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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及超深水远景区的成功掀起

了墨西哥湾石油勘探的热潮。一些重大

发现或创纪录的业绩激起深水作业者

的极大兴趣，这一点从近期海上区块销

售竞标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同时，通

过勘探钻井，也证实了在距离海岸比我

们预想的要远得多的区域存在储层级

砂岩。在几个此类砂岩构造中获得的油

气发现正引起人们的无限猜测，想象墨

西哥湾深水区域下面埋藏着诱人的油

气资源。

海上作业者们尽力保护他们投入

巨资且来之不易的关于深水区可能存

在巨量油气资源的秘密，只公布政府强

制要求的些许资料。在这种白炽化的竞

争环境中，新闻稿的措辞也非常谨慎，尽

量避免透露油气发现的规模。如果要租

赁一个优质海上区块，租期为 10 年，则

需要支付一亿美元以上。但保密和竞争

并不是阻碍该区域勘探开发活动的唯

一因素。

或许，开发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地

下的厚盐层。有几个深水远景区位于多

个盐层之下，其中部分盐层厚度达到

20000 英尺（6100米）[1]。像皱巴巴的破

烂遮蓬一样，盐层从美国大陆架一直延

伸到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海岸的深

水大陆斜坡。在南端勘探活动相对较少

的墨西哥 Yucatan 半岛水域，也有一个

类似的盐下远景区。

为了实现新的勘探目标，许多海上

作业者不得不钻穿数百甚至数千英尺

厚的盐层来发现砂岩产层。他们的努力

终于换来了引人注目的盐下发现， 如大

陆架区的 Mahogany 油田； 深水区的

Gemini、Atlantis、Thunder Horse、Mad Dog
和 Pony 油田，以及超深水区的 Tahiti、St. 
Malo、Jack 和 Kaskida油田等 [2]。

1. Close F，McCavitt RD和 Smith B:“Deepwater Gulf of 
Mexico Development Challenges Overview”，SPE 
113011，发表在 SPE北非技术会议暨展览会上，

摩洛哥 Marrakech，2008年 3月 12-14日。

2. 深水的概念在近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

内政部矿产资源管理服务局（MMS）最初定

义深水为 200米（656英尺）。后来该标准不断

被工业钻井趋势刷新，现在深水的标准是

1000英尺（305米）。MMS把超过 5000英尺（1524
米）的水域定义为超深水。在墨西哥湾，最深

处是 Sigsbee海沟，估计水深为 12303-14383英
尺 (3750-438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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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钻井人员来说，盐层是一个特殊

挑战。在钻进盐体时，必须设法对付高

压沉积层或碎石带（请参见“应对盐下

油气藏钻井的挑战”，第32页）。盐层也

给地球物理人员对不规则盐体下的地质

构造成像造成巨大困难。地震波在盐层

中的传播速度可达14500－15100英尺 /秒
（4400－4600米 /秒）－有时几乎达到盐层

周围沉积层中传播速度的两倍。如此大

的速度差造成地质构造成像困难，可能

使得下伏构造成像模糊，使地学家无法

正确确定潜在储层的位置和规模 [3]。然

而，地震资料采集和处理技术的不断提

高帮助地球物理学家们解决了目前盐下

构造成像难的问题（请参见“环形激发

地震勘探方法”，第18页）。

钻探和开发一口盐下井需要有效的

管理规划、先进的作业技术和充足的资

金。鉴于深水钻井的种种困难，要决定

是否应对钻穿盐体所面临的更多挑战，

需要根据投入的成本和风险及可能的回

报进行仔细分析。一篇发表于1997年常

被引用的文章指出， 墨西哥湾北部大陆

架地区的25个（甚至更多）大油田的盐

下储量估计为12亿桶（1.9亿米 3）石油和

15万亿英尺 3（4350亿米 3）天然气 [4]。以

上数字没有包括深水区中新世远景区

中的额外储量，如Mad Dog、Pony、Tahiti
及其他油田的储量，也不包括超深水区

的盐下发现， 如 Jack、 Kaskida、 St. Malo 
和Thunder Horse 油田的储量。

本文介绍了墨西哥湾北部盐下远

景区的发展史。我们简要回顾了形成

Louann盐层沉积的地质过程，并分析了

储层级砂岩向盆地深处运移的过程。我

们还分析了盐运移的作用以及其在圈闭

和运移通道（这些是在墨西哥湾形成一

套有效含油气系统的必要因素）形成过

程中对上覆沉积层的影响。另外，我们

还讨论了最初沉积在盐层之上的砂岩

如何运移到了盐层下面。虽然本文重点

介绍的是墨西哥湾北部勘探程度较高的

美国水域，但其中一些原理也适用于世

界上的其他盆地。

墨西哥湾盆地的演化史

墨西哥湾的油藏发现向以往认为含

油砂岩在巨厚盐层下面的观点提出了质

疑。盐层实际上比其下面的砂岩更古

老。然而，盐层发生了运移，而且，在某

些情况下形成了能够圈闭石油和天然气

的盖层。要详细了解这些发现的复杂地

质构造，需要回顾本地区地质构造发展

史。

墨西哥湾盐下远景区的发展演化

与墨西哥湾的地质进化史之间有着密切

联系。这个历史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即

在墨西哥湾还未形成之前，大多数大陆

板块刚刚集聚成一个超级大陆（泛古

陆）的时候（左图）。接下来的地壳构造

运动形成了墨西哥湾盆地，并对后来充

填的沉积物分布造成一定的影响。

除了持续不断的构造运动和沉积

过程，其他因素也对墨西哥湾盆地的发

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墨西哥湾的早期

发展过程中，有时会受到突发事件的影

响。此类事件不但影响墨西哥湾的地质

构造，也改变了整个世界。这些事件的

规模惊人，而且发生过不止一次。墨西

哥湾刚刚形成后就发生过一次灾难性

事件。

大约在2.5亿年前，地球上的很多

生命都灭绝了。陆地上的昆虫种类减少

了很多，而植物和动物的损失更为严重

－70%的陆上物种都消失了。在海洋中，

三叶虫、床板珊瑚和皱纹珊瑚消失了，

几乎所有海百合生物也都灭绝了，消失

的海洋物种将近90%。大气中氧含量从

30%降到了15%之下。

3. Farmer P，Miller D，Pieprzak A，Rutledge J和
Woods R:“Exploring the Subsalt”，Oilfield Review，
8卷，第 1期（1996年春季刊）:50-64。

4. Montgomery SL和 Moore DC:“Subsalt Play，Gulf of 
Mexico:A Review”，AAPG Bulletin，81卷，第 6期
（1997年 6月）:871-896。

5. Salvador A:“Late Triassic-Jurassic Paleogeography 
and Or ig in  of  Gul f  of  Mexico Basin”，AAPG 
Bulletin，71卷，第 4期（1987年 4月）:419-451。

6. 地堑是指两侧被高角度断层围限中间下降的

槽形断块构造。地堑常常出现在地壳发生断

裂或拉伸的地方。

红层是红色的沉积层，如砂岩、粉砂岩或页

岩，这些岩石在氧化条件下堆积形成。出现

红色的原因是沉积物中含有氧化铁矿物质斑

点。氧化条件常见于炎热、干燥的环境，这表

明上覆沉积物上升或剥蚀导致地表风化，使

得沉积物暴露于这种环境条件。红层常与二

叠纪和三叠纪岩石相关。

7. Salvador，参考文献 5。

8. Pindell J和 Kennan L:“Kinematic Evolution of the 
Gulf of Mexico and Caribbean”，Fillon RH，Rosen 
NC，Weimer P，Lowrie A， Pettinghill H，Phair RL，
Roberts HH和 Van Hoorn B（编辑）:21st Annual Gulf 
Coast Section SEPM Foundation Bob F. Perkins 
Research Conference文集（2001年）:193-220。

