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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进一步了解南海北部陆坡神狐海域勘探区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系统特征ꎬ优选天然气水合物优势矿体ꎬ基于经过矿

体的地震剖面资料ꎬ结合区域成藏地质条件ꎬ分别构建了勘探区 Ｗ１７ 和 Ｗ１８ 两个矿体的二维地质模型ꎬ从天然气水合物成藏

的稳定域、气源形成、运移输导及储集成藏进行了系统数值模拟ꎮ 结果表明:①神狐勘探区成矿气源丰富ꎬ来自浅层的生物成

因气和深层的热成因气都可作为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气源ꎻ②神狐勘探区流体输导条件良好ꎬ深部大断裂可以作为油源断裂

沟通深部源岩ꎬ是连接深部热成因气的主要通道ꎬ浅部调节性断裂和渗透性砂岩一起作为横向＋垂向复合输导ꎻ③在神狐勘探

区稳定域内ꎬ区域构造部位相对高、断块封闭性相对好、渗透率相对大的区域为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有利储集层ꎻ④综合分析

认为ꎬＷ１７ 矿体比 Ｗ１８ 矿体在气源、运移及储层特性上更具优势ꎬ应作为优先考虑的试采矿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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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水合物是由水和天然气在合适的温度、
压力、水的盐度、气体组分等条件下形成的似冰状、

非化学计量、笼形结晶固体化合物ꎮ 天然气水合物

中含有大量的甲烷或其他烃类气体分子ꎬ其外形如



冰雪状ꎬ通常呈白色ꎬ且遇火易燃烧ꎬ也称为“可燃

冰”ꎮ 自然界中ꎬ主要赋存于具有低温、高压环境的

世界海洋大陆边缘、极地及高纬度寒冷地区ꎬ以及

高山地区的永久冻土带ꎮ 在大陆边缘地区ꎬ海底沉

积物中的甲烷等气体随流体向上运移到天然气水

合物稳定带中ꎬ与水分子结合形成天然气水合物ꎮ
根据国外有关资料 １ ꎬ海洋天然气水合物通常形成

于水深大于 ３００ ｍ、海底以下 １０００ ｍ 以内的沉积层

中ꎬ矿层厚数十厘米至上百米ꎬ分布面积数万到数

十万平方千米ꎬ单个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蕴含的甲烷

气体资源量可达数万至几百万亿立方米ꎬ甚或更多ꎮ
中国学者 ２－４ 基于国外天然气水合物含油气系

统(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概念ꎬ根据水合物

的温－压稳定性条件、气源、水、气的运移、储集层和

时间ꎬ结合中国水合物勘探工作实践ꎬ认为水合物

存在自身成藏系统(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ｙｓｔｅｍ)ꎬ
由烃类生成体系、流体运移体系、成藏富集体系构

成ꎮ 该系统概念明确了水合物成藏与含油气系统

成藏的区别ꎬ但由于当时缺乏相关实践数据ꎬ研究

者尚未阐述成藏过程地质要素及相互作用的重要

性ꎬ缺乏对各要素之间的时空耦合性研究ꎬ而仅从

地质要素组合形成的过程进行了分析 ５ ꎮ
南海北部陆坡神狐海域是目前中国南海海域

天然气水合物勘查程度最高的一个区域ꎬ广州海洋

地质调查局已在该海域实施了多个航次的天然气

水合物科学钻探ꎬ钻井 ５０ 余口ꎬ获取了大量的天然

气水合物实物样品ꎮ 根据钻探测井及取心结果ꎬ圈
定了一批天然气水合物矿体ꎬ本次研究选取经过其

中 ２ 个优势矿体的地震剖面构建地质模型ꎬ结合区

域地层、构造、热流、沉积等基础地质条件ꎬ通过地

质分析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手段ꎬ从成藏系统角度

深入分析 ２ 个天然气水合物矿体的气源、运移及储

集层特征ꎬ为天然气水合物试采矿体优选提供依据ꎮ

１　 研究区地质概况

南海北部陆缘盆地深水区具备较好的天然气

水合物成藏的基本地质条件ꎬ是天然气水合物勘探

很有潜力的地区ꎮ 南海北部陆缘位于印度板块、欧
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汇处ꎬ受印度板块和欧亚板

