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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B洼勘探中的应用及其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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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番禺B洼钻井数量较少,加之已钻井揭示古近系含砂率高,且受限于三维地

震资料尺度和分辨率,导致对深层古近系诸如沉积相、井旁构造及物源等等各种地质问题

缺乏深入了解.鉴于FMI成像测井技术在解决诸多地质问题中的优异表现,在研究区进

行了应用,得到了４项研究成果:准确识别出了恩平组、珠海组和珠江组的岩石类型、沉积

构造类型和沉积环境;在古近系地层中识别出了大量的微断层、高阻缝和高导缝;获得了

交错层理倾向的统计数据;得到井旁现今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此外,还获得了２点启

示:推测FMI图像上解释出的微断层和微裂缝促进了油气在深层的垂向输导,非常合理

地解释了成藏事实;该井古近系储层在埋深较大的情况下也能有较好的物性.简而言之,
由于此次FMI成像测井在番禺B洼的成功应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有益的启示,这些

有价值的资料将大大降低今后勘探的地质风险,极大推动了该区古近系的勘探进程.
关键词:FMI成像测井;沉积相;井旁构造;古水流;现今地应力;油气运聚成藏;番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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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珠江口盆地之中发育众多古近系残洼,多年

的勘探证明这些残洼具有一定的烃源潜力,该地

区水深较浅,整体位于古珠江三角洲的三角洲前

缘及前三角洲相带,储盖条件优越,且新近系珠江

组发育较多大规模的构造圈闭,具有较高的勘探

潜力.其中番禺 B洼是这些残洼中较大的残洼

之一,研究及勘探实践表明该洼陷发育较厚的文

昌组中深湖相沉积,周边钻井揭示了大量的油气

显示,证明该洼陷具有较大的烃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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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一轮的区域地质及成藏机理研究的基

础上,认为番禺 B洼具有较好的勘探潜力.具

体依据如下:第一,番禺B洼周边已钻井油气显

示非常丰富,原油显示级别非常高,而且显示井

段均超千米,且在恩平组底部解释出含油水层,
充分证明番禺 B洼具有生烃能力.其次,２０１６
年针对番禺B洼地区采集了数百平方公里的三

维地震,与周边三维连片,实现番禺B洼三维地

震全面覆盖,对研究洼陷结构、分析烃源潜力及

落实圈闭构造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以番禺B
洼新三维资料为基础,勘探室展开新一轮的洼

陷评价及有利目标优选工作,并且获得多项创

新认识和成果:①新三维 Tg加深,资源潜力增

大;②明确番禺 B洼与白云凹陷为同期拆离体

系,具有发育早文昌地层的条件;③精细落实构

造圈闭,潜在资源量近２亿 m３;④重新落实番禺

B洼总资源量超２亿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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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三维地震资料有助于加深对番禺 B
洼的研究,也解决了一定的问题,但是番禺 B洼

