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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合利用岩芯观察、薄片鉴定、物性测试等技术方法，以孔隙度、储集空间特征、成岩作用特征、孔喉分布特征以及含油

性特征等为综合分类依据，将东营凹陷盐家地区沙四上亚段近岸水下扇砂砾岩储层划分成 3 大类 7 小类。Ⅰ-1 类以中等偏弱压

实—弱胶结为特征，原生孔隙相对发育; Ⅰ-2 类以中等压实—较强溶蚀为特征，长石、岩屑溶孔以及晶间孔相对发育; Ⅰ-3 类以中

等胶结—较强溶蚀为特征，碳酸盐、长石溶孔相对发育; Ⅱ-1 类以中等偏强压实—中等溶蚀为特征，长石、岩屑溶孔相对发育; Ⅱ-
2 类以中等偏强胶结—中等溶蚀为特征，碳酸盐、长石溶孔相对发育; Ⅲ类孔隙不发育，Ⅲ-1 类以强压实为特征，Ⅲ-2 类以强胶结

为特征。从Ⅰ-1 类到Ⅲ-2 类储层孔隙含量降低，孔喉结构变差，荧光强度降低，岩芯油气显示变弱。结合试油试采资料对不同沉

积亚相储层组合类型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不同沉积相带储层组合对应的产能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扇中储层组合类型相对优越，

储层组合单层厚度变化大，对应着中等—高单位厚度日产液量; 扇根储层组合类型次之，储层组合单层厚度较大，对应着较低的

单位厚度日产液量; 扇缘储层组合类型最差，储层组合单层厚度最薄，对应着低单位厚度日产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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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常用的砂砾岩储层分类评价方法主要包括

多因素综合定性和定量评价这两类，并逐渐从定性综

合评价向定量综合评价发展，评价的参数逐渐从宏观

物性、含油饱和度等参数向宏观参数与微观孔喉结构

等参数组合发展，评价的手段从单一地质学方法向数

学和地质等方法综合分析发展。无论是定性砂砾岩

储层评价还是定量砂砾岩储层评价，都以孔隙度和渗

透率或 者 孔 隙 度 差 值 和 渗 透 率 差 值 应 用 最 为 普

遍［1-5］。但是，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砂砾岩取样

测量过程中常常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 注水钻样过

程的高压环境会导致砾石含量高、物性差的岩石沿着

砾石边 缘 形 成 贴 粒 缝 或 者 直 接 钻 遇 大 砾 石 颗 粒;

2) 对于深层致密砂砾岩储层，流体在其中的运移基

本处于非达西渗流状态，表现出一种与尺度相关的流

动效应，如气体在致密砂岩中流动时出现明显的滑脱

效应［6］。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会导致得到的砂砾岩储

层的渗透率数据偏差较大，而对孔隙度的影响相对较

小。由于目前储层分类评价方案基本都涉及到渗透

率数据，受控于砂砾岩储层渗透率数据的不准确性，

认为目前常用的储层分类评价方法在用于深部砂砾

岩储层分类评价时存在较大的缺陷，不能够准确的反

映深部砂砾岩致密储层的好坏。此外，受不同研究工

区、地质特征及现有资料情况等的影响，不同研究区

的分类评价参数及标准差异很大，并且针对某些数学

评价方法由于在分类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参数选择、
权重等，工作量巨大［1］，导致目前常用的储层分类评

价方法及成果推广性及适用性有限。
东营凹陷盐家地区近岸水下扇砂砾岩体紧邻生

油中心分布，并与烃源岩呈指状接触，成藏条件优

越［7-8］，易形成岩性油气藏或断层与岩性复合的油气

藏，蕴藏了丰富的油气资源，已经成为中国东部断陷

湖盆主要的油气勘探开发对象［9-10］。近年来，东营凹

陷北带东部近岸水下扇砂砾岩油气勘探在丰深 1 井

( 4 316．6～ 4 343 m 日产油 81．7 t，日产气 11．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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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 和盐 222 井( 3 985．8～4 194．6 m 日产油 17．7 t、日
产水 6．63 m3 ) 取得重大突破［11］。但是，近岸水下扇