块的碰撞－挤出作用及太平洋板块对欧亚板块俯冲

作用的影响ꎬ具有复杂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６ ꎮ 晚白

垩世以来ꎬ南海北部陆缘在拉张应力作用下ꎬ地壳

和岩石圈厚度减薄ꎬ发生了 ４ 次构造运动ꎬ分别为神

狐运动、白云运动、南海运动和东沙运动ꎬ这 ４ 次构

造运动确定了南海北部陆缘的性质ꎬ控制了该区域

的新生代沉积演化史 ７ ꎮ
神狐海域位于南海北部陆缘陆坡区ꎬ其构造上

隶属于珠江口盆地珠二坳陷白云凹陷(图 １)ꎬ是南

海北部陆坡构造运动较活跃的地区ꎮ 在东沙隆起

南坡往西至番禺低隆起、白云凹陷北坡、潮汕坳陷、
惠州凹陷西南部一带ꎬ晚期断裂尤为活跃ꎮ 这些断

裂沿早期潜伏的北西向基底断裂重新活动ꎬ并且派

生出许多羽状排列的北西西向及近东西向断裂ꎮ
同时ꎬ构造运动改造诱发了较深部海相超压泥质岩

类的塑性流动ꎬ形成规模巨大的泥底辟活动带ꎮ 底

辟构造从新近纪早期开始ꎬ至今仍处于活动状态ꎮ
晚中新世以来ꎬ构造活动以断裂作用为主ꎬ区内断

层发育ꎬ上新世断层最发育ꎬ大致可分为北东向、北
西向和北东东向 ３ 组ꎬ且均为正断层ꎮ 第四纪断层

与上新世断层有明显的继承性ꎬ但北东向、北东东

向断层更为突出ꎬ说明上新世以来ꎬ勘查区内北东

向的构造作用力越来越弱ꎬ主要表现为滑塌、滑移

等近现代的构造作用ꎮ 部分断层至今仍在活动ꎬ属
于活动断层ꎮ 构造活动产生的高角度断裂和垂向

裂隙系统ꎬ构成了流体运移的主要通道ꎬ对本区天

然气水合物的形成十分有利 ８－９ ꎮ
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区水深 １０００~１７００ ｍꎬ

满足天然气水合物形成及保存所需的温压条件 １０ ꎬ
天然气水合物成藏条件好ꎬ勘探程度高ꎮ 该区所处

的白云凹陷深部热解烃源岩主要有 ２ 套ꎬ分别为始

新统文昌组和下渐新统恩平组ꎮ 文昌组为中深湖

相泥岩ꎬ在白云凹陷中面积达 １９００ ｋｍ２ꎬ厚度为

１７００ ~ ３０００ ｍꎬＴＯＣ 达到 ２％ 以上ꎮ 恩平组在白云

凹陷中分布面积为 ２８６０ ｋｍ２ꎬ厚度为 １１００ ~ ２３００ ｍꎬ
烃源岩 ＴＯＣ 一般为 ０.４０％ ~ ９.３９％ꎬ平均为 １.４０％ ~
１.６７％ ꎬ氢指数为 ４１.６ ~ ４００.０ ｍｇ / ｇꎬ平均为 １５７.４
ｍｇ / ｇ １１ ꎮ 综合考虑温度、沉积有机质演化等生物气

形成条件ꎬ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区浅部 ２３００ ｍ
以内都可以作为生物气源岩的发育层段ꎬ而生物气

主要生成层位位于海底以下埋深 ４００ ~ １２００ ｍꎬ生
气潜力比较巨大 １２－１３ ꎮ

２　 研究区模型建立

２.１　 软件与方法

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与赋存是发生在含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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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南海北部区域构造特征

