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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气源层内沉积特征及与致密砂岩气藏关系①

———以川东北元坝地区须三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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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川东北元坝地区须三段长期被认为是烃源岩层，在该层试气中获得 １２０．８×１０８ ｍ３ ／ ｄ 高产工业气流井，表明

以须三段为代表的致密气源层内勘探前景广阔。 本文依据钻井取芯、测井、录井等资料，运用多信息综合研究方法，详
细研究了川东北元坝地区须三段沉积特征、沉积演化及源储配置特征，进而探讨致密气源层内致密砂岩气藏的展布

特征。 研究表明研究区西区发育辫状河三角洲，东区发育曲流河三角洲；通过分析十多种沉积微相类型，结果表明辫

状河道、水下辫状主河道及水下分流河道储集砂体为元坝地区须三段最有利的储集相带。 同时，东、西区源储配置差

异明显：东区底部为厚套的水下分流河道砂体，顶部为薄层的砂体与煤及炭质泥岩互层；西区水下辫状河道及辫状河

道砂体分布范围广，多层砂体叠置连片，砂体与煤系烃源岩构成互层，似“千层饼”状特征。 相对于东区，西区源储配

置特征对于致密气成藏更为有利，因此建议将以后的勘探重点放在西部的致密砂岩勘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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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密砂岩气（致密气）已成为全球非常规天然气

勘探开发的重要领域之一。 按照资源三角分布概

念［１］，致密气资源量应超过常规天然气资源量，表明

全球致密气资源潜力非常巨大，具有广阔的勘探前

景。 截止 ２０１１ 年年底，我国已累计探明致密气地质

储量 ３．３×１０１２ ｍ３左右，约占全国天然气总探明储量

的 ３９％［２］；２０１３ 年致密气产量大致在 ３４０×１０８ ｍ３，约
占全国天然气总产量的 １ ／ ４［３］，是目前最为现实的非

常规天然气勘探领域［４］。 国外对于致密砂岩的开发

已实现工业化［５⁃７］，而我国致密气则进入大规模勘探

开发与快速发展阶段，已形成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

与四川盆地上三叠统须家河组 ２ 大致密气现实

区［８⁃９］。
目前四川盆地上三叠统须家河组致密气藏的基

本地质特征研究，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点：①须一段、
须三段及须五段烃源层具备形成大中型气田的烃源

岩条件［１０⁃１２］；②须家河组致密气具有源储紧邻，呈
“三明治”式生储盖结构［１３⁃１４］；③须二段、须四段及须

六段为目前主力致密气储层［１３，１５⁃１７］。 在川东北元坝

地区致密气勘探实践中，元陆 ７ 井在须三段试气获得

１２０．８×１０８ ｍ３ ／ ｄ 高产工业气流，表明须三段致密气勘

探开发拥有巨大潜力，暗示气源岩层段内的致密气勘

探前景广阔。 查明气源岩层段内沉积环境与微相分

布基础上，开展源内找气会是今后天然气发现和储量

增长的重要领域［１４］。 然而，前人对须一段、须三段及

须五段气源岩层段内沉积微相展布、源储配置特征等

方面鲜有研究。 本文依据钻井取芯资料，充分应用测

井、录井等数据，运用多信息综合研究方法，尝试通过

分析元坝地区东、西区须三段沉积微相特征及沉积演

化，对比研究区东、西区须三段内部优势储集相带与

有利烃源岩配置的差异，进而探讨致密气源层内致密

砂岩气藏的展布特征。

１　 地质概况

元坝地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构造位置上处于

米仓山整体向南倾斜的复式单斜构造带、大巴山弧形

逆冲推覆带和龙门山冲断带的叠合影响区域 （图

１Ａ）。 晚三叠世开始，川东北地区在龙门山冲断带远

程效应和米仓山—大巴山逆冲推覆的影响下产生挠

曲沉降形成了类前陆盆地［１８⁃２０］。 须三段沉积期米仓

山—大巴山构造山系尚处于低幅稳定隆升状态，碎屑

物质经长距离搬运在研究区东区沉积曲流河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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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川东北元坝地区构造位置（据郑荣才等修改，２００３）、井位（据田成伟等修改，２０１２）及
地层综合柱状图（据印峰等修改，２０１２）（Ａ．构造位置；Ｂ．地层综合柱状图；Ｃ．井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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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缘沉积；而龙门山构造山系的逆冲推覆作用较为活