砂砾岩体储层特征受多种因素影响: 一方面，近岸水

下扇砂砾岩体特殊的事件性沉积，导致沉积单元体分

布复杂，岩相变化快且差异性大，岩石特征复杂; 另一

方面，深层近岸水下扇砂砾岩储层成岩作用特征复

杂，储层经历了多期胶结作用、多期溶解作用以及多

期油气充注过程，而且扇体不同部位成岩响应特征差

异性大，导致现今储层非均质性强［9-19］。这种受控于

原始沉积作用和成岩作用改造的复杂储层特征，严重

制约了盐家地区的进一步勘探部署。因此，优选储层

分类评价参数，建立一套适合于盐家地区沙四上亚段

近岸水下扇砂砾岩体储层分类评价方案，并依据新方

案加强对储层基本特征研究以及对不同类型储层及

储层组合进行准确评价，对于盐家地区近岸水下扇砂

砾岩体储层的勘探部署及开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地质概况

盐家地区位于东营凹陷北带东段，是由陈南铲式

扇形边界断层所控制的近东西走向的陡斜坡构造带，

北部为陈家庄凸起，东部为青坨子凸起，西部为胜坨

地区，南邻民丰洼陷［20-21］( 图 1) 。陈南断裂在后期构

造运动和风化剥蚀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断坡陡峭、
山高谷深、沟梁相间的古地貌，自西向东依次发育了

盐 16 和盐 18 两条古冲沟，成为研究区大量粗碎屑物

质的补给通道［8，21-22］。沙四上亚段沉积时期，东营凹

陷处于断陷期的深陷—扩张阶段，陈南断层强烈活

动，湖盆大幅度沉降。在这种古构造背景的控制下，

季节性洪水携带大量粗碎屑物质沿古冲沟入湖，在边

界断裂面上发育多期近岸水下扇沉积［16］，表现为顶

端指向古冲沟、向湖盆中心伸展的楔形体。近岸水下

扇砂砾岩扇体沿陡坡快速堆积，平面上呈底平顶凸的

沉积“扇背斜”形态，交叉叠置展布; 纵向上多期次正

旋回叠合，形成巨厚的砂砾岩体，为油气的富集成藏

提供了良好的场所。近岸水下扇可划分为扇根、扇中

和扇缘 3 个亚相。其中扇根亚相主要为主水道微相

杂基支撑砾岩沉积，分选差，垂向上递变不明显; 扇中

亚相包括辫状水道微相和水道间微相，辫状水道微相

主要为颗粒支撑砂砾岩沉积，杂基含量低，常见冲刷

面、正粒序层理等沉积构造; 水道间微相以发育典型

浊积岩为主，粒度较细; 扇缘主要发育厚层泥岩夹薄

层砂岩沉积。

2 储层分类及特征
2．1 储层分类方法

分类评价参数的选取是储层评价研究中的关键

性问题，参数选取的合理与否，直接决定了评价结果

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因此，立足于已有的资料以及研

究的侧重点，选取的参数必须在数据来源准确的情况

下要能充分准确的表征储层的特征。东营凹陷盐家

地区沙四上亚段砂砾岩储层埋深介于 3 000～4 300 m
之间，整体埋深较深。其中孔隙度小于 10%的样品

占总数的 75．1%，渗透率小于 1×10－4 μm2的样品占样

品总数的 50．3%，表明研究区沙四上亚段砂砾岩储层

大部分为致密储层［23］。高压压汞技术能够测量的

孔喉半径为1．8 nm ～ 180 μm［24］，因此压汞数据能够

图 1 东营凹陷盐家地区构造位置( 据文献［16］修改)

Fig．1 Structural setting of Yanjia area，Dongying depression( modified from reference［16］)

