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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涟源凹陷泥盆纪佘田桥组为台盆相间的海相沉积。盆地相为有利的页岩气富集区。目前对台盆相研究多依靠地质露头

和少量测井资料，对台盆相地震相特征研究较少，从而制约着本区页岩气勘探进展。本文基于新采集的二维地震资料，从湘

新地3井钻井岩心资料和测录井资料人手，通过对该井主要目的层的合成记录标定、目的层反射轴响应特征分析等工作。开

展余田桥组沉积相序划分及地震相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泥盆纪余田桥组台地相地震反射特征为不连续弱振幅杂乱一亚平

行结构，盆地相地震反射特征为连续强振幅平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地震相特征开展余田桥组有利相区平面预测．明确

了余田桥组盆地相分布范围，为佘田桥组页岩气勘探提供部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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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姗act：Shetianqiao f’omation耐DeVonian in Lianyuan Depression is a marine deposition alte瑚ated with

plaⅡ-o瑚and basin facies，which is faVorable for shale gas acclumation．At present，the research on plaⅡlo珊一

basin facies mostly depends on field outcrops and limited wells．Few researches have been made on the

chamcteristics of platfo珊一basin facies，which restricts shale gas exploration in this area．Based on the newly

acquired two—dimensional seismic data，the drill core and logging data of WeU Xiangxindi一3 were analyzed．

This paper ca耐es out the division of sedimentary facies sequence and the analysis of seismic facies charac—

teristics of Shetianqiao Fomation through the calibration of synthetic records of the main target layers of the

weU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renection a)(is of the target layers．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eismic ren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latfom—facies of Shetianqiao Fomation in Devonian are chamc-

terised by discontinuous weak amplitude disorder—sub—p削lel structure，while seismic renection characteris—

tics of basin facies are continuous stIDng锄plitude parallel stlllcture．On this basis，the plane prediction of

favorable facies area of Shetianqiao Fonnation is discussed by using renection character of seismic facies．

The distribution of deposition f‘lcies of Shetianqiao Fonnation is defined，which could provide the basis for

收稿日期：2019—5一l；修回日期：2019—6—30；责任编辑：董好刚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专项(湘鄂地区页岩气战略选区调查，编号：DD20190109)

第一作者：吕嵘(1973一)，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非常规页岩气勘探研究工作，E—mail：1582246258@qq．com

万方数据



2 华南地质与矿产 2020年

shale gas exploration of Shetianqiao Fon_Ilation．

Key words：Lianyuan Depression；Shetianqiao Formation；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Seismic facies charac-

teristics

湘中涟源凹陷矿产资源丰富，是石油天然气以

及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矿产的重要调查评价地区。

该区油气勘探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钻探

了几十口天然气探井。且多口井有良好的气体显示

或低产气流I”。涟源凹陷受多期、多层次的滑脱构造

改造，构造样式复杂∞l，在早期的勘探中，对地下

构造及沉积环境特征的认识，主要依靠为数不多的

浅井和地表露头剖面资料进行推测．认知难度较

大。地震相是一定环境中所形成的沉积物地震反射

特征总和，地震相分析包括对地震资料的识别和沉

积环境解释，二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I㈣1。运用地震

反射结构特征分析开展地下沉积相带研究为比较

准确直观的方法，但目前在湘中涟源凹陷开展较

少。本文利用2018年采集的二维地震资料开展佘

田桥组台盆相地震响应特征及反射层结构特征分

析，预测台盆相分布范围，为本区页岩气参数井提

供部署方向。

1泥盆纪佘田桥组沉积特征

涟源凹陷位于湘中坳陷北端，整体呈NWW向

展布，沉积基底为前泥盆纪地层，区域构造线呈

NE—NNE向，面积约6770 km2(图1)。

佘田桥组沉积时期．在整体性抬升构造背景

下．前期形成的台地和台间盆地发生差异抬升，形

成了台间盆地进一步扩大的开阔台地和台间盆地

相间的沉积格局。涟源地区主要发育台间盆地相、

台地相沉积(乳陀；，其中台间盆地相区主要呈NE—SW

向条带状展布，主要发育厚层灰黑色、黑色泥页岩

及薄一厚层泥质灰岩、泥质条带灰岩，局部可见条带

状一透镜状黄铁矿结核发育，指示整体深水还原环

境，有利于有机质堆积及保存；台地相区在区内广

泛发育，主要由中一厚层泥灰岩、泥质灰岩、生物碎

屑灰岩夹泥岩组成(图2)。

图l湘中坳陷构造单元划分

Fig．1 Division of structural units in Xiangzhong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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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剖面圈钻井[]台盆相[]台缘相—●台地相
图2涟源凹陷泥盆系余田桥组岩相图

