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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道砂体内部结构已成为影响剩余油分布的决定因素。本研究旨在弄清三角洲平原高弯曲河道砂体内部

结构，指导开发调整。解剖分为复合河道、单一河道、基本结构要素及要素内部结构等四个层次。基于三角洲平原上

高弯河流的形成过程，依据河泛沉积分布及河道沉积体内部沉积特征识别单一河道。依据砂体厚度分布及砂体测井

响应所体现的砂体所处的河道位置识别最终废弃河道，依据测井响应特征识别中间废弃河道，通过中间废弃河道及

最终废弃河道位置关系，分析河道摆动特征，追踪河道迁移演化。按照河道演化过程识别点坝及其平面展布。在点坝

内部通过岩芯、对子井分析确定侧积体的垂向厚度、倾向、倾角，进而获取侧积体平面发育频率，建立点坝内部的结构

模型。研究基于河流演化过程，将河流过程与沉积结果统一起来，从过程角度解释了砂体形成，使解剖结果更合理更

准确，可很好地指导剩余油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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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大庆油田主力层段发育有广布的曲流河和曲流

三角洲储层［1］，其内部结构特征已成为目前控制剩

余油分布的主要因素。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老一辈

的地质学家就认识到不同的储层结构特征对开发的

影响的差异，讨论了同类型储层的开发特点［2］，特别

是河流相储层内部的隔夹层对开发的影响问题［3］，

形成了河流相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思路［4］。90 年代进

一步对河流的特征及细分和精细沉积相［5］研究更为

深入，不仅涉及到主力的小层的非均质性特征［6］和

开发水淹特征［7，8］，也讨论到了非主力甚至表外储层

的表征技术［9，10］。进入 21 世纪以来，储层建筑结构

分析法［11］成为河流相储层非均质性表征的主流技

术，基于此，利用密井网［12，13］、水平井［14］及建模技术

和数模技术［15，16］，对储层的结构和开发响应特征进

行了更为深入的表征，并总结了大型河流三角洲精细

表征方法［17］，为进一步开发调整打下了技术基础。
然而在储层内部结构表征中往往着重于砂体平

面分布，更多地考虑单个砂体特征，很少能将砂体组

合关系从沉积演化过程进行分析，使得解剖结果与真

实演化不能很好匹配，将砂体的形成过程给出一个合

理的解释，这可能预示着解剖结果代表了一个不可能

发生的过程，这就使得我们有理由怀疑分析结论的可

靠性，进一步也影响了表征结果在开发调整中的作

用。能否从过程上对其形成过程有一个较好解释，进

而增强其预测的精度和可靠性成为储层内部结构解

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次研究的 SⅡ1 + 2b 和 SⅡ12 小层位于萨尔图油

层中部，形成于晚白垩世姚家组晚期到嫩江组早期，

处于盆地坳陷期。其时整个盆地沉降速度减慢，气候

湿润，北部蚀源区抬升，物源丰富，坡降比较缓，湖岸

线靠近萨中地区，发育大型三角洲沉积体系，研究区

位于三角洲平原相带。分流河道发育，砂体分布广、
油层厚度大，砂体内部以多段韵律为主，河道有分叉

汇合特征，砂体呈明显条带状，河曲较大，为典型高弯

曲流河。

1 研究方法

三角洲平原河流与一般河流沉积既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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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不同的地方。三角洲平原河道砂体一般源自前

