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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断层破碎带通常伴生有复杂的裂缝系统，为地下流体渗流提供了重要通道，影响着油气、矿产、地下水

等的储存。迄今为止，地下断层破碎带特征的研究因缺乏数据而相对较少。依托三维地震勘探资料，本文提取

了振幅剖面、极大和极小曲率属性、方差等地震属对通南巴马路背地区须家河组致密砂岩断层破碎带的平面分

布特征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通南巴背斜在不同时期受到来自不同方向不同强度应力的综合作用，形成现今的北

东向的背斜主体，并叠加有一系列北西向的次生褶皱和断层破碎带。工区范围内主要有 6 条NNW向逆断层破碎

带，包括 3 条延伸超过 10 km的长断层破碎带，和 3 条延伸 3~6 km的较短断层破碎。这些断层破碎带在走向上

宽度差异明显，破碎范围在 270~1250 m，是该地区的断缝系统主要组成部分。高产井Ma101 和Ma201 处于F2、
F3 断层破碎带之间的构造高部位，断缝成藏优势明显。其中F2 断层为通源断裂，可以沟通下部海相气源；而

其他区域虽也有处于断块两背斜之间的区域，但处于构造低部位，并且离大断层较远，断缝成藏优势较不明显。

本文为地下断层破碎带平面分布特征的描述提供了地震多属性分析方法，对建立致密砂岩地下断缝系统和相应

的油气富集成藏模式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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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致密砂岩储层中断缝系统主要由主干断层及其所

