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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托斯盆地盐下碳酸盐岩储层
伴生侵入岩预测及应用

侯　波,康洪全,程　涛,贾怀存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海外评价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２８)

摘　要:桑托斯盆地盐下勘探领域,碳酸盐岩储层发育区岩浆岩同样广泛发育,在地震成

像质量相对较差的条件下,侵入岩难于预测.分析了桑托斯盆地盐下侵入岩的成因类型

特征,进而通过波动方程正演模拟的方法开展侵入岩反射特征分析.依据侵入岩地震反

射特征,首先通过敏感属性预测侵入岩的平面分布范围,进而利用薄层模型完成基于调谐

曲线的侵入岩厚度预测.将这一侵入岩预测技术应用到研究区,准确地预测了侵入岩发

育区和侵入岩厚度,并通过概率法定量评价了侵入岩的发育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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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２００６年以来,桑托斯盆地盐下湖相碳酸盐

岩领域发现了多个大型油气田,已成为全球油气

勘探的热点领域.钻井证实,尽管桑托斯盆地盐

下发育大套厚层的碳酸盐岩储层,但储层中也常

伴生岩浆岩.岩浆岩的发育不仅大大增加了该区

井位部署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储量估算的不确

定性.岩浆岩的识别与预测对于降低研究区井位

部署的风险及提高储量计算的精度至关重要,因
此,岩浆岩的预测对于桑托斯盆地盐下勘探研究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
岩浆岩主要分为喷发岩和侵入岩.岩浆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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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预测主要基于非地震资料和地震资料两类方

法.非地震方法主要研究大尺度的岩浆岩体,如:

Campbell[１]利用多级航空磁力曲线研究了火山岩

与磁铁矿在不同尺度航磁平面图上的区别,并利

用该方法有效地区分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区

的磁铁矿和岩浆岩;Juliana等[２]通过大地电磁和

重力数据对巴西海域普地瓜尔盆地２种类型的岩

浆岩进行识别和研究,通过磁力异常和重力异常

的联合应用对岩浆岩体进行了三维雕刻;Derek
等[３]利用电阻率和地震折射数据联合确定岩浆岩

的分 布,取 得 了 较 好 的 效 果;Leandro 等[４]对

Jequitinhonha盆地构造格架利用重、磁资料进行

了新的综合解释,通过这一工作发现了新的断层

以及断层相关岩浆岩;杨辉等[５]根据重、磁、电、震
等资料在准噶尔盆地对火山岩油气藏目标开展了

综合预测.对于尺度相对较小的岩浆岩通常主要

依靠地震资料及钻井资料来进行识别和预测,如:

Lennon和 Marfurt[６]综合三维地震数据、测井数

据、岩心数据,利用自组织分类技术对新西兰

Taranaki盆地火山碎屑岩和火山熔岩进行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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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取得了较好的预测效果;胡佳等[７]通过应用

GeoEast解释系统中构造导向滤波、多窗口倾角

扫描、拟声波重构等技术,同时辅助应用Jason软

件中的体控、相控特征参数反演技术,较好地解决

了火山口精细刻画、火山通道识别及火山岩有利

储层预测等问题;李园等[８]通过对煤矿首采区的

岩浆岩及煤系地层的综合地质分析,利用测井约

束反演技术实现了薄层岩浆岩与煤系地层分布的

预测;刘登明等[９]通过提取石炭系目的层的三瞬

属性、频率衰减梯度及反演等属性,建立了一套火

山岩预测的技术系列.在火山岩裂缝预测方面前

人也做了相关的研究工作:汪勇等[１０]采用叠后多

属性分析技术对哈山西地区的石炭系火山岩裂缝

密度进行了定量预测;Li[１１]利用混合离散频率蚂

蚁体研究了火山岩裂缝;孙炜等[１２]利用叠前弹性

波阻抗反演的方法,通过分析裂缝引起的地震波

动力学属性随方位角的变化特征,来预测岩浆岩

的裂缝;Daniel和 Adriana[１３]利用自然伽马和密

度曲线研究了非常规储层中两种侵入岩的识别,
但该方法难于应用到无井区.