Ｆｉｇ. 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盆地发展演化地质历史中的事件ꎬ为了揭示天然气

水合物藏的形成机理ꎬ必须查明现今天然气水合物

藏或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系统的成藏要素在地史过

程中的演变ꎬ即进行以天然气水合物成藏为核心的

完整的盆地演化分析ꎮ 本次研究采用斯伦贝谢公

司开发的盆地分析软件 ＰｅｔｒｏＭｏｄꎮ 该软件是专业

含油气系统模拟软件ꎬ其模拟考虑各成藏要素与作

用过程的时空配置关系ꎬ实现对构造演化、生烃演

化、储层演化、温压场演化、区域应力场演化、油气

运聚等过程的定量模拟研究ꎮ 不仅在常规油气勘

探开发过程中得到迅速推广和应用ꎬ并取得较好的

应用效果ꎬ而且开创性地开发出了天然气水合物成

藏系统模拟功能ꎬ为天然气水合物研究提供了新的

研究手段ꎮ
根据研究目的ꎬ适当选取地震剖面ꎬ开展地质

界面的标定和构造精细解释ꎬ结合研究区已有的地

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钻井等资料ꎬ建立地质模型

并进行盆地数值模拟ꎬ获得多种地质参数演化史ꎬ包
括温度、压力、孔隙度、渗透率、油气运移、气含量、水
合物含量等成果ꎬ并通过已知井标定数据如温度、压
力、镜质体反射率、孔隙度、烃气组分等数据进行模拟

校正ꎬ以获得相对可靠精确的结果ꎻ同时考虑不同地

质条件ꎬ如断层是否开启、热流、不同气源的生烃动力

学方程条件下的模拟结果ꎻ然后根据水合物模拟的特

殊性ꎬ细化模型ꎬ并针对研究区进行局部网格加密ꎬ获
得小尺度下水合物成藏演化过程ꎮ
２.２　 剖面选取依据

本次研究主要针对神狐海域勘探区 Ｗ１７ 和

Ｗ１８ 两个不同的矿体开展地质建模ꎬ分别选取通过

这 ２ 个矿体的地震典型剖面开展解释建模ꎬ借助邻

区构造解释参考ꎬ以及通过井位的高分辨地震剖

面ꎬ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与地震波组特征ꎬ对过 Ｗ１７
井和过 Ｗ１８ 井的典型剖面从海底—神狐组底界解

释了 ９ 个界面及相应的断层ꎮ 并根据该区域速度资

料进行时间深度转换ꎬ获得深度剖面(图 ２、图 ３)ꎮ
根据本区断裂系统解释ꎬ 结合前人研究成

果 １４ ꎬ将本次研究区断裂体系划分为两大类:一类

为沟通油源的断裂ꎬ断层切割深度大ꎬ向上甚至可

达海底ꎻ另一类为中浅层间次生小断裂ꎬ切割范围

较小ꎮ 沟通源岩的断裂主要发育于晚中新世

(５.３３２ Ｍａ以后)ꎬ中深部主要以垂向断层为主要输

导通道ꎮ 中浅层断裂则发育于上新世(１.８０６ Ｍａ 以

后)ꎬ活动强度相对小ꎬ但数量多ꎬ与滑塌沉积有一

定关系ꎮ 浅部的调节性断裂和渗透性砂岩一起组

成垂向＋横向复合输导体系ꎮ
２.３　 研究区典型连井剖面建立

依据随钻测井资料、区域岩性资料及典型井岩

性资料建立连井对比剖面(图 ４)ꎬＷ１７ 和 Ｗ１８ 井

９６２　 第 ４０ 卷 第 ２~ ３ 期 苏丕波等 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系统数值模拟与试采矿体优选



从上至井底依次发育疏松泥段、泥砂混合段、水合

物段、游离气段ꎮ 上部泥岩沉积段严重扩径ꎬ中部

天然气水合物段及下部游离气段井径基本稳定ꎻ上
部泥岩沉积段电阻率值相对小ꎬ天然气水合物段与

游离气段导电率降低ꎬ电阻率值升高ꎻ与游离气段

相比ꎬ天然气水合物层密度相对高ꎻ与泥岩沉积段

比ꎬ天然气水合物层中子孔隙度值略有增加ꎻ渗透率

基本符合泥质沉积层<天然气水合物段<游离气段ꎮ

图 ２　 研究区过 Ｗ１７ 井典型剖面

Ｆｉｇ. 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ｗｅｌｌ Ｗ１７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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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研究区过 Ｗ１８ 井典型剖面

Ｆｉｇ. 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ｗｅｌｌ Ｗ１８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浅层主要发育第四系、新近系现代沉积ꎬ泥质含量

