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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马五段上组合 （马五 4 至马五 1 亚段） 细粒致密白云岩储层天然气勘探取得新突破，展开对
低孔低渗白云岩储层特征及孔隙的成因研究。通过岩心观察、薄片分析及阴极发光等测试，结合岩石物性分析，明确了细
粒白云岩储层的储渗特征、有利储层的演化过程及控制因素。结合地球化学及地球物理数据分析认为，研究区马五段上组
合储层岩性主要包括含膏模白云岩、细晶白云岩和岩溶角砾岩等，储集空间以膏模溶孔、晶间 （溶） 孔、非选择性角砾间
溶蚀孔洞为主，局部裂缝发育，属低孔低渗孔隙型储集层；位于高古地势、经多期岩溶 （准同生期、表生期和埋藏期岩
溶） 叠加改造的膏晶模云坪是研究区细粒白云岩有利储层的主要分布区。
关键词: 细粒白云岩储层；控制因素；储集层演化模式；鄂尔多斯盆地；马家沟组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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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natural gas exploration breakthrough has been gained in the fine-grained tight dolostone reservoirs of the Upper
Assemblage of the Ma-5 Member in the Yan’an area of the Ordos Basin.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porosity and low-permeability dolostone reservoirs and the genesis of porosities. Through core observation, thin section analysis
and cathodoluminescence testing, combined with rock physical property analysis, the porosity-perme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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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grained dolostone reservoirs and the favorable reservoirs′ evolution process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are clarifi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lithology of fine-grained dolostone reservoirs is mainly composed of gypsum pseudocrystal dolomite, fine-grained dolomite and karst
breccia dolomite. The porosity types contain gypsum pseudocrystal dissolved pores, intercrystalline dissolved pores and non-selective
breccia dissolved pores, with local fractures developing. Thus, it is a pore type reservoir with low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The
mould-pore-contained gypsodolomite flat, which is located at the high position and transformed by multi-stage karsts
(penecontemporaneous, epigenetic and burial), is the main distribution area of favorable reservoirs of the fine-grained dolomite in the
study area.
Key words: fine-grained dolostone reservoir; controls on reservoir quality; evolution mode of reservoir; Ordos Basin; fifth member of
the Majiagou Formation (Ma-5 Member)
First author: YI Shuo,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E-mail: yishuo2010@163.com

碳酸盐岩体系中，已证实存在着大量形成于

白云石化环境中的储层研究实例 （Allan and Wiggins,

尤其是以延安地区为中心的周边区域重新引起关注。
本次研究综合了众多邻区优秀研究成果，在

1993; Sun, 1995）。 潮 上 带 萨 布 哈 （Warren,

收集、整理研究区的录井、测井资料的基础上，

2014）、埋藏白云岩 （赵文智等，2012） 储层等分

段，研究了延安地区马五段上组合细粒白云岩储

1988）、回流渗透 （Zheng et al., 2007；蒋小琼等，

通过岩石薄片观察、阴极发光及地化分析等手

别可以形成不同规模的油气藏。在潮上带萨布哈

层特征，分析了储层形成过程中的成岩作用，并

环境中，经强烈蒸发产生的超盐度海水在横向和

结合沉积背景及埋藏过程，探讨了研究区内储层

纵向上运移，使得潮上带、潮间带和潮下带的沉

发育的主控因素，建立了马五段上组合细粒白云

积物发生白云石化，进而形成不同粒径的白云岩

岩储层发育演化模式。

类型，其中晶体粗大、渗透率高的潮下带白云岩
及溶解塌陷的岩溶角砾岩大多作为相关油气藏的
有效储层。然而，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马家沟组
油气藏，尤其是马家沟组马五段萨布哈型白云岩
储层油气藏则主要由潮上带细粒白云岩作为储
层，而非传统的潮下带粗晶白云岩作为储层、潮
上带细粒白云岩作为致密盖层的情况，该类储层

1

地质简况
鄂尔多斯盆地位于中国中部，是一个矩形的

克拉通盆地 （Yang et al., 2005；Li et al., 2008；苏

中堂，2011）。研究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
南部 （图 1a），面积约为 8000 km2。下古生界中奥
陶统碳酸盐岩主要为马家沟组沉积，周期性海进

的形成机制及其优质储层的分布规律成为当下研

海退形成了韵律性很好的沉积旋回，自下而上依

究的热点问题。

次分为马家沟组一段 （马一段） —马家沟组六段

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马家沟组潮坪相储层的
厚度很薄、横向上延伸很远。前人对此类储层进
行 过 一 些 探 索 （Feng et al., 1998; 代 金 友 和 何 顺
利，2005；Li et al., 2008; 杨华等，2011；周进高

