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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莺歌海盆地乐东斜坡区乐东 A构造深层超压天然气资源丰富，查明超压形成机制对

于认识乐东斜坡区天然气运移成藏过程和地层压力准确预测至关重要。根据超压测井响应、

数值模拟及天然气成藏条件解剖讨论了乐东 A构造储层超压成因机制，分析了储层强超压形

成与天然气成藏的关系。结果表明：乐东 A构造中新统储层普遍发育超压，压力系数最大可

达 2.27，接近地层破裂压力梯度，纵向上压力系数发生突变。富泥地层快速埋藏导致的机械

压实不均衡作用可使压力系数达到 1.5～1.6左右。强超压（压力系数＞1.6）表现出明显的卸载

响应特征，表明储层压力远高于原位泥岩压力。储层中卸载型超压主要是由三亚组超压沿断

层垂向传递作用引起的。储层强超压的形成与天然气运移成藏过程密切相关，深层成熟—高

成熟的三亚组烃源岩提供了强超压传递的流体来源，烃源岩与储层之间发育的隐伏断层/微裂

隙系统为天然气垂向运移及超压垂向传递提供了有利通道，天然气晚期充注有利于透镜状砂

体中传递超压的保存。研究认识将为钻前压力预测和安全钻井设计提供有效参考，并为莺歌

海盆地非底辟区高温高压天然气成藏过程提供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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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歌海盆地是典型的高温高压富气盆地，中深层（＞2 800 m）含气系统中存在高温

超压气藏，地温梯度约 50 ℃/km，泥浆密度高达 2.30 g/cm3，安全钻井窗口极窄，溢流、

井漏等钻井事故频发，阻碍了天然气的勘探开发进程（谢玉洪等，2016）。莺歌海盆地

气藏超压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目前研究集中于盆地中央底辟带（Xie et al.，2001；
王振峰等，2004；金博等，2008；冯冲等，2013）。中新世以来较高的沉积速率导致的

泥岩机械压实不均衡是盆地内最普遍的超压成因（Luo et al.，2003；Lei et al.，2011）。

底辟区深部流体通过底辟通道或断裂系统发生垂向运移，使深部超压传递至浅部导致

浅部渗透性地层发育强超压（Xie et al.，2001；Luo et al.，2003）。与断裂有关超压的产

*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重点部署项目（编号：IGGCAS‑201903）、中国科学院 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

专项（编号：XDA1401020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U20B2014）资助。

李 超，男，1989年生，博士（博士后），石油地质学专业。E‑mail：lichaocpu@126.com
2021-06-30收稿，2021-08-13改回。



李 超

4期
李 超等：莺歌海盆地乐东斜坡区乐东A构造储层

超压形成机制及其对天然气成藏的启示

1035

生和存在表明油气成藏动力学条件的改变，不仅能够促进浅部储层内油气成藏，而且

影响着油气运移的方向和方式（郝芳等，2003；罗晓容，2004）。

乐东 A构造位于莺歌海盆地中央坳陷东南部非底辟区，中深层岩性油气藏是莺歌

海盆地重要的勘探领域。乐东 A构造峡谷水道和海底扇砂岩中发育高温超压气藏，勘

探潜力巨大。储层埋深一般超过 4 000 m，地层温度高达 220 ℃，地层压力系数接近

2.30，超压与天然气分布关系复杂（谢玉洪，2011；李绪深等，2020）。目前几乎没有详

细的研究分析乐东 A构造超压成因机制，由于位于乐东斜坡非底辟区，研究人员倾向

于将乐东 A构造超压成因机制归结为机械压实不均衡与生烃增压（周文等，2014；李文

拓等，2020）。然而，平衡深度法和伊顿法却均难以准确超压纵向分布（梁豪等，2020；
张祯祥等，2020），不同井同一砂体间地层压力存在明显差异的现象也得不到合理的解

释。实际上，乐东 A构造超压形成受沉积—埋藏条件、砂体连通性和断裂活动性等因

素的共同影响，超压成因及分布复杂，压力预测难度大。因而，对于乐东 A构造超压

形成机制及其与天然气成藏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超压形成地质条件细致解剖，结合超压测井响应及数值模拟，认识乐东 A
构造中新统储层超压主要形成机制，重点讨论强超压形成过程与天然气运移成藏之间