跃，川东北前陆盆地主要受龙门山逆冲推覆作用远端

效应影响的前陆斜坡带，粗碎屑物质沿前陆斜坡经较

短距离搬运，在研究区西区沉积辫状河三角洲沉积，
盆地前缘地带向中心地带则主要发育滨浅湖沉

积［１８，２１⁃２５］。 须家河组纵向上划分为须一段—须六段，
其中，须一段、须三段、须五段为滨浅湖相粉砂质泥岩

沉积；须二段、须四段、须六段为大规模辫状河三角洲

沉积，广泛发育厚层砂岩储层（图 １Ｂ）。 研究区须家

河组缺失须六段，依据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原理及前

人的研究成果，须三段可进一步划分为 ２ 个中期、４
个短期基准面旋回，每个短期基准面旋回所对应的地

层单元为一期砂组，即自下而上划分为Ⅰ ～ Ⅳ砂

组［２６⁃２８］。

２　 沉积相特征

本文结合岩芯观察、测井曲线及成分成熟度资

料，发现研究区沉积相及碎屑成分存在明显分区特征

（图 １Ｃ）。 与野外剖面岩屑特征统计［２５］ 和地球物理

及地质统计物源方向［２９］一致。
２．１　 东区沉积相

研究表明研究区东区仅沉积曲流河三角洲前缘。
主要微相类型包括：水下分流河道、支流间湾、河口

坝、远砂坝及席状砂沉积（图 ２）。 水下分流河道微相

沉积物以细砂岩、粉砂岩为主，发育冲刷—充填构造

（图 ２Ｂ）、交错层理及波状层理（图 ２Ｃ）等沉积构造，
整体为下粗上细的正韵律，对应的自然伽马曲线为中

幅钟形或齿化箱形。 支流间湾以黏土沉积为主，含少

量粉砂和细砂岩，炭质泥岩中偶夹灰质团块，黄铁矿

颗粒不均匀分布于泥岩中，发育水平层理和透镜状层

理；其上发育富含有机质的沼泽沉积。 河口坝由质

纯、分选好、磨圆好的细砂岩和粉砂岩组成，发育槽状

交错层理，整体为下细上粗的反韵律，对应自然伽马

曲线为中幅的漏斗形。 远砂坝及席状砂，沉积物较河

口坝细，以粉砂岩为主，整体为下细上粗的反韵律，对
应自然伽马曲线为低幅漏斗形或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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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曲流河三角洲前缘沉积特征

元陆 ４ 井须三段 ２ 砂组；井位置见图 １Ｂ

Ｆｉｇ．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ｄｅｌ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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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西区沉积相

龙门山北段物源区发育以碳酸盐岩为主的沉积

岩地层［２２］，此物源控制研究区西部地区。 根据岩性

组合特征、沉积构造和砂体形态等研究，西区发育辫

状河三角洲相，并进一步识别出辫状河三角洲平原、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亚相（图 ３）。
２．２．１　 辫状河三角洲平原亚相

高度的河道化、持续深切的水流及河口坝较不发

育为辫状河三角洲平原亚相的典型特征。 在研究区

的平原亚相中，识别出了辫状河道、冲积平原等沉积

微相。
（１） 辫状河道微相　 本区该微相以沉积色杂、粒

粗、分选较差、磨圆较好砾岩为主，且砾岩与暗色泥岩

突变接触（图 ３Ｂ）为特征。 发育块状层理、平行层理

（图 ３Ａ，Ｉ），整体为下粗上细的正韵律，细粒沉积薄或

缺失。 对应的自然伽马曲线为微齿化的高幅箱型

特征。
（２） 冲积平原微相　 该微相由辫状河道的迁移

摆动形成，岩性以砂砾质沉积为主，发育块状层理

（图 ３Ｈ）、板状交错层理等，对应的自然伽马曲线为

中幅钟形特征。 发育河漫沼泽沉积，由炭质泥岩，偶
夹炭屑条带及煤层，可见植物化石。
２．２．２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亚相

