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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原理将准噶尔盆地莫北凸起侏罗系三工河组划分为 10个短期基准面旋回 、2个中

期基准面旋回。按照短期基准面旋回期次分析了该区沉积演化特征 ,在三工河组沉积期 ,研究区经历了辫状河三角洲

前缘 、曲流河三角洲前缘及滨浅湖的交替演化过程。不同的演化期 , 其微相构成具有很大的差别 ,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

沉积主要由辫状河水下分流河道微相及河道间微相构成 ,河口砂坝及远砂坝不发育;曲流河三角洲前缘沉积微相有曲

流河水下分流河道 、支流间湾 、河口坝 、远砂坝及席状砂 , 以水下分流河道微相为主 ,河口坝较发育 ,远砂坝 、席状砂次

之;滨浅湖沉积微相由砂泥坪及滩坝构成。通过分析认为 , 在中期基准面下降到上升的转换位置 , 辫状河水下分流河

道叠置连通广泛分布 , 为本区最有利的构造油气藏储集砂体;中期基准面上升和下降的中期 ,曲流河三角洲前缘水下

分流河道及河口坝砂体发育 ,孤立状分布 , 为形成岩性油气藏的有利储集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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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基准面旋回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是 T. A. C ross

创立的一个新的层序地层学流派
[ 1]

。它把影响层序

及沉积构架的构造 、气候 、湖 (海 )平面升降 、物源等

因素的影响全部归结为基准面 ,并提出了许多新概

念 ,如基准面旋回原理 、沉积物体积划分原理 、相分异

原理 、前积层自相似原理 、相域等
[ 2]

。从基准面旋回

理论和可容纳空间变化的动力学观点出发 ,基准面旋

回控制了沉积物的地层学和沉积学特征 ,包括旋回内

部沉积物的厚度 、地层保存程度 、体系域类型 、地层堆

积样式 、旋回的对称性 、岩相分布与相类型和岩石物

性等
[ 3、4]

。因此 ,通过分析沉积基准面旋回 , 研究每

个旋回相对应的沉积相的类型 、分布及其内部的微相

构成 、结构 、分布和储集砂体的连通性 ,对细致明确沉

积演化 、预测有利储层的分布具有重要的意义 。

从早侏罗世到中侏罗世初期 ,莫北凸起处于相对

稳定状态
[ 5、6]

。三工河组沉积序列以三角洲和湖泊

交替沉积为特征 ,自上而下分为三个砂层组 ,分别为

J1 s1(三工河组上段)、 J1 s2 (三工河组中段 )、J1s3 (三工

河组下段)。其中 , J1 s1主要是一套湖相泥岩 ,为区域

性盖层 , J1s3为三角洲前缘和滨浅湖亚相 ,总体特征是

泥岩夹砂岩 。 J1 s
1
2为三角洲前缘 、前三角洲和滨浅湖

沉积 , J1 s
2
2为三角洲前缘砂质沉积。

准噶尔盆地莫北凸起三工河组虽然埋藏较深 ,但

仍具有较好的孔渗性
[ 7]

,是该区侏罗系的主力含油

层段和勘探目的层。以沉积基准面旋回为依据 ,精细

研究三工河组沉积演化及其微相构成 ,可为该区的油

气勘探预测优质储层分布提供依据 。

2　基准面旋回及沉积演化

2. 1　基准面识别标志及旋回划分

根据基准面旋回和可容纳空间变化原理 ,地层的

旋回性是基准面相对于地表位置的变化随时间发生

空间迁移的地层响应
[ 8]

,地层记录中不同级次的地

层旋回 ,记录了相应级次的基准面旋回。在每一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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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层旋回内必然存在着能反映相应级次基准面旋

回所经历时间的 “痕迹 ”
[ 9]

,在岩性剖面上及岩石物

理相上都会留下特征的标志。

在准噶尔盆地莫北凸起三工河组基准面旋回划

分中 ,依据基准面识别 、对比技术
[ 8、10 ～ 14]