三叠纪时期的地球。导致泛古陆超级大陆板块最终破裂的部分原因是

非洲板块和美洲板块之间大陆板块的断裂，最终导致形成了墨西哥湾。

欧亚大陆

北美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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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生在二叠纪 -三叠纪时期最

大的一次物种灭绝事件（上图）。这次

大规模物种灭绝的具体原因尚无定论。

而最近研究发现认为可能是彗星撞击

地球造成了物种大规模灭绝，其他理论

包括大规模火山爆发、大陆冰盖形成导

致海面下降、海洋滞流引起水下缺氧、

洋底水合物释放大量甲烷，或者是以上

综合因素引起灾难性物种灭绝。无论是

什么原因，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灭绝

事件成为全球地层构造发展史上一个

显著的地质标志，为后来墨西哥湾等类

似地质特征的形成历史提供了时代划

分标尺。

这次灭绝事件之后，泛大陆开始漂

移，拉开了墨西哥湾盆地演化的序幕。

到了晚三叠纪，随着北美板块离开南美

板块和非洲板块，深深的峡谷开始形

成。这些峡谷与陆壳的拉伸相关 [5]。这

块最终成为墨西哥湾的区块仍然属于北

美板块，但被地堑构造分割开来，这些

地堑在充填了火山碎屑和来自周围上升

地区剥蚀产生的沉积物形成的非海洋红

层后渐渐下沉 [6]。这种红层提供了墨西

哥湾最初发展史的一些早期记录，是

Eagle Mills组地层的组成部分。

沿北美板块西边界发生的与俯冲

相关的构造运动使得太平洋入侵时有

发生。在中侏罗纪时期，太平洋风暴潮

向东移动，穿过墨西哥，充填了古墨西

哥湾的浅层凹陷－从表面看，到了晚侏

罗纪时期该地区的地堑构造持续下沉。

而在风暴潮停息期间，墨西哥湾与太平

洋的连接趋于关闭，使得入侵的盐水成

为孤立体。

通过无数次的补充和蒸发循环，这

些盐水体的矿化度不断增加。结果在高

盐盆地中心形成岩盐沉淀，盆地周围形

成硬石膏沉淀。局部构造下沉速度逐渐

适应了岩盐沉淀的速度，这一点从形成

的数千英尺厚的蒸发沉积物可以看出。

在墨西哥湾盆地北部，绵延的岩盐沉积

被称为Louann盐层，属于晚 -中侏罗纪

时期。

在晚侏罗纪时期（据推测这段时间

是断裂的最后阶段），陆壳继续拉伸，导

致Yucatan台地与北美板块分离，同时

带走了一部分盐体。大概在晚侏罗纪时

期古墨西哥湾与大西洋连接起来，就在

那个时期佛罗里达和Yucatan台地之间

的通路被打通，而墨西哥湾与太平洋的

联系受到了一定限制 [7]。在向南漂移过

程中，Yucatan台地发生了逆时针旋转
[8]。最终在早白垩纪时期停留在了南美

洲板块的北部边缘（下图）。

盆地之外的地质构造大大地影响

了充填墨西哥湾和掩埋厚Louann盐层

沉积层的层序和展布范围。有些沉积物

后来发育成烃源，另外一些发育成可能

的油藏，成为我们今天的勘探目标。

阿巴拉契亚山脉在侏罗纪时期隆起

的过程中也伴随着花岗岩山体物质的剥

蚀。在风化过程中，花岗岩中的长石和

云母矿物破碎形成富含粘土的碎屑沉积

物，即长石砂岩。
地质年代表。发生在密西西比纪和宾夕法尼

亚纪的大陆板块会聚事件导致泛古陆超级大陆

的形成。到晚第三纪，地幔上升打破了超级大

陆结构，形成了古墨西哥湾和大西洋盆地。

Yucatan 小板块的移动。当 Yucatan 小板块 ( 黄色虚线 ) 发生旋转并向南漂移时 ( 白色箭头 )，
Louann 盐盆发生分离。( 根据 Pindell 和 Kennan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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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部地区，干燥的风携带走了部

分碎屑沉积物，并吹走了石英碎屑中的

粘土，形成了上侏罗纪Norphlet砂岩的风

成沉积层 [9]。同时，佛罗里达大陆架和

Yucatan大陆架缺乏碎屑沉积物，而巨厚

的化学碳酸盐成为主宰的沉积源。

继Norphlet沉积形成后，海平面的

上升产生了一个海侵时期，在此期间形

成了蒸发岩、浅层海相碎屑物和富含有

机质的碳酸盐的局部沉积。来自藻类、

浮游生物及海洋环境中其他物质的有机

物混合在一起，被埋在碳酸岩盐和页岩

层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机物被埋到更

深地层，上覆岩层产生的越来越高的温

度和压力随后将这些有机物变成I类和II
类干酪根，这是形成烃类的最初形式 [10]。

在白垩纪时期，在另外一次海侵过

程中，形成了包含碳酸盐、泥灰岩和富含

有机质的海相页岩夹层的厚沉积层。和

侏罗纪时期形成的类似深沉积层一样，

这些富含有机质的沉积层当被埋藏到足

以能够生成油气物质的深度后就发育成

了重要的生油岩。小行星撞击地球（大

约在6500万年前）事件的发生标志着白

垩纪的结束，从此掀开了地球地质发展

史的一个新时期。

撞击地球的小行星直径5-6英里

（8-10千米），撞到了今日墨西哥Yucatan
半岛上的Chicxulub Puerto镇这个地方

（上图）。在Yucatan碳酸盐岩陆棚上撞

出了一个直径达112英里（180千米）的大

坑，溶化地壳深度达18英里（29千米）

之深 [11]。撞击释放的能量超过1亿兆吨

TNT爆炸释放出的能量 [12]。在海湾盆地

地区，随之发生的大规模地震造成沿海

沉积物滑落海洋中，高达330英尺（100
米）的海啸淹没了墨西哥湾以及古加勒

比海和大西洋盆地 [13]。

在海地、美国、加拿大、西班牙和新

西兰发现的一层熔融球粒可以证明这次

小行星撞击地球产生的物理影响是多么

巨大。这些球形小颗粒是从爆炸产生的

坑中喷出的大量熔融物质产生的，形成

火红的烟羽，笼罩着地球，熔融玻璃雨连

下数日，在南、北美洲、非洲中部、印度和

东南亚地区引发多处大火。在欧洲和美

国西部的沉积物中留下了厚厚的岩石

灰。在此期间，温室气体增加了一百倍

以上，大气中的硫含量增加了1000倍，氯

气破坏了臭氧层，结束了恐龙时代，地球

上75%的物种遭到了灭绝 [14]

在白垩纪至第三纪的大灾难之后，

墨西哥西部地区发生的造山事件产生

的沉积物开始填充不断下陷的盆地。在

古新世初期，来自西部的岩石碎屑堆积

形成了下威尔科克斯盆底扇，其中包含

分选较差、靠重力驱动的长石砂岩和富

含粘土的粉砂岩。据报道这些长石质

浊积砂岩渗透率为1-10 mD，孔隙度为

14-18%[15]。

8

9. Mink RM，Bearden BL 和 Mancini EA：“Regional 
Geologic Framework of the Norphlet Formation of 
the Onshore and Offshore Mississippi，Alabama and 
Florida Area”，Ocean '88 MTS-OES-IEEE 会议暨展

览会文集（1988 年）：762-767。

10. 埋藏深度达到0.6-1.2英里（1-2千米），温

度达到140°F（60°C�）后，干酪根成为生成烃

类的主要原料。

11. Kring DA：“Composition of Earth‘s Continental 
Crust as Inferred from the Compositions of Impact 
Melt Sheets”，发表在第 28 届月球和行星科学

大会上，休斯敦，1997 年 3 月 17-21 日，http:// 
www.lpi.usra.edu/meetings/lpsc97/pdf/1084.PDF
（2008 年 8 月 21 日浏览）。