等，2011；谢锦龙等，2013；赵文智等，2015；
吴东旭等，2018），但研究主要集中于盆地中部靖

边 气 田 （王 作 乾 和 何 顺 利 ， 2009； 雷 卞 军 等 ，
2010） 及 其 邻 近 地 区 （丛 宝 华 ， 2011； 白 晓 亮

（马 六 段） 6 个 段 （Feng et al., 1998; 于 洲 等 ，
2012）。本区内大部分顶部均出露马家沟组五段白
云岩，仅局部残留马六段灰岩。其中，马五段又
可被分为马五１—马五 10 共 10 个亚段 （冯增昭和鲍
志东，1999）。加里东运动使得地层抬升暴露，经

历了 150 Ma 的风化剥蚀，直至晚石炭世本溪时期
才继续接受沉积。

早古生代中奥陶世末期马家沟组马四段至马

等，2014）（图 1a）。盆地南部一直以来被认为是

五 段 为 一 个 典 型 的 海 侵 — 海 退 旋 回 （何 刚 等 ，

天然气勘探程度很低，对储层的沉积、成岩等研

通，以灰岩沉积为主。马五段时期海平面下降，

相对低洼地区，储层质量差 （黄道军等，2009），
究基础较差。直至 2015 年自然资源部油气资源战
略研究中心在宜川地区宜参 1 井下古生界钻遇气

层，并获 1.4 万方/日稳产产能，盆地东南部地区，

2011），马四段时期海平面上升，研究区与外海连
区内整体为一蒸发环境下的碳酸盐岩台地，发育
一套白云岩夹盐岩沉积 （图 1b）。马五段早期 （中

组合，马五 10—马五 5 亚段） 开始海退，海平面降

612

高 校 地 质 学 报

25卷 4期

（a） 鄂尔多斯盆地区域构造及研究区位置；（b） 研究区井位及沉积相展布

Fig. 1

图 1 鄂尔多斯盆地构造分区、研究区井位及沉积相
Regional structures of the Ordos Basin, well locations and sedimentary facies of the study area
（Adapted from Yang et al., 2005；Li et al., 2008）

低，研究区与外海周期性隔绝，整体处于局限环
境，间歇性发育灰岩与白云岩沉积。到了马五段
晚期 （上组合，马五 4—马五 1 亚段），构造下沉明

2

储层特征

2.1 储层岩石类型

以 Y1758、 Y677 等 18 口 取 心 井 为 研 究 对

显减弱，研究区地势极为平坦，潮汐和波浪作用

象，采集样品进行铸体薄片分析，认为鄂尔多斯

不发育，发育一套缺乏颗粒岩和明显交错层理的

盆地延安地区马五段上组合储层的岩石类型以含

蒸发台地沉积 （图 2）。

有板状、条状石膏晶体或者圆形、椭圆形石膏结

图 2 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奥陶系马五段综合柱状图
Fig. 2 Comprehensive column of O2m5 in the Yan’
an area of the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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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的泥粉晶白云岩 （图 3a, b, c） 和由于大气水对
基岩和石膏层 （图 3d） 的淋滤溶解、岩石垮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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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多种与喀斯特作用有关的岩溶角砾白云岩

（图 3e, f） 为主；少量晶粒白云岩，且不同程度地

含泥质、凝灰质，局部夹暗色含炭屑泥质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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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石晶粒轮廓模糊、紧密镶嵌，储层质量较差。
2.2 储集空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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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结构的基础上，结合本区原始沉积基本为泥粉
晶等细粒碳酸盐岩沉积背景，认为延安地区储集
层的常见储集空间类型主要包括 （硬） 石膏晶模
孔、晶间 （溶） 孔、溶洞及裂缝。其中，（硬） 石
膏晶模 （溶） 孔和埋藏期形成的非选择性角砾间
溶蚀孔洞最为主要 （图 4）。

图4

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马五段上组合储集空间类型
分布频率饼状图
Fig. 4 Pie chart showing the types of reservoir space in the
upper assemblage of Ma-5 reservoirs in the Yan’
an
area of the Ordos Basin