控制的破碎带组成，其不仅提供了渗流通道，同时也

可能提供了储集空间，因此其空间分布特征往往控制

着致密砂岩油气的分布和富集 [1-2]。

断层破碎带由断层核及断层核周围的破碎带组

成 [3-5]。其中，断层核由滑动面、断层泥、碎裂岩、角

砾岩等高应变产物组成，一般为较窄的局部滑动带；

破碎带一般为诱导裂缝发育的岩石，变形强度介于断

层核和围岩之间。通常，断层破碎带的宽度由破碎结

构中裂缝频率的分布定义，裂缝发育的程度一般是随

离断层核距离的增大而减小 (一般呈指数减小 )，直到

和围岩的变形特征相一致 [3-6]。那么，断层破碎带的

外边缘 (破碎带和围岩的边界 )可以视为裂缝发育程度

下降到一定的值 (围岩背景值 )的位置。这种方法为

定量地识别断层破碎带的区域提供了有用的思路，在

很多涉及断层破碎带的宽度研究当中得到了成功的应

用 [7-11]。

但是这种基于裂缝密度来量化断层破碎带宽度研

究方法主要集中于地表露头的分析，存在几个明显的

问题：①精确识别破碎带与围岩之间的边界较困难，

因为所有的物理性质都是逐渐而不是突然变化的，所

以在不同情况下定义破碎带边界的标准不同，这种标

准受主观性影响较大 [12]。②在统计裂缝密度的时候，

大尺度的裂缝直接在野外露头观察、而微裂缝通过在

显微镜下观察薄片计数。不同研究人员、不同地区对

有效裂缝的定义不同，且在统计的过程中难以始终保

持一致的标准 [12]。③断裂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三维破

碎带结构，其宽度在纵向上和横向上都会发生变化，

但是这种基于裂缝密度的量化方式，往往是选择一条

垂直于断层走向的基线，然后测量其裂缝密度的统计

情况。这种量化结果显然无法表达地下断裂带的三维

结构形态，渗流特征更难以确定 [13]。

本文以四川盆地东北部通南巴马路背地区为例，

提取相关的地震几何属性对须家河组二段致密砂岩断

层破碎带的平面分布进行识别和分析。地震数据本身

限于分辨率无法直接识别裂缝，但地震响应反应了断

层破碎带的总体特征。这个新的分析流程使断层破碎

带几何形态的识别和刻画成为可能，为建立四川盆地

致密砂岩地下断缝系统和相应的油气富集成藏模式提

供了基础。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通南巴地区在地理上处于中国四川盆地的北部，

其在行政上位于四川省巴中市北部片区。通南巴地区

发育一几乎贯穿全区的呈北东东向走向的大型背斜，

称为通南巴背斜 [14-16](图 1)。研究区马路背地区位于通

南巴地区东北部，工区面积约为 225 km2(图 1)。通南

巴背斜北侧紧邻米仓山逆冲推覆带，南接四川盆地中

部平缓丘陵，西侧远端为龙门山造山带，东北侧紧邻

大巴山弧形前陆冲断带。该构造主要受来自米仓山和

大巴山多期次 (燕山期和喜山期 )不同方向 (NW和NE

of the reverse fault systems on top of the Xujiahe tight sandstone in the Malubei area of Tongnan by using three-dimensional 
seismic attributes. The seismic attributes include, maximum and minimum curvature attributes, seismic variance, and comple-
mentary amplitude profi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ngnanba anticline was subjected to the superimposed effects of several tectonic movements, 
forming the present-day north-east anticline with a series of secondary north-west folds and fault fragmentation zones. Six 
NNW-trending fault damage zone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study area. There are three fault damage zones with lengths >10 km, 
and three shorter ones with lengths of 3~6 km. Each of the damage zones has a different width of between 270~1250 m, as an im-
portant part of the fault-fracture system in the area.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both Ma101 and Ma201 are in the structural-high 
parts surrounded by the large faults (F3, F6), with the advantage of a fracture network.  The fault F2 may be a source-reservoir 
pathway and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lower marine phase, while the other regions lack accumulation potential as they are 
located far away from faults and in a lower part of the structure.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the identification and 
depiction of geometrical patterns of subsurface fault damage zon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ultiple seismic attributes, which is 
important to the delineation of the subsurface fault-fracture systems and the corresponding accumulation models of natural gas in 
the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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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的构造应力作用影响，其褶皱、断层、裂缝十分

发育 [13-16]。通南巴的断裂系统在剖面上受嘉陵江组膏

盐岩为界，有较明显的上下分层特征 [15-17]。在平面分

布上，研究区主要分布NW–SE向平行展列的逆断层。

通南巴地区在中三叠统雷口坡组末期逐渐发生海

退并开始了陆相沉积史，其中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二

段为本论文的研究层位，以致密砂岩为主，深度在

3~4 km之间。须一段在研究区基本不发育，须二段和

须四段主要为致密砂岩，须三段和须五段主要为页岩、

泥岩和薄煤层 [17]。

1.2 地震属性模型

在地震解释中，曲率属性作为一种用来表征曲面

在空间里的弯曲程度的二阶导数属性，可以更有效的

识别地震数据上的褶皱、断层以及裂缝等构造，并对

地层产状的变化十分敏感 [18]。当岩层受到应力作用发

生弯曲，其弯曲程度越高，则曲率值越高。通常情况

下，背斜的曲率值为正、向斜的曲率值为负、单斜和

平层均为零曲率 (图 2)。而这些曲率高的地区，由于

受到较强的应力作用，也极易形成断层和裂缝。因此

曲率属性可以用来间接揭示这些低于地震分辨率的裂

缝。

曲率K值一般用沿x方向的导数形式求解 (推导

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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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的方差属性是相干属性的一种，通过计算地

震道波形之间方差来形容道与道之间的差异程度D，

图 1 研究区域 (a)地质构造图和 (b)基本地层

Fig. 1 (a) Structure map of the study area and (b)stratigraphic column

图 2 褶皱的曲率特征

Fig. 2 Curvature characteristics of f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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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检测地下断层的发育情况 [13]。在断层发育区，构

造变形越强烈的地方，相邻道之间的波形差异越大，

方差越高，反之亦然。方差值D的计算方程如下：

  D2 = ∑ i

n (x x
n
i − )2

 (2)

