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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岩心、显微薄片及电镜样品的观察，结合定量分析测试结果，对有机质在页岩形成、演化及储层发育中重

要作用进行研究。研究表明: 有机质利于碳酸钙的沉淀，主要由底栖黏结、浮游黏结及生物颗粒 3 种形式形成碳酸

盐，形成的岩石类型包括骨架岩、黏结岩和颗粒灰岩; 有机质利于铁质络合物的形成，有机质热演化形成微环境促进

碳酸盐矿物的黄铁矿交代; 在埋藏演化过程中，有机质演化产生有机酸，对不稳定矿物进行溶蚀，继而发生重结晶作

用，影响方解石的晶体大小和形态; 有机质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大量有效的储集空间，有利于页岩孔隙网络的形成，继

而影响页岩的储集物性; 页岩油产量受总有机碳含量( TOC) 影响，建议页岩油形成并具备工业可采能力的 TOC 下限

值为 2%，同时也需要富有机质页岩具有稳定的厚度，还应考虑页岩矿物组成及岩石类型、镜质体反射率 Ｒo 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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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well cores，microscopic sections，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amples and the relative analysis data，

the significances of organic matters on deposition process，diagenesis and shale reservoir wer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study shows that organic matters are conducive to the precipitation of calcium carbonate，mainly in terms of benthic stick-
knot，planktonic bonding and biological particles to form carbonate． Organic matters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organic
－iron complex，and the micro environment formed during organic matters thermal evolution can promote metasomatism of car-
bonate minerals by pyrite． During the burial，organic matters produce organic acids，which may cause the dissolution and re-
crystallization of calcite，and further control the calcite crystal size and conformation． Organic matters can generate abundant
storage por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formation of pore networks in the shale and for the reser-

2017 年 第 41 卷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Vol．41 No．6
第 6 期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Dec．2017



voir physical properties． The analyses show that the shale oil produ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OC content，which increases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TOC content．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for the shale reservoir formation and industry capacity，the low-
er limit of TOC content is 2%，and an effective thickness of organic-rich shale needs to be reached． In addition，the mineral
composition，lithofacies，burial depth，Ｒo also need to be considered．
Keywords: organic matters; burial evolution; reservoir evaluation; shale oil and gas; lacustrine shale