通过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不难发

现,岩浆岩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虽然比较多,但目前

还没有针对侵入岩的较好的预测方法.这是由于

侵入岩厚度一般较薄,通常低于地震资料的分辨

率,且横向延伸范围一般较小,因此,预测难度较

大.目前针对桑托斯盆地盐下大型碳酸盐岩储层

发育背景下的侵入岩的地球物理响应特征分析及

分布预测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技术.本文主要针对

桑托斯盆地盐下地震资料分辨率较低,侵入岩发

育厚度较薄,在地震剖面上难于识别的难点,通过

波动方程正演、敏感属性分析、基于调谐振幅曲线

的厚度预测等方法完成桑托斯盆地盐下碳酸盐岩

储层伴生侵入岩的预测.通过侵入岩的预测,在
储量计算过程中,可以有效地扣除侵入岩的体积,
为桑托斯盆地盐下油田储量的计算提供更加可靠

的储层岩石体积,从而提高储量计算的精度.

１　区域地质概况

桑托斯盆地位于巴西东南部海域,面积约为

３３万km２,水深范围为０~３２００m.桑托斯盆地

油气资源丰富,截至２０１８年,桑托斯盆地共获得

油气发现７０个,其中盐上４８个,盐下２２个.盆

地自２００６年以来在深水区盐下层系湖相碳酸盐

岩领域连续发现了多个大型油气田,累计发现油

气２P可采储量５２６４亿 m３ 油当量,占盆地总量

的８２％.
桑托斯盆地是一个典型的被动大陆边缘盆

地,其形成演化与中生代以来冈瓦纳大陆的解体

以及大西洋的扩张有关.构造演化和沉积充填可

以划分为３个演化阶段:早白垩世裂谷阶段、ApＧ
tian期过渡阶段和晚白垩世—新生代漂移阶段.

研究区位于桑托斯盆地深水区(图１),水深

范围１８００~２３００m.研究区目的层系为早白垩

世裂谷阶段发育的湖相碳酸盐岩层系.早白垩世

裂谷阶段,盆地构造活动强烈,断裂普遍发育.受

裂谷期强烈断裂活动的影响,桑托斯盆地盐下火

山活动非常剧烈.

图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图

Fig．１　Thegeographiclocationofthestudyarea

２　侵入岩成因类型特征及发育模式

桑托斯盆地的侵入岩发育时期主要在漂移晚

期(约７０Ma).侵入成因岩浆岩的岩性以辉绿岩

为主(图２a),显微镜下可见结晶程度较好的斜长

石、橄榄石、辉石和角闪石(图２b).辉绿岩具有

较为明显的辉绿结构,即在板条状斜长石组成的

格架内填充１粒或几粒与其大小相当的辉石或橄

榄石颗粒.辉绿岩中水化矿物的存在(角闪石和

黑云母)表明岩石的地下交代侵入成因而非地面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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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喷发成因.从组成(橄榄石、辉石、斜长石、长
石的关系)和结构(被角闪石和黑云母包裹的橄榄

石和辉石、堆晶结构)来看,岩石应属于相同的岩

浆事件,组成了一个岩床,该岩床由多次岩浆脉动

或岩浆分异作用形成.几乎所有侵入岩都表现为

相似的稀土元素分布模式,表明不同岩石在地球

化学特征方面存在亲缘特征,表明了单一岩浆

来源.

图２　研究区岩浆岩岩石学特征

Fig．２　Petr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magmaticrocksinthestudyarea

　　根据实钻岩浆岩的不同成因类型及其与碳酸

盐岩的关系,以及过岩浆岩发育区的地震剖面(图

３a),建立了桑托斯盆地盐下岩浆岩发育模式(图

３b).研究区发育的侵入岩主要分布在坳陷期地

层中(碳酸盐岩储层内部),侵入成因岩浆岩多与

深大断裂相伴生,在沉积期后的构造活跃期,深部

岩浆以深大断裂为通道侵入碳酸盐岩地层,并在

侧向上延伸.由于侵入岩发育在碳酸盐岩储层内

部,增大了井位部署的风险并增加了储量计算的

不确定性.因此,碳酸盐岩储层内部伴生侵入岩

的预测对于降低井位部署风险以及提高储量计算

的精度具有重要意义.

图３　研究区岩浆岩的发育

Fig．３　Magmaticrocksinthestudyarea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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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侵入岩地震响应特征分析及平面

分布预测

　　图４为过侵入岩发育区剖面,椭圆处为侵入

岩发育区.从图５可以看出,地震资料主频约

２０Hz,对应四分之一波长约７５m,地震资料可

分辨的薄层最小厚度为７５m,分辨率较低.该

区侵入岩发育厚度普遍＜７５m,即低于地震资

料的最小可分辨厚度,因此,侵入岩在地震剖面

上难以准确识别和横向追踪(图４).针对这一

难题,笔者提出了一套侵入岩预测的技术流程.
通过高精度波动方程模拟技术,对侵入岩的地

震反射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依据侵入岩的地

震反射特征,提取敏感属性,对侵入岩在研究区

的发育范围进行预测.