的关系，证实断裂传递超压在非底辟区存在的可能性。研究认识将为莺歌海盆地非底

辟区超压形成与天然气成藏过程提供新的见解，并以期为钻前压力预测和安全钻井设

计提供理论指导。

1 区域地质背景

莺歌海盆地是我国南海北部海域新生代大型走滑伸展盆地，盆地整体呈北西—南

东向菱形展布。莺歌海盆地进一步可划分为河内坳陷、莺东斜坡、中央坳陷和莺西斜

坡等一级构造单元。受晚期右旋走滑拉分作用控制，中央坳陷形成了多排呈南北向左

阶雁列式展布的底辟构造，即中央底辟带（图 1a）。自新近纪以来，莺歌海盆地一直处

于连续沉积状态，目前沉积物处于最大埋藏深度。乐东斜坡区位于中央坳陷东南部与

莺东斜坡之间的过渡带，平均海水深度约为 85 m，乐东 A构造位于乐东斜坡非底辟区

（图 1b）。

莺歌海盆地新生代地层自下而上包括渐新统崖城组和陵水组，中新统三亚组、梅

山组和黄流组，上新统莺歌海组和第四系乐东组（图 1c）。崖城组和陵水组为浅海和海

岸平原相含煤地层，仅在临高凸起及斜坡带被部分钻井揭示。三亚组和梅山组海相泥

岩含较丰富腐殖型有机质，是莺歌海盆地的主力烃源岩，黄流组、莺歌海组和乐东组

为主要储层发育段。勘探实践中，莺歌海组—乐东组储盖组合称为浅层，埋藏深度小，

压力系数介于 1.0～1.5。梅山组—黄流组储盖组合为中深层，埋藏深度较大，压力系数

一般超过 1.8，地温梯度超过 45 ℃/km，属于高温超压区。

乐东 A构造在大型鼻状构造上形成千亿方高温超压大型岩性气田（李绪深等，

2020）。储层为中新统黄流组重力流水道和海底扇粉细砂岩和中砂岩，孔隙度介于 8%～

12%，渗透率峰值区间为 0.04×10−3 μm2～0.19×10−3 μm2，为低孔—特低渗储层（杨计海

等，2019），上覆莺二段大套厚层泥岩构成乐东 A构造的区域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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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测压力特征及超压测井响应

2. 1 储层实测压力特征

乐东 A构造全部实测压力表现出明显的超压特征，压力系数介于 1.2～2.3之间。储

层压力分布复杂，地层压力和压力系数并非简单的随埋藏深度而增大，纵向上不同深

度、不同层位之间地层压力差异较大（图 2a）。3 900 m以浅的黄流组一段（黄一段）和黄

流组二段（黄二段）发育低幅—中幅超压，压力系数介于 1.29～1.60，剩余压力约 10.65～
23.46 MPa。埋深在 3 950～4 500 m的黄流组和梅山组表现出强超压特征，压力系数在

200 m范围内突然增大至 2.05～2.27，剩余压力达 41.15～51.84 MPa，地层压力接近破

裂压力，与之相匹配的泥浆密度高达 2.30 g/cm3。埋深 4 700 m左右的三亚组地层压力系

数回降至 1.72，剩余压力为 32.78 MPa（图 2a）。

由于实测压力数据有限、储层压力分布复杂，因而难以勾绘出地层压力平面分布

等值线，但是储层压力在区域上表现出的差异性仍然具有一定的规律。乐东 A构造由

东北向西南随着埋藏深度增大，地层压力整体略有增大的趋势（图 2b）。三亚组埋深较

大，仅有位于气田最高部位的乐东 A‑11井钻遇，压力系数为 1.72。乐东 A‑9井及乐东

A‑7井梅山组发育强超压，压力系数介于 2.07～2.20之间。黄流组地层压力分布更为复

杂，不同井相同地层，甚至同一钻井相同地层不同砂组之间地层压力均不相同。整体

图 1 莺歌海盆地构造单元划分、乐东 A构造井位分布和地层综合柱状图

Fig. 1 Structural map of Yinggehai Basin，the well location of Ledong slope and the
generalized stratigraphic section of the Yinggeha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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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黄二段地层压力系数和剩余压力较黄一段偏高（图 2b）。

2. 2 垂直有效应力—超压测井响应

由垂直有效应力—测井响应构建的加载—卸载曲线可以用来区分砂岩中超压成因。

如果超压点位于加载曲上，表明砂岩超压主要来自于邻近不均衡压实泥岩的超压传递。

如果超压点落在卸载曲线上，指示卸载型超压机制，包括流体膨胀和超压传导（Tingay
et al.，2013；张凤奇等，2013；范昌育等，2015；Li et al.，2019）。