（1） 膏溶孔。低能蒸发潮坪膏云坪、膏泥云坪

道军等，2009；王春连，2011）。而本区发育的白

上的石膏等易溶矿物在准同生或表生期发生溶蚀形

云石晶粒粒度很小，多为泥粉晶级，且白云石晶

成的孔隙，部分被后期“渗流物”或胶结物所充
填。本区的膏模孔分为石膏结核溶孔 （图 5a） 和石

膏板晶溶孔两种 （图 5b），岩心上和薄片内分别可
见大量被充填、半充填的膏溶孔，大小不一，直径

一般 500~800 μm，最大可达 0.5 cm。膏模孔及其
扩大孔缝系统是本区最主要的储集空间类型。

（2） 晶间孔和晶间溶孔。晶间孔的大小及发
育程度受控于白云石晶体的大小及自形程度 （黄

粒自形程度差，边缘参差不齐 （图 5a 基质），因此

晶间孔不发育。在经历多期岩溶作用改造之后，
原始的少量晶间孔继续溶蚀扩大，所形成的晶间
溶孔对于储层有一定的贡献，主要表现为白云岩
基质中的晶间溶孔及充填早期溶孔、溶洞的碎屑
白云石晶粒间的孔隙经后期埋藏溶蚀而形成的晶
间溶孔 （图 5c），且后者更为发育。

（3） 角砾间孔。岩溶角砾间孔是由于马家沟

(a) 泥晶白云岩，部分含有不明显的水平纹层，云坪，Y391 井，3115.68 m，马五 1，铸体薄片，单偏光；(b) 含板条状石膏假晶的泥晶白云岩，假晶
成分通常为方解石，Y257 井，2681.60 m，马五 1，铸体薄片，单偏光；(c) 含圆形石膏结核假晶的泥晶白云岩，石膏结核铸模孔内主要填充渗流粉
砂、方解石及少量石英自形晶，Y431 井，2726.11 m，马五 4，铸体薄片，单偏光；(d) 膏岩与白云岩呈条带状互层，Y628 井，2801.00 m，马五 1；
(e) 坍塌角砾岩，岩溶角砾成分相似、分选差，表明垮塌近地堆积的结果，Y431 井，2772.58 m，马五 2；(f) 堆积角砾岩，角砾成分差异较大，
碎屑泥质与碳酸盐岩角砾共存，Y703 井，2842.50 m，马五 2

Fig. 3

图 3 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马五段上组合储层典型岩石学特征
Typical petr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pper assemblage of Ma-5 reservoirs in the Yan’
an area of the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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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膏模溶孔，可见明显的“示顶底构造”
，下部充填粉晶白云石，上部为方解石充填或未充填，Y628井，2802.00 m，马五 1，铸体薄片，单偏光；
(b) 岩心上可见较大粒级板条状石膏溶孔，Y391 井，3113.20 m，马五 1；(c) 晶间溶孔，白云石自形程度较好，晶间溶孔较为发育，Y1757 井，
3323.56 m，马五 1，铸体薄片，单偏光；(d) 岩溶角砾间溶孔，Y708 井，2727.59 m，马五 4，铸体薄片，单偏光；(e) 晶洞，Y225 井，1874.70 m，马
五 3；(f) 不规则溶蚀孔洞，被方解石晶体半充填，Y257 井，3641.00 m，马五 4；(g) 构造缝，部分被方解石充填，Y1758 井，3113.50 m，马五 1；
(h) 微裂缝及溶蚀扩大缝，Y391 井，3115.68 m，马五 1，铸体薄片，单偏光；(i) 断裂缝内充填了黄铁矿及有机质，Y1757 井，3317.25 m，马五 1

Fig. 5

图 5 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马五段上组合储集空间特征
Reservoirs 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pper assemblage of Ma-5 reservoirs in the Yan’
an area of the Ordos Basin

