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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区域地质背景出发 ,结合岩心 、测井等资料 ,通过岩相类型 、粒度分析 、测井相分

析等对沉积相标志进行了综合研究 。认为该区主要发育浅水辫状河三角洲沉积 ,其中 ,分

流河道 、心滩 、分流河道间 、水下分流河道 、分支间湾 、前缘席状砂 、河口坝等 7种微相较为

发育。对不同的沉积微相特征进行了分析 ,并建立了该区沉积相模式 ,为油藏的勘探开发

提供了重要的地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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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背景

红连油田构造位置位于吐哈盆地台北凹陷西

南部红南-连木沁构造带的东段 ,红南 9块分布在

构造带的中段(图 1),整体为一个被近南北走向和

近东西走向的两组断层切割所形成的低幅断块圈

闭群[ 1] 。控制红南 9 块复杂断块构造的是一组近

南北走向的四条正断层 ,已断穿白垩系和喀拉扎

组。本区目的层为下白垩统的三十里大墩组和上

侏罗统的喀拉扎组 ,岩性主要为粉砂岩 、细砂岩[ 2] 。

2　沉积微相标志

2.1　岩相类型

岩相是特定沉积环境下形成的岩石特征的总

和 ,相同的岩相代表了同一沉积条件下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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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不同岩石的颜色 、结构 、沉积构造 、类型

等特征 ,可以反映不同成因砂体沉积过程中的水

动力条件 ,恢复原沉积环境 。根据岩心观察 ,本区

发育以下 8种主要岩相类型:

(1)块状层理砂砾岩相　主要为棕红色砂砾

岩 ,单层厚度较小 ,底为突变接触 ,层理不明显 ,向

上过渡为平行层理细砂岩相 ,形成略向上变细的

正韵律旋回 ,反映较强水动力条件下的快速堆积 ,

主要见于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 、辫状河三

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 。

(2)平行层理细砂岩相　主要为棕色 、灰色细

砂岩 ,单层厚度较大 ,分选较好。纹层厚度在 0.2

～ 0.5 cm 之间 ,由相互平行的平直连续或断续纹

理组成 ,纹理由炭屑而显示 ,反映水浅流急的水动

力条件 ,主要见于心滩 、分流河道 、水下分流河道 。

(3)交错层理细砂岩相　主要为棕色 、灰色细

砂岩 ,单层厚度较大 ,分选较好。由一系列斜交于

层系界面的纹层组成 ,纹理由炭屑而显示 ,反映较

强的水动力条件 ,主要见于心滩 、分流河道 。

(4)块状层理细砂岩相　主要为浅灰色 、棕色

细砂岩 ,单层厚度大 ,底为突变接触 ,层理不明显 ,

向上过渡为平行层理细砂岩相 ,形成略向上变

细的正韵律旋回 ,反映较强水动力条件下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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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吐哈盆地油气田分布

F ig.1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oil and gas fields in Tuha basin

