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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浅层圈闭与浅层气地震反射特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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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底浅层圈闭条件是决定浅层气反射特征的重要因素 ,根据海底浅层圈闭条件的分析 、国内外浅层气分

布区反射特征与底质类型对比分析和南黄海西部地区浅部断层分析 , 得出结论:(1)浅层气的圈闭条件主要受海底

底质类型与浅部断层控制 ,常见圈闭类型为岩性圈闭和断层圈闭;(2)底质类型是决定浅层气反射特征的重要因

素。分析认为海底表层沉积物的泥砂含量决定了圈闭中盖层封闭能力 , 进而决定了浅层气聚集能力和储集量 , 形

成不同浅层气地震反射特征;(3)某些现代三角洲地区 , 受潮流或河流与海洋共同作用影响 , 表层底质经常与整个

浅层的物质组成差别较大。由于其内部一般含有较厚的细颗粒黏土质粉砂和粉砂质黏土 , 封闭能力较强 , 可封闭

较多浅层气 ,能形成大规模的声学空白反射 , 但常观察到浅层气反射顶界面局部突起呈旗舰状;(4)浅部断层既可

形成断层圈闭 ,也可充当浅层气的运移通道。断层圈闭通常较少见且难以识别 , 浅部断层在第四纪松散地层中更

多地充当了浅层气运移的通道;(5)浅部地层存在多套含泥较多的地层且形成圈闭时 , 浅层气被多次圈闭 , 会在不

同深度形成“楼层式”的多个强反射界面 、声学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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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层气指海底埋深 1 000 m 以内的有机气

体[ 1-3] ,主要成分是甲烷。一般认为浅层气有两种成

因:一种是浅部地层中的有机质在缺氧条件下 ,经细

菌还原作用形成 ,另一种是深部地层中的有机质经热

分解作用形成 。浅层气作为天然生成的气体 ,是天然

气的一种。浅层气各组分结构简单 ,具有分子小 、密

度小 、浮力大 、黏度低 、吸附能力小 、扩散作用强 、易溶

解 、易挥发的特点[ 4] 。由于浅层气的特殊物性 ,在浮

力 、地层静压力和动压力等作用下 ,极易向上运移。

根据动平衡原理
[ 5]

,气藏的形成存在着两个同

时发生的过程 ,即源岩中生成的浅层气通过运移进

入圈闭;聚集在圈闭中的浅层气因扩散等原因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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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闭中的浅层气才能不断富集形成气

藏 ,浅层气一直处于这种“动平衡”之中。由于浅层

气具有浮力大 、扩散强等特点 ,圈闭条件较好特别是

盖层条件较好时 ,浅层气逸散较少 ,易于聚集大量浅

层气 ,大量浅层气在储集层有限的空间内造成浅层

气浓度较高 ,分布空间较大;如果圈闭条件较差 ,特

别是盖层封盖条件较差时 , 浅层气逸散较多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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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的少量浅层气浓度较低且分布空间较小。分布

空间大小 、浓度高低变化造成了载气地层地震波速

度 、能量衰减系数等的变化 ,形成了不同浅层气反射

特征
[ 6]

。因此海底浅层圈闭条件成为决定浅层气反

射特征的重要因素。关于该方面的研究较少 ,仅

Troels Laier 等
[ 7]
根据丹麦北部生物气聚集和逸出

现象 ,发现浅层气在厚层细粒载气区不易泄露 ,在薄

层粗粒全新世沉积物中浅层气运移较快 、易于逸出。

因此总结 、分析浅层圈闭条件与浅层气反射特征的

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

1　海底浅层圈闭分析

圈闭是浅层气藏形成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只

有具备烃源 、储层 、盖层 、圈闭等基本条件 ,浅层气通

过运移进入圈闭聚集起来时 ,才会形成浅层气藏[ 8] 。

储集层岩性可以不同 ,但都要具有供浅层气储集的

孔隙和允许浅层气流动的渗透性 。盖层起着防止浅

层气向上逸散的作用 ,没有盖层 ,就不会有捕捉浅层

气的圈闭 ,盖层不好或被破坏 ,浅层气聚集的效能就

差或完全丧失。最初生成的处于分散状态下的浅层

气 ,在运移途中有圈闭存在时 ,才有可能聚集起来成

为浅层气藏 ,否则 ,浅层气仍处于分散状态或继续在

地层中游离 。

按圈闭形成条件 ,圈闭分为构造圈闭 、地层圈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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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岩性圈闭 3种基本类型
[ 8]