缘沉积砂体的后期改造，即随着河道的推进，后期平

原上分流河道将前缘部位的砂体进行再分配，形成目

前的砂体分布格局。当然由于河道的摆动的不同，还

有大量前缘期沉积的砂体并未受到后期平原分流河

道的改造，保存了前缘沉积的特征。此外三角洲平原

河道一般形成时可容空间相对较大，沉积物沉积速率

和保存程度较一般河流快，因而多能够较好地保存其

原始地貌形态，河道发育一般出现的相互切割程度较

泛滥平原河道轻。基于这一特点，本次研究认为在三

角洲平原区，完全有可能通过恢复河道摆动过程，再

现河道砂体的形成历史，从而更好地表征河道砂体的

内部结构特征，而这与传统的基于井点结构要素的识

别和平面组合，获取砂体内部结构的方法具有不可替

代的优势。因此通过研究可以给出一个最合理的河

道砂体形成过程的解释，完全从过程的角度再现砂体

的形成过程。
基于高弯曲流河的形成特点，从开发角度，可将

其内部构成划分为复合河道、单一河道、点坝复合体、
点坝增生体等几个层次，而处于不同演化阶段河流特

征也有明显的差异。对于演化较成熟的高弯曲流河，

由于多期截弯取直，使得河流体系中点坝和废弃河道

分布极为复杂，基本上难于恢复其形成过程，只能通

过对已有井点解释结构进行组合，得到储层和渗流缓

冲带的分布，大体预测其复杂的内部结构，其形成过

程已不可恢复。而对于较年轻的改造不是很严重的

高弯曲流河，其演化过程可以恢复，可以通过对井点

沉积类型的判识，查明河流摆动过程，由河道带的摆

动过程动态分析砂体之间关系，重塑储层内部结构。
本区曲流河属于三角洲平原上的分流河道，其演

化远没泛滥平原曲流河成熟，在结构解剖时，完全可

通过过程重塑解剖砂体内部构成，弄清储层结构非均

质性。而现代沉积调查资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三

角洲平原分流河道原始的砂体成因并非是平原期沉

积的砂体，而是前缘沉积砂体的残余，平原期仅仅对

砂体的形态和分布位置进行了改造，而很少有新增的

砂体。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河流摆动思路解释砂体的

形成过程，而对于难于纳入到河流体系中的厚层砂

体，则认为是残余的前缘砂体。
基于以上认识，在本区高弯曲流河内部结构解剖

时采用如下思路: 首先在沉积微相研究基础上，确定

复合河道的边界，在复合河道内识别和划分单一河

道; 其次在单一河道划分基础上，确定最终废弃河道

的流线，明确废弃河道的期次，分析废弃河道摆动特

征，依据河流演化规律，给定河道最初位置，结合河道

废弃期次和最终废弃位置，分析河道的迁移规律和摆

动特征，并给定河道不同时期的主流线，依据河道演

化的规律，结合河道各个时期的流线，界定点坝的边

界; 然后在识别点坝或点坝复合体的基础上，分析确

定点坝的迁移，沿河道迁移的方向确定点坝的增长模

式，由侧积轴线的变化，将复合点坝分解为单一点坝，

在点坝内部识别侧积泥岩，从而完成对高弯曲河流储

层的精细解剖。

2 单一河道识别

复合河道通过河流充分的侧向侵蚀和侧向加积使

砂体的宽度逐步增加，当河流弯曲度增加到一定程度

时，河流发生截弯取直而废弃，当某一期次的洪水使河

道发生决口时，形成新的河道，河流在新的河道中侧向

侵蚀和加积，这样河流不断的发生废弃演化，在三角洲

泛滥平原形成了广阔的复合河道带砂体。
由于河道的废弃演化，形成了宽度可达数千米的

河道砂体，在测井曲线上，自然电位变化较大，表现为

钟形、箱形、圆头状，当有多期河道叠加时，可以表现

为复合钟形、复合箱形、复合钟—箱形。复合曲流带

砂体在平面上多为宽大带状、不规则席状，其大面积

砂体往往是由多条单河道砂体拼合而成，在河道带内

部有分布废弃河道，以及尖灭区和非河道沉积物，造

成了河道内部很强的非均质性，因此，有必要在复合

河道带内进行单一河道的划分。
单一河道是在平原上一条新的单一的河道的形

成，经过发展、侧蚀沉积、废弃，直到在新的区域产生

新的河道开始另外一期河道的演化，而老的河道废

弃。一般河道砂体是由一条或者多条单一河道组合

而成，对于复合河道内部的单河道，可以是同期，也可

以是不同期。同期次是指 2 条或者多条单一河道在

同一时期内在不同的区域同时发育的河道，不同期是

指同一层内的河道砂体由不同时期发育的河道在纵

向叠置和平面拼合而成。
不同成因砂体在岩性、电性平面和剖面几何形态

上都有所差异，因此利用密井网条件下丰富的井资料

结合高弯度曲流河河流演化的特点、各井点的曲线形

态以及空间上的组合特点，综合识别出单一河道。
单河道边界的识别是识别单河道的关键，在识别

河道带的基础上确定 4 种单一河道边界的识别标志

( 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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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河道划分标志