垂直有效应力根据静岩压力与实测压力之差计算获得，统计实测压力点临近泥岩

段声波时差和密度测井数据，由声波时差计算对应的声波速度，编制垂直有效应力—

声波速度和垂直有效应力—密度超压成因识别图版。乐东 A构造缺乏常压数据和浅部

测井资料，研究中利用临近的乐东 B井区和乐东 C‑1井常压数据为依据构建了加载曲

线（图 3）。

乐东 A构造超压数据中压力系数介于 1.2～1.6的超压点在垂直有效应力—声波速度

和垂直有效应力—密度交会图中落在加载曲线附近（图 3），反映储层超压主要来自于临

近超压泥岩的传递作用，而这些泥岩超压主要是压实不均衡作用形成的。当压力系数

接近 1.5～1.6时，超压数据点开始具有偏离加载曲线的趋势。所有的强超压数据点（压

力系数大于 1.6）在垂直有效应力—测井相应交会图上均落在加载曲线之外（图 3），表明

储层压力大于临近泥岩压力。在垂直有效应力—密度交会图中，表现出卸载响应的超

压点其密度变化却并不显著或略有减小（图 3b），具有典型的卸载型超压响应的特征。

图 2 乐东 A构造储层实测压力纵向及平面分布特征

Fig. 2 Measured pore pressure versus depth and pore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the Ledong A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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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压成因机制的讨论

3. 1 泥岩机械压实不均衡作用

泥岩机械压实不均衡是年轻盆地中最普遍的超压成因，不均衡压实形成的封闭条

件也被认为是其它地质作用增压的前提（Luo and Vasseur，1992；罗晓容，2013）。机械

压实不均衡发育程度取决于上覆负荷增加速率与地层渗滤能力间的平衡关系，主导因

素包括沉积速率和泥质含量（Luo and Vasseur，1992；Osborne and Swarbrick，1997）。

根据岩屑录井和伽马测井确定不同层段泥质含量，利用地层厚度和地层年代计算

获得不同层段沉积速率。其中，黄流组泥质含量介于 60%～80%之间，沉积速率约为

200 m/Ma，黄二段泥质含量略高于黄一段，沉积速率与黄一段相当。上覆巨厚莺歌海

组泥质含量超过 85%，莺二段平均沉积速率为 500 m/Ma，莺一段沉积速率高达 1 500 m/Ma，
乐东组沉积速率也超过 500 m/Ma（图 4）。在此基础上建立单井地质模型，利用

Petromod开展数值模拟，评价单一机械压实作用的增压效率。

乐东 A‑7井数值模拟结果显示，2 000 m以深莺歌海组一段中部开始发育超压，超

压的发育深度与泥浆压力反映的超压顶深基本吻合，并且模拟压力与泥浆压力一致

（图 4a）。3 500 m左右泥浆压力快速增大，梅山组实测地层压力接近破裂压力。模拟压

力与黄流组一段及黄二段上部实测压力接近，而黄二段下部及梅山组实测压力远大于

模拟结果，说明其他超压机制起着重要的增压作用（图 4a）。乐东 A‑11井 2 000 m以浅的

模拟压力与泥浆压力均为正常压力（图 4b），而 2 000 m以深的莺二段及下伏地层发育超

压，并且随着埋深增大机械压实不均衡导致的超压也逐渐增大。黄一段以上模拟压力

与泥浆压力基本相近，而黄二段及梅山组模拟压力略低于泥浆密度及实测压力（图 4b）。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泥岩机械压实不均衡作用可以导致地层压力系数最大达到

1.5～1.6左右，与加载—卸载曲线分析指示的压力系数在 1.2～1.6内的超压点落在加载

曲线上的认识基本一致。

图 3 乐东 A构造实测压力点垂直有效应力—测井响应交会图

Fig. 3 Vertical effective stress‑sonic velocity and density cross plots for the Ledong A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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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还能够恢复机械压实条件下超压的发育历史，再现超压演化过程。三亚