研究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主要发育水下辫状河

道、水下辫状河道间、河口坝、远砂坝及席状砂沉积。
岩性较细，主要由钙屑砂岩、粉砂岩、少量含砾砂岩和

煤及泥岩组成旋回层系。 由于受分流河道迁移、波浪

和岸流作用影响，本区河口坝发育规模较小。 远砂坝

和席状砂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边部的末端沉积，岩性

以粉砂岩为主，横向分布范围广，砂体沉积厚度薄，常
发育波状层理，自然伽马曲线表现为中—低幅的指形

特征。 主要沉积微相类型如下：
（１） 水下辫状河道微相　 该微相是平原辫状河

道在水下的延伸部分，沉积物粒度较细，以中砂岩、细
砂岩为主，整体为向上粒度变细，单砂体厚度减薄，分
选中等—好，磨圆较好，呈次棱—次圆状；发育冲刷充

填构造（图 ３Ｆ）、平行层理（图 ３Ｃ）及波状层理（图
３Ｅ）；垂向剖面结构常显示下粗上细的正韵律，对应

的自然伽马曲线为中幅钟形。
（２） 水下辫状河道间微相　 该微相沉积于水动

力相对较弱的环境中，沉积物粒度较细，以泥岩与粉

砂岩为主，常见水平层理及植物化石（图 ３Ｄ，Ｇ），自
然伽马曲线为指形或齿化线形特征。

３　 东西区沉积相时空演化配置特征及
对比

３．１　 东西区沉积相平面配置特征

根据须三段残留地层的分布特征、４３ 口井录井

测井资料、砂岩和砾岩百分含量及砂岩碎屑组分特征

（图 ４），划分不同砂组的沉积相平面分布图（图 ５）。
结合不同砂组炭质泥岩及煤层分布，研究东西区沉积

相平面配置演化特征。
　 　 Ⅰ砂组沉积时期，龙门山北段逆冲推覆带低幅隆

升［３０］，遭受剥蚀，为西区提供粗粒沉积，但由于物源

供给速率较小，仅在北西方向发育范围较小的辫状河

三角洲平原沉积，同时水下辫状河道延伸距离较短。
北东方向为主控物源，水下分流河道较宽、延伸距离

远，呈指状由北东方向往西南方向切入，薄层砂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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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辫状河三角洲沉积特征（元陆 １１ 井须三段Ⅲ砂组；井位置见图 １Ｂ）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ｄｅｌｔａ （Ｗｅｌｌ Ｙｕａｎｌｕ １１，３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３ｘ３； ｗｅｌ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１Ｂ）

元坝东部及中部连片分布（图 ４⁃Ⅰ砂组）。 稳定的构

造背景使得该砂组沉积期炭质泥岩及煤层最为发育，
最大厚度可达 １３ ｍ；相对于东区，西区炭质泥岩及煤

层具有更厚的沉积厚度，和更广的与砂体叠置面积

（图 ５⁃Ⅰ砂组）。
　 　 Ⅱ砂组沉积时期，龙门山北段逆冲推覆增强［３０］，
物源供给速率大于可容空间增加速率，导致北西方向

辫状河三角洲平原的粗碎屑物质沉积范围更广（图
４⁃Ⅱ砂组），辫状河三角洲前缘在西区连片分布，水下

辫状河道延伸至中部地区，分流河道间常形成以煤及

炭质泥岩为主的间湾沉积。 北东方向米仓山—大巴

山造山带推覆作用减弱［２４］，不再是主控物源，此时水

下分流河道延伸距离较短，砂岩展布范围变小；相对

Ⅰ砂组，西区煤及炭质泥岩沉积厚度减小、沉积范围

缩小，东区煤及炭质泥岩沉积厚度减小、沉积范围向

东略微收缩（图 ５⁃Ⅱ砂组）。
Ⅲ砂组沉积时期，龙门山北段物源供给速率低于

盆地内可容空间的增加速率，辫状河三角洲平原的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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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元坝地区须三段不同砂组砂岩百分含量等值线、砾岩厚度等值线及碎屑组分含量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 ｏｆ 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Ｔ３ｘ３ ｉｎ Ｙｕａｎｂａ ａｒｅａ