组在加里东构造期古风化壳形成过程中岩层垮塌

马家沟组上组合 （马五 4—马五 1 亚段） 段碳酸盐岩

之后，角砾间松散堆积叠合溶蚀作用而形成的孔

岩心物性资料统计，有效储层的孔隙度最高可达

结物充填。埋藏期溶蚀作用多沿砾间缝洞发生，

72.09%，反映其物性普遍较差 （图 6a）；有效储层

洞 （图 5d）。岩溶角砾间残余孔洞多数被基质或胶
形成一定规模的储集空间。
（4） 溶洞。局部受大气淡水淋滤、溶蚀形成

的蜂窝状溶洞 （图 5e），或者沿裂缝或溶蚀缝将其
周围易溶成分扩溶形成的溶洞 （图 5f），一般直径
2~5 cm 大小。

（5） 裂缝。以构造缝为主 （图 5g），早期形成

的短而宽的构造缝与晚期形成的窄而细的构造缝
相互切割 （图 5h）。常被泥质、有机质及次生矿物

充填 （图 5g），少数未完全充填的裂缝经由溶解作

用的多次溶蚀，残留不规则的缝隙可改善储集层
的渗透性能 （图 5i）。
2.3 物性特征

据马振芳 （1998） 及延长矿区测井参数储层

评价标准 （表 1），鄂尔多斯奥陶系马家沟组碳酸
盐岩储层孔隙度下限值为 2.5%。对研究区奥陶系

11.45% ， 然 而 孔 隙 度 为 2.5% ~5% 的 样 品 占 比
的渗透率主要分布在 0.1×10-3 ~1×10-3 μm2 之间，最

大可达 96.8×10-3 μm2 （图 6b），且与孔隙度存在一

定的正相关关系 （图 6c）；单层有效储层厚度范围

为 0.1~3.95 m，其中 0.5~2 m 厚的有效储层占 60%
以上。不同岩石类型中，膏云坪上含膏模泥晶云

岩储渗性能相对较好，是本区马家沟组最主要储
集岩类，孔隙度主要分布于 2.5%~5%之间，属低
孔、低渗的 III 类储层。

综上所述，本区储集层以低孔、低渗为主，

孔隙类型以裂缝—膏模溶孔、裂缝及非选择性角
砾间溶蚀孔洞为主，非均质性非常强。

3

优质储层主要控制因素分析

3.1 沉积环境与沉积相对储层发育及分布的控制作用
本研究区在奥陶纪位于陆表海环境的蒸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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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马家沟组储层评价标准（据马振芳，1998）

Table 1 Criteria of reservoir evaluation for the Majiagou Formation in the southeastern Ordos Basin
储层参数

I 类（好储层）

II 类（较好储层）

主要储集空间

角砾间溶孔溶洞

膏模孔粉晶云岩

岩性
孔隙度（%）
渗透率（×10-3μm2）
电阻率（Ωm）
声波时差（μs/m）
泥质含量（%）
储层厚度

角砾云岩
≥8
1~5
<300
>170
<5
>3

细晶白云岩
8>Φ≥ 5
0.5~1
300~500
160~170
5~7
2~3

III 类（中等储层）

微裂隙晶粒白云岩
5>Φ≥ 2.5
0.1~0.5
500~800
150~160
7~9
1~2

IV 类（非储层）
泥质白云岩

致密块状白云岩
Φ<2.5
<0.1
>800
<150
>9
0.6~1

分布，进而影响储集空间的形成和分布。不同沉积
相带，储层的岩性和物性存在较大差异 （图 6c）。

本次研究根据岩石类型及沉积构造等特征，

将沉积环境分为膏盐池、膏云坪、泥云坪、云坪

和含膏模云坪 （图 1b）。通过对不同岩性样品的储

集物性进行统计，笔者发现含膏晶模泥粉晶白云
岩储集物性最佳，而泥质白云岩的储集物性最
差。含膏晶模泥粉晶白云岩主要发育在膏云坪的
靠陆一侧，由于易受准同生期或表生期淡水影
响，发育大量膏模孔，可作为潜在的储集空间；
而泥质白云岩主要发育在泥云坪中，由于缺乏易
溶物质，在淡水淋滤过程中难以形成溶蚀孔洞，
因而储集物性很差。同时，不同岩性中发育的储
集空间类型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含膏晶模泥粉晶
白云岩中发育溶蚀孔洞及裂缝，纯净白云岩中发
育裂缝及少量晶间孔隙，而泥质白云岩中基本不
发育孔洞和裂缝。
此外，通过对研究区内不同层段储层物性进
行分析，发现以泥粉晶白云岩和含膏模孔白云岩
互层为主的马五 1、马五 2 亚段的储渗性能较厚层泥
质白云岩为特征的马五 3 亚段及泥粉晶白云岩与膏
质白云岩互层的马五 4 亚段更佳 （表 2），表明沉积
(a) 孔隙度特征；(b) 渗透率特征；(c) 储集层孔渗关系

图 6 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马五段上组合
碳酸盐岩储层物性特征
Fig. 6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pper assemblage of
Ma-5 reservoirs in the Yan’
an area of the Ordos Basin

地内部 （冯增昭等，1999），区内马家沟组上组合
沉积受“面式”海平面波动的影响，沉积相横向

旋回中含膏模白云岩所在的含膏模云坪更利于储
层的发育，有利沉积微相 （含膏模云坪） 的展
布，控制着研究区马五段上组合细粒白云岩中优
质储层的分布。
3.2 成岩作用是优质储层形成的关键
成岩改造是原始致密的蒸发台地白云岩形成
天然气储层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对于研究区奥
陶系马家沟组马五段上组合成岩作用的研究是解

