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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鄂尔多斯盆地南部镇泾探区的主力含油层段为上三叠统延长组长8段，油藏类型为典型的三角洲前缘分流河道砂岩岩

性油藏，储层致密低渗，非均质性强，含油饱和度变化大，开展储层非均质性研究对认识储层内部结构、形成机制和甜点预测均

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长8段致密砂岩储层不同尺度的观察和采样测试，分析了储层层内非均质性特征及其成因机制，建立了

致密砂岩储层结构型非均质模型。结果表明：镇泾地区延长组长8段致密砂岩储层的非均质性极强，表现为多期河道砂体的削

蚀截切和无序叠置，即使在同一厚层块状砂体内，物性和含油性也存在较大差异。细粒沉积隔夹层、富软岩屑砂岩和钙质致密

胶结砂岩在空间上的配置关系决定了碎屑岩储层的非均质性。不同期次河道的彼此改造、不同类型砂岩的差异成岩演化和石

油的选择性充注，造成了延长组长8段砂岩储层的结构型非均质性及其含油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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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油气勘探进入以致密岩性油气藏为主、开发

工作进入高含水期的新背景下，提高油藏预测精度

和采收效率成为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储层非均质

性是影响储层质量的重要因素，直接制约着油藏预

测的精度和采收率的提高[1]。储层非均质性是沉积、

成岩和构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3]，前人对油田开

发尺度宏观非均质性的描述和表征技术已较为成

熟[4⁃6]，但对层内受控于砂体几何学和层间非均质性

的表征则因地质资料的不完备而遇到了困难[7⁃9]。层

内尺度上，差异性的成岩作用最终决定了有效储层

的分布格局以及烃类运移的路径、体积、流动速率和

采收率[10⁃11]。部分学者从微观和宏观上对成岩作用

造成的储层层内非均质性进行了很好的描述[10⁃12]，为
新背景下储层非均质性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鄂尔多斯盆地镇泾地区延长组自沉积以后，在

印支、燕山和喜山运动影响下，先后发生了约五次沉

降和四次抬升[13]，受沉积期后构造和成岩作用改造强

烈，经历了极为复杂的致密化过程。勘探结果表明，

镇泾地区中生界石油探明储量主要分布在延长组长

8段，其次为长 9段，再次为长 6段和延安组，储层普

遍含油，大面积成藏，为典型的致密砂岩岩性油藏。

同时，长 8段储层普遍表现出低孔—特低孔、特低渗

—超低渗，无明显的油水界面，非均质性强，储量丰

度较低等特征，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的勘探开发进

程[14⁃15]。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储层内部结构的

认识程度直接影响着对致密砂岩油藏形成机理的认

识及其分布预测的准确性[8,16⁃17]。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鄂尔多斯盆地镇泾

地区延长组长8段致密砂岩储层为解剖对象，综合运

用露头、油藏剖面、岩芯、薄片等多尺度样品和岩芯

观测方法，开展储层非均质性特征分析，并建立相应

的结构型非均质模式，以期为预测研究区内油水分

布和“甜点”发育区提供有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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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地质特征

