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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高石梯地区灯影组四段顶岩溶
古地貌、古水系特征与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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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川盆地灯影组白云岩岩溶孔洞储层发育，在四川盆地威远、资阳及高石梯-磨溪地区发现

了大型气田。但是该套储层非均质强，储层预测困难，需要进一步从岩溶地质理论出发，恢复岩溶古

地貌、古水系，从而掌握该套储层发育分布规律，指导进一步勘探开发。本文选用印模法恢复了高石

梯地区灯四顶岩溶古地貌，并结合现代岩溶学和岩溶动力学理论，划分了岩溶台地、岩溶缓坡地和岩

溶盆地 3类二级地貌单元。应用现代岩溶分类方法，根据微地貌组合形态，对二级地貌作精细刻画，

划分了 6种三级地貌单元，最后根据岩溶动力学、岩溶水文地质学在高石梯地区刻画出北部、西部和

东南部三大水系。认为岩溶缓坡，位于径流区，水动力条件最强，孔洞最发育，是储层勘探方向。精

细的古地貌、古水系的刻画对促进高石梯地区灯影组油气勘探开发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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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四川盆地高石梯地区灯影组取得较大

天然气勘探成果。从 2011年高石梯地区风险探井高

石 1井在震旦系灯影组白云岩孔、洞储层获得高产气

流，取得重大突破以来，到 2018年，高石梯地区已获

工业气井近 20口［1-5］。前期研究认为灯影组末期发

生的暴露岩溶作用，对优质储层孔洞的形成具有决

定作用［1-5］。但是近年来随着开发的进行，发现该套

岩溶储层分布极不均一，井与井间岩溶储层差别较

大，产量变化也较大，给勘探开发工作带来困难。急

需进一步开展岩溶基础地质研究工作，掌握储层分

布规律，从而指导勘探开发。

岩溶是水对可溶性岩石（碳酸盐岩、石膏、岩盐

等）进行以化学溶蚀作用为主，流水的冲蚀、潜蚀和

崩塌等机械作用为辅的地质作用，以及由这些作用

所产生的现象的总称。由岩溶作用所造成地貌，称

岩溶地貌［6-7］。地貌形态对岩溶地下水运动及其形成

的岩溶孔、缝、洞发育起着控制作用［8-12］。所以，恢复

古岩溶地貌实际是恢复古岩溶水动力条件，它们是

认识岩溶缝洞成因的一把钥匙。研究古地貌和古水

系区域分布规律对岩溶储层形成机理、形成模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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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及其对储层预测评价具有重要意义［8-12］。