分布稳定，垂向上变化迅速、旋回性强 （代金友

决储层成因机理的关键。通过对岩心、铸体薄片

和晏宁平，2016）。沉积相带控制着岩石类型及其

等资料的分析，认为研究区内提高储层质量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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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马五段上组合岩心物性
样品频率分布
Table 2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hysical properties of core

samples from the upper assemblage of Ma-5 reservoirs in the
Yan’
an area of the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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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先存溶孔中较为疏松的胶结物进行进一步
溶蚀，致密的细粒白云岩的溶解作用相对较弱。
3.2.2 胶结—充填作用
胶结—充填作用是致使储层物性变差的最主要
原因。研究区马五段上组合储层孔、洞、缝中的充

层位

马五 1

马五 2

马五 3

马五 4

<2.5%样品频率/%

66.55

49.64

78.36

81.55

2.5%~5%样品频率/%

23.21

38.69

17.91

13.27

5%~8%样品频率/%

8.02

10.95

2.24

4.53

岩作用主要为溶蚀作用，而胶结—填作用及去白
云石化作用则是破坏储层质量的最主要成岩因素。
3.2.1 溶蚀作用
溶蚀作用是改造致密碳酸盐岩储层的关键，
溶蚀现象在各储层发育部分都较为常见。根据溶
蚀孔洞的特征及发育的期次，研究区马五段上组合
细粒白云岩储层中发育的溶蚀作用主要可以划分为
准同生期岩溶、表生期岩溶及埋藏期岩溶 3 类。

准同生期岩溶是潮坪沉积物在沉积过程中由

于海平面下降引起的周期性短暂暴露形成的岩溶
作用 （胡昊等，2013），溶蚀对象为石膏和盐类等
易溶矿物及结构松散的方解石，主要发生选择性
溶蚀而形成膏模 （溶） 孔 （图 5b） 等。成岩早期

的淡水等轴粒状方解石完全或部分充填 （图 3c），
通常保存下来作为储集空间的不多，但为后续的
溶蚀改造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加里东运动时期的表生环境下，鄂尔多斯
盆地整体抬升，地层暴露剥蚀 （何江等，2013），

填物类型多样 （图 7a），主要以方解石、白云石、
石英为主，局部含少量石膏、地开石和萤石等。其
中，方解石和白云石约占了充填物总数的 90%。

根据方解石充填物的形态学、阴极发光特征

及流体包裹体特征等，将研究区方解石胶结物划

分为 3 期 （图 7a）。第一期为准同生期或表生期形
成的大气淡水等轴粒状方解石，这类方解石常见
于膏模孔之中，粒径大小不一，多为马牙状或嵌

晶状 （图 7b，黄色箭头），在阴极发光下常发明亮

的橙黄色荧光，晶体内部很少见到流体包裹体。
第二期为表面干净的较粗粒方解石，这类方解石
常见于膏模孔和裂缝之中，多呈镶嵌状、晶簇状

生长 （图 7b，红色箭头），在阴极发光下呈暗红色
或者发光较弱，其内含有大量盐水包裹体，且盐

水包裹体的均一化温度大多介于 80~110℃之间，
且不与烃类包裹体相伴生，说明其可能形成于较

深 埋 藏 期 ， 但 在 烃 类 注 入 之 前 （施 继 锡 等 ，
1987；伊硕等，2018）。第三期为晶粒粗大的嵌晶

状方解石，这类方解石常见于非选择性溶蚀孔洞及
裂缝之中，表面较为光洁，可见明显的双晶和解理

纹 （图 7b，蓝色箭头），在阴极发光下呈暗红色或

不发光，晶体内部含有大量盐水包裹体和烃类包裹

发育受大气淡水淋滤而形成的岩溶作用，形成了

体，流体包裹体温度一般介于 110~180℃之间。

及一些典型的岩溶角砾岩 （图 3e）。表生岩溶作用

的粗晶铁白云石 （图 7d） 充填两种形式出现。前者

以形成较为优质的储集空间，尤其表现在表生岩

中，一般呈他形、细小晶粒，常呈“示顶底”构造

溶过程中对准同生期岩溶形成的膏模孔的进一步

与第一期方解石相伴生，受成岩改造之后，保留了

一定数量的溶孔、溶洞 （图 5e）、溶沟、溶缝等以

形成的溶蚀孔洞及溶缝与准同生期岩溶相叠加可

溶蚀扩大，以及大量的溶缝对原本孤立的膏模孔
的连通作用。风化壳岩溶作用的规模最大、影响
范围最广，对储层空隙的形成贡献最为明显。
埋藏期溶蚀主要发育在深部，主要为地层流
体溶解岩石形成溶蚀孔隙的过程，多数流体以裂
缝和先期溶缝通道对原始孔隙等进行溶蚀扩大，
表现为孔缝边缘参差不齐、偶成港湾状 （图 5h）、
溶孔溶缝边缘有残余沥青膜等的特征。该类岩溶