。其中 ,构造圈闭为地

壳运动使储集层变形和变位形成的圈闭 ,又可分为

背斜 、断层 、刺穿接触 3 个亚类;地层圈闭是与地层

不整合紧密相关的类型 ,又分为潜山 、生物礁 、不整

合覆盖 、地层超覆型 4个亚类;岩性圈闭为岩性变化

而造成岩性遮挡条件形成的圈闭 ,其主要在沉积作

用下形成 ,靠不同时期沉积地层的彼此组合关系和

岩性变化形成圈闭
[ 4]

。

由于探测到的浅层气埋藏深度通常较小 ,一般小

于50 m ,该深度范围内的海域地层一般为第四系沉

积地层 ,第四纪时期气候演化的重要特征是冷暖期的

交替 ,冰期时海面下降 ,海岸线向海退却 ,暖期时海面

上升 ,岸线向陆地推进 ,从而形成陆架区地层多 、厚度

大 、海陆相地层交替的特点 ,时空上大多表现为各种

岩性类型的交替
[ 9]

,浅部第四系中的砂层 、贝壳砂层 、

贝壳层未固结 ,其孔隙率较高 、渗透较好 ,成为浅层气

的良好储集层。在第四纪相对平静构造背景下形成

了松散 、较松散的水平 、亚水平沉积地层 ,所以只能出

现断层圈闭 ,极少见到刺穿接触圈闭 。地层型圈闭

(如生物礁圈闭)也极少见到。由于海底浅表层沉积

类型的变化 ,水动力条件较弱的海区常成为渗透性较

差 、孔隙率较小的泥质细颗粒沉积区 ,常可形成岩性

圈闭 ,但由砂质透镜体形成的圈闭极少见到。

因此 ,海区常见的浅层气圈闭类型为岩性圈闭

和断层圈闭 ,下面主要讨论这两种海底浅层圈闭条

件与浅层气反射特征的对比。

2　底质类型与浅层气地震反射特征的
关系

2.1　海底表层沉积物的封闭能力

现代海底表层沉积常作为盖层形成对浅层气的

岩性圈闭。由于浅层气的特性 ,其通过微孔的渗滤

和扩散作用强烈 ,盖层封闭能力对浅层气聚集 、保

存 、成藏具有重要作用 ,所以盖层封闭能力是评价浅

层气储集的一个重要指标。盖层对浅层气的富集作

用表现在它控制了浅层气空间分布和富集程度 。盖

层的封闭性主要取决于盖层的不渗透性和低孔隙

率[ 4] 。孔隙度越小 、渗透率越低 ,地层毛细管阻力越

大 ,则封闭性越好。盖层含泥量增加有助于增强地

层封闭性能 ,含泥量增加时 ,其孔隙度 、渗透率降低 ,

增强地层的封闭能力。相反 ,盖层含砂量的增加降

低了盖层的封闭性能 ,随含砂量增加 ,盖层孔隙度和

渗透率增大 ,封闭性能减弱 。

海底浅表层是圈闭浅层气的最上部一套地

层 ,其泥砂含量就成为能否圈闭浅层气的决定因

素 。海底沉积物颗粒大小是介质动能的标志 ,高

能条件下颗粒粗 ,低能条件下颗粒细
[ 10]