,主要应用了

湖泛面和湖退 、湖进冲刷面及其上覆的砂砾岩 、含砾

砂岩滞留沉积物作为基准面旋回识别 、划分的标志。

湖泛面具有明显的特征 ,厚度一般在 2 m左右 ,横向

延伸分布广 ,在全区都可对比 ,岩性为深灰色泥岩 ,测

井曲线表现为高伽马和低电阻率特征 ,三工河组中段

(J1 s2)顶界为本区三工河组沉积期的最大湖泛面 ,是

基准面识别 、建立高分辨率层序地层格架的最有效标

志 。冲刷面有两种 ,一种是水下分流河道相的含砾砂

岩 、中 —细砂岩直接覆于滨浅湖泥岩之上 ,两类沉积

之间往往缺失过渡环境沉积 ,主要出现在三工河组下

段 (J1s3 )三个亚段的底界;另一类是由于水流冲刷 ,

已将下伏短期旋回水下分流河道相上部的泥质沉积

物剥蚀掉 ,上覆水下分流河道相的砂砾岩覆盖在下伏

水下分流河道相的粉 —细砂岩之上 ,具有削截现象 ,

主要出现在三工河组中段的下亚段 (J1 s
2
2 )。

依以上特征为依据 ,将各砂层组进行高频旋回划

分 ,共划分为 10个短期基准面旋回和 3个中期基准

面旋回 ,其中 J1 s21进一步分为 2个短期基准面旋回 、

J1 s
2

2分为 4个短期基准面旋回 、 J1 s3分为 2个短期基

准面旋回(图 1)。在地震反演剖面上 ,其沉积变化也

显示了以上的短期基准面旋回特征 (图 2)。

2. 2　沉积演化
在莫北凸起三工河组沉积期 ,中期基准面发生了

上升 —下降 —上升演化过程 (图 1),在其控制作用

下 ,沉积环境也发生曲流河三角洲前缘—滨浅湖—曲

流河三角洲前缘—辫状河三角洲前缘 —曲流河三角

洲前缘 —滨浅湖的演化(图 3、4、5)。

图 1　准噶尔盆地莫北凸起侏罗系三工河组中短期基准面旋回划分

F ig. 1　M iddle te rm and sho rt te rm base-leve l cy cles o f the Jurassic Sangonghe Fo rm ation in M obei A rch, Junnga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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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震反演剖面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短期基准面旋回解释

F ig. 2　 In te rpre tation of h igh-reso lution stratig raphica l sho rt-te rm base-leve l cy cles on se ism ic inve rsion p rofile

图 3　准噶尔盆地莫北凸起 m109井三工河组中段和上段综合柱状图

F ig. 3　Synthesis co lum n of UpperM em be r andM iddleM embe r o f Sangonghe Fo rm ation ofM 109

W ell inM obei A rch, Junggar Basin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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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准噶尔盆地莫北凸起 m b5井三工河组下亚段综合柱状图

F ig. 4　Synthe sis column o f Bo ttom M em ber o f Sangonghe Form a tion o fMb5W e ll inM obe i A rch, Junggar Basin

图 5　准噶尔盆地莫北凸起三工河组沉积演化平面图

F ig. 5　Sedimentary evolution of Sangonghe Fo rm a tion inM obe i A rch, Junggar Basin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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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期基准面下降与上升的转化位置 ,即基准面