318第 4 期 李 桥等: 东营凹陷盐家地区沙四上亚段砂砾岩储层分类评价方法



较为真实反映研究区砂砾岩储层孔喉特征。由于储

层质量受沉积条件和成岩作用共同控制［9］，立足于

岩芯观察、薄片鉴定、荧光鉴定与高压压汞测试等一

体化分析测试资料，本文选取孔隙度、微观储集空间

特征、孔喉分布特征、含油性特征以及成岩作用特征

等参数，建立宏观与微观特征参数之间的联系，通过

对孔隙度区间细分并精细表征每个孔隙度区间的上

述微观特征，总结并合并具有相似特征的孔隙度区

间，再结合成岩作用特征及主要的储集空间类型特征

对东营凹陷盐家地区沙四上亚段近岸水下扇砂砾岩

储层进行综合分类。
2．2 储层分类过程及结果

研究区沙四上亚段砂砾岩 孔 隙 度 在 1． 28% ～
19．2%，平均为 7．89%。针对孔隙度分布进行统计发

现孔隙度小于 5%的样品占样品总数的 20．4%，孔隙

度介于 5%～ 10%的样品占样品总数的 53．1%，孔隙

度大于 10%的样品占样品总数的 26．5%。根据孔隙

度分布情况选取孔隙度 0%、2．5%、5%、6%、7%、8%、
9%、10%、12．5%、15%和 20%为界限将盐家地区近岸

水下扇砂砾岩整体划分为 10 个区间，再结合岩芯观

察、薄片鉴定、荧光鉴定与压汞测试等一体化分析测

试样品点，总结每个区间内岩石的孔隙发育程度、孔
喉大小、孔喉连通性、含油性等特征。在明确 10 个孔

隙度区间的上述特征基础上，分别将具有相似特征的

孔隙度区间进行合并分类，并以此作为分类划分的依

据。最后将 10 个孔隙度小区间合并为具有相似特征

的孔隙度大于 9%、孔隙度介于 5% ～ 9%以及孔隙度

小于 5%三个大区间，三个大区间分别对应Ⅰ类储层

( 优质储层) 、Ⅱ类储层( 一般储层) 以及Ⅲ类储层( 非

有效储层) 。在三大类储层划分的基础上，结合主要

的成岩作用特征及主要的储集空间类型将Ⅰ类储层

划分为原生孔隙型优质储层、压实溶蚀—次生孔隙型

优质储层和胶结溶蚀—次生孔隙型优质储层，分别对

应Ⅰ-1 类、Ⅰ-2 类和Ⅰ-3 类储层; 将Ⅱ类储层划分为

压实溶蚀—次生孔隙型一般储层和胶结溶蚀—次生

孔隙型一般储层，分别对应Ⅱ-1 类和Ⅱ-2 类储层; 将

Ⅲ类储层划分为强压实型和强胶结型非有效储层，分

别对应Ⅲ-1 和Ⅲ-2 类储层( 表 1，2，3) 。

表 1 东营凹陷盐家地区沙四上亚段近岸水下扇砂砾岩体储层分类

Table 1 The reservoir classification of gletenite in the near-shore subaqueous fan of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Fou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Yanjia area，Dongying depression

物性标准
孔隙度

范围
平均

孔隙度
次生溶蚀孔隙度
平均值［25-26］

样品
数量

沉积相带 岩性 储集空间 成岩作用特征
碳酸盐胶结物

平均含量
颗粒接触类型比例

岩芯
含油性

荧光
特征［27］

孔喉连通
特征

平均孔喉
半径 /μm

最大连通孔吼
半径 /μm

Ф≥9% 10．1%～
19．2% 14．15% 2．28% 25 扇中亚相

砂岩、含 砾 砂 岩、
砾质砂岩

以原生孔为主，少量
次生孔隙

中弱 压 实—中 弱
溶蚀—碳 酸 盐 弱
胶结

1．77%
点接触比例 50% ～
75%，线 接 触 比 例
25%～50%

油浸—
饱含油

较强荧光 好 2．60～3．92 9．19～14．7

9．5%～
14．54% 11．40% 7．89% 37

扇中亚相
单相序顶
部

砂岩、含 砾 砂 岩、
砾质砂岩、砾岩

溶 蚀 孔 含 量 大 于
50%，晶间孔和原生
孔也发育

中强 压 实—较 强
溶蚀—碳酸盐弱 /
中等胶结

6．21%
线接触比例＞75%，
凹凸 接 触 比 例 ＜
25%

0．68～2．60 2．45～9．19

9．13%～
11．10% 9．74% 6．89% 12

扇中亚相
远泥岩部
位

砂岩、含 砾 砂 岩、
砾质砂岩、颗粒支
撑砾岩

溶 蚀 孔 含 量 大 于
50%，晶间孔也发育

中强 压 实—较 强
溶蚀—碳 酸 盐 中
等胶结

9．62%
线接触比例＞75%，
凹凸 接 触 比 例 ＜
25%

0．57～2．14 2．25～7．56

5%≤Ф＜9% 6．23%～
8．9% 7．80% 5．84% 32

扇 中 亚
相 /扇 根
亚相单相
序顶部

砂岩、含 砾 砂 岩、
砾质砂岩、颗粒支
撑砾岩

溶 蚀 孔 含 量 大 于
50%，晶间孔和原生
孔也发育

中强 压 实—中 等
溶蚀—碳酸盐弱 /
中等胶结

6．40%
线接触比例＞75%，
凹凸 接 触 比 例 ＜
25%

油迹—
油斑

中等荧光 中等 0．34～1．23 0．98～5．13

5%～
7．46% 6．14% 5．55% 31

扇中亚相
远泥岩部
位

砂岩、含 砾 砂 岩、
砾质砂岩、颗粒支
撑砾岩

溶 蚀 孔 含 量 大 于
90%，晶间孔也发育

中强 压 实—中 等
溶蚀—碳 酸 盐 中
等胶结 /较强胶结

12．31%
线接触比例＞75%，
凹凸 接 触 比 例 ＜
25%

0．2～1．18 0．74～4．90

Ф＜5% 2．8%～
4．94% 4．12% 0．32% 12

扇 根 亚
相、扇 中
亚相单相
序底部

砾质砂岩、颗粒支
撑砾岩、杂基支撑
砾岩

显孔不发育
强 压 实—弱 溶
蚀—碳酸 盐 弱 胶
结

2．61%
线接触比例＜75%，
凹凸 接 触 比 例 ＞
25%

不含油
暗荧光—
不发荧光

差 0．07～0．33 0．37～1．84

1．28%～
4．15% 3．04% 0．06% 10

扇中亚相
近泥岩部
位、扇 缘
亚相

砂岩、含 砾 砂 岩、
砾质砂岩

中等 压 实—弱 溶
蚀—强胶结

19．57%

点接触比例＜25%，
线接触比例 50% ～
75%，凹 凸 接 触 比
例＞25%

0．03～0．19 0．15～0．74

注: 次生溶蚀孔隙度是借助铸体薄片统计溶蚀孔隙面孔率，再通过显孔隙度与面孔率函数关系求得［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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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东营凹陷盐家地区沙四上亚段近岸水下扇砂砾岩体

