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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辽河油田东部凹陷地区复杂火成岩岩性中玄武岩的测井特征，根据东部凹陷的测井数据及

取芯段的薄片识别，共找到 4 种不同类型的玄武岩地层，分两组进行对比分析。第一组： 气孔玄武
岩、角砾化玄武岩； 第二组： 玄武岩、含油水层的玄武岩。利用玄武岩地层对应数据制作测井响应统
计表，对比不同类型测井参数的差别制作交会图，得到角砾化玄武岩相对气孔玄武岩有较高的自然电
位值，含油水层的玄武岩相对玄武岩有较高自然伽马值及中子值等特征。分析原因为气孔玄武岩及角
砾化玄武岩孔隙裂缝发育，密度较低，黏土矿物充填角砾化玄武岩孔隙使自然电位值相对较高； 含油
水层的玄武岩中大量氢元素使中子值及自然伽马值相对玄武岩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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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logging characteristics of basalt in complex lithology of igneous rocks in the eastern
depression of Liaohe Oilfield，the authors found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basalt strata according to the logging data of
the eastern depress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slides of the coring section ． The basalts have been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o contrast． The first group： stomatal basalt and breccia basalt； the second group： basalt and oil-water bearing basalt． Using basalt stratigraphic data to make logging responsive statistics，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the
various kinds of logging parameters and make cross plot，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breccia basalt has higher SP value
contrast with stomatal basalt，and oil-water bearing basalt has higher GＲ and CNL values contrast with basalt． The
reasons are that the fractures developed well in stomatal basalt and breccia basalt with low density，and the clay
minerals filled into the fractures in breccia basalt leading to high SP value； and the H element in oil-water bearing
basalt leading to high GＲ and CN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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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及原理

随着对油气资源需求的增加，以及石油勘探的
发展，尽管火成岩被认为不利于油气的聚集和保

交会图法是一种测井解释方法。平面图上将两
种或多种测井数据进行交会，通过分析交会点的位

存，但目前国内外发现的火成岩油气藏越来越多 。

置来求参数的数值和范围。这种方法的本质是将两

火成岩储层作为一种特殊的油气藏类型正引起人们
［1］
的广泛关注 。 然而火山岩大部分油气存储空间

种或三种对岩性反映敏感的测井参数在二维或三维
空间中分群。 交会图可以清楚的看到交会点的位

比较复杂，裂缝高度发育， 由于构造及各种蚀变、
沉积作用，导致火山岩的岩性及岩相非常复杂 ，对

置，通过位置的对比可以较明显地区分岩性 。根据
玄武岩的测井响应特征， 分别做密度 --自然电位交

不同岩性的测井特征分析， 可为区分岩性提供参
考。

会图及中子--自然伽马交会图， 可以有效地区分不
同的岩性。另外还有自然伽马 --电阻率交会图、 自

研究区为辽河油田的东部凹陷地区 ，是辽河油
田重要的产油区域， 含有大量的砂泥岩的油气藏。

然伽马--声波交会图、 声波、 密度和中子等孔隙度
交会图、密度--岩性指数交会图等。在测井解释中，

近年来，开始对这一区域火山岩的油气藏进行研
［2］
究。曲爱英 等对辽河油田东部凹陷红星地区的

由于不同的火山岩岩性的自然伽马值 、声波值、密
度值和中子值等存在差异，可以应用不同的交会图

古近纪沉积--构造演化与油气藏分布进行了预测研
［4］
究。高鹏程 等对辽河盆地东部凹陷地区东营组

法进行区分

火山岩特征以及油气封盖作用进行了阐述 。通过综
合利用测井、岩芯及前期研究成果，以辽河油田东

［3--10］

3

。

结果及分析
将研究区玄武岩地层分成两组，第一组： 气孔

部凹陷的标准化测井数据为基础 ，选取不同结构及
含油气性的玄武岩地层，制作交会图和测井响应统

玄武岩、角砾化玄武岩； 第二组： 玄武岩、含油水
层的玄武岩。分析每种地层的测井曲线特征，制作

计表来总结不同类型玄武岩的测井响应特征 ，并分
析其原因，得到关于玄武岩类比较详细的测井响应

测井响应统计表，总结响应特征值范围，对比给出
每种地层的测井特征及原因。表 1 是各个参数特征

特征及原因，这对以后关于玄武岩储集层的研究有
重要意义。

及范围对照表。

1

表 1 参数范围对照表
Table 1 Parameters table

区域地质概况

辽河断陷位于辽河下游， 属渤海湾盆地东北
部，在华北地台基础上形成的中、新生代裂谷型盆
地，位于华北地台的东北隅，是辽冀台向斜的一部
分，属于三级大地构造单元—下辽河坳陷 （ 辽河