下降的晚期和上升的早期 ,可容纳空间小 ,沉积物供

给速度大 , A /S(可容纳空间与沉积物供给比值 )远小

于 1 ,沉积环境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 ,包括进积型和

退积型两种 , J1 s
2 - 4
2 - J1 s

2 -3
2 为进积型 , J1 s

2 - 2
2 - J1 s

2 - 1
2

为退积型。此时 ,沉积范围广 ,整个区域都为辫状河

三角洲前缘砂质沉积 ,只有很少的河道间泥质沉积 ,

形成了砂包泥的沉积结构 (图 6A)。中期基准面上

升与下降的转化位置 ,即基准面上升的晚期和下降的

早期 ,此时可容纳空间大 , A /S远大于 1 ,为滨浅湖 ,沉

积主要以泥质沉积为主 ,只在湖湾区沉积少量的滩坝

砂 。另外 ,当中期基准面下降幅度较小 ,沉积物供给

量很少时 ,也可形成欠补偿的滨浅湖沉积环境 ,沉积

特征与前者基本相似 。在中期基准面旋回的中期 ,为

曲流河三角洲前缘 ,总的特征为泥包砂的沉积结构

(图 6B)。

图 6　准噶尔盆地莫北凸起三工河组中段下亚段(A)和上亚段(B)沉积相模式图

F ig. 6　Depos itional pattern s of 2nd Sub-m ember(A) and 1st Sub-m em ber(B) of S angonghe Form ation inMobeiA rch, Junngar Basin

3　微相构成及特征

莫北凸起三工河组沉积期构造相对稳定 ,主要为

三角洲前缘相及滨浅湖相
[ 15]

,基准面旋回及可容纳

空间的动态变化控制了不同期储集砂体的类型 、空间

位置及叠置样式 。短期基准面以基准面上升半旋回

为主 ,伴随着震荡性构造运动的频繁发生 ,使得 A /S

比值表现为一种非对称的动态变化 ,由此控制了沉积

微相类型及其叠加样式。

中期基准面下降期具进积型三角洲相特征 ,经历

了滨浅湖 —曲流河三角洲前缘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

的演化过程 ,早期主要为滨浅湖砂泥坪沉积 ,在湖湾

处发育规模较小的滩坝相砂体。中期由曲流河水下

分流河道 、支流间湾 、河口砂坝 、远砂坝和前缘席状砂

组成 ,以水下分流河道砂体为主 。晚期沉积砂体微相

类型主要为由短期基准面上升半旋回叠加而成的辫

状河水下分流河道组成 ,由于可容纳空间总体的变化

趋势是持续减小 ,分支河道沉积物不断向湖区进积。

中期基准面上升期具退积型三角洲特征 ,经历了辫状

河三角洲前缘 —曲流河三角洲前缘 —滨浅湖的演化

过程 ,在早期沉积微相类型也主要由短期基准面上升

半旋回叠加而成的辫状河水下分流河道和河道间微

相组成 ,中期由曲流河水下分流河道 、支流间湾 、河口

砂坝 、远砂坝和前缘席状砂组成 ,以水下分流河道砂

体为主 ,晚期变为滨浅湖亚相的泥坪和滩坝沉积。由

于可容纳空间持续增大 ,分支河道沉积物不断向边缘

迁移 ,由辫状河水下分流河道逐渐演变为曲流河水下

分流河道 ,多表现为向陆退积的叠加形态 ,底部的辫

状河水下分流河道砂体分布范围广 ,而中部的曲流河

水下分流河道砂体分布面积较小。

3. 1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沉积特征及微相构成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是以河道径流广泛发育为特

征 。准噶尔盆地莫北凸起三工河组辫状河三角洲前

缘主要发育水下分流河道及水下河道间沉积 (图

7A)。由于水下分流河道不固定 ,侵蚀下伏沉积物造

成河口砂坝和前缘席状砂被冲刷而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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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准噶尔盆地莫北凸起三工河组辫状河三角洲前缘(A)和曲流河三角洲前缘(B)沉积层序

F ig. 7　Sed im en ta ry sequence s of braided-river de lta front(A) and m eandering-river de lta front

(B) in M obe i A rch, Jungga r Basin

　　辫状河水下分流河道　辫状河水下分流河道微

相是莫北凸起最主要的储集砂体 ,主要分布在三工河

组中段的下亚段 (J1 s
2
2 ),为低可容纳空间的沉积体 ,

其分布范围广 、厚度大 、均质性强 、物性好 。砂体横向

相互切割 ,连通分布 ,纵向上相互叠置 ,呈 “多层楼 ”