前人已对四川盆地川中、高石梯、磨溪地区灯影

组古地貌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工作［13-16］，但整体研究精

度不够，仅划分了该地区二级地貌单元，古水系也没

进行刻画，恢复的古地貌不能很好指导勘探。本次

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岩溶理论和分类方

法，充分利用最新地质成果和地震解释资料，恢复前

寒武纪灯四顶岩溶古地貌，并对微地貌、古水系进行

了精细刻画和划分，为下一步该区储层成因分析、储

层预测评价提供基础，以此更好指导该地区勘探

开发。

1 地质背景

高石梯地区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处于川中古隆

中斜平缓带的中部、乐山—龙女寺加里东古隆起的

东段上斜坡部位（图 1）［17］。高石梯地区灯影组主要

发育大套的藻白云岩、晶粒白云岩、砂（鲕）粒屑白云

岩夹薄层砂、泥岩及硅质岩，主要表现为台地边缘礁

滩相以及局限台地潮坪—泻湖相沉积［4］。储集空间

以次生溶蚀孔洞缝为主，储层具有低孔低渗、非均质

性强的特征。储层一般分布在震旦系顶部侵蚀面以

下数十米范围内［4］，主要受桐湾运动Ⅱ幕导致的暴露

古岩溶作用控制（图 2）［18］。据岩性和结构特征将灯

影组从下至上划分为四段［4］：灯一段主要以泥粉晶白

云岩为主，厚 20~500 m；灯二段以葡萄花边状藻云岩

为主，厚20~950 m；灯三段为蓝灰色泥岩为主，厚0~60
m；灯四段以泥、微晶云岩、藻云岩、硅质云岩为主，厚

0~350 m。整体上，灯四段受古岩溶影响强烈，岩溶

储层发育，是现今开采的主要目的层，灯四顶岩溶也

是本文研究的目标（图2）。

2 古岩溶地貌恢复

2. 1 古地貌恢复方法

岩溶古地貌的恢复方法主要为印模法和残厚

法［11］，即寻找到恢复面上下标志层，通过标志层与恢

复面的差值来反应古地貌起伏。一般可以通过大量

钻井的层位数据或地震层位数据来计算。高石梯地

区灯四段，由于其勘探时间较短，资料有限，对该区

灯四段古地貌恢复的限制较大，且研究区内钻井分

布极为不均，因而基于钻井资料的常规地层厚度方

法难以满足微地貌精细刻画的需要。但是高石梯地

区三维地震满覆盖，因此本文主要利用地震层位数

据来恢复古地貌。

图1 四川盆地高石梯地区构造位置图

Fig. 1 Tectonic setting of the Gaoshiti area in the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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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斜平缓带的中部、乐山—龙女寺加里东古隆起的

东段上斜坡部位（图 1）［17］。高石梯地区灯影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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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数十米范围内［4］，主要受桐湾运动Ⅱ幕导致的暴露

古岩溶作用控制（图 2）［18］。据岩性和结构特征将灯

影组从下至上划分为四段［4］：灯一段主要以泥粉晶白

云岩为主，厚 20~500 m；灯二段以葡萄花边状藻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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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灯四段以泥、微晶云岩、藻云岩、硅质云岩为主，厚

0~350 m。整体上，灯四段受古岩溶影响强烈，岩溶

储层发育，是现今开采的主要目的层，灯四顶岩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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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Tectonic setting of the Gaoshiti area in the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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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残厚法和印模法可以选择。（1）残厚法：