Fig． 1 Characteristics for single channel

2． 1 不连续河间砂

平原上一定范围分布的大面积砂体是由多条河

道侧向拼合而成，但两条河道之间总要出现分叉，留

下河间沉积物的踪迹，沿着河道分布的不连续河间砂

是划分不同河道的标志。
2． 2 废弃河道

在曲流带内部，废弃河道代表一个点坝发育的结

束，而最后一期次废弃河道代表一期河流沉积作用的

改道。因此废弃河道沉积物是单一河道砂体边界的

重要标志。
2． 3 河道砂体厚度差异

由于不同的河道的分流能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不同的河道砂体的厚度必然会出现差异，由此造

成沉积物在厚度上必然出现不同，如果这种边界在一

定范围内可以追踪，则也可以作为单河道划分的标

志。
2． 4 曲线形态差异

不同河道由于受到沉积古底形的影响，具有不同

的沉积物携带能力，造成不同河道的测井曲线响应特

征必然有一定的差别，不同的曲线形态可以作为单河

道划分的标志。
在剖面图上依据单河道划分的标准，对砂体综合

分析，并结合平面上砂体分布特征，在平面上进行组

合，对目的层进行单一河道的划分。将 SⅡ1 + 2b 划分

为 2 条不同单一河道，流向由北向南，2 条单河道中

间有明显的一条可追踪的河间沉积带。将 SⅡ12层划

分为在工区北区由 2 条不同单河道，在 B3—360 井排

处汇合成一条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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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道演化和点坝识别

3． 1 单一河道内部构成单元

在单河道划分基础上，可进一步分不同内部结构

单元，依据高弯曲河道砂体沉积规律，将目的层内单

一河道砂体划分为废弃河道、末期河道、点坝。
3． 1． 1 废弃河道

河道在演变过程中，曲率逐渐增大，河床上下游

逐渐接近，当某次洪水较大时，被冲开，河道的某一段

失去了作为地表水通行路径的功能时，这段河道废

弃。废弃河道可分为突废和渐弃，在单井上表现为废

弃河道底部与河道砂体底部一致，为砂质充填，上部

有 2 种充填方式，突废型废弃河道上部表现为自然电

位近基线，渐弃型河道为齿状，废弃河道间的泥质充

填容易形成平面上的遮挡，降低驱油效果，形成剩余

油; 废弃河道的分布是识别点坝的重要标志，河道的

废弃代表点坝发育的结束，在平面上废弃河道一般总

是与点坝相邻分布。
3． 1． 2 末期河道

末期河道是河道在形成、发展中逐渐弯曲，当上

游河道决口改道后，使原来河道的下流整体废弃。严

格来说这还属于废弃河道，不是真正的末期河道，只

不过在研究区内表现为完全废弃而标志着该次河道

事件的阶段性终结。末期河道比废弃河道在废弃时

间上稍晚。
3． 1． 3 点坝

点坝是河道砂体内部主要的成因单元，由一些周

期性侧向增长的若干侧积体叠加组合而成，在侧积体

之间由泥质侧积层分割; 点坝具有明显的河流二元结

构，底部有冲刷面，向上有底部滞留沉积—大型槽状、
板状交错层理—小型槽状、板状交错层理—小型交错

层理波纹层理—块状泥岩相，粒序为正韵律，测井曲

线上，自然电位表现为钟型、箱型。
3． 2 单一河道演化分析

在单河道划分的基础上主要是依靠测井曲线的

识别，以多条剖面图结合砂体等厚图，确定单一河道

内末期河道、废弃河道，通过分析河流演化过程来界

定点坝的边界，具体的识别过程如下:

( 1) 末期河道的确定

由于当新的河道形成后，水流发生改道，原来的

老河道逐渐失去了作为水流通行路径的作用，形成静

水环境，河道水动力较弱，细粒悬浮物质逐渐沉积，以

形成泥质为主，在曲线上形态与废弃河道相似，当整

条河道被充填后，在平面上的单一河道内其砂体厚度

应该为一条相对连续的可追踪的砂体减薄的区域，可

以综合砂体等厚图，剖面图来确定末期河道。
图 2 为 SⅡ1 + 2b砂体等厚图，B3-351 井排 B3-351-

P51 到 B3-351-P53 井，在砂体等厚图上表现为 2 个厚

图 2 由 SII1 + 2b砂体等厚图判定废弃河道和末期河道

Fig． 2 The abandoned channel recognition based on the isopach map of sand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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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心，在中间 B3-351-P52 井为相对较薄的区域，河