压实级别划分标准( 据文献［28］修改)

Table 2 The compaction level division standard of gletenite
in the near-shore subaqueous fan of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Fou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Yanjia area，

Dongying depression( modified from reference［28］)

压实级别划分
颗粒接触类型比例 /%

点接触 线接触 凹凸接触
长石颗粒变形破碎程度

弱压实 ＞75 ＜25 0 无变形破裂现象

中弱压实 50～75 25～50 0 少量变形

中等压实 ＜25 50～75 ＜25 变形为主

中强压实 0 ＞75 ＜25 少量破裂

强压实 0 ＜75 ＞25 破裂为主

表 3 东营凹陷盐家地区沙四上亚段近岸水下扇砂砾岩体

胶结及溶蚀作用级别划分标准

Table 3 The cementation and dissolution level division
standard of gletenite in the near-shore subaqueous fan
of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Fou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Yanjia area，Dongying depression

胶结 /溶蚀作用级别划分 弱 中等 较强 强

胶结物含量 ＜5% 5%～10% 10%～15% ＞15%
溶蚀孔含量 ＜3% 3%～6% 6%～9% ＞9%

2．3 储层的基本特征

在 3 大类 7 小类储层划分的基础上，从沉积相和

成岩作用特征方向入手，结合储集空间类型以及孔喉

结构特征等总结了每类储层的基本特征。
2．3．1 Ⅰ类储层基本特征

Ⅰ类储层( 优质储层) 对应孔隙度大于 9%的区

间( 图 2) ，原生孔隙型优质储层即指储集空间以原生

孔隙为主( 原生孔隙相对含量占 50%以上) 的储层，

而压实溶蚀—次生孔隙型优质储层与胶结溶蚀—次

生孔隙型优质储层，顾名思义是指储集空间以次生孔

隙为主( 次生孔隙相对含量占 50%以上) 的储层。其

中Ⅰ-1 类储层主要发育于扇中亚相，岩性为分选较

好、杂基含量低的颗粒支撑砂岩，包括砂岩、含砾砂岩

以及砾质砂岩等。整体以中等偏弱压实—中弱溶

蚀—碳酸盐弱胶结成岩作用特征为主: 压实作用中等

偏弱，颗粒以点接触为主，也可见线接触; 溶蚀作用

弱，并以长石、岩屑颗粒溶蚀为主，碳酸盐胶结物只发

生微弱溶蚀; 胶结作用较弱，石英次生加大较为常见;

碳酸盐胶结物含量极低，只零星分布在原生粒间或溶

扩孔中，且以白云石和铁白云石为主，少量( 铁) 方解

石。储集空间较为发育，平均孔隙度为 14．15%，主要

为原生孔隙，表现为较规则的多边形状的粒间残余孔

隙或者与次生孔隙结合的溶扩孔，且原生孔隙含量大

于视孔隙度的 50%，此外还可见溶蚀孔、晶间孔等类

型孔隙。孔喉半径大，孔隙之间连通性好，储层整体

上孔喉结构较好。荧光薄片下显示较强荧光特征，岩

芯有明显油气显示，为优质储层。
Ⅰ-2 类储层主要发育于扇中亚相单相序的顶

部，岩性为分选较好、杂基含量低的颗粒支撑砂砾岩，

包括砂岩、含砾砂岩与砾质砂岩。主要以中等压实—
较强溶蚀—碳酸盐弱—中等胶结成岩作用特征为主:

