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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宽频大地电磁法的页岩气探测实践

———以川西南沐川地区须家河组为例
杨 剑，王 桥，刘 伟，夏时斌，张 伟，廖国忠，李 华，高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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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盆地上三叠统须家河组陆相富有机质页岩较为发育，页岩连续厚度较大，含气性好，有望开辟四川盆地页岩气新区
新层系。然而，复杂的人文干扰（城镇密集、人口众多）和较大的埋藏深度（２０００ ～ ３０００ｍ）挑战了页岩气地球物理勘探的精
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川西南沐川地区三叠系须家河组页岩气的进一步勘探。本文在分析前人研究资料基础上，优选了
川西南沐川地区须家河组作为新区新层系的探测目标，根据研究区地质情况，构建理论电性模型，通过正演模拟和“已知”钻
孔标定方法试验，确定了宽频大地电磁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进而在重点页岩气远景区部署一条宽频大地电磁剖面，通过数
据处理分析，结合地质资料获得了研究区深部电性结构，认为研究区一带地层连续、完整，断裂不发育，具有稳定的地质结构，
其中上三叠统须家河组发育较大厚度的富有机质页岩，可作为本区页岩气勘探的新区新层系，具有良好的页岩气、致密气资
源前景。同时，证实了在 ３０００ｍ 以浅页岩气探测方法中，宽频大地电磁法（ＢＭＴ）可以有效地识别富有机质页岩规模和空间展
布特征，是一种快速、经济、无损有效的页岩气探测方法，可以为页岩气勘探提供先导依据，同时也为同类地质情况页岩气探
测提供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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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为中上扬子板块之上的多重叠合盆
地（刘树根等，２０１１），现今在地貌上被龙门山、米仓
山、大巴山、武陵山、大娄山和大凉山所围限 （刘池
洋等，２００７；刘树根等，２０２０；图 １ａ）。深部地震勘探
资料显示四川盆地基底非常稳定 （罗志立，１９９８；钟
勇等，２０１３；Ｇ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基底之上沉积了多套
富有机质页岩（刘树根等，２００８；马永生等，２０１０；王
学军等，２０１５；何江林等，２０１７ ），探明并发现了多个
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田 （图 １ａ）。非常规天然气中
页岩气具有巨大潜力（张金川等，２００８；Ｐｏｔｔｅｒ，２０１８；
刘树根等，２０２０），据中国石油“十三五”油气资源评
价结果，四川盆地累计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超过
４４． ０３ × １０ ｍ （李国辉等，
２０２２ ），重点建成了重庆
涪陵、四川长宁—威远及滇黔北昭通 ３ 个国家级页
岩气示范区 （马新华等，２０１８ ）。然而，这些页岩气
示范区主要产气层位是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上奥
陶统五峰组海相页岩层系 （汪正江等，２０２０；周业鑫
等，２０２１），对于陆相页岩层系研究工作相对薄弱
（梁家驹，２０１４；刘树根等，２０１６ ）。近些年，四川盆
地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也见到了良好的油气显示，在
川西、川西南、川东北等多个地区的须家河组页岩
中，测试获得数千立方米至数万立方米的工业气流
（邹才能等，２００９；陈冬霞等，２０１３ ），油源分析显示
这些规模的油气资源均来自须家河组陆相富有机
质页岩。为此，持续开展四川盆地陆相页岩层系研
究有可能实现页岩气新的突破，尤其是川西南一
带。地震资料显示川西南乐山—沐川地区三叠系
地层连续完整 （Ｈｕｂｂ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陈竹新等，
２０２０ ；
图 １ｂ）。上三叠统陆相须家河组发育厚度达
数百米的暗色泥页岩，特别是须一段发育良好的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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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岩（邹才能等，２００９ ），这些都是乐山—沐川等新
区新层系页岩气勘探的有利条件。
目前，地震勘探依然是页岩气勘探的主要方
法，通过泥页岩地层与上、下围岩的地震传播速度
差异，识别深部构造和富有机质泥页岩地层空间展
布特征（刘振武等，２０１１；刘祜等，２０１５ ）。然而，随
着页岩气勘探的深入，勘探范围已由原来的无人区
深入到人口相对密集的村镇，炸药震源的安全性以
及对房屋的破坏性等因素使得地震勘探施工难度
进一步加大，再加上地震勘探的巨大投入，因此，开
展一些经济、高效、安全、无损的非震物探方法来查
明富有机质页岩深度、厚度等关键地质要素是在页
岩气勘探阶段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非震
勘探中，大地电磁测深法在盆地深部结构研究、识
别富有机质页岩层厚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郝
天珧等，２００８；杨辉等，２０１１ ）。但是，常规音频大地
电磁测深（ＡＭＴ）采集的有效频段，一般在 １００００ ～
３Ｈｚ，
主要针对浅层勘探（深度 １ｋｍ 以浅）；常规大地
电磁测深 （ＭＴ ）采集的有效频段，一般在 ３２０ ～
０ ００１Ｈｚ，主要针对深部结构探测 （深度大于 ５ｋｍ ）
（晋光文，１９９１ ）。而在川西南乐山—沐川地区，前
人研究认为目标层系须家河组埋深介于 ２０００ ～
３０００ｍ，
采用 ＡＭＴ 探测深度不够，采用 ＭＴ 探测浅部
分辨率不足，无法达到 ３０００ｍ 以浅的有效探测深度
和分辨率 （杨剑等，２０２２ ）。因此，本文探索新一代
宽频大地电磁测深技术 （ＢＭＴ）在页岩气探测中的
应用效果，其核心是加拿大凤凰公司最新研制的
ＭＴＣ － １５０ 磁传感器，采样频率为 １０４００ ～ ０． ０１Ｈｚ，
同时兼具了 ＡＭＴ 浅表分辨率高和 ＭＴ 有效探测深
度大的优点（张伟等，２０２０ ）。笔者在四川盆地三叠
系须家河组沉积岩相古地理特征、有机地球化学特
征等研究基础上，确定了川西南沐川地区页岩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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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新层系的探测区块，根据研究区的地层构造特点
构建理论电性模型并开展数值模拟试验，同时利用
研究区“已知”钻孔试验，分析了宽频大地电磁方法
（ＢＭＴ）在新区新层系探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
此基础上，再重点研究区部署了一条宽频大地电磁
测深剖面，建立研究区的深部电性结模型，并配合
地质资料提供了综合地质解释方案。经钻孔揭示
研究区须家河组具有良好的页岩气显示，认为沐川
地区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一段、二段作为页岩气勘探
的新区新层系具有良好的前景。同时，推广了一种
非震地球物理勘探方法以解决 ３０００ｍ 以浅的页岩
气探测问题。
１