Fig．2 Lithofacies map of Devonian Shetianqiao Fo珊ation in Lianyuan Depression

1．1盆地相

为发育在碳酸盐岩台地内的相对深水凹陷沉

积，主要形成于因断裂活动形成的裂陷盆地或凹槽

内，多呈长条状展布，水深数十米～几百米不等1川、1。

研究区内台间盆地具有水体较深、沉积物颗粒细、

色暗、层薄特点，由于阳光和氧气不足，藻类绝迹、底

栖生物大量减少．主要以浮游生物、游泳类生物为

主。泥岩岩心中可见竹节石呈薄层状密集分布，保存

完整，无破碎和磨损，表明沉积环境为较深、静水水

体。局部见透镜体状黄铁矿结核顺层分布，反映黄铁

矿良好自生长条件，指示稳定还原环境，在湘新地3

井岩心明显可见ro j．其岩性主要为深灰色厚层

泥质灰岩、泥质条带灰岩夹暗色薄层灰质泥页岩等；

佘田桥组盆地相沉积在新化地区明显发育，岩性主

要为硅质泥页岩、含钙质泥页岩，偶见灰岩透镜体。

1．2台地相

区内台地相主要位于正常浪基面之下和水深

200 m之间，该环境水体循环往往受到一定限制‘。。

研究区内主要发育于佘田桥组晚期，整体上水体较

为安静，阳光较充足，水体含有较为充足氧气。其岩

性主要由深灰色泥质灰岩、钙质泥岩组成，中到厚

图3涟源凹陷佘田桥组台地相和盆地相典型沉积特征

Fig．3 Typical sedimentary chamcteristics of basin and

platfo丌Tl facies of Shetianqiao Foml“on in Lianyuan

DeDression

(a)灰黑色钙质泥岩中发育的大量竹节石化石；(b)灰黑色钙质

泥岩夹透镜状灰岩中发育的腕足类生物化石碎片；(c)灰黑色钙质

泥岩中发育的沿层分布透镜状黄铁矿结核；(d)灰色块状泥质灰岩；

(e)深灰色块状中厚层灰岩；(f)灰黑色钙质泥岩，见钙质纹层发育，

发育水平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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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状，生物化石少见，主要发育于佘田桥组上部，内

部层理不明显，主要为水平层理。

根据湘新地3井实钻情况，垂向上，佘田桥组

主要可分为两段，盆地相沉积主要发育在下段．岩

性主要为灰黑色泥页岩夹深灰色中一薄层细砂岩．

为页岩气集中段。佘田桥组下段1040。1267 m共

227 m为含气页岩集中段，含气页岩集中段气测明

显异常，全烃含量4％。8％左右．最高达22．34％；现

场解吸总气量为1．46。2．62 m3／t，平均2．01 m3／t，水

浸实验有较强气泡，收集气体能点火，为盆地相。中

上段主要表现为灰色一深灰色厚层泥质灰岩与灰色

中一厚层灰岩互层。局部夹中一薄层泥灰岩、生屑灰

岩，向上泥灰岩厚度变大，为台地相 -。

2佘田桥组地震相特征

地震相包括地震反射层的外形结构、频率、振

幅及连续性等相。振幅、频率、连续性在识别岩性、

岩相中起重要作用，反射层外形结构则反映了沉积

前的古地貌，是地震相中变化最大的相，常见有平

行、亚平行、前积、上超、下超等反射结构。把已知

钻井点的地质情况，通过合成地震记录与地震反射

记录结合起来，将岩性、岩相变化与地震反射特征

联系起来．由此赋予各种地震相类型相应的地质含

义，并据地震相单元的分布分析沉积环境。

本次研究所用地震资料为2018年采集的四条

二维地震测线，分别为：2018HX—Z1线，满覆盖长度

11 km；2018HX-Z2，满覆盖长度19 km；2018HZ-Z3，

满覆盖长度30 km；2018HZ_Z4，满覆盖长度25 km：

合计85 km 。

2．1井震合成记录标定

测井资料是进行层位标定最直接最准确的方

法，利用所测得的声波时差和密度可直接求得反射

系数序列，然后与剖面频率相一致的子波褶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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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地震记录道，由此对剖面进行标定。区内测井