12. 美国航空和航天局与亚利桑那大学的空间图

像中心关于小行星撞击地球的系列文章,

http://www.lpl.arizona.edu/SIC/impact_cratering/Ch
icxulub/Discovering_crater.html（2008 年 8 月 11
日浏览）。

13. Kring DA：“The Chicxulub Impact Event and Its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at the Cretaceous-Tertiary 
Boundary”,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255 卷(2007 年 11 月):4-21。

14. 关于 Chicxulub 撞击及其与白垩纪-第三纪分

界线之间的关系，请参见：Pati JK 和 Reimold 
WU：“Impact Cratering-Fundamental Process in 
Geoscience and Planetary Science”，Journal of 
Earth System Science，116 卷，第 2 期（2007 年 4
月）：81-98。

Simonson BM和Glass BP：“Spherule Layers-Records 
of Ancient Impacts”，Annual Review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32 卷（2004 年 5 月）：329-361。

Smit J：“The Global Stratigraphy of the 
Cretaceous-Tertiary Boundary Impact Ejecta”，
Annual Review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27
卷（1999 年 3 月）：75-113。

Olsson RK，Miller KG，Browning JV，Habib D 和

Sugarman PJ：“Ejecta Layer at the Cretaceous-
Tertiary Boundary，Bass River，New Jersey（Ocean 
Drilling Program Leg 174AX）”，Geology，25 卷，

第 8 期（1997 年 8 月）：759-762。

15. Meyer D，Zarra 和 Yun J：“From BAHA to Jack，
Evolution of the Lower Tertiary Wilcox Trend in the 
Deepwater Gulf of Mexico”，The Sedimentary 
Record，5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4-9。

16. 有些作者认为在古新世和始新世时期古巴弧

（Cuban Arc）对 Yucatan 和佛罗里达地区的撞

击使得墨西哥湾与周围水域隔离开来，并因

蒸发导致短时间内海面急剧下降。使得以前

沉积的威尔科克斯砂岩重新沉积。随着海平

面的不断下降，威尔科克斯砂岩被堆积到较

深的盆底，靠近盆底扇沉积下来。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见：Rosenfeld JH 和 Blickwede JF：
“Extreme Evaporative Drawdown of the Gulf of 

Mexico at the Paleocene-Eocene Boundary”，发表

在AAPG年会上，休斯敦（2006年 4月9-12日），

http://www.searchanddiscovery.com/documents/
2006/06065rosenfeld/index.htm（2008 年 9 月 30
日浏览）。

小行星撞击 Chicxulub 镇后的影响图。在墨西哥湾沿岸和美国东北海岸，在美国东海岸钻进的井中

以及在墨西哥和海地的岩石露头中 ( 绿色圆点 ) 均发现撞击造成的球粒。撞击发生时，海地位于

Chicxulub 镇南大约 435 英里 (700 公里 ) 处，这次撞击形成了白垩纪和第三纪的分界线。( 根据 Olsson
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4。)