极高ꎬ两口井均高达 ９０％ ꎮ 其中第四系由于刚接受

沉积ꎬ初始沉积时孔隙度高达 ８６％ ꎬ沉积后迅速压

实ꎬ底部孔隙度为 ７０％ ~ ８０％ ꎮ 下部新近系压实程

度进一步增加ꎬ孔隙度变小ꎮ 两口井万山组砂质成

分大幅增加ꎬ在岩性中占比为 ４０％ ~ ６０％ ꎮ
岩性上ꎬ两口井差异不大ꎬ从上至下均表现为

泥质沉积过渡至砂泥混合岩性ꎮ 但由于所处的现

代环境有差异ꎬ第四系和新近系泥质沉积厚度差异

明显ꎮ Ｗ１７ 井位于半深海－深海山脊沉积环境ꎬ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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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过 Ｗ１７ 井及 Ｗ１８ 井连井对比剖面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Ｗ１７ ａｎｄ Ｗ１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侧为峡谷水道沉积ꎬ因此浅部的泥质沉积厚度小ꎻ
Ｗ１８ 井位于半深海－深海山脊与峡谷水道过渡环

境ꎬ两侧为峡谷水道沉积ꎬ浅部泥质沉积厚度较

Ｗ１７ 井高很多ꎮ 天然气水合物段和下部游离气段均

发育于万山组ꎮ 其中 Ｗ１７ 井天然气水合物段厚度

大ꎬ约为 ５０ ｍꎻＷ１８ 井天然气水合物段厚度小ꎬ为
１０ ｍ 左右ꎮ 两口井游离气层厚度相似ꎬ为 １５~２０ ｍꎮ
２.４　 参数选取

对于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系统ꎬ模型参数的设置

尤为关键ꎬ参数设置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模型结果

的可靠性ꎮ 模型参数包括两大类ꎬ第一类是基本输

入数据ꎬ包括地层深度序列、年代序列、事件类型、岩
性等ꎻ第二类是模型边界条件ꎬ包括古水深、沉积水界

面温度序列及基底热流演化规律 １５－１６ ꎮ
对于基本输入数据ꎬ研究区地层年代序列来自

钻探井位测年数据ꎬ层深度序列来源于地层框架模

型及典型井分层数据ꎬ地层浅层岩性来源于两口典

型井数据ꎬ深层岩性来源于前人在该区域的研究

成果 １７ ꎮ

对于模型边界条件ꎬ主要包括古水深、沉积水

界面温度及热流演化规律ꎮ 研究区地理位置位于

东亚北纬 １９°附近ꎬ根据全球海平面温度图版ꎬ可以

确定研究区海平面温度演化曲线 １８ ꎮ 根据 Ｗ１７ 和

Ｗ１８ 井现今水深数据和对应岩性的颜色、粗细等特

征ꎬ结合文献资料 １９ ꎬ获得两口典型井位置古水深

变化规律ꎮ 研究区早期处于陆相环境ꎬ水深浅ꎻ中
晚期(２３.８ Ｍａ 以后)逐渐转变为过渡环境和海相环

境ꎬ水深逐渐增加ꎻ从 １６ Ｍａ 至今ꎬ海水深度表现为

高频大幅度振荡ꎬ现今达到最深ꎮ 海底温度受控于

水深、盐度等参数ꎬ在南海神狐海域盐度为 ３５‰的

情况下ꎬ海水越深ꎬ海底温度越低ꎮ 根据转换ꎬ获得

两口典型井海底温度演化规律曲线ꎮ 从 Ｗ１７ 井

温度演化曲线看ꎬ６５ ~ １０ Ｍａꎬ海底温度较温暖ꎮ
１０ Ｍａ 至今ꎬ海底温度大幅度振荡ꎬ现今海底温度

约为 ４℃ꎬ基底热流是上部地层主要的热来源ꎬ控
制了地层在演化过程中的相关热参数ꎮ 本次研究

采用前人研究成果  ２０ 确定研究区初步基底热流演

化规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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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成果分析

３.１　 稳定域

对于海域而言ꎬ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域 (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Ｚｏｎｅ)指海平面之下一定深度范围内