随着页岩油气勘探需求的日益迫切，页岩沉积

成岩过程及储层形成机制等核心地质问题亟待解

决。有机质作为页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页岩沉积

成岩过程及储层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1-2］。理解有

机质对于页岩沉积成岩过程的影响，有助于分析其

对于页岩储层特性的控制作用，继而更好地为页岩

油气勘探提供理论支撑。中国东部中新生界湖相页

岩以碳酸盐、黏土矿物、有机质等为主，碳酸盐含量

普遍较高，甚至在多个盆地内页岩中，碳酸盐矿物

平均含量超过 50% ［3］。生物或生物化学作用在碳

酸盐沉积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4-6］，对于碳酸盐建

隆、古 环 境 与 气 候 恢 复 及 油 气 成 藏 有 着 重 要 意

义［7-10］。同时，在埋藏演化过程中，有机质的演化生

烃与无机矿物的转化作用密不可分，且对于形成新

的矿物序列和组合有着重要作用［11-12］。有机质演

化产生的有机孔作为页岩气的主要储集空间已成普

遍共识［13-17］，而有机孔对于页岩油的储集是否有效

尚不明确。尽管无法确定是有机孔，还是有机质演

化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孔隙成为页岩油的储集空间，

但大量研究已证实烃源岩残余有机碳含量 TOC 与

页岩储集物性及含油气量密切相关［16，18-19］，这充分

说明这些储集空间的形成均与有机质存在直接或间

接联系。无论是页岩油还是页岩气储层评价，有机

质都是考虑的重要因素［1，18，20-22］，因此笔者依据东营

凹陷沙三下亚段和沙四上亚段湖相富有机质页岩，

对有机质在页岩沉积过程、埋藏演化及储层形成方

面的重要作用进行研究。

1 区域地质概况

东营凹陷是中国东部渤海湾盆地济阳坳陷中

的一个次级构造单元，属于典型的中新生代的陆

相断陷湖盆，油气资源丰富［1］。北以深大断裂与

陈家庄凸起、滨县凸起接触，南与鲁西隆起及广饶

凸起呈超覆关系，西邻林樊家构造、高青凸起，东

与青坨子凸起接触，面积约 5 700 km2。东营凹陷

由利津、博兴、牛庄和民丰等 4 个次级洼陷和中央

背斜带、北部陡坡带、南部斜坡带等若干个二级构

造带组成( 图 1) 。

图 1 东营凹陷区域地质构造图

Fig．1 Structural sketch map of Dongying Depression

沙四段上亚段沉积时期，湖盆开始扩张，古气候

开始转向暖湿，水体深度开始增大，在湖盆中央则形

成了大面积的湖相页岩。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期，

东营凹陷构造运动相对稳定，气候更加暖湿，雨量充

沛，湖泊面积继续扩大，达到沙河街组沉积期的最大

范围，水体深度也达到最大，该期物源供给缺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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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厚度约 300 ～ 500 m 的半深湖—深湖相富有机

质页岩。总体上，东营凹陷沙四上—沙三下亚段富

有机质页岩具有分布稳定，富含有机质，TOC 均值

大于 2%，有机质类型以Ⅰ型为主，主要来自浮游藻

类，如沟鞭藻、颗石藻及渤海藻等。此外含有少量的

Ⅱ型和Ⅲ型( 图 2) 。镜质体反射率 Ｒo 为 0. 5% ～
1. 9%，主要集中于 0. 6% ～ 0. 8%，主体处于热成熟

演化阶段( 图 2) 。

图 2 东营凹陷沙四上—沙三下亚段页岩有机质类型

Fig．2 Organic matter types of Es4
s-Es3

x

shale in Dongying Depression

2 有机质与页岩沉积成岩作用

2. 1 沉积过程

前已述及，中国中新生界湖相页岩细粒物质以

碳酸盐、黏土矿物、粉砂及有机质为主，大量研究已

证实，碳酸盐的沉积过程与生物或生物化学作用密

不可分。其主要包括以下表现形式: ①生物( 植物、
藻类及细菌类生物) 通过光合作用利用水体中 CO2

和 HCO3
－中的 C，使水溶液的 pH 值提高从而引起碳

酸盐的沉积; ②生物或生物群( 蓝藻、绿藻) 通过分

泌黏液，捕获或黏结碳酸盐颗粒形成碳酸盐岩;③由

食甲烷古菌( ANME) 和硫酸盐还原细菌( SＲB) 共存

体形成的甲烷厌氧氧化( AOM) 可以产生大量碳酸

盐［4-6］;④生物体钙化形成生物钙质骨架。生物作用

利于 CaCO3 沉淀，岩心观察可以见到中华直管藻竖

直生长，黏结方解石形成碳酸盐岩( 图 3 ( a) ) 。同

时，浮游藻类黏结碳酸盐颗粒重力大于浮力时一同

下沉，或吸附于黏土矿物表面，发生 CaCO3 的沉淀，

显微薄片下可以见到多种藻丝体，有呈放射丝状的

藻丝体( 图 3( b) ) ，还存在呈颗粒形态的藻团( 图 3
( c) ) 。此外，钙质生物死亡后，其骨架沉积下来，形

成了页岩中重要组成部分( 图 3( d) 、( e) ) 。页岩中

古生物化石对于恢复沉积古环境有着重要意义，通

过颗石藻、有孔虫等海相生物化石及海相自生矿物

海绿石的识别，结合研究区 NY1 井 Sr /Ba 异常，推

断东营凹陷沙四上时期存在海侵事件。

图 3 沙四上—沙三下亚段页岩中藻类及生物化石

Fig．3 Algae and fossils characteristics in Es4
s-Es3

x shale

2. 2 埋藏演化

细粒物质具有不稳定性特点，在埋藏成岩过程

中会发生转化作用［23-24］。无机矿物转化以黏土矿

物的转化作用占据主导，如蒙脱石向伊蒙混层继而

向伊利石转化。其间伊利石化过程还伴随着二氧化

硅析出，是研究区页岩中自生硅质的主要来源。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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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无机矿物的转化过程，有机质与地下环境介质发