坑口边缘

美  国

墨西哥

海地

Chicxulub



年秋季刊 9

随着早始新世时期的继续填充，形

成了混合深水河道-堤坝层序，埋藏了盆

底扇复和体。上威尔科克斯层是在高能

量条件下沉积而成，其沉积能量比下层

的高，沉积物粒度分选好于下层。因此，

这些混合层序包含较少的岩石碎屑和粘

土物质，但储层物性较好。据报道其渗

透率为50-200 mD，孔隙度为20-28%。

大峡谷从新生代大陆架边缘穿过，

形成了威尔科克斯碎屑岩与大陆之间的

通道 [16]。通过这条通道，威尔科克斯碎屑

岩被运移到深水盆底（上图）。形成厚厚

的碎屑岩储层，即今日的勘探目的层。海

上作业者们宣布在Perdido和密西西比褶

皱带，以及Jack、Kaskida和St. Malo 探区的

盐下构造中，已经发现了含有丰富石油的

油藏。

在晚始新世时期，威尔科克斯上沉

积层被埋在厚厚的深水海相页岩层下。

在渐新世时期，另一批碎屑沉积物由马

德雷山脉隆升形成的系列三角洲运到了

西部。随后的侵蚀过程造成了三角洲长

石质碎屑沉积岩、海相页岩和火山碎屑

岩互层层序。

砂被携带至深水区域。当河水流入海洋时，水流速度减弱，使得河水携带的悬浮沉积物沉淀下来。较重的物质－通常是粗至中粗粒度的砂粒－首先

沉淀下来。随着河水流的更远，流速不断降低，较细的砂粒和粉砂逐渐沉淀下来，随后粒度更细、组成粘土的颗粒沉淀下来。以上沉积过程可见于大陆

架上河流三角洲的形成（ ）。然而，因冰河活动和构造板块的周期性分离或碰撞引起水位上升和下降，这种变化对沉积过程产

生一定影响。因此，在冰河时期，水被封闭在大陆冰床中，导致海平面大幅下降。随之发生的海退作用驱赶海水远离当时的海岸线和三角洲，直到海平

面降到最大幅度，即到达低水位期。暴露于空气中的海岸线和三角洲逐渐消蚀，海水退却时，不断暴露出新的砂粒、粉砂和粘土沉积。侵蚀产生的沉积

物重新沉淀到低洼盆地－距离它们原始源头更远－有些暂时堆积到了陡峭的大陆斜坡上，离开了它们最初沉积的坡度较缓的大陆架（ ）。随着斜坡

上沉淀物越来越多，这些含水的陆架外缘沉积变得更加陡峭、不稳定（ ）。地震、环流或强劲的飓风最终造成这些沉积物的坍塌。随后这些沉积物

被浊流携带到深海平原，最终沉积形成盆底扇（ ）。有时候整个断块可能被完整地下倾转移，或以不同倾角整块平移。随着冰河条件或构造条件的

变化，最终海平面入侵陆地，即所谓的海侵。在高水位期，在河流入海口处可能形成新三角洲。（图片经 John R. Dribus 同意后使用）

河流将沉积物携带至大陆架上

随着进一步沉积，斜坡三角洲变得更陡 斜坡三角洲沉积物堆积成盆底扇

海平面下降时沉积物被携带至斜坡

大陆架

大陆架

斜坡

大陆架

三角洲

新三角洲

盆底扇
消失的三角洲

砂
粉砂

粘土
斜坡

斜坡

坡栖三角洲

斜坡

深海平原

深海平原 深海平原

新高水位期

大陆架上形成新三角洲

前低水位期

深海平原

河流-海洋
接触面

低水位期时的河流-海
洋接触面

新河流-海洋
接触面

移动的河流-海洋
接触面

大陆架三
角洲遭受
侵蚀

斜坡变得陡
峭、不稳定

在斜坡上形成
坡栖三角洲

碎屑沉积带

粒度随能量降低而减小

砂 粉砂 粘土 高水位期

前高水位期限

低水位期

前高水位期

海平面 下降的海平面
斜坡

深海平原

未按比例绘制

未按比例绘制 未按比例绘制

未按比例绘制

大陆架

河流

河流 河流

河流

海岸线
前海岸线

新海岸线前海岸线

低水位期时的海岸线

海退海岸线

补
给
水
道

被侵蚀的三角洲

被侵蚀的三角洲

因浊积物重力作用
在盆底形成沉积扇



从早中新世到中中新世这段时期，

因为落基山脉不断隆起和被侵蚀，源自

密西西比流域北部的深水碎屑岩越来越

多地进入墨西哥湾盆地，而源自西部马

德雷山脉的沉积物开始减少。随着源自

西部系统的碎屑物质的减少，在墨西哥

湾沉积下来的更多是石英质沉积物，而

长石质沉积物逐渐减少，因此产生的储

层岩石粘土成份减少，储层质量更好。

在中中新世时期，富含砂的浊流岩几乎

全部来自密西西比河流域，形成了覆盖

墨西哥湾盆底的沉积层。到了晚中新世，

来自西部河流流域的沉积物贡献就逐渐

显得微不足道了（上图）。

在跨越侏罗纪和中新世时期的整个

海侵和海退沉积周期中，Louann盐层一

直对盆地构造，以及来自三角洲和浊流

扇至今还一直持续进行着的沉积过程

产生一定的响应。沉积加载对盐层及覆

盖墨西哥湾大部分区域的有利远景区产

生巨大影响。

盐体构造

掌握盐体构造的基本知识有助于

了解油气圈闭形成于盐层之上的机理，

弄清楚这些油气圈闭后来是如何被发生

构造运移的盐体覆盖在下面的。当厚厚

的盐层被深埋和发生变形后，形成与不

含盐的边缘地层和构造完全不同的大陆

边缘地层和构造体。此类构造影响是盐

的独特物性产生的结果。

单纯的岩盐是由钠和氯化物组成

的，形成的矿物即所谓的石盐。其他源

自海水蒸发的矿物，例如石膏和硬石膏，

一般夹在岩盐中。通常把所有蒸发矿物

都简单称为“盐”。因为这些矿物都是

从盐水中离析出的，它们形成的是结晶

岩。

岩盐最重要的物性之一是它比周围

的沉积岩如砂岩、页岩等脆弱得多。岩

盐的强度随粒度减小和温度的升高而降

低，当盐粒中包含原始海水薄膜时，岩

盐也容易破碎 [17]。岩盐的构造解体往往

导致塑性流动。即使在环境温度和压力

下，岩盐每年也能滑动几米远，伊朗盐

川曾经有过这样的记录（下一页，上图）。

盐的另一个特征是密度低。刚刚沉

淀下来的泥和沙子没有盐重，但在深埋

过程中，随着其中的流体被渐渐挤出和

不断压实，就慢慢变得比盐重，相比之

下盐变轻。在墨西哥湾，当上覆厚度不

到1-2英里（2-3千米）时，通常沉积层

的平均密度不会超过盐的密度 [18]。盐的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低渗透率，能够圈闭

流体和气体，从而阻止流体运移，圈闭

油气。

在埋藏过程中如果受力均匀，盐的

力学特性就比较稳定。但是，盐的低粘

度特征也使得当其受力不均匀时容易发

生流动，这种情况主要在两种条件下发

生。

10

17. 粒度与沉积化学环境有关，但会因变形发生

变化。

18. Hudec MR，Jackson MPA和 Schultz-Ela DD：“The 
Paradox of Minibasin Subsidence into Salt：Clues 
to the Evolution of Crustal Basins”，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n Bulletin（出版中）。

19. 在墨西哥湾北部美国水域，所有这些影响都

是通过重力施加的。在墨西哥湾南部，重力

和板块构造力同时在发挥作用。

20. 地球上的很多大型山脉实际上都在太平洋下

面。形成美国夏威夷岛的五座火山之一的莫

纳克亚山，就是从太平洋深处隆起的，高达

33476 英尺（10203米）。因为只有约 13796 英
尺（4205米）在海平面之上，所以一般认为

没有 29028 英尺（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高。

移动的沉积中心。墨西哥湾北部主要沉积中心随时间逐渐从西向东移动，并从北向南向盆地方向延

伸。根据 Seni SJ，Hentz TF，Kaiser WR 和 Wermund EG，Jr（编辑）的资料修改:

，第 1 卷：中新世和老油藏。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经济地质所，1997 年。

得克萨斯

始新世 渐新世

中新世

上新世

更新世

东断裂带

Alaminos峡谷 Keathley峡谷 Walker海脊

Garden河岸 Green峡谷 Atwater峡谷

密西西比峡谷

距
今
年
代
（
百
万
年
）

路易斯安那
密西西比

世

阿拉巴马

墨西哥湾北部油气藏
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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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较大的重力负荷：当上覆沉积

物的厚度和密度在横向上变化时，引起

下伏盐层横向上趋于向较薄或密度低的

上覆区滑动。二是位移负荷：这种负荷

受构造力驱动，通常在水平方向上发挥

作用 [19]。如果盐体侧翼的沉积物横向上

拉扯，盐层可能会拉伸，落入产生的裂

隙中。相反，如果侧翼沉积物向一块挤

压，受到干扰的盐体就会受到挤压，像

牙膏一样被挤出形成一个管状体。

然而，即使脆弱的盐体受压不均

衡，也可能不会变形。有两种重要的力

阻止盐体流动。第一个是上覆沉积层的

强度，因为盐要上升，就必需穿过或顶

起上面的沉积层。如果上覆沉积层比较

厚，尽管其密度比盐要轻，但因其重量

太大也不能被顶起或压力太强不能被刺

穿。第二种力是边界拖动，这由施加在

盐层上下界面上的摩擦力造成。在某盐

层向附近不断增长的盐构造提供原料的

地方，随着盐源枯竭，盐层变薄，该盐层

要流动就面临巨大困难。

盐最初是以平坦的层沉积下来的。

后来通过上述力把这些平坦的盐层变

成了地下盐山－有的绵延几百英里－发

育高度可能超过地表的最高山脉 [20]。因

为最早人们认为这类盐山是从上覆沉

积层挤出形成的，因此称它们为盐底辟。

毫无疑问，盐底辟是最高最明显的

盐体（左图）。水平盐层可通过三种方式

发展成地下盐底辟。首先，在沉积盆地

被拉伸的地方，被动型底辟能够在因拉

伸断裂作用而变薄的地层下隆起形成尖

顶山脊。其次，主动型底辟能够冲破那

些顶部因侵蚀而变薄的弧形褶皱，特别

是在盐层受到构造挤压力压迫的地方。

最后，被动型底辟能够长成盐“岛”，出

露到地表或海底，而底辟基岩及周围的

沉积物随沉积盆地填入而下沉。

如果源盐层足够厚，最大的底辟顶

部就可能开始在海底或海底下横向展布

开来，形成一层浅盐层。源盐层被称为

海底深处隆起。该地震剖面表示路易斯安那浅海大陆架下面的两个盐底辟。左边的底辟向海底延

伸了将近 1200 英尺（366 米）远，垂直起伏超过 18000 英尺（5486 米）。盐体侧翼上的沉积物变薄，且

向上翻转，表明盐刺穿历史是在不同阶段完成的。

空中鸟瞰异地盐覆盖层。Kuh-e-Namak（在波斯语中意为盐山）是伊朗最著名的盐底辟。这个盐川（浅灰色）从一个背斜构造冒出，最高处比周围平

原高出 1400 米（4593 英尺）。从图中前景中的车（白色圆圈）的大小可想象该山的规模。前寒武纪霍尔木兹盐覆盖在较晚的侏罗纪-白垩纪地层上面（棕

褐色），而后者形成了背斜。该盐川主体每年大约以1米的速度向前推进。阿拉伯小板块和伊朗小板块的碰撞造成了扎格罗斯山脉，并使该盐层隆起、

突出地表。（照片由 Martin Jackson 提供）

西

深
度
，
英
尺

东

英里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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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盐蓬