形成的孔隙多为非选择性溶蚀孔洞，且更多地表

白云石的充填以 “渗流粉砂”（图 7c） 和鞍状

以泥粉晶白云石质“渗流粉砂”充填于膏模孔之

一定的残留晶间孔 （图 7e）。而后者则主要充填于
非选择性溶蚀孔洞之中，显示弯曲的解理纹，在正

交偏光镜下显示波状消光的特性，在阴极发光下基

本不发光 （图 7f），晶体内部含有大量含烃盐水包
裹体及烃类包裹体，说明此类白云石形成于烃类注
入后的深埋藏阶段 （王一刚等，1996），堵塞孔
隙，对最终储层形成明显的破坏作用。
研究区马五段上组合白云岩储集空间中的石英

充填物多以自生矿物的形式出现 （图 7a），表面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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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溶蚀孔中充填的自形程度较好的石英，孔隙边缘充填沥青，Y1758 井，3111.50 m，普通薄片，正交光；(b) 石膏溶孔中充填了不同期次的方解石
胶结物，三种颜色箭头分别指向三期方解石胶结物，Y431井，2775.25 m，普通薄片，正交光；(c) 溶蚀缝内充填的垮塌碎屑，Y1757井，3275.97 m，铸
体薄片，单偏光；(d) 膏模孔内填充了铁白云石，Y1758 井，3106.34 m，探针片，单偏光；(e) 风化壳岩溶时期溶蚀使得沟通孔洞之间的溶蚀缝等受
到大气淡水的影响，阴极发光显示出比泥粉晶白云岩基岩更明亮的颜色，Y391 井，3113.20 m，探针片，阴极发光；(f) 图 D 的阴极发光片；(g) 去白
云石化作用，灰质斑块为灰化不彻底的表现，Y628 井，2802.20 m，普通薄片，茜素红染色，单偏光；(h) 去白云石化作用，Y628 井，2808.50 m，
普通薄片，茜素红染色，正交光.

图 7 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马五段上组合储层成岩作用特征
Fig. 7 Diagenesi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pper assemblage of Ma-5 reservoirs in the Yan’
an area of the Ordos Basin

净且自形程度高，可与白云石粉晶相伴生，也可独

压实，晶间孔隙得以保存；而方解石多以嵌晶

立充填于孔洞之中，在埋藏晚期堵塞储集空间。

状胶结物的形式出现，在物质来源充分时，常

本次研究发现研究区马五段中存在多种充

填矿物组合类型 （表 3），且以粉晶白云石及自

形石英为主的矿物充填组合的储集空间多为半
充填，而储集空间全充填的组合类型中常常发
育方解石。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充填方
式的不同，粉晶白云石常以“渗流粉砂”的形
成充填溶蚀孔洞，由于溶蚀孔洞自身的支撑作
用，其内部松散的白云石晶体难以得到有效的
Table 3

完全充填孔洞。
3.2.3 去白云石化作用
去白云石化 （次生灰化） 作用是由 von Morlot

（1847） 首次提出，用以形容硬石膏或黄铁矿溶解
产生富含 SO42- 的溶液从白云石中夺取 Mg2+ 而沉淀

方解石的现象。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认为，流
体性质对次生灰化的发生具有决定性影响 （Braun

and Friedman, 1970; Budai et al., 1984; 张 杰 等 ，

表 3 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马五段上组合储层孔洞充填类型组合及充填程度统计表

Types and degrees of filling combination in the upper assemblage of Ma-5 reservoirs in the Yan’
an area of the Ordos Basin
充填物组合

充填程度

特征

分布层位

粉晶白云石

30%~90%

充填松散，
白云石晶间孔发育

马五 1、马五 2

粉晶白云石+石英
粉晶白云石+方解石+（石英）
（粉晶白云石）+方解石+铁白云石
粉晶白云石+铁白云石
石膏+（粉晶白云石）

30%~100%

自形石英与晶形较好的粉晶白云石构成一定的空间

85%~100%

马五 1、马五 4

方解石多晚于粉晶白云石充填，
且填充所有空隙

马五 1、马五 2

造成储集空间大量丧失

100%

马五 2、马五 3

晚期铁白云石完全充填了空隙

马五 4

以较低干涉色和硬石膏相区分

马五 2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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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研究区马五段上组合中识别出的次生灰岩