的区域ꎮ 在该区域范围内ꎬ温压条件处于天然气水合

物形成热力学稳定状态ꎬ只有在稳定域范围内天然气

水合物才能形成并正常保存ꎮ 稳定域的厚度及分布范

围直接控制了天然气水合物的发育和分布范围ꎬ其主

控因素包括温度、压力、沉积层孔隙水盐度 ２１－２２ ꎮ
研究区孔隙水盐度为海水盐度ꎬ且该区域在水

深 ５００ ｍ 以深范围时ꎬ温度变化趋于平缓ꎮ 因此ꎬ研
究区稳定域厚度主要受控于压力的变化ꎮ 同时由

于海水越深ꎬ压力越高ꎬ因而ꎬ天然气水合物的稳定

域范围主要受控于水深变化ꎮ 海水越深ꎬ稳定域厚

度越大ꎻ反之则厚度越小ꎮ
稳定域演化模拟表明ꎬ研究区在 ３.９ Ｍａ 首次形

成稳定域ꎬ至 ３.７ Ｍａ 稳定域达到最厚ꎬ然后由于水

深下降ꎬ稳定域变浅ꎬ至 ２.９ Ｍａ 稳定域消失ꎬ到 ０.１４
Ｍａ 稳定域再次形成ꎬ随后水深持续增加ꎬ稳定域厚

度稳定增加ꎮ Ｗ１７ 井现今稳定域厚度为 ２５５ ｍꎬ并
与钻井实测值进行对比ꎬ误差约为 １ ｍ (图 ５)ꎮ
Ｗ１７ 井现今稳定域底界温压分别为 １４. ９６℃ꎬ
１４.７５ ＭＰａꎮ 稳定域底界之下为游离气藏(红色区域)ꎬ
温压处于非稳态ꎬ无法形成天然气水合物ꎻ在稳定

