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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水平井信息的单砂体分布特征研究

———以松辽盆地南部长岭凹陷乾安地区某水平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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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０００）

目前中国致密砂岩油气开采通常选用水平井压裂的开发生产方式，这对地下储层砂体特征认识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针对直井距离远，地震资料品质差的地区，合理应用已有的水平井信息进行平面单砂体识别
及边界厘定，可以有效提高储层内部单砂体分布特征描述的精度。 该研究以松辽盆地南部长岭凹陷乾安
地区 Ｘ 水平井开发区扶余油层为例，建立直井及水平井联动的单砂体识别方法，对该地区储层单砂体分
布特征进行精细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乾安地区扶余油层存在两种单砂体分布模式，其一是早期三角洲
平原沉积的“ 河控带状体” ，其二为晚期三角洲前缘的“ 河控面状体” 。 该研究成果对同类型油田储层砂
体分布预测和油田开发方案编制均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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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展布样式。 王延光等（ ２０２０） 和刘化清等（ ２０１８） 利

致密砂岩储层具有平面分布面积广、埋藏深度

厚度进行了精确的估算。 但上述方法对井网密度及

大、储层物性差、非均质性强的特点，依靠常规开发

地震资料品质有着较高的要求，乾安地区扶余油层

技术难以开采，往往需通过大规模水平井压裂或其

为典型的致密砂岩储层，但由于井距过大，地震资料

他特殊工艺才能开发生产，这就对地下储层的砂体

匮乏等问题，难以开展扶余油层砂体解剖工作，如何

特征认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凤娇等，２０１７；杨晓

合理高效运用广泛分布在致密砂岩储层中的水平井

萍等，２００７；于兴河等，２０１５；崔明明等，２０１９；宋兆杰

信息，是明确储层砂体特征，致密油精细挖潜的关

０

等，２０１９） 。 目前，包括基准面旋回控制下的砂体解

剖（ 何宇航等，２０１８；丛琳等，２０１７） ，类比沉积过程
的砂体结构反演（ 张昌民等，２０１３） ，构型要素参与
下的储层 砂 体 精 细 识 别 （ 陈 薪 凯 等，２０２０； 周 银 邦
等，２０１１） ，构造、沉积等多因素约束下地震相识别
（ 刘化清等，２０１８；曾灿，２０１８） ，建模、数模等多手段

融合的单砂体表征（ 任双波等，２０１６） 都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 将 Ｂｒｉｄｇｅ 现代沉积基础构型要素简化至
油藏描述范畴，利用代表不同流体及不同沉积序列
的测井相组合特征识变化情况来识别砂体的不同部
位和不同拼接方式，从而建立更精确的单砂体空间

用振幅和频率构成的复合地震属性，对薄层单砂体

键。 因此，本次针对研究区水平井信息丰富的特点，
将水平井纳入常规砂体解剖中，以沉积学理论为指
导，建立直井—水平井联动的单砂体识别标准，应用
水平段进行平面单砂体边界厘定，提高储层砂体定量
研究与内部砂体分布特征描述的精度，精细刻画乾安
地区扶余油层储层单砂体成因类型及分布特征。

１

区域地质概况
松辽盆地位于东经 １１９°４０′ ～ １２８°２４′，北纬 ４２°

２５′ ～ ４９°２３′，是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新生代陆相沉
积盆地，其兼具断 － 坳双重特征，内部可进一步划分

［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２
［ 第一作者简介］ 王鑫锐，女，１９９５ 年生，在读硕士，油气田开发地质专业；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ｘｒ＿２０１７＠ １６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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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６ 个一级构造单元，３１ 个二级构造单元，油气集
中分布在中央坳陷区内（ 图 １） 。 本次选取的松辽盆
地南部长岭凹陷乾安地区 Ｘ 水平井开发区位于松

２．１

分流河道、水下分流河道沉积特征
分流河道及水下分流河道是三角洲沉积中最主要

辽盆地南部中央坳陷区长岭凹陷中部，东与木头油

的砂体类型，岩性以细砂岩、粉砂岩为主。 该砂体形成

田相连，北至新立油田，西邻乾安油田，区内主要发

水动力强，底部冲刷面明显，常发育斜层理、槽状交错

育白垩系、古近系，新近系。 此次研究的目的层段为

白垩系下统泉头组四段（ 下简称泉四段） ，是该地区
的下部含油组合，埋深 １６００ ～ ２３５０ ｍ，平面分布稳
定，厚 １３０ ｍ 左右。 受西南保康—通榆水系控制，发
育以浅水三角洲为主的沉积体系。