图 ５　 元坝地区须三段 ４ 个砂组沉积相与炭质泥岩及煤层平面分布叠合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ｙ ｍａｐ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ｅｏｕｓ ｓｈａｌｅ， ｃｏａ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３ｘ３ ｉｎ Ｙｕａｎｂａ ａｒｅａ

碎屑物质沉积范围变窄（图 ４⁃Ⅲ砂组），西区多条水

下辫状河道由北西方向往南东方向延伸，辫状河三角

洲朵体多孤立分布，朵体间常发育滨湖沼泽沉积。 受

“安县运动”影响［３１⁃３２］，须三段Ⅲ砂组东区大部分地

区遭受剥蚀，仅残留两条规模较小的水下分流河道。
此沉积期，西区煤及炭质泥岩沉积厚度进一步变薄，
沉积范围向西收缩，相对于东区具有更大的与砂体叠

置区，而东区煤及炭质泥岩则仅集中于 ＹＢ１ 井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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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Ⅲ砂组）。
Ⅳ砂组沉积时期，受“安县运动”影响，东区及西

区大部分地区遭受剥蚀，仅残留西区辫状河三角洲沉

积，该沉积期龙门山逆冲推覆减弱，物源供给速率进

一步降低，而可容空间进一步增大，导致辫状河三角

洲平原进一步往北西方向收缩，水下辫状河道的延伸

距离短，辫状河三角洲前缘砂体分布范围缩小。 该沉

积期，煤及炭质泥岩厚度约为 ２ ～ ４ ｍ，沉积范围收缩

至 ＹＢ６—ＹＢ２７１—ＹＢ２２１ 井区附近（图 ５⁃Ⅳ砂组）。
３．２　 东西区沉积相垂向配置特征

垂向上，东西区沉积相配置差异明显。 东区仅沉

积Ⅰ至Ⅲ砂组，沉积厚度 ２７．５ ～ １２０ ｍ，沿 ＳＷ 方向沉

积微相展布为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远砂坝及席

状砂，砂地比逐渐降低，煤层及炭质泥岩厚度逐渐增

加。 ＹＬ３ 井Ⅰ砂组沉积厚套水下分流河道砂体，向上

沉积物粒度变细，过渡为Ⅱ砂组薄层席状砂与炭质泥

岩互层；ＹＬ１ 和 ＹＢ５ 井垂向表现为Ⅰ砂组沉积薄层

水下分流河道砂体与炭质泥岩互层，向上砂泥比降

低，Ⅱ砂组为较厚水下分流河道沉积但与炭质泥岩或

煤层并不叠置，Ⅲ砂组零星分布远砂坝及席状砂砂

体；ＹＢ１０ 井与 ＹＬ３ 井相类似Ⅰ砂组沉积厚套水下分流

河道砂体，Ⅱ至Ⅲ砂组主要沉积薄层河口坝、远砂坝及

席状砂砂体与炭质泥岩互层，零星分布薄层水下分流

河道砂体；ＹＢ１２３ 井沉积河口坝、远砂坝及席状砂与煤

层及炭质泥岩互层。 东区垂向上整体表现为水体不断

加深，沉积物粒度逐渐变细；底部发育厚套曲流河三角

洲水下分流河道砂体，逐渐过渡为顶部薄层河口坝及

远砂坝砂体与炭质泥岩及煤层互层（图 ６）。
　 　 西区四个砂组均有发育，沉积厚度 ９０～２８５ ｍ，沿
ＳＥ 方向，沉积微相展布为辫状河道—水下辫状河

道—河口坝—远砂坝及席状砂，砂地比逐渐降低。
ＹＬ１１、ＹＬ１０ 及 ＹＬ２０ 井Ⅰ砂组至Ⅱ砂组底主要沉积

薄层水下辫状河道及河口坝砂体与煤层及炭质泥岩

互层；Ⅱ砂组顶至Ⅲ砂组发育多期厚套辫状河道砂

体，且厚套砂体常与暗色泥岩接触；Ⅳ砂组主要发育

水下辫状河道砂体，砂体间常有炭质泥岩分布。
ＹＢ２０５ 及 ＹＢ２ 在Ⅰ砂组顶、Ⅱ砂组底及Ⅲ砂组底发

育厚套水下辫状河道砂体，期间夹薄层炭质泥岩。
ＹＢ２１ 井炭质泥岩及煤层较为发育，Ⅰ砂组为薄层河

口坝、远砂坝及席状砂砂体与炭质泥岩叠置；Ⅱ砂组

沉积水下辫状河道砂体为主，夹薄层炭质泥岩及煤

层；Ⅲ砂组以薄层水下辫状河道沉积为主，炭质泥岩

零星分布。 西区整体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平原—