状 ,侧积交错层理发育 ,为主要的沉积构造类型 ,另

外 ,平行层理 、冲刷冲填构造等亦常见 (图 7A)。具

正粒序特征 ,底部冲刷面发育 ,向上依次为具层理构

造的砂 、砾岩 ,顶部薄层状泥被冲刷减薄 ,甚至全被冲

刷掉 ,因此以碎屑岩夹层的形式出现 ,形成砂包泥的

沉积特征。单个砂层一般厚 4 ～ 8 m , 最大厚度约

12 m。根据砂层与泥岩的组合特征 、砂岩叠加样式及

地震反射特征的差异 ,可将其划分为进积叠加形式和

退积叠加形式 2种类型。其中 ,退积式辫状河水下分

流河道通常位于转换面之上 ,单旋回从下到上由粗变

细的沉积序列发育较齐全 ,为叠加式沉积 ,在地震剖

面上垂直物源方向呈丘状反射形态 ,平行物源方向可

见上超反射;进积式辫状河水下分流河道则通常位于

转换面之下 ,由于后期河道前积的冲刷作用 ,使下部

单旋回往往缺失上部的泥质和细粒砂质沉积物 ,后期

的含砾砂岩滞留沉积覆于下部的中细砂岩或细砂岩

之上 ,具有削截特征 ,地震剖面上垂直物源方向呈丘

状反射形态 (图 8),其分布范围比前者要广 ,平行物

源方向呈弱 -中等振幅的前积叠加反射 ,向湖相逐渐

变为强反射同相轴。

图 8　准噶尔盆地莫北凸起三工河组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砂体丘状反射特征

F ig. 8　Se ism icm ound re flection of braided sub-w ater channel sand bod ie s w ithin

bra ided delta o f Sangonghe Form a tion in M obe i A rch, Junggar Basin

　　辫状河水下分流河道的测井相特征十分明显。

电阻率曲线和伽马曲线多呈厚层箱状 (图 9a),尤其

在中期基准面下降旋回的晚期 ,由于可容纳空间小 ,

后期的河道水流冲刷前期河道沉积的顶部 ,使其缺失

顶部泥质和细粒沉积物 ,上覆砂砾岩与下伏中细砂岩

对接 ,形成多个河道砂体叠复韵律和叠加复合韵律。

钟形基本上发育在基准面上升的沉积期 ,反映了典型

的向上变细的垂向序列(单韵律或复合韵律)。

　　河道间微相　在分支河道间 ,沉积作用以悬浮沉

积为主 ,岩性一般为深灰色泥岩 、粉砂质泥岩及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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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准噶尔盆地莫北凸起三工河组沉积微相伽马测井

