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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凹陷平北地区平湖组基于地震多属性的储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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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始新统平湖组是东海西湖凹陷平北地区最重要的油气储层 ,但受资料条件的限制 , 应用常规方法无法进

行精细的储层预测 ,制约了研究区的油气勘探部署和进程。应用地震多属性分析技术 , 结合测井曲线 、岩心 、岩性

及区域地质资料 ,对平北地区平湖组的岩相进行了精细解释 ,并对有利目标区进行了初步预测 ,结果表明 , 平北地

区平湖组发育潮汐控制的三角洲相和潮坪相两种类型的沉积相 , 并以三角洲相内的储层发育 , 砂体连片性好 ,工区

西南部三角洲前缘相发育区为油气勘探的有利目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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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属性是指那些由叠前或叠后的地震数据 ,

经过数学变换而导出的有关地震波几何学 、运动学 、

动力学和统计学特性信息的综合特征参数
[ 1-2]

。通

过属性解释能够获得许多有关地层 、断层 、裂缝 、岩

性和岩相变化的重要特征信息 ,可广泛应用于地震

构造解释 、地层分析 、油藏特征描述以及油藏动态检

测等领域 。它是地震资料中可描述的 、可定量化的

特征 ,是刻画 、描述地层结构 、岩性以及物性等信息

的地震特征量[ 3] 。

相同或近似的储层参数在地震属性上表现为相

同或相近的特征。储层的岩性 、物性及其流体性质

的变化 ,在地震资料包涵的各种属性中都会有相应

的响应 ,这也是通过地震属性寻找油气的理论依据 。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 ,没有任何单独的地震属性能唯

一地指示储层的某一特性[ 4] ,地震属性与储层参数

的变化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5] ,地震属性的变化

除了由岩性 、物性及含油气性的变化引起外 ,还可以

由其他的地质因素引起 ,如砂泥岩含量或厚度的相

对变化 ,对地震波振幅相位属性有很大影响[ 6] ,同

时 ,有些储层参数异常在某些属性上得不到反映 。

因此 ,利用地震单属性预测储层参数常具有不确定

性 、多解性
[ 3 , 7]

,不能满足精细勘探的要求 ,而多属

性综合分析方法具有单属性分析所无法比拟的优

点 ,可大大提高预测精度。地震多属性综合分析方

法是在地震属性敏感性分析的基础上 ,选取优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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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震属性组合 ,运用神经网络等技术对多个单属

性进行拟合 ,实现多种单属性信息融合 ,利用拟合后

的多属性地震相图结合钻井对储层的发育状况展开

综合预测。

本次研究工区地处西湖凹陷西部斜坡带中北段 ,

面积 80 km2 ,区内共有3口钻井 ,单井控制面积较大 ,

造成井间储层预测具有一定的困难 ,同时前人对研究

区开展的储层评价均为定性 、区域性的模式化解释 ,

没有开展精细的储层预测 ,如陈建文①认为该地区处

于受潮汐控制的三角洲沉积体系 ,赵丽娜等认为西部

斜坡带平湖构造带始新统平湖组主要处于潮坪相及

潮汐三角洲相
[ 8]
,孙思敏等认为该地区花港组为河流

相沉积体系
[ 9]
。基于研究区储层预测存在的精度问

题 ,本文采用地震多属性综合分析技术 ,来精细分析

研究区内沉积相展布及储层参数特征 ,以期降低单属

性分析造成的不确定性 、多解性 。

1　地质概况

平北地区位于东海西湖凹陷西部斜坡带平湖构

造带北部(图 1),其西邻海礁隆起物源区 ,东靠三潭

生烃深凹。区内发育多条北东向展布的断裂系 ,主

控断层为宁波①断层和平湖①断层。

本次研究工区主要为平北地区的宝云亭区块

(图 1),区块内共有 3 口钻井:Byt1 井 、By t2 井和

Byt3井 ,并具有较高品质的三维地震资料 ,这为利

① 陈建文.东海西湖凹陷层序地层学和沉积体系研究.2007.7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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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震多属性分析技术进行精细储层预测奠定了坚

