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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盆地黄河口凹陷 A油田火成岩发育区

储层特征及三维地质建模
　

张立安，李超，张岚，崔名喆，马栋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天津 300459）

摘　要：渤海湾盆地 A 油田是与火成岩相关的大型油田，目的层碎屑岩储层与火成岩交织分

布。为明确研究区火成岩的发育特征及其成因机理，综合应用岩芯、井壁取芯、测录井及三维

地震等资料，通过岩矿分析、薄片观察、地震相分析等手段对火成岩类型、发育模式、分布范围

以及火成岩对储层物性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发育爆发相、火山通道相、溢流

相、次火山岩相和火山沉积相 5 种火山岩相，以中心式和裂隙式 2 种喷发模式为主；②受断层

根部低洼区溢流相及火山通道周边侵入相影响，研究区断裂系统复杂带、火山通道发育区储

层物性变差。基于上述认识，利用火山岩体精细识别追踪结果，将火山岩体嵌套进地质模型

中，实现了火成岩的形态建模。该研究成果较好指导了油田开发井的实施，规避了储层风险。

为油田下一步综合调整及高效开发提供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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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渤海湾盆地油气勘探走向中后期，大型常规的

圈闭多已被勘探发现。随着油气勘探开发理论的

发展和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受火成岩发育影响的

特殊油气藏正成为勘探开发工作研究的热点和油

气“增储上产”的主战场。目前，在渤海湾盆地的辽

河凹陷、黄骅凹陷、冀中凹陷和济阳凹陷均发现了

新生界火山岩油藏。已有学者针对火山岩发育模

式、喷发方式和活动期次对储层、油气运移及成藏、

圈闭保护等的影响做了大量研究[1-3]。

勘探开发实践表明，黄河口凹陷 A 油田新生界

主要含油层为东三段、沙一段和沙二段发育的辫状

河三角洲沉积储层，储层岩性为中、细粒岩屑长石

砂岩，储层物性较好。研究区火成岩发育对油气储

层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同时也对后期油气成藏

提供了有利条件。火成岩对地震波的强吸收和屏

蔽作用严重影响着地震资料品质，给研究带来巨大

挑战[4-5]。本文针对受火成岩影响的特殊油藏开发

中储层精细描述及地质建模难题，综合运用地质、

测井、地震等资料，利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从火成岩

识别与解剖出发，开展火成岩类型、发育模式及火

成岩对储集层的影响等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储层精细三维地质模型，解决了受火山岩影响的特

殊油藏的开发地质问题，为该类油藏的高效开发奠

定了基础。

 1    油田地质概况

A 油田作为近年来渤海湾盆地发现的最大规

模的新生界火成岩发育区油田，其构造上位于黄河

口凹陷中洼南斜坡带（图 1），是渤海湾盆地首个受

火成岩遮挡的大型油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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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近系沉积时期，研究区火山岩发育广泛，以

