采方法的同时还研制出了适合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的水力提升法[5, 19, 32, 

41-44]。 

2.3   重点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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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相碳酸盐层系大油气田：如塔河、四川等发现了多个亿吨级大油气田； 

（2）深层油气：除海相碳酸盐岩层系深层油气田外，在中新生界如塔里木盆地库车拗陷克拉 2

等深层油气也有重大突破，成为西气东输主力气源； 

（3）页岩气：在四川盆地涪陵地区发现涪陵大型页岩气田，且已进入工业生产； 

（4）深海平台的建立：中国研发的深水作业平台已经投入运行，正在进行深水勘探； 

（5）陆相岩性油气藏提高采收率技术的应用在难动用资源的勘探开发方面有很大成效，如大庆

油田、胜利油田、环渤海湾油田等。 

3  结论 
目前国际油气勘探进展主要集中于深水、深层、非常规（包括页岩油气、致密油气和天然气水合

物）油气三大领域，深水油气逐渐成为增储主体。我国在陆相生油理论、古生界海相碳酸盐油气勘探

等方面取得国际领先地位，在页岩油气、深水油气等方面也迎头赶上，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目

前基本处于国际跟跑水平（见表 1）。 
表 1  我国油气勘探领域各方向相对水平对比表 

序号 评估重点 分类 优势国家 
我国相对水平 

(领先 10-8),平（7-4）,落后（3-1） 

1 
深层-深水油气形成

分布与勘探开发基础 
 

科学 

 
 
 

美国、巴西、印度、

阿塞拜疆 
（深层油气） 

 
 

 
英国、美国、巴西 
（深水油气） 

深层油气（8） 
近年来,在深层油气理论的指导下领域取得新

的突破,先后发现了塔里木盆地塔河、塔中、

普光等亿吨级油气田，中国深层油气已进入突

破发现期，超深井钻井及超高温钻井液技术等

工程技术已初步具备发现深层—超深层油气

藏的能力 
深水油气（5） 

主要目标为南海北部和东海冲绳海槽，具有良

好的资源前景，但该方面起步晚，深水油气勘

探的技术装备有所突破但仍处于起步阶段 

2 页岩油气与致密油气

勘探开发理论 科学 

美国、加拿大 （页

岩油气） 
 
 
 
 
 
 

美国、加拿大（致

密油气） 

页岩油气（6） 
与北美相中国的页岩气勘探开发起步较晚，但

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则

处于领先地位，经过近几年的迅速发展有迎头

赶上的趋势，在四川盆地涪陵地区发现涪陵大

型页岩气田，且已进入工业生产 
致密油气（8） 

中国致密油气开发已取得重大进展，其技术总

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致密油气生产已

有了较大规模，鄂尔多斯盆地中生界延长组致

密砂岩和川中侏罗系致密砂岩与致密灰岩等

最为典型 

3 复杂油气藏勘探开发

理论 科学 美国、中国 

            （8） 
我国含油气盆地多属于叠合盆地，经历了多期

构造运动和多旋回油气成藏作用，油气勘探难

度大，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展开了大量科研工

作，得出了系列复杂油气藏勘探开发理论 

4 天然气水合物形成与

分布 科学 俄罗斯、日本、美

国 

             （4） 
我国在南海北部和青藏高原冻土区有良好的

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潜力，经过近年的发展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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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资源调查阶段，在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方面

也有所突破，在改良传统开采方法的同时还研

制出了适合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的水力提

升法 
 

5 油气高效开发技术基

础 科学 美国 

             （7） 
我国近年来在面临老油气田、复杂油气田开发

难度上升的问题，为此在勘探开发一体化、简

化平台功能、标准化设计、边际油气田有效开

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力求对油气田的高效

开发 
 

6 深层油气钻井与生产

技术系列 技术 美国、 
俄罗斯 

             （8） 
成功研制了 8000m/9000m/12000m 钻机,成为

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万米级交流变频钻探

装备的国家，发现多个深层油气藏拥有丰富的

深层、超深层钻探经验，但与国际先进水平仍

有一定差距。 

7 页岩-致密油气开发

关键技术 技术 美国、 
加拿大、中国 

              （7） 
中国致密油气生产已有了较大规模，致密油气

的配套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虽然页岩气

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先进的致密油开发

配套技术可以带动页岩气开发的迅猛发展。 

8 复杂油气藏勘探开发

技术 技术 美国、中国 
              （8） 
我国目前已摸索出了一套针对复杂油气藏得

勘探开发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 

9 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开

发技术 技术 俄罗斯、日本、美

国 

              （5） 
中国尚处于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评价阶段，开采

方面研究相对薄弱，最近我国还研制出适合于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的水力提升法。 

10 难动用油气资源高效

开发技术 技术 美国、俄罗斯、加

拿大 

    （8） 
中国有大量的老油气田和复杂油气田，已成为

世界提高采收率技术应用大国，蒸汽吞吐、聚

合物驱和复合驱技术应用规模均居世界前列，

但总体而言具世界先进水平尚有差距。 

11 深层油气钻井与生产

技术系列 应用  
美国、巴西、中国 

（8） 
近年来,在深层、超深层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先
后发现了塔里木盆地塔河、塔中、普光等亿吨

级油气田，中国深层油气已进入突破发现期，

超深井钻井及超高温钻井液技术等工程技术

已初步具备发现深层—超深层油气藏的能力 

12 深水油气钻井平台 
 

应用 英国、美国 

 （6） 
我国海洋油气勘探开发业务起步晚， 深水油

气勘探开发的装备和技术都很欠缺甚至是空

白，近年来通过不懈努力研制出了深水钻井平

台及其配套技术，但距世界先进水平仍差距较

大。 

13 
页岩油气、致密油气

开发优化部署与优快

钻井 
应用 美国、加拿大 

（6） 
针对我国非常规油气及深层油气钻探当中遇

到的问题，在优快钻井技术方面有了一定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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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包括井身结构优化设计、钻头选型、井下

动力钻具配合高效钻头快速钻进、防斜打快以

及优质钻井液体系等,使钻井效率得到了极大

提高 

注：该表格是在调研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经多名权威专家审阅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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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teriorating of global oil and gas exploitation targe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exploration 

difficulty, the progress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mainly focus on deep water oil and gas, deep oil and gas and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including shale oil and gas, tight oil and gas, natural gas hydrate), and deep water oil and gas 

will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part of increase reserve. New technical methods involved in th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field mainly include: ultra deep well drilling technology, deep water platform technology, multilevel staged 

fracturing for horizontal wells and multilateral wells, optimum & fast drilling, precise geophysics, enhanced oil recovery,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and so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techniques has broken the bottlene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fossil energy. Moreover, new energy exploration situation has put forward new demands for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theory and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So the energy exploration field made great 

progress in science (fundamental research), technique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 three levels. In our country, the deep oil and 

gas, tight oil and gas, complex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have been among the world's advanced ranks, in particular, there is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Paleozoic marine carbonate research, and have found a number of oil and gas fields with billion 

tons reserves. But in the fields of deepwater oil and gas, shale oil and natural gas hydrate exploration, our country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Compared with foreign countries because of our late start and weak foundation. 

Key words：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Pres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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