页岩气选区依据及地质背景

页岩气有利区的选择
页岩气地质综合评价是开展页岩气有利区优
选的基础和依据。首先开展区域地质研究，分析研
究区地层构造和沉积演化；在此基础上主要研究页
岩的 ＴＯＣ、Ｒ 、岩石矿物成分和含气页岩分布、厚
度、埋深、纵向和横向变化规律等，优选页岩气勘探
有利区（邹才能等，２０１０；李玉喜等，２０１２）。
基于页岩气成藏及赋存上的地质特殊性，页岩
气又被描述为主体上以吸附和游离状态同时赋存
于暗色泥 ／ 页岩、高碳泥 ／ 页岩及其间夹层状发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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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粉砂岩甚至砂岩中，以自
生自储为成藏特点的天然气聚集 （张金川等，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因此，页岩气勘探首先要寻找有利的构造
－ 沉积背景，优选出发育优质页岩的有利相带 （郭
旭升等，２０１６ ）。四川盆地于晚三叠世早期结束周
缘前陆盆地海相沉积演化史，于中、晚期进入极其
重要的类前陆盆地陆相沉积演化阶段 （刘和甫等，
１９９４ ；
郑荣才等，２００８；戴朝成等，２０１０ ）。自盆缘物
源区到盆地沉积中心，沉积体系主要由冲积扇、扇
三角洲、河流相过渡到沼泽及湖泊相，沉积中心主
要位于川西龙门山山前一带 （高红灿等，２００５；陈果
等，２０１９）。其中，在须家河时期，整个盆地为湖侵
期，大部分为滨浅湖沉积 （图 ２ａ），沉积物以细粒泥
岩、页岩为主，局部地区出现薄煤层少，部分地区发
育三角洲，沉积物以砂岩为主。须一段主要为暗色
页岩，夹薄层煤线、粉砂岩、粉砂质页岩等，是须家
河组重要的生烃层位 （朱如凯等，２０１１；郑荣才等，
２０１５ ）。虽然研究区受晚新生代印亚板块碰撞的影
响（Ｂｕｒｃｈｆｉｅ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 ），但是地震资料揭示研究
区主体为一单斜地层，且倾向西，地层总体上较为
稳定连续分布，构造相对不发育 （Ｈｕｂｂ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综合上述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四川盆地
西南缘上三叠统须家河组具备形成页岩气的基本
地质条件。