生生物、化学及物理作用，且随着介质条件的变化发

生不同的演化［25-26］。研究区沙四上—沙三下页岩

中有机质多已进入成熟阶段，在有机质的演化过程

中，将释放大量的有机酸，这些有机酸的释放使得地

层水酸性增强，促使碳酸盐矿物、长石及黏土矿物被

溶解，后期或被黄铁矿等充填( 图 4) 。对于研究区

高碳酸盐含量的页岩，碳酸盐矿物特别是方解石

溶蚀后，当页岩中流体运移不畅，Ca2+以及 CO3
2－物

质的量浓度逐渐升高，流体 pH 值逐渐升高，使得

碳酸盐矿物发生重结晶，这在研究区页岩中非常

普遍。同时，研究表明碳酸盐矿物的结晶程度与

TOC 密切相关。
对泥晶方解石、粒状及柱状晶方解石的 TOC 统

计表明，柱状方解石 TOC 最高，均值大于 4%，粒状

方解石 TOC 主要集中在 2% ～ 4%，而泥晶方解石

TOC 一般小于 2%( 表 1) 。研究认为，这种现象主要

与有机酸排出量有关，高 TOC 意味着更多的有机酸

排出，使得溶解的泥晶方解石量增加，解除 Mg2+ 束

缚，致使重结晶后碳酸盐颗粒增大。

图 4 页岩中不稳定矿物溶蚀现象

Fig．4 Dissolution of unstable minerals in shale

表 1 不同形态方解石 TOC
Table 1 TOC content of shale with different

calcite crystals

形态( 样品个数)
TOC 含量 /%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泥晶方解石( 22) 0. 58 3. 85 2. 07
粒状方解石( 15) 1. 13 4. 40 2. 68
柱状方解石( 7) 2. 62 11. 40 5. 99

沉积物中有机质可与活性铁结合成有机 OC－
Fe 大分子结构，这种强大的关联可以抑制有机碳的

微生物降解，从而利于有机碳的保存［26］。电镜下可

以见到有孔虫钙质骨架被黄铁矿化，内部为有机质

充填( 图 5) 。值得注意的是，样品中钙质含量普遍

较高，而黄铁矿化主要沿着化石骨架。这是由于有

机质埋藏演化过程中，在其周围形成了利于黄铁矿

沉淀的微环境，从而使得黄铁矿化围绕有机质。

图 5 有孔虫壳体被黄铁矿交代

Fig．5 Foraminifera shells replaced by pyrite

3 有机质与储层形成

3. 1 储集空间类型及物性

有机质对储层发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页岩储

集空间的控制。

有机质本身的孔隙度和渗透率高于岩石基质，

并能提供孔隙空间和渗流通道［13，15，17］。有机质生烃

演化过程中，在有机质颗粒内部会产生大量的有机

孔。剖光后电镜下观察有机孔孔径介于几十至几百

纳米之间，呈椭圆状、气泡状或串珠状 ( 图 6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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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能谱分析表明暗色区域成分主要为 C、O、
Si、Al( 图 6( c) ) ，从而证实了这些孔隙为有机质孔。
在被黄铁矿包裹的有机质内往往可见较大孔隙( 图

6( d) ) 。此外，在富有机质层内，见到大量的有机质

团孔隙，孔径介于 5 ～ 20 μm，成层出现( 图 6 ( e) ) ，

放大后可观察到孔隙内为黏土矿物、方解石及石英

等( 图 6( f) ) 。此外有机质在向外排烃过程中对包

裹的微晶方解石以及黏土矿物进行溶蚀，从而形成

孔隙，这种孔隙较有机质颗粒内孔隙大，可能对于页

岩油的储集更为有效。

图 6 东营凹陷沙四上—沙三下页岩有机孔发育特征

Fig．6 Organic pores in Es4
s-Es3

x shale of Dongying Depression

有机质演化过程产生的孔隙并不局限于有机

孔。有机质演化排出的有机酸对碳酸盐、长石等矿

物进行溶蚀，形成大量的溶蚀孔隙( 图 7( a) 、( b) ) ，

同时容易发生重结晶作用而产生重结晶晶间孔，孔

径为 5～50 μm。这普遍存在于重结晶的方解石和

白云石内( 图 7( c) 、( d) ) 。这种由有机质生烃作用

引起的溶蚀及重结晶作用，一方面提供了重结晶晶

间孔、溶蚀孔缝、层间缝等储集空间，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孔隙度，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岩石的力学性质，增