中心式喷发和间歇式喷发为主，纵向上东营组火山

活动比沙一段和沙二段强烈，横向上深大断层两侧

火山喷发次数多、范围广；新近系沉积时期，岩浆活

动和构造运动活跃，造成地质构造极其复杂。研究

区多口探井均在古近系钻遇一定厚度的火成岩，其

中以东一段和东二段最为发育，主要目的层东三段

局部发育火成岩（图 1）。
研究区目的层东三段碎屑岩储层埋藏深（约

2 800 m），储层单砂体厚度为 5～20 m，受上覆火成

岩屏蔽，地震分辨率低（厚度＞34.7 m），单砂体在地

震剖面上难以识别；同时，目的层内部发育的火山

通道相、侵入相及溢流相火成岩严重影响储层分布

范围，造成强烈的储层非均质性，储层物性及其连

通关系预测困难，给储层精细建模研究增加了一定

的难度。

因此，开展储层定量预测及平面非均质性控制

因素研究，建立火成岩遮挡下储层发育特征及三维

地质建模具有重要意义。

 2    火成岩对储层的影响

A 油田古近系储层主要为砂岩储层，其沉积相

主要为三角洲沉积相。研究区构造运动和岩浆活

动频繁，发育多期火成岩，火成岩地层与砂岩地层

交互分布，接触关系复杂，通过对区内火成岩体精

细刻画，明确了研究区内各火成岩相的发育位置、

展布形态及结构特征，进而开展火山通道相对目的

层段储层及储集性能影响进行研究。

 2.1    东三段储层发育特征

东三段沉积时期，莱北断阶带发育辫状河三角

洲沉积，区域物源主要来自西南部垦东低凸起，同

时，东北部有来自渤南低凸起的局部物源供给。东

三段辫状河三角洲前缘进一步可划分为水下分流

河道、河口坝和水下分流河道间共 3 种沉积微相。

东三段分为Ⅰ油组和Ⅱ油组，对应 2 期反旋回，

内部分别划分为 3 期反旋回（图 2）。通过相对湖平

面变化分析认为，Ⅱ油组沉积时期，水体较浅，水动

力强，水下分流河道横向迁移频繁，形成成片分布

的砂体，砂体连通性好；Ⅰ油组沉积时期，湖平面上

升，可容空间增大，河口坝较发育。纵向上，东三段

Ⅱ油组砂岩含量为 34.5%～65.3%，沉积微相以水下

分流河道为主，Ⅱ油组全区钻井揭示砂体厚度为

11.0～53.5  m；Ⅰ油组砂岩含量为 25.4%～44.2%，

沉积微相以河口坝为主。Ⅰ油组钻井揭示砂体厚

度为 13.2～34.7 m，Ⅱ油组储层发育好于Ⅰ油组。

平面上，西侧井区砂层发育程度和储层对比关系

较其他井区好，油田范围内钻井揭示砂岩含量为

33.3%～53.0%，东侧的 E-1 井区处在三角洲前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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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油田区域位置及地层柱状图

Fig.1    The location and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the A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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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砂岩含量最低。总体上，油田范围内除 E-1 井

区之外，东三段储层横向展布稳定，砂层叠置连片

发育，自西向东砂岩厚度减薄（图 2）。
东三段Ⅰ、Ⅱ油组沉积之后，火成岩分布广泛，

后期火成岩的发育破坏东营组储层的展布。主要

以中心式喷发的爆发相及溢流相火成岩为主，中心

式喷发形成的火山口等火山机构贯穿沉积岩层，爆

发相及溢流相对储层展布影响更大，占据了更多的

储层空间。

 2.2    火成岩特征

 2.2.1    活动期次

前人研究成果表明，研究区古近系存在 2 期火

山活动。东三段和沙河街组为Ⅰ期，该期区域火山

活动较局限，火山发育规模较小。东一段和东二段

为Ⅱ期，该期区域火山活动强烈，规模较大，多期火

山产物叠置发育。2 期火山活动在规模和强度上的

差别造成 2 个时期区域火成岩发育特征差异较

大[7-8]。

 2.2.2    识别标志

A 油田主要存在中心式和裂隙式 2 种喷发模

式[8]，划分为 5 种火山岩相，分别为爆发相、火山通

道相、溢流相、次火山岩相和火山沉积相（图 3）。
测井响应特征是对岩石成分、孔隙发育程度和

流体性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利用井壁取芯及

大量测井资料，定性得出不同火山岩相的测井响应

特征（图 4）。
在单井相识别和井震标定的基础上，开展火成

岩地震响应分析，火山通道外形表现为下细上粗的

柱状以及锥状。在过探井 BZ34-9-5 井地震剖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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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东一段主要为高连续的平行-亚平行地震相；东

二段东部靠近断层处发育前积地震相，中部为低振

幅、低频、低连续性平行-亚平行地震相，西部为中

高振幅、低频、高连续性平行-亚平行地震相；东三

段、沙一段和沙二段发育的地震相类型主要是连续

性较差的平行-亚平行地震相。在深部发育脉状高

振幅、中频、低连续性平行-亚平行地震相。

东一段和东二段表现为爆发相和溢流相的互

层，夹厚层沉积岩，横向分布稳定，向西火山岩逐渐

减薄，单层火山岩相呈楔状尖灭，东三段、沙一段和

沙二段则是以沉积岩为主，其中，BZ34-9-5 井两侧

发育的火山通道周围分布蘑菇状爆发相；在深部发

育脉状辉绿岩，产状多变，分布在火山通道周围。

A 构造区受到东一段和东二段火山岩成片分

布的影响，造成地震同相轴响应杂乱。在火山岩相

岩性、测井响应特征[9-12] 及地震相标志建立的基础

上，结合火山岩喷发模式，通过一系列时间切片和

地层切片在平面上对火山岩相进行预测，利用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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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取，优选出对火山岩相响应较好的属性，平剖