四川盆地气田分布图（据刘树根等，２０２０ ）；ｂ． 地震剖面解释图（据 Ｈｕｂｂ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ｃ． 沉积层系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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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四川盆地气田分布、地震剖面解释及沉积层系柱状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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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指山背斜、荞坝 － 中都复向斜、天宫堂背斜、建
全—龙华复向斜等，构造相对稳定，断裂主要有利
店逆断层。褶皱的主要特征是背斜紧密、向斜宽
缓，复式变形特征明显。古生代以海相沉积为主，
层序发育不完整，中生代陆相地层层序完整，地层
主要为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局部为白垩系 （图
３ａ）。
研究区常规油气勘探重点层系为震旦系、二叠
系、三叠系。邻区宜宾大塔场、观音场、麻柳场等构
造在二叠系—三叠系均获得工业油气发现。页岩
气领域主要针对龙马溪组海相页岩气开展勘探评
价，针对陆相页岩气探索较少。近些年调查研究发
现在须家河时期，整个四川盆地为湖侵期，大部分
为滨浅湖沉积，沉积物以细粒泥岩、页岩为主，局部
地区出现薄煤层少，部分地区发育三角洲，沉积物
以砂岩为主，厚度达 ３００ｍ，呈由北西到南东逐渐减
薄趋势（关旭等，２０２２；图 ２ｃ ）。陆相页岩总有机碳
（ＴＯＣ）含量通常大于 １． ０％ 就被认为是有利页岩，
大于 ２ ０％ 则认为是优质页岩。四川盆地须家河组
页岩 ＴＯＣ 含量整体较高，但各层段差异较大，从须
家河组一段 ＴＯＣ 等值线图可知，该段 ＴＯＣ 大于
２ ０％ 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川东南涪陵—万县一带及
川西南雅安—乐山一带，面积约 ３． １ × １０ ｋｍ （陈果
等，２０１９；图 ２ｂ），这些表明研究区具备页岩气形成
良好的物质条件。本次研究区沐川一带三叠系须
家河组岩性包括深灰色砂岩、粉砂岩、碳质泥页岩
等，厚度 ２０ ～ １２０ｍ（图 ３ｂ），须家河组覆盖于雷口坡
组之上，雷口坡组中部以灰岩为主，上部为白云岩、
含石膏白云岩夹膏溶角砾岩，作为须家河组地层底
板具有较好的封闭特性。须家河组上覆地层为侏
罗系自流井组和沙溪庙组，主要为灰褐色砂泥岩，
该岩性段封闭性较好，能对须家河组地层内烃源岩
形成有效封盖（王桥等，２０２２ ）。为了探索五指山 －
沉积岩相古地理图（据朱如凯等， ）； 烃源岩 含量图（据 天宫堂构造带须家河组陆相页岩气资源潜力，中国
陈果等， ）； 烃源岩厚度等值线图（据关旭等， ）
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部署了页岩气调查
图 ２ 四川盆地上三叠统须家河组沉积岩相古地理、烃源岩 井“川沐地 １ 井”，实钻结果与上述认识基本一致，
ＴＯＣ 含量和厚度等值线图
并在须家河组一段—二段发现页岩气显示，目的层
Ｆｉｇ． 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Ｏ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系埋深深度为 ２０００ｍ 左右。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４