图４　过侵入岩发育区剖面

Fig．４　Seismicsectionofanintrusivearea

图５　研究区地震数据频谱

Fig．５　Seismicspectrumofthestudyarea

　　通过波动方程正演模拟结果(图６)可以发

现,侵入岩反射特征整体受到盐底(图６右侧红

线)反射的干扰,很难从合成地震记录上区分侵入

岩的顶底.侵入岩反射特征无法通过人工解释进

行识别.对比含侵入岩地层的合成地震记录(紫
红色波形)和无侵入岩地层的合成地震记录(黑色

波形)可以发现,侵入岩的存在使得地震振幅明显

增强,但对于正振幅和负振幅增强百分比并不相

同.侵入岩的存在使得正振幅增强约２５％,而负

振幅则增强约６０％.因此,预测侵入岩分布的敏

感属性即为负振幅属性.提取侵入岩层段的负振

幅属性(图７),图中黑线为圈闭线,圈闭线内的白

色多边形即为预测圈闭内的侵入岩发育区.由图

７可知侵入岩的分布较为随机,圈闭范围内未见

大规模连片分布,同时侵入岩的分布和基底断裂

有较好的对应关系.说明侵入岩的预测结果与地

图６　WellＧ１井波动方程正演

Fig．６　WaveEquationForwardModelingofWellＧ１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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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认识是一致的.

图７　侵入岩负振幅属性切片

Fig．７　Attributeslicesofnegativeamplitudeofintrusiverocks

４　侵入岩厚度预测

针对侵入岩厚度预测的难题,通过理论模型

分析与研究,利用已钻井证实的侵入岩厚度及其

对应的最大绝对振幅属性建立了侵入岩厚度预测

的模型,并应用到研究区侵入岩的厚度预测中,取
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首先,依据井数据给定模型参数建立楔形模

型,用来反映不同厚度侵入岩振幅响应特征,再
进行波动方程正演模拟得到相应的地震记录

(图８a),并对正演结果提取顶界面最大绝对振

幅随侵入岩厚度的变化曲线(图８b).由图８b
调谐曲线可以看出,在０~９０m 的侵入岩厚度

范围内,侵入岩厚度与顶界面最大绝对振幅具

有很好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可以达到０９８,说
明调谐模型理论适用于该区地质情况.这也为

利用顶界面最大绝对振幅预测侵入岩厚度提供

了理论依据.

图８　侵入岩厚度预测理论模型正演结果(a)和最大振幅Ｇ侵入岩厚度关系曲线(b)

Fig．８　Forwardresultsoftheoreticalmodelforpredictingintrusiverockthickness(a)

andmaximumamplitudeＧintrusiverockthicknesscurve(b)

　　在理论模型的指导下,提取了井点处侵入岩

顶界面最大绝对振幅值,与井点实际钻遇侵入

岩的厚度进行交会(图９).由图９可以看出,实
际资料侵入岩的厚度与最大绝对振幅之间同样

存在较好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可以达到０９２.
说明实际资料与理论模型一致性较好,可以通

过散点数据拟合的线性关系进行侵入岩的厚度

预测.
根据理论模型分析结果和实际资料分析结

果,对３D地震数据提取了侵入岩发育范围内的

图９　实际资料侵入岩厚度与振幅交会图

Fig．９　Relationshipbetweenintrusiverockthickness
vsamplitudefromactualdata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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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绝对振幅(图１０a),基于最大绝对振幅属性,
利用拟合公式(１)完成由最大绝对振幅到侵入岩

厚度的转换,得到侵入岩厚度预测(图１０b).

Y＝０００２９x－４３２５ (１)
式中:Y 为预测侵入岩的厚度,m;

x 为最大绝对振幅.