盐源

原地盐层

北 南

盐构造的演变。一张厚厚的异地盐蓬横向展布在路易斯安那沿岸大陆斜坡下。该盐层有两个供

应点，来自其下面的原地盐层，而这层原地盐层反过来因为盐的流失而将近枯竭。一个供盐点在原

地盐层的中心位置处清晰可见。该构造右边是第二个供盐点，它几乎处于被尖灭的状态。

原地盐，即原地形成的盐（上图）。原地

盐覆盖在老岩层上面，其上是更年轻的

地层。与此相反，从盐底辟延伸出的浅

盐层被称为异地盐，是离开原地形成的

盐层。异地盐层覆盖在较年轻地层上

面。因此，虽然原地Louann盐层可追溯

到约1.6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但源自

Louann盐层的浅层异地盐可能会覆盖

在一百万年前的地层上面。

以上盐体构造运动的各种过程共

同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大陆架边缘，

可以说再没有比墨西哥湾更复杂的大陆

架边缘了。要想更好地了解这种大陆架

边缘，一个较好的办法是将整个区域分

成不同区块，每个区块都具有某种主要

构造特征或独特的地质历史。随着地震

采集和处理技术的发展，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更进一步地进行细致调查，可使我

们更清楚地对深层盐形态规模进行可

视化描述。

地学家起初采用井资料和2D地震

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个地区进行了

调查。但是，盐下区域难以成像，因此，

构造区块的划分主要基于浅层盐的构造

成像图 [21]。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宽方位

3D地震勘探使得地学家能够在深层原

地盐及其相关构造基础上进行区块划

分 [22]。这种精细资料可帮助地学家大致

按照时间顺序勾勒墨西哥湾形成的关键

过程和事件，展示盐体构造是如何影响

墨西哥湾盆地的进化。

地震资料显示Louann盐层厚度变

化很大，几乎从0到2.5英里（4千米），

因为盐层沉积的地层面因断层作用、侵

蚀或火山作用变得高低不平。无数次的

海水涌入和蒸发过程形成了这种特别厚

的盐层。许多控制原始盐层厚度的地壳

构造都趋向于东南-西北方向。因为垂

直方向上盐体相连，深层盐对浅层盐构

造产生影响，使得浅层盐也基本上沿深

层盐走向。

地壳拉伸和盆地中心的断裂把

Louann盐层盆地分割成南（墨西哥）、北

（美国）两部分。接着刚刚形成的大洋地

壳和海湾中心突出的上地幔逐渐冷却下

来，造成地层密度增大，进而盆底下陷。

结果因为盆地倾斜使分离出的盐层流向

海湾中心部位。同时，沉积物开始堆积

在新的大洋地壳上，位于铺开的盐层前

面。这种沉积过程造成铺开的盐层的基

底向上攀登到不断积聚的地层上面，在

侏罗纪和早白垩纪时期造就了一种异地

盐向海洋攀登的楔形构造 [23]。这个楔形

构造形成了盐体的边缘，在密西西比峡

谷和Keathley峡谷地带之间的Sigsbee
陡坡下面至少铺开19-25英里（30-40
公里）宽，是墨西哥湾地区几个盐层侵

位中的第一个。

从晚侏罗纪到中新世时期，  沿

Sigsbee陡坡东侧的Walker海脊地区的

盐层上面的地层开始褶皱，可能是因为

源自三角洲系统的沉积物在盐层上堆积

不均匀造成的。三角洲系统迫使盐远离

厚厚的沉积中心，运移到较薄的沉积层

下面。另外，倾斜地层诱发的横向挤压

造成盐层上覆层褶曲。

在有些地区，例如密西西比峡谷东

部，最初都是原地盐薄层，只出现了几

处分散的高底辟。而在另外一些地方，

如Green峡谷和Atwater峡谷地区，薄

沉积盐层后来从晚侏罗纪时期开始因为

膨胀而逐渐变厚。当北美大陆的沉积物

沉积到厚厚的盐盆中，并抢在马上到来

的沉积负荷前面把下面的盐驱替走，膨

胀就发生了。被驱替的盐水平流向周边

地区，在那里已有薄盐层堆积。随着被

驱替的盐堆积在周边地区的沉积物上

面，盐层的膨胀使得这里比任何其他地

方更可能生长出更大的底辟和褶皱。

在新生代，大陆斜坡下端开始出现

褶皱和推挤运动。褶皱是受海底盆形斜

坡造成的重力诱发挤压驱使。Alaminos
峡谷地区的Perdido褶皱带是在晚渐新

世和早中新世时期在厚厚的原地盐厚垫

上形成的。

在东侧，密西西比扇褶皱带是在晚

中新世时期在Atwater峡谷地区的深层

原地盐楔上形成的。在这两个褶皱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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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宽阔的地区，从Keathley峡谷一直延

伸到Walker海脊西侧，深层褶皱带因为

埋在盆地最深处，通过地震勘探难以成

像而没有被识别出。

同褶皱运动一起发生的盐片蔓延是

所有过程中最明显的。从中新世直到现

在，只要来自地层深处的供给充足，大

面积盐片像摊煎饼的面糊一样横向蔓

延。随后这些盐片逐渐接合在一起形成

浅层盐蓬。有的浅层盐片由来自其下面

的深层原地盐提供，有的由被从深处驱

赶上来的上覆异地盐蓬提供。

不同地区的蔓延形态大不一样。在

密西西比峡谷东部，原地盐比较薄，只

形成了几处分散的小盐片。而在其西边

的Green峡谷地区，那里深层盐较厚，大

多数盐底辟都融入到盐蓬里。再往西，

从Walker海脊到Alaminos峡谷地区，那

里原地盐最厚，众多盐底辟墙共同向一

块单独的巨型盐篷提供原料，使其向南

延展数十公里 [24]。

整个新生代时期异地盐一直在蔓

延，其横向规模随时间而不断增大。推

进晚第三纪时期盐篷蔓延的主要动力源

自中中新世时期大陆沉积物来源的转

变，它们原本从西部和西北部向海湾北

部边缘移动 [25]。这次转变进一步增加了

那些原地盐本来已经很厚的地区的沉积

负荷。当浅层盐层向南推进时，它们要

么推开、拖刮前面较小的盐片，要么碾

过那些由本地薄盐层生成的小底辟。

沿Sigsbee陡坡发现了一些盐篷蔓

延过程的线索，在那里发现更新世沉积

薄层覆盖在浅层蔓延盐层的前缘地区

（上图）。Sigsbee陡坡是影响墨西哥湾洋

底的最大变形构造，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出露盐体。该陡坡高度接近4100英尺

（1250米），陡坡最大周长近350英里

（560公里），水下绵延长度超过620英里

（1000公里）。盐篷到目前已经覆盖了约

60%以上的崖体，造成了大部分盐下地

质构造成像不清晰。

最初，盐片挤出洋底形成盐川，大

部分可溶性盐都溶解在海水中。然而，

蔓延的盐片部分程度上受到沉积到海洋

深处的粘土保护。而且，当易溶解的矿

物质被溶解后，不太容易溶解的矿物质

留下来形成了一层加厚的保护毯。目前，

沉积物几乎埋住了Sigsbee陡坡，阻止了

盐的挤出。这样，盐和陡坡顶就一起向

深海平原推进，从陡坡基底开始了逆冲

断裂运动。要么是前行盐前面的被挤压

沉积物完整地断裂成一个单独的逆冲

断层，要么他们被推成一个由推覆体构

建的锥形棱镜体。

目前在大陆坡脚下，沿Sigsbee陡坡

发现一些最年轻的原始盐片。沿坡体向

陆地方向，覆盖沉积物逐渐变厚。随着

盐片上沉积物负荷不断加大，盐被不断

驱赶向海洋方向。

沉积物堆积形式非常不规则，通常

在盐层上面形成小盆地。有些小盆地一

开始只是小麻坑，后来不断加深，发展

成为6-25英里（10-40公里）宽、填满沉

积物的盆地。一旦小盆地深度达到1-2
英里以上，压实密度增大到足够使它们

下沉，底辟盐就从它们四周涌出。而另

一些小盆地的形成机理与上述方式完

全不同。

在斜坡低端，重力诱发的挤压使得

沉积层皱折起来，发展成为小盆地。在

斜坡中部，还发现了几种不同的小盆地

形成机理 [26]。沉积模式决定哪些地方沉

陷最严重，由此造就不同的盐篷顶部地

貌。这种构造性地貌反过来也创造了局

部深度，控制着沉积物运移方向和积聚

位置。在这里，因为盐构造和沉积相互

影响，因果关系显得比较模糊。

沉积物向大陆坡下方，沿着局部合

并的小盆地形成的弯曲路径运移，尽量

避免落在盐构造顶部。有些路径消失在

临时或永久小坑处，在那里沉积物被圈

闭在小盆地中。小盆地不断下陷，直到

把下面的所有盐都挤出去。由此看来，

是盐在被驱逐过程中将原来在其上面和

下面的沉积物“焊接”在了一起。正如

一条退潮时被搁浅的小船，小盆地趋向

于停留在结实的沉积物上面，而非移动

的盐上。

浅

深

水
深

Sigsbee盐篷。位于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近海

的Sigsbee盐篷，其深水投影图向东朝向新奥尔

良。该盐篷下坡边界是Sigsbee陡坡。这个异地盐

形成的陡坡及其上面覆盖的沉积层从陡坡底部以

逆冲断层的方式向南推进。盐篷上面分布着麻点

状、向盐层下陷的小盆地。（本图片由美国Duke大
学Lincoln Pratson博士提供。图片来源于Pratson LF
和 Haxby WF：“What Is the Slope of  the U.S. 
Continental Slope？”Geology，24卷，第1期（1996年
1月）：3-6。）