ａ．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９

ｃ．

ｂ．

２

ＴＯＣ

２０２２

岩石物性特征

Ｘｕｊｉａ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２

研究区地质背景
研究区构造位置处于四川盆地川西南低缓构
造西南端五指山 － 天宫堂构造带，发育的褶皱主要

为了开展地球物理探测查明目标地层深部结
，
构 首先需要对研究区岩石物性特征进行分析。以
研究区主要的岩石单位为对象，以钻孔岩心标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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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为主（川沐地 １ 井钻孔岩心），岩石露头标本采集
为辅，按照不同时代的地层分类采集，每个采样点
单个地层的采样数大于 ３０ 块，共采集到标本 ２０３
块，电性测量采用加拿大生产的 ＳＣＩＰ 样品岩心 ＩＰ
测试仪。根据测得电性分布规律以及目标层位的
探测精度，将研究区的岩石电性分布规律统计分为
三类，包括砂泥岩，煤及碳质泥页岩、白云岩，三类
岩石各用 ３０ 块标本进行物性测量成图 （图 ４ ）。煤
及碳质页岩电阻率是本次研究的重要目标层位，其

（３）

电阻率测量值也是三类岩性中最低的，电阻率测量
值分布范围为 １ ～ ４８． ２Ω·ｍ，６８％ 的样品的电阻率
测量值低于 ２０Ω·ｍ （图 ４ｂ ）。砂岩、泥岩是研究区
分布范围最广的岩石类型，电阻率的测量值分布
６ ５ ～ ３２１ Ω·ｍ，８５％ 的样品电阻率测量值低于
２００ Ω·ｍ（图 ４ａ），
该类岩石的电阻率为中低阻异常。
须家河组下伏地层为雷口坡组白云岩，电阻率测量
普遍大于 １０００Ω·ｍ，是典型的高电阻率异常 （图
４ｃ）。

图 ３ 沐川地区五指山 － 天宫堂构造地质简图（ａ）及须家河组一段—二段煤系页岩等厚图（ｂ）
Ｆｉ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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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沐川地区岩石标本电阻率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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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分析探测方法对地质模型的响应，获得可靠
的理论支持（王桥等，２０２２ ）。根据研究区的构造特
３． １ 数值模拟分析
征和“已知钻孔”（图 ５ｂ）确定了正演模型构造样式
为了验证 ＢＭＴ 探测方法的有效性，需要进行可 为低缓的褶皱形态，物性统计结果认为研究区的电
靠的数值正演模拟，模拟采样频率为 １０４００ ～ 性结构整体上呈现三分异常特征“中低—低—高”，
０ ０１Ｈｚ（图 ５ａ），
通过正演数值模拟目标地层的电性 根据电性异常特征确定模型参数。将侏罗系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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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频大地电磁法有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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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电性层，将上三叠统须家河组 ３ ～ ６ 段的砂
泥岩地层作为第二电性层，须家河组 １ ～ ２ 段的煤及
炭质页岩作为第三电性层，须家河组下部的雷口坡
组灰岩作为第四电性层（表 １）。各层的厚度以须家
河组底界面埋深图为基础，辅以研究区沐地 １ 井柱
状图的标定，确定各层位的埋深，基本上可以确定
合理有效的理论计算模型（图 ６ａ）。
本文采用的是有限单元法进行数值模拟，频率
分布 ３０００ ～ ０． ０１Ｈｚ，合计 ４２ 个频点。从模型的正
演结果来看，宽频大地电磁测深（ＢＭＴ）对模型的电
性层位有良好的响应，四个层位基本能够很好地反
映。选取一个典型的频点 （红色 △）正演测深曲线
（图 ６ｂ），ＴＥ 与 ＴＭ 两个模式的视电阻率和相位均
呈现基本相似的形态特征，仅在幅值大小上存在一
定的差别（图 ６ｂ、６ｃ），视电阻率曲线位 Ｋ 型曲线特
征，相位曲线位 Ｑ 型曲线特征。对数频率范围 ４ ～
１． ５ ，
对数视电阻率幅值为 ２，相位分布在 ４０° ～ ５０°，
对数频率范围 １． ５ ～ ０． ５，视电阻率则呈现了一个电
阻率异常，这对应了低电阻率的第二电性层位，频
率为 １ 左右的时候呈现了视电阻率极小值，随着频
率范围的逐渐降低，视电阻率始终呈现为上扬的形
态。频率 １． ５ 以下的相位曲线正好与视电阻率曲线
呈现相反的特征。视电阻率剖面图和相位剖面图
能更直观地反映整个模型的正演效果，特别是视电
阻率剖面图。图 ６ｄ 与图 ６ｅ，视电阻率剖面图仍然
呈现与单点测线曲线类似的形态特征，在幅值为 １
有一层低电阻率层，更低频存在高电阻率异常，是