流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向左弯曲，因此判断 B3-351-P52
为末期河道通过，在 B3-351-P51 边部为废弃河道。

依据 B3-352-P56 和 B3-353-SP57 测井曲线的形

态，则预测该井点为末期河道通过的地方，通过结合

上游 B3-351 井排所预测的末期河道区域，则在平面

上组合出相邻 2 个弯道的末期河道，认为这 2 个井点

为末期河道通过区域( 图 3) 。
因此通过剖面分析，结合平面砂体等厚图特征，

在平面上组合后可预测末期河道( 图 4) 。
( 2) 废弃河道确定

对于废弃河道的判断分为 2 种情况，首先对于有

井点控制的废弃河道，可以直接通过测井曲线形态来

判断; 废弃河道几何形态为 C 形或者 O 形为主，规模
图 3 SII1 + 2b小层平面上末期河道的识别

Fig． 3 Last phase abandoned channel recognition of layer SII1 +2

图 4 末期河道展布( A 为 SII1 + 2b单元，B 为 SII12单元)

Fig． 4 Distribution of last phase abandoned channel ( A unit SII1 + 2b，B unit SII12 )

图 5 SII1 + 2b单元 B3-351 剖面图

Fig． 5 Profile showing the architecture near Well B3-351-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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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较小，即使在密井网条件下，也不可能完全由井

点控制，地下储层中只有少部分废弃河道才能被井点

控制，对于没有井点控制的废弃河道则需要综合来判

断，在确定单一河道和末期河道的基础上，依据剖面

图和砂体等厚图，在曲流河凹岸处如果存在一定厚度

的砂体，由剖面图( 图 5) B3-351-P52 井两旁测井曲线

呈现不同的特征，且在砂体等厚图上表现为有不同的

砂体厚度中心则认为存在废弃河道。
在井点上识别废弃河道的时候，废弃河道的曲线

形态往往与溢岸砂有时候难以区分，因此在识别废弃

河道时，要综合一维井点曲线特征、相邻井排剖面，二

维平面来综合判断。
( 3) 河道初始位置

河道在新形成时总是相对较顺直，由于河流的螺

旋水流，使凹岸侵蚀，凸岸沉积，河流曲率逐渐增大，

因此，河道的初始位置为一条相对较直的河流，图 6
中黑色流线即为预测的河道初始位置。

( 4) 河道摆动分析

对于 SⅡ1 + 2b，河道在开始为 2 条相对较顺直的

单河道，然后曲率逐渐增大，当增大一定程度时，在由

于洪水作用，A 河道在 B3-D5 到 B3-351 井排处决口，

形成决口河道，河流改道，老的河道逐渐废弃，新的河

道为水体通过的主要路径，B 河道在 B3-360 井排改

道，河道主流线向东移动，原来老河道废弃，在新的河

道继续演化，最终在某个时期整条河道废弃，形成末

期河道。对 SⅡ12层，在初始阶段也分为 2 条单河道

( 图 7 中黑线) ，河道逐渐弯曲，东面河道逐渐向西演

化，最后 2 条河流在 B3-360—P51 两条河道汇合，向

下汇合成一条河道。
⑸ 河道流线

在分析河道演化的基础上，依据河道的演化过

程，给定河道演化不同时期的河道主流向。SⅡ1 + 2b

小层 A 河道由黑色流线逐渐弯曲，到红色流线，最后

演化到蓝色，整条河道废弃，为末期河道; B 河道由黑

色—灰色—红色—天蓝色—绿色—蓝色，河道最后到

蓝色废弃，形成末期河道。
3． 3 点坝边界确定

点坝是曲流河储层中的骨架砂岩，是主要的储油

单元，因此点坝的识别极其重要。点坝的识别主要是

通过曲线形态、砂体特征及废弃河道来进行识别。河

流在演化过程中，当废弃河道形成时，表示一个点坝

发育结束，因此废弃河道的存在就表示有点坝发育，

点坝在测井曲线上，自然电位主要为钟型或箱型，在

砂体等厚图上为厚度较大的区域。

图 6 SII1 + 2b和 SII12单元河流流线变化图

Fig． 6 Streamline swing in unit SII1 + 2b and SII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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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种点坝的识别标志，综合判断点坝，依靠