残厚法的关键是选择下伏标志层，前人曾选择灯三

段蓝灰色泥岩顶面作为下伏标志层。但是分析发现

灯三段沉积末期，高石梯地区处于裂陷活动期，构造

变动较大，特别是研究区西部，断陷较为发育，使差

异剥蚀增强，致使残厚法恢复古地貌存在较大问题。

同时，地震剖面上灯三段和灯四段底界地震同相轴

变化较大，难以准确追踪。灯三段底部也存在由东

向西的超覆现象，这表明灯三段和灯四段底界均难

作为与古海平面平行的“基准面”来恢复灯四段岩溶

古地貌。加之桐湾Ⅱ幕对灯四段的差异剥蚀，灯四

段厚度变化较大，故利用灯三段和灯四段残余厚度

恢复古地貌在本区并不适用。（2）印模法：印模法的

关键是选择上覆标志层，灯影组上覆最直接的标志

层应为筇竹寺组海侵泥岩，但是这套层与上覆沧浪

铺组碎屑岩界线很难在地震上追踪，导致无法作为

上覆标志层。但是分析发现在四川盆地，灯影组上

覆的寒武系筇竹寺组—沧浪铺组沉积期为一个完整

的海侵—海退旋回，为补偿沉积，对灯影组的剥蚀古

地貌基本填平补齐，寒武系底—沧浪铺组顶印模厚

度能真实反映寒武系沉积前的灯四段古地貌特征。

同时，由于筇竹寺组—沧浪铺组沉积晚期四川盆地

乐山—龙女寺古隆起区构造运动相对稳定，加之区

内高品质地震资料三维连片面覆盖，同一构造单元

内龙王庙组厚度相对稳定（80～110 m），属“泛海沉

积”，因而选沧浪铺组顶作为古地貌恢复的“基准

面”，利用沧浪铺组顶到灯影组顶的印模地震厚度变

化趋势来表征灯四段的岩溶古地貌是可行的。故选

择寒武系底—沧浪铺组顶地震厚度变化趋势来恢复

灯四段岩溶古地貌，从而进行古地貌识别。

2. 2 古地貌识别标准

古地貌识别主要依据如下：

（1）当震旦系灯四段残余厚度较大而上覆寒武

系筇竹寺组和沧浪铺组充填沉积厚度较薄时，为相

对岩溶正地形；

（2）当震旦系灯四段残余厚度较小而上覆寒武

系筇竹寺组和沧浪铺组充填沉积厚度较大时，说明

古地表侵蚀作用较强，为相对岩溶负地形；

（3）当震旦系灯四段地层保存较全，残余厚度较

大，而上覆寒武系筇竹寺组和沧浪铺组充填沉积厚度

比周围有明显增厚时，表明该区处于古构造低部位；

（4）当震旦系灯四段地层不全，残余厚度较小，

而上覆寒武系沧筇竹寺组和浪铺组充填沉积厚度亦

较小时，表明该区处于古构造高部位。

3 不同级别古岩溶地貌类型划分与刻画

3. 1 二级地貌类型划分指标体系与刻画

根据高石梯地区震旦系灯四段顶面古岩溶地貌

的古地势、地形展布特征，结合震旦系灯四段顶面至

寒武系沧浪铺组顶面的厚度，建立古岩溶地貌类型

划分指标体系如下（表1）：

表1 高石梯地区灯四顶古岩溶地貌类型划分指标

（二级地貌单元）

Table 1 Indicator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paleokarst geomor-
phology on the top of the 4th member of the Dengying Formation in
the Gaoshiti area（second-class paleogeomorphology unit）

类别

岩溶台地（Ⅰ）

岩溶缓坡地（Ⅱ）

岩溶盆地（Ⅲ）

主要指标

300 m≤Hc<330 m

330 m≤Hc<390 m

390 m≤Hc<410 m

注：Hc为上覆寒武系沧浪铺组标志层至震旦系灯四段顶面厚度。

图2 四川盆地震旦系地层充填格架模式示意图［16］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ratigraphic filling pattern of Sinian System in the Sichuan basin［16］