。因此 ,水

动力作用较强的地区海底表层受海流侵蚀作用 ,

通常没有现代沉积物沉积 ,而且海底表层原有的

细粒物质不断被搬运 ,剩下较粗的颗粒 ,形成以粗

颗粒砂质为主的现代侵蚀区 。在水动力作用较弱

的海区 ,物源颗粒较细 ,海水中细颗粒物质会不断

下沉 ,形成以细颗粒泥质为主的现代沉积区 。因

为海底底质类型不同 , 泥砂含量不同 , 造成孔隙

率 、渗透性不同 , 所以 ,底质类型应该是浅层气逸

出是否受限制的重要因素 。

2.2　国外浅层气分布区的底质类型与地震反射特

征对比

　　国外许多浅层气载气区都提供了底质类型 ,选

取了部分典型地区 ,对其浅层气地震反射特征 、底质

类型进行对比分析(表 1)。

表 1　浅层气地震特征与载气区海底表层沉积物类型对比

Table 1　Contrast between seismic reflection features of shallow gas and bottom sediment types of g as-bearing area s

地区 海底表层底质类型 水深 浅层地震特征

德国 Eckernfö rde 湾中心
盆地[ 11]

富含有机质 、非常软的泥质 >20 m
以声学空白为主(将海底 1 m 之下的地层屏

蔽)

韩国东南陆架[ 12] 40 m 厚全新世泥质(4～ 16μm)地层 <100 m 声学空白

纳米比亚陆架[ 13] 富含有机质的硅藻土软泥(最大厚度超过 14 m) >150 m 块状分布的声学空白

英国 Iri sh海西部地区[14] 全新世泥质带(周围被变粗的泥质砂包围) 声学空白为主

西班牙的 Ria.de.Vigo湾[ 15]

中间为泥质地层分布区 ,四周为砾石 、砂-砾石-黏
土分布区

中间为大规模声学空白反射 ,周围为零星声学
反射

意大利 Adriat ic海[ 16] 砂-泥质为主 小规模的声学扰动

比利时沿海[ 17]
全新世表层沉积细—极细砂(d50<250μm),局
部为含泥较多的“泥质区” ,部分海底为裸露的古
新近纪黏土 、砂质。

以各种声学扰动为主 ,常见增强的反射相位以
及极性反转 、相对增强的多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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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湾内泥质区和沿岸流形成的泥质带上 ,浅