鄂尔多斯盆地是中国第二大含油气盆地，也是

我国大型致密砂岩油气富集的最典型地区。镇泾地

区位于盆地西南部天环坳陷的南端，构造简单，总体

为一西北低、东南高的平缓单斜（图1）。目前主要勘

探层系是上三叠统延长组长 6~长 8段，其储层物性

差，整体属超低渗—特低渗致密砂岩范畴。

受中生代以来印支运动、燕山运动和喜山运动

等多期构造运动的控制，鄂尔多斯盆地南部中生代

地层主要发育上三叠统延长组、中下侏罗统延安组

及下白垩统。其中，上三叠统延长组的沉积是伴随

着大型内陆湖盆从形成到消亡的整个演变过程，其

内发育的深湖相泥岩是中生界含油气系统的主要烃

源岩。前人根据地层岩性及沉积旋回特征，将延长

组自上而下划分为长 1~长 10共 10段[13]。镇泾地区

因燕山晚期的抬升剥蚀，普遍缺失长1~长4+5段，部

分缺失长 6段上部地层。其中，长 8段沉积时期，湖

盆沉降速率减小，西部和西南部的深湖相范围明显

扩大，砂体呈NE—SW向展布，浅湖亚相呈环带状围

绕深湖亚相发育，在镇泾地区形成镇原—庆阳三角

洲，发育一套顶部以深灰—灰色泥岩/粉砂岩夹灰色/
灰绿色厚层状中—细砂岩为主、下部以灰绿色厚层

块状细砂岩夹灰色砂质泥岩/粉砂岩为主的二元结构

沉积体系。

2 储层非均质性特征与主要砂岩类型

2.1 储层非均质性特征

非均质性是储层的基本属性之一，研究的地质

体尺度不同，非均质性尺度也不同。Weber[18]根据成

因单元的概念将储层非均质性尺度进一步细化为 7
个单元体：封闭、半封闭、未封闭断层，成因单元边

界，成因单元内部渗透带，成因单元内部隔层，交错

层理，微观非均质性结构类型矿物学和孔隙结构特

征，封闭、开启裂隙等；Mikes et al.[19]则根据储层建模

的需要将这一结构模型进一步细化，划分到层理规

模的小型非均质性，以更接近地质实际。本文即以

此为基础，从岩芯、薄片、油藏剖面、河道砂体等多种

尺度对长8段储层非均质性特征进行精细刻画。

系统的岩芯观察表明，研究区长8段储层非均质

性极强，垂向上不同组构的岩石相互叠置，同一块状

砂体内含油性差异也较大。图2为研究区红河69井

长8段测井综合解释和岩芯（1 824.59~1 829.95 m）非
均质性特征图。测井综合解释成果表明该段为三段

式结构，即上、下部为油水同层，中部为薄泥岩夹层，

但录井显示，取芯段油水同层内部包含多种不同岩

性和含油性的砂岩：顶部为 1.42 m厚的灰褐色油斑

细砂岩，层理面上常见碳屑富集，含油面积约 20%，

较均匀；向下突变为0.42 m厚的深灰色泥岩段，岩性

在第三段再次过渡为浅灰色油斑细砂岩，但厚度减

小为0.23 m，常见泥质条带与细砂岩互层状平行层理

发育，不均匀条带状含油，含油面积较第一段小，为

10%；第四段再次突变为深灰色泥岩，第五段为灰褐

色油斑细砂岩，发育块状层理，仍呈条带状含油，含

油面积 15%；向下因暗灰—黑色泥/炭质条带阻隔而

变为浅灰色不含油细砂岩，厚约 0.14 m，暗灰—黑色

泥质、炭质条带与细砂岩平行互层并密集分布，暗色

条纹层理面在外力作用下易破碎，沿层面常见碳屑。

再向下变为暗灰—黑色泥质条带含量较低、块状层

理较发育的灰褐色油斑细砂岩，构成了含油砂岩→
不含油砂岩→含油砂岩→泥岩的含油性及岩性变化

特征。

图 1 鄂尔多斯盆地构造纲要与研究区位置

Fig.1 Structural outline and study area
location map of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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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钻井岩芯观察表明，长8段储层中砂泥频繁