层理、平行层理等沉积构造，如图 ２ 所示。 垂向上多呈
现典型河流的二元结构，其中陆上分流河道沉积序列

更完整，底部是砂体的底界面，多具冲刷充填特征，突
变面下部为分流间细粒沉积，受河流强烈的冲刷作用
的影响，形成厚层泥砾发育的底部滞留沉积，钙质胶结
频繁，多呈现灰白色，物性及含油性较差，为典型的块
状层理含砾细砂岩相；在这之上为河道沉积的主体部
分，多发育交错层理细砂岩相，显示为分选良好的均值
韵律，故储层物性及含油性较好；顶部由于水动力减弱
形成的细粒沉积，为波状层理粉砂岩或泥质粉砂岩相，
内部向上泥质含量增加逐渐过渡为溢岸砂、天然堤或
分流间泥沉积，物性及含油性差。

２．２

水下溢岸沉积砂体特征
三角洲平原以分流河道砂体为主，溢岸沉积不

发育，故仅对水下溢岸沉积进行分析。 其主要包括
河控沙坝及席状砂两种类型成因单砂体，沉积特征

如图 ２ 所示。 二者平面上多呈条带状分布在水下分
流河道两侧，显示为明显的河控特征，由河岸向两侧
能量逐渐降低，由粉砂岩过渡为水下分流间泥质沉
积。 垂向上，河控沙坝显示为明显的反韵律特征，底
部与下伏分流间湾递变接触，发育水平层理泥质粉
砂岩或粉砂质泥岩相，向上粒度逐渐增大，主体部分
图１

松辽盆地南部中央凹陷区油气聚集位置分布图

可见平行层理粉砂岩相，与上覆块状层理泥岩相成
突变接触关系。 其内部多见揉皱构造、生物化石及

２

储层单砂体的成因类型
通过对研究区内 ２４ 口取芯井岩芯样品沉积微

黄铁矿等自生矿物；而席状砂多为波状层理粉砂岩
相，顶底与平行层理及块状层理泥岩相突变式接触。
二者含油性物性与其自身厚度相关，靠近河道主体

相类型及岩相特征分析，研究区为浅水三角洲沉积

部位厚度大，物性及含油性较好，向外则逐渐变差。

环境，中下部为三角洲平原沉积，向上水体加深发育

３

三角洲前缘亚相。 在这个沉积演化过程中，可作为
储层的单砂体类型主要包括分流河道，水下分流河

道，河控沙坝及席状砂，岩性测井特征如图 ２ 所示。
其中陆上平原沉积中的溢岸薄层砂（ 天然堤、溢岸
砂、决口扇等） 分布面积小，垂向厚度薄，难以成为
有效储层。

储层单砂体的精细识别
井距过大带来了井间对比的不确定性，从而导

致砂体规模及分布特征难以精确识别（ 石桓山等，

２０１８） 。 研究区丰富的水平井信息，可以较好的弥补
这一缺陷。 合理利用水平井段信息可以为划分单砂
体成因类型，厘定砂体边界，明确井间砂体变化等提
供地质资料支撑（黄文松等，２０１８；陈学洋，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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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安地区某水平井开发区主要单砂体成因类型

水平井和直井不同成因单砂体对应
图版的建立
储层砂体的岩性物性与测井曲线响应存在一定

的相关性，不同成因类型单砂体由于岩性，旋回特征
不同，在直井曲线响应中形成截然不同的幅度、形

三角洲平原沉积砂体识别图版见图 ３，水平井

由于上下围岩的干扰，对于相同成因类型砂体的电
阻率及自然伽马响应取值范围分布区间与直井相比
略低。 结合取芯井进行验证，Ｒ － ＧＲ 交汇图版在研
究区单砂体识别准确率为 ９１ ２％，可以通过该方法
对单砂体特征，尤其是缺乏直井井网控制的井间特

态、锯齿化程度特征，水平井同样存在这种分异，但

征进行更加清晰的描述。

由于水平井测井响应机理与垂直井存在差异，难以

３ ２

从曲线形态简单判断单砂体类型。 利用研究区不同

水平井与直井联合的单砂体精细解剖

成因类型单砂体对电阻率 Ｒ、自然伽马 ＧＲ 曲线敏感

研究区受直井井位密度低、井间距大的影响，当

的特点，利用两种类型井钻遇相同砂体提取二者电

仅采用直井信息进单砂体平面展布分析时，对于河

性响应参数，选取多个样本点以建立不同成因类型

道规模的大小、河道的摆动方向及不同成因类型砂

砂体电性响应关系，以此建立不同成因类型单砂体
的 Ｒ －ＧＲ 图版，圈定不同成因类型单砂体的测井响

体组合关系存在一定的多解性，同时对井网未控制

应范围，补充单砂体井间识别地质证据。

图３

２１９０

区域的单砂体判别对存在较大的误差，研究区水平
井水平段距离在 ８００ ～ １２００ ｍ，加入水平井后，在一

乾安地区直井和水平井电性对应关系及单砂体识别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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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对井间未控制区域做出了资料的补充，利