208



第 39卷 第 2期 刘曦翔等：四川盆地高石梯地区灯影组四段顶岩溶古地貌、古水系特征与刻画

根据震旦系灯四段顶面至寒武系沧浪铺组顶面

厚度这一定量指标，结合古地理环境、古水动力分

析，将研究区划分为 3类二级地貌类型：岩溶台地、岩

溶缓坡地、岩溶盆地（表1），具体刻画结果如图3。

3. 2 三级地貌单元划分指标体系与刻画

根据现代岩溶理论［6-7］，结合高石梯地区震旦系

灯四段顶面古岩溶地貌特点，岩溶地貌个体形态及

组合形态的划分指标体系。

3. 2. 1 岩溶正地形

（1）溶丘：山体高＜25 m（山体高差 5~10 m为微

丘），高/基座直径＜0. 5，山体一般呈浑圆状（山体边

坡一般＜30°）。

（2）溶峰：山体高＞25 m（山体高差 25~35 m为微

峰），高/基座直径＞0. 5，山体多呈圆锥状，山体边坡

相对较陡（一般＞30 °）。

3. 2. 2 岩溶负地形

（1）岩溶槽谷（溶峰峡谷、岩溶谷地）：岩溶槽谷

属长条形溶蚀谷地，底部地势相对平坦，并向一端倾

斜（谷底坡度一般＜15 °），其宽度一般＞5 m，长一般

＞50 m，断面多呈“U”字形，两岸地形坡度相对平缓，

上部较开阔；若两岸地形坡度较陡（一般＞60 °），且

两岸地形变坡处高度与谷底宽比＞2，则称为溶峰峡

谷；若岩溶槽谷长度＞100 m、宽＞10 m，则称为岩溶

谷地。参照南方现代岩溶谷地特征，此类岩溶地貌

特点主要是：a. 一般在有流水作用参与下而形成的

长条形溶蚀谷地，谷底较为平坦，并向一端倾斜，其

规模较大，长达数公里，宽达数百米；b. 岩溶槽谷内

具有长年性地表溪流或季节性溪流时伏时出，最终

都消于落水洞中；c. 部分岩溶槽谷为干河槽，岩溶槽

谷内洼地、漏斗比较发育；d. 上部一般有覆盖层；e.
分布明显受构造控制。

（2）岩溶沟谷：属长条形溶蚀沟谷，底部地势相

对平坦，并向一端倾斜（坡度一般＞15 °），宽度一般

＜5 m，长一般＞50 m，沟谷两岸斜坡坡度一般＞30°，
断面多呈“V”字形，沟谷上一般无覆盖层。

（3）洼地：属负地形，形状不规则，一般为近圆

形、椭圆形，平面上多属“倒圆锥”形，洼地底部多分

布有落水洞，其个体形态底部直径一般＜200 m。如

溶峰与洼地底部相对高差＜25 m，一般称为浅洼地

（或“碟状”洼地）；如相对高差＞25 m，一般称为深洼

地（或称“漏斗状”洼地），洼地底部一般具有覆盖层。

图3 高石梯地区灯四暴露期二级古地貌图

Fig. 3 Second-class paleogeomorphologymap of the exposure periods during the 4thnumber of the Dengying formationin the Gaoshit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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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微岩溶地貌组合形态及刻画

