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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il and gas resources are rich in Neogene of Chengdao oilfield, Bohai Sea. There are many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reservoir to form, including sags and layers for oil supply, a variety of reservoircap combinations, multi-reservoir types, and multi-pathways, etc. The existence of fault is the requirement for Neogene reservoir to form. The period and scale of fault activities control the oil
and gas layers. The lateral sealing condition of faults controls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Tectonic
and lithology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control reservoir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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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渤海海域埕岛油田新近系油气资源丰富，具有多凹陷多层段供烃，多种储盖组合，多种油气藏类型，多
种油气输导通道等成藏基本条件。油源断层的存在是新近系油气成藏的前提，断层活动的期次和规模控
制油气分布的层段、断层的侧向封闭性控制着油气的聚集，构造对新近系油气聚集具有宏观控制作用，
岩性对新近系油气聚集具有微观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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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埕岛油田是渤海海域中大型油气田之一，前古近系、古近系和新近系均含油气，其中新近系是最主
要的含油层系[1] [2] [3]。埕岛油田新近系勘探程度较高，分析新近系成藏主控因素，总结油气成藏规律，
可以有效指导埕岛地区油气勘探，对渤海海域其它地区也可以提供可借鉴思路。

2. 区域地质特征
埕岛油田位于中国渤海湾盆地的东南部滩海–极浅海海域(水深 0~18 m)，处于渤中凹陷、黄河口凹
陷、埕北凹陷和埕宁隆起交汇处的埕北低凸起东南端(图 1)。埕岛油田气资源丰富，截至 2016 年底，埕
岛油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数亿吨，其中近 80%探明储量分布于新近系。埕岛地区新近系自下而上分为馆
陶组(N1g)和明化镇组(N2m)，馆陶组又分为上下两段，其中馆上段又可分为 7 个砂组(N1g11 + 2 − N1g17)。
埕岛油田新近系油气分布也极不均匀；纵向上，油气主要分布于馆上段(N1g1)，占总探明储量的 95%，其
中馆上段储量又主要分布在 N1g11 + 2、N1g14 和 N1g15 砂组，分别占总探明储量的 19%、32%和 18%；平
面上，油气主要分布于埕岛潜山披覆构造带和埕北断裂带西翼，分别占总探明储量的 70%和 24% [4]。

Figure 1. Sketch map of Chengdao oil field
图 1. 埕岛油田区域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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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油气成藏基本条件
3.1. 多凹多层段供烃
埕岛油田油气主要来自埕北、渤中和黄河口等生烃凹陷，主要都发育沙三段和沙一段烃源岩。埕北
断裂带西翼的油气主要来源于埕北凹陷沙三段和沙一段；埕岛潜山披覆构造带主体的油气主要来源于埕
北凹陷沙三段；埕岛潜山披覆构造带北部的油气主要来源于埕北凹陷沙三段和沙一段、渤中凹陷沙三段；
埕岛东斜坡的油气主要来源于渤中凹陷沙三段和沙一段；埕北断裂带东翼西部的油气主要来源于埕北凹
陷沙三段和沙一段；埕北断裂带东翼东部黄河口凹陷沙三段[1] [5]。

3.2. 多种储盖组合
埕岛油田新近系主要为河流相沉积，其中明化镇组和馆上段 1 + 2 − 6 砂组(N1g11 + 2 − N1g16)为曲流
河沉积，馆上段 7 砂组(N1g17)和馆下段(N1g2)为辫状河沉积。曲流河沉积砂体横向变化大，由于河道的不
断变迁，导致多期砂体叠合连片，是该区最重要的含油砂体。辫状河沉积砂体厚度大，横向连通好。新
近系砂岩平均孔隙度 32%，平均渗透率 2200 × 10−3 μm2，整体上，属于中等-好的储集层。
埕岛油田新近系区域性盖层是明化镇组下部和馆上段上部的泥岩。该套泥岩单层厚度大，一般为
30~70 m，有的可以达到 100 m 以上且全区分布广泛。
埕岛油田新近系包括馆上段 7 砂组-馆下段(N1g17 − N1g2)储盖组合，馆上段 1+2-6 砂组(N1g11 + 2 −
N1g16)储盖组合、明化镇组(N2m)储盖组合三套储盖组合。馆下段-馆上段 7 砂组储盖组合以辫状河砂体为
储集层，以馆下段内部和馆上段 7 砂组顶部泥岩为局部盖层；馆上段 1 + 2 − 6 砂组储盖组合以曲流河砂
体为储集层，以明化镇组底部或馆上段内部泥岩为盖层；明化镇组储盖组合以曲流河砂体为储集层，以
明化镇组内部泥岩为盖层。