压实作用中等，颗粒以线接触为主，可见少量刚性颗

粒破碎以及塑性颗粒变形; 溶蚀作用较强，并以长石、
岩屑颗粒溶蚀为主，主要沿长石颗粒边缘及解理缝发

生剧烈溶蚀，碳酸盐胶结物只发生微弱溶蚀，常被溶

解为斑状或残余状，此外还可见少量黑云母在较强压

实作用下变形破碎被溶蚀; 胶结作用较弱时，石英次

生加大与高岭石较为常见，碳酸盐胶结物少，胶结作

用中等偏弱时，碳酸盐胶结物常见，并主要为铁方解

石和铁白云石，此外还可见少量黄铁矿发育。储集空

间较为发育且类型多样，平均孔隙度为 11．4%，主要

为次生溶蚀孔隙，次生溶蚀孔隙含量占总孔隙度的

50%以上，此外还可见部分原生孔隙以及高岭石晶间

孔。孔喉半径大，孔隙之间连通性较好，储层整体上

孔喉结构较好。荧光薄片下显示较强荧光特征，岩芯

也有明显油气显示，为优质储层。
Ⅰ-3 类储层主要发育于扇中亚相水道间微相与

辫状水道微相单相序远泥岩部位，岩性为分选好、杂
基含量较低的颗粒支撑砂砾岩，包括砂岩、含砾砂岩、
砾质砂岩以及颗粒支撑砾岩。主要以中等压实—较

强溶蚀—碳酸盐中等胶结成岩作用特征为主: 压实作

用中等，颗粒以线接触为主; 溶蚀作用较强，但较压实

溶蚀型次生优质储层弱，长石、岩屑溶蚀及碳酸盐溶

蚀均较发育; 胶结作用中等，主要为碳酸盐胶结，其中

又以方解石和铁方解石胶结为主，此外还可见少量石

英次生加大、高岭石以及黄铁矿。储集空间较为发育

但是单一，平均孔隙度为 9．74%，主要为次生溶蚀孔

隙，且次生溶蚀孔隙含量占总孔隙度的 50%以上，此

外还发育少量高岭石晶间孔等。孔喉半径中等偏大，

但与Ⅰ-2 类储层( 压实溶蚀—次生孔隙型) 相比相对

较小，孔隙之间连通性中等偏好，储层整体上孔喉结

构中等偏好。荧光薄片下显示较强荧光特征，岩芯上

也有明显油气显示，为优质储层。
综上所述，Ⅰ-1 类储层由于压实程度低导致原

生孔隙能够较好的保存，储层特征方面最佳; Ⅰ-2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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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层虽发生较强溶蚀，但由于晚期铁方解石铁白云石

中等偏弱胶结又存在一个减孔降渗的过程，因此储层

特征上整体差于Ⅰ-1 类储层; Ⅰ-3 类储层也发生较

强溶蚀，但由于存在两期碳酸盐胶结且胶结作用中

等，因此储层特征方面又略逊于Ⅰ-2 类储层。

2．3．2 Ⅱ类储层基本特征

Ⅱ类储层( 一般储层) 对应孔隙度介于 5% ～ 9%
( 图 3) 。针对发育的相带位置，Ⅱ-1 类储层与Ⅰ-2
类储层之间细微的差别在于Ⅱ-1 类储层除了在扇中

亚相单相序顶部发育，也能在扇根亚相单相序顶部发

图 2 Ⅰ类储层基本特征

Fig．2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Ⅰ-type reservoir

图 3 Ⅱ类储层基本特征

Fig．3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Ⅱ-type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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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并且同时发育于扇中亚相时Ⅱ-1 类储层发育的