域底界之上温压处于稳态ꎬ有条件形成天然气水合

物(蓝色区域)ꎮ Ｗ１８ 井现今模拟的稳定域厚度与

钻井实测值误差约为 ４ ｍ(图 ６)ꎻ在稳定域底界之

上形成天然气水合物(蓝色区域)ꎬ之下为游离气藏

(红色区域)ꎮ 因此ꎬ从现今稳定域厚度看ꎬＷ１７ 井

稳定域厚度较 Ｗ１８ 井稳定域厚度高ꎬ天然气水合物

形成的温压条件更优越ꎮ
３.２　 气源岩生气演化

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需要充足的气源ꎮ 碳同

位素分析显示ꎬ世界上目前已发现的天然气水合物

成藏的气体均来自有机成因气ꎬ气源类型主要为生

物成因气和热成因气或两者混合ꎮ 其中ꎬ大洋中天

然气水合物的甲烷绝大多为微生物成因ꎬ但墨西哥

湾、里海、黑海、加拿大 Ｍａｌｌｉｋ 等地区天然气水合物

中的天然气为热解气成因 ２３－２５ ꎮ
本次模拟 Ｗ１７ 井深层热成因源岩层文昌组成

熟度介于 １.７％ ~ ３.６％ 之间ꎬ多进入过成熟生干气

阶段ꎬ恩平组成熟度介于 ０.９％ ~ １.７％ 之间ꎬ中下部

热演化程度高ꎬ进入大量生气阶段ꎻ浅层生物成因

源岩埋藏浅ꎬ成熟度普遍低ꎬ多介于０.２％ ~ ０.５％ 之

间ꎬ处于未熟－低熟阶段(图 ７)ꎮ 此外ꎬ深部文昌组

转化率普遍高于 ９０％ ꎬ现今基本不具备生烃能力ꎬ
恩平组转化率变化较大ꎬ上部 ７０％ 变化至下部

９０％ ꎬ仍然具备一定生烃潜力ꎻ浅部第四系和中万

山组转换率低ꎬ下万山组中下部开始转化率迅速增

加ꎬ大量生成生物气ꎬ粤海组与韩江组现今基本停

止生成生物气(图 ８)ꎮ
Ｗ１８ 井深层热成因源岩层文昌组成熟度介于

１.３％ ~ ２.０％ 之间ꎬ多进入过成熟生气阶段ꎬ恩平组

成熟度介于 ０.８％ ~ １.３％ 之间ꎬ中下部热演化程度

高ꎬ部分进入大量生气阶段ꎻ浅层生物成因源岩埋

藏浅ꎬ成熟度普遍低ꎬ多介于 ０.２％ ~ ０.４％ 之间ꎬ处于

未熟－低熟阶段(图 ９)ꎮ 同样ꎬＷ１８ 井深部文昌组

转化率普遍高于 ８０％ ꎬ现今仍然具备生烃能力ꎬ恩
平组转化率更低ꎬ上部 ７０％ 变化至下部 ８０％ ꎬ仍然

具备一定生烃潜力ꎻ浅部第四系和中万山组转换率

低ꎬ下万山组中下部开始转化率迅速增加ꎬ大量生

成生物气ꎬ粤海组与韩江组现今基本停止生成生物

气(图 １０)ꎮ
从气源岩演化看ꎬＷ１８ 井相对 Ｗ１７ 井成熟度

偏低ꎬ热成因气生气晚ꎬ转化率低ꎮ 综合分析认为

Ｗ１７ 井天然气水合物气源条件更为优越ꎮ
３.３　 流体运移输导

通常ꎬ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内部生成的微生物

气较少ꎬ也很难达到足够的温度形成热解气ꎮ 因

此ꎬ要形成高丰度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ꎬ必须有充

足的天然气通过合适的通道运移至天然气水合物

稳定带ꎮ 因此ꎬ流体运移输导成为天然气水合物成

藏过程中的关键部分 ４ ２６ ꎮ
通过过 Ｗ１７ 井地震剖面油气运聚及天然气水合

物形成演化模拟ꎬ早期(１１.９ ~ ７.８２ Ｍａ)深层烃源岩

生成的油气主要在源岩内部运移ꎬ部分向上运移至

上覆地层ꎬ浅层源岩生成的天然气由于无明显盖层

封闭ꎬ基本释放至海底ꎻ中期(７.８２ ~ ３.６６ Ｍａ)ꎬ油源

断裂开始活动ꎬ可作为良好的输导层沟通源岩与储

层ꎬ部分深层的油气沿断层运移至浅层ꎬ此时浅层

仍处于生烃高峰期ꎬ生成的天然气部分通过海底散

失ꎻ晚期(３.６６ ~ ０.０１１ Ｍａ)ꎬ浅层生物成因源岩基本

停止生烃ꎬ小断裂开始活动ꎬ作为输导层与渗透性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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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Ｗ１７ 井稳定域模拟厚度与实际厚度对比图(ａ 图为 Ｗ１７ 井稳定域模拟厚度ꎬ蓝色部分为水合物ꎻ
ｂ 图为 Ｗ１７ 井稳定域实际厚度ꎬ图中深度指海底以下深度)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Ｗ１７

图 ６　 Ｗ１８ 井稳定域模拟厚度与实际厚度对比图(ａ 图为 Ｗ１８ 井稳定域模拟厚度ꎬ蓝色部分为水合物ꎻ
ｂ 图为 Ｗ１８ 井稳定域实际厚度ꎬ图中深度指海底以下深度)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Ｗ１８

体配合调节油气再次运移ꎮ 近现今(０.０１１ Ｍａ ~ 现

今)ꎬ在浅层滞留的生物气成因的天然气及深部运

移而来的天然气持续短距离运移ꎮ 此时水深普遍

超过 １０００ ｍꎬ符合天然气水合物形成的温压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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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天然气运移至 Ｗ１７ 井构造高部位ꎬ
并进一步形成天然气水合物ꎬ在封闭的断

