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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北缘马海东地区元古界基岩
储层发育特征及控制因素
李军亮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 勘探开发研究院，山东 东营 257015）
摘要：元古界基岩潜山油气藏是柴达木盆地北缘马海东地区油气勘探的重要领域之一，储层是影响基岩储集体油
气富集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野外露头、岩心、薄片、扫描电镜和成像测井等资料，对基岩储层的发育特征及控制
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马海东地区元古界基岩储层发育片岩、片麻岩、榴辉岩和角闪岩等 4 大类 9 种岩性，裂缝

和溶蚀孔等 2 大类 6 种储集空间类型，储层物性以低孔-（特）低渗透为主；基岩裂缝是影响溶蚀孔、溶蚀裂缝发育和
储层能否获得高产的关键，裂缝的发育程度主要受岩性、构造 2 个因素的控制，脆性矿物含量高的片岩、片麻岩裂缝

发育程度高，断裂级别越大、活动时间越长、距离断裂越近，裂缝发育程度越高；断裂上盘、断裂交汇处是优势储层
发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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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of reservoirs in Proterozoic
bedrock in Mahaidong area，nort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
LI Junliang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Shengli Oilfield Company，
SINOPEC，Dongying City，Shandong Province，257015，China）

Abstract：The buried-hill reservoir in Proterozoic bedrock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ields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n Ma⁃
haidong area，nort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and the reservoir represent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oil and gas ac⁃
cumulation in bedrock.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outcrop，core，thin section，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imaging log⁃
ging，etc.，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edrock reservoir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
terozoic bedrock reservoirs in Mahaidong area developed 9 rock types in 4 categories，including schist，gneiss，eclogite，and

amphibole，and 6 reservoir space types in 2 categories，including fractures and dissolution pores，and the reservoir petro⁃
physical properties are dominated by low porosity and（extra-）low permeability. Moreover，the bedrock fracture is a key

factor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solution pores and dissolution fractures as well as the high yield of a reservoir. The
development of fractures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lithology and structure. Fractures of schist and gneiss with a high content
of brittle minerals are highly developed，and more fractures are developed when they are closer to the fault at a higher grade

and with a longer active time. In addition，the hanging wall and intersection of faults are the dominant development areas
for reservoirs.

Key words：Proterozoic；bedrock；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controlling factors；Mahaidong area；Qaidam Basin

基岩潜山油气藏是世界油气勘探开发的一个

部分［1-3］。基岩储层与碎屑岩、碳酸盐岩储层相比更

重要领域，同时也是中国油气储量增长的重要组成

为致密且非均质性更强，不同盆地、不同地区及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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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带基岩储层的发育条件、控制因素和分布规律具
有较大的差异。李延丽等对基岩储层的研究认为，
基岩为溶蚀孔-裂缝型储层，储集空间类型主要包
括构造缝、溶蚀缝、溶孔、溶洞等［4-6］。孙致学等对裂
缝发育特征的研究认为，岩性、构造作用、岩层厚度
和异常压力作用等是影响裂缝发育及分布的主要
因素［7-10］。裂缝的发育为溶孔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
件，裂缝对于改善储层的储渗条件起着重要的作
用［3，11］；裂缝的发育程度不仅直接关系到储层的油
气渗流和输导能力，同时对油气成藏和单井产能起

Fig.1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7，12］。由此可见裂缝发育特征的

图 1 柴北缘马海东地区区域位置
Regional location of Mahaidong area at nort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

研究是分析基岩储层发育和分布规律的基础，更是

垩纪末、第四纪末运动最为强烈。马海东地区受盆

预测有利储层分布的关键，对基岩油气藏的勘探与

内近 SN 向和盆缘祁连山 NE-SW 向 2 组应力的双向

开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近年来，中国辽河、准噶尔以及柴达木盆地基
岩潜山油气藏的规模发现，展示了该类型油气藏良
好的勘探前景。尤其是柴达木盆地阿尔金山前带
新近发现了东坪、牛东、尖北、冷北等多个中-大型
基岩块状整装气藏［1-6，13］，成为柴达木盆地新的增储
上产阵地。除此之外，位于柴达木盆地北缘（简称
柴北缘）马北凸起东段的马海东地区元古界基岩潜
山油藏勘探也获得较大进展，相继发现了绿梁山、