小盆地下陷、盐层变薄和沉积物连

片的模式很复杂，但一般认为是三个因

素的共同作用，即盐株盖篷系统、沉积

物连片系统和阶梯状反向区域系统。

通过以上多种方式，厚盐层可能转

变成一个不规则的三维盐体网，盐体之

间局部靠薄盐层和断层连在一起。

统的必要条件。

这一观点在1983年遇到了挑战，当

时Placid石油公司打了一口井，钻穿了两

层薄盐层，当钻遇第三个盐体时被迫弃

井[27]。虽然这口井只钻穿了295英尺（90
米）厚的盐下沉积物，而且没有发现储

层，但该井完完全全通过了两层盐层，

而不是盐底辟。这激起了其他作业者的

兴趣，推动了进一步开发盐下钻井的进

程。到了1986年，Diamond Shamrock公司

在钻进了1000英尺（305米）的储层级砂

岩前钻穿了990英尺（302米）的盐层。但

在这口位于South Marsh Island 200区块的

井中，并没有任何油气发现。但钻井结

果证实在盐下能够发现有足够孔隙度和

渗透率的砂岩。四年后，埃克森公司在

其密西西比峡谷211区块的Mica远景区

水深4350英尺（1326米）的区域钻遇了商

业性油气发现。在打到储层前，这口深

水井先穿过了3300英尺（1021米）的盐

层。发现的油藏储量估计为1-2亿桶

（1590-3180万米3）油当量，证明盐层下

确实可以存在有效的含油气系统[28]。

现在，勘探与生产公司对墨西哥湾

地区盐下构造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这在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过深水和盐下钻

井获得的资料和经验，以及先进的地震

采集、处理和成像技术[29]。毫无疑问，

在盐下和盐上构造中均存在构成含油气

系统的所有要素。通过对盐下构造进行

勘探，勘探与生产公司了解了盐如何影

响地层构造和沉积物的沉积，盐及其上

覆地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墨西哥

湾盆地含油气系统的发展。

地学家还逐渐了解到，随着盆地进

化和继续下沉，侏罗纪和其他时期（或

许是白垩纪时期）富含有机质的生油

岩，因为埋深增加和不断集聚的热量，

创造了极好的生油系统。生油岩下面盆

地底部的原地Louann盐层先发生变形，

随后又形成了盐枕、盐底辟和异地盐

体，产生无数个构造圈闭。在盐层拉伸

过程中也产生了断层，上覆沉积物在多

数情况下为油气运移到上面可能的储层

提供了通道。有些情况下，通过断层作

用将渗透性砂岩和不渗透页岩并置在了

一起，形成了圈闭和盖层。

含油气系统

前面关于盐构造和沉积的讨论谈

到了油气生成和聚集需要的关键要素。

这些要素早已被油气工业所认可，并纳

入一个概念范畴之下，即含油气系统

（上图）。一套有效的含油气系统应包

括以下要素：�

以上要素缺少任何一个都会造成

油气系统难以形成。在上世纪80年代中

期之前，在墨西哥湾寻找储层、圈闭和

盖层的重点是盐篷上面的地层。虽然在

墨西哥湾盐上构造的每次油藏发现都证

实这里存在有效的含油气系统，但并没

有证据表明盐下构造具备存在含油气系

● 盐株盖篷系统是被驱出并接合一起

的漏斗状盐底辟群。

● 沉积物连片系统是铺在结合在一起

的长段异地盐上面的沉积物。一套

沉积物连片系统包括一组向盆地倾

斜生长的铲形断层，它们从底部或触

底反弹到异地盐块或盐片上（铲形断

层是曲面正断层，其倾角随深度而减

小）。楔入断块的沉积物向陆地方向

倾斜，并且，越靠近陆地越厚，而越

靠近海洋越年轻。

● 阶梯状反向区域系统是一些堆积在小

型异地盐片上并不断下陷的沉积物。

一套阶梯状反向区域系统包括一个大

型的向陆地倾斜生长的断层或倾斜盐

底辟。这个断层实际上是一个向陆地

倾斜的盐接合体，它向下进入一块平

坦的盐接合体，甚至往更深处延伸，

进入另一块扎根于平坦源盐层、向大

陆倾斜的盐接合体。楔形沉积体向海

洋方向倾斜，并逐渐变厚。

● 生油岩：包含足够质量和数量、能生

成烃类的有机物。

● 温度和压力包络线（靠埋深达到）：适

合将有机物转化成烃类。

● 油气运移过程和通道。

● 储油岩：达到一定的孔隙度，能够集

聚和储存油气，渗透率较高，最后能

够使油气采出。

● 圈闭和盖层：能够阻止油气逃逸，并

将油气圈闭在储层中。

● 时机：保证油气生成和运移发生时，

有现成的圈闭和盖层能够将其滞流。

● 保存环境：避免侵蚀、构造运动或高

温对油气的破坏。

14

含油气系统。为了对含油气系统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地学家必需确定是否存在所有关键要素，

例如生油岩、油气运移通道、储集岩、圈闭和盖层。各要素必需和关键过程的发生时机，如油气

生成，驱替、运移、聚集和保存等做到有效配合。

压
力
和
温
度
增
加

含油气系统要素

保存

时机

油气生成、运移和聚集

埋藏

封闭

形成圈闭

储层

生油岩

页岩盖层

运
移
路
径 生油岩

基岩

储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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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盐下井的概况。表中给出了钻穿盐层主要井的水深和目的层深度等数据。(表中数据来自新闻报道和美国内政部矿产资源管理服务局的资料,参考文献31)

公里

27. Moore DC 和 Brooks RO:“The Evolving Exploration 
of the Subsalt Play in the Offshore Gulf of Mexico”,
墨西哥湾沿岸地质协会会刊,45卷(1995年):

7-12。

28. DeLuca M:“Forty-Six Wells Designated Subsalt in 
the Gulf of Mexico”,Offshore Magazine，59 卷，

第 1 期 (1999 年 1 月 ):50,52,145。

29. Camaro Alfaro J,Corcoran C,Davies K,Gonzalez 
Pineda F, Hampson G,Hill D,Howard M,Kapoor 
J,Moldoveanu N 和 Kragh E:“降低勘探风险”,

《油田新技术》,19卷，第 1期（2007年春季刊）：

26-34。

30. Moore 和 Brooks，参考文献 27。

31. 美国内政部矿产资源管理服务 (MMS), 盐下

井列表 ,http://www.gomr.mms.gov/homepg/
offshore/gulfocs/subsalt/data/Subsalt_Wells.xls
（2008 年 8 月 11 日浏览）。