实基础。油气勘探目的层位为古近系始新统平湖

组[ 10-13] 。根据地震 、测井 、岩心等资料 ,平湖组整体

处于海退背景下 ,发生了 3次规模较大 、相对短暂的

海侵 ,从而形成了 3 个三级层序(SQ1—SQ3)(图

2)。3个层序具有如下特征:(1)SQ1层序:岩性主

要为灰—深灰色泥岩夹薄层细砂岩 、粉砂岩 ,整体以

砂泥互层为主 ,向上变细;自然伽玛曲线特征多为钟

形 、指状或齿状 、小箱状;钻井揭示表明 ,该层序上升

半旋回略比下降半旋回发育;(2)SQ2层序:岩性为

灰质粉砂岩 、泥质粉砂岩与灰质粗砂岩 、泥岩互层 ,

灰 —深灰色泥岩夹薄层细砂岩 、粉砂质泥岩 ,岩性向

上变细 ,砂泥比较 SQ1层序低;自然伽玛曲线特征

为指状或齿状 ,自然电位多为平直状 ,该层序上升半

旋回和下降半旋回具有很好的对称性;(3)SQ3层

序:岩性为灰 —深灰色泥岩与粉砂岩 、细砂岩不等厚

互层 ,夹沥青质煤和灰质 , 砂泥比较高 ,并向上呈

粗 —细 —粗的变化特征;自然伽玛曲线特征为小箱

状 、钟形 、指状或齿状 、漏斗状;该层序下降半旋回较

上升半旋回略为发育 。总体而言 ,自下而上 SQ1 、

SQ2 、SQ3三个层序的砂岩含量具有中 —低 —高的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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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震多属性分析

2.1　分析流程

地震多属性分析流程主要包括:层位标定及解

释 、属性提取 、属性优化组合 、多属性聚类分析和储

层预测(图 3)。

图 3　地震多属性分析流程图

Fig.3　F low o f seismic multi-att ribute s analy sis

2.2　地震单属性提取及相关性

在三维工区层序地层解释的基础上 ,首先开展平

湖组SQ1 、SQ2 、SQ3 三个层序地震单属性试验。本

次研究共选取了10种能够指示岩性变化的地震单属

性 ,分别为均方根振幅(RMS)、平均持续时间(AD)、

弧长(Arc)、平均正振幅(APA)、带宽(BW)、平均峰值

振幅(APV)、瞬时相位(IP)、瞬时频率(IF)、主频

(DF)。然后 ,对提取的 10种单属性采取地震属性交

汇图分析各个属性之间的关联性(图 4)。

图 4　单属性交汇图及相关系数

Fig.4　The cro ssplo t be tw een sing le seismic

attributions and their co rrelation coefficients

　　根据地震单属性相关分析成果 ,选取相关性较

好的均方根振幅 、弧长 、平均正振幅及平均峰值振幅

作为属性优化后的组合 ,这 4种地震单属性之间相

关系数均高于 0.7。

2.3　地震多属性分析及岩相解释

在优选出上述四种地震单属性的基础上 ,采取

BP 神经网络聚类法
[ 14-16]

