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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区 、深层和深水等低勘探程度地区是今后油气勘探的重要方向 , 而烃源岩厚度预测则是沉积盆地勘探

新区烃源岩评价的重要问题。以南黄海北部盆地勘探新区东北凹陷的烃源岩早期评价为背景 , 基于地震反射特征

追踪东北凹陷内烃源岩的发育层位和空间展布研究成果 , 首次应用地震属性方法对东北凹陷的主力烃源岩(上白

垩统泰州组和古新统阜宁组)厚度进行了初步预测 ,并结合地震速度岩性分析法对本区泰州组烃源岩厚度的预测

结果加以验证。结果表明南黄海盆地东北凹陷泰州组烃源岩较阜宁组烃源岩分布广且厚度大 , 西次洼为东北凹陷

主力生烃洼陷。地震属性法是沉积盆地勘探新区内定量化预测烃源岩厚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方法 , 其对于类似

盆地勘探早期的烃源岩评价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勘探新区;地震属性;烃源岩;南黄海盆地

中图分类号:P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6-1492(2008)05-0109-06

　　烃源岩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能生成并排出具有

商业价值的油气 ,但烃源岩厚度并非越大越好 。Ti-

sso t曾提出排烃有效厚度为 28 m[ 1] 。而微裂隙排

烃的支持者认为 ,烃源岩中心部分因异常高压产生

微裂隙 ,油气可以以微裂隙幕式排烃方式排出 。地

球化学资料表明厚层泥岩确实存在未(或较少)排烃

层段 。不管烃源岩厚度与生排烃量的具体关系如

何 , 烃源岩厚度是烃源岩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由

于沉积盆地勘探早期钻井稀少 ,难以满足整个探区

内烃源岩厚度的预测 ,对勘探新区烃源岩的早期评

价和研究区勘探潜力评价造成困难 。沉积盆地勘探

新区一般最先上马的是二维地震和少量预探井 ,研

究发现地震数据中蕴含了烃源岩的诸多信息 ,如利

用地震反射特征信息可以追踪烃源岩的空间展

布
[ 2]
。传统上预测烃源岩厚度正是基于海量的地震

信息 ,通过读取速度谱来拾取叠加速度 ,再把叠加速

度转化为层速度 ,依据层速度的降低来预测烃源岩

的分布 ,即地震速度岩性分析法[ 3-5] 。其原理是根据

地震波通过不同岩性介质的传播速度不同 ,同一地

层内岩性和岩相的横向变化应该在地震层速度上有

所反映。作为地震资料常规处理中间步骤的速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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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为岩性解释提供了大量的速度谱及叠加速度信