层气以声学空白为主要特征 ,浅层气顶界面埋深较

浅(通常<10 m)且屏蔽下部地层[ 1-5] 。在含砂较多

的砂 、砂-泥质区 ,浅层气声学反射区表现为小规模

的声学扰动(如极性反转 、折射双曲线 、增强的多次

波)[ 6-7] 。

2.3　南黄海西部地区底质类型与浅层气地震反射

特征对比

　　潮流作用形成的现代潮流沙脊区 、现代河口

三角洲地区 ,受潮流以及河流与海洋作用共同影

响 ,浅层物质组成变化较大 ,表层底质类型经常与

整个浅层的沉积物组成差别较大 。南黄海西部的

苏北沿海海域为较强的旋转潮波系统和辐聚辐散

潮流 ,冲刷筛选作用较强 ,海底表面的细粒黏土 、

粉砂被带走 ,底质类型粗化 ,通常该区表层沉积物

下的沉积物类型应细于底质类型(潮流沙脊群除

外),因此 ,表层底质类型不能准确代表浅层沉积

物组成 。在南黄海西部地区 ,北部为黄河夺淮入

海(1128 —1855年)发育形成的废黄河三角洲 ,南

部吕四岸外曾发育长江三角洲舌状体 ,其前三角

洲和三角洲前缘沉积较细的黏土质粉砂层 、粉砂

质黏土层 ,而河口沙席与河口沙坝及远端沙坝物

质较粗 ,为粉砂和极细砂层 。由弶港地区陆上潮

流砂体揭示的潮流沙脊区潮成砂层主要是砂质沉

积物 ,内部出现泥质纹层和泥质条带 。

南黄海西部地区海底表层沉积物类型变化较

大 ,海州湾部分侵蚀区 、苏北浅滩潮流沙脊群为细

砂 ,南黄海南部为砂-粉砂-黏土带[ 18-19] ;南黄海西部

海区其余地区表层颗粒较细 ,废黄河三角洲内侧为

泥质沉积 ,向外侧依次为砂质粉砂 、粉砂质砂 、砂-粉

砂-黏土 、粉砂质黏土(图 1)。

在江苏近海北部废黄河水下三角洲地区发现了

两片大规模的浅层气声学空白反射区(图 1),声学

空白区两侧可见三角洲前积斜层理 ,声学空白区的

顶界面常出现向上突出的旗舰状浅层气反射 ,表明

了浅层气向上运移的状态。苏北沿海自连云港南至

弶港南都是废黄河三角洲的发育范围 ,黄河三角洲

的三维格架表明三角洲下部为前三角洲和三角洲侧

缘沉积的黏土质粉砂层 ,三角洲上部为河口沙席与

河口沙坝及远端沙坝组成的粉砂和极细砂层 ,顶部

是河流沉积的黏土质粉砂和粉砂互层 。黄河三角洲

的沉积物颗粒细 ,绝大部分是粉砂 、黏土质粉砂和粉

砂质黏土 ,黏土质粉砂和粉砂在垂向上常交替出现 ,

而且粉砂质砂中 ,极细砂成分占绝对优势 ,属于粉砂

质极细砂。由于黄河三角洲的组成物质 90%是粉

砂质以下的细粒泥砂 ,因此 ,已沉积的泥砂易于再悬

浮 、再搬运 ,并在水动力弱的邻近地区沉降 ,增强附

近某些地区的封闭能力
[ 21]

。据声学空白区的前积

斜层理揭示 ,声学空白区的海底浅层为三角洲沉积 ,

因此 ,三角洲下部和表层的黏土质粉砂层和粉砂质

黏土层由于含有较多的黏土物质 ,封闭性能较强 ,可

图 1　南黄海西部地区底质类型[18](左图)与浅层气反射类型分布[ 20](右图)对比

Fig.1　Contra st between shallow gas seismic reflection types and bottom

sediment types in distribution in the w este rn South Yellow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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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地封闭浅层气。图 2为南黄海西部的一段浅层

气声学空白反射区浅地层剖面(34°29′N 、121°59′

E)。该处位于废黄河三角洲地区前缘 ,由于三角洲

前缘与早期前三角洲为粉砂质黏土 、黏土沉积 ,颗粒

较细 ,泥质含量较高 ,有利于浅层气的聚集。

辐射潮流沙脊区 ,浅层气反射规模较小 ,以小规

模声学扰动反射为主 ,常见浅层气向上运移 、逸出海

底的反射 。图 3为苏北浅滩北部的一个晚更新世末

期埋藏古河道中浅层气形成的声学扰动反射浅地层

剖面(33°40′N 、122°33.5′E),表层为苏北浅滩区的

粉砂沉积 ,颗粒较粗 ,含砂量高 ,浅层气逸散作用较

强 ,在剖面上可见到晚更新世古河道生成的浅层气

形成的声学扰动区深入到上部全新世海相地层中 ,

海水中可见浅层气逸出形成的多条串状气泡声学记

录。

吕四岸外海区存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声学空白反

射区 ,浅层气顶界面距海底较近 ,顶界面常见浅层气

反射呈旗舰状向上突出 、逸出海底形成的声学羽流

反射
[ 20]

。该浅层气声学空白区大部分处于长江三

角洲的前三角洲舌状体发育区内 ,其形成于 2 000

aBP 前 。海域全新世长江三角洲地层内含有较多黏

土质粉砂和粉砂质黏土
[ 22]

,而且该区底质为黏土质

粉砂沉积区 ,封闭能力较好 ,所以该区能较好地封闭

浅层气 ,但由于封闭能力有限 ,造成大量浅层气逸

出 。

海州湾外大部分地区为古黄河的河流相沉积 ,

底质是粉砂质砂和细砂 ,颗粒较粗 ,为残留沉积 。浅

层气小型声学扰动反射零星分布在古河道中 ,未发

现屏蔽地层现象。图 4为海洲湾外残留沉积区的小

型浅层气声学扰动反射记录(34°56.7′N 、120°38.7′

E ),可见海底缺失全新世地层 ,浅层气埋藏于古河

道中 ,规模极小 ,浅层气反射呈突出状向上运移 ,局

部已经到达海底 ,表明该粉砂沉积区的浅表层封闭

浅层气能力极差。

将南黄海西部地区底质类型与浅层气地震反射

类型分布对比可知 ,代表浅层气浓度较高的声学空

白区仅分布在颗粒较细的黏土质粉砂 、粉砂质黏土

较多的三角洲沉积区 ,而在该区底质较粗的粉砂 、细

砂分布的潮流沙脊区只有少量声学扰动等浅层气反

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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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海州湾外粉细砂沉积区的浅层气声学扰动反射