互层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是砂体沉积时水动力变化

快、河道频繁迁移摆动所致。长 8段沉积时期，湖盆

面积扩大，研究区广泛发育水下分流河道，构成储集

体的骨架，河口坝次之。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微相

处于辫状河三角洲体系中河水与湖水交汇部位，水

动力较强，砂质与泥质沉积变化频繁，从而形成了垂

向上砂泥岩叠置出现的特征[20]。
对典型钻井不同含油性砂岩段含油饱和度和物

性测试数据的统计结果也表明，储层物性在垂向上

变化较大，钻井长 8取芯段上部砂岩物性较差，孔隙

度在 3.3%~10.8%之间，平均值 7.4%；渗透率（0.035~
0.975）×10-3 μm2，平均值 0.132×10-3 μm2；含油饱和

度在0~39.2%之间，平均值约12.1%。而储层下部物

性相对较好，孔隙度介于 5.3%~16.1%，平均值

12.5%；渗透率在（0.065~1.17）×10-3 μm2，平均值

0.42×10-3 μm2；含油饱和度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分段

性，中部较好的一段含油饱和度最大可达 65.5%，平

均 41.9%，下部含油饱和度最大为 37.5%，平均为

10.6%。可见，储层含油饱和度与孔、渗大致具有正

相关性，即含油饱和度高的砂岩物性必然较好，但物

性好的砂岩段含油饱和度不一定高（图3）。
对钻井岩芯实测的物性和胶结物含量在纵向上

的变化表明，尽管含油段砂岩岩性在宏观上较为连

续，油气显示级别较高且变化不大，但物性变化较

大，表现为中部物性较好，顶部和底部物性较差

（图4）。典型样品（①号样）的镜下观察表明，顶部物

性较差的砂岩不含油，砂岩因含大量的云母、泥岩等

软岩屑而异常致密，并常见钙质胶结物；②号样为油

浸砂岩，镜下可见面孔率较高，孔隙类型主要为剩余

原生粒间孔，孔隙边缘发育绿泥石膜，可见部分长

石、岩屑等遭受溶蚀；③号样位于砂岩段中部，结构

也较为致密，油气显示级别为油斑，颗粒间多呈凹凸

接触，也常见云母、泥岩岩屑等塑性变形，甚至挤入

孔隙呈假杂基化；④号样为油浸砂岩，与②号样品类

似，大量剩余原生粒间孔和溶蚀孔发育，粒缘发育绿

泥石膜，少量剩余原生孔被方解石胶结；⑤号样品位

于砂岩底部，可见粒间孔内大量方解石致密胶结，面

孔率为0（图4）。
综合上述岩芯、薄片观察及实测数据分析表明，

不同含油性砂岩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砂岩的组构和物

性差异。其影响因素除了沉积相控制储层原始组构

与物性外，成岩作用是重要的改造因素。方解石胶

结物充填粒间孔从而使储层物性变差；绿泥石胶结

物则以其环边结构阻止其他胶结作用发生，从而使

砂岩孔隙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持；高岭石胶结

物含量则与孔隙度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原因在于

高岭石胶结物通常以孔隙式胶结充填于粒间孔内，

占据了大部分孔隙空间，同时其手风琴/书页状集合

体的产状特征又使其具有一定的晶间微孔隙，即将

图 2 红河 69井典型取芯井段非均质性特征

Fig.2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core section in well Honghe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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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大粒间孔隙转变为晶间微孔隙。此外，砂岩组