层处也能形成天然气水合物ꎬ最终模拟天

然气水合物厚度约为 ５０ ｍꎬ饱和度约为

１９％ (图 １１)ꎮ
Ｗ１８ 矿体模拟结果显示ꎬ通过 Ｗ１８

井地震剖面的天然气水合物主要形成于

封闭性断层处ꎮ Ｗ１８ 井模拟天然气水合

物厚度为 ５ ~ １０ ｍꎬ饱和度较低ꎬ约为 ５％
(图 １２)ꎮ
３.４　 储集层分析

根据过 Ｗ１７ 井和 Ｗ１８ 井地震剖面

天然气水合物成藏模拟结果(图 １１、图
１２)ꎬ结合实际的钻探解释成果ꎬＷ１７ 井

天然气水合物储集层位于海底以下 ２０４ ~
２５４ ｍꎬ厚度约为 ５０ ｍꎮ 天然气水合物储

集层岩性为混合岩性ꎬ基本以粉砂岩、泥
岩为主ꎬ其中粉砂岩约占 ４０％ ꎬ泥岩约占

６０％ ꎬ孔隙度约为 ４０％ ꎬ渗透率较稳定ꎬ为
１ ~ ２ ｍＤꎮ 上覆地层岩性与天然气水合

物储集层基本相当ꎬ但是压实程度低ꎬ孔
隙度更高ꎬ平均约为 ４７％ ꎬ渗透率相对天

图 ７　 神狐海域 Ｗ１７ 井镜质体反射率单井柱状图

Ｆｉｇ. ７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ｉｔｒｉｎｉｔ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ｅｌｌ
Ｗ１７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ｅｎｈｕ ａｒｅａ

然气水合物段偏低ꎬ平均为 ０.５ ｍＤꎬ其原因可能是

天然气水合物储集层上覆地层钙质含量较高ꎬ严重

降低了地层的渗透性ꎮ 因此ꎬ可与上覆基本为泥质

的新近系和第四系一起作为合适的盖层阻止天然

气向上继续运移ꎮ 天然气水合物储集层底界为温

压稳定域底界ꎬ与下伏游离气段直接相连(图 １３)ꎮ
Ｗ１８ 井天然气水合物储集层位于海底以下 １４０ ~

１５０ ｍ 之间ꎬ厚度约 １０ ｍꎮ 天然气水合物储集层岩

性为混合岩性ꎬ基本以粉砂岩、泥岩为主ꎬ其中粉砂

岩约占 ４７％ ꎬ泥岩约占 ５３％ ꎬ孔隙度约为 ５８％ ꎬ渗透

图 ８　 神狐海域 Ｗ１７ 井镜质体反射率单井剖面

Ｆｉｇ. ８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ｖｉｔｒｉｎｉｔ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ｅｌｌ Ｗ１７ ｉｎ Ｓｈｅｎｈｕ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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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变化较大ꎬ为 １００ ~ １０００ ｍＤꎮ 上覆地

层岩性与天然气水合物段基本相当ꎬ孔隙

度平均约为 ５５％ꎬ渗透率相对天然气水合

物段明显偏低ꎬ平均为 １ ~ ５０ ｍＤꎬ其原因

可能是天然气水合物段上覆地层泥质含量

增加至 ６０％ ~ ７０％ꎬ严重降低了地层的渗

透性ꎮ 上覆新近系和第四系泥质含量甚至

高于 ９０％ꎮ 因此ꎬ可以作为合适的盖层阻

止天然气向上继续运移(图 １４)ꎮ

４　 讨　 论

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系统指天然气水

合物成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地质要素及

作用ꎬ主要包含天然气水合物形成的温压

稳定域ꎬ形成天然气水合物所需的气源、
气源与稳定域之间的构造输导通道ꎬ以及

天然气水合物在稳定域中成藏所需的良

好的沉积储集层ꎮ 整个成藏系统反映了

天然气水合物从形成到保存的地质作用

过程及地质要素组合ꎬ它们彼此之间在时

间和空间上的有效匹配将共同决定天然

气水合物的成藏特征 ２７ ꎮ

图 ９　 神狐海域 Ｗ１８ 井镜质体反射率单井柱状图

Ｆｉｇ. ９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ｉｔｒｉｎｉｔ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ｅｌｌ Ｗ１８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ｅｎｈｕ ａｒｅａ

图 １０　 神狐海域 Ｗ１８ 井镜质体反射率单井剖面图

Ｆｉｇ. １０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ｖｉｔｒｉｎｉｔ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ｅｌｌ Ｗ１８ ｉｎ Ｓｈｅｎｈｕ ａｒｅａ

　 　 本次通过 ２ 个矿体的 ２ 条典型剖面的地质模型

数值模拟结果看ꎬ研究区完全具备天然气水合物形

成的温压条件ꎬ同时ꎬ研究区气源丰富ꎬ浅层生物成

因气和深层的热成因气生气潜力均较大ꎬ但深层热

成因气生成量远高于浅层生物成因气ꎮ 研究区输

导条件良好ꎬ深部大断裂可作为油源断裂沟通深部

源岩ꎬ是连接深部热成因气的主要通道ꎮ 浅部的调

节性断裂和渗透性砂岩可作为横向＋垂向复合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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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神狐海域典型骨架剖面烃气运聚成藏图(Ｗ１７ 井)
Ｆｉｇ. １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Ｗ１７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ｅｎｈｕ ａｒｅａ