和电阻率测井特征

F ig. 9　GR log and RT log characteristics o f sedimenta ry

m icro-fac ie s in M obe iA rch, Jungga rB asin

粉砂岩夹薄层状砂岩 ,块状层理 、小型交错层理及波

状层理发育。由于水下分流河道冲刷力强 , 改道频

繁 ,一旦发生改道 ,这些沉积物就被冲刷减薄 ,甚至全

被冲刷掉 ,因此常以碎屑岩夹层的形式出现。测井曲

线上表现为高伽马和低电阻率 (图 9b)。

3. 2　曲流河三角洲前缘沉积特征及微相构成

曲流河三角洲前缘是曲流河三角洲中砂层集中

的发育带 ,也是最主要的骨架部分。相对辫状河三角

洲前缘 ,曲流河三角洲前缘微相类型增多 ,沉积序列

从下到上依次出现水下分流河道 、支流间湾 、河口砂

坝 、远砂坝及席状砂(图 7B),砂体微相以分流河道和

河口坝为主 ,远砂坝 、席状砂次之。

曲流河水下分流河道　曲流河水下分流河道微

相在莫北凸起三工河组也很发育 ,主要分布在中期基

准面下降和上升的中期 (即低可容纳空间和高可容

纳空间的过渡期 ),由于基准面上升 、下降速度较快 ,

因此 ,砂体多呈孤立状分布 ,侧向上连通性差 ,砂层组

厚度相对较薄 ,最大不超过 26 m ,砂岩非均质性强 ,

储层物性相对较差。单砂体以中 -细砂岩 、粉 -细砂

岩为主 ,在底部偶尔可见少量的含砾粗砂岩 ,向上粒

度逐渐变细 ,顶部变为粉砂质泥岩。底部冲刷面发

育 ,砂岩一般不显层理 ,为块状 ,向上出现平行层理 、

交错层理 、波状层理和水平层理 (图 7B)。相对辫状

河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砂 ,曲流河水下分流河道

单个砂层变厚 ,一般厚 6 ～ 12 m ,最大厚度约 18 m。

在地震剖面上 ,该类砂体常表现为弱反射下的较强振

幅 、透镜状反射特征。总的看来 ,曲流河三角洲前缘

水下分流河道呈一向上变细的特征 ,其周围是滨浅湖

泥岩或含砂泥岩 (图 6B),测井曲线(GR、RT曲线 )多

表现为向上沉积物粒度变细的钟状 (图 9c),为完整

的单旋回特征。

支流间湾　支流间湾是水下分流河道之间的滨

浅湖区 ,其岩性以灰色 、深灰色泥岩为主 ,其次为粉砂

质泥岩和泥岩夹粉砂岩条带。见水平层理及砂纹层

理 。测井曲线显示为高伽马和低电阻率特征。

河口坝微相　在曲流河三角洲沉积期 ,水下分流

河道迁移较少 ,在分流河道入湖的河口处 ,湖水相对

较深 ,发育规模较大的河口砂坝 。其特征是具有向上

变粗的沉积序列 ,自下而上为泥质粉砂岩 、粉砂岩 、细

砂岩 、中 —细砂岩 。砂坝中上部主要为厚层—块状的

砂质层 ,分选 、磨圆较好 ,具前积型或板状交错层理 ,

以及平行层理 、波状层理和水平层理 (图 7B)。层面

上有时见波痕 ,泥质粉砂岩中见生物逃逸遗迹 。砂体

横剖面为上凸下平的透镜状或双凸状 。测井曲线呈

漏斗状 ,底部为渐变形 ,顶部为突变形(图 9d)。

远砂坝　这类砂体主要是由于前缘主砂体 (河

口砂坝和分流河道)受湖流或弱波浪作用改造 ,部分

细粒砂质发生再次搬运而在坝间 、坝前甚至前三角洲

沉积而成的 。由于湖流或波浪能量较弱 ,砂体并未连

片 ,分布面积有限 ,呈夹于泥岩中的薄层砂 ,以粉砂岩

为主 ,并有少量粘土和细砂 ,砂体垂向韵律不明显 ,与

河口砂坝相比 ,缺少板状交错层理 ,主要发育小型交

错层理 、砂纹层理 。伽马曲线和电阻率曲线呈低幅的

锯齿状 (图 9e)。

席状砂　席状砂系在河口砂坝周围和前方呈大

范围分布的细 —粉砂岩薄层 ,与滨浅湖相泥岩呈互

层 。砂岩 、粉砂岩具波状层理 、小型交错层理及水平

层理 ,生物遗迹较丰富。砂体以粉细砂岩为主 ,向上

变为中细砂岩 ,砂质纯 ,分选 、磨圆相对较好。垂向上

具反韵律或均质韵律 ,常发育小型槽状交错层理 ,向

岸方向加厚 ,向深湖方向减薄 ,测井曲线上表现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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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的漏斗状 (图 9f)。