息
[ 6]
,通过地震速度岩性定量解释技术

[ 7]
可以求出

地层泥岩指数 ,进而计算出泥岩总厚度。

地震速度岩性分析法计算泥岩总厚度充分利用

了地震速度谱资料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少井甚至

无井给烃源岩评价带来的困难。但由于地震速度岩

性分析法工作量大 ,预测精度也较低 ,现已逐渐被一

些新的方法所取代 ,如地震属性方法和反演方法 ,其

中地震属性方法在岩性预测中的应用较为广

泛[ 8-12] 。我们曾利用地震速度岩性分析法对东北凹

陷上白垩统泰州组烃源岩进行了厚度预测[ 13] ,本次

研究基于东北凹陷内地震反射特征追踪烃源岩的空

间展布研究成果 ,应用地震属性方法对南黄海北部

盆地勘探新区东北凹陷的烃源岩厚度进行预测 ,不

仅为研究区烃源岩的早期评价提供重要参考 ,对于

其他低勘探程度盆地的烃源岩评价研究也具有非常

重要的借鉴意义。

1　地质背景

南黄海北部盆地(又称南黄海盆地北部坳陷)位

于 34°50′～ 37°00′N 、120°30′～ 125°30′E ,北部以千

里岩隆起区为界 ,南部地层超覆于南黄海盆地中部

隆起之上 , 整体结构为北断南超[ 14] , 总面积约

51 000 km2[ 15] ;盆地自北而南可划分为东北凹陷 、北

部凸起 、北部凹陷 、中部凹陷 、西部凹陷和南部凹陷



　　　　　　　　　　　　　　　　　　　　海 洋 地 质 与 第 四 纪 地 质 2008 年　

等次级单元 ,且凹陷和凸起相间分布 ,构造走向均为

NEE。盆地自晚白垩世开始发育 ,接受了中 、新生

代巨厚河流湖泊相沉积建造 ,自下而上依次为白垩

系泰州组(K2t),古近系古新统阜宁组(E1f)、始新

统戴南组(E2d)和三垛组(E2s)、新近系盐城组

(N1y)及第四系东台组(Qd), 总厚度为3 000 ～

8 000 m 。

东北凹陷位于南黄海北部盆地的东北侧 ,面积

6 660 km
2
, 为一以威海断层为南部边界的南断北

超半地堑[ 16](图 1),半地堑主要发育古新世 、始新世

和渐新世地层。东北凹陷的油气勘探程度极低 ,目

前仅在凹陷南部边缘由韩国钻探了 Heama-1井 ,但

由于该井位于凹陷东南斜坡的高部位 ,地层钻探不

全 ,目前所认识的南黄海探区两套烃源岩上白垩统

泰州组和古新统阜宁组均没有钻遇 ,导致对东北凹

陷烃源岩的发育特征认识不清 ,极大地制约了凹陷

油气地质研究的深入和勘探进程的推进 。

2　地震属性方法预测烃源岩厚度的可
行性

　　地震属性是从地震数据中推导出来的几何学 、

运动学 、动力学 、统计学特征的具体(特殊)测量值 。

岩性 、物性和充填在其中的流体性质等因素的空间

变化 ,都会造成地震反射速度 、振幅 、频率等的相应

变化 ,其中岩性变化的影响最为明显 ,因此 ,应用地

震属性来预测岩性的变化较为有效 ,这也是应用地

震属性预测烃源岩的基础。

常规地震相分析是解释者依据肉眼观察的地震

反射参数(振幅 、频率 、相位 、同相轴以及反射结构

等)的变化和组合来解释地质现象 ,这种依靠肉眼和

经验观察与分析的结果主观性强 ,随意性大 。随着

地震属性参数的广泛应用 ,逐渐被定量地震相分析

方法所取代 ,定量地震相方法通过计算不同的地震

属性参数 ,定量地反映属性参数的空间变化 ,地质人

员能够依据参数的空间变化 ,在钻井资料的约束下 ,

较准确地解释岩性的变化 ,进而确定烃源岩的分布。

基于东北凹陷地震反射特征追踪烃源岩的空间展布

研究成果 ,本次对烃源岩的识别主要应用振幅 、频率

和相位属性 ,从这些参数对岩性的响应特征来定量

或半定量地预测烃源岩的分布。

3　定量化预测烃源岩的方法

由于东北凹陷地区没有可供利用的有效钻井资

料 ,而北凹的诸城 1-2-1井的资料系统完整 ,因此 ,

本次研究先在北凹诸城 1-2-1井区进行井-震资料相

互结合的试验性应用 ,以检验方法的可行性 ,而后再

推广到东北凹陷。

图 1　南黄海北部盆地东北凹陷构造位置及区划简图

Fig.1　The structural div ision and location map o f no rtheast sag in nor th depression of South Yellow Se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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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北凹定量化预测公式的建立

综合分析表明 ,诸城 1-2-1 井区阜宁组的均方

根振幅 、均方根频率与稳定的均方根相位能够有效

地反映该区中深湖相的沉积特点 ,在统计诸城 1-2-1

井泰州组及阜宁组泥岩百分比的基础上 ,建立了诸

城 1-2-1 井区阜宁组的泥岩含量预测函数 ,如下式

所示:

R=-0.000 49X -0.009 24Y +1.91 (1)

式中 ,R 为泥岩百分比;X 为均方根振值;Y 为均方

根频率。

泥岩时间厚度的预测函数为:

H=R×D (2)

式中 ,D为地层残余厚度 。

依据上式计算结果绘制的阜宁组平均泥岩百分

比函数图和泥岩厚度图显示高泥岩百分比和大泥岩

厚度的地区与阜宁组的沉积特点完全符合 ,表明预

测结果的可信度较高。

3.2　东北凹陷泰州组和阜宁组泥岩厚度预测

东北凹陷泰州组烃源岩的地震属性响应特征整

体上与阜宁组相似 ,都能够从均方根振幅 、均方根频

率和均方根相位的展布规律上明确地反映出来(图

2 、3)。平面上泰州组与阜宁组均方根振幅和均方根

频率整体由南东向北西方向逐渐减小 ,表明本区中

深湖相地层均方根振幅和频率偏低 ,利用低均方根

振幅和频率的特征能够有效识别东北凹陷的泰州组

和阜宁组烃源岩。而泰州组与阜宁组均方根相位整

体由南东向北西方向逐渐趋于稳定 ,这种稳定的相

位特征表明沉积环境和沉积物的相似性 ,为典型的

深湖相沉积特征。

与北凹相比 ,东北凹陷烃源岩的地震响应特征

明显好于北凹地区 ,低均方根振幅 、低均方根频率与

稳定的均方根相位能够有效地反映该区中深湖相的

图 2　南黄海北部盆地东北凹陷泰州组泥岩厚度综合预测

F ig.2　Iso line map of mudstone thickness in Taizhou fo rmation in no rtheast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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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黄海北部盆地东北凹陷阜宁组泥岩厚度综合预测

