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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低速渗流理论及松辽盆地嫩江组一段超压盖层的实际资料，证实盖层超压形成的本质因素是盖层毛细

管孔隙的吸附阻力。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盖层超压的封闭能力是该盖层超压值的２倍，超压盖层的总封闭能力是盖层
底部岩石排替压力与２倍盏层趄压值之和；结合超压盖层的成岩演化史及烃源岩生排烃史研究了超压盖层形成时间
及其封烃有效性的评价方法，并必松辽盆地大庆长垣以东地区嫩江组一段区域盖层为例，研究了该盖层超压对其下
部青山口组源岩层生排出的油气封盖的有效性。根据超压盖层的特点，论述了超压盖层在油气保存过程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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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压盖层是指具有异常孔隙流体超压的油气保护

式（３）具有明显的力学意义，等号右边第一项为粘

层，所有研究者都承认，如果盖层中存在流体超压，可

滞阻力，第二项为吸附阻力，驱动力则为二者之和。即

大大提高盖层对烃类的封闭能力，然而，超压盖层是如

单相流体在泥质岩中流动时，需克服两个阻力——粘

何提高对烃类封闭能力的？应如何对超压盖层作定量

滞阻力和吸附阻力…。

评价？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满意的回答。本文从盖

某一厚度的泥岩层，如果不存在断层或裂缝作为

层超压形成的低速渗透流机理研究出发，探讨盖层的

流体向外排出的通道，在其沉积埋藏的过程中，中部地

超压封闭能力，指出超压盖层对油气的保存意义。

层水的排出也遵循此低速渗流规律，该规律可由式（３）
改写为：

２盖层超压的形成机理
泥岩中孔隙水的流动遵循低速渗流规律，描述这
一渗流规律的运动方程为：

矿２筹（１一赢可）ｇｒａｄｐ
Ｖ＝０

ｇｒａｄ脚时（１）
ｇｒａｄ☆＜Ａ时

（２）

式中ｖ一渗透速度，ｍ／ｓ；

△尸＝一（盟笋＋＾Ｌ）

（４）

式中△Ｐ一流体压差，在超压盖层中，该压差即
为流体超压，Ｐａ；
Ｌ一泥岩层中最大超压点到该层顶面（或底面）
的厚度，ｍ；
＾Ｌ一厚度为Ｌ的地层吸附阻力，Ｐａ。
在泥岩压实的初期阶段，由于岩石孔径较大，渗透

Ｋ一渗透率，×１０－３ｉｌｍ２；

率较高，吸附阻力札亦小，在正常静水压力梯度下，

口一液体粘度，Ｐａ－ｓ；

孔隙水容易排出，故而不形成明显的孔隙流体超压。

ｇｒａｄ。一流体压力梯度，Ｐａ／ｍ；

随着地层埋藏深度的增加，地层压实程度增强，岩石密

＾一常数，具有压力梯度的因次，渗流力学称之

度增大，吸附阻力＾Ｌ增大，渗透率Ｋ降低，泥岩层中

为起动压力梯度或起始压力梯度。

部孔隙水的排出受到了ＡＬ大小的吸附阻力，使其在

在ｇｒａｄｐ＜＾时，流体不流动且速度Ｖ＝０，当

正常静水压力梯度下无法排泄流体，形成了明显的孔

ｇｒａｄ。＞ｘ时，流体开始流动，Ａ即为使微孔隙水开始

隙流体的滞流现象，泥岩层由此产生欠压实，滞流的孔

流动所必须附加的外力。

隙水承担了部分上覆岩层重量，便形成了明显的孔隙

将式（１）改写为：
收稿日期：１９９８—０６＿０８收修改稿日期：１９９９４）８—１０

流体超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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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４）可见，泥岩层的孔隙流体超压由粘滞阻力