位置更靠近扇根; 针对成岩作用特征方面，Ⅱ-1 类储

层溶蚀作用发育程度普遍低于Ⅰ-2 类储层，以中等

溶蚀作用为主，压实作用也略强与Ⅰ-2 类储层。Ⅱ-1
类储层平均孔隙度为 7．80%，以发育次生孔隙为主，

孔喉半径中等，孔隙之间连通性中等偏差，储层整体

上孔喉结构中等，荧光薄片下显示中等强度荧光特

征，岩芯也有油气显示，为一般储层。Ⅱ-2 类储层和

Ⅰ-3 类储层发育相带与成岩作用特征也基本相似，

细微差别在于Ⅱ-2 类储层发育相带更靠近扇缘，溶

蚀作用发育程度上低于Ⅰ-3 类储层，以中等溶蚀作

用为主，且胶结作用稍强于Ⅰ-3 类储层。Ⅱ-2 类储

层平均孔隙度为 6．14%，储集空间较为发育但是单

一，主要为次生溶蚀孔隙，且次生溶蚀孔隙含量占镜

下孔隙的 90%以上。孔喉半径中等，孔隙之间连通

性中等偏差，储层整体上孔喉结构中等。荧光薄片下

显示中等强度—暗荧光特征，岩芯也有油气显示，为

一般储层。与Ⅰ-2 类储层和Ⅰ-3 类储层关系相对

应，Ⅱ-1 类储层整体上孔喉结构特征较Ⅱ-2 类储层

的更好。
2．3．3 Ⅲ类储层基本特征

Ⅲ类储层( 非有效储层) 对应孔隙度小于 5%区

间( 图 4) 。Ⅲ-1 类储层根据其发育相带的不同可分

为扇根亚相和扇中亚相两类。发育于扇根亚相的强

压实型储层，岩性可分为杂基支撑砂砾岩和颗粒支撑

砂砾岩: 分选差灰泥杂基含量高的杂基支撑砾岩，表

现为整套强压实型储层; 分选较好、杂基含量少的颗

粒支撑砂砾岩，包括砾质砂岩及颗粒支撑砾岩，表现

为相序底部发育强压实型储层。发育于扇中亚相的

强压实型储层主要形成于单相序底部，岩性为砾岩或

砾质砂岩。两类强压实型储层都以强压实—弱溶

蚀—碳酸盐弱胶结成岩作用为特征: 压实作用强，颗

粒之间接触紧密，以线接触—凹凸接触为主，可见大

量刚性颗粒破碎以及塑性颗粒压实变形; 溶蚀作用极

弱，仅可见极少量长石、岩屑颗粒发生微弱溶蚀; 胶结

作用较弱，可见少量碳酸盐胶结与灰泥杂基重结晶。
这两类强压实型储层储集空间基本不发育，镜下不见

孔隙，孔隙之间几乎不连通，孔隙度均小于 5%，平均

值为 4．12%。荧光薄片下显示暗荧光—不发荧光特

征，岩芯没有油气显示。
Ⅲ-2 类储层根据其发育的相带及在相序中位置

的差异性可分为扇中厚层砂体顶底近泥岩部位强胶

结型储层、扇中厚层砂体中部强胶结型储层以及扇缘

薄层砂部位强胶结型储层。扇中厚层砂体顶底近泥

岩部位强胶结型储层特征包括: 砂体叠加样式为单期

或多期正粒序砂砾岩体垂向叠加，顶底有较厚层的泥

岩，这类储层主要发育在整个砂砾岩体叠加组合顶底

靠近泥岩部位，成岩作用以强胶结为特征，并主要为

方解石和白云石强胶结，每套砂砾岩体叠加组合远泥

岩部位胶结作用弱，溶蚀作用中等发育。扇中厚层砂

体中部强胶结型储层基本特征包括: 砂体叠加样式为

多期正粒序砂砾岩体垂向叠加，该类储层主要发育在

相序中部，成岩作用以强胶结为特征，并主要为晚期

铁方解石或铁白云石强胶结，每个相序两端胶结作用

弱，溶蚀作用中等发育。扇缘薄层砂部位强胶结型储

层: 砂体叠加样式为厚层泥岩夹中薄层砂砾岩或泥岩

与砂砾岩互层状，整段成岩作用以强胶结为特征，并

以方解石胶结为主。Ⅲ-2 类储层镜下孔隙不发育，

颗粒之间基本上全被碳酸盐充填，孔隙度小于 5%，

平均值为 3．04%。荧光薄片下显示暗荧光—不发荧

光特征，岩芯没有油气显示。

3 各沉积亚相储层组合类型特征

近岸水下扇是在控盆断层幕式活动和气候因素

的控制下由多种沉积作用形成的有序组合体，纵向上

完整的正旋回自下而上为泥石流沉积、阵发性洪水沉

积、间歇期山区河流和湖相悬浮沉积，在扇体不同位

置由于后期扇体在沉积过程中对前期扇体不同程度

的侵蚀，可能导致缺失某种沉积作用的沉积物［13，29］。
近岸水下扇不同亚相( 微相) 沉积作用和空间分布的

差异性导致不同相带在深埋藏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

成岩响应［8，11-12］，而这种成岩作用的差异性反过来控

制扇体不同亚相( 微相) 的储层发育的类型及位置差

异性，并且导致在不同相带砂砾岩体叠加组合以及相

同相带不同砂砾岩体叠加组合中发育的储层的组合

类型存在差异。因此，本文通过对研究区盐 22-22、盐
222、盐 227 等井段进行不同类型储层的划分，从沉积

相和成岩作用角度总结了不同沉积相带以及不同砂

砾岩体组合位置储层及其组合的发育特征。
近岸水下扇扇根泥石流沉积形成的厚层块状或

叠覆递变杂基支撑砾岩部位主要发育整套的Ⅲ-1 类

储层( 强压实型) ，对应非有效储层( N) ，垂向上储层

组合类型为 N; 扇根洪水沉积形成的厚层叠覆递变颗

粒支撑砂砾岩体相序底部常发育Ⅲ-1 类储层 ( 强压

实型) ，对应非有效储层 ( N) ，顶部发育Ⅱ-1 类储层

( 压实溶蚀—次生孔隙型) ，对应一般储层( G) ，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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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储层组合类型为 N-G-N-G。近岸水下扇扇中洪水