仍有许多宏观和微观的问题亟待解决:①番禺 B
洼周围为数不多的已钻井揭示出古近系砂体厚度

大、层数多、含砂率极高,故提取的振幅属性受到

多层砂体干涉的影响,很难在平面上反映和显示

出明显的沉积现象,使得对该区沉积相的识别变

得相当困难;②三维地震虽然分辨率较高,但是在

纵向上也很难识别出明显的沉积构造特征,如三

维地震剖面上无法识别出可以确定古水流方向的

交错层理,而如果对交错层理产状进行统计,则可

获得古水流方向,继而得到物源方向,而物源方向

一直是该地区有争论和亟需解决的问题;③由于

尺度和分辨率的原因,三维地震剖面上无法对井

旁构造进行分析,对于地层产状无法确定,也无法

识别裂缝级的断层及微裂缝.此外,还有一系列

其他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其中尤为重要的问题

是该区勘探层系是否可以加深,由于担心埋深

大的情况下深部储层物性变差,故番禺 B洼的

勘探一直以来都将中浅层珠江组下段视为主要

目的层,且绝大部分的油气发现也都集中于珠

江组下段,如果能以某种技术手段表明深部储

层物性有变好的可能,则可以向深层加深勘探,
那么这将打破研究区的勘探困境、盘活番禺 B
洼的勘探.成像测井技术的出现为解决上述问

题带来希望和转机,成像测井资料所包含的地

质信息极其丰富,其能够将圈闭的各种信息非

常直观地展示出来,在构造解释、沉积分析、裂
缝性储层评价、现今地应力分析等等多个方面

有着良好的应用效果[１Ｇ２].
随着测井技术的日臻成熟和鉴于成像测井技

术的诸多优点,且为了解决番禺 B洼实际问题、
丰富第一手研究资料,因此,在番禺 B洼最有利

的目标中进行 FMI(地层微电阻率扫描成像,

FormationMicroScannerImage)成像测井作业,
以期本次研究能够为番禺 B洼的勘探困境带来

转机、曙光和希望.结合常规测井、录井及壁心资

料,对番禺 A 构造的地层、岩性、沉积相、井旁构

造、古水流及现今井旁地应力进行了较为全面的

分析,取得了宝贵的研究资料、解决了勘探过程中

遇到的难题、降低了今后勘探的地质风险、大力推

动了该地区的勘探进程.

１　成像测井技术原理

成像测井属于高端测井技术,源于美国,于

２０００年前后陆续引进我国,包括３类:电成像、核
磁共振成像和声波成像[３Ｇ４],而在所有测井资料中

电成像 测 井 资 料 分 辨 率 最 高,其 分 辨 率 约 为

５mm,露头和岩心尺度的绝大部分沉积构造特征

电成像测井几乎都可以胜任,且其纵向上的连续

性及较低的成本是其绝佳的优势[３,５].
成像测井的原理是在井壁上阵列排列传感

器,利用传感器纵向和径向扫描井眼得到地层信

息,将采集信息传至地面后进行技术处理得到井

壁的二维或者三维图像[３,６],在成像测井图上不

同的地质意义以图像的几何形态、连续性和颜色

等来代表,鉴于其突出优势,如成像直观、地质信

息量大和分辨率高等,而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

用[７].FMI所用设备为微电阻率成像测井仪,该
仪器共有 ８ 个极板、每个极板上有 ２４ 个直径

０２in的微电极,具体原理如下:进行井壁扫描时

需要先将微电阻率测井仪的极板贴靠于井壁四

周,微电极间距按照０１in来布置,之后,由位于

地面的仪器车向布置于井壁之上的１９２个微电极

发送电流,之后井壁的微电阻率变化被不同的电

极所记录;全井段细微的电阻率变化通过沿井壁

每０１in采样一次而获得,之后将这些采集的数

据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和校正后变成电阻率图像,
电阻率的数值刻度以渐变的色板和颜色深度表

示,电阻率的由低到高一般用黑Ｇ棕Ｇ黄Ｇ白的色板

表示,因此,井壁之上的岩性和物性的变化通过电

阻率图像色彩的细微变化表示出来.

FMI有“电取心”的美名,截至目前,该地球

物理手段的分辨率是与岩心最接近的,在可以用

岩心进行研究的所有领域,FMI几乎都可以得到

应用[８],且其作业时间短、成本低、分辨率高、信息

量大以及大段连续,这些优点使其在油气勘探开

发中备受青睐[９].

２　地层、岩性及沉积相特征识别

珠江口盆地新区番禺B洼A１井进行了９００m
井段的FMI成像测井解释,包括珠江组下部、珠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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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组和恩平组的全部以及基底花岗岩顶部,是白