F ig.4　Acoustic turbidity of shallow ga s w he re bo ttom

sediment is fine sand and silt off H aizhou Bay

2.4　结果对比及分析

泥质底质海区的浅层气声学空白反射 、声学幕

反射区的顶界面一般为水平和亚水平状 ,内部没有

反射 ,可能受封闭能力较强的泥质地层底界面限制 。

而南黄海西部的废黄河三角洲地区规模较大的声学

空白区的顶界面起伏较大 ,没有完全受盖层限制 ,局

部地区的浅层气反射呈旗舰状侵入上部地层 ,反映

了浅层气向上部地层的运移 ,在吕四岸外的浅层气

声学空白反射区不仅存在浅层气反射呈旗舰状侵入

上部地层直至海底 ,而且海水中可见浅层气逸出形

成的声学羽流反射。

南黄海的 3个浅层气声学空白反射的封闭盖层

均为粉砂质黏土或黏土质粉砂 ,由于该地层中黏土

质与粉砂相混合 ,填充了粉砂间的绝大部分孔隙 ,所

以粉砂质黏土或黏土质粉砂地层仍具有较好的封闭

浅层气能力 ,但因为含有较多的粉砂 ,颗粒较粗 ,粉

砂间孔隙较多 ,封闭能力弱于纯泥质地层 ,较多的浅

层气穿过该地层逸出到上部地层或海水中。

通过以上对比得到结论:海底表层颗粒较细的

黏土等泥质沉积区较易圈闭浅层气 ,易形成大规模

含气浓度较高的声学空白反射 ,顶界面埋藏较浅且

屏蔽下部地区;而海底表层颗粒较粗的粉砂 、细砂 、

中砂等砂质沉积区 ,难以圈闭浅层气 ,一般仅形成声

学扰动等低浓度浅层气反射 ,规模较小 ,难以屏蔽下

部地层;含泥质较多的黏土质粉砂 、粉砂质黏土地层

具有较强的封闭能力 ,能圈闭大量浅层气 ,形成含气

浓度较高的声学空白反射 ,但存在较强的逸散现象 ,

顶界面埋深起伏较大 、部分浅层气常逸出到海水中 。

上述海底细颗粒泥质分布区含泥量较高 、含砂

量较低 ,孔隙率较小 、渗透性较差;而粗颗粒砂质分

布区含砂量较高 、含泥量较低 ,孔隙率较高 ,渗透性

较好 。由于海底浅表层沉积物处于圈闭的顶部区

域 ,充当了圈闭中盖层的角色 ,海底表层含泥量高的

地区封闭能力强 ,含砂量高的地区封闭能力弱。所

以 ,海底表层沉积物泥砂含量决定了圈闭中盖层的

封闭能力 ,进而决定了海底浅层的浅层气聚集能力

和储集量 ,形成了不同浅层气地震反射特征:(1)当

海底表层含泥量高且浅层气来源丰富时 ,浅层气易

于大量聚集 ,形成大规模的声学空白反射;(2)当海

底表层含泥量高但浅层气来源较少时 ,海底浅部地

层中浅层气有限 ,只能形成声学幕 、声学扰动等小规

模的浅层气反射;(3)当海底表层含砂量较高 、浅层

气来源丰富时 ,海底浅部地层中圈闭的浅层气有限 ,

形成各种声学扰动反射;(4)当海底表层含砂量较

高 、浅层气来源较少时 ,地层中浅层气贫乏 ,一般不

会形成浅层气特征反射 。

2.5　海底表层泥质沉积物厚度对浅层气反射特征

的影响

　　海底细粒泥质沉积对浅层气的封闭能力较强 ,

其沉积厚度越大 ,越有利于浅层气的保存 , Troels

Laie r等得到了相近的结论。虽然薄层泥质地层松

散 、未经压实 ,对浅层气的封盖能力相对较弱 ,但由

于含气层压力低 ,突破能力弱 ,同时浅层气不断生成

补充 ,所以一般都能封闭较多的气体 ,并形成声学空