第四层电性层的反映。ＴＭ 模式视电阻率在低频段
存在多个局部 “扰动 ”假异常，例如 ０ ～ ５ｋｍ、１５ ～
２０ｋｍ 一带，
但总体上与 ＴＥ 模式一样，都能够很好
地反映理论模型的电性层位。如前所述，宽频大地
电磁法（ＢＭＴ）可以有效地揭示理论模型的电性层
位和结构特征，特别是深部隐伏的具有低电阻率性
质的富有机质页岩层位。
３． ２ 方法试验效果
为了进一步探索宽频大地电磁法在页岩气探
测中的有效性，厘定研究区一带 ３０００ｍ 以浅的深部
结构，部署了一条穿越“已知”钻孔的 ＢＭＴ 剖面，剖
面方向为南北向，全长 ８ｋｍ，４０ 个测点，点距 ２００ｍ
按照均匀网格分布，钻井“沐地 １ 井”位于剖面 ４ｋｍ
处。数据采集使用加拿大凤凰公司 ＭＴＵ５Ａ 大地电
磁仪和 ＭＴＣ１５０ 磁探头，布极方式为正南北与正东
西，每个测点观测时间 ２ 小时。全部测点的时间序
列数据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计算获得电、磁场自
互功率谱；通过 Ｒｏｂｕｓｔ 估计 （Ｅｇｂｅｒｔ，１９９７；陈小斌
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估算获得各测点的阻抗张量；利用
ＭＴ Ｅｄｉｔｏｒ 软件对各测点的功率谱进行自动 ／ 手动挑
选，删除质量较差的功率谱，以改善视电阻率和阻
抗相位曲线的光滑度。经过上述处理，获得了频率
范围介于 ０． ０１ ～ ３０００Ｈｚ 的有效数据。反演采用
Ｒｏｄｉ ａｎｄ Ｍａｃｋｉｅ（２００１ ）提出的非线性共轭梯度算法
ＮＬＣＧ，
该算法具有快速、稳定及收敛等优点。对 ４０
个测点的数据进行了精细的反演处理，获得地下深
度 ３０００ｍ 的电性结构剖面（图 ７ａ）。

图 ５ 大地电磁测深法频段分布（ａ）及沐地 １ 井实钻柱状图（ｂ）
Ｆｉｇ． ５

４４９

Ｂ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ＢＭＴ ａｎｄ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ｕｍｎ ｏｆ Ｍｕｄｉ １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４５０

（３）

沉积与特提斯地质（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立六十周年）
表 １ 沐川地区模型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地层
侏罗系遂宁组、沙溪庙组、自流井组
三叠系须家河组上部
三叠系须家河组下部
三叠系雷口坡组、嘉陵江祖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Ｍｕｃｈｕａｎ ａｒｅａ

岩性
砂岩
砂泥岩
碳质泥页岩
白云岩

厚度 ／ ｍ

电阻率 ／ Ω·ｍ

８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电性分层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图 ６ 理论模型正演计算结果
Ｆｉｇ． ６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从试验剖面电性结构来看，全区电性结构可以 已知钻孔沐地 １ 井的实钻资料，解译出各电性层位
分为三个近似连续可追踪的电性层位，四个电性异 （图 ７ｂ ），１ｋｍ 深处为侏罗系与三叠系层位界线，
常体，各电性体相对完整连续，断层不发育。利用 １ ５ｋｍ 深度为三叠系须家河组 ３ ～ ６ 段与 １ ～ ２ 段层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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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界线，２ｋｍ 深度处为三叠系须家河组与三叠系雷
口坡组层位界线，须家河组 １ ～ ２ 段岩性为炭质泥页
岩局部夹煤层，是典型的低阻电性层，钻探显示该
层位有不同级别的气显，是本次研究的主要目标
层位。