前缘的垂向相序递变规律，主体为辫状河道和水下辫

状河道砂体与煤层及炭质泥岩垂向叠置，似“千层

饼”状特征（图 ７）。
　 　 综上所述，受龙门山北段及米仓山—大巴山双物

源影响，东西区沉积相类型存在差异，东区发育曲流

河三角洲前缘沉积，西区发育辫状河三角洲沉积。 须

三段整体处于湖侵的过程，东区物源供给速率低于可

容空间增长速率导致砂体不断往北东方向收缩；西区

表现为，Ⅰ至Ⅱ砂组物源供给速率大于可容空间增长

速率导致砂体不断往盆内前积，Ⅲ至Ⅳ砂组物源供给

速率小于可容空间增长速率导致砂体不断退积。 由

Ⅰ砂组至Ⅳ砂组，全区煤及炭质泥岩的厚度及沉积范

围逐渐减小；西区整体煤及炭质泥岩与砂岩的叠置范

围大于东区。 东区垂向上为底部厚套水下分流河道

储集砂体，顶部为薄层砂体与泥岩互层特征；西区垂

向上为煤层及暗色炭质泥岩与辫状河道和水下辫状

河道储集砂体垂向叠置，似“千层饼”状特征。

图 ６　 东区须三段沉积相垂向配置剖面图（平面位置见图 １Ｂ）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３ｘ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ｒｅ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Ａ’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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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西区须三段沉积相垂向配置剖面图（平面位置见图 １Ｂ）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３ｘ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ｒｅ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Ｂ—Ｂ’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１Ｂ）

４　 与致密砂岩气藏关系

长期研究认为，元坝地区须一段、须三段、须五段

煤系烃源岩以Ⅲ型为主，生烃强度高，具有持续充注

的气源条件，与须二段、须四段致密砂岩组成“三明

治”式结构特征，是决定元坝地区致密气富集的关

键。 以下将对比识别须三段内有利储集相带，并明确

东、西区煤及炭质泥岩与有利储集相带的配置特征，
探讨须三段“源内”致密砂岩气藏的成藏条件。
４．１　 有利储集相带

沉积微相的分布从宏观上控制着储层的分布及

储集性能。 根据 ７ 口井 １３１ 个样品沉积微相与储层

孔隙度的关系统计（图 ８），其中辫状河道、水下辫状

主河道及水下分流河道微相的平均孔隙度在 ２％以

上，分布在 １． ７％ ～ ７． ７％之间，主要集中于 ３． ０％ ～
５．０％之间，平均渗透率一般在 ０．０１×１０－３ ～ ０．１×１０－３

μｍ２之间，储集空间以粒间溶孔、黏土杂基微孔为主，
局部发育裂缝；水下辫状次河道及河口坝微相的孔隙

度在 １．５％左右，平均渗透率低于 ０．０５×１０－３ μｍ２。 总

体来讲，水动力较强、沉积物分选相对较好、矿物成熟

度相对较高的辫状河道、水下辫状主河道及水下分流

河道储集砂体为元坝地区须三段最有利的储集相带，
水下辫状次河道及河口坝储集砂体次之。 须三段试

气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辫状河道及水下辫状主河道

储集砂体获得高产，水下辫状次河道及河口坝储集砂

体获得低产（表 １）。

图 ８　 元坝地区须三段不同沉积微相孔隙度分布图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Ｔ３ｘ３ ｉｎ Ｙｕａｎｂａ ａｒｅａ