流方程从机理上对泥岩层超压形成原因的解释。这一

和吸附阻力两部分组成。粘滞阻力和吸附阻力对泥岩

解释还可以说明为什么薄层泥岩层内也有超压的存

层孔隙流体超压贡献的大小，可通过以下实际资料的

在，为什么埋藏在５

分析知晓。

岩层中也存在超压现象。

松辽盆地北部嫩江组为一套泥岩层段，其上下为
渗透性较好的储层发育段，选择纯泥岩层（不含砂岩夹

０００

１１３．以下、年龄很老的古生代泥

３超压盖层的封烃能力及评价

层）厚度相近、距断层较远、埋藏深度不同的富６２、杜

超压带的流体在垂向上有向上下两个方向流动的

８ｌ井和金６３井作泥岩声波时差、孔隙度随深度变化

趋势，之所以能保持ｇＸＰａ大小的地层超匿，是因为在

散点图（图１），发现三口井中嫩江组地层均存在着明

超压带上下同时受到大小相等的两个吸附阻力，设盖

显的欠压实现象，三口井中嫩江组泥岩层最大欠压实

层之下储层孔隙水要通过厚度为Ｈ２盖层下部达到最

点的连线可代表该组泥岩层异常孔隙度的递减规律。

大超压点Ａ所需的最低压力为Ｐｌ（图２），在Ｐｌ一△Ｐａ

由图中可见，嫩江组泥岩层埋深约１５０ ｍ（约距今

压差作用下，储层孔隙水向超压层中流动，其流动规律

１０５．５ｆｉ万年）时便开始出现欠压实，当时的泥岩孔隙

也可用低速渗流公式描述．即

度约３５％，目前嫩江组泥岩层最大欠压实点处的孔隙

Ｐｌ一△Ｐａ＝生≯＋＾２ Ｈ２

度为１６ ５０％，二者差值为１８．５０％，所以孔隙度的平
均降低速率为５．５×１０”／ｓ。该区嫩江组泥岩层厚度
约为３００ ｍ；地层水粘度ｐ为ｌＯ ３Ｐａ·ｓ，三１５１井中嫩江
组底界泥岩渗透率平均值为０．９５×１０４ｕｍ２。根据以

则

（５）

Ｐ１＝△Ｐａ＋生笋＋Ａ２Ｈ２（６）

如果流速近似为零
Ｐｌ－．≈．ＡＰａ＋＾２Ｈ２＝２２ｔＰａ

上数据计算，每平方厘米上该泥岩层中地层水向上下

（７）

储层排运的平均速度应为８．２５×１０”ｃｍ３／ｃｍｚ·ｓ，统

在压力ＰＪ（２ａＰａ）的作用下，流体质点可以到达

一量纲后计算，最大超压点至泥岩层顶（或底）面所受

最大超压点，在驱动压力衡定的情况下，流体质点则可

的粘滞阻力（口Ⅵ。／Ｋ）为０．０１３ ＭＰａ。利用等效深度

继续向上运移，直至穿过整个盖层，所以，穿过超压盖

法计算，金６３井嫩江组泥层孔隙流体超压值为１４．３

层所需要的最低压力应该是Ｐｌ＝２ＡＰａ，即水穿盖层

ＭＰａ，比较二者发现，牯滞阻力对盖层孔隙流体超压的

运移所需克服的总吸附阻力近似为２ＡＰａ。

贡献是极其微小的。因此可以确认，盖层超压实质是

盖层之下储层中的油气，欲穿过超压盖层向上运

由泥质岩｝Ｌ隙的吸附阻力造成的。这是唯一用低速渗

移，除要克服２ＡＰａ大小的盖层吸附阻力外，还要克服
盖层底部岩石的排替压力，其要克服的总阻力可表示
为：
■屡压力幢

Ｅ

姥
到

＾Ｈｌ＝＾２Ｈ２＝ＺＸｐａ Ｐｉ—ＺＸｐａ＝ｕｖＨａ／Ｋ＋＾ａＨｚ

ＰＩ＝△＾＋ｕｖＨ２／Ｋ＋＾２Ｈ２

ｉｌＶ≈Ｏ】

Ｐ Ｊ５△ｐａ＋＾２Ｈ２＝２厶Ｐａ

，’·；蕾屡乳醇水通过蠢压董层所需的

图１松辽盆地Ｊ匕酃嫩江组盖层父压实孔隙度演变规律
Ｆｉｇ．１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ｆ