组沉积初期埋藏缓慢，地层压力保持静水压力，莺二段快速沉积（6 Ma），导致三亚组

快速埋藏，加之自身具有较高的泥质含量，使得机械压实不均衡超压发育。伴随着莺

歌海组和乐东组快速沉积，三亚组剩余压力逐渐增大。机械压实作用导致的超压达到

20 MPa，模拟的地层压力略低于实测压力（图 5a）。黄流组表现出类似的压力演化特征，

自沉积开始保持静水压力，莺一段快速沉积（3 Ma）导致黄流组开始发育超压，随着后

期快速埋藏，剩余压力逐渐增大，但是远小于实测压力指示的地层压力（图 5b），指示

卸载效应对超压具有重要影响。

图 4 乐东 A构造泥质含量和沉积速率以及机械压实不均衡增压模拟结果

Fig. 4 The mudstone content，sedimentary rate an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disequiliburim compaction in the Ledong A structure

图 5 乐东 A构造三亚组和黄流组机械压实不均衡导致的超压演化

Fig. 5 The evolution of overpressure caused by disequilibrium compaction in the Ledong A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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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超压卸载成因机制的讨论

乐东 A构造储层压力系数超过 1.6时明显落在了卸载曲线上，数值模拟结果也证实

泥岩机械压实不均衡不能形成如此高的压力异常，指示了卸载作用的存在。理论上，

存在 4种超压成因机制可以导致卸载响应：水热增压、黏土矿物转化、干酪根生气和超

压传递（Tingay et al.，2013；张凤奇等，2013；Li et al.，2019）。

莺歌海盆地具有异常高的地温场背景，乐东 A构造埋深 4 000 m时地层温度就可以

超过 180 ℃（图 6a），因而水热增压被认为是乐东 A构造中深层超压成因之一（李文拓

等，2020；梁豪等，2020）。乐东 A构造储层渗透率介于 0.04×10−3 μm2～0.19×10−3 μm2，

泥岩渗透率 0.005×10−3 μm2～0.15×10−3 μm2，远大于水热增压起作用所需要的有效封闭

条件（3×10–15 μm2）（Luo and Vasseur，1992）。漫长的地质过程中排出孔隙的流体体积会

超过高温导致的流体膨胀体积；高温还会降低孔隙流体的粘度，促进流体渗流，降低

地层压力，该效应比水热膨胀导致的压力增大更明显。因而，高温导致的流体体积膨

胀对乐东 A构造中新统储层压力的影响微乎其微。

蒙脱石向伊利石的成岩转化可能通过释放结合水或应力转移机制产生超压（Lahann
and Swarbrick，2011；李超等，2017）。业已证明，黏土矿物成岩通过纯粹的流体膨胀

只能产生非常轻微的超压，并且随着地层压力增加，黏土成岩过程会受到阻碍（罗晓

容，2000）。尽管当温度超过 90 ℃时，与黏土成岩作用有关的应力转移过程确实可以

产生显著的超压。然而，已经报道了乐东斜坡区泥岩不含蒙脱石或少量蒙脱石（＜10%）

图 6 乐东 A构造地层温度、泥岩有机碳含量和镜质体反射率

Fig. 6 The hole bottom temperature，total organic content and vitrinite reflectance of mudstones in the Ledong A structure

1040



李 超

4期
李 超等：莺歌海盆地乐东斜坡区乐东A构造储层

超压形成机制及其对天然气成藏的启示

1041

仅出现在 1 500 m以浅（孟凡晋等，2012；段威等，2015）。对于这样的贫蒙脱石泥岩

（＜25%），由于反应物体积较少，因而黏土矿物成岩转化相关的应力转移效应对超压

的影响有限（Lahann and Swarbrick，2011；李超等，2020）。

干酪根或石油转化为天然气时，孔隙流体体积大量增加，封闭条件下能够形成接

近于静岩压力的超压（Luo and Vasseur，1996；Tingay et al.，2013；Guo et al.，2016）。

乐东 A构造乐东组泥岩有机碳含量（TOC）约 0.5%，莺歌海组泥岩平均 TOC不足 0.8%，

黄流组平均 TOC仅为 0.6%，梅山组和三亚组平均 TOC达到了 1.28%（图 6b）。乐东组和

莺歌海组实测镜质体反射率（Ro）小于 1.0%，黄流组 Ro介于 0.8%～1.2%之间，由于热

演化程度较低，烃源岩生烃潜力有限。钻遇的梅山组和三亚组埋深整体并不大，有机

质热演化程度似乎并不高，其中梅山组烃源岩 Ro介于 0.8%～1.3%，三亚组烃源岩 Ro
介于 0.8%～1.2%（图 6c），向坳陷方向成熟度逐渐增大。

乐东 C‑1井生烃增压效应数值模拟结果证实埋深小于 4 500 m的中新统地层，干酪

根以生油为主，烃源岩产气量有限。烃源岩生油作用对压力异常影响不大，因此在该

深度范围以上生烃作用对地层压力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Luo et al.，2003）。明显的生气