3.3. 多种油气藏类型
埕岛油田油气藏类型多样，根据圈闭成因、形态和油气成藏的主控因素等，将该区油气藏归纳为两
大类六小类：构造油气藏(包括披覆背斜油气藏、滚动背斜油气藏、断块油气藏和断鼻油气藏)，复合型油
气藏(包括构造–岩性油藏、岩性–构造油气藏)。披覆背斜油气藏主要分布于埕岛主体，滚动背斜油气藏
主要分布于埕北断裂带下降盘，断块和断鼻油气藏主要分布于埕北断裂带东翼，构造-岩性和构造-岩性油
气藏广泛分布于埕岛潜山披覆构造带和埕北断裂带附近。

3.4. 多种油气输导通道
埕岛油田四面为油源，周边凹陷古近系烃源岩生成的油气经断层、砂体和不整合面等输导通道，运
移到新近系内成藏。断裂是垂向运移通道，砂体和不整合面是油气侧向运移的主要通道。其中断层的输
导能力最强，砂体次之，不整合面第三。这些运移通道相互交错连接，构成了立体油气输导网络。

4. 油气成藏主控因素
4.1. 断层对新近系油气成藏的控制
4.1.1. 油源断层是新近系油气成藏的前提
埕岛地区新近系不发育有效烃源岩，新近系油气藏均为它源油气藏，存在沟通烃源岩和新近系储集
层的油源断层是新近系油气成藏的前提。活动期长，断距大，断开的层位多，活动至明化镇组沉积期或
更晚的继承性活动的大断层，是沟通深部烃源岩和浅层储集层的重要通道，油气运聚能力强，如埕北断
裂带。目前埕岛油田新近系已发现的油藏均发育在断层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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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断层的活动性控制油气分布的层段
断层的活动的期次和强度决定油气富集的层位和规模[6]。埕岛地区新近系油气成藏期主要为明化镇
组沉积时期到现在，该时期断层的活动性控制着埕岛地区新近系油气的分布[7]。埕北 30 南断层和埕北
30 北断层明化镇组沉积时期以来活动强度较弱，对新近系油气输导作用很弱，在其周围新近系油气藏较
少。埕北断裂带明化镇组沉积时期以来活动性较强，由东向西变强，故埕北断裂带西翼新近系油气成藏
的最高层位比埕北断裂带东翼要新且富集程度高，如在埕北断裂带西段油气成藏的最高层位是明化镇组，
而在埕北断裂带东翼油气成藏的最高层位是馆上段 5 砂组。截止 2016 年底，埕北断裂带西翼北段馆上段
共探明石油地质储量是埕北断裂带东翼馆上段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11 倍[4]。
4.1.3. 断层的侧向封闭性控制着油气的聚集
断层油藏是埕岛油田新近系重要的油藏类型。泥岩断层泥比率(SGR)指被断开的地层中泥(页)岩层的
总厚度与垂直断距的比值，是评价断层涂抹的常用参数[7]。统计研究区 47 个断块油藏的 SGR 值，得出
含油层对应的断层 SGR 值均大于 40%，故将 SGR = 40%作为研究区新近系断层封堵油层的下限(图 2)。
埕北断裂带西翼馆下段砂岩含量高，大部分地区 SGR 小于 20%，断层两盘砂岩对接概率大，该段泥岩含
量少，涂抹差，断层侧向封闭性差。埕北断裂带西翼馆上段砂岩含量较低，大部分地区 SGR 大于 40%，
断层两盘砂岩对接概率较低，该段泥岩含量高，涂抹较强，断层侧向封闭性较强，故埕北断裂带西翼馆
上段发育以断层为遮挡的油气藏。

4.2. 构造对新近系油气聚集具有宏观控制作用
宏观上，埕岛油田新近系油气的聚集受到构造控制。凹陷中的低凸起和沿斜坡发育的鼻状构造是油
气聚集的有利部位，如埕岛潜山披覆构造带、埕北断裂带东翼的鼻状构造均为油气富集区。

4.3. 岩性对新近系油气聚集有微观控制作用
微观上，埕岛油田新近系油气富集也受岩性的控制。同一构造部位，砂体的发育情况影响油层的发
育。曲流河砂体是研究区主要的油气储集砂体，该类砂体单层厚度小，平面上砂体展布面积小，横向变
化大，连通性差，河道展布形态影响油气的充满度，砂体展布方向与构造等深线平行或近平行的砂体油
气充满度高。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GR of faults and oil column height can be sealed in traps
图 2. SGR 与所能封堵的油柱高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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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埕岛油田油气主要来自埕北、渤中和黄河口等生烃凹陷的沙三段和沙一段烃源岩。新近系储层主要
包括曲流河砂体和辫状河砂体，主要有包括馆下段-馆上段 7 砂组，馆上段 1 + 2 − 6 砂组和明化镇组等三
套储盖组合。油气藏类型多样，包括两大类六小类。存在断层、砂体、不整合等多种油气运移通道。油
源断层的发育、断层活动的期次和规模、断层的侧向封闭性以及构造和岩性因素是控制油气成藏的主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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