,对平湖组的 3个层序开展

多属性综合分析 。并结合岩心 、测井曲线 、砂岩泥

比 ,进行地震相-沉积相的转换 。

(1)SQ1层序

由地震多属性分析平面图(图 5a)可知 ,研究区

平湖组 SQ1层序的多属性特征可以区分为三种类

型 ,分别以淡绿色 、红色和蓝色表示。其中 ,淡绿色

较少 ,平面上呈条带状展布;结合该区所处的构造位

置 、物源及区域地质条件等 ,可以推测该区位于物源

进入凹陷的通道 ,为砂岩发育区。红色的分布范围

比淡绿色的大 ,并进一步向凹陷中心迁移 ,且具有很

好的连片性 ,为砂岩相对发育区 ,但粒度应比淡绿色

区域细 。蓝色区域靠近盆地中心 ,为泥岩发育区。

此外 ,在蓝色背景中还存在一些孤立的红色区域 ,可

能为“泥包砂”沉积 ,系潮坪沉积体系发育区 。总体

上 ,SQ1层序蓝色的分布范围相对较小 ,系由于该

层序处于二级层序的低位体系域时期 ,砂岩相对发

育 。区内共有 2口井(By t2和 By t3)钻遇了该套层

序 ,其中 By t3井处于蓝色背景下孤立发育的红色区

域中 ,含砂率较低 ,为 11.98%;By t2井处于连片红

色区域与蓝色区域交接处 ,含砂率高于 Byt3井 ,为

19.77%。岩心观测揭示 , By t2 井在该层序第 9回

次 15次取心中发现远端坝砂岩中的波状层理及水

平纹层带 ,底部具弱冲刷面(图 6),同时在该回次的

12 —14次取心中发现双黏土层及透镜状层理 ,由此

可以认为该井所在区域为受潮汐控制的三角洲前缘

相沉积(图 5d);By t3井在该层序第 6回次 13次取

心中发现浅灰色细砂岩中含炭质泥岩 ,在该回次 25

次取心中发现不规则的泥砾 ,由此推断该处存在孤

立红色小块的蓝色区域为潮坪相沉积。因此 ,基于

地震多属性分析 ,结合测井曲线 、岩心 、岩性 、物源及

区域地质资料 ,研究认为 SQ 1层序地震相平面图中

的淡绿色区域为受潮汐控制三角洲平原相沉积 ,连

片的红色区域为受潮汐控制三角洲前缘相沉积 ,蓝

色发育区为潮坪相沉积(图 5d)。此外 , By t1 、By t2

井区与 By t3井区的沉积环境不同 ,前者为受潮汐控

制三角洲相 ,后者为潮坪相 。

(2)SQ2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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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西湖凹陷平北地区平湖组各层序地震多属性图及对应的沉积相图

a:SQ1层序地震多属性平面图;b:SQ2层序地震多属性平面图;c:SQ3层序地震多属性平面图;

d:SQ1层序沉积相图;e:SQ2层序沉积相图;f:SQ3层序沉积相图

Fig.5　Spatial dist ributions of seismic multi-attributes and cor responding sedimentary facies

in diffe rent sequences o f the Pinghu Fo rmation in the P ingbei ar ea

a:S eismic mult i-at t ribu tes of sequ ence SQ1 , b:S eismic mult i-at t ribu tes of sequ ence SQ2 , c:S eismic mult i-at t ribu tes of sequ ence SQ3

d:Sedim en tary facies of sequence SQ1 , e:S edimentary facies of s equence SQ2 , f:S edimentary facies of sequence SQ3

　　SQ2层序地震多属性分析平面图(图 5b)中只

存在蓝色和红色两种颜色发育区域 ,且红色区域向

物源方向进一步退缩 ,蓝色区域范围则相对扩大 ,这

是由于 SQ 2层序处于平湖组二级层序的水侵体系

域时期 ,形成于基准面持续上升阶段 ,造成沉积物向

盆地物源方向退积 。该层序沉积环境基本继承了

SQ1层序的特征 ,但红色区域整体范围较 SQ1层序

变小 ,并在研究区西南部具一定的连片性 ,为三角洲

前缘沉积环境 ,其他部位则零星分布于蓝色区域之

中 ,为潮坪相沉积环境。该地层在区内 3口井均钻

遇 ,并且都处在有零星分布红色小块的蓝色区域之

中 ,By t1 、By t2 、By t3 井的含砂率分别为 17.44%、

10.56%、24.68%,同时在 By t2井第 6回次 12次取

心中发现强生物扰动(图 6),在 By t3井第 5回次 25

次取心中发现定向排列的双黏土层及泥砾 ,第 3 回

次 52 次取心中发现透镜状层理及生物潜穴 , By t1

井第 8回次中发现双黏土层。因此 ,可以认为以蓝

色为背景红色零星分布的区域为潮坪相(图 5e),

By t1 、By t2和 Byt3井区均处于该沉积环境;红色区

域为受潮汐控制的三角洲前缘相沉积。

(3)SQ3层序

与 SQ2层序相比较 ,SQ3层序地震多属性分析

平面图中(图 5c)的红色区域面积扩大 ,连片性变

好 ,并出现淡绿色区域 ,这是由于该层序处于平湖

组二级层序的高位体系域时期 ,基准面持续下降 ,

造成沉积物向盆地中心进积。类似于 SQ1 层序 ,

SQ3层序淡绿色发育区域为物源搬运通道 ,为砂

岩发育区;西南部连片性较好的红色区域为砂岩

中等发育区 ,根据其展布情况 ,可以推断为三角洲

沉积环境。蓝色区域靠近盆地方向 ,且零星分布

红色小块 ,为潮坪相沉积环境 。Byt1 、By t2和 By t3

井均钻遇该层序 ,并处在零星分布红色小块的蓝

色区域之中 , 3 口井的含砂率分别为 40.49%、

25.98%、27.21%;同时 ,在岩心观测中 ,Byt2井第

5回次 3 443.43 m 处发现潮汐层理(图 6), By t3

井第 1回次 19次取心中发现透镜状层理 , Byt1 井

第 5 回次 13次取心中发现植物化石 。因此 , SQ3

层序总体上继承了 SQ2 层序的沉积特点 ,以蓝色

为背景红色零星分布的区域为潮坪相(图 5f),

By t1 、Byt2 、Byt3井区均处于该沉积环境;红色区

域为受潮汐控制的三角洲前缘相沉积 , 但其分布

范围较 SQ2层序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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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西湖凹陷平北地区 Byt2 井平湖组单井沉积相图