增压作用出现在 4 500 m以深，在深部生气作用形成的超压远超过机械压实不均衡作用

（Luo et al.，2003）。因而，对于乐东 A构造埋深 4 000 m左右的中新统强超压而言，生

烃作用对超压的贡献可能并不高，即使综合考虑机械压实不均衡和生烃增压作用也不

能够解释储层中强超压的形成。

导致乐东 A构造中新统储层强超压最现实的成因机制应该是深部超压沿断层的垂

向传递作用。断层垂向传递导致的他源超压成功的解释了莺歌海盆地底辟区浅层渗透

性地层中强超压的形成（Xie et al.，2001；Luo et al.，2003）。当开启断层连通具有不同

剩余压力的渗透性地层时，超压在渗透性地层之间迅速调整，先前较低剩余压力的浅

层储层中将形成相对较高的超压（罗晓容，2004；范昌育等，2015）。而非底辟带由于

大型断裂系统不发育，储层超压往往不容易受到断层影响（谢玉洪，2011；周文等，

2014）。乐东 A构造位于非底辟区，早先定性认为超压成因主要为机械压实不均衡和有

机质生烃作用（李文拓等，2020；梁豪等，2020）。但是本研究证明，对于非底辟区超

压的垂向传递依然是极为重要的强超压形成机制。

4 强超压形成与天然气成藏耦合关系

超压流体沿断层的传递作用对于油气运移聚集具有重要启示，垂向传递超压的形

成往往是油气运移成藏或是深部已聚集油气重新分布的过程（郝芳等，2003；罗晓容，

2004）。本文从天然气来源、运移输导条件以及天然气成藏时间等讨论超压垂向传递的

过程和方式，认识乐东 A构造强超压形成过程和天然气成藏之间的关系。

4. 1 天然气成因与传递超压来源

确定了储层中天然气来源也就查明了强超压流体的来源。天然气烃类碳同位素是

天然气成因对比的良好指标，能够用于天然气类型及气源对比等分析。

黄流组天然气 δ13C1介于−34.04‰～−29.44‰之间，δ13C2为−25.88‰～−23.13‰；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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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组天然气 δ13C1和 δ13C2分别为−29.24‰～−27.40‰和−23.13‰～−20.26‰。天然气的

δ13C2普遍大于−28‰，具有煤系烃源岩生成的天然气特征。另外，天然气的 δ13C1‑δ13C2‑
δ13C3成因判识也表明，乐东 A构造中新统天然气主体落在煤成气区域（图 7a）。

渐新统崖城组和中新统梅山组—三亚组是乐东斜坡区潜在的烃源岩，两套烃源岩

干酪根的碳同位素存在明显的差异。梅山组—三亚组烃源岩干酪根的碳同位素偏重，

δ 13C值介于 −24.41‰～ −22.30‰，平均为 −23.8‰；崖城组烃源岩干酪根的 δ 13C介于

−29.50‰～−27.16‰，平均为−27.2‰（Huang et al.，2005；黄保家等，2010）。天然气碳

同位素组成揭示，乐东 A构造天然气与梅山组—三亚组烃源岩关系更密切（图 7b）。

天然气中 CO2的碳同位素特征的可以进一步查明天然气的来源。乐东 A构造天然气

中 CO2含量及 δ13CO2值存在较大的差异。少量 CO2含量小于 10%的天然气样品中，δ13CO2
介于−11.83‰～−18.08‰，反映为有机成因。大多数天然气中 CO2含量超过 10%，其

δ13CO2一般为−9.04‰～−0.85‰，表现为无机成因（图 7c）。高含 CO2天然气伴生的氦

气 3He/4He值为 7.78×10−8，具有明显的壳源特征（图 7d），与莺歌海盆地底辟气田天然气

中的大多数无机成因 CO2 的特征相似（何家雄等，2001）。乐东 A构造天然气中的无机

成因 CO2与梅山组和三亚组发育的钙质泥岩的碳酸盐矿物、胶结物碳同位素组成有很

图 7 乐东 A构造天然气成因划分、干酪根碳同位素及 CO2成因特征

Fig. 7 The classification of gas origin，stable carbon isotope of natural gas and source rock and
classification of CO2 in the Ledong A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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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对比关系（杨计海等，2019），暗示梅山组和三亚组发育的钙质泥岩为无机 CO2形成