3. 3　前三角洲

莫北凸起前三角洲亚相主要为前曲流河三角洲 ,

而前辫状河三角洲不发育。前曲流河三角洲沉积物

粒度较细 ,为灰色 、深灰色泥岩 、粉砂质泥岩夹粉砂岩

薄层组成 ,多为水平层理和砂纹层理 。

3. 4　滨浅湖微相构成

滨浅湖沉积期由于欠补偿沉积 (A /S远大于 1),

沉积微相变得较单一化 ,由砂泥坪和滩坝组成 ,以砂

泥坪为主 ,滩坝很少 ,呈透镜状夹于厚层泥岩之中。

砂质滩坝微相　当湖浪和沿岸流侵蚀 、搬运大量

碎屑物质流经部分湖岸线向陆方向凹的湖湾时 ,由于

湖岸线的拐弯变化 ,造成沿岸流和湖浪能量的消耗 ,

使得经淘洗的砂粒沉积下来 ,形成平行岸线伸展的长

条状湖岸砂嘴 ,并逐步发展为条带状滩坝 。沉积物由

成分和结构成熟度都较高的中—细砂岩和粉砂岩组

成 ,多数为下细上粗的反韵律 (图 9g)。下部为滩坝

外缘沉积 ,由粉砂岩和粉砂质泥岩互层组成 ,具有水

平纹理或波状交错层理;中部为滩坝主体 ,由分选 、磨

圆好的中细 —粉细砂岩组成 ,具有大型低角度交错层

理;上部为滩坝内缘沉积 ,主要为泥质粉砂岩 、粉砂质

泥岩 、暗色泥岩互层构成 ,具水平层理。测井曲线

(GR、RT曲线)在滩坝主体上部 、下部都表现为锯齿

状 ,滩坝主体多表现为低幅的漏斗状或微小的箱状

(图 9g)。

砂泥坪　由于该区三工河组沉积时期为缓坡带 ,

因此 ,在滨浅湖沉积环境下水动力较弱 ,发育了大套

的深灰色泥岩和粉砂质泥岩 ,沉积构造以水平层理及

季节性韵律层为主 。在测井曲线上表现为高伽马和

低电阻率特征。

4　两类三角洲前缘的特征对比

通过分析准噶尔盆地莫北凸起三工河组辫状河

三角洲前缘和曲流河三角洲前缘的沉积特征及微相

组成 ,得出两种亚相由于受沉积基准面 、河流类型及

水动力条件的控制 ,其沉积结构 、沉积构造 、砂体形

态 、剖面结构 、基底冲刷面形态 、微相组合等沉积特征

有明显的差异(见表 1)。

表 1　准噶尔盆地莫北凸起三工河组辫状河三角洲前缘和曲流河三角洲前缘的区别

Tab le 1　D ifference of bra ided-r iver de lta fron t and m eandering-river de lta fron t of Sangonghe