32. MMS，参考文献 31。

厚层三角洲和浊积碎屑沉积物造

就了潜在的第三系储集岩。这些储集岩

的物性变化很大，从年轻岩层中的高孔

高渗石英砂岩到老岩层中的低渗长石质

砂岩。对盆地形成历史的研究也表明流

体排出和油气运移的时机非常有利。因

此，墨西哥湾北部盐下远景区似乎存在

有效含油气系统所有必须的要素。

墨西哥湾勘探进程

在墨西哥湾前40年的钻探活动中，

一遇到盐层就停止钻井是经常的事，不

会继续钻达至预定的目标深度。事先无

法预测是否会钻遇盐层－地震勘探覆盖

区域很分散，一般只能根据少量二维地

震资料钻探井。而且，因为地震勘探覆

盖范围零散，早期的处理技术也比较落

后，有时作业者们就难免把钻井目标定

在分辨率较低的地震构造上或地震亮

点异常即直接油气显示（DHI）上。但有

时候却发现这些地震目标结果是盐层

顶。钻到了目标深度又没有碰到产层，

却发现实际上是钻穿了盐层，碰到这种

情况，许多作业者都不愿再打下去。

有一个DHI目标对墨西哥湾北部盐

下趋势带的勘探起到了帮助作用。前文

提到的Placid石油公司在Ship Shoal 366
区块钻的 2号井的目标层是DHI层，但

结果却钻遇了三个盐层，然后被迫封堵

弃井 [30]。此外，80年代和 90年代期间钻

的以DHI层为目标层的其他井也钻遇了

盐层。

在Ship Shoal 366区块钻出这口干井

后，在随后的20年里，又在墨西哥湾地

区陆续钻了140多口盐下井 [31]。虽然部

分井并没有商业价值，还是有几口井因

扩大了勘探范围或创造了那个时期的钻

井记录而被人关注（上图）。

在这些井中，只有50口是在外大陆

架相对较浅的水域钻的，水深在93－560

英尺（28-171米）之间。其余井都钻在大陆

斜坡上，水深在630-7416英尺（192-2260
米）之间。井位不是逐渐或有意从浅到

深布置的。在Ship Shoal 366区块的干井

完钻一年后，Placid石油公司在2004英
尺（610米）水深的区域又钻了一口盐下

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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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zanite

Thunder Horse

Magnolia

K2

Mad Dog

Redhawk

Tahiti

St. Malo

Jack

Kaskida

West Tonga

—

—

干井，目标层是直接油气显示（DHI）层。该井钻穿了盐层。

干井，DHI目标层证实为盐层，但在盐层下面钻遇了1000英尺（305米）的储
层级含水砂岩层。

在盐下5个薄层中首次发现明显油气显示。

先于Mica油田投入开发，成为墨西哥湾盐下远景区第一口进行商业开发的井。

发现盐接合体

第二个商业盐下发现，钻穿盐层1300英尺（396米）。测试产量：2100桶/日
（334米3/日）油和2000万英尺/日（566337米3/日）天然气。

是上新世-中新世时期的第三个商业发现。

世界上最深的系泊浮式油气生产设施，也是最大的生产设施之一。

穿过8000英尺（2438米）的盐层。

是墨西哥湾浅水区第一口测试井，日产油1917桶（305米3），天然气2970万
英尺3（841100米3），是该地区高产井之一。

墨西哥湾最大的油田。

安装的张力腿平台（TLP）创造了张力腿平台安装水深记录。

钻穿了10000英尺（3048米）的中新世褶皱趋势盐篷。

在密西西比扇形褶皱带发现了净厚为300英尺（91米）的产层。

世界上第一个采用桁架式SPAR平台生产的油田。

在11000英尺（3353米）深的盐篷下面发现了中中新世圈闭。

是威尔科克斯趋势上钻的第一口盐下井，钻穿Sigsbee盐篷10000英尺
（3048米），发现产层净厚达450英尺（137米）。

威尔科克斯试井：是墨西哥湾深水区进行的最深的长时间钻杆测试井。

第一口特别定位在Sigsbee陡坡上的威尔科克斯盐下探井，位于威尔科克斯远

景区北边界地区，发现了净厚达800英尺（244米）的产层。

在三个中新世砂岩层发现了净厚为350英尺（107米）的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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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和90年代的盐下钻井获得主