４．２　 烃源岩与有利储集相带配置关系

四川盆地须家河组储层致密化的时间发生在烃

源岩生排烃高峰期前［３３］ ，这一特征决定了天然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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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元坝地区须三段测试产气层段沉积微相特征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ｇａ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Ｔ３ｘ３ ｉｎ Ｙｕａｎｂａ ａｒｅａ

分区 井位
顶界

／ ｍ
底界

／ ｍ
单层砂体厚度

／ ｍ

测试情况

／ （１０４ｍ３ ／ ｄ）
相类型 砂组

西区 元陆 ７ 井 ３ ４６１ ３ ４７１ ９．６ １２０．８ 水下辫状主河道 １ 砂组

元陆 １０ 井 ４ １４４ ４ １５５ １０．０ ２２．５６ 辫状河道 ３ 砂组

元陆 ９ 井 ４ １６１ ４２１２ １０．０ １０．０２ 水下辫状次河道 ３－４ 砂组

元陆 ８ 井 ４ ３５０ ４ ３８０ １０．０ ３．８９ 水下辫状次河道 １－２ 砂组

元坝 ２ 井 ３ ７８１ ３ ８０２ ５．８ １．０６ 水下辫状次河道－河口坝 １－２ 砂组

横向上和纵向上的运移距离十分有限，因此在致密砂

岩气成藏过程中，烃源岩与有利储集相带配置显得尤

为重要。 须三段沉积期东、西区物源供给体系的差异

导致东、西区沉积相在平面和纵向上的配置存在差异

性，进而东西区致密砂岩气的成藏模式及气藏分布存

在差异。
东区底部为厚套的水下分流河道砂体，顶部为薄

层的砂体与煤及炭质泥岩互层。 厚套水下分流河道

砂体与煤及炭质泥岩零星叠置，在致密化的储层中天

然气零星充注，导致底部厚套水下分流河道砂体勘探

潜力较差；而顶部薄层河口坝及水下分流河道前缘砂

体与煤及炭质泥岩叠置，具有较多油气充注，但受限

于储层储集性能，气藏规模较小（图 ９ａ）。
西区水下辫状河道及辫状河道砂体分布范围广，

多层砂体叠置连片，西区砂体与煤系烃源岩构成互

层，似“千层饼”状特征。 相对于东区，西区源储更为

紧邻，成藏条件更为有利。 在广覆式生烃与大面积储

集砂体的有效配置下，伴随着生烃增压［３４⁃３５］，天然气

近距离垂向运移成藏，气藏呈多层叠置“斑块状”，平
面连片特征（图 ９ｂ）。 其中水下辫状河道砂体以储集

性能好，与煤及炭质泥岩紧邻，具有最为可观的油气

勘探前景。

５　 结论

（１） 受控于龙门山北段及米仓山—大巴山构造

活动的影响，东西区沉积相类型存在差异，东区发育

曲流河三角洲前缘沉积，西区发育辫状河三角洲

沉积。

图 ９　 元坝地区东西区须三段成藏模式对比图

Ｆｉｇ．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ｏｆ Ｔ３ｘ３ ｉｎ Ｙｕａｎｂａ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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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水动力较强、沉积物分选相对较好、矿物成

熟度相对较高的辫状河道、水下辫状主河道及水下分

流河道沉积为元坝地区须三段最有利的储集相带。
东区底部为厚套的水下分流河道砂体，顶部为薄层的

砂体与煤及炭质泥岩互层，厚套水下分流河道砂体与

煤及炭质泥岩零星叠置，在致密化的储层中天然气零

星充注，导致底部厚套水下分流河道砂体勘探潜力较

差；西区水下辫状河道及辫状河道砂体分布范围广，
多层砂体叠置连片，西区砂体与煤系烃源岩构成互

层，似“千层饼”状特征。 相对于东区，西区源储配置

特征，对于致密气成藏更为有利，勘探前景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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