动力弱，流体对 CaCO3 饱和、滞留，溶蚀作用不发

含白云石溶解残余物 （图 7g）。这些次生方解石的

解石所胶结、充填，极难形成储层，是最不利于储

往往残留白云石晶体或早期孔洞的幻影，或者包
粒级范围变化较大，从细粉晶至粗晶不等 （图

7h）。晶粒间之间呈镶嵌状接触，十分致密，因而

育，化学沉淀作用强，溶孔和裂缝大多被泥质及方
层发育的岩溶地貌。中部地形和剥蚀程度介于两者
之间，为岩溶斜坡，局部剥蚀较弱，为岩溶残

对储层的破坏作用较为明显。

丘，地形相对较缓。岩溶斜坡兼有垂直渗流和水

3.3 古岩溶地貌对优质储层发育有重要影响

平潜流的水动力作用，垂直地层和近水平方向缓

古岩溶地貌是古岩溶作用对储层发育影响最

慢流动导致一定程度的水岩反应，从而形成大量

大的指标之一。本次研究综合印模法和残余厚度

的顺层溶孔及溶洞。此区域孔洞充填程度较岩溶

法，根据前人利用两种方法恢复古岩溶地貌的理

高地有所增高，主要为白云石或方解石的半充填

论 （姚泾利等，2011），同时结合整个鄂尔多斯盆

—充填。

地的区域地质背景与邻区岩溶地貌研究成果，综

3.4 古构造高部位对储层孔隙的有效保存

合分析得出研究区的古岩溶地貌分布特征。

次级古构造高部位对先存孔隙的保持与扩大

通过精细的古岩溶地貌恢复 （图 8） 发现，研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埋藏期酸性地层流体的

岩溶高地，延伸方向大致为南北向，以垂直渗流为

2003）。有机质脱羧产生的酸性溶蚀流体一般在油

究区西南部为地形相对较高、地层剥蚀较为严重的
主，大气淡水沿裂缝系统向下渗流，形成一定规模
的垂直溶蚀孔洞及裂缝发育带。该带对 CaCO3 不饱

流向与烃类成熟前期的古构造有关 （单秀琴等，
气生成之前排出并向构造高部位聚集。根据本区

储集空间内填充物中与油气伴生的包裹体温度及

和，充填物以少量粉晶白云岩晶粒及碎屑渗流物为

埋藏史推断出油气充注高峰为晚三叠世末期—白

主，几乎看不到连片的方解石胶结，充填程度较

垩世末期 （伊硕等，2018）。此时期正值研究区石

低，是最利于储层发育的岩溶地貌。东北部为地形

炭系—二叠系烃源岩生、排气高峰期，此间古隆

相对较低、地层剥蚀较弱的岩溶盆地，局部存在剥

起 成 为 天 然 气 运 移 聚 集 指 向 区 （赵 卫 卫 等 ，

蚀严重的沟槽区，大部分地区处于潜水面之下，水

Fig. 8

2011）。酸性地层水来自盆地内有机质热演化成熟

图 8 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马五段上组合岩溶古地貌图
Karstic paleogeomorphologic map of the upper assemblage of Ma-5 reservoirs in the Yan’
an area of the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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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此时期马家沟组的古构造决定了这些酸性