云凹陷成像测井井段最长的探井.该井也进行了

井壁取心作业,通过将井壁取心资料刻度到FMI
图像上,即将井壁取心成果归位,提取对应电测响

应特征,利用岩心刻度 GR、密度曲线,通过数理

统计方法,得到岩性剖面,再利用电成像测井资料

和录井资料进行岩性剖面调整,获得准确岩性剖

面.总体来看,该井前古近系基底岩性主要为酸

性和中性火成岩;古近系恩平组岩性主要为厚层

中砂岩、粗砂岩和细砂岩夹薄层泥岩,见炭质泥岩

发育;古近系珠海组下段岩性主要为细砂岩、泥质

细砂岩、中砂岩与泥岩、粉砂质泥岩互层沉积,珠
海组上段岩性主要为中厚层细砂岩、泥质细砂岩

和粉砂岩夹薄层泥岩和粉砂质泥岩;新近系珠江

组底部岩性主要为中厚层泥岩,顶部岩性主要细

砂岩(图１).

图１　番禺B洼A１井FMI所识别出的岩性

Fig．１　TherocktypesidentifiedfromtheFMIimagesofWellA１inPanyuBSubＧSag

　　本井沉积构造丰富,可见泥岩、粉砂质泥岩中

主要发育水平层理、层状构造、块状构造和破碎构

造,部分层段夹钙质结核,炭质泥岩主要发育块状

构造;砂岩中主要发育块状构造和交错层理,见叠

合层理和变形层理发育,且变形层理主要发育在

恩平组(图２).
恩平组、珠海组和珠江组主要发育三角洲前

缘和三角洲平原沉积相带,可进一步划分为分支

河道、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支流间湾、滑塌砂、
滑塌泥、前三角洲泥等微相(图３).

３　井旁构造分析

成像测井资料有助于井旁构造分析,可以确

定地层产状、进行井间地层对比、校正地震资料得

到的构造剖面、识别地震剖面上无法显示的裂缝

级断层[２].根据对泥岩地层的产状进行统计即可

开展井旁构造分析,该分析主要是基于泥岩地层

的倾角矢量模式而进行的[７].泥岩多数情况下形

成于水流平稳的低能环境,在该低能环境下沉积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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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番禺B洼A１井FMI沉积相鉴别标志

Fig．２　ThesedimentaryfaciescharactersidentifiedfromFMIimagesofWellA１inPanyuBSubＧSag

图３　番禺B洼A１井FMI解释井段沉积相分析

Fig．３　ThesedimentaryfaciesanalysisbasedonFMIimagesofWellA１inPanyuBSubＧSag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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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与原始泥岩层面平行的水平状沉积物.故

而,地层构造产状的变化能够通过基于泥岩井

段而进行的井旁构造分析来较真实地反映出

来.
基于对FMI资料的解释表明,该井总体地层

产状较为稳定,倾向为 NW 和SW 两个方向,倾
角介于１°~２２°,倾角主频为５５°,其中,恩平组倾

向整体为SW 向,地层倾角变化较大,倾角主要介

于３°~２３°,倾角主频为７°;珠海组下倾向整体为

NNW 向,倾角介于２°~１２°,倾角主频为５°;珠海

组上倾向范围比较大,整体上为SW 和 NW 两个

方向,倾角介于０~１０°,倾角主频为５°;珠江组倾

向范围较大,从SW 向到 NW 向都有,倾角介于０
~８°,倾角主频为３°(图４).

图４　番禺B洼A１井FMI解释井段井旁构造分析

Fig．４　ThenearＧboreholestructuresrecognizedfromFMIimagesofWellA１inPanyuBSubＧSag

　　为方便理解,先来解释２个术语的定义———
高阻缝和高导缝:高阻缝是指被石膏、方解石等高

电阻率矿物充填的岩石裂缝,其在成像测井图中

表现为高电阻呈亮色图像;高导缝是指在成像测

井图中表现为低电阻(即高导)的岩石裂缝,其是

在钻井过程中由于压力低于井筒内钻井液压力,
而被容易流动的低电阻率钻井液侵入,其在成像

测井图上呈深色图像.根据地层倾角模式分析,
解释出了在地震剖面上无法识别的４１条倾角整

体较高的微断层、２２０条高阻缝和１１条高导缝.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微断层、高阻缝和高导缝绝大