参数名称
AC / μs·ft

－1

GＲ / API

盆地） 。其中东部凹陷位于东部凸起西侧， 东西以
营口—佟二堡大断裂和古近系尖灭线为界 。自下而
上发育了太古界、古生界、中生界、古近系房身泡
组、沙河街组、东营组、新近系馆陶组、明化镇组
地层。由于强烈的凹陷断裂活动， 地层厚度变化
大、纵横向变化快、 分割强。 同时区内发育多期
［2］
次、多类型、 含油气性不等的火成岩 。 玄武岩
多发育在沙河街组，根据测井数据及取芯段的薄片

识别，共找到气孔玄武岩、蚀变玄武岩、角砾化玄
武岩、荧光玄武岩及含油水层的玄武岩等几种玄武
岩类型。

CNL / %

SP / mv

ＲLLD / Ω． m

参数特征

范围

低

＜ 55

中

55 ～ 80

高

＞ 80

低

＜ 60

中

60 ～ 75

中高

75 ～ 140

高

＞ 140

低

＜ 15

中低

15 ～ 25

中

25 ～ 45

高

＞ 45

低

＜ 20

中

20 ～ 80

高

＞ 80

低

＜ 100

中

100 ～ 1 000

高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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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孔玄武岩和角砾化玄武岩特征

为： 自然电位曲线平缓，声波时差、密度、补偿中
子曲线均有起伏且起伏较大。 对比表 2、 表 3 及曲

根据表 1 中的参数范围，气孔、角砾化玄武岩
地层的测井曲线及响应特征为：

线响应特征，发现做 DEN--SP 交会图可以较好地区
分它们，从图 1 和图 2 中可以看出，气孔玄武岩的

①气孔玄武岩测井特征： 低 ＲLLD、 中低 GＲ、
中低 SP、低 DEN；

交会点分布在密度较小，自然电位较小区域，而角

3. 1

②角 砾 化 玄 武 岩 测 井 特 征： 低 ＲLLD、 中 低
GＲ、高 SP、低 DEN。

砾化玄武岩的点分布在密度较小但自然电位较高的
区域，因此可以通过对比交会点所在的位置有效地
区分这两种岩性的玄武岩地层。

气孔、角砾化玄武岩地层的常规测井曲线特征
表2
Table 2

气孔玄武岩测井响应统计表

Statistical table of logging response in stomatal basal

参数

CNL / %

DEN / g·cm － 3

GＲ / API

AC / μs·ft － 1

ＲLLD / Ω·m

SP / mV

最大值

45. 39

2. 29

41. 77

84. 27

29. 69

24. 67

最小值

34. 65

1. 96

27. 58

60. 22

12. 63

14. 24

平均值

41. 21

2. 11

36. 77

73. 47

20. 31

20. 86

中位值

45. 09

2. 06

37. 24

83. 94

13. 63

17. 91

表3
Table 3

角砾化玄武岩测井响应统计表

Statistical table of logging response in breccia basal

参数

CNL / %

DEN / g·cm － 3

GＲ / API

AC / μs·ft － 1

ＲLLD / Ω·m

SP / mV

最大值

39. 14

2. 26

26. 70

103. 61

1. 63

88. 22

最小值

35. 31

2. 09

24. 26

88. 96

0. 86

84. 18

平均值

36. 84

2. 18

25. 26

97. 64

1. 13

86. 95

中位值

36. 22

2. 24

24. 82

98. 72

0. 97

87. 61

图1
Fig. 1

气孔玄武岩 DEN--SP 交会图

DEN--SP cross plot of stomatal basalt

图2
Fig. 2

角砾化玄武岩 DEN--SP 交会图
DEN--SP cross plot of breccia basalt

世

1098

界

地

质

第 35 卷

两种玄武岩地层测井特征都表现为较高的声波
时差且声波时差、密度、补偿中子曲线有起伏，说

岩地层的测井曲线及响应特征为 ：
①玄 武 岩： 中 低 GＲ、 中 低 CNL、 低 ＲLLD、

明岩石中孔隙裂缝发育，深侧向值较低。岩石中孔
隙或裂缝发育且含有低阻流体，导致电阻率低，而

中 SP、高 DEN；

放射性物质的减少导致这两种岩性的自然伽马值降
低，黏土矿物充填角砾化玄武岩缝隙致使自然电位
值相对较高，裂隙中流体含氢导致两种岩性的中子
［11--14］
。
值居中
3. 2

玄武岩和含油水层的玄武岩特征
根据表 1 中参数范围，玄武岩及含油水层玄武
表4
Table 4

②含油水层的玄武岩： 中高 GＲ、 中高 CNL、
低 ＲLLD、高 SP、低 DEN；
对比玄武岩和含油水层的玄武岩这两种地层的
测井曲线及表 4、 表 5， 可以通过 GＲ--CNL 交会图
对它们进行区分。对比图 3 和图 4， 玄武岩在交会
图上的点在中子值较小， 自然伽马值较小的区域，
而含油水层的玄武岩在中子值较高 ，自然伽马值在