F ig.6　Sedimentary facies of the Pinghu Forma tion at Well Byt2 in Pingbei area

3　有利目标区预测

研究区有利的储集相带主要为受潮汐控制的三

角洲前缘相和潮坪相所形成的砂岩发育区。潮坪沉

积相发育于具有生油气能力的海湾泥岩之上 ,储层

特征为成熟度相对较高 、物性相对较好 ,互层发育的

砂 、泥坪 ,形成较好的生 、储 、盖匹配组合
[ 8]
。但相比

而言 ,受潮汐控制的三角洲前缘是三角洲砂体最为

集中的发育区 ,其砂体规模 、连续性均优于潮坪相砂

体 ,并且 ,三角洲前缘砂体经过潮汐双向水流的反复

冲刷 、筛选 ,储层砂质纯 ,分选好 ,具有良好的储集性

能[ 17-18] 。因此 ,受潮汐控制的三角洲前缘砂体发育

区是油气勘探的有利目标区。

基于地震多属性分析可知 ,地震多属性图中的

红色连片区为处于三角洲前缘相沉积环境的砂体集

中发育区(图5),由此可根据平湖组3个层序(SQ1 、

SQ2 、SQ3)红色异常分布的状况和沉积相特征 ,根

据储层(砂体)发育状况对研究区潜在的有利目标区

进行预测。本次研究预测的有利目标区位于平北地

区的西南部(图 7)。平面上 , 该区域近 NN E 向展

布 ,区内发育呈扁平的条带状分布的地震多属性异

常 ,两侧被断层所控制;剖面上 ,从盆地边缘到中心 ,

整体表现为楔状反射特征 ,在不同方向的地震剖面

上均可以见到一系列的同相轴前积反射特征 ,并以

NNE 向地震剖面上表现得最为清楚 ,为典型的三角

洲前积反射体(图 7)。

4　结论

(1)地震多属性分析比单属性分析能更为全面 、

综合地反映地质体的特征 ,可有效地降低单属性分

析的不确定性 ,使预测结果更可靠 ,是沉积相划分及

储层预测的有效手段。

(2)西湖凹陷平北地区平湖组沉积环境主要为

受潮汐控制的三角洲相 、潮坪相 。在SQ 1层序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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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西湖凹陷平北地区有利目标区预测及典型沉积反射体

Fig.7　Po tential favourable area and typical sedimenta ry reflecto rs for hydrocarbon explor ation in the Pingbei area

时期 , By t1和 By t2井区为受潮汐控制的三角洲相 ,

By t3井区为潮坪相;在 SQ2和 SQ3层序发育时期 ,

By t1 、By t2和 By t3井区均为潮坪相。

(3)平北地区西南部三角洲前缘相发育的区域

为油气勘探的有利目标区 ,区内发育典型的三角洲

前积反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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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OF RESERVOIRS IN PINGHU FORMATION OF PINGBEI

AREA BASEDON SEISMICMULTI-ATTRIBUTE ANALYSIS

H UANG Shengbing 1 , 2 , YE Jiaren1 , 2 ,ZHU Hong tao1 , 2 ,LU Junze1 , 2 ,GU Huirong3 ,WANG Jil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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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Facul ty of Earth Resources ,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 Wuhan 430074 , China;

3 The E as t China S ea Xihu Oil &Gas Operat ing Company , CNOOC , Shanghai 200030 , China)

Abstract:Pinghu Formation reservoirs , the most impor tant ones in Pingbei area of the Xihu depression ,

can not be predicted precisely by using conventional methods due to absence o f co rre sponding data , which

has rest ricted hydro carbon explo 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area.The author s applied seismic

multi-at tributes technique and combined w i th data of w ell lo gs , core , li tholo gy and regional geolog y to

interpret the litho facies of Pinghu Formation in the Pingbei area , and also fav orable area for hydrocarbon

exploration has been predicted in this paper.The results show tha t tw o sedimentary facies(tidal f lat and

delta)inf luenced by tide are developed in the Pinghu Fo rmation , and reserv oi r in the del ta is bet ter because

of it s flaky sandbody dist ribution.The southw estern part of the study area w ith delta-f ront facies is the

favo rable target fo r hydrocarbon explo ration.

Key words:sequence st ratig raphy;seismic multi-at t ributes analy sis;rese rv oir prediction;Pingbei area;

Xihu depression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