部分都集中在恩平组,且恩平组发育大量的变形

构造,表明在恩平组时期地层受到过强烈的构造

运动,这与控洼断层活动性分析结论是完全一致

的.另外,这些微断层和裂缝的倾向都为近 SN
向、走向近 EW 向,走向与区域控洼大断裂走向

一致,推测其形成受区域控洼大断裂的影响,可能

是控洼大断裂形成过程中的伴生产物(图５).
番禺B洼 A１井 FMI图像上解释出的微断

层和裂缝的分布段与 A１井的录井显示段、井壁

心显示段、测井解释气层段以及成藏层段非常吻

合,推测这些微断层和裂缝促进了油气在深层的

垂向输导,而中浅层微断层和裂缝几乎不发育,可
能不利于油气向中浅层输导而导致无显示、未成

藏,非常合理地解释了深层成藏而中浅层未成藏

的事实.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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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番禺B洼A１井FMI解释井段井旁断层及裂缝分析

Fig．５　TheanalysisofnearＧboreholefaultsandmicrofracturesbasedonFMIimagesofWellA１inPanyuBSubＧSag

４　古水流及砂体展布方向分析

如果在露头上发育砂岩交错层理,则可根据

层理倾向大致判别古水流方向,但会受到构造倾

角影响;岩心虽可测量交错层理的角度,但不能判

断交错层理的方向,而FMI图像可快速准确地判

断古水流方向.成像测井判断古水流方向有２种

方法:一是砂体内部水流层理蓝模式代表沉积前

积方向,指示古水流方向;二是在交错层理发育的

砂岩地层中,交错层理的下切方向可以指示该层

理沉积时期的古水流向,是通过倾向统计来进行

判断的.
基于成像测井解释可以获得２种地层倾角,

即构造倾角和沉积倾角,通常将所拾取的泥岩地

层的倾角视为构造倾角,之后将所拾取的砂岩地

层倾角减去构造倾角即可得到砂岩地层的古沉积

倾角[２].用消除了构造倾角后的砂岩地层倾向来

判断古水流方向更加准确和合理,不过,如果构造

倾角＜５°则一般不需要构造倾角的消除[２].
交错层理在番禺 B洼 A１井中整体较为发

育,故古水流方向可根据交错层理的产状来判断,
由于本井地层倾角较小,一般＜５°,不需进行构造

倾角消除便能进行砂体展布分析,所以古水流和

砂体展布方向可直接由交错层理的倾向代表.经

过统计分析,恩平组交错层理倾向整体为SE和

SW２ 个方向,珠海组下交错层理倾向整体为

NW、SW 和SE３个方向,珠海组上交错层理倾向

整体为 NW 和SW２个方向,珠江组交错层理倾

向为 NW 和 NNE２个方向(图６).值得注意的

是恩平组交错层理倾向变化频繁,这与恩平组砂

岩特别丰富、交错层理发育且水道变迁密集有很

大关系,但是整体上受控于２个大的物源方向,只
是在局部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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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番禺B洼A１井FMI解释井段砂体展布分析

Fig．６　ThedistributionofsandbodybasedonFMIimagesofWellA１inPanyuBSubＧSag

５　现今井旁地应力分析

诱导缝或井壁崩落现象可能在井筒钻进历程

中出现于井壁之上,这是因为井筒中钻井液的液

压与井孔附近的应力场两者之间未能达到均衡而

导致的[１０Ｇ１１],这就说明水平应力场与井壁崩落和

诱导裂缝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且具有如

下对应关系:井壁崩落方向和诱导缝走向分别与

现今最小和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平行[２,１２].基于

FMI图像对形成于井眼钻进过程中的井壁崩落

和诱导缝信息进行统计,即可在玫瑰花图之上显

示出水平主应力方向,这无疑为地应力的研究提

供了极有价值的支撑材料[１３Ｇ１４].
白云凹陷 A１井井壁崩落方向为 NE—SW,

而竖直诱导缝和羽状诱导缝的展布方向都为

NWＧSE向,故可知本井现今最小水平主应力方向

为 NE—SW,现今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为 NW—

SE(图７).