图 １２　 神狐海域典型骨架剖面烃气运聚成藏图(Ｗ１８ 井)
Ｆｉｇ. １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Ｗ１８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ｅｎｈｕ ａｒｅａ

导ꎮ 因此ꎬ深部热成因气和浅部生物成因气都可作

为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气源ꎮ 模拟结果显示ꎬ天然

气水合物主要形成于研究区构造相对高部位、封闭

性断块附近及渗透率相对大的沉积层中ꎮ 同时ꎬ由
于热成因气产气高峰与运移通道及稳定域形成在

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匹配ꎬ导致部分热成因气散失ꎬ
部分未能运移至稳定域ꎬ只有少部分热成因气进入

稳定域形成天然气水合物矿藏ꎮ 浅层生物气在时

空上与运移通道及稳定域形成具有良好的匹配性ꎬ

因此ꎬ也使得生物气成为研究区天然气水合物成藏

主要的气体来源ꎮ
本次模拟的过 Ｗ１７ 与 Ｗ１８ 井地震剖面的 ２

个矿体ꎬ由于所处的沉积环境、构造特征、储集层段

物性不同ꎬ导致过两口井的天然气水合物聚集差异

也较大ꎮ 受温压及气源条件影响ꎬＷ１７ 井稳定域厚

度比 Ｗ１８ 井大ꎬＷ１７ 井沉积层生气潜力也优于

Ｗ１８ 井ꎬ因此ꎬＷ１７ 更易形成聚集量大的天然气水

合物矿体ꎮ Ｗ１７ 井位于海底山脊处ꎬ构造上处于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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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Ｗ１７ 井储集层条件图

Ｆｉｇ. １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Ｗ１７

图 １４　 Ｗ１８ 井储集层条件图

Ｆｉｇ. １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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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ꎬ在上覆盖层的封闭下天然气容易在该处聚集成

藏ꎮ 而后ꎬ在一定的温压条件下与地层孔隙水作用

形成天然气水合物ꎮ Ｗ１８ 井位于海底山脊与海底

盆地过渡位置ꎬ构造上并不处于明显的构造高部

位ꎬ上覆盖层渗透性相对 Ｗ１７ 井高ꎬ封闭能力相对
弱ꎬ因此聚集的天然气水合物厚度小、饱和度低ꎮ

综合分析ꎬＷ１７ 矿体比 Ｗ１８ 矿体在气源、运移

及储层特性上更具优势ꎬ应作为优先考虑的试采

矿体ꎮ

５　 结　 论

(１)从气源岩演化看ꎬ两口井浅部成熟度相似

且普遍偏低(０.２％ ~ ０.５％ )ꎮ 累计生气量深部热成
因气高ꎬ浅部生物成因气低ꎮ 相对于生物成因气ꎬ
热成因气属早期生气ꎻ与 Ｗ１７ 井相比ꎬＷ１８ 井成熟

度偏低ꎬ热成因气生成更晚ꎮ
(２)从运移演化看ꎬ浅层生物成因气和深层热

成因气都可作为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气源ꎮ 深部

大断裂可作为油源断裂沟通深部源岩ꎬ是联接深部

热成因气的主要通道ꎮ 浅部的调节性断裂和渗透

性砂岩一起可作为横向＋垂向复合输导ꎮ
(３)从成藏演化看ꎬ相对构造高部位、封闭性断

块附近及渗透率相对大的区域是天然气水合物成

藏的有利储集层ꎮ
(４)在温压稳定域内ꎬ气源条件、运移条件及储

层物性条件共同决定了天然气水合物藏厚度大小

及饱和度差异ꎮ 综合分析ꎬＷ１７ 矿体气源更充足、
运移条件更优越、储集层物性更好ꎬ应作为优先考

虑的试采矿体ꎮ
致谢:在课题研究与文章编写过程中ꎬ斯伦贝

谢油气盆地模拟专家许建华、彭俊及中科院广州地

球化学研究所何家雄研究员给予指导ꎬ审稿专家也

给予本文诸多宝贵意见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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