ｕｎｍｍｐａｃｔｅｄ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Ｎｅｎｊｉａ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ａｐｒｏｃｋ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ｏｆ融ａｇ｜ｉｍ ｂ商ｎ

量低外麓压力

图２盖层超压分布与吸附阻力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ｎｎｃｅｏｆ
ｕｌｔｒａ—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ｄｓｏｒｂ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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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２△Ｐａ＋Ｐｃ

（８）

４６７

由上两图的比较可见，嫩一、二段盖层超压的存

式中Ｐｃ卜一超压盖层的封闭能力，Ｐａ；
ＡＰａ一超压盖层的最大超压值。Ｐａ；
Ｐｃ一超压盖层底部最大连通孔隙的毛管压力，即
排替压力。Ｐａ。

在，可使盖层单纯靠其底部排替压力封闭烃类的能力
提高了１．３～２．６倍。

４超压盖层封烃的有效性

上式表明，超压盖层确实可以提高盖层的封烃能

与圈闭的有效性一样，只有当超压早于或与油气

力，其提高的量为盖层超压值的２倍。式（８）的确定，

运移期同时形成，盖层超压对油气的封闭才起作用，超

使超压盖层封烃能力的定量评价变得非常简单，只要

压才是有效的，否则，超压对油气的封闭是无效的。

求得盖层的最大超压值和盖层底部的排替压力，超压
盖层的量化封闭能力便可求出。根据该研究思路，在

声波时差随埋藏深度的变化曲线（图５）可以表达
超压盖层的成岩历史［２］，图中可见，当嫩一、－－Ｓｔ超压

计算了松辽盆地大庆长垣以东地区嫩一、二段盖层的
超压值和其底部岩石的排替压力（图３）的基础上，编
制了该层封烃能力评价图（图４）。
５００
Ｅ

髓
聪
１０００

一厂鲑

图５松辽盆地升６井声波时差与深度关系
Ｆｉｇ

５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ｔｉ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ｖｓ．

Ｗｅｌｌ Ｓｈｅｎｇ ６，．％ｎｇｌｉａｏ Ｂａｓｉｎ

图３嫩一、二段盖层底部排替压力等值图
Ｆｉｇ．３
ａｔ

Ｉｓ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ｉｌｔ ｐｒｅ∞ｕｒｅ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 Ｎｅｎ】ｉａｎｇ

ｇｒｏｕｐ

圉６嫩一、二段盖层对青一段源岩封烃有效性评价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ｃａｐｒｏｃｋｓ ｆｒｏｍ

ＮⅧｉａ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ｈｙｄ”。翻ｒｂ。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图４嫩一、二段盖层封闭能力评价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ｏａｐｒｏｃｋ ｉｎ Ｎｅｎｊｉａｎｇ １

ｔｏ

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１ ａｎｄ 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ｎｇｓｈａｎｋｏｕ

ｇｒｏｕｐ 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盖层埋深达到ｃ点时，孔隙流体不再向外排运，孔隙
度不再变化，超压开始形成（实际上，超压形成时间可
能会更早些），随着埋藏深度增加，盖层超压增大，超压
封闭能力增强。ｃ点埋深即为超压形成时的深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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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地质时Ｊ可为超压封闭形成时间。松辽盆地大庆长