提供了潜在的物质基础 。

基于Ⅱ2‑Ⅲ型干酪根生成的天然气 δ13C1‑Ro关系，计算出乐东 A构造天然气成熟度

介于 1.35%～2.08%之间（杨计海等，2019），反映天然气为烃源岩成熟—高成熟演化阶

段的产物。烃源岩热演化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研究区内梅山组烃源岩的成熟度介于

1.25%～1.65%之间（考虑到成藏期梅山组烃源岩成熟度将更低），三亚组烃源岩成熟度

达到 1.32%～2.65%。天然气成熟度与三亚组烃源岩成熟度接近（图 8），指示了天然气

来自于三亚组烃源岩而非梅山组烃源岩。

断裂传递作用导致不同深度地层压力沿着近似平行于静水压力梯度增大。而与机

械压实不均衡和生气增压有关的地层压力梯度一般大于静岩压力梯度（罗晓容，2004）。

根据黄流组实测压力近似估算深层烃源岩压力（图 9），如果超压传递作用使浅部渗透性

地层压力系数达到 2.0～2.2，烃源岩压力系数至少达到 1.8左右。按照静岩压力梯度计

算表明，大约埋深在 5 700 m左右烃源岩压力系数就达到 1.8，如果考虑生气增压，达

到该压力系数所需的深度则更小（图 9a）。乐东 A构造烃源岩埋深介于 5 500～6 500 m左

右，向坳陷中心方向烃源岩品质变好、埋深变大，较强的生气能力使得三亚组压力系

数很容易超过 2.0（Fan et al.，2021）。

研究表明 Bowers法能够成功实现莺歌海盆地地层压力准确预测（李文拓等，2020；
张祯祥等，2020）。利用地震速度对乐东 A构造地层压力进行了预测，中新统表现出随

着深度增大超压增大的特征。深部三亚组烃源岩层段压力系数最大可以达到 2.2左右，

进一步证实乐东 A构造具备深部超压沿断层垂向传递的条件（图 9b）。

图 8 乐东 A构造区天然气成熟度与烃源岩成熟度对比结果

Fig. 8 Comparison of the maturation of natural gas and source rock in the Ledong A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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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天然气运移和超压传递的通道

既然天然气主要来源于下伏三亚组烃源岩，那么天然气如何运移到浅部储层既是

天然气成藏也是超压传递的关键问题。得益于三维地震分析技术的快速发展，提升了

对莺歌海盆地垂向输导体系的识别能力（范彩伟，2018）。

相干切片及三维地震剖面揭示了中新统地层发育大量近东西向分布、断距不明显、

平面延伸短、密集分布的隐伏断层或微裂隙（图 10）。这些隐伏断层或微裂隙主要发育

在梅山组及以下地层，向上延伸到黄流组二段底部（图 10）。尽管自黄流组沉积以来

图 9 基于传递超压特征预测的深部压力及利用地震速度预测的地层压力

Fig. 9 The estimated pore pressure of the deep buried overpressure system due to different pressure gradient and pressure
prediction from seismic velocity in the Ledong A structure

图 10 乐东 A构造相干体切片（4.25 s）、过井地震剖面及剖面解释结果

Fig. 10 The variance slices（4.25 s），a typical seismic s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Ledong A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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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Ma）隐伏断层或微裂隙不再生长，但是并不意味着不能起到流体输导作用。

