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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南涪陵地区上二叠统长兴组
生物礁特征及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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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南方分公司研究院，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涪陵地区位于四川盆地长兴组台地边缘沉积相带上，具有发育礁滩储层的沉积背
景。地震剖面上显示有礁滩反射异常体，针对该地区生物礁滩储层的ｘｌ１井获得工业天
然气流，通过二、三维地震资料精细研究，并结合钻井资料建立该地区沉积相模式，总结出
长兴组生物礁滩具有横向迁移和纵向加积两大沉积特征。通过井震响应分析、模型正演
以及与元坝生物礁地震反射特征对比分析，归纳总结了涪陵地区生物礁滩的地震响应模
式。最后结合地震相、沉积相以及钻井资料总结出该地区生物礁滩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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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勘探研究现状

川东南地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川东南坳褶
区，靠近盆地边缘，横跨川南低陡褶皱带和川东高
陡构造带。区域构造位置处于加里东期乐山—龙
女寺古隆起东南斜坡，印支期泸州古隆起东北斜
坡，由于受华蓥山断裂、七跃山断裂及娄山断褶带
的共同影响，使得研究区现今构造位于近ＳＮ向
构造带和ＥＷ向构造带的交汇部位（图１）。

本区发育晚震旦世至侏罗纪地层，除晚志留
世到早石炭世外，各时代地层发育齐全，厚度超过

１０ｋｍ，自震旦纪以来，先后经历了澄江期、加里
东期、海西期和印支期的稳定沉降阶段，形成了本
区广布的海相碳酸盐岩夹碎屑岩为主的沉积建
造。其中石炭系—中三叠统属稳定的扬子克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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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四川盆地构造分区发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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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沉积，主要由浅海碳酸盐岩、膏盐岩及碎屑岩
组成，沉积厚度３～４ｋｍ，构成本区海相上组合含
油气系统；上三叠统—侏罗系为河湖—沼泽相沉
积，主要由砂泥岩及煤系地层组成，厚４～５ｋｍ，
是区内海相上组合的区域盖层之一。

对四川盆地二叠系生物礁，前人进行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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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１－３］。近年来，在四川盆地的普光、铁山、
梁平、黄龙等地长兴组生物礁取得了重大发
现［４］。研究表明［５－７］，四川盆地长兴组台地边缘
沉积相带平面展布在广旺—开江—梁平陆棚东
西两侧，大致分为２部分：东部台地边缘生物礁

滩相带由利川见天坝向北至镇巴，在桥亭处转
弯至川东北普光地区，向南延伸至云安场地区；
西部礁滩相带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江油二郎庙
一带发育，由此向东南经元坝、龙岗延伸至梁平
一带（图２）。

图２　川东地区长兴组沉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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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涪陵地区前期钻井云安１８井、拔向１井均未
有突破。近期进一步研究认识到，涪陵地区长兴
组礁滩地震异常明显，与元坝地区地震异常反应
特征极为类似。针对该地区生物礁滩储层的ｘｌ１
井获得工业天然气流，随之而部署的评价井

ｘｌ１０１井同样获得工业气流。结合地表剖面和井
资料分析，认为开江—梁平陆棚的西部边缘相带
展布是从元坝—龙岗向南东一直延伸到黄泥塘北
部，经石宝寨至建南北高点附近，继续往北到建南
气田北部至龙驹坝，西至云安场再向北至宣汉普
光气田。

２　礁滩沉积特征

古海洋沉积与现代海洋沉积［８］特征一致，生

物礁滩发育受生长环境制约。地震、钻井等资料

揭示，涪陵地区可能发育多期礁滩，具有横向迁移
性和纵向加积性两大特点。

２．１　横向迁移性

根据钻井资料，由南向北长兴组生物礁滩在

天东２９井未见发育，在天东２６井下旋回发育，在
梁５井上、下旋回均有发育，在门４井上旋回发育
（图３），说明长兴礁滩的生长在横向上有由南向
北迁移的特性。地层对比图显示，长兴早期在研
究区块的中南部出现生屑滩和礁，北部无礁滩生
长。随着海水北退，在长兴晚期中北部出现生物
礁滩体，而南部受礁体遮挡，水动力条件相对较
弱，形成礁后泻湖和浅滩。

地震剖面上，二、三维地震剖面反映龙潭期古
地貌向北倾斜，存在２个地形坡折带，长兴期具有
继承性，随着海水北退，礁滩有从南向北迁移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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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平面上可能存在多种类型礁滩。地震资料显
示在研究区内至少存在３排 ＮＷ 向展布的台内
礁滩异常带。图４为贯穿涪陵区块的ＳＮ向二、

三维地震剖面，该剖面显示，早期形成③号台内滩
体，随着海水往北退，逐渐形成②号台内礁滩复合
体和①号台缘礁。

图３　涪陵地区长兴组沉积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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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长兴组不同沉积相的地震响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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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综合钻井、地震资料建立的长兴组—飞
仙关组地层沉积模式（图５）认识到，早期在吴家
坪为海水沉积环境；随时间推移到长兴早期海水

往北退去，长兴下段开始生长滩；再随时间推移长
兴上段南部成为开阔台地，形成南部生长滩北部
生长礁的格局；到飞仙关时期填平补齐形成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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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长兴组—飞仙关组地层沉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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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地［９，１０］。
根据钻井、地震资料结合沉积演化模式，充分

说明长兴组生物礁滩随着海水北退而往北迁移，
具有横向迁移性。

２．２　纵向加积性

钻井资料显示，长兴组分上、下旋回。天东

２６井下旋回储层发育，门４井上旋回储层发育，
而梁５井上、下旋回都有礁滩，揭示出礁滩纵向加
积叠合特征。

地震资料显示，长兴组内部出现叠置生长特
征。图６过ｘｌ１０１井地震剖面显示，涪陵地区长
兴组生物礁纵向上具有多期叠置生长的特征。

图６　涪陵地区过ｘｌ１０１井地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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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地震反射特征