溶孔洞缝系统大部分被泥质、碎屑白云石渗流粉

流体的渗流方向与天然气聚集方向一致。本次研

砂、岩溶角砾等表生期沉积物和岩溶残余物充

究中选取地层整合且发育稳定湖泛泥岩的上三叠

填；暴露地表发生成壤、风蚀作用。深埋藏期，

统纸坊组地层作为标志层，以纸坊组层拉平后下

烃类侵位前，发育晚期溶蚀作用溶蚀前期岩溶孔

古生界的地层形态视为生排烃高峰时期的古构

洞缝系统中碎屑白云石“渗流粉砂”及早期白云

造，与储层发育位置进行了叠合对比，发现古构

石、方解石胶结物，形成新的孔洞缝系统 （侯方

造高部位区更有利于前期岩溶作用形成的孔隙的

浩等，2003）。烃类侵位时，含烃的孔隙保存，未

保存，而位于古构造低部位的井储层通常不发

充烃的孔隙或后期丧失烃类的孔隙被晚期方解

育。总体上有高部位和斜坡带好，而低部位差的

石、石英等矿物及沥青充填或半充填。

趋势 （图 9）。

4

孔隙的演化历史
孔隙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成岩改造过程 （图

10）。沉积期，海水浓缩，蒸发潮坪上沉积了泥晶

5

储层成因模式
基于前文对沉积作用、成岩作用及古构造对

储层形成发育的影响的讨论，并充分参考现场勘
探资料及生产数据所揭示的有利储层及有利产层

文石。准同生期，在干燥蒸发环境下，蒸发潮坪

分布规律，建立了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奥陶系

上海水进一步浓缩，文石泥白云化，石膏、硬石

马家沟组马五段上组合有利储层发育的成因模式

膏以板条状、结核状、肠状等形态沉淀在泥晶白
云石中。海平面下降时发生准同生岩溶，石膏等

（图 11）。

沉积期：研究区位于陆表海地形平坦的蒸

易溶矿物发生溶解，形成膏模孔。早期浅埋藏时

发台地之上，由于强烈的蒸发作用和毛细管作

期，发育早期压实作用及新生变形，岩石初步固

用，早先形成的文石沉积物的粒间孔隙水不断

结，可能有早期胶结物 （黄思静，2010；Maliva

得到浓缩和补给，并沉淀出石膏和部分盐类，

填充，孔隙度有所下降。表生期，包括层间暴露

淀物，形成大量含石膏结核的泥粉晶白云岩。

et al., 2011），导致准同生期形成的部分膏模孔被

使得粒间水的 Mg2+/Ca2+ 比增加，从而交代文石沉

和区域暴露的岩溶作用。石膏等易溶矿物被溶

海平面震荡性升降时，蒸发台地部分区域可以

蚀，膏模溶孔进一步溶蚀扩大。表生期形成的岩

发生短暂性暴露，在大气淡水淋滤下，石膏等

图 9 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生烃高峰时期（T2z.）古构造图
Fig. 9 Paleostructures during the hydrocarbon generation peak (T2z.) in the Yan’
an area of the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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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马五段上组合储层孔隙演化史
History of pore evolution of the upper assemblage of Ma-5 reservoirs in the Yan’
an area of the Ordos Basin

图 11 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马五段上组合储层成因模式
Fig. 11 Genetic model of the upper assemblage of Ma-5 reservoirs in the Yan’
an area of the Ordos Basin

4期

伊硕等：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马五段上组合细粒白云岩储层特征及有利储层控制因素

621

易溶矿物发生准同生岩溶作用，形成了含膏模

期的成岩改造，主要的建设性成岩作用为各个阶

孔的泥粉晶白云岩。

段的溶蚀作用，充填—胶结作用及去白云石化作

浅埋藏期：随着沉积作用和沉降作用的发
生，沉积物埋藏深度增加，由于机械压实作用，

用是对储层质量影响最大的破坏性作用。
（3） 研究区马五段上组合白云岩储层的形成

沉积物逐渐脱水、固结，同时准同生岩溶形成的

主要受沉积、成岩作用及古构造的共同控制，位

膏模孔被部分或完全充填，孔隙度急剧下降，储

于古构造高部位、叠加多次岩溶改造 （准同生、

层初步致密化。

表生及埋藏岩溶） 的含膏模云坪是细粒白云岩优

表生期：受加里东运动的影响，研究区地层

整体抬升，遭受了长达 1.5 亿年的强烈风化、剥

蚀，形成区域性的风化壳不整合面。在风化壳不

质储层的主要分布区。
致谢：本文岩心样品由陕西延长石油勘探公司提
供，在项目工作及论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文应初

整合面附近，地层溶蚀现象明显，产生大量溶蚀

老师和王一刚老师的悉心指导，提出了宝贵的修

孔、洞和裂缝，准同生期溶蚀产生的孔洞被进一

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步溶蚀扩大和连通。部分溶蚀孔洞缝系统被泥
质、碎屑白云石粉砂、岩溶角砾等充填。由于淡
水淋滤，下伏地层中去白云石化作用、去膏化作
用现象明显；但潜水面以下发生明显的淡水方解
石胶结。
埋藏期：随着埋藏加深，地层水矿化度逐渐
增高，且地层温度不断增加，方解石胶结现象明
显，直至上覆石炭系—二叠系中的大量煤系地层
在成熟过程中排出大量有机酸，沿不整合面及断
裂向下进入奥陶系白云岩地层的构造高部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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