马北 3、山古 1 等多个（古）潜山油藏和含油气构造，
成为该区除古近系之外另一有利的勘探目的层系
与目标类型，展现出良好的勘探前景。由于对基岩
储层发育特征及控制因素研究不足，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该区基岩有利储层分布预测和油藏的勘探。
笔者根据野外露头系统观测、岩心观察、岩石薄片、
X 射线衍射全岩矿物分析等资料辅助成像测井解释
成果，重点剖析马海东地区元古界基岩岩性、储层

发育特征及控制因素，以期为研究区有利储层分布

挤压，向北发生大规模的逆冲推覆，凸起区上覆中
生界剥蚀殆尽［19］，古近系披覆于元古界基底之上；
来自 NE 向的挤压作用造成绿梁山向凸起区逆冲叠
加。受双向应力的持续挤压，在凸起区基岩中形成

了受马仙和绿南断裂控制、以 NW-SE 走向为主的 2
组派生断裂体系，因应力释放产生了大量的伴生裂

缝；除此之外，元古界基岩经长期的风化淋滤剥蚀
形成大量溶蚀裂缝，为基岩成为油气聚集的有利场
所提供了必要条件。

2

储层发育特征

2.1

岩石学特征
由研究区 8 口基岩取心井 25 m 岩心观察、绿梁

山 1 450 m 基岩露头观测和 100 余块样品薄片鉴定、
X 射线衍射全岩矿物分析及统计结果可知，研究区
基岩岩性主要包括片岩、片麻岩、榴辉岩和角闪岩

预测及目标优选提供地质依据。

等 4 大类，石英片岩、长石片岩、云母片岩、长石片麻

1

英片岩、长石片麻岩最为发育（表 1）。

地质背景
马北凸起位于柴北缘东段，构造上属于盆内二

级构造单元马海-大红沟凸起的北端，北邻尕西-鱼
卡侏罗系生烃凹陷。马北凸起是中生代以来继承
性发育的低凸起区，北部以马仙断裂为界与尕西凹

岩、榴辉岩、角闪岩、变质砂岩等 9 种岩性，其中以石
片岩主要包括石英片岩、长石片岩和云母片岩

类，石英片岩和长石片岩具粒状变晶结构、斑状变
晶结构、变余砂结构，定向、变余层理和片状构造。
云母片岩类包括石英云母片岩和云母片岩 2 种岩

性，具细-中粗粒粒状片状变晶结构、斑状变晶结

陷相接，东部以绿南断裂为界与绿梁山相接（图 1），

构，片状构造、变余层理构造。

海东地区位于马北凸起的东段，属绿梁山前带。

和斜长片麻岩，具粒状变晶结构、粒状不等粒变晶

是尕西凹陷侏罗系成熟油气的有利运聚区［14-18］。马

马北凸起自中生代以来经历了燕山晚期（白垩
纪末）、喜马拉雅早中期（上新世末）、喜马拉雅晚期

（第四纪末）等 3 期大规模运动挤压改造，尤其是白

长石片麻岩主要包括碱长片麻岩、二长片麻岩
结构，片麻状构造。岩石主要矿物成分为钾长石、
斜长石、石英、角闪石和黑云母，含少量帘石、榍石
和绿泥石，呈有规律的相间分布，长石多具泥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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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马海东地区元古界基岩主要岩石类型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main rock types of Proterozoic bedrock reservoirs in Mahaidong area