结合，分别建立火山通道相、火山溢流相、火山爆发

相和次火山岩相的平面识别标志[13-17]。

 2.2.3    平面分布

在明确不同火山岩相平面识别标志后，对目的

层段分油组进行火山岩相平面分布特征的预测。

从预测结果分析可知，A 油田古近系从沙二段到东

一段火山活动由弱到强，主断裂（F2）以北火山岩呈

点片状分布，发育范围有限；主断裂（F2）以南火山

岩连片分布，发育范围广泛。根据火成岩地质模式，

利用岩性、地震和测井信息对东三段火山通道进行

了精细刻画，刻画出火山通道 13 个。平面上，以东

三段Ⅱ油组为例，主断层 F1、F2 以北火山通道面积

为 0.10～0.46 km2，平均值为 0.28 km2；火山通道尺

寸为 160～750 m，平均值为 357 m。F1、F2 断层以

南火山通道面积为 0.03～ 0.11  km2，平均值为

0.09 km2；火山通道尺寸为 220～430 m，平均值为

308 m（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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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A油田火成岩在地震剖面上的响应特征及平面分布范围

Fig.5    Seism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and planar distribution of igneous rocks in the A Oilfield
 

 2.3    火成岩对储层发育的影响

前文已阐述东三段储层横向展布稳定，砂层叠

置连片发育，自西向东砂岩厚度减薄，但同时东三

段主要发育了火山通道相及伴生次火山岩相（或溢

流相），而后期火成岩的发育占据了更多的储层空

间，破坏东营组储层的展布。

火山通道相岩性致密，占据有效储层空间，影

响东三段储层分布范围。实钻开发井证实，由于岩

脉对围岩烘烤的影响，单井钻遇有效储层厚度在局

部小层减薄，火成岩对围岩的影响范围大约为 50 m。

储层距离火成岩边界＞50 m 时，油层厚度和储层物

性基本不受火成岩影响。根据研究区砂岩随着距

离火成岩侵入的远近所具有的宏观和微观特征，可

以总结出火成岩对砂岩储层的影响模式和范围[18-23]。

由于受火成岩和断裂系统因素作用，较大程度地影

响着储层物性，在研究区断裂系统复杂带、火山通

道发育区，受断层根部低洼区溢流相火成岩及火山

通道周边侵入相火成岩影响，储层物性变差。主断

裂以南以裂隙式、间歇性喷发为主，受长期火山喷

发物作用，物性较差。主断裂以北以中心式喷发为

主，属一次性喷发，储层受火山喷发物的作用影响

较小，物性较好。通过对各井区砂岩发育层段物性

参数进行统计分析，各层段储层孔隙度主要为 18%～

22%，渗透率主要为（100～1 000）×10−3 μm2，纵向上

东三段Ⅱ油组物性最好，平面上 1/5 井区物性最好，

6/8Sa 井区物性较差（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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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东三段各小层渗透率分布统计直方图

Fig.6    Statistical histogram of permeability distribution in dif-
ferent layers of the 3th Member of Dongying Formation

 

 3    三维地质建模

A 油田构造复杂，沉积岩与火成岩相互融合，

区内包含断层 21 条，7 条断层与火成岩体有搭接关

系，传统的构造建模方法不能满足本区建模的需要。

根据 A 油田特殊的地质条件，借鉴盐丘的识别及建

模方法，利用火山岩体精细识别追踪结果，将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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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提取为属性体，最终嵌套进地质模型中，同时