要目标是上新世时期的浊积岩，以及一

些更新世和中新世砂岩[33]。墨西哥湾盆

地99%的已探明储量都是从中新世或更

年轻的地层中产出的，而目前墨西哥湾

盐下油气趋势正因为在更老的始新世和

古新世砂岩中的深水和超深水发现而变

得充满生机（上图）。在浊积河道和冲

积扇系统中的发现，以及位于得克萨斯

州和路易斯安那的威尔科克斯地层的陆

上沉积的类似深盆发现，都正在扩大勘

探远景区的范围。在威尔科克斯三角洲

系统下倾250英里（400公里）的地方已

经发现了这些浊积储层[34]。

深水威尔科克斯趋势在水深

4000-10000英尺（1200-3050米）的区域，

覆盖30000英里2（77670公里2）左右。有些

远景区位于7000-20000英尺（2130-6100
米）厚的盐蓬下面。有趣的是，在威尔

科克斯趋势上的早期发现从来没有钻

穿过盐层。起初，作业者们都试图避开

盐层，转移到深水区从盐层外侧钻进。

在那里，地震成像没有受盐层的影响，

司钻只需应对与深水钻井相关的难题即

可。然而，在他们确认深水威尔科克斯

趋势的开发潜力后，勘探队开始了进行

上倾勘探和盐下勘探，结果发现了盐下

油藏，如St. Malo和Jack油田。

晚第三纪威尔科克斯远景区开发

活动起始于Baha 2井，该井打在Alaminos
峡谷557区块，这个探区的最初勘探目标

是中生界裂缝性碳酸盐岩地层。1996
年，因钻井问题导致第一口井没有达到

目标深度就被迫弃井，但该井钻遇了晚

始新世砂岩15英尺（4.6米）厚的产层，

这说明这里存在较好的含油气系统，也

许在该构造深处会有商业发现。2001
年，Baha 2井成功钻到了19164英尺（5841
米），却发现原来的中生界碳酸盐岩层

不具有孔隙性。虽然这口干井只在始新

世砂岩层中发现了12英尺（3.7米）厚的

油层，但也说明了在4000英尺（1219米）

深的威尔科克斯浊积岩层下面可能有

储层级砂岩[35]。

此后不久，在Baha南部的区块又布

置了井，如Trident探区（Alaminos峡谷903
区块）和Great White探区（Alaminos峡谷

857区块），在墨西哥湾西部的Perdido褶
皱带上发现了威尔科克斯产油砂层。随

后钻井活动转向了东部，在Walker海脊

地区的Cascade、Chinook、St. Malo和Jack
探区发现了威尔科克斯油藏。Kaskida发
现和在Keathley峡谷地区钻的不具有商

业价值的Sardinia和Hadrian井帮助填补

了墨西哥湾东西部之间的资料空白。根

据这些资料，地质学家推断威尔科克斯

砂岩层在墨西哥湾盆地延伸300多英里

（480公里）。到2007年，在威尔科克斯

趋势上至少钻了20口探井，获得了12个
发现。每个发现的可采储量估计为0.4－
5亿桶（640－7950万米3）油[36]。

Walker海脊678区块上的St . Malo 
发现因为是第一口钻到异地盐下的威尔

科克斯砂岩的井而著名。另一口威尔科

克斯盐下井钻在了Walker海脊759区
块，在该区块上发现了非常引人注目的

Jack油田 [37]。为评价这个区块的盐下构

造，又钻进了一口井。这是唯一一口进

行测试的井，结果令人鼓舞：该井连续

喷流23天，日产油6000桶（953米 3），而

试井井段只是总净产层的40%（下一页

图）。西北部的Kaskida井标志着迄今为

止威尔科克斯盐下发现的最北边界，该

井距离Sigsbee陡坡边缘比威尔科克斯

趋势上其他井都远。

在辽阔的Sigsbee盐篷下面，究竟还

有多少构造趋势带和油田最终会被发现

呢？以前成像效果差阻碍了盐下勘探，

而今却得益于能够测量深层构造特征的

新勘探方法。新的地震采集技术，结合

更加精确的速度模型和偏移算法，正帮

助业界解决盐下构造的成像问题。特别

是利用宽方位角和富方位角地震勘探技

术使复杂盐下地质体信噪比得到进一

步改善，某些信号引起的多次波也得到

自然衰减[38]。Q-Marine系统利用衰减不

太严重的低频成份获得更好的地下构

造成像结果。该技术也提供了大量可操

纵标准震源组合来加强盐下构造反射能

量，以及单检波器记录来改善干扰波取

样和衰减，并且具有在采集船转弯过程

中记录资料的能力。

借助于非地震勘探技术（可以测量

地下构造的不同属性），地学家和工程

师们正在建立更加全面的模型，帮助勘

探与生产公司更有效地确定勘探区块的

前景，在将钻机运至现场之前评价识别

钻井风险。除了地震资料，地学家还借

助于海洋大地电磁、重力和电磁调查技

术。目前，这些调查技术比其第一代或

第二代已发展了很多，而且都是通过海

洋调查船进行资料采集。

16

晚第三纪趋势带。在追踪晚第三纪目标过程中，作业者远离大陆架向更深的水域挺进。（根据

Richardson GE，Nixon LD，Bohannon CM，Kazanis EG，Montgomery TM 和 Gravois MP 的 资 料 修 改：

“Deepwater Gulf of Mexico 2008：America’ s Offshore Energy Future，OCS Report MMS 2008-013”。新奥

尔良：美国内政部矿产资源管理服务局墨西哥湾 OCS 地区分局，2008 年）

得克萨斯 路易斯安那

密西西比峡谷

晚第三纪趋势带晚第三纪趋势带

峡谷 河谷

峡谷 峡谷 海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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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试井。由发现者深海钻井船所钻的 Jack 2 井在 Cajun Express 半潜式钻机运至井场进行长时

间测试之前先下了套管并暂时关闭。测试时派遣了驳船到现场收集测试产出的流体。

33. Moore 和 Brooks，参考文献 27。

34. Lewis J，Clinch S，Meyer D，Richards M，Skirius 
C，Stokes R 和 Zarra L:“Exploration and Appraisal 
Challenges in the Gulf of Mexico Deep-Water 
Wilcox：Part 1-Exploration Overview, Reservoir 
Quality, and Seismic Imaging”，Kennan L，Pindell 
J 和 Rosen NC（编辑）：27th Annual Gulf Coast 
Section SEPM Foundation Bob F. Perkins Research 
Conference 文集（2007 年）：398-414。

35. Lewis 等人，参考文献 34。

36. Lewis 等人，参考文献 34。

37. 关于 Jack 油田试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Aghar H，Carie M，Elshahawi H，Gomez JR，
Saeedi J，Young C，Pinguet B，Swainson K，

Takla E 和 Theuveny B：“试井新技术及其应

用”，《油田新技术》，19卷，第 1期（2007年春

季刊）：44-59。

38. Camaro Alfaro 等人，参考文献 29。

多次反射波（通常称为多次波）是因为地震

波在一个界面上多次反射造成的。多次波

造成地下构造成像困难。地震处理的主要

工作就是区分一次反射和多次反射，然后把

多次反射波从地震剖面上清除掉。

39.Hudec MR 和 Jackson MPA：“Advance of 
Allochthonous Salt Sheets in Passive Margins and 
Orogens”，AAPG Bulletin，90 卷，第 10 期（2006
年 10月）：1535-1564。

40. Hudec 和 Jackson，参考文献 39。

41. Mukhopadhyay PK，Harvey PJ 和 Kendell K：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alt Mobilization 

and Petroleum System Parameters：Possible 
Solution of Finding Commercial Oil and Gas 
Within Offshore Nova Scotia，Canada During the 
Next Phase of Deep-Water Exploration”，
墨西哥湾沿岸地质协会会刊，56 卷（2006
年）：627-638。

42. Lowrie A 和 Kozlov E:“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Salt Tectonics Between the Precaspian Basin，
Russia，and the Northern Gulf of Mexico，USA”，
墨西哥湾沿岸地质协会会刊，54 卷（2004
年）：393-407。

非常规地震勘探已经用来改善盐

上探区描述，利用海洋大地电磁勘探记

录资料帮助测量高阻层深度和厚度，以

及预测油藏流体属性帮助精细处理地

震资料。也可以将重力勘探、洋底纵剖

面勘探和三维地震资料结合起来识别

地下构造，突出描述盐丘和沉积特征，

如被深埋的富含砂岩的河道。可控震源

电磁勘探(CSEM)可以识别地下高阻层，

并能够结合地震勘探完整描述油气圈

闭。钻井后，进行延时地震勘探可以跟

踪生产情况，评价油藏扫油效率。认识

到非常规勘探技术在盐上构造勘探中的

价值后，地学家现在正尝试着将它们应

用到盐下构造勘探中。

这些技术进步将帮助地学家们对

新探区的地下构造进行成像，进而也将

促进钻井、测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晚

第三纪趋势带是盐下远景区的一个新领

域，这是振兴墨西哥湾地区勘探的最新

一轮冲击波。在理论上已经成熟的钻井

地区，新技术不断发现新目标，打开更

多新的领域，因此，勘探活动仍将继续

下去。

世界各地的盐下勘探

墨西哥湾深水区盐下构造勘探技

术的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获得的勘探

开发经验，一定会对未来盐下远景区的

开发有指导意义。毕竟，墨西哥湾只是

世界上包含异地盐体的35个盆地中的

一个 [39]。此类盐体在安哥拉、巴西、加拿

大、马达加斯加、墨西哥、摩洛哥和也门

等地的近海都有发现。有些盆地特征与

世界其他地区的盆地极为相似。

例如，在安哥拉近海的Kwanza超深

水盆地发现了一个与Sigsbee陡坡非常

相似的陡坡。这个安哥拉陡坡长约 685

英里（1100公里），标志着异地盐边缘向

海洋方向延伸的边界，虽然这个边缘通

常不到12英里（20公里）宽 [40]。加拿大

新斯科舍省近海的Scotian盆地也有类

似特征，如沿三叠纪 -侏罗纪盐层横向

和垂向运动控制的圈闭堆积的白垩纪和

第三纪浊积层 [41]。

并非所有盐体都在海上发现，有些

是在造山带中发现的，说明那个地方曾

经发生过造山运动，有的则被陆地包围。

此类盐体在阿尔及利亚、加拿大、哥仑

比亚、德国、伊朗、哈萨克斯坦、秘鲁、

西班牙和乌克兰等地都有发现。墨西哥

湾的盐层已经通过钻井和地震资料进行

了分析，山区的盐层通过露头也已经进

行了广泛研究和勘探。地学家也逐渐认

识到陆地和海洋盐体之间的相似性，对

陆上盐体结构的研究会对海下发现的盐

体研究带来启发。

有人曾对墨西哥湾盆地与哈萨克

斯坦和俄罗斯的Precaspian盆地作了比

较 [42]。Precaspian盆地是在二叠纪时期

乌拉尔造山运动形成的。尽管二者形成

时期相差较远，但两个盆地都经历了快

速盐沉积过程，并且受重要沉积源控制

（密西西比河和伏尔加河）。两个盆地也

都有延伸到异地盐表的盐倒悬体。认识

到二者的差别很有用，这一点在巴西的

盐前远景区得到证实。在桑托斯盆地，

不同的沉积过程都在起着作用。在该盆

地，碳酸盐岩储层中的大型发现都在异

地盐下面，而且在构造和地层上都未受

盐构造的影响。

找出盆地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有

助于勘探与生产公司认识到一个盆地表

现出的特征可能对应于类似盆地中尚未

发现的某些特征。因此，无论是经过深

度勘探的盐体露头（如伊朗的盐川），还

是经过广泛勘探的盆地（如墨西哥湾、

Precaspian或西非盆地），二者互为补充，

有助于发现世界其他盆地中蕴藏的潜在

油气储量。                  －MV

得克萨斯 路易斯安那
密西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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