三角洲平原沉积时期主要对应研究区 ＩＶ ～ ＩＩ 砂

用水平井横穿砂体的特点，确定不同成因类型砂体

组，主要砂体成因类型为分流河道砂体及河道间零

规模，识别单砂体边界。

星分布的溢岸砂、天然堤、决口扇等溢岸沉积，分流

图 ４ａ 为 ９ 口直井所绘制的单砂体平面分布图，

图 ４ｂ 为在加入 ９ 口水平井后与直井结合绘制的砂

间泥质沉积发育。 此时水动力强，物源供给丰富，分
流河道砂体单期规模大，厚度约 ７ ～ １０ ｍ，平均 ８ ４

其一是利用 Ｃ１、Ｃ３、Ｃ５ 识别出了新的成因类型单砂

ｍ，宽度多为 ７００ ～ １５００ ｍ。 分流河道砂体平面迁移
迅速，河道砂体频繁分支 － 汇聚，构成了侧向相切或

平井的影响，对其规模及摆动方式做出修正；其三是

砂体组成的宽阔砂带。 垂向上不同基准面河道下切

南部河道砂体由于水平井识钻遇分流间泥岩，重新

作用强烈，河道顶层沉积缺失，形成接垂向叠置严

厘定其边界。

重，连通性较好厚层砂体。 河道两侧由于河道砂体

体平面图，对比纯直井绘制平面图存在明显的差异：
体（ 天然堤、溢岸砂） ；其二是上部河道砂体由于水

水平井信息参与判相后，丰富研究区目前的井
网密度，提供了原本缺失的井间信息。 使得在单砂

相接的接触关系，局部形成宽阔的由多期分流河道

侧向侵蚀作用保留较少，厚度多为 ３ ｍ 左右。 因此
可见，三角洲平原沉积储层多为宽阔的河道复合砂

体识别过程中，对河道砂体规模及形态划分更加准

带，分流河道砂体的垂向下切，侧向迁移是构成该沉

确，溢岸沉积砂体平面可识别性显著增强。 对储层

积时期砂体特征复杂多变的主要原因。

单砂体规模，摆动方式，及平面组合模式有了更加清

三角洲前缘亚相对应研究区 Ｉ 砂组沉积时期，

晰的认识。

该时期主要发育水下分流河道、河控沙坝、席状砂沉

４

积。 该时期水体较深，河流作用减弱，分流河道砂体

储层单砂体分布特征
运用上述直井 － 水平井联动砂体识别方法，对

储层单砂体进行平面及垂向的精细解剖，结合研究

规模较小，多以中小型为主，单期河道砂体厚度集中
在 ４ ～ ６ ｍ，宽约 ４００ ～ ８００ ｍ，受到湖水的顶托作用的
影响，两侧常与河控沙坝、席状砂相伴生，表现为水

区沉积演化规律，分析单砂体的空间分布特征（ 任

下分流河道→河控沙坝主体→河控沙坝外缘→席状

区扶余油层主要发育水上三角洲平原亚相及水下的

上，由于水下分流河道砂体下切能力较弱，顶层沉积

双坡等，２０１６；张莉等，２０１７；赖鸿飞等，２０１７） 。 研究
三角洲前缘亚相两个截然不同的沉积相带，其单砂
体类型及分布特征存在较大的差异（ 图 ５） 。 本次选
取不同亚相中的典型层位，对其单砂体分布规律进
行分析（ 孙雨等，２０１６；高阳等，２０１９） 。

图４

砂（ 主体及非主体） → 分流间泥的平面相序。 垂向
发育完整，细粒沉积隔夹层发育，垂向多为砂泥薄互
层。 综上所述，三角洲前缘沉积中，储层砂体分布呈
现“ 河控面状” 多成因砂体组合的特征，平面分布面
积大但厚度值不高。

某水平井开发区直井单砂体识别（ ａ） 与直井和水平井联合单砂体识别（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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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水平井开发区不同沉积环境下单砂体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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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１） 研究区单砂体类型主要包括分流河道，水

陈薪凯， 刘景彦， 陈程， 马骁． ２０２０． 主要构型要素细分下的曲流河

（２） 利用直井与水平井对相同成因单砂体的响

陈学洋． ２０１７． 古龙南地区薄层低丰度油藏水平井沉积相描述方法

下分流河道，河控沙坝及席状砂。

应特征差异，可以建立直井及水平井单砂体识别电
性模板，对河道砂体规模，摆动方式，组合关系进行
更准确的解剖。

（３） 通过对研究区不同沉积环境单砂体特征的

分析可知，研究区主要包括“ 河控带状体” 及“ 河控
面状体” 两种不同的单砂体分布模式。 前者主要发
育在扶余油层早期三角洲平原沉积中，表现为多河

道复合特征，少见溢岸沉积，垂向及平面厚度较大，
是扶余油层水平井精细挖潜的主要目标。 而后者主
要是晚期三角洲前缘沉积中发育的主要储层砂体类
型，是由水下分流河道，河控砂坝、席状砂等多成因
单砂体组合而成的，平面分布面积大，垂向厚度较
薄，隔夹层丰富，剩余油挖潜潜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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