三级地貌主要以微地貌组合形态（正地形+负地

形）来表征，代表着一定范围内主要地貌特征，经识

别可以有6类组合形态，其划分依据为：

（1）丘丛洼地：由溶丘、洼地组成，溶丘顶至洼地

底相对高差一般＜15 m，此类地貌的洼地多为浅

洼地。

（2）丘丛谷地：由溶丘、谷地组成，谷地两侧为溶

丘，溶丘顶至谷地底相对高差一般＜15 m。
（3）丘丛沟谷：由溶丘、沟谷组成，槽谷两侧为溶

丘，溶丘顶至沟谷底相对高差一般＜15 m。
（4）丘丛槽谷：由溶丘、槽谷组成，槽谷两侧为溶

丘，溶丘顶至槽谷底相对高差一般＜15 m。
（5）丘丛垄脊：溶丘、溶峰山体基座相连，由三个

溶峰或溶丘以上组成，并按一定方向排列，垄脊走向

波状平缓、丘峦起伏不大或向一端倾斜降低，延伸长

度一般＞250 m。
（6）溶丘平原、残丘平原：由溶丘、岩溶盆地组

成，溶丘多以个体出现（溶丘山体基座相连相对较

少），盆地地形起伏较小，地势平坦，溶丘顶至盆地

相对高差一般＜25 m。此类地貌，洼地分布较多，

多为浅洼地。根据南方现代岩溶特征，溶丘个数一

般＞3个 ⋅km-2；如溶丘个数一般＜3个 ⋅km-2，则称残

丘平原。

在二级地貌单元刻画基础上，结合高石梯地区

震旦系灯四段顶面古岩溶地貌的微地貌组合形态，

又可分为 5类形态组合类型（即三级地貌单元）（表

2），具体刻画如图4。

4 灯影组暴露期古水系（古水动力条件）刻画

根据震旦系灯四段顶面与寒武系沧浪铺组顶面

地震构造数据，利用印模法恢复的前寒武纪古岩溶

地貌，整体表现为中部地势相对较高，地势自中部分

别向南东、北西方向倾斜，缓慢降坡。根据古地形、

地势特征及鼻状山梁、岩溶沟谷（槽）、岩溶谷地、岩

溶洼地在平面上的分布和相互之间的配置关系，构

建高石梯地区前寒武纪古岩溶面地表水系（图 4，图
5），自北向东南方向可刻画出3条主要地表水系：

（1）北部水系（即沿GS18—GS2—GS001-X4一带

发育的地表水系）。在GS18—GS2—GS001-X4一带，

地表径流具有自东向西径流的特点；在GS001-X4井
北侧，地表径流具有自南向北方向径流特点，河谷宽

畅、河谷延展缓慢降坡，河床坡度小于2%。

（2）西部水系（即沿 GS120—GS11—GS1一带发

育的地表水系）。在GS120—GS11一带，地表径流具

有自南东向北西径流的特点；在GS11—GS1井一带，

地表径流具有自北东向南西方向径流特点，河谷宽

畅、河谷延展缓慢降坡，河床坡度小于1%。

（3）东南侧水系（位于研究区东南侧，发育 3条支

流）。一是沿GS20—GS21井之间地带发育的地表水

系，地表径流具有自北向南径流特点，次级支流发

育；二是沿 GS108—GS20井之间地带发育的地表水

系，地表径流具有自西向东径流特点；三是沿GS103
—GS111井之间地带发育的地表水系，地表径流具有

自南南西向北东东径流特点。各水系河谷宽畅、河

谷延展缓慢降坡，河床坡度小于3%。

表2 高石梯地区震旦系灯四段顶面古岩溶地貌类型划分表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the karst paleogeomorphology types on the top of the 4th member of the Dengying Formation in the Gaoshiti area
古岩溶地貌类型

一级

乐山—龙女寺

古隆起区

二级

岩溶台地

岩溶缓坡地

岩溶盆地

三级

丘丛洼地

丘丛槽谷

丘丛洼地

丘丛谷地

丘丛沟谷

残丘平原

主要微地貌形态

溶丘、洼地、岩溶沟谷

洼地、溶丘、槽谷、沟谷

溶丘、洼地、槽谷、沟谷

溶丘、洼地、谷地、垄脊

溶丘、洼地、沟谷、垄脊

溶丘、洼地、平原

分布位置

GS110、GS111、GS20—GS120、GS21井区

GS103—GS108、GS20、GS21、GS10井区及GS120东侧、

研究区东北角

GS001-X32—GS8、GS3—GS001-X7、GS18西侧井区

GS18—GS2—GS001-H2—GS1—GS6井区、GS001-
H11—GS18北侧、GS111—GS21之间区域、GS105东侧

GS7—GS109—GS19井区

研究区东侧（GS111—GS21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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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水系（即沿GS1—GS6—GS7一带发育的

地表水系），属分散流地表水系，地表水系延伸相对

较短，地表径流具有自北东向南西径流特点，河床坡

度较其他水系相对较大些。

图5 高石梯地区灯四暴露期古水文地质图

Fig. 5 Palehydrological map of the exposure periods in the 4th member of the Dengying formationin the Gaoshiti area

图4 高石梯地区灯四暴露期三级地貌及古水系刻画

Fig. 4 Three-level paleogeomorphology and paleo-water system map of the exposure periods during the 4th number of the Dengying
formationin the Gaoshit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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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灯四顶古岩溶地貌特征与岩溶发育条件