Fig.3　I so line map of mudstone thickne ss in Funing fo rmation in no rtheast sag

沉积特点 ,能够应用这些明确而一致的地震属性参

数定量估算东北凹陷泰州组和阜宁组的烃源岩分

布。

在明确东北凹阜宁组和泰州组烃源岩的地震属

性响应特征之后 ,基于北凹构建的烃源岩百分比预

测函数(式(1)),依据振幅的变化修正后预测东北凹

陷的烃源岩百分比函数如下:

泰州组:R2 =-0.000 072X -0.009 4Y +

1.199 2 (3)

阜宁组:R1 =-0.000 054X -0.0188Y +

1.294 4 (4)

基于式(2)、(3)和(4),利用地震属性方法预测

了东北凹陷上白垩统泰州组和古新统阜宁组的泥岩

厚度(图 2 、3)。预测结果表明:①泰州组泥岩厚度

整体由南东向北西方向逐渐增厚 ,区域上可分为东 、

西两个生烃次洼 , 且东次洼的泥岩厚度小于西次

洼 ,其中西次洼最厚可达 3 000 m 以上 ,东次洼中心

厚度也可达 1 750 m 左右 , 泰州组的沉积和沉降中

心主要位于凹陷西北部地区;②阜宁组的沉积和沉

降中心主要位于凹陷西部地区 ,且仅存在一个生烃

洼陷 ,最厚可达 2 000 m 以上;③泰州组烃源岩的厚

度明显大于阜宁组 ,泰州组为本区主要的烃源岩层

系 。

结合地震速度岩性分析法的预测结果(图 4),

东北凹陷上白垩统泰州组的泥岩厚度整体也由南

东向北西方向逐渐增厚 ,区域上同样显示具有东

西两个生烃次洼的凹陷格局 ,与地震属性法预测

结果类似 , 充分证明此法的可靠性 。需要指出的

是 , 地震属性法预测的泥岩不一定是烃源岩 ,也可

能是红层 。这种情况要根据沉积相展布特征和其

他相关资料将红层剔除 ,尽可能避免多解性的发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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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南黄海北部盆地东北凹陷泰州组泥岩厚度等值线

F ig.4　Iso line map of mudstone thickness in Taizhou fo rmation in no rtheast sag

4　结论

(1)南黄海北部盆地东北凹陷上白垩统泰州组

烃源岩分布广泛 ,且自东南往西北 ,厚度逐渐加大 。

上覆古新统阜宁组烃源岩仅集中分布在凹陷西部;

西次洼为东北凹陷主力生烃洼陷 ,泰州组为凹陷内

主要烃源岩。

(2)在利用地震反射特征追踪烃源岩的空间展

布研究基础上 ,结合地震速度岩性分析法的烃源岩

厚度预测结果验证表明 ,地震属性法是预测沉积盆

地勘探新区低勘探程度地区烃源岩厚度的一种行之

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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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OF SEISMIC ATTRIBUTION TO

PREDICTION OF SOURCE ROCK THICKNESS IN NEW EXPLORATION

AREASOF NORTH DEPRESSION IN SOUTH YELLOW SEA BASIN

CAO Qiang 1 , 2 , YE Jia-ren1 , 3 , SHI Wan-zhong1 , 2

(1 Key Laboratory of Tectonics and Pet roleum Resou rces ,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 Wuhan 430074 , Chin a;

2 Gradu ate School in China Universi 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 hina;

3 Facu lty of Earth Resources i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 China)

Abstract:New exploration areas , deep forma tion and deep w ater , which belong to the low explo ra tion ac-

tivity fields , a re impor tant for pet roleum exploration.Prediction for the thickness of source rocks is critical

to the source rock evaluation in new exploration a reas in sedimentary basins.In the research contex t of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n source rock of the northeast sag , which is the new explo ration area in South

Yellow Sea basin at present , this paper t ries to t race the main format ion and dimensional distribution of

major source rocks in nor theast sag based on the seismic ref lection characteristics.The me thod of seismic

at tribution is applied fo r the first time to the prediction of the thickness of majo r source rocks(upper Cre-

taceous T aizhou formation and Palaeocene Funing fo rmation)in no rtheast sag , which is tested by the

method o f seismic velocity-li tholog y prediction to est imate the thickness o f Taizhou fo rmation source rock.

We suggest that Taizhou fo rmation source rock is w idespread wi th larger thickness in northeast sag than

Funing format ion , and the west sub-sag in no rtheast sag is the optimum hydrocarbon-generating sag.The

method o f seismic at t ribution has been proved to be a feasible and ef fective w ay fo r quant itative prediction

on the thickness of source rocks in new explorat ion areas , and it also can be int roduced to areas wi th simi-

lar pet roleum explo ration condit ions.

Key words:new exploration areas;seismic att ribut ion;source rock;the no rtheast sag ;South Yellow Se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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