白 、声学幕反射。在美国东海岸的 Chesapeake 湾 ,

表层为细粒沉积 ,载气区约 60%的地区浅层气到达

了海底-海水界面
[ 23]

;德国 Eckernfö rde湾中心盆地

载气区的浅层气反射顶界面也到达了海底-海水

面[ 1 6] ;渤海曹妃甸西部溯河河口至南堡浅滩地区 ,

表层为淤泥质粉砂与粉砂质淤泥沉积 ,大片载气区

的浅层气顶界面埋深小于 2 m , 最浅埋深仅 1.1

m[ 24] 。在海洋环境中 ,沉积速率相对稳定 ,沉积最

快的三角洲沉积速率一般为 3 000 ～ 10 000 cm/ka ,

较慢的海湾 、泻湖或半封闭环境的沉积速率平均为

100 ～ 500 cm/ka
[ 10]

,因此 ,经过 1 万余年的全新世

海相沉积 ,一般海底细粒泥质沉积区的沉积地层至

少达到 2 m 以上 ,厚度超过上述地区声学空白区的

顶界面埋深 。由此可知 ,海底细粒泥质沉积区封闭

浅层气的能力较强 ,即使其厚度较薄 ,一般也足以封

闭较多气体 ,形成声学空白 。

3　断层与浅层气地震反射特征的关系

断层圈闭是浅部地层中由断层形成的圈闭 。破

裂作用能破坏顶部盖层的完整性 ,断层不仅可以充

当浅层气运移的通道 ,而且也可以成为浅层气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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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遮挡。断层圈闭形成有一定条件 ,影响断层封闭

性的因素十分复杂。由于断层的力学性质 、断层面

倾角 、断层两盘岩石性质以及断层带内流体的活动

情况不同 ,同一断层分布的不同地区 、不同深度及其

发展的不同时期 ,其封闭性都不同 。

断层封闭性与断裂带泥砂比有关 ,断裂带中富

砂部分会泄露浅层气 ,富泥部分会封闭浅层气[ 25] 。

断层圈闭的形成情况主要有:(1)压性和压扭性断层

的断面较紧密 ,常具封闭性 ,特别是压性逆断层。其

他一些条件下 ,如断层面倾角比较平缓时 ,断层上盘

在较大的重力垂直分力下 ,将更紧密地贴在下盘之

上 ,使断层破裂带变窄 ,从而加强封闭性;(2)当断开

的地层较软时 ,在断裂的过程中 ,就可产生大量的断

层泥 ,阻塞断裂带 ,其泥质厚度越大 ,封闭性越好 ,这

种作用在同生断层中尤为显著;(3)储集层沿上倾方

向与断层另一盘的泥质地层接触 ,也是形成圈闭的

常见方式 。

南黄海西部地区的浅部断层在南黄海南部盆

地 、北部盆地内分布较密 ,断层断开的最上部地层绝

大部分为中更新世—晚更新世末次冰期地层 ,未见

浅部断层断开全新世海相地层 。由于第四纪断层的

断距较小 ,一般小于 2 m ,加之载气区浅层气屏蔽作

用而难以识别断层的存在。南黄海地区具有多层

系 、多类型的生储盖组合条件 , 具备良好的油气远

景[ 26] ,因此盆地内广泛分布的浅部断层可能为地层

中的浅层气提供通道 ,浅层气易于到达浅部地层中

被圈闭起来。由于调查测线稀疏 ,所以某些未被探

测到的断层可能形成断层圈闭并储集浅层气 。该区

浅层气大部分存在于晚更新世末期的埋藏古河道 、

埋藏三角洲 、埋藏古湖泊 、埋藏古潮沟中
[ 27]