在物性模拟过程中，根据火成岩的影响程度分区块

进行模拟，建立的三维地质模型不仅准确表征了火

成岩的结构形态[24-26]，同时将火成岩对物性的影响

也体现了出来，满足了油藏地质模型的要求，指导

了开发方案的实施和指标预测。

 3.1    火成岩影响下的三维相模型

本次火山岩相建模从火山岩相识别出发，对火

山岩体进行包络面追踪解释，对火成岩开展精细描

述，并通过地质体雕刻及网格嵌套技术最后转化为

地质模型中的网格。相建模的过程中，为了准确地

建立储层相模型，首先应准确构建火成岩构造形

态[27-28]。具体方法为：①将预测的火山分布范围拾

取到相应的层面，从而获得初步的火成岩空间形态；

②将初步的火成岩空间形态投影到地震体切片上

对火成岩形态追踪解释；③将解释完成的火成岩结

构形态转成三角网格；④进一步转换为火成岩岩性

体，并融合到地质模型中（图 7）；⑤按照常规方法，

从井点数据出发，垂向上以各岩相在小层中的比例

为硬数据，以各小层沉积相图作为平面约束趋势，

采用序贯指示算法完成最终的岩相模型（图 8）。
  

0 1 2 km

图 7    A油田火成岩三维空间构造形态

Fig.7    The 3D spatial structure of igneous rock
in the A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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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A油田三维储层沉积相及火山岩相模型

Fig.8    Model of sedimentary and volcanic facies of the A Oilfield
 

 3.2    火成岩影响下的三维属性模型

储层物性参数模拟采用序贯高斯模拟，应用数

据分析得到的参数统计特征及变差函数，分别模拟

了孔隙度、渗透率等储层物性在空间的变化特征

（图 9、10）。在孔隙度建模过程中，分析了波阻抗属

性与孔隙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 0.85，可以作

为孔隙度模拟的协约束条件。根据前述地质研

究认识，火成岩不发育区域的物性较好，1/5 井区渗

透率主要为（100～1 000）×10−3 μm2，平均渗透率为

823×10−3 μm2；火成岩发育区域物性较差，6/8Sa 井

区渗透率主要为（50～500）×10−3 μm2，平均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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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A油田三维孔隙度模型

Fig.9    The porosity model of the A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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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63×10−3 μm2。根据不同井区物性的分布趋势，

在模拟的过程中将渗透率曲线分井区进行网格化，

采用序贯高斯算法分别模拟，剖面上灰色锥形区域

为火成岩发育区，完成的属性模型与开发井钻后地

质认识吻合程度较高（图 11），满足了油藏数值模拟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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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A油田三维渗透率模型

Fig.10    The permeability model of the A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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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A油田 8Sa/6井区 A31-B9井渗透率模型剖面

Fig.11    The permeability model profile of Well A31-B9 in the well zone 8Sa/6 of the A Oilfield
 

 3.3    应用效果分析

结合第 1 批随钻开发井资料，及时开展火成岩

地震相响应特征及平面分布研究，在火成岩精细刻

画研究基础上，通过三维地质模型的建立，精细刻

画火成岩发育模式和空间分布范围，进一步指导随

钻开发井井位优化和调整，尽可能降低火成岩钻遇

风险，提高储层钻遇率。通过随钻开发井实钻结果

对比，第 1 批开发井火成岩钻遇厚度为 18～205 m，

通过优化调整实施的开发井钻遇火成岩厚度为 2～
16 m，开发井在目的层钻遇火成岩厚度明显减少，

大幅度提升了储层钻遇率。

基于火成岩认识的地质建模成果，开展了数值

模拟对比研究（图 12）。A 油田 A9 井位于火成岩附

近，东营组受火成岩影响严重，储层不发育，沙河街

组受火成岩影响较弱，储层具有一定展布范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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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两种建模方法下的 A9井数值模拟结果对比

Fig.12    Comparison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Well A9 from two model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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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规方法建模时，火成岩边界不准确，难以精准