ａ． ＢＭＴ

Ｆｉｇ． ７

４

应用效果及讨论

通过上述理论模型正演分析和 “已知”区方法
试验，表明宽频大地电磁法 （ＢＭＴ）能够揭露 ３０００ｍ
以浅的地质结构，可以有效识别碳质泥页岩或煤
层，解译结果与实钻吻合度高，可以用于本区页岩
气探测，为页岩气选区及井位论证提供深部依据。

二维反演剖面图；ｂ． 地质解译模型

图 ７ 沐川地区 ＢＭＴ 试验剖面 Ｂ—Ｂ’电性解译图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ＭＴ ＢＢ ｔｅ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ｕｃｈｕａｎ ａｒｅａ

上述“沐地 １ 井”在 ２０００ｍ 处遇三叠系须家河
组富有机质泥页岩并有不同级别的气显，页岩厚度
２６０ ～ ３９０ ｍ，
ＴＯＣ 介于 ０． ６％ ～ ２． ０％ ，有机质成熟
度 Ｒ 大于 １． ３％ ，属于中等—好的烃源岩，这也证明
了沐川地区三叠系陆相须家河组页岩也同样有着
很好的成藏条件，五指山 － 天宫堂构造是有利的页
岩气勘探靶区。为了进一步评价五指山 － 天宫堂
构造带页岩气潜力，借鉴前人龙马溪组勘探经验，
宽缓平台、单斜、向斜核部等构造部位有利于形成
“连续性”页岩气甜点 （葛祥英等，２０２１ ），那么沐川
Ｏ

４５１

背斜东南方建全—龙华复向斜是否同样有着良好
的页岩气成藏条件？笔者在前期方法试验的基础
上，穿越建全—龙华复向斜部署了一条 ＢＭＴ 剖面，
剖面方向近东西向，全长 ５． ３ｋｍ，共完成 ２４ 个测点，
点距 ２００ ～ ３００ ｍ 按照不均匀网格分布。对 ２４ 个测
点数据进行了精细反演处理，获得地下深度 ３０００ｍ
的电性结构剖面（图 ８ａ）。从整个电性剖面上来看，
０ ～ ４ｋｍ 由浅至深电性层位表现出较好的继承连续
性，大体可以分为五个近似连续可追踪的电性层位
（Ｃ１、Ｃ２、Ｃ３、Ｃ４、Ｃ５ ）和两个电性异常体 （Ａ１、Ａ２ ），
Ａ１ 、
Ａ２ 电性异常体两侧具有明显的电性异常差异，
结合地表认识推测为两条断层 Ｆ１、Ｆ２，两条断裂对

沉积与特提斯地质（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立六十周年）

４５２

研究区一带电性结构具有显著的控制作用。其中
Ｆ２ 断裂将研究区的地层分为两个部分，
断裂以西沉
积了侏罗系—三叠系的碎屑岩，地层稳定连续，断
裂以东地层破碎，显然该断裂不仅控制了该区的构
造格架，还对地层的分布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Ｆ１
断层以西的沉积稳定区 （里程 ０ ～ ４ｋｍ），电性结构
主要为 ５ 个电性层位，电阻率幅值差异较大，五个电
性层位为 “中低电阻率层位 Ｃ１—梯度变化层位
Ｃ２ —中高电阻率层位 Ｃ３ —低电阻率层位 Ｃ４ —高电
阻率层位 Ｃ５”。其中 Ｃ５ 电性层电阻率幅值 Ｌｇ （ρ）
＞ ２． ６ ，
推测是三叠系雷口坡组碳酸盐岩；Ｃ４ 层位电
阻率幅值 Ｌｇ（ρ）＜ １． ４，可能是碳质泥页岩引起的低