分中的软岩屑在压实过程中易发生塑性变形，使得

储层的非均质性进一步增强。

在沿着长 8段川口砂体走向（NE—SW）的油藏

剖面上（图5），长81段河道砂体相对发育且具有较好

的横向延续性，砂体单层厚 10~25 m，但砂体的非均

质性较强，表现为不同类型砂岩纵向叠置和横向交

互，物性较差的致密砂岩（干层）分隔油水层，使得油

水层在空间上连续性较差，从而也没有统一的油水

界面。长82段砂体不太发育，单砂体厚度小，横向上

延伸距离也较小，多为物性较差的干层。

平面上，长8段同一砂体不同部位的物性差异较

大（图6）。总体来看，长81段河道砂体的中部物性较

好，孔隙度多大于9%，局部可大于15%，而在河道边

部物性较差，孔隙度小于9%。从钙质胶结物的分布

来看，在红河37井区东北部，钙质胶结物在长81段河

道砂体中部含量较低，CaCO3平均含量在 4%~10%，

分布较均匀，岩石颗粒的自形程度也较好。如

HH101、ZJ11井长 81段砂岩薄片在阴极发光下呈橘

红色的钙质胶结物零星分布。而靠近河道砂体边部

的总钙质含量明显增高，CaCO3平均含量在 15%~
30%。如HH102、HH373井长 81段砂岩薄片在阴极

发光下呈橘红—亮黄色的钙质胶结物占比明显增

大。在红河37井区西南部长81段砂体中钙质含量变

化也同样具有砂体中间含量低（如 HH22、HH176
井）、边部含量高（如HH70、HH1055井）的特点，但该

区的钙质胶结物分布不均匀，胶结物在阴极发光下

更偏亮黄色。这是该区胶结作用相对较弱，胶结物

中示烃矿物铁方解石的含量较高所致。

2.2 主要砂岩类型

基于岩芯观察和对储层非均质性影响因素的分

析，对岩石碎屑成分、矿物组合、填隙物成分、成岩作

用类型及孔隙特征进行了分类统计，发现镇泾地区

延长组主要由以下几类岩石组成：富软岩屑砂岩、钙

质致密胶结砂岩、含水砂岩、含油砂岩、粉砂岩、泥岩

等，不同类型的岩石在垂向上相互叠置，构成了储层

段极为复杂的非均质性。其中，极细砂岩—泥岩中

黏土矿物含量较高，在成岩过程中主要受机械压实

作用而快速致密，成岩过程相对简单[21]。根据研究目

的，本文选取了四类主要砂岩进行重点刻画。

（1）富软岩屑砂岩

富软岩屑砂岩是指软岩屑含量较高、发生严重

塑性变形以致岩石物性极差的一类砂岩。这类砂岩

在研究区广泛分布，可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为以富

含凝灰岩、千枚岩、绢云片岩、泥岩、酸性岩浆岩等岩

屑并发生严重塑性变形为特征（图 7a），这类砂岩宏

观上以纹层状分布于层理面顶部或底部，碎屑颗粒

之间以凹凸接触为主，部分为线接触，一些孔隙内杂

图 3 红河 37P40井长 8段物性和含油饱和度随深度的变化

Fig.3 Changes of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oil saturation with depth in Chang 8 member, well Honghe 37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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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与软岩屑变形形成的假杂基难以区分，面孔率基

本为零。另一类为富含云母类矿物的砂岩，云母类

常沿层理面分布，在压实作用下发生塑性变形，在相

邻的刚性石英或长石颗粒之间呈弯曲状，颗粒间呈

线接触或凹凸接触，孔隙不发育。

（2）钙质致密胶结砂岩

钙质致密胶结砂岩是镇泾地区长 8段较为常见

的一类成岩致密型砂岩，主要特征是：砂岩质硬，呈

灰白—白色，钙质胶结物在岩芯上呈层状、斑状、结

核状；镜下方解石呈基底式或者孔隙式致密胶结粒

间孔，面孔率为零。根据碳酸盐胶结物的形态及胶

结方式，推测其形成可分为两期：早期泥微晶方解石

呈基底式胶结（图7b），碎屑颗粒间不接触或点接触，

在微晶方解石中呈悬浮状，推测形成时期应在未发

生高强度压实作用阶段；稍晚期亮晶方解石呈孔隙

式胶结，碎屑颗粒间以点接触为主，少量为线接触，

碎屑颗粒遭受了强溶蚀后方解石胶结，推测其形成

时间较晚。从胶结物与碎屑颗粒接触形态来看，两

类方解石胶结作用发生前，碎屑颗粒均遭受过溶蚀

作用，但微晶方解石未交代碎屑边缘，而稍晚的亮晶

方解石则常交代碎屑颗粒边缘。

（3）含水砂岩

含水砂岩主要是指物性相对较好、地质历史时

期未发生过烃类充注的砂岩。含水砂岩是研究区长

8段较常见的一种储层类型，多呈灰白色，发育波状

交错层理、板状交错层理和槽状交错层理等。显微

图 4 红河 1057⁃3井长 8段储层物性和胶结物含量在纵向上的变化及储层微观特征

Fig.4 Vertical changes of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cement content and micro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 8 member reservoir,
well Honghe 1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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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表明，含水砂岩碎屑颗粒间多呈点—线接触，粒