刻画储层展布情况，无法准确反映火成岩对东营组

和沙河街组储层的差异影响情况，拟合精度差

（图 12a）；基于新的火成岩追踪的建模方法，火成

岩边界刻画更准确，对火成岩在东营组及沙河街组

的影响范围实现了精准刻画，拟合精度大大提高

（图 12b）。

 4    结论

（1）A 油田火成岩发育分中心式和裂隙式 2 种

喷发模式，主要沿着中心式火山通道周边发育及断

层根部发育，其形成机理和发育规模主要受火山活

动期次及频率、构造运动及断裂系统、古地形及地

层产状等多重因素控制。

（2）受火成岩和断裂系统因素作用，较大程度

地影响着储层物性，在研究区断裂系统复杂带及火

山通道发育区，受断层根部低洼区溢流相火成岩和

火山通道周边侵入相火成岩影响，储层物性变差。

（3）利用火山岩体精细识别追踪结果，将火山

岩体提取为属性体并嵌套进地质模型中，依据火成

岩的影响程度分区块进行模拟，建立了既能表征火

成岩的机构形态又能体现储层发育的三维地质

模型。

（4）物性参数模拟结果表明，受火成岩及储层

岩相展布控制，以裂隙式、间歇性喷发为主，6/8Sa
井区受火成岩发育影响程度较强，储层物性较差；

而 1/5 井区以中心式喷发为主，属一次性喷发，受火

成岩发育影响程度较小，储层物性较好，为开发井

部署的有利区域。

参考文献：

 张子枢，吴邦辉. 国内外火山岩油气藏研究现状及勘探技术调

研[J]. 天然气勘探及开发，1994，16(1)：1-23.

[1]

 WANG P J，LIU W Z，WANG S X，et al. 40Ar/39Ar and K/Ar dat-

ing on the volcanic rocks in the Songliao Basin，NE China：con-

straints  on  stratigraphy  and  basin  dynamic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2002，91(2)：331-340.

[2]

 朱红涛，刘一梦，王永利，等. 渤海湾盆地黄河口凹陷BZ34-9区

带火山岩三维刻画及火山喷发期次[J].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

学学报，2014，39(9)：1309-1316.

[3]

 WOODWARD M J. Wave-equation tomography[J]. Geophysics，

1992，57(1)：15-26.

[4]

 WOODWARD M J，NICHOLS D，ZDRAVEVA O，et al. A dec-

ade of tomography[J]. Geophysics，2008，73(5)：5-11.

[5]

 郭维，王少鹏，田晓平，等. 黄河口凹陷B油田古近系火山岩岩[6]

性识别及发育模式[J]. 海洋地质前沿，2018，34(2)：16-22.

 王少鹏，袁勋，崔名喆，等. 黄河口凹陷BZ油田古近系层状火成

岩发育模式及精细刻画[J]. 特种油气藏，2019，26(4)：21-26.

[7]

 蔡冬梅，叶涛，鲁凤婷，等. 渤海海域中生界火山岩岩相特征及

其识别方法[J]. 岩性油气藏，2018，30(1)：112-120.

[8]

 王建国，耿师江，庞颜明，等. 火山岩岩性测井识别方法以及对

储层物性的控制作用[J]. 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2008，27(2)：

136-139.

[9]

 杨玉平，朱筱敏，国殿斌，等. 查干凹陷苏红图组火山岩储集

特征及主控因素[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

40(1)：35-46.

[10]

 张大权，邹妞妞，姜杨，等. 火山岩岩性测井识别方法研究：以

准噶尔盆地火山岩为例[J]. 岩性油气藏，2015，27(1)：108-

115.

[11]

 尚玲，谢亮，姚卫江，等. 准噶尔盆地中拐凸起石炭系火山岩

岩性测井识别及应用[J]. 岩性油气藏，2013，25(2)：65-70.

[12]

 SEEMAAN U，SCHERE M. Volcaniclastics as potential hydro-

carbon reservoirs[J]. Clay Minerals，1984，19(9)：457-470.

[13]

 孔垂显，邱子刚，卢志远，等. 准噶尔盆地东部石炭系火山岩

岩体划分[J]. 岩性油气藏，2017，29(6)：15-22.

[14]

 YU L M，KOICHI M，MATATO M S.  Magnetotelluric survey

for exploration of a volcanic rock reservoir  in the Yurihara Oil

and Gas Field，Japan[J]. Geophysical  Prospecing，1999，47(2)：

195-218.

[15]

 秦志军，魏璞，张顺存，等. 滴西五彩湾地区石炭系火山岩岩

相特征研究[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

38(5)：9-21.

[16]

 张宏国，王昕，鲁凤婷，等. 渤海中部中深层火山岩储层研究

及靶区预测[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

37(5)：47-54.

[17]

 张映红，顾家裕. 热液环流：侵入岩-外变质带储层发育的重要

影响因素[J]. 特种油气藏，2003，10(1)：86-89.

[18]

 于峻川，韩振哲，尹志刚，等. 大兴安岭东北部早白垩世秀山

火山−侵入杂岩体特征及成因[J]. 世界地质，2009，28(4)：414-

423.

[19]

 刘小平，刘庆新，刘杰，等. 黄骅坳陷沧东凹陷孔二段富有机

质泥页岩地球化学特征[J]. 岩性油气藏，2015，27(6)：15-22.