ａ． ＢＭＴ

Ｆｉｇ． ８

（３）

阻异常，结合“沐地 １ 井”的 ＢＭＴ 剖面解译结果，推
测深度 ２０００ｍ 的 Ｃ４ 与 Ｃ５ 的交界面可能是目的层
位须家河组 １ ～ ２ 段的富有机质页岩。
结合构造条件及地质风险分析，考虑 Ｆ１、Ｆ２ 断
层的安全距离，优选了有利区并提供了建议钻孔位
置（沐地 ２ 井建议井位；图 ８ｂ）。该钻井开孔于上侏
罗统遂宁组，终孔于 ２４００ｍ 下三叠统嘉陵江祖，获
得多层页岩气、天然气显示 （具体指标参数暂不予
公布）。通过 ＢＭＴ 剖面获得的电性资料揭示出稳定
的富有机质层位的分布以及良好的钻井气显，说明
五指山—天宫堂构造带低缓褶皱连片成藏的潜力
很大，为陆相页岩气新区新层系的探索打下了坚实

二维反演剖面图；ｂ． 地质解译模型

图 ８ 沐川地区 ＢＭＴ Ｃ—Ｃ’剖面电性解译图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ＭＴ ＣＣ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ｕｃｈｕａｎ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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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宽频大地电磁法（ＢＭＴ）可以利用其高效、经济
以及“全频段”的优势，定性地给出深部目标层位展
布情况，这在理论模型试算和“已知”区试验结果中
有清晰地显示。显然，该方法能够直观有效地识别
３０００ｍ 以浅的地层结构，虽然该方法可能并不能像
地震勘探一样定量地刻画目的层的具体深度、厚
度，但是该方法快速、经济、无损，可以有效确认目
的层的上覆地层和下伏地层之间的界面，为页岩气
前期勘探提供先导依据。此外，探测案例表明，含
气性好的页岩地层常常具有完整、连续分布或带状
的低电阻率异常特征，而断裂构造发育，破碎带明
显的地层其深部电性结构往往是不连续的、高低相
间的块状电阻率异常。因此，在页岩气钻井选址
时，应该避开这些不连续的电性异常区，尽可能地
选择在连续分布的条带状低阻异常区。
５

结论

对于四川盆地盆缘城镇、人口密集地区的页岩
气勘探地区，宽频大地电磁法 （ＢＭＴ）的高效、经济
以及“全频段”的优势在面向 ３０００ｍ 以浅富有机质
页岩层系勘探工作中所发挥到的作用，有望实现页
岩气前期勘探的先导技术。本文通过区域页岩气
成藏潜力分析以及宽频大地电磁测深法 （ＢＭＴ）有
效性试验得到以下结论：
（１）四川盆地西南缘沐川地区上三叠统须家河
组作为四川盆地陆相页岩气勘探的新区新层系，具
有良好页岩气资源前景。通过对前人资料的综合
研究，优选了新区新层系的有利区，应用宽频大地
电磁（ＢＭＴ）探测揭示了研究区深部的结构是较为
稳定的，层位连续、断裂不发育，结合钻井资料认为
须家河组在全区稳定连续分布，须一段、须二段富
有机质页岩有较大的厚度并且具有良好的页岩气
显示，全区可能具有良好的页岩气资源前景。
（２）宽频大地电磁法（ＢＭＴ）在新区新层系的探
测中取得了非常好的应用效果。在物性分析研究
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模型正演数值模拟，通过 “已
知”钻孔标定方法试验，确定了该方法的适用性和
有效性。进一步利用宽频大地电磁法 （ＢＭＴ）剖面
拟定了研究区的深部构造格局和层位空间展布，给
出了目的层须家河组的埋深，解译结果得到了钻孔
资料的验证。同时，证实了在 ３０００ｍ 以浅页岩气探
测方法中，宽频大地电磁法（ＢＭＴ）可以有效识别富

４５３

有机质页岩层深度、厚度等空间展布特征，是一种
快速、经济、无损有效的页岩气探测方法，可以为页
岩气勘探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为同类地质情况页
岩气探测提供应用示范。
致谢：感谢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余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对本文的指导，感谢匿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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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建所 ６０ 年之际，笔者也将
此文献给老一辈的地质工作者，祝愿成都地质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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