本文使用方差属性确定断裂错动的位置和大概破

碎区间，通过曲率属性识别因断裂形成的强制地层褶

曲带。这些褶皱多数是紧密围绕断层，和方差属性识

别的破碎区间一般有一定的重合度，也是断裂破碎带

重要的识别特征之一。多个典型属性的相互融合验证，

可以更加准确地刻画断层破碎带。

2 结果与分析

2.1 断层破碎带的分布

在对马路背地区须家河组二段叠后地震资料进行

精准的层位追踪和解释后，我们分别计算了该工区地

震数据的极大、极小曲率属性和方差属性，并通过软

件沿追踪的层位（见图 3 黄线）提取相关的属性叠加

于须家河组二段顶面高程图上，进而分析断裂带在须

二顶的发育分布特征。

图 3a展示了马路背地区在须家河组二段北东—

南西向的背斜构造，背斜长轴约为 18 km，短轴约为

12.2 km。图 3b显示，在过NE向褶皱轴剖面上发育一

系列的 (北北西向 )次级褶皱和断层。须二地层可见 3
个次级背斜构造高点和 4 条具有一定宽度的断层破碎

带 (图 3c)。从该构造图的整体背斜轴向和叠加在背斜

主体上的系列次级褶皱和断层发育特征可以看出，研

究区至少经历两次不同方向的构造活动。具体解释为，

研究区在早期 (燕山期 )主要受到北西—南东向的挤压

形成北东向展布的通南巴背斜主体，晚期 (燕山晚期 )
受到北东向的挤压形成系列叠加在大背斜主体上的系

列北北西向次生褶皱和断层。

为了更好地分析目标层褶皱和断层的分布情况，

我们提取须家河组二段极大曲率属性 (图 4)和极小曲

率属性 (图 5)，并将两种曲率属性分别叠加于该地层

高程图上。图 4 红黄色部分表示背斜高部区域，蓝绿

色部分表示低构造区域。高构造区域的红黄色总体沿

通南巴背斜轴迹NE方向，两侧由红黄颜色逐步过渡

到蓝绿颜色，是通南巴背斜构造主体的两翼。

在图 4 中，红色部分曲率值为极大值 (正曲率，代

表背斜或隆起构造 )，相应图 5 中蓝色部分曲率值为极

小值 (负值，代表向斜或凹陷构造 )。由极大极小曲率

图 3 穿过褶皱区 (a)地震水平切图、(b)剖面图及 (c)振幅剖面叠加方差属性图

Fig. 3 The seismic time slice through the main fold (a), profile along AA’(b), and amplitude profile co-rendered with seismic varianc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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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叠加图可以明显识别出伴随断层产生的呈明显条

带状的褶皱带，包括逆断层上盘的背斜，即红色区域

(正曲率构造 )，和下盘的向斜，即蓝色区域 (负曲率构

造 )。中部马 101、马 103 井所处的位置是通南巴背斜

高点和次级褶皱曲率极大值重叠的区域。这个区域既

有早期 (燕山期 )通南巴大背斜顶部大量的裂缝 (裂缝

I)，也有晚期 (燕山晚期 )次生褶皱顶部的裂缝 (裂缝

II)。由于两期受力方向相反，我们认为裂缝 I和裂缝 II
可以形成联通性良好的正交裂缝网络。

图 6 显示了沿须家河组二段的方差属性，这个属

性对断层破碎带的识别与分析有重要意义且应用最广。

方差属性是通过一定的算法检测并放大相邻地震道的

波形差异来提取断层等特殊构造的发育信息，经过加

权归一化处理后的方差值的范围为在 0 到 1 之间，方

差值越大，地层越不连续，代表断层破碎带地质构造

越发育。图中红色及黑色区域方差值较高，指示断层

破碎带发育区。通过方差属性叠合须家河组二段高程

图并结合剖面分析 (图 3c)，工区内共发育 3 条NNW
走向贯穿通南巴大背斜的长断层破碎带，除此之外在

通南巴北翼还发育 3 条延伸不长但宽度大的断层破碎

带。在背斜主体的南翼东部也表现出极强的不连续性，

结合曲率属性，该区域地层未发生明显的错动，属于

通南巴大背斜褶皱形成的裂缝发育区。

至此，我们将目的层识别出来的断层破碎带分为

两类，一类是在走向上几乎贯穿全区的一级断层 (F1、
F3、F6)，一类是在工区范围内走向上延伸较短的二级

断层 (F2、F4、F5)。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对一级断层

和二级断层的分类只是依据属性图上断层在目的层的

走向延伸长度，但是断层破碎带发育的规模 (比如宽

度 )还和断层破碎强度、地层岩性、在纵向上发育的

深度、断层两盘地层组合等各种情况息息相关，所以

这里的分类不代表一级断层破碎带的发育规模就一定

大于二级断层破碎带。

2.2 断层破碎带识别结果综合分析

通过马路背地区须二段地层属性分析 (图 4~6)，
可以明显看出目的层为北东—南西向通南巴大背斜构

造背景下，发育一系列的北北西向的次生褶皱和断层

破碎带为主。基于曲率和方差属性图 (图 4~6)，我们

得到了这些断层破碎带在三维空间的展布特征 (图 7；
该图未解释每条断层具体的切穿层位 )和相关参数 (表

图 4 须家河组二段顶面高程叠加极大曲率属性图

Fig. 4 Curvature attribute map of maximum curvature 
attribute co-rendered with elevation of the top of T3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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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须家河组二段顶面高程叠加极小曲率属性图