堆积 ,主要见于水动力较强的分流河道 、水下分流

河道。

(5)交错层理粉砂岩相　主要为棕色 、灰色粉

砂岩 ,单层厚度较大 ,分选较好。由一系列斜交于

层系界面的纹层组成 ,纹理由炭屑而显示 ,反映较

强的水动力条件 ,主要见于心滩 、分流河道 、水下

分流河道。

(6)块状层理粉砂岩相　主要为浅灰色 、棕色

粉砂岩 ,单层厚度大 ,层理不明显 ,反映较强水动

力条件下的快速堆积 ,主要见于水动力较强的分

流河道 、水下分流河道 。

(7)块状层理泥质粉砂岩相　主要为浅灰色

粉砂岩 、泥质粉砂岩 ,层厚较薄。反映物质供应不

足的情况下 ,主要由悬浮物质缓慢垂向加积沉积

而成 ,此类沉积构造主要发育于辫状河三角洲前

缘的席状砂 、分支间湾 。

(8)水平层理棕色泥岩相　岩性主要为棕色

泥岩 ,具水平层理 ,为弱水动力条件下氧化环境的

沉积产物 ,常形成于分流河道间 。

2.2　粒度特征

粒度分析主要用于提供沉积时的水动力条

件 ,即明确搬运介质的性质;判断搬运介质的能量

和能力;确定沉积搬运方式等 ,从而得出沉积作用

模式 ,为环境分析提供重要依据[ 3] 。

水下分流河道沉积的粒度概率曲线主要表现

为两段式 ,偶见三段式 。其中两段式(图 2a)由一

个跳跃次总体和一个悬浮次总体组成 ,以跳跃次

总体为主 ,占 60%左右 ,斜率大于 45度 ,悬浮总

体与跳跃总体之间的交截点在(3 ～ 4)Υ,区间内悬

图 2　红南 9 井水下分流河道沉积的粒度概率曲线

Fig.2　P robability accumulativ e curv es of g rain-sizes f rom H ongnan 9 w ell , indicating a subaqueous distributa ry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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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总体和跳跃总体累计百分含量大于 80%,表现

为较强水动力条件 。三段式(图 2b)则由悬浮次

总体 、跳跃次总体 、牵引次总体组成 ,以跳跃次总

体为主 ,占 40%左右 ,斜率大于 45度 ,反映了跳

跃组分选性较好以及中等—较强的水动力特点 。

2.3　测井相分析

利用测井电性响应特征进行沉积相分析 ,称

为测井相分析 ,测井相分析亦称为电相
[ 4]
。根据

红南 15 、红南 9 、红南 901井典型层段岩性及沉积

构造特征 ,结合对应的测井曲线 ,确定其沉积微

相 。研究区以自然伽马曲线(GR)为主来进行分

层及相的判别 ,而自然电位 、电阻率及其他测井曲

线作为辅助分层及判相 。图 3是利用测井模式解

图 3　利用自然伽马曲线测井相模式解释沉积微相

Fig.3　Microfacies inferr ed fr om the

e lectro facies o f GR curve

释的部分层段的沉积微相。

3　沉积微相类型及其特征

通过区域资料 、岩心和测井资料以及砂岩粒

度概率曲线分析认为 ,红南 9 块以浅水辫状河三

角洲沉积为主 ,其中三十里大墩组和喀拉扎组一

段属于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沉积亚相 ,喀拉扎组二

段属于辫状河三角洲平原沉积亚相
[ 5]
,进一步细

分为如下几种微相:

(1)辫状三角洲平原亚相

①分流河道微相岩性主要以砂砾岩 、粗砂岩

为主 ,单层厚度多为几米至十几米(图 4),顶底均

为岩性突变接触 ,底面为凹凸不平的冲刷面 ,常见

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 ,岩石结构以颗粒支撑 ,分选

与磨圆较好 ,泥质杂基含量很少 。

图 4　红南 9 井分流河道 、分流河道间沉积微相剖面

Fig.4　The column of a distributar y channel and

inte rchannel bar f rom H ongnan 9 w ell

　　②心滩微相岩性主要为灰色 、棕色 、褐色细砂

岩 、粉砂岩和泥质粉砂岩。自然电位曲线呈箱形 ,

顶底界面一般多为突变型 ,少数呈钟形 、底部突变

型和顶部渐变型(图 5)。

③分流河道间微相主要为红色及杂色泥岩 、

粉砂岩和泥质粉砂岩(图 4),一般发育沙纹层理 。

电阻率曲线特征表现为低幅齿形 。

(2)辫状河三角洲前缘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主要包括水下分流河道 、

支流间湾 、前缘席状砂 、河口坝等 4种沉积微相 。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砂体较曲流河三角洲前缘砂体

稍粗。各微相特征分述如下:

①水下分流河道的沉积物主要由细砂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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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红南 9井心滩沉积微相剖面