沉积形成的厚层叠覆递变颗粒支撑砂砾岩体相序底

部常发育Ⅲ-1 类储层( 强压实型) ，对应非有效储层

( N) ，顶部发育Ⅱ-1 类或Ⅰ-2 类储层( 压实溶蚀—次

生孔隙型) ，对应一般储层( G) 或优质储层( H) ，垂向

上储层组合类型为 N-G /H-N-G /H，但多以 N-G-N-G
组合类型为主; 扇中洪水沉积形成的中厚层正递变砂

砾岩体连续叠加组合近泥岩部位常发育Ⅲ-2 类储层

( 强胶结型) ，对应非有效储层( N) ，远泥岩部位常发

育Ⅱ-2类储层与Ⅰ-3类储层( 胶结溶蚀—次生孔隙

图 4 Ⅲ类储层基本特征

Fig．4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Ⅲ-type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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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对应一般储层( G) 或优质储层( H) ，垂向上储层

组合类型为 N-G-H /G-G-N; 扇中洪水沉积形成的中

厚层正递变砂砾岩体连续叠加组合中部远泥岩部位

以及近泥岩部位发育Ⅲ-2 类储层( 强胶结型) ，对应

非有效储层( N) ，组合中两个强胶结型隔夹层中间所

夹部位 常 发 育Ⅱ-2 类 储 层 ( 胶 结 溶 蚀—次 生 孔 隙

型) ，对应一般储层( G) ，垂向上储层组合类型为 N-
G-N-G-N; 扇中洪水沉积形成的中厚层正递变砂砾岩

体连续叠加组合还常常发育整套的Ⅰ-1 类储层 ( 原

生孔隙型) ，对应优质储层( H) ，垂向上储层组合类型

为 H。扇缘洪水沉积形成的中薄层略显递变的砂砾

岩体常夹于中厚层暗色泥岩中或与泥岩互层，主要发

育整套的Ⅲ-2 类储层( 强胶结型) ，对应非有效储层，

垂向上储层组合类型为 N ( 图 5) 。

4 储层评价

在储层划分基础上，以 50 m 长度段为单元，通过

对工区盐 22—斜 47 井、盐 22—斜 1 井、盐 22—斜 46
井以及盐 22—斜 8 井等多口井不同深度的不同储层

组合类型的单层厚度以及累计厚度进行统计，并结合

不同储层组合类型对应的试油试采数据得到不同单

层厚度下的不同储层组合类型与产能随深度变化的

大致定量关系如图 6，再将图 6 中相同单层厚度的储

层组合类型产能与深度变化曲线组合到一起，得到相

同单层厚度的储层组合类型产能与深度变化的大致

定量关系如图 7，并以此为依据来对储层及储层组合

进行评价。其中扇根储层组合样式 N( 强压实) 与扇

根储层组合类型 N-G-N-G 以非有效储层为主，储层

组合单层厚度主要为 5～10 m 或 10～15 m，对应的单

位厚度日产液量在研究层段内不超过 0．8 t /d，并且

单层厚度越大，相同深度的储层组合对应的单位厚度

日产液量越高，同一单层厚度的储层组合产能呈现出

随深度低幅稳步降低趋势( 图 6a) ; 扇中储层组合类

型 N-G-H /G-G-N、N-G-N-G-N 以一般储层为主，临近

扇根储层组合单层厚度大，向扇缘方向单层厚度逐渐

减小，但同一单层厚度范围的储层组合对应的单位厚

度日产液量都呈现出中幅随深度由快速减小到缓慢

减小的趋势( 图 6b) ; 扇中储层组合类型 H 为优质储

层，储层组合单层厚度变化较大，并向扇缘方向逐渐

减小，对应的单位厚度日产液量也逐渐降低，且同一

单层厚度范围的储层组合随深度加深其单位厚度日

产液量呈现高幅稳步下降的趋势( 图 6c) ; 扇缘储层

组合类型 N( 强胶结) 为非有效储层，单层厚度主要

为 0～5 m，对应的单位厚度日产液量在研究层段内不

超过 0．4 t /d，且随深度呈现出超低幅稳步减小的趋

势( 图 6d) 。在相同单层厚度不同储层组合类型情况

下，以优质储层为主的储层组合类型( 图 6 中类型 5)

单位厚度日产液量明显高于以一般储层为主的储层

组合类型( 图 6 中类型 3 与类型 4) 的单位厚度日产

液量，以一般储层为主的储层组合类型单位厚度日产

液量又明显高于以非有效储层为主的储层组合类型

( 图 6 中类型 1、类型 2 与类型 6) 的单位厚度日产液

量( 图 7) 。油田实际开发过程中，应优先挑选具有经

济可开采价值或经济价值高的层段，综上所述，即在

图 5 扇体不同沉积亚相发育的储层组合类型特征

Fig．5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rvoir combination in different sedimentary subfacies of near-shore subaqu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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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勘探开发过程中，应优先挑选以优质储层为主的