非底辟区隐伏断层/微裂隙活化与底辟区断层活动驱动机制具有明显的差异。底辟

区断层的形成与分布受区域构造应力与深部流体压力共同作用的影响，并且是长期或

多期活动的继承性断层（殷秀兰等，2002；范彩伟，2018）。而对于非底辟区，由于先

存断层具有较低的摩擦强度（内聚力），当深部地层压力超过先存断层剪切再活化临界

值时（一般小于 1.9）（Luo and Vasseur，2002；Fan et al.，2018），隐伏断层/微裂隙将发

生活化开启。

高渗透断层沟通三亚组烃源岩和黄流组储层，深部超压天然气将向上运移至中新

统渗透性储层中。超压天然气运移成藏过程必然也将导致深部超压系统内超压向上传

递至浅部使之压力增大。当断层开启时，深部渗透性地层压力会发生降低，进而开启

断层将闭合。由于低渗透地层流体及超压散失速率较渗透性地层低的多，因而深部压

力系统渗透性地层周围的低渗地层仍然保持较高压力。在断层开启期间及之后，深部

流体不断地从低渗地层向相邻渗透性储层中流动，使得深部储层内超压逐渐增加，最

终导致断层的下一次开启。深层强超压烃源岩一般具有足够的超压流体来保持断层的

多期开启，也就维持了持续的超压天然气充注及超压垂向传递过程。

4. 3 天然气充注和强超压形成时间

渗透性地层中传递超压通常是瞬时增压现象，除非存在有效的封闭条件，否则超

压将迅速消散（Luo et al.，2003；范昌育等，2015），因此确定传递超压形成时间至关重

要。乐东斜坡区地层具有早期浅埋后期快速深埋的特征，因而烃源岩生烃时间较晚，

并且晚期快速生气。烃源岩早期热演化程度相对较低，2.5 Ma左右开始进入生气阶段，

2.0 Ma之后才大量生气（图 11a），暗示天然气充注时间亦较晚。

生烃动力学和碳同位素动力学研究结果表明（Huang et al.，2005），乐东斜坡区气

藏的形成时间介于 1.2～0.1 Ma左右，其中晚期富 CO2天然气的充注时间约 0.3 Ma。乐

东 A构造黄流组储层中与气态烃（含气态烃）包裹体同期盐水包裹体和 CO2包裹体同期盐

水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具有 3个峰值区间，分别为 145 ℃～155 ℃、 155 ℃～165 ℃和

170 ℃～185 ℃（图 11b）。结合盆地埋藏史—热史分析确定天然气充注时期约为 1.50～
0.2 Ma左右，表明天然气成藏主要为晚期连续充注（图 11c）。

乐东 A构造天然气充注时间较晚，意味着断层传递超压在 1.5 Ma甚至更晚时间才

得以形成。乐东 A构造水道—海底扇砂岩储层受强烈压实作用以及钙质胶结的影响，

呈现低孔—特低渗特征，且周围为超压泥岩所包裹。同时储层大量含气造成系统中流

体由单相变为气—水两相，进一步降低岩石有效渗透率。这些综合效应使得乐东 A构

造晚期伴随天然气成藏而形成的传递强超压能够得以保存下来。

4. 4 天然气成藏与强超压形成模式

研究认识到伴随天然气运移发生的超压垂向传递作用可以解释乐东 A构造储层中

的强超压现象，基于此可以建立天然气运移成藏与强超压形成耦合模式（图 12）。

乐东 A构造三亚组烃源岩具有较高的泥质含量（平均大于 75%）、较快的沉积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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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乐东 A构造烃源岩热演化、包裹体均一温度与天然气成藏期

Fig. 11 The thermal evolution of source rock，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e of fluid inclusion and
natural gas charging period of the Ledong A structure

图 12 乐东 A构造天然气垂向运移及超压沿断层传递耦合模式

Fig. 12 Coupling model of the migration of natural gas and the process of
overpressure vertical transfer in the Ledong A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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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超过 250 m/Ma）和丰富的有机质（TOC＞1.28%），晚期烃源岩大量生气（Ro＞
1.3%）。因此，深部烃源岩具备发育强超压的条件，压力系数很容易达到 2.0以上。烃

源岩与储层之间发育隐伏断层/微裂隙在深部烃源岩强超压作用下幕式开启为天然气运

移提供了有效的输导条件。当深层—超深层烃源岩压力达到先存断层活化条件时（压力

系数＞1.9），就会由超压水力压裂导致隐伏断层/微裂隙开启，引起地层压力在渗透性

地层之间发生调整，使得浅部渗透性地层压力升高。超压传递引起深部压力降低，从

而断层在向上延伸开启的同时下部逐渐闭合。当深部断层闭合之后地层压力重新调整

将使得压力逐渐积累，进入下一幕断层开启和超压传递阶段，整个系统内地层压力表

现出基本维持着破裂压力附近的特征。

烃源岩发育的强超压不仅是气源断层活动的驱动机制，还为天然气垂向运移提供

了充足的动力。尽管乐东 A构造中新统储集层物性较差，但丰富的气源、有效的运移

通道和较强的充注动力提高了天然气充注效率。当连通烃源岩和储层的隐伏断层/微裂

隙开启时，天然气垂向运移至水道—海底扇砂体或充满整个透镜砂体，或者在黄一段

泥岩封盖下沿构造脊或砂体短距离侧向运移，在岩性圈闭高部位聚集（图 12）。

超压随着天然气运移在隐伏断层/微裂隙连通的渗透性地层之间发生传递，引起浅

部黄流组—梅山组水道砂体呈现较高的超压。黄流组以上断层不发育，天然气及强超

压主要局限在受断层影响的黄流组—梅山组（图 12）。气层具有“水道分期、气组分层”