Fig. 5 Curvature attribute map of minimal curvature 
attribute co-rendered with elevation of the top of T3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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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须家河组二段顶面高程叠加方差属性图

Fig. 6 Attribute map of variance in the top of T3x2 co-rendered 
with elevation of the top of T3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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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断层走向基本都为为北北东向，但倾向各异：F1
为北西西向，F2 为南西西向，F3 为南西，F4 为南西，

F5 为南西西，F6 为南西西向。图 7 显示了F1~F6 断

层破碎带及其相互之间在空间上展布的关系。

通过对振幅剖面的层位标定及上述平面分布特征，

对工区内所定位的三个一级断层进行初步分析认为：

①断层破碎带向上通至地表，向下于至少到嘉陵江组

四五段，可至于志留系地层；②断层性质全部为高角

度逆断层；③F3 和F6 断层两盘的错断距离明显大于

F1，且前两者破碎带宽度在剖面上明显宽于后者。

根据须二段构造等高图和过井剖面解释 (图 3)，
Ma101 和Ma103 均处于断块的高部位 (背斜高点 )，且

周围都有大断层破碎带 (F2、F3)。Ma101 和Ma103 东

侧F2 断层破碎带非常发育，且为通源断裂可断穿至志

留系地层，对其沟通下部海相气源贡献极大，断缝成

藏优势明显；而其他区域虽也有处于断块两背斜之间

的区域，但处于构造低部位，并且离大断层较远，断

缝成藏优势次之。

3 结论与建议

地下断层破碎带平面分布的识别对分析致密砂岩

断缝系统的分布情况和结构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 [19]。

本文通过三维地震多属性分析识别了马路背地区须家

河组二段致密砂岩的构造情况和断层破碎带分布，得

出如下认识：

(1)通南巴背斜在不同时期受到来自不同方向不

同强度应力的综合作用，形成现今的北东向的背斜主

表 1 马路背地区须家河组顶层主要断层基本特征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 faults in the top of T3x2 in Malubei area

断层

名称
性质 走向 倾向 倾角 断距

延伸长度

(工区范围 )
切断层位 破碎带宽度 /m

Ⅰ类断层

F1 逆断层 北北西 北西西 80°左右 50 m左右 10 km左右
上至地表

下至T1j4-5
270~780

F3 逆断层 北北西 南西西 80°左右 350 m左右 12 km左右
上至地表

下至T1j4-5
700~1200

F6 逆断层 北西 南西 73°左右 400 m左右 15 km左右
上至地表

下至T1j4-5
380~440

Ⅱ类断层

F2 逆断层 北北西 南西 78°左右 45 m左右 6 km左右
上至地表

下至T1j4-5
670~1250

F4 逆断层 北西 南西西 66°左右 80 m左右 3 km左右
上至 J3z
下至T1j4-5

420~550

F5 逆断层 北北西 南西西 76°左右 100 m左右 4.5 km左右
上至地表

下至T1j4-5
370~560

图 7 研究区须家河组二段顶层断层 (a)平面分布示意图；(b)
AB剖面构造示意图

Fig. 7 (a) The fault distribution plan schematic diagram 
in the top of T3x2 in study area; (b) The structure schematic 
diagram of AB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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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并叠加有一系列北西向的次生褶皱和断层破碎带。

其构造特征整体表现为：东西分段、上下分层。即断

裂—褶皱组合形态多样复杂。

(2)极大、极小曲率、方差等属性的融合使用，可

以促进对马路背地区须二地层的断层破碎带的分析。

(3)综合多属性分析认为，工区范围内目标层主要

发育三条在走向上贯穿通南巴背斜的一级断层破碎带

(F1、F3、F6)，和三条走向上延伸较短的二级断层破

碎带 (F2、F4、F5)，断层走向均为北北西向，一级断

层破碎带在工区范围内的延伸长度均在 10 km以上，

二级断层破碎带的延伸长度在 3~6 km不等，各自破碎

带宽度不同，是该地区的断缝系统重要组成部分。

(4) Ma101 和Ma201 均处于多重构造的高部位 (背
斜高点 )，且周围都有大型的断层破碎带 (F2、F3)。我

们认为F2 断层破碎带非常发育，又断穿至志留系顶，

在特定时期里起着海相天然气的通源作用；而其他区

域虽也有处于断块两背斜之间的区域，但处于构造低

部位，并且离大断层较远，断缝成藏优势较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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