现今应力场可以影响地层的渗透性[１５],且已

有研究成果显示,如果裂缝走向平行于最大水平

主应力方向,这对裂缝发育和提高流体的流动能

力是有利的[１６].番禺 B洼 A１井现今最大水平

主应力方向为NW—SE,与FMI所解释出的井旁

微断层和高阻缝的 EW 走向近同向,因此,深层

储层在微裂缝发育段可以得到向好的改造,致使

在埋深较大的情况下该井古近系储层也有可能具

备相当好的物性,此结果增强了向该地区深层勘

探的信心.

６　结语

此次研究为 FMI成像测井在珠江口盆地新

区番禺 B洼的首次运用,结合常规测井、井壁心

及录井资料对番禺 A 构造的地层、岩性、沉积相

特征进行了准确识别;对井旁构造进行分析,确定

了构造产状,并识别出地震剖面上无法显示出的

微断层、高阻缝和高导缝;判断出古水流及砂体展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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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番禺B洼A１井现今地应力分析

Fig．７　ThepresentinＧsitustressanalysisbasedonFMIimagesofWellA１inPanyuBSubＧSag

布方向;基于对井壁崩落和诱导裂缝的拾取和统

计,得出现今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此外,结合井

旁构造与现今井旁地应力分析,推测微断层和裂

缝促进了油气的垂向输导,较合理地解释了该构

造深层成藏而中浅层未成藏的事实;同时发现,现
今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与井旁微断层和裂缝走向

近同向,致使在埋深较大的情况下该井古近系储

层也有可能具备相当好的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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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OFHIGHＧRESOLUTIONFORMATIONMICROSCANNER
IMAGELOGS(FMI)TOHYDROCARBONEXPLORATIONINPANYU

BSUBＧSAG,PEARLRIVERMOUTHBASINANDITSIMPLICATIONS

LIRuibiao,CHENZhaoming,SHINing,LIUBaojun,LIU Hao,XU Hui
(ShenzhenCompany,CNOOCChinaLtd．,Shenzhen５１８０００,China)

Abstract:ThereareafewdrillingholesinthePanyuBSubＧsagandthequalityof３Dseismicdataare
constrainedbythePaleogenesanddeposits．AlloftheseresultedinthelackofinＧdepthunderstanding
ofthePaleogenegeologythere,suchassedimentaryfacies,provenanceandnearＧboreholestructures,

etc．Inviewofitsexcellentperformanceinsolvingvariousgeologicalproblems,FMIloggingtechnoloＧ
gywasutilizedtothisregionforthefirsttime．BasedonFMIdata,fourachievementsaregained:(１)

Lithology,sedimentarystructuresandsedimentaryenvironmentsareaccuratelyrecognizedandclassiＧ
fiedfortheEnping,ZhuhaiandZhujiangFormations;(２)Manymicrofaults,resistivefracturesand
conductivefracturesareidentifiedinthePaleogene;(３)ThedipdirectionofcrossbeddingsaremeasＧ
ured;(４)Thedirectionofpresentmaximumhorizontalprincipalstressisacquired．ItisfurtherinＧ
ferredthat(１)TheinterpretedmicrofaultsandfracturesfromFMIimagesmayactasthepathsfor
verticalmigrationofoilandgas,andarethusbeneficialforoilandgasaccumulation;(２)ThePaleoＧ
genestratahavegoodporosityandpermeabilityevenundergreatburieddepth．Inaword,owetothe
successfulapplicationoftheFMIlogging,fruitfulresultsandhelpfulinferencesareacquired．The
findingsofthisresearchwillgreatlymitigatetherisksinoilandgasexplorationintheregion．
Keywords:FMIlogging;sedimentaryfacies;nearＧboreholestructure;paleocurrent;presentinＧsitu
stress;hydrocarbonmigrationandaccumulation;PanyuBSubＧSag;PearlRiverMouth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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