的特征，表明不同含气砂组侧向封闭条件较好。气层上覆泥岩盖层分布广、厚度较大，

不发育断层/裂隙，起到了较好的封盖作用。砂岩储层成岩作用强，呈低孔—特低渗特

征，天然气在其中流动缓慢，加之天然气充注时间较晚（＜1.5 Ma），使得断层传递导致

的超压可以保持至今。天然气成藏和强超压耦合过程暗示了乐东 A构造被气源断层连

通的构造背景下形成的岩性圈闭是最有利的天然气富集区。

5 结 论

（1） 莺歌海盆地乐东斜坡区乐东 A构造中新统储层压力和压力系数纵向上随深度

变化复杂，不同深度、不同层位地层压力分布差异较大，存在压力突变现象。黄流组

和梅山组储层发育强超压，地层压力接近破裂压力，压力系数介于 2.05～2.27之间，剩

余压力约 41.15～51.84 MPa。
（2） 富泥地层快速沉积埋藏导致的泥岩机械压实不均衡作用是乐东 A构造最普遍

的超压成因。机械不均衡可以使地层压力系数达到 1.5～1.6左右，与加载—卸载曲线分

析指示的压力系数小于 1.6的超压点落在加载曲线的结论一致。然而，单纯的机械压实

不均衡作用形成的超压不足以解释实测储层超压大小。

（3） 中新统储层压力系数超过 1.6的强超压点在垂直有效应力—超压测井响应交会

图中明显的落在卸载曲线上，指示了强烈的卸载型超压存在。对比不同可能的卸载超

压成因机制，提出莺歌海盆地非底辟区深源超压沿隐伏断层/微裂隙垂向传递导致的他

源超压是储层中极为重要的强超压成因机制。

（4） 乐东 A构造储层强超压形成过程与天然气成藏是相互耦合的。成熟—高成熟

的三亚组烃源岩提供了超压传递的流体来源，烃源岩与储层之间发育隐伏断层/微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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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压驱动下活化，为天然气运移和超压传递提供了有效通道。超压主要局限在断层

连通的透镜状砂体内，有利的封闭条件使得晚期断层传递超压得以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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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 mechanism of overpressur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natural

gas accumulation in Miocene reservoir in Ledong A structrure,

Ledong slope, Yinggeha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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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dong A structure is located in the non‑diapir zone of the Ledong slope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Yinggehai Basin with plentiful overpressured natural gas resources. It is
important to identify the origin of the overpressur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process of natural gas, and as well as for the pre‑drilling pressure prediction.
Based on the overpressure logging responses, numerical modelling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al gas accumulation conditions, the overpressure generation mechanisms in Ledong A
structure are discuss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magnitude overpressure formation
and natural gas accumulation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pressure commonly
occurred in Miocene reservoirs in the Ledong A structure, with a maximum pressure coefficient
of 2.27, which is close to the fracture pressure gradient, and the pressure coefficient abrupt
elevated vertically. The disequilibrium compaction caused by the rapid deposition and burial of
the mud‑dominated layer is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overpressure, which can make the
pressure coefficient reach about 1.5～1.6. The high‑magnitude overpressures （pressure
gradient＞1.6） in the reservoirs show obviously unloading response, indicating that higher
reservoir pressure than the in‑situ mudstone pressure. The unloading overpressure is mainly
vertically transferred of the deep overpressure via the opening fault. The formation of
high‑magnitude overpressure in the reservoi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cess of natural gas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The overpressured natural gas came from the underlying
mature‑highly mature Sanya Formation coal‑type source rock, and the fluid flow from the source
rock vertically through the hidden faults/microfractures to the shallower reservoirs, which
caused the vertical transfer of the overpressure. The natural gas charging time is relatively late,
so it is conducive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transferred overpressure in the lenticular
sandbodies.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effective guidance for predrilling pressure prediction, and
provide a new insight into the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natural gas in the Yinggehai Basin.

Keywords Overpressure mechanisms, Disequilibrium compaction, Overpressure
transference, Natural gas accumulation, Ledong slope, Yinggeha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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