大了岩石脆性，对页岩储层压裂改造十分有利。

图 7 页岩中溶蚀孔隙及重结晶晶间孔

Fig．7 Dissolution pores and recrystallization intercrystalline pores

有机质的丰度及成层性利于页理的发育，因此

高有机质含量意味着高丰度的页理缝。有机质对储

层控制作用还表现在其对裂缝发育的影响。统计数

据表明，构造裂缝发育程度与有机质含量密切相关，

二者具有良好的正相关关系( 图 8( a) ) 。这是由于

有机质排烃后留下的残余碳质导致岩石脆性变强，

在外力作用下，岩石易于断裂和破碎。研究表明，有

机碳含量与孔隙度大致呈正相关关系( 图 8 ( b) ) 。
同时，在对四川盆地志留系龙马溪页岩的研究中发

现，TOC 与孔隙体积和含气量呈较好的正相关，这

一方面表明了有机质孔隙对于页岩孔隙网络的重要

贡献，还表明了其对于储层物性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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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东营凹陷页岩 TOC 与裂缝密度、孔隙度关系

Fig．8 Ｒelationships between TOC content and
fractures density and porosity

3. 2 油气评价

有机质含量对于页岩油气的重要作用不仅表

现在对生烃能力的指示，同时还是页岩储层形成

的重要参数。对研究区页岩储层而言，有机质的

作用除了本身提供基质孔隙( 有机孔) 外，还通过

有机酸的排出对周围不稳定矿物进行溶蚀，再发

生重结晶作用，可以产生孔隙空间较大的重结晶

晶间孔。此外，有机质对页理缝及构造裂缝的形

成有着促进作用。
大量统计 数 据 表 明，页 岩 油 产 量 ( 或 试 油 产

量) 与 TOC 含量存在直接关系( 表 2) 。TOC 小于

2%，无效储层，压裂 改 造 也 基 本 不 产 油; TOC 为

2% ～4%，低丰度储层，有天然低产的可能，压裂后

可获工业油流; TOC 大于 4%，高丰度储层，具有一

定自然产能，可达工业价值，压裂稳产后，单井产

量较高，稳产时间较长。可见有机质对于页岩油

储层形成的重要作用，同时基于这种关联，在页岩

油储层评价时 TOC 应当作为重要的参数。建议页

岩油形成并具备工业可采能力的 TOC 下限值为

2%，同时需要富有机质页岩具有稳定的厚度，此

外，页岩油评价时还应当考虑到岩石矿物构成、岩

石类型、埋深、Ｒo 等参数。
表 2 中国不同凹陷湖相页岩油产量

Table 2 Lacustrine shale oil products of main basins in China

地区 层位 井号
试油 /压裂深

度 /m
油产量 / ( m3·d－1 )

压裂前 压裂后

试油井段
TOC /% 岩性

沾化凹陷
古近系

沙河街组

L67 3 287～3 310 0. 69 2. 09 1. 63～3. 85，平均值 2. 74
L42 2 828～2 861 79. 90 3. 27～7. 73，平均值 5. 02
L20 2 870～2 880 2. 30 9. 20 3. 48～5. 50，平均值 4. 62
L19 3 061～3 070 1. 80 1. 98
XYS9 3 370～3 566 24. 00 0. 5～4. 02，平均值 2. 18

页岩、钙质页岩

泌阳凹陷
古近系

核桃园组

BYHF1 2 431～2 441 压后稳产 2. 50
最高: 23. 60 2. 16～4. 96，平均值 3. 40

AS1 2 488～2 498 压后稳产 0. 23
最高: 4. 68 平均值 3. 03

粉砂质页岩、
灰质页岩

束鹿凹陷
古近系

沙河街组

J97 3 623～3 747. 2 17. 7 平均值 3. 96
J116x 3 857～3 944 0. 89 12. 1 平均值 2. 17

页岩、泥灰岩

马朗凹陷
二叠系

芦草沟组
压裂，工业油流

最高: 22. 2 1. 38～11. 9，集中在 3～6 灰质、云质页岩

4 结 论

( 1) 东营凹陷沙四上—沙三下页岩以Ⅰ型有机

质为主，具有高 TOC 特点，且多已进入成熟阶段。
埋藏过程中，有机质通过自身排酸或有机－无机相

互作用对于新的矿物序列和组合起到重要作用，同

时对方解石的晶体大小和形态有着重要影响。

( 2) 有机质对于页岩油气的重要作用不仅表现

在对生烃能力的指示，同时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

式产生大量的有效储集空间，增强页岩储层的储集

能力。
( 3) 重结晶作用及排烃过程将使得页岩脆性增

强，利于页岩储层的人工改造。TOC 与页岩油产量

( 或试油产量) 有着直接关系，建议页岩油形成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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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工业可采能力的 TOC 下限值为 2%，同时也需要

富有机质页岩具有稳定的厚度，除此之外还应当考

虑到页岩矿物组成及岩石类型、Ｒo 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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