,更深的

地层中仅发现了少量的浅层气反射 ,所以浅部断层

形成的断层圈闭较少且难以确定 ,断层更多可能充

当了浅层气向上运移的通道。

较深的地层中 ,由断层形成的断层圈闭会将浅

层气圈闭在浅部地层中较深位置 ,少量的浅层气可

能会渗透到断层圈闭之上 。在断层破坏断裂带地层

结构 、同时也破坏了圈闭封盖能力的情况下 ,断层充

当了浅层气运移的通道 ,将下部地层中的浅层气运

移到浅部地层中 ,浅层气的富集浓度取决于下部地

层的供气能力和海底表层的封盖能力 ,形成不同的

浅层气反射特征:(1)当海底表层封盖能力差时 ,即

使下部地层供气能力强 ,也仅能在浅部地层中保存

少量浅层气 ,形成声学扰动反射;(2)当海底表层封

盖能力与下部地层供气能力都较弱时 ,一般不会出

现浅层气的地震反射;(3)当海底表层封盖能力好且

下部地层供气能力强时 ,大规模聚集浅层气 ,形成大

规模的声学空白区;(4)当海底表层封盖能力好而下

部地层供气能力弱时 ,一般只能聚集有限的浅层气 ,

形成声学幕 、声学扰动反射 。

4　海底浅部地层类型与浅层气反射特
征的关系

　　海底浅部地层中 ,黏土等细粒物质含量高的地

层不仅封闭能力较好 ,自身也具备生气能力 。由于

有机碳分布符合“粒度控制律”[ 28-29] ,即有机碳含量

随沉积物中细颗粒物质(0.001 mm)增加而增多 ,二

者呈线性关系 ,所以在细颗粒为主的黏土层中最可

能富含有机质而具备生气能力 。同时 ,由于黏土层

封盖能力较强 ,压实程度不高的黏土层也可成为良

好的盖层。因此 ,浅部第四系中的黏土层具有双重

性质 ,既生气又具有封盖能力。

陆架区第四纪地层具有随气候变化而垂向上呈

现海相地层 、陆相地层交替的特点。其中 ,古海岸带

地区通常古河道纵横 、古湖泊发育 ,古河道河床中经

过分选的砂层孔隙率大 ,渗透性好 ,有利于浅层气储

藏;埋藏古湖泊 、埋藏古三角洲前三角洲沉积物通常

为细颗粒沉积 ,含泥量高 ,有机质丰富 ,具备生气能

力和良好封盖能力 。其他细粒泥质含量高的地层也

可成为较好的盖层 ,粗粒砂质地层也可成为较好的

储集层 ,因此下部地层也可形成浅层气圈闭 。由于

第四系固结差甚至未固结 ,地层松散 ,即使含泥量较

高的地层作为盖层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浅层气逸散现

象 。所以下部地层形成的浅层气圈闭存在逸散现

象 。如果浅部地层存在多套含泥量较高的地层并且

形成圈闭 ,上部圈闭会较好地圈闭这些逸散气体 ,在

不同深度地层中形成多个浅层气的圈闭 ,将出现多

个强反射界面 、声学扰动反射形成“楼层式分布” 。

5　结论

(1)浅层气的海底浅层圈闭条件主要受底质类

型与浅部断层控制 ,海区常见圈闭类型为岩性圈闭

和断层圈闭 。

(2)底质类型是决定浅层气反射特征的重要因

素 。泥质细颗粒物质沉积区 ,浅层气以声学空白反

射为主要特征 ,顶界面埋深较浅且屏蔽下部地层 ,即

使海底表层细粒泥质地层较薄 ,也会圈闭较多气体 ,

形成声学空白;但在砂质粉砂 、粉砂质砂 、细砂等砂

质粗颗粒沉积物沉积区 ,浅层气以各种小规模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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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扰动为主 ,难以屏蔽下部地层 。含泥质较多的黏