灯四顶古岩溶地貌特征如下：地形、地势自研究

区中部向北西、南东缓慢降低，具有明显地势坡降，

坡降一般为 1. 5％~2％，山体峰顶多不处于同一高

程，局部地表水系发育。丘洼相对高差一般为 5~
20 m，局部达 20~30 m，整体属微地貌形态。根据微

地貌组合形态，岩溶地貌主要为丘丛洼地、丘丛谷

地、丘丛槽谷、丘丛沟谷、残丘平原等 5种古岩溶地

貌类型。可见，就岩溶地貌特点，整体属岩溶地貌形

成演化过程中初期岩溶地貌或白云岩岩溶地貌特征

（山体顶与洼地相对高差较小，地形起伏相对较小、

切割深度小）（图 4，图 6）。

5. 1 岩溶台地

岩溶台地位于灯四段尖灭线北东侧中部（即

GS105—GS103—GS20—GS21井一带），呈北东向展

布，地形、地势平坦，地势展布平缓，山体的夷平面高

程相近，相对高差一般小于 20 m，区域地势相对较

高，属高石梯地区高部位地区。震旦系灯四段顶面

与寒武系沧浪铺组顶面的厚度为 300~340 m，属微地

貌形态。地表水系不发育，负地形以岩溶槽谷、洼

地、岩溶沟谷为主。岩溶地貌个体形态以溶丘、洼

地、岩溶槽谷为主，根据地貌组合形态可划分为丘丛

洼地、丘丛槽谷等 2类微地貌单元（图 4，图 5）。此区

域主要经历灯四段顶面岩溶作用期，岩溶区（岩溶台

地）的岩溶作用方式如下：

此时期岩溶面地势平坦、地形起伏较小，属高石

梯地区高部位地区，属研究区地下水补给区。大气

降水以垂向入渗为主，岩溶作用主要沿溶蚀裂缝或

白云岩晶间面进行，受北西侧、南东侧地形降坡影

响，岩溶地下水分别向北西侧、南东侧径流排泄。由

于岩溶台地相对高差约为 20~30 m，同时受下部硅质

碳酸盐岩相对隔水影响，因而此时期岩溶作用主要

位于浅部 30~50 m范围（即岩溶作用主要作用于地下

水面附近），从而造成岩溶台地区浅部岩溶溶蚀孔洞

发育，但受白云岩岩性的控制溶蚀缝洞规模相对

较小。

5. 2 岩溶缓坡地

岩溶缓坡地位于灯四段尖灭线北东部的北西

侧、南东侧（即 GS1—GS2—GS18井一线北西侧与

GS105—GS101—GS111—GS21井一线南东侧），地

形、地势有一定起伏，地形坡度较小，地势整体分别

向北西或南东方向倾斜，坡度小于 5°，山体的夷平面

高程相近，相对高差一般小于 20 m，属高石梯地区斜

坡地区。震旦系灯四段顶面与寒武系沧浪铺组顶面

的厚度为 330~400 m，属微地貌形态。地表水系发

育，负地形以岩溶槽谷、洼地、岩溶谷地为主。岩溶

地貌个体形态以溶丘、洼地、岩溶槽谷、岩溶谷地、岩

溶沟谷为主，根据地貌组合形态可划分为丘丛洼地、

丘丛沟谷、岩溶沟谷等 3类微地貌单元（图 4，图 5）。

此区域也主要经历灯四段顶面岩溶作用期，岩溶区

（岩溶缓坡地）的岩溶作用方式如下：

此时期岩溶面地势平坦、地形起伏较小，属高石

梯地区高部位地区，属研究区地下水补给、径流区。

地下水补给除接受大气降水垂向入渗外，还接受岩

图6 受两期排泄基准面控制的不同地貌单元岩溶发育模式图（A-B剖面线见图3）

Fig. 6 Karst development model of different geomorphic units controlled by two stages of drainage datum (A-B section line,shown in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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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台地的侧向径流补给，因而整体岩溶作用强度比