间孔以溶蚀孔为主，常见绿泥石膜保护的剩余原生

孔，发生过多期成岩作用。如图7c所示，碎屑颗粒边

缘被溶蚀后，溶蚀孔内被高岭石等黏土矿物充填。

同时还可见部分长石溶蚀形成大的粒内溶蚀孔，在

长石颗粒附近的粒间溶蚀孔内则发现了蠕虫状高岭

石集合体。

（4）含油砂岩

因在成岩过程中发生了有机—无机流体相互作

用，含油砂岩在岩相学和岩石学上具有其独特性。含

油砂岩在岩芯上易于辨识，一般呈偏暗灰、褐色，在新

鲜断口处通常散发油味。镜下观察显示，部分含油砂

岩粒间孔内常见黑色碳质沥青充填（图 7d），大孔隙

内主要在边缘残留沥青质，部分沥青质被包裹在方解

石胶结物内，表明烃类充注后仍然发生了小范围的碳

酸盐胶结作用。含油砂岩在紫外光显微系统中多呈

蓝色、蓝白色、黄白色、焦黄色等荧光特征。

3 长8段储层非均质性的露头观测

为精细刻画研究区长8段储层的非均质性特征，

描述储层非均质性结构体的空间展布状态，作者在

室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延长

组出露较好的汭水河剖面进行详细观察，为建立较

为切合实际的储层非均质性模型提供实际资料。

在储层露头观测中，通常将储层划分出不同级

次的构型单元。本文采用Miall[22]的正序划分方案，

划分了汭水河剖面中的储层构型界面。

3.1 富软岩屑砂岩

露头中常见富塑性岩屑的砂岩隔夹层发育，表

现为大量暗色纹层沿着砂岩的层理面分布，形成相

互平行或切割的接触关系（图8a）。在富软岩屑砂岩

中，暗色纹层通常发育于层系或层系组顶面，且可将

其分成多个级次。如图8a所示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

水下分流河道砂体，根据古水流方向及流动条件的

不同可以分出三个2级构型界面，而中间的两个2级
构型单元又可根据交错层系的界面，分别划分出4个
和5个1级构型单元，此类构型界面没有被侵蚀或仅

有微弱的侵蚀作用，代表了连续的沉积作用。在每

个1级构型界面附近暗色纹层较发育，其中富含岩屑

和泥质组分。

图 5 红河 105井区延长组油藏剖面

Fig.5 Reservoir profile of Yanchang Formation in well block Honghe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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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钙质致密胶结砂岩

汭水河剖面中的钙质致密胶结砂岩较发育，且

大多顺层理面呈条带状分布（图8b）。钙质条带一般

发育在薄砂层中或较厚砂体的顶底面附近。图8c是
延长组长8段水下分流河道砂体露头剖面，其中发育

富软岩屑砂岩和钙质胶结砂岩。砂体内发育多个相

互削切或叠置的纹层系组，以 2级构型界面为界，反

映了古水流条件的改变。采用便携式频谱分析仪对

该剖面上发育的两套条带状展布的钙质夹层不同部

位的元素含量进行了测试，其钙元素绝对含量均大

于 150 000×10-6，最大可达 185 697×10-6。图 8d为现

代河流对河床岩层削蚀后的河床侧翼部分，其中清

晰地保留了流水沿着层理面或裂缝断面渗入砂体的

痕迹，足以说明厚层砂岩中胶结作用首先沿着砂体

的边缘进行并逐渐向砂体内部推进，也很好地解释

了钙质胶结砂岩通常顺层呈条带状展布的现象。

4 储层非均质性结构模型

上述研究表明，砂岩储层中，细粒沉积隔夹层、富

软岩屑砂岩和钙质致密胶结砂岩在空间上的配置关

系决定了碎屑岩储层的非均质性。细粒沉积隔夹层

包括泥岩、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等，通常形成于

水动力较小的沉积环境。从储层构型的角度来说，泥

岩通常出现在5级和4级构型界面附近，而粉砂质泥

岩或泥质粉砂岩主要分布在3级构型界面附近，有时

也会出现在 2级构型界面的顶部。富软岩屑砂岩一

般发育在1级构型界面附近，有时在2级构型界面附

近也可见塑性岩屑增多的现象。富软岩屑砂岩常以

图 6 红河 37井区长 81砂体孔隙度与薄片阴极发光特征
（a）HH70，2 309.06 m，CaCO3：18%，孔隙度：6.9%，碳酸盐胶结物不均匀充填粒间孔，在阴极发光下呈橘红—亮黄色；（b）HH22，2 313.89 m，CaCO3：3%，孔隙度：

11.2%，碳酸盐胶结物零星分布；（c）HH176，2 263.56 m，CaCO3：5%，孔隙度：10.5%，碳酸盐胶结物零星分布，阴极发光下呈橘红色；（d）HH1055，2 245.04 m，CaCO3：
15%，孔隙度：7.3%，碳酸盐孔隙式胶结，在阴极发光下呈橘红—亮黄色；（e）HH102，2 100.02 m，CaCO3：20%，孔隙度：6.1%，碳酸盐呈基底式胶结，在阴极发光下呈