[20]

 白晓寅，韩长春，贺永红，等. 银额盆地哈日凹陷火成岩发育

特征及其成藏作用[J]. 岩性油气藏，2018，30(6)：18-26.

[21]

 王伟. 春风油田排66块火成岩储层成因模式分析[J]. 西南石

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9(6)：25-33.

[22]

 BAKER  J  C， BAI  G  P， HAMILTON  P  J， et  al.  Continental-

isostasy model forscale magmatic carbon dioxide seepage recor-

ded by dawsonite in the Bowen-Gunnedah-Sydney Basin system，

eastern  Australia[J].  Journal  of  Sedimentary  Research， 1995，

65(3)：522-530.

[23]

 EDY G N. Chemical subdivision of the A-type granitoids：petro-

genetic and tectonic implications[J]. Geology，1992，20(4)：641-

644.

[24]

 何贤英，刘勇，许学龙，等. 西泉地区石炭系火山岩储层主控

因素及有利储层预测[J]. 岩性油气藏，2017，29(3)：42-51.

[25]

 崔名喆，李超，张立安，等. 黄河口凹陷渤中A油田火成岩相精[26]

38 Marine Geology Frontiers　海洋地质前沿 2023 年 1 月

https://doi.org/10.1007/s005310100219
https://doi.org/10.1007/s005310100219
https://doi.org/10.1190/1.1443179
https://doi.org/10.1190/1.29699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6535.2019.04.00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26.2018.01.0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754.2008.02.03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26.2015.01.01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26.2013.02.0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26.2017.06.003
https://doi.org/10.1046/j.1365-2478.1999.00127.x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6535.2003.01.02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5589.2009.04.00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26.2015.06.003
https://doi.org/10.12108/yxyqc.2018060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26.2017.03.006
https://doi.org/10.1007/s005310100219
https://doi.org/10.1007/s005310100219
https://doi.org/10.1190/1.1443179
https://doi.org/10.1190/1.29699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6535.2019.04.00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26.2018.01.0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754.2008.02.03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26.2015.01.01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26.2013.02.0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26.2017.06.003
https://doi.org/10.1046/j.1365-2478.1999.00127.x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6535.2003.01.02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5589.2009.04.00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26.2015.06.003
https://doi.org/10.12108/yxyqc.2018060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26.2017.03.006


细解剖[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22(6)：20-

26.

 宗畅，刘华. 松南气田营城组火山岩储层建模技术[J]. 吉林地[27]

质，2012，31(1)：68-74.

 石文武，雍运动，吴开龙，等. 渤海湾盆地老爷庙地区火山岩

速度建模与成像[J]. 岩性油气藏，2021，33(4)：101-110.

[28]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and 3D geological modeling of igneous rock area in
Huanghekou Sag A Oilfield, Bohai Bay Basin

ZHANG Li'an, LI Chao, ZHANG Lan, CUI Mingzhe, MA Dong
（Tianjin Branch of CNOOC Ltd., Tianjin 300459, China）

Abstract:  The A Oilfield is a large-scale oilfield in Huanghekou Sag, Bohai Sea, and covered by igneous rocks. It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volcanic activity, complex geological structure, and various types of volcanic
rocks.  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of  igneous  rocks  in  the  study  area,  the  types,  development
mode, distribution of igneous rocks, and the influence of igneous rocks on reservoir physical properties were stud-
ied by means of core analysis, thin section observation, and seismic facies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① five vol-
canic lithofacies  were  distinguished  in  the  study  area,  including  explosive  facies,  volcanic  channel  facies,  over-
flow facies, subvolcanic facies, and volcanic sedimentary facies. Two eruption modes i.e., central and fissure erup-
tions, were established; ② affected by the overflow facies in the low-lying area at the root of fault and the intrus-
ive facies around the volcanic channel, the reservoir physical properties became worse in the areas due to strong
fault  activity  and  well-developed  volcanic  channels.  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the  volcanic  rock  mass
was nested into the geological model by using the fine identification and tracking results of volcanic rock mass,
and the shape modeling of  igneous rock was realized.  This  study facilita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velopment
wells and provided guida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adjustment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the oilfield.
Key words:  igneous rocks; reservoir physical property; development pattern; geological modeling; Huanghekou
Sag; Bohai Bay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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