Table1
类别

岩性

结构

石英片岩

构造

粒状变晶结构、斑状变晶

定向构造、

结构、变余砂（粉砂）结构

变余层理构造

片状（或柱状）粒状变晶结构、斑状变晶

长石片岩

片岩

·17·

李军亮.柴北缘马海东地区元古界基岩储层发育特征及控制因素

结构、变余砂或粉砂结构、变余斑状结构

原岩类型
硅质岩、含泥质砂岩
含泥质、钙质长石砂

片状构造

岩、中酸性火山岩类

云母片 石英云母片岩 细-中粗粒粒状片状变晶结构、斑状变晶结构 片状构造、变余层理构造
岩类

片麻岩

长石片
麻岩

云母片岩

泥岩、粉砂质泥岩

细-中粗粒粒状片状变晶结构、斑状变晶结构 片状构造、变余层理构造 泥质岩、粉砂质泥岩、中酸性凝灰岩

碱长片麻岩

粒状变晶结构为主，

二长片麻岩

粒状不等粒变晶结构

斜长片麻岩

片麻状构造

中酸性岩浆岩、长石砂岩

榴辉岩

榴辉岩

粒状变晶结构

块状构造

基性岩浆岩为主

角闪岩

角闪岩

粒状变晶结构

块状构造、弱片麻状构造

超镁铁质侵入岩

为溶孔-裂缝型储层（图 2j）。裂缝-溶孔型储层以

绢云母化。
2.2

储集空间类型

溶蚀孔为主要储集空间，裂缝起沟通溶蚀孔隙的桥

储集空间类型及发育程度是影响基岩储层储
集性能的重要因素

，基岩经过长期的风化淋滤和

［20］

挤压改造作用所形成的溶蚀孔缝、构造裂缝等对油
气储集起着决定性作用

。研究区受多期构造运

梁作用，如马北 3 井 1 685～1 710 和 1 716～1 742 m
井段（图 2k）。
2.3

动改造，产生大量的构造裂缝和在后期溶蚀改造作
用下形成的溶蚀裂缝构成了研究区基岩主要的储
集空间类型，其次为溶蚀孔；基岩原生孔隙、裂缝相
对较少，基本不发育。岩心观察、岩石薄片、铸体薄

物性特征

研究区岩心物性分析与测井解释成果表明（表

［4-5］

2），孔 隙 度 主 要 为 2.46%～9.96%，最 大 可 达

21.43%；渗 透 率 为 0.04～15.81 mD，最 大 为 34.41
mD，总体上属低孔-（特）低渗透储层。作为双重介

质储层，基岩储层发育程度，尤其是渗透性受裂缝

片、扫描电镜及成像测井解释结果表明，研究区基

发育程度的影响较大。从山古 1、山古 101 井基岩段

（图 2）。裂缝包括构造裂缝和溶蚀裂缝 2 种，构造裂

裂缝发育程度较高的基岩段多为Ⅰ—Ⅱ类层，而裂

岩储集空间包括裂缝和溶蚀孔 2 大类共 6 种类型

缝包括水平裂缝、斜交裂缝、高角度裂缝（图 2a，2d，
2j，2m）以及多期次裂缝相互切割形成的网状裂缝

（图 2e，2f，2g），以高角度裂缝为主。溶蚀孔大都以

与裂缝共存的形式出现，裂缝的发育为溶蚀孔的形
成提供了前提条件，裂缝对于改善基岩储层的渗滤
性能起着重要的作用；部分层段溶蚀孔扩大为溶洞

（图 2a，2d），在裂缝发育段，溶蚀孔在裂缝及溶蚀裂
缝的共同作用下连成串状、片状，可有效地增大储

层的储集空间和渗流性能，如马北 3 井（图 2b，2h，
2i，2k）。

根据 2 种储集空间类型所起作用的差异将储层

划分为裂缝型、溶孔-裂缝型和裂缝-溶孔型。裂缝

成像测井裂缝密度与解释结果的对比来看（表 2），
缝发育程度较低的基岩段一般为Ⅲ类层。基岩段
测试产液量的对比结果也显示出，产液量受裂缝发

育程度的影响较大。如马北 3 井 1 685.0～1 708.4 m
基岩段，孔隙度为 6.65%，渗透率为 14.73 mD，日产

液量为 3.2 m3 /d；而 1 716.0～1 742.0 m 基岩段，孔隙

度为 6.93%，渗透率为 11.57 mD，日产液量为 4.6 m3 /
d；山 古 1 井 1 987.7～1 990.9 m 基 岩 段 ，孔 隙 度 为
4.33%～7.65%，渗透率为 0.14～1.25 mD，日产液量