橘红色；（f）HH101，2 129.34 m，CaCO3：5%，孔隙度：11.8%，碳酸盐胶结物零星分布；（g）ZJ11，CaCO3：8%，孔隙度：10.3%，碳酸盐胶结物星点状分布，阴极发光下呈

橘红色；（h）HH373，1 989.17 m，CaCO3：25%，孔隙度：5.5%，晚期碳酸盐胶结物充填剩余粒间孔，在阴极发光下呈橘红—亮黄色

Fig.6 Porosity and cathode luminescence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 81 sand in well block Honghe 37
Information from microsection: (a) carbonate cement is inhomogeneous in filling intergranular pores and appears orange to bright yellow under cathode luminescence; (b) car⁃
bonate cement is sporadic; (c) carbonate cement is scattered and appears orange under cathode luminescence; (d) carbonate shows porous cementation and is orange to bright
yellow under cathode luminescence; (e) carbonate shows basement cementation and is orange under cathode luminescence; (f) carbonate cement is sporadic; (g) the carbonate
cement is distributed in star⁃like spots and appears orange under cathode luminescence; (h) late carbonate cement filled the remaining intergranular pores and appears orange
to bright yellow under cathode lumines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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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色纹层砂岩的形式出现，反映在一个较为短暂的基

准面上升期，古水流对各种岩屑碎片及云母片的分选

和堆积[23]。钙质胶结砂岩的形成需要细粒沉积提供

充足的Ca2+、Fe2+和烃源岩大量降解产生的CO2，因此

这类砂岩隔夹层通常与细粒沉积物紧邻。对于泥岩

中的砂岩夹层来说，由于其易于吸收来自于泥岩的钙

离子而成为薄层致密砂岩。而厚层砂体的顶部和底

部通常为层理面、冲刷面或岩性突变面，在成岩演化

过程中，地下水容易沿着这些界面渗入并与岩石发生

离子交换，形成砂体顶底部胶结的致密条带。

图 7 镇泾地区长 8段主要砂岩类型微观特征
（a）HH42，2 146 m，黑云母顺层理面分布，在压实作用下塑性变形，100×（−）；（b）HH121，1 848.15 m，早期微晶方解石呈基底式胶结，碎屑颗粒

呈悬浮状，100×（−）；（c）HH12，2 097.76 m，碎屑颗粒边缘被溶蚀形成溶蚀扩大孔，部分充填高岭石，100×（−）；（d）HH37，2 003.41 m，栉壳状胶

结的绿泥石膜被烃类浸染，在单偏光下呈黄褐色，50×（−）
Fig.7 Micro characteristics of main sandstone types in Chang 8 member of Zhenjing area

(a) biotite is distributed along the bedding surface and has been plastically deformed by compaction, ×100(−); (b) early microcrystalline calcite shows
basement cementation, with suspended clastic particles, ×100(−); (c) edges of debris particles are eroded to form dissolution expansion holes partly filled
with kaolinite, ×100(−); (d) shell⁃like cemented chlorite film is stained by hydrocarbons and appears yellowish⁃brown under single polarized light, ×50(−)

图 8 汭水河剖面延长组砂岩储层非均质性结构特征

Fig.8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of sandstone reservoir in Yanchang Formation, Ruishuihe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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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岩作用对致密砂岩储层非均质性的控

制，有学者也持有与本文相同的观点。Liu et al.[24]认
为自砂体中心至边缘依次发育溶蚀相、石英胶结相

和碳酸盐胶结相。二元岩相的空间分布受流体流速

和pH值的差异控制，流体特别是烃类在砂体中心优

先运移，部分不稳定颗粒被溶蚀而产生次生孔隙，也

为自生矿物沉淀提供了物质。后期的碳酸盐胶结作

用沿着砂岩—泥岩的界面进行。石英次生加大发生

在碳酸盐胶结作用之后，且发育在碳酸盐胶结作用

与溶解作用之间的过渡带。从砂体中心向边缘，储

层质量逐渐降低。

基于上述对镇泾地区延长组长 8段砂岩中细粒

沉积隔夹层、富软岩屑隔夹层和钙质胶结致密层的

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的分析，构建了研究区长 8
段储层非均质性结构模式（图 9）。由于辫状河道的