图１０　研究区侵入岩发育范围内最大绝对振幅(a)及侵入岩厚度预测图(b)

Fig．１０　Maximumabsoluteamplitude(a)andthicknesspredictionmap(b)ofintrusiverocksinthestudyarea

表１　研究区侵入岩预测误差统计

Table１　Statisticaldataofpredictionerrorsof

intrusiverocksinstudyarea

井名
实钻侵入

岩厚度/m

预测侵入

岩厚度/m
预测误差/m

WellＧ１ ６８．６ ５９．７ ８．９

WellＧ２ ９１．１ ８４．９ ６．２

WellＧ３ １８．２ ２６．９ －８．７

　　通过对钻遇侵入岩的 WellＧ１、WellＧ２、WellＧ３
等３口井的钻前预测侵入岩厚度和实钻侵入岩厚

度进行对比得到表１.从表１可以看出,侵入岩

厚度预测误差均在１０m 内,误差范围相对较小,
均在合理范围之内,说明本文提出的侵入岩厚度

预测方法是有效的.
尽管基于最大绝对振幅的侵入岩厚度预测效

果较好,但是从实际资料交会图(图８)以及侵入

岩预测误差统计表１可以看出,侵入岩厚度预测

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这些误差会影响侵入岩的

体积计算,并最终影响研究区储量的计算.本文

提出一种概率法定量评估侵入岩预测体积的方

法,可以直接应用到 GeoX软件中,实现概率法的

储量计算.假设侵入岩厚度预测误差满足正态分

布,其方差可以由式(２)表示为

σ＝E A∗(Hp－Hr)２[ ] (２)
式中:σ为侵入岩体积的方差;

E 为求取数学期望;

A 为侵入岩的面积,km２;

Hp为侵入岩在井点处的预测厚度,m;

Hr为侵入岩在井点处的实钻厚度,m.
利用工作站量取图９b中侵入岩的体积为μ

(１０６ m３),可以得到最终的侵入岩体积概率密度

函数

f(x)＝
１
２πσ

exp －
x－μ( )２

２σ２
æ

è
ç

ö

ø
÷ (３)

根据实际计算的侵入岩体积μ 值和σ值带入

到式(３)中,可以得到侵入岩体积概率密度曲线图

(图１１a).对图１１a进行积分可以得到侵入岩体

积的大于累计概率分布曲线(图１１b),该曲线可

以直 接 应 用 到 概 率 法 储 量 计 算 的 软 件 中 (如

GeoX),同时也可以用于定量评估侵入岩厚度预

测不确定性对储量的影响.与传统确定性预测方

法不同,基于概率法的侵入岩预测,不仅得到侵入

岩体积的期望值(Mean值),还可以得到侵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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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侵入岩体积概率密度分布曲线(a)及大于累积概率分布曲线(b)

Fig．１１　Probabilisticdensitydistributioncurveofintrusiverockvolume
(a)andcomplementarycumulativeprobabilitydistributioncurve(b)

体积的P９０值和P１０值,可以直观地评估侵入岩

体积预测的不确定性.

５　结论

通过波动方程正演进行侵入岩反射特征的分

析发现,侵入岩的存在可以使地震反射振幅明显

增强,尤其是负振幅增强更加明显,利用这一地震

反射特征可以有效识别侵入岩平面分布范围.侵

入岩的发育厚度比较薄,通常低于地震资料分辨

率.调谐模型正演模拟结果显示,侵入岩厚度与

最大绝对振幅在薄层范围内具有较好的线性关

系.利用这一线性关系完成了研究区的侵入岩厚

度预测.通过概率法可以定量评估侵入岩预测体

积的不确定性,为储量计算提供更加合理的侵入

岩体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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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ANDAPPLICATIONOFASSOCIATEDINTRUSIVEROCKS
INPREＧSALTCARBONATERESERVOIROFSANTOSBASIN

HOUBo,KANGHongquan,CHENGTao,JIA Huaicun
(OverseasEvaluationCenter,CNOOCResearchInstituteCo．,Ltd．,Beijing１０００２８,China)

Abstract:IntrusivemagmaticrocksoccurwidelyinthepreＧsaltcarbonatereservoiroftheSantosBaＧ
sin,Brazil．Itisdifficulttopredictintrusivebodieswiththeseismicimagesrelativelypoorinquality．
Inthispaper,thegenesisofthepreＧsaltintrusiverocksinSantosBasinarestudied,andthereflection
characteristicsoftheintrusiverocksanalyzedwithwaveequationforforwardmodeling．Accordingto
thereflectioncharacteristicsofintrusiverocks,thespatialdistributionofintrusiverocksispredicted
withsensitiveattributes,andthethicknessofintrusiverockspredictedbasedontunedthicknessby
thethinＧlayermodel．Throughtheapplicationofproposedpredictiontechnologyincontractblock,the
developedareaandthicknessofintrusiverockarepreciselypredicted．Finally,thevolumeofintrusive
rocksisquantitativelycalculatedbyprobabilitymethod．
Keywords:intrusiverock;waveequationmodeling;preＧsalt;probabilitymethod;carbonatereserＧ
voir;SantosBasin

８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