度、压力、矿化度等影响。超压盖层中地层压力的增

垣以东地区嫩一、二段是～套具有超压的区域性盖层，

大，会大大增强其中水的溶解能力，如果超压盖层同时

主要封闭其下部青山口组烃源岩层生排的油气，油气

又具有生烃能力，则使之地层水的烃浓度明显增大，甚

主要储存在姚家组地层中。由图５可见，嫩一、二段盖

至出现向下部储层递减的烃浓度梯度，致使下部储层

层超压形成深度约６００ ｍ，当时的地质时间距今约为

中的烃类通过盖层扩散逸失得到减弱，乃至被彻底抑

１００百万年，将盖层超压形成时间标注在源岩层排烃

制。

速率图上（图６），可清楚地了解到超压盖层的有效性。

盖层中存在超压，表明盖层欠压实，其岩石的脆性

图６表明，本区青山口组源岩层在距今１１０百万年开

较弱，塑性较强，断层往往容易在盖层段内终止，既使

始排烃，在距今９０百万年达到排烃高峰期；嫩一、二段

断层断穿了超压盖层，由于岩石具塑性也易使断面封

超压盖层形成时间尽管不早于源岩开始排烃期，但在

闭，由此减少了油气沿断层的渗漏逸失。此外，由于超

源岩进人大量排烃期以前，超压就己形成，这对保存青

压盖层塑性较强，该类盖层不易形成裂缝，盖层本身的

山口组排出的油气十分有利。事实上，大庆长垣以东

完整性不易遭到破坏，有利于下部油气的保存。

地区青山口组源岩层向上排运的油气基本被嫩一、二

超压盖层可以有效地阻止地表水和细菌对油气藏

段超压盖层限定在姚家组储层之中，嫩一、二段盖层之

的破坏。由于超压盖层的存在，使地表水不能通过盖

上，几乎没发现青山口组源岩层排出的油气，可见，嫩

层渗滤到下部储层之中，使油气藏免遭了地表水的冲

一、二段超压盖层的有效性是相当好的。

洗破坏，同时，抑制了细菌随水渗入油气藏，也使油气

５超压盖层的油气保存意义
超压盖层与其它类型盖层相比，有其独特的优越
性，具体表现为：

藏免遭了细菌氧化的破坏。
总之，超压盖层是一种品质良好的盖层，它对油气
的保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国内外绝大多
数大油气藏，均有超压盖层伴生。

盖层超压增强了盖层对游离相烃类的物性封闭能
力。前文已见，超压盖层的超压封闭能力是盖层超压

６结论

值的２倍，作为盖层的这个附加的封闭能力，超压值越

（１）盖层中超压形成的本质因素是盖层岩石中

大，盖层的封闭能力增强的幅度也越大，松辽盆地大庆

毛细管孔隙的吸附阻力，该吸附阻力随岩石的成岩程

长垣以东地区嫩一、二段盖层，由于超压的存在，使其

度的增加而增加，随盖层厚度的增大而增大。

封闭能力提高了１

３２～２

６倍。盖层超压对封闭能力

增强的作用，在盖层埋藏较浅时尤为重要，由于盖层埋
藏浅，成岩程度低，盖层毛管封闭能力差；盖层中的超
压可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

（２）超压盖层的封闭能力等于盖层底部岩石的
排替压力与２倍盖层超压值之和。
（３）盖层超压形成于烃源岩层排烃之前或同时，
盖层超压是有效的，否则，盖层超压对油气保存无效。

超压盖层具有封闭水溶烃能力。盖层中具有孔隙

（４）超压盖层不仅增强了盖层封闭游离相烃类

流体超压，意味着从超压盖层向下部储层具有压力递

的能力，同时也起到了阻止水溶烃、扩散烃的逸失作

减的地层压力变化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下部储层内

用；盖层超压的存在，减少了盖层被裂缝、断层破坏的

的地层水在超压盖层的作用下，不可能穿盖层发生渗

风险，也防止了地表水的渗人以及其所携带细菌对油

滤，从而使溶解在储层孔隙水中的烃类被保存下来，这

气藏的破坏。

对水溶气藏的保存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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