资料较少，仅有湘新地3井的测井资料可用，研究

区主要以该井的合成地震记录为基础进行标定。

湘新地3井处于研究工区西南部，完钻地层为

跳马涧组 。湘新地3井佘田桥组底部1040

～1267 m井段黑色页岩TOC含量0．47％一3．48％，

平均1．5％。获良好页岩气显示 。对湘新地3

井1040～1267 m井段共227 m含气页岩段进行

了精细标定，并明确了本区佘田桥组含气页岩段的

地震反射响应特征 。

湘新地3井含气页岩段顶部界面为砂岩与泥

页岩接触，底部界面为泥页岩与灰岩段接触，岩性

的差异性会形成明显强振幅反射，且含气页岩段内

部多夹泥灰岩及细砂岩条带，内部波组抗差异较

大，易形成多套强振幅反射波组，结合湘新地3井

测井曲线特征，明确了湘新地3井1040～1267 m

共227 m含气页岩集中段的地震响应特征为4—5

个相位组合的连续强振幅反射波组，剖面上反射特

征清晰。

区域地质研究表明，泥盆系底部与下伏奥陶系

为不整合接触『．岩性波阻抗差异大易形成强反射

界面。湘新地3井完钻层位为泥盆系底部跳马涧

组．临近该不整合面，结合湘新地3井的合成记录

标定，从而在地震剖面上识别|【{{了该不整合面，特

征表现为界面顶部为连续强振幅反射．内部有2—3

个相位的强振幅反射，在区域上稳定，可作为区域标

志层。基于该不整合面的控制和湘新地3井含气页

岩段的精细标定，开展全区不整合面、含气页岩气

图5新化地区二维地震测线分布图

Fig．5 2一D Seismic line di8tribution map in Xinhua area

表l湘新地3井钻井分层数据表

Table 1 Drilling stratincation data of WeU Xiangxind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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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Calibra“on of syntlle“c records of l 040一l 267 n1 gas—bearing shale collcentraIe(1 secfion i11 Xiangxindi Well 3

顶和含气页岩气底三套层位的闭合解释追踪。

2．2地震响应特征

从湘新地3井钻探岩性分析．余田桥组520～

1040 m井段之间为台地相沉积。主要为灰岩发育

区．内部岩性差异不大。地震响应特征为一套不

连续弱振幅一杂乱结构反射特征：该井页岩气集

中段(1040～1267 m)为台盆相，地震响应特征为

连续强振幅一平行结构反射特征：下部棋梓桥组

岩性以灰岩为主，岩性波阻抗差异不大，内部反

射特征为不连续弱振幅一亚平行结构，为台地相

响应特征：底部泥盆系与奥陶系之间不整合面则

为明显的连续强振幅反射特征。因此湘新地3井

纵向上地震相反射特征可总结为“不连续弱振

幅一连续强振幅一不连续弱振幅一连续强振幅”的四

层结构、一．．。

基于上述认识，在地震相特征分析基础上，在

罔7湘新地3井地震相特征剖面图

Fig．7 Seismi(’facies characteristic profile of Well Xiangxin(1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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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新地3井含气页岩集中段1040。1267 m标定气

顶和气底的层位处开取合适时窗(气顶上开30 ms，

气底下开30 ms)，利用振幅的差异性，开展区域沉

积地震相平面预测，刻画了两种不同地震相的展布

范围，其中黄红色为相对强振幅的盆地相，绿蓝色

3结语

为中一弱振幅的台地相(图8)。余田桥组页岩气有

利相区呈北东向条带状展布，已有良好气显的湘新

地3井处于有利相区，有利相区的地震相预测为该

区页岩气勘探部署提供了有力依据。目前已在更为

有利的区域部署一口页岩气参数井。

图8新化地区余田桥组地震相预测图

Fig．8 Seismic Facies Map of Shetianqiao Fo瑚ation in Xinhua Area

(1)湘中涟源凹陷泥盆系佘田桥组为台盆相间

的沉积特征，盆地相为有利的页岩气富集区，实钻

井也得到了验证，具有较大的勘探潜力．目前已部

署一口页岩气参数井。

(2)利用地震相特征分析开展有利相区预测为

较直观有效的技术方法，泥盆纪佘田桥组台地相地

震反射特征为不连续弱振幅杂乱一亚平行结构，盆

地相地震反射特征为连续强振幅平行结构。平面预

测与实钻井情况一致。

(3)涟源凹陷余田桥组台地相和台盆相地震响

应特征明显，对页岩气有利区预测具有较好的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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