为 8.3 m3 /d；而与山古 1 井基岩段物性相当、断裂和
裂缝更为发育的山 3 井 2 394.0～2 407.1 m 基岩段

测试日产液量达 14.8 m3 /d。由此来看，研究区基岩
裂缝发育程度不仅控制储层溶蚀孔、缝的发育，更

型、溶孔-裂缝型储层储集空间以裂缝占主导作用，

是基岩储层获得高产的关键。

取心段，裂缝较发育，裂缝长度为 100～220 mm，裂

3

如山古 1 井 1 987.72～1 990.92 m 荧光-油斑片麻岩
缝宽度为 0.5～1.0 mm，裂缝密度约为 6～8 条/m，裂

缝未被充填或部分被方解石充填，原油沿裂缝面呈
斑块状分布（图 2f）；马北 3 井 1 632～1 660 m 井段同

储层发育控制因素
查明储层发育的控制因素是识别和预测基岩

储层的基础，就研究区而言，可归结为对基岩裂缝

·18·

油

Fig.2

图2

气

地

质

与

采

收

率

2022 年 3 月

马海东地区基岩储层储集空间类型

Reservoir space types of Proterozoic bedrock reservoirs in Mahaidong area

发育控制因素的研究。

力条件下裂缝发育程度也会有较大差异［20］，脆性矿

3.1

岩性

物含量高的岩石要比韧性矿物含量高的岩石更发

不同岩性的岩石抗压、抗剪强度不同，相同应

育裂缝；同时，沿岩石片理、片麻理等薄弱面也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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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2

表 2 马海东地区基岩储层物性统计
Statistics of petrophysical properties of Proterozoic bedrock reservoirs in Mahaidong area

井号

井段/m

孔隙度/%

渗透率/mD

马北 301

1 621.8~1 633.5

3.13~21.43（9.96）

0.20~34.41（6.01）

马北 3

1 685.0~1 708.4

6.65

14.73

山古 1

1 632.0~1 660.0
1 716.0~1 742.0

7.68
6.93

11.57

70

0.14~1.25（0.7）

1 997.0~2 000.0

3.55

0.11

7.68

2 043.0~2 048.4

3.47
3.94

2 048.3~2 050.1

5.51

2 059.4~2 060.6

3.47

2 027.0~2 029.0

4.53

2 087.3~2 089.2

2.46

2 434.4~2 437.2
山3

56

4.33~7.65（5.99）

1 995.3~1 997.0

3.31

2 405.2~2 407.1

8.98

2 394.0~2 401.0

7.56

注：括号内数据为平均值。

裂缝数/条

15.81

1 987.7~1 990.9

2 085.7~2 087.8

山古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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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0.13
0.11
0.21
0.04
0.07
0.01
0.07
2.45
0.72

54
12

裂缝密度/（条·m-1） 解释结果 日产液量/（m3·d-1）
2

Ⅰ类层

2.7

Ⅰ类层

2.3
4

4

2.4

3

0.6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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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裂缝。研究区露头裂缝观测、岩石薄片、铸体薄

发育程度差异主要体现在距断裂距离、构造位置、

片分析结果表明，以片状、片麻状构造为主的石英

活动强度和活动期次 4 个方面。
3.2.1 距断裂距离
对绿梁山南沟基岩剖面 1 100 m 范围内的长石

片岩、长石片岩、长石片麻岩等岩性脆性矿物含量
高，可达 80% 以上（图 3a），在应力作用下易发生破

裂，裂缝发育程度最高，裂缝密度可达 10～30 条/m

片麻岩裂缝密度的统计结果显示，裂缝密度随着距

（图 3b）；裂缝多呈“Y”字形、网状分布，裂缝宽度为

断裂距离的增加而减小，随着逐渐远离绿南断裂，

作用下易发生塑性变形，裂缝欠发育，裂缝密度小

在断裂带附近，基岩多呈碎裂状，原油呈浸染状，含

0.02～0.20 mm。云母片岩韧性矿物含量高，在应力

裂缝密度由 25～30 条/m 降低至 5～10 条/m（图 4）；

于 5 条/m；块状构造角闪岩类韧性矿物含量大都在

油程度高，达富含油级别。

90% 以上，裂缝基本不发育。
3.2

断裂级别与活动强度的差异，是影响基岩裂缝

构造作用

发育段厚度的另一主要因素，断裂级别与活动强度

野外观测及统计结果表明，受断裂影响的裂缝

越大、活动时期越长，基岩裂缝发育段的厚度就越

Fig.3

图3

不同岩性脆性主要矿物含量与裂缝密度统计

Statistics of brittle mineral content and fracture density in different lith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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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距绿南断裂距离与裂缝密度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ance from Lünan fault
and fracture density