储层组合类型层段; 在相同累计厚度但不同单层厚度

的相同储层组合类型情况下，应优先挑选储层组合单

层厚度大的层段; 在相同单层厚度相同储层组合类型

情况下，应优先挑选储层组合累计厚度大的层段，即

在图8所示井位中，优选的先后顺序依次为B井—C

图 6 不同单层厚度储层组合对应的单位厚度日产液量与深度关系图

Fig．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fluid production per meter of different unit thickness reservoir combination with depth

图 7 相同单层厚度储层组合对应的单位厚度日产液量与深度关系图

Fig．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fluid production per meter of the same unit thickness reservoir combination with depth

图 8 优选开发井位示意图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optimized development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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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A 井。

5 结论

( 1) 东营凹陷盐家地区沙四上亚段近岸水下扇

砂砾岩共划分出 3 大类 7 小类储层，其中Ⅰ-1 类储层

以中等偏弱压实—弱胶结为特征，发育原生孔隙为

主，储集性能最优; Ⅰ-2 类、Ⅰ-3 类、Ⅱ-1、Ⅱ-2 类储

层分别以中等压实—较强溶蚀、中等胶结—较强溶

蚀、中等偏强压实—中等溶蚀以及中等偏强胶结—中

等溶蚀为特征，发育次生溶蚀孔隙为主，储集性能依

次降低; Ⅲ-1 类以及Ⅲ-2 类储层以强压实或强胶结

为特征，镜下不可见孔隙，储集性能最差。
( 2) 东营凹陷盐家地区沙四上亚段近岸水下扇

不同相带砂砾岩体叠加组合样式中发育的储层的组

合样式存在差异，在同一相带不同砂砾岩体叠加组合

样式中储层的组合样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扇根泥

石流沉积、扇中单相序近泥岩部位和单相序底部以及

扇缘多发育Ⅲ-1 类储层 ( 强压实型) 或Ⅲ-2 类储层

( 强胶结型) ，对应非有效储层; 扇中单相序远泥岩部

位、扇中与扇根洪水沉积相序顶部常发育Ⅰ类储层或

Ⅱ类储层，对应优质储层或一般储层。
( 3) 研究区不同单层厚度的不同储层组合类型

对应的产能随深度变化曲线存在差异，总体上扇中储

层组合类型相对优越，储层组合单层厚度变化大，对

应着中等—高单位厚度日产液量; 扇根储层组合类型

次之，储层组合单层厚度较大，对应着较低的单位厚

度日产液量; 扇缘储层组合类型最差，储层组合单层

厚度最薄，对应着低单位厚度日产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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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ed Evaluation of Sand-Conglomerate Ｒeservoir of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Yanjia Area，Dongying De-
pression

LI Qiao1，WANG YanZhong1，CAO YingChang1，2，CHENG Xin1

1． School of Geosciences，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Shandong 266580，China

2． Laboratory for Marine Mineral Ｒesources，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Shandong 26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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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re observation，thin-section identification，physical property test and other technical meth-
ods，with porosity，reservoir space characteristics，diagenesis characteristics，reservoir pore throat siz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lubricity characteristics for comprehensive classification basis，the sand-conglomerate reservoir in
the near-shore subaqueous fan of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 Es4 ) in Yanjia area Dongying depression
have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nd seven small classes． Ⅰ-1 type reservoir is characterized by medium-weak
compaction and weak cementation ，with primary pores relative development; Ⅰ-2 type reservoir is characterized by
medium compaction and strong dissolution，feldspar and debris dissolution pores and intragranular pores are relatively
growing; Ⅰ-3 type reservoir is characterized by medium cementation and strong dissolution，with dissolved pores of
carbonate and feldspar relative development; Ⅱ-1 type is characterized by medium-strong compaction and medium
dissolution，feldspar and lithic dissolved pores are relatively developing; Ⅱ-2 type is characterized by medium-strong
cementation and medium dissolution，with carbonate and feldspar dissolved pores relative development; pores do not
develop in Ⅲ type reservoir，Ⅲ-1 type reservoir i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compaction and Ⅲ-2 type reservoir is char-
acterized by strong cementation． FromⅠ-1 type reservoir to Ⅲ-2 type reservoir，porosity reduces，pore throat structure
becomes worse，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becomes low，and oil and gas shows in core become weaker． Combined tes-
ting and production test data，reservoir combinations in different sedimentary subfacies have been evaluated． The re-
sults show that reservoir combination type in different sedimentary facies and its productivity have big differences． Ｒes-
ervoir combination in the middle fan is relatively superior and single－layer thickness of reservoir combination is vari-
ous，corresponding to the medium-high daily liquid production per unit thickness． Ｒeservoir combination in root fan
comes the second and have a larger single－layer，corresponding to the relative lower daily liquid production per unit
thickness． Ｒeservoir combination in fan edge is the worst and single－layer thickness of reservoir combination is very
thin，corresponding to the lower daily liquid production per unit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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