F ig.5　The co lumn of a channel bar f rom Hongnan 9 w ell

成 ,底部常有冲刷面并伴有薄层砾岩出现 ,向上变

化为平行层理 、大型板状交错层理 、槽状交错层

理 、波状层理 。自然电位曲线为钟形或箱形 ,代表

侧积和加积型沉积。自然伽玛曲线强负异常 ,微

电极幅度差大 ,渗透性好(图 6)。

图 6　红南 901井水下分流河道 、分支间湾沉积微相剖面

Fig.6　The column of a subaqueous distributar y channel

and branched ba r from Hongnan 901 well

　　②分支间湾微相岩性主要以棕色泥岩沉积为

主 ,可见砂岩透镜体 ,少见薄的粉砂岩夹层 ,具块状

层理 、透镜状层理 ,可见浪成波痕 ,生物扰动构造 、

虫孔 、虫迹构造等发育 ,常见大量水生卢木等植物

碎屑 、根系以及菱铁矿结核等。自然电位和自然伽

玛曲线形态呈低幅微齿状或线状(图6)。

③前缘席状砂微相岩性以薄层粉砂岩 、泥质

粉砂岩为主 ,砂岩厚度较薄 ,一般为 1 ～ 2 m 。剖

面上呈明显小的反韵律或指状特征 ,具波状 、透镜

状层理 ,席状砂的形成与较强的湖水作用有关 ,沉

积层序上多表现为顶底突变 。自然电位曲线呈指

状和齿状(图 7)。

④河口坝沉积微相的岩性主要是粉砂岩 、粉

细砂岩 、中细砂岩及含砾砂岩 ,具较发育的交错层

理 ,为中 、厚层 ,自下而上呈由细变粗的反韵律组

合 。测井曲线呈中高幅漏斗型(图 7)。

图 7　红南 15井河口坝 、前缘席状砂沉积微相剖面
F ig.7　The column of a mouth bar and sheet

sand fr om H ongnan 15 well

4　沉积模式

沉积相研究表明 ,红南 9块三十里大墩组和

喀拉扎组的沉积物源来自工区东南方向[ 6] 。根据

沉积亚相及沉积微相的发育特点和组合形式 ,三

十里大墩组和喀拉扎组一段主要以辫状河三角洲

前缘为主 ,发育的沉积微相主要有水下分流河道 、

河口坝 、分支间湾 、前缘席状砂 、前辫状河三角洲

泥等 ,这些组合形成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亚相和前

辫状河三角洲亚相 。喀拉扎组二段主要以辫状河

三角洲平原为主 ,发育的沉积微相主要有分流河

图 8　红南 9 块三十里大墩组和喀拉扎组

沉积相平面模式

F ig.8　The facies model of Sanshilidadun and

Kelaza Fo rmations o f Hongnan9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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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分流河道间 、心滩等 ,总体表现为向湖盆强烈

推进的三角洲沉积体系 。根据前人对三角洲的研

究及三角洲的分类方案 ,不同类型三角洲的沉积

亚相 、沉积微相的发育与组合规律亦不同[ 7] ,根据

研究区目的层段岩相 、沉积微相及沉积亚相的发

育程度及组合规律可以看出 ,河流在三角洲的形

成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8] 。由于该区河流提

供物质丰富 ,使三角洲向湖盆纵向生长快 ,延伸距

离远 ,从而形成河控鸟足状三角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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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arious facies marks , such as facies types , grain size dist ribution pat terns , elect rofacies ,

and regional g eological set ting s , have been carefully studied fo r the Hongnan 9 Block of the Honglian

Oilfiel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area w as once occupied by a shallow braided deltaic sy stem , con-

sisting of dist ributary channels , channel bars , interchannel bars , subaqueous distributary channels ,

branched bars , sheet sands , and mouth bars.A sedimentary model w as established for the Block upon

the studies ment ioned above.The model could be used as an impo rtant too l for reserv oir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Hong lian Oilfield;sedimentary microfacies;braided river del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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