岩溶台地相对较强、岩溶作用周期比岩溶台地相对

较长，从而岩溶缝洞发育较好。岩溶作用主要沿溶

蚀裂缝或白云岩晶间面进行，受北西侧、南东侧地形

降坡影响，岩溶地下水分别向北西侧、南东侧径流排

泄。由于地形相对高差约为 50~80 m，同时受下部硅

质碳酸盐岩相对隔水影响，因而岩溶作用主要位于

浅部 50~60 m范围（即岩溶作用主要作用于地下水面

附近），从而造成岩溶缓坡地浅部岩溶溶蚀孔洞发

育，岩溶缝洞分布具有顺层特征，但也受白云岩岩性

的控制，溶蚀缝洞规模相对较小。

5. 3 岩溶盆地

岩溶盆地位于研究区东南侧（即 GS111—GS21
井一线南东侧），地形、地势平坦，山体较少，相对高

差较小，区域地势较低，属高石梯地区低部位地区。

震旦系灯四段顶面与寒武系沧浪铺组顶面的厚度为

390~410 m，属微地貌形态。地表水系发育，负地形

以洼地、岩溶谷地为主。岩溶地貌个体形态以溶丘、

洼地、岩溶谷地为主，根据地貌组合形态可划分为残

丘平原微地貌单元（图 4，图 5）。此区域也主要经历

灯四段顶面岩溶作用期，岩溶区（岩溶盆地）的岩溶

作用方式如下：

此时期岩溶面地势平坦、地形起伏较小，属高石

梯地区低部位地区，属研究区地下水径流、排泄区。

地下水主要接受岩溶缓坡地的侧向径流排泄，因而

整体水岩作用周期相对较长。岩溶作用主要沿溶蚀

裂缝或白云岩晶间面进行，受排泄基准控制，岩溶作

用主要位于浅部30~50 m范围。

从岩溶发育程度及实际勘探情况来看，岩溶缓

坡地优于岩溶台地和岩溶盆地，是高石梯地区下一

步勘探方向。

6 结 论

（1）采用震旦系灯四段顶面与寒武系沧浪铺组

顶面印模厚度恢复灯四顶古岩溶地貌优于其他

方法；

（2）根据古地貌识别和划分，可将灯四顶岩溶地

貌划分为 3个二级地貌单元：分别为岩溶台地、岩溶

缓坡地、岩溶盆地；5个三级地貌单元：分别为丘丛洼

地、丘丛谷地、丘丛槽谷、丘丛沟谷、残丘平原；整体

上高石梯地区地貌起伏不大，属于岩溶初期地貌形

态。古水系刻画表明高石梯地区可分为北部水系、

西部水系和东南部水系；

（3）不同岩溶地貌特征、古水动力条件分析表

明，岩溶缓坡地岩溶发育条件较好，可形成顺层孔

洞，是储层勘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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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ation of karst paleo-geomorphology and the paleo-water

system on the top of the 4

th

member of the Dengying formation in the

Gaoshiti area, Sichuan basin

LIU Xixiang1，DAN Yong2，LUO Wenjun1，LIANG Bin2，XU Liang1，NIE Guoquan2，
JI Shaocong2

（1. Institute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Southwest Oil and Gas Field Company，PetroChina，Chengdu 610041，China；2. Institute of
Karst Geology，CAGS/Key Laboratory of Karst Dynamics，MNR &GZAR，Guilin，Guangxi 541004，China）

AbstractAbstract Karst pore-cave reservoirs of the Dengying formation developed well in the Weiyuan，Ziyang and
Gaoshiti-Moxi areas in the Sichuan basin，which are heterogeneous，thus making reservoir prediction difficult.
One of possible approach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recover the karst paleo-geomorphology and paleo-water system
from the karst geological theory，so as to reveal the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reservoirs to guide explora-
tion. In this paper，the karst paleotopography in the Gaoshiti area is restored by the impression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modern karst and karst dynamics theory，paleogeomorphology（second-class）are divided unto three types
of the third class：karst platform，karst gentle slope and karst basin. Based on the modern karst classification meth-
od，according to the micro-geomorphic combination form，the second-class paleogeomorphology is finely charac-
terized，and six kinds of third-class paleogeomorphology units are divided. Finally，according to karst dynamics
and karst hydrogeology，The three major water systems，i. e. the north，west and southeast are depicted in the
Gaoshiti area. It is considered that different geomorphological locations have different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karst paleogeomorphology，run-
offs in ancient water systems，excretion and reservoir development，and filling characteristics. The fine paleogeo-
morphology and the depiction of the ancient water system have great importance for advancing oil and gas explora-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engying formation in the Gaoshiti area.
Key wordsKey words Dengying formation，Dolomite reservoir，paleokarst，impression method，carbonate

（编辑 吴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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