频繁迁移摆动，造成不同期次河道的削蚀截切和河

道砂体的无序叠置。单个砂体顶部和边部的泥岩

等细粒沉积物被后期流水侵蚀，仅有少部分残留或

冲刷殆尽。这部分细粒沉积物和砂体上部的富软

岩屑砂岩在压实作用下很容易成为致密隔夹层。

后期的碳酸盐胶结作用通常沿着砂体的顶面、底面

或层理面等进行，继而逐渐向砂体内部推进，造成

了砂岩储层的结构型非均质。受其制约，砂体内流

体的分布也呈现出较强的非均质性。砂体内部物

性相对较好且有原油充注波及的部位成为含油砂

岩，一般具有多期持续充注的特征，而部分边缘致

密或通道隔挡的砂岩，尽管保留有较好的物性，但

由于缺乏烃类注入的输导条件而成为含水砂岩[25]。
正是由于不同期次河道的彼此改造和不同类型砂

岩的差异成岩演化，造成了延长组长 8段砂岩储层

的结构型非均质性。

5 结论

（1）镇泾地区延长组长8段储层非均质性极强，

表现为多期河道砂体的削蚀截切和无序叠置，即使

在同一厚层块状砂体内，砂岩物性和含油性也存在

较大差异。细粒沉积隔夹层、富软岩屑砂岩和钙质

致密胶结砂岩在空间上的配置关系决定了碎屑岩储

层的非均质性。

（2）镇泾地区长8段砂岩主要有富软岩屑砂岩、

钙质致密胶结砂岩、含水砂岩和含油砂岩四种类型，

其中富软岩屑砂岩的形成主要受沉积环境和物源控

制，多分布在砂体顶、底部或者发育大量层理的部

位，钙质致密胶结砂岩为沉积物埋藏后经胶结作用

改造而成，主要沿层理面或厚层泥岩附近分布，而含

水和含油砂岩主要位于孔渗性较好的厚砂体中部。

（3）不同期次河道的彼此改造、不同类型砂岩的

差异成岩演化和石油的选择性充注，造成了延长组

长8段砂岩储层的结构型非均质性及其含油性差异。

延长组众多的隔夹层在空间上相互连接和交织，形

成了“似网状”非均质储层和不完全封闭的流体封隔

系统。

图 9 镇泾地区长 8段砂岩储层结构型非均质性模式

Fig.9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model of Chang 8 member sandstone reservoir in Zhenj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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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ity and Structural Pattern of Chang 8 Reservoir in
Zhenjing Area, Ordos Basin

MA LiYuan1，HU CaiZhi2，QIU GuiQiang1，CHEN ChunFang1，GAO JinHui1，XU ShiLin1
1.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SINOPEC, Beijing 100083, China
2. National Center for Geological Experiment and Testing,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The Chang 8 member of the Upper Triassic Yanchang Formation is the main oil layer in the Zhenjing area
in the southern Ordos Basin. The reservoir rock of the Chang 8 member is mainly typical distributary channel sand⁃
stone in a delta front，of lithological reservoir type. The reservoir is dense and low⁃permeability，with strong heteroge⁃
neity，and it shows major changes in oil saturation. The study of reservoir heterogene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
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for the prediction of sweet points in the reservoir. The
degree of heterogeneity and genetic mechanism of the reservoir were analyzed，and a model of the structural heteroge⁃
neity of a tight sandstone reservoir wa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indicate very marked heterogeneity in the Chang 8
member reservoir，showing erosion and disorderly overlapping of the channel sandbodies over multiple periods. Even
within the same thick，massive sandbody，there are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in physical and oil⁃bearing properties.
The heterogeneity of a clastic reservoir is a result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ine⁃grained sedimentary interlayering，
soft lithic sandstone and calcareous tightly cemented sandstone. These properties are due to the changes in different
sand channels at different times，the differential diagenetic evol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sandstones and selective fill⁃
ing of oil.
Key words：tight sandstone；heterogeneity；Yanchang Formation；Zhenjing area；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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