河道各个时期的流向来划定点坝边界。边界界定后，

在 SⅡ1 + 2b中和 SⅡ12单元分别识别出 38 个和 23 个点

坝。这些点坝基本上可归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早期

废弃河道为边界形成的，由于受后期的河道改造，规

模相对较小，一种是末期河道相联系的，规模相对较

大。

4 点坝内部结构解剖

在点坝识别的基础上进行内部结构的分析，以点

坝内部侧积体和侧积泥岩分布为主。
4． 1 点坝内部结构模式

曲流河点坝是由于河流侧向加积作用形成的，当

洪水期时，河流侧向迁移，由于凹岸侵蚀，凸岸沉积，

在主洪峰跌落时搬运大量泥沙急剧堆积，形成侧积

体，一个侧积体是点坝砂体中等时单元; 当洪峰退去，

水体相对安静，在侧积体上沉积薄的泥质层，形成侧

积层，这些侧积体在平面上呈新月型，空间上为叠瓦

状排列［18］; 当后期洪水来临时，在局部部位可能遭致

冲刷，有些泥质侧积层被侵蚀得不到保存，有些在高

部位侧积层因河流侵蚀冲刷不及时，被保存下来，因

此侧积层一般分布于垂向沉积的中上部，相当于旋回

厚度靠上三分之一，侧积泥岩为点坝内部一种非渗透

遮挡夹层，形成了曲流河点坝储砂体特殊的半连通体

结构，这些薄夹层对砂体内部剩余油分布起到控制作

用，在注水开发的过程中，侧积泥岩起到遮挡的作用，

造成侧积砂坝有一定的剩余油的存在，因此识别点坝

内部非渗透遮挡层对剩余油挖潜至关重要。
4． 2 点坝增长及复合点坝的分解

曲流河点坝是由于凹岸侵蚀，凸岸沉积形成，每

一期次洪水形成一个侧积体，当河道废弃，形成废弃

河道后点坝发育结束。在河道曲率达到较高时，高弯

曲河流点坝的增长方向可以发生改变，曲流侧积方向

发生变化。
4． 3 点坝内部侧积体、侧积层规模及倾角判断

( 1) 侧积层倾向的判断

侧积夹层在平面上一般呈新月形，依据点坝砂体

的侧积过程，侧积层的总是向废弃河道方向倾斜，从

现代沉积模式可以看出，侧积层的侧积方向是指向废

弃河道的凹岸。
( 2) 侧积体、侧积层倾角及规模的判断

现代沉积和露头的研究表明侧积体的倾角一般

为 5° ～ 10°［18］。在点坝侧积层倾角判断时，可以借助

岩芯资料来判断。在通过砂体上部有一定厚度的水

平泥岩进行校正后，判断 B2-322-JP43 岩芯泥质层倾

角分别为 6°和 10°。
曲流河点坝内部侧积层与地层斜交，在先判断出

夹层倾向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对子井判断夹层的倾角，

在对子井中确定为同一夹层的情况下依据井距和夹

层的垂向高差来判断倾角。SⅡ1 + 2b 小层 B3-361-P48
和 B-D6-435 井，井距为 32． 8，侧积方向为由西向东，

砂体厚度分别为 4． 1 m 和 3． 6 m 的点坝砂体，在垂向

上确定同一侧积层，垂向高差为 2． 5 m。因此判断其

倾角为 arctan( 2． 5 /32． 8) = 4． 4°，在明确侧积体厚度

和夹角的基础上，依据直角关系，算出侧积层的水平

间距为 16 ～ 20 m，侧积层的延伸长度为 35． 6 m。
综合对子井和岩芯资料，估算侧积泥岩的倾角在

4° ～ 10°为主。
( 3) 侧积体及泥质夹层分布特征

根据理论地质模型，在对侧积层单井识别和井间

预测基础上，为了描述点坝砂体侧积夹层的平面形

态、侧积方向、密度等分布特征，对 SⅡ1 + 2b和 SⅡ12 层

分别建立 20 条剖面来进行描述，预测了夹层在平面

上的大致形态。
图 7 表明 SⅡ1 + 2b侧积体剖面和平面特征。河道

自北而南，在演化过程中上游点坝由 B3-352 井排曲

线的曲线形态，结合全区的河道演化特征，将此点坝

分为 2 个单一的点坝，分别包含 6、10 个侧积体，靠近

下游点坝分为 11 个侧积体。

5 结论

( 1) 从开发角度，分流平原上的高弯曲流河可分

复合河道、单一河道、结构要素及要素内部结构等四

个层次进行储层结构解剖，以建立曲流河体系内部的

砂体结构格架。
( 2) 对于单一河道和点坝结构分析，可采用基于

过程的方法进行分析，即先确定最终废弃河道的位

置，给出初始河道的位置，按照中间废弃河道的分布

及砂体特征，推测河道摆动过程，进而查明各个点坝

的发育过程及组合关系。
( 3) 对于点坝内部的结构特征分析，着重于侧积

泥岩的分析，其重点在于侧积泥岩识别、产状确定及

概率统计，可通过对子井及岩芯来获得夹层的分布特

征，进而获得泥质披覆体的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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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侧积体平面及剖面内部结构

Fig． 7 Architecture of accretion unit in point bar in map and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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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rvoir Architectural Analysis of Meandering Channel Sandstone
in the Delta Plain Based on the Depositional Process

ZHANG Chang-min1 YIN Tai-ju1 YU Chen1 YE Ji-gen2 DU Qing-long3
( 1． College of Geoscience，Yangtze University，Wuhan，Hubei，430100;

2． Institute of E＆P，PetroChina，Beijing，100083;

3． Institute of E＆P，Daqing Oilfield，Daqing，Heilongjiang，163000)

Abstract: Ｒeservoir in Daqing Oilfield，the largest oil field in china，is mainly formed in the huge fluvial － delta sys-
tem，with hign heterogeneities． Distributary channel and channel sandstone are key sandbodies for hydrocarbon accu-
mulation．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high speed development，it is now in matural stage with a very high water cut．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remaining oil and bypassed oil，which are governed by the baffles and barriers，will be a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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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for improving the recovery，while reservoir architectures will give a clue for the barriers and baffles prediction
and the oil compartment identification．

Architecture analysis method，widely used for the outcrop analysis，is a good method to understanding the archi-