Form ation inM obe iA rch, Junggar Basin

沉积亚相类型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 曲流河三角洲前缘

水下分流河道类型 辫状河 曲流河

水下分流河道稳定性 不稳定 较稳定

流量可变性 大 较小

在中期基准面旋回中的位置 处于中期基准面下降的晚期和上升的早期 处于中期基准面上升与下降半旋回的中期

沉积结构特征粒度 以砾状砂岩 、中—细砂岩为主 以粉细砂岩为主

分选 中—差 中—好

沉积构造特征 侧积交错层理 、板状交错层理 、平行层理 平行层理 、交错层理 、波状层理

砂泥含量 砂泥比高 ,都大远于 1 砂泥比低 ,小于或接近于 1

河口坝 、远砂坝 、席状砂 不发育 发育

砂体分布 拼合板状 ,广泛分布 豆荚状 、透镜状 ,分布局限

砂岩 、泥岩组合状态 砂包泥 泥包砂

砂体连通性 好 差

剖面结构 多期河道砂体叠置 ,缺乏二元结构和细粒沉积 垂向微相发育完整 ,具河道二元结构

基底冲刷面 冲刷面较平坦 冲刷面起伏强烈

叠置河道数量 多 1～ 2个

水动力条件及水介质密

度

水动力条件相对强 ,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为三段式 ,由

滚动 、跳跃和悬浮总体组成 ,水介质密度大

水动力条件相对较弱 , 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为二段式 ,

由跳跃组分和悬浮组分组成 ,水介质密度相对较小

5　有利储层预测
低可容纳空间 (J1 s

2
22 )期 (即中期基准面上升半

旋回的底部和基准面下降半旋回的顶部),发育了该

区最有利储集砂体 ,厚度最大 、范围最广 ,沉积微相主

要为辫状河水下分流河道 ,碎屑颗粒磨圆中等 ,分选

较好 ,孔隙度在 12. 46%左右 ,渗透率约为 36. 84 ×

10
-3

μm
2
。在中期基准面上升 (J1 s

1 - 2
2 )和下降 (J1 s

1
3 )

半旋回的中期 ,也发育比较有利的储集砂体 ,砂体微

相类型以曲流河水下分流河道为主 ,另外还有河口砂

坝 ,其中 , J1 s
1 -2
2 孔隙度在 11. 97%左右 ,渗透率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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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5 ×10
-3

μm
2
, J1 s

1

3孔隙度在 12. 46%左右 ,渗透率

约为 0. 79 ×10
- 3

μm
2
。高可容纳空间期 (中期基准面

上升的后期和下降的早期 ),砂体微相主要为滨浅湖

滩坝 ,岩性以细砂岩 、粉砂岩为主 ,孔隙度都小于 6.

45%,渗透率小于 0. 18 ×10
-3

μm
2
,不能构成有利的

油气储集体 。

另外 ,基准面旋回也控制了储层砂体的内部结构

及连通性 ,影响着不同层位的油气藏类型 。在低可容

纳空间 、中期基准面下降与上升的转化位置 ,以辫状

河水下分流河道为主 ,砂体相互切割 ,叠置连片分布 ,

连通性好 ,是构成构造油气藏有利的储层层段 。高可

容纳空间 、中期基准面下降与上升的过渡期 ,河道迁

移少 ,发育的曲流河水下分流河道砂体孤立分布 ,并

且河口砂坝数量增多 ,为隐蔽油气藏发育提供了有利

的储集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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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mi entary Evolution andM icrofacies Architecture of

the Jurassic Sangonghe Formation inMobeiArch, Jungga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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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high-resolution stratig raphic p rinc ip les, the Jurassic Sangonghe Forma tion is div ided into 10

short-te rm base-leve l cycles and 2 m iddle-te rm base-leve l cycles. The analysis o f sedimen tary evolution w 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short-te rm base - level cyc le s. In the period of Sangonghe Forma tion sedimenta tion, the 3 kinds o f

sedimentary cond itions (braded-rive r de lta fron t, meande ring-rive r de lta fron t and shore sha llow lacustrine) occurred

alterna te ly. In the diffe rent sub-pe riods, the re are differen tm icrofacies. The m icro facies of braded-river delta front

ma in ly include braded sub-water channels and interchanne ls, debouch bars and mat-shape sands scarce ly occur. M e-

andering-river de lta frontmainly consists of sub-wate rmeandering b ranch channels, in terchanne ls, debouch ba rs, far

bars and mat-shape sands;Wh ile sho re shallow lacustrine consists ofmudflats and bank bars. The study resu lt show s

in braided-river de lta front sub-water channe ls that supe rimpose and distribute w idely in succession, are favorable res-

ervo irs fo r structural o il poo ls and ex ist in change place o fm iddle base-leve l from descending to ascending. In center

ofm idd le base-leve l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sub-water channe ls and debouch ba rs that distribute isola tedly, are

them ainm icrofacies in meandering-river de lta fronts. They are advantageous reservo irs fo r lithologic o il poo ls.

Key words　Junggar Basin, Jurassic Sangonghe Form ation, base-level cy cle, sedimentary m icrofacies, sedimentary

evo 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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