大，反之就越小。如绿南断裂为盆内控带的二级断
裂，其对裂缝发育段的影响厚度约为 450 m（图 4 测

量点 P13—P10），在这一厚度内裂缝的发育程度最

高；控圈的三—四级断裂的影响厚度为 50～120 m，
如过山古 1 井钻遇的基岩内部断裂，断裂两侧裂缝

发育段的厚度约为 90 m；露头观测基岩内部小型断
裂影响厚度一般仅为 10～20 m。
3.2.2

构造位置

马海东地区在近 SN 向和 NE-SW 向 2 组挤压应

力以及白垩纪末、上新世末、第四纪末等多期次构
造作用下，形成的马仙和绿南 2 组 NW-SE 向派生断
裂体系，在剖面上表现为相互切割结构特征，并将

基岩分割为一系列菱形断块，不同构造位置的基岩
裂缝发育程度具有一定的差异。基岩露头观测结

图 5 鱼卡河基岩剖面不同构造位置裂缝发育及含油特征
Fig.5 Fracture development and oil-bearing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structural positions of Yuka
River bedrock section

4

储层发育模式

果显示，断裂上盘岩体受外力作用发生的位移量
大，岩石更为碎裂，裂缝发育程度明显高于断裂下

根据研究区基岩储层发育特征及其控制因素

盘岩体；在断裂的交汇处，岩体呈破碎状特征，裂缝

分析结果，结合已发现油藏的成藏特点，建立马海

发育程度最高，其含油性也最好；在远离断裂基岩

东地区元古界基岩储层发育模式（图 6）：马海东地

3.2.3

组断裂体系在基岩推覆体中相互切割，形成网状断

中，原油多沿裂缝面分布（图 5）。
断裂活动期次

研究区多期构造运动改造和断裂的多期活动，

区受双向逆冲挤压改造，马仙和绿南断裂派生的 2
裂结构。元古界基岩在长期风化淋滤和构造改造

形成了多期发育的裂缝。野外露头显示，早期（白

双重作用下，形成裂缝、溶蚀孔双重介质储层。裂

垩纪末）形成的裂缝多被后期方解石、石英等充填，

缝-溶蚀孔发育带的厚度受断裂和古地形的控制，

属于无效裂缝，断裂带内一般无油气显示；而在白

古凸起处的风化、溶蚀作用最强，裂缝-溶蚀孔发育

垩纪—上新世末持续活动的断裂形成的裂缝大都
未被充填，对油气输导和储层改造起到较好的促进
作用。如山古 1 井 2 180 m 处的断裂为一持续活动
断裂，断裂附近 2 110～2 200 m 厚度为 90 m 的基岩

段裂缝发育程度明显增加，且未被充填，储层物性

变好，多为Ⅰ—Ⅱ类层。山古 101 井 2 450 m 处的断

裂为白垩纪末形成，后期不活动，未切穿基岩上覆

带的厚度也最大；如位于凸起高部位的马北 3 井，裂

缝-溶蚀孔发育带的厚度约为 140 m；而在古地形的
低部位，风化作用相对较弱，如山古 102 井发育带厚

度仅为 50 m。同时受古地形和风化后形成的黏土
矿物、方解石等充填裂缝的影响，在斜坡区和低部

位的储层顶部形成一层厚度为 5～20 m 的致密层，
与下伏裂缝-溶蚀孔发育带形成良好的储盖组合。

古近系路乐河组；成像测井显示该断裂附近裂缝发

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断裂在多期构造运动作

育程度较相邻层段有所增加，但多被充填，属于无

用下产生的大量裂缝为基岩储层的发育创造了良

效裂缝；成像测井上裂缝多显示为亮黄色高阻缝，

好条件，同时也为油气垂向运移提供了良好通道。

储层基本不发育，为Ⅲ类层。

基岩内部早期（白垩纪末）断裂形成的裂缝多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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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东地区元古界基岩储层发育模式

Development modes of Proterozoic bedrock reservoirs in Mahaidong area

填，沿断裂形成致密带，对圈闭形成和油气聚集起

和断裂交汇处裂缝和储层发育程度最高，是优势储

到良好的遮挡作用；白垩纪—上新世末持续活动断

层发育和油气聚集的有利分布区。

裂所形成的裂缝发育带为油气的运聚提供了良好
的运移通道和储集空间，是基岩储层的有利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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