玄武岩测井响应统计表

Statistical table of logging response in basalt

参数

CNL / %

DEN / g·cm － 3

GＲ / API

AC / μs·ft － 1

ＲLLD / Ω·m

SP / mV

最大值

24. 48

2. 89

45. 31

67. 28

106. 24

91. 09

最小值

20. 68

2. 73

36. 80

57. 32

9. 40

86. 42

平均值

22. 22

2. 83

40. 69

60. 62

41. 51

89. 30

中位值

21. 54

2. 86

42. 60

60. 67

27. 29

90. 79

表5
Table 5

含油水层的玄武岩测井响应统计表

Statistical table of logging response in oil-water bearing basalt

参数

CNL / %

DEN / g·cm － 3

GＲ / API

AC / μs·ft － 1

ＲLLD / Ω·m

SP / mV

最大值

55. 80

2. 39

104. 54

122. 10

25. 99

99. 46

最小值

29. 16

1. 17

94. 72

104. 45

5. 86

94. 60

平均值

37. 15

1. 97

99. 70

111. 73

13. 17

98. 07

中位值

36. 36

1. 58

99. 03

106. 46

10. 31

99. 39

图3
Fig. 3

玄武岩 CNL--GＲ 交会图
CNL--GＲ cross plot of basalt

图4
Fig. 4

含油水层的玄武岩 CNL--GＲ 交会图

CNL--GＲ cross plot of oil-water bearing ba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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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区域， 这说明储层的玄武岩自然伽马值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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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世界地质，2013，32 （ 4） ： 783-792．

高，并且中子值也较高， 通过判断交会点的分布，

WANG Jin-cheng，JIN Bing-fu，LIU Zhong-cheng，et al．

可以区分玄武岩和储层玄武岩。

Indicating significance of geological and geochemical

对于含油水层的玄武岩，根据测井曲线可以发
现密度、补偿中子曲线剧烈起伏，说明孔隙及裂缝
高度发育且含油水，所以含大量的氢元素，中子值
较高，密度较低。玄武岩测井特征为中低的自然伽
马值，这与该区域玄武岩的岩石矿物成分有关 ，但

characteristics of Penglai basalt to mantle evolution of Ludong block ［J］． Global Geology，2013，32 （ 4） ： 783792．
［4］ 高鹏程，边伟华，刘鑫，等． 辽河盆地东部凹陷东
营组火山岩 特 征 及 油 气 封 盖 作 用 ［J］． 世 界 地 质，
2015，34 （ 2） ： 445-453．

当玄武岩为油气储集层时自然伽马值有明显的升

GAO Peng-cheng，BIAN Wei-hua，LIU Xin，et al． Char-

高。含油水的玄武岩相比玄武岩的测井特征较明

acteristics of volcanic rocks from Dongying Formation and

［15］

显

。

4

结论
（ 1） 根据交会点的位置， 得到两组岩性的特

their sealing effects in eastern depression of Liaohe Basin
［J］． Global Geology，2015，34 （ 2） ： 445-453．
［5］ Cas Ｒ AF，Wright J V． Volcanic successions： modern
and ancient： a geological approach to process，products

征分别为： 角砾化玄武岩相对气孔玄武岩有较高的

and successions ［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自然电位值； 含油水层的玄武岩相对玄武岩有较高

1987： 61-62．

自然伽马值及中子值。所以交会图法是一种有效地
区分岩性的方法。
（ 2） 黏土矿物充填角砾化玄武岩缝隙致使自
然电位值相对气孔玄武岩较高，两种玄武岩地层中
孔隙及气孔发育，所以密度值都较低； 含油水层的

［6］ 辽河油田石油地质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石油地质志
（ 辽河油田）

［M］．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1993：

31-123．
The Editorial Board of Liaohe Oilfield Petroleum Geology．
Petroleum geology of China （ Liaohe oilfield） ［M］． Beijing： Petroleum Industry Press，1993： 31-123．

玄武岩地层中含有大量氢元素，导致中子值相对较

［7］ 冯翠菊，王敬岩，冯庆付． 利用测井资料识别火成

高，玄武岩测井特征为中低的自然伽马值 ，这与该

岩岩性的方法 ［J］． 大 庆 石 油 学 院 学 报，2004，28

区域玄武岩的岩石矿物成分有关 ，但当玄武岩为油

（ 4） ： 9-11．

气储集层时自然伽马值有明显的升高 。

FENG Cui-ju， WANG Jing-yan， FENG Qing-fu． The
method of using logging data to identify lithology of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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