tecture of fluvial deposit． Although some attempts have been tried for the subsurface reservoir analysis and resulting
some progress of this method，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subsurface architecture description． Especially it
is hard to give a good explanation for the deposition process of the reservoir for this method focusing on the reorgani-
z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elements and not enough attention were paid for the process，which made it a little diffi-
cult for geologist to understand the architecture result．

Here a new method for meandering channel sandstone architecture analysis was provided in the density well spac-
ing area． It is hard to reconstruct the process of the highly cut super － complex sandstone，but it is possible to recon-
struct the depositing process of moderately cut sandstone and a good explanation can be made for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andbodies in the channel framework． If the process is correct then the architecture will be more reliable．

There is four hierarchies of architecture were reconstructed in this method，including composite channel belts，
single channel belt，point bar and lateral accretion． The composite channel belt was re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widely
spread flooding plain deposit between channel belts in the vertical profile． The flooding deposit maybe eroded by the
later channel． The main work is to separate the deposit in vertical dimension and to reconstruct a detailed framefork．
Single channel belt will bounded based on the flooding plain deposit between channel belts on the areal dimension．
Sometimes the distributary channel had to be separated by the sand distribution．

Point bar can be recognized on well logging，but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a correlation to get the 3 dimension of it．
So it will be re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swing process of the channel． First the final abandoned position for the chan-
nel was inferred and abandoned cannels during the swing process were recognized based on the sand thickness and the
well logging shape of each well and their areal combination． Then the channel swing direction and part of the channel
shape can be guessed． Finally the original place for the channel would be induced based on the swing direction and
the sand thickness before the first abandoned channel． After all of these works，the channel belt could be separated to
several stage and in each stage there were several point bars．

Lateral accretion architecture is reconstructed based on distribution of the areal density of accretion shale which
can be quantified through its relation to its density and the dip in vertical profile． It is easy to get vertical accretion
shale in core or well logging． The dip can b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core or very densely spaced well which were
drilled on the same well site．

Two typical layer formed in the delta plain in North S3 block were select to reconstruct the process of the deposit
and the detailed reservoir architecture． There are 38 and 23 point bars were recognized in the two layers each． And
the dip of the accretion shale is between 4 ～ 10 degree and the areal space among shales is 16 ～ 20 meters． Combining
these data and the shale distribution in the well，the architecture of the lateral accretion were constructed which give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detailed architecture of the reservoir channel sandstone in the delta plain．
Key words: reservoir architecture; high sinuosity meandering river; depositional process; Daqing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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