土质粉砂 、粉砂质黏土地层具有较强的封闭能力 ,能

圈闭浅层气 ,形成含气浓度较高的声学空白 、声学幕

反射 ,但存在较强的逸散现象 , 顶界面埋深起伏较

大 、部分浅层气常逸出到海水中。

由此分析认为:海底浅表层沉积物的泥砂含量

决定了圈闭中盖层的封闭能力 ,进而决定了海底浅

表层的浅层气聚集能力和储集量 ,从而形成了不同

浅层气地震反射特征:当海底浅表层含泥量高且浅

层气来源丰富时 ,浅层气易于大量聚集 ,形成大规模

的声学空白区;当海底浅表层含泥量高但浅层气来

源较少时 ,海底浅部地层中浅层气有限 ,只能形成声

学幕 、声学扰动等小规模的浅层气分布区;当海底浅

表层含砂量较高 、浅层气来源丰富时 ,海底浅部地层

中圈闭的浅层气有限 ,形成各种声学扰动;当海底浅

表层含砂量较高 、浅层气来源较少时 ,地层中浅层气

贫乏 ,一般不会形成浅层气反射。

(3)某些现代三角洲地区 ,受潮流作用或河流与

海洋共同作用影响 ,浅层物质组成变化较大 ,表层底

质经常与整个浅层的沉积物组成差别较大。由于三

角洲内部一般含有较厚的细颗粒黏土质粉砂层 、粉

砂质黏土层 ,封闭能力较强 ,可封闭较多浅层气 ,能

形成大规模的声学空白反射 ,但常观察到浅层气反

射顶界面局部突起呈旗舰状。

(4)浅部断层既可形成断层圈闭 ,也可充当浅层

气的运移通道。一般情况下 ,断层圈闭较少见且难

以识别。浅部断层在第四纪松散地层中更多地充当

了浅层气运移的通道 。

(5)浅部地层中存在多套含泥量较高的地层且

形成圈闭时 ,浅层气被多次封盖 ,会在不同深度形成

“楼层式”的多个强反射界面 、声学扰动 。

致谢:对温珍河研究员 、刘锡清研究员在论文成

文中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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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 BETWEEN TRAPS AT THE SHALLOW SUBBOTTOM DEPTH

AND THE SEISMIC REFLECTION FEATURES OF SHALLOW GAS

GU Zhao feng
1 , 2

,ZHANG Zhixun
2
, LIU Huaishan

3

(1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Hydrocarbon Resou rce and En vi ronmen tal Geology , Qingdao 266071 , Chin a;

2 Qingdao Inst itue of Marine Geology , Qingdao 266071 , China;

3 Key Lab of S ubmarine Geoscien ces and Prospecting T echniques , Minist ry of Educat ion ,

Ocean Universi ty of China , Qingdao 266100 , China)

Abstract:T rap conditions at shallow subbot tom depths are impo rtant and decisive to seismic ref lection of

shallow gas.Based on analy sis of the t rap conditions ,we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tw o kinds of t raps no rmal-

ly :lithologic t rap and faul t trap.According to the seismic ref lection features of shallow gas , subbot tom sed-

iment , and shallow faults in the w estern South Yel low Sea , we conclude that:(1)The traps o f shallow gas

at the shallow depths are mainly contro lled by the bo ttom sediment and shallow faults , and the t raps are u-

sually lithologic and fault ones.(2)The bo t tom sediment is no rmally impo rtant and decisive to the seismic

reflection features o f shallow gas.(3)Unde r the actions o f tidal cur rent , river and ocean , bo t tom sediments

in mode rn deltas are great ly dif ferent f rom the shallow st rata beneath them.As the sediments o f modern

delta have thick muddy silt and silty muddy lay ers , their t rap ability is st rong , and they can trap enough

shallow gas to form large scale of acoustic blanket , but pro jecting f lag shape at i ts top boundary is of ten ob-

served.(4)Shallow faults can fo rm fault t rap , and also can be the passw ay fo r shallow gas to mig rate up-

ward.(5)If mud cencenr tation is high in some st rata , shallow gas wi ll be trapped several time s , and ref lec-

tion boundary and acoustic turbidi ty show ed as stai rs can be observed.

Key words:shallow depth;shallow gas;trap;seismic ref lect io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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