生物礁体是一种特殊的碳酸盐岩沉积体，其
沉积建造和分布与沉积环境密切相关。由于经历
了特殊的沉积作用和成岩过程，生物礁具有独特
的古地貌特征及岩石学特征，与一般的碳酸盐岩
建造有明显区别，在地震剖面上表现为具有特殊
几何形态的地震反射结构。但有些地质体（如火
山岩体、泥丘 、浊积体等）的地震反射结构与生物
礁的反射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需要进行区分
和排除［１１］。在此利用实际地震剖面和模型正演
结果结合对长兴组生物礁进行分析。

３．１　地震剖面反射特征

生物礁独特的古地貌 、结构、构造和岩石学
特征决定了生物礁的多种地震反射参数，如振幅、
能量 、频率 、连续性等都与围岩不同，使得生物
礁的地震反射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１２］。

图７为过ｘｌ１井地震剖面，与元坝地区生物
礁地震剖面（图８）对比可以看出，两地生物礁体
处的反射特征存在一定的异同点。

（１）共同点：

①２个地区生物礁在地震剖面上均具有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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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内部弱振幅或空白杂乱反射，礁体两翼同相
轴中断且有上超现象。

图７　涪陵地区过ｘｌ１井地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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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元坝地区过ｙｂ１０１井地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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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礁体顶部 ＴＴ１ｆ１底层位的追踪均追强波
谷。地震波由高速的飞仙关组灰岩进入低速的长
兴组含气礁盖白云岩过程形成波谷。

（２）不同点：

①涪陵与元坝地区在长兴期均为缓坡沉积，
但涪陵地区坡度更缓，更不利于生物礁生长，因
此，涪陵地区生物礁规模比元坝小。

②在礁体内部结构上，涪陵生物礁内部以杂
乱中、弱反射为主，而元坝地区生物礁体内部以空
白、弱反射为主，且涪陵地区生物礁体底部无下凹
反射现象。

３．２　模型正演

利用涪陵地区的地质和测井资料，结合区域
地质情况，制作了长兴组—飞仙关组生物礁地质
模型（图９ａ）。长兴组由２段构成，下段为台地相
灰岩，上段为礁灰岩及具有很好储集性能的礁盖
白云 岩 组 成，飞 一 段 由 灰 岩 和 鲕 粒 灰 岩 组
成［１３，１４］。图９ｂ为生物礁地质模型的正演结果，

图９　涪陵地区长兴组—飞仙关组礁滩地质

模型和正演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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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长兴组生物礁表现为内部弱振幅或空白杂
乱的丘状杂乱反射特征，礁体顶部礁盖白云岩储
层顶对应强波谷，底对应强波峰，在礁体的两翼出
现同相轴中断、上超现象。

对比图７涪陵地区过ｘｌ１井地震剖面和图９ｂ
正演剖面可以看出，模型正演的生物礁反射特征
与地震剖面的反射特征极为相似。结合元坝地区
生物礁反射特征可将涪陵地区生物礁的反射特征
归纳为以下５种：

（１）礁体外形呈丘状反射特征（ＴＴ１ｆ１同相
轴上隆）　造礁生物生长速度快，生物礁的厚度比
四周同期沉积物的厚度大，礁体外形突出，形成了
丘状反射。

（２）礁体内部为杂乱、复波反射或反射空白区
生物礁是由具有丰富的造礁生物和附礁生物形成
的块状格架地质体，不显现沉积层理，因此，生物礁
内部表现为断续、杂乱反射或反射空白区等特征。

（３）礁体顶面为强反射特征　生物礁体（礁灰
岩）与顶部围岩（白云岩）之间存在速度和密度差，
在两者之间形成了较强的波阻抗界面，因而在礁
体顶面出现了较强的反射。

（４）礁体顶部出现披覆构造反射特征　生物
礁厚度比周缘同期沉积物的厚度大，礁灰岩抗压
强度也远比围岩大，由此而形成的差异压实作用
导致礁体顶部出现披覆构造，披覆程度向上呈递
减趋势 。

（５）礁体翼部出现上超反射特征　礁的生长
速度远比周缘同期沉积物的快，两者沉积厚度相
差悬殊，因而出现礁翼沉积物向礁体周缘上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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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在地震剖面上可以根据上超点的位置来判
定礁体的边缘轮廓。

４　生物礁滩分布特征

涪陵礁滩分布表现为多排多带特征（图１０）。
无论老、新二维还是三维地震剖面上，地震相识别
追踪揭示涪陵地区存在台缘礁滩、礁后滩及台内
浅滩典型反射特征。长兴组台缘礁滩相带在三维
区展布于ｘｌ１井至池２４井一带，呈 ＮＷ 向展布。
台缘礁滩相带以南存在至少２排礁后滩和台内浅
滩，均呈ＮＷ 向条带展布。

图１０　涪陵地区礁滩相展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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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１）长兴组台地边缘的展布是从元坝—龙岗
向南东一直延伸到黄泥塘北部，经石宝寨至建南
北高点附近，转到建南气田北部至龙驹坝，西至云
安场再向北至宣汉普光气田。

　　（２）涪陵地区长兴生物礁具有横向上的迁移
性和纵向上的加积性。

（３）生物礁在地震剖面上具有丘形反射
（ＴＴ１ｆ１同相轴上隆）、内部杂乱或复波特征。顶
面为强反射且顶部出现披覆构造反射，礁体翼部
出现上超反射特征。

（４）涪陵地区长兴生物礁分布具有多排多带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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