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月 CHINESE JOURNAL OF GEOLOGY
地 质 科 学

DOI：10.12017/dzkx.2022.008

57（1）：127—138

付 广 127

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的
研究方法及其应用*

付 广 1 沙子萱 1 王宏伟 1 姜文亚 2 董雄英 2
（1.东北石油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黑龙江大庆 163318；2.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公司 天津 300280）

摘 要 为了研究含油气盆地下生上储式油源断裂附近油气分布规律，在不同时期油源断裂

输导油气通道及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确定油源断裂伴生裂缝可能发育部位和地层脆

性发育部位，识别其活动期输导油气通道。通过断裂填充物泥质含量和填充物输导油气所需

的最小泥质含量，识别其停止活动后输导油气通道，二者结合建立了一套油源断裂输导油气

通道演化形式的研究方法，并将其应用于渤海湾盆地冀中坳馅廊固凹陷大柳泉地区旧州断裂

在沙三中‐下亚段内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的研究中，结果表明：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

内共发育 4种输导通道演化形式，其中一直输导通道演化形式仅分布在 F1断裂东部局部和 F8
断裂的东部端部；先输导后不输导通道演化形式主要分布在 F7断裂西部、F8断裂中西部及东

部和 F9断裂处；先不输导后输导通道演化形式主要分布在除东部局部的 F1断裂、F7断裂的中

东部；一直不输导通道演化形式主要分布在 F7断裂中部、F7断裂和 F8断裂交界处及 F8断裂东

部。一直输导和先输导后不输导通道演化形式分布处或附近应是沙三中‐下亚段油气成藏的有

利部位，与目前旧州断裂附近沙三中‐下亚段已发现油气分布相吻合，表明该方法用于研究油

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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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油气勘探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含油气盆地下生上储式油气运聚成藏明

显受到油源断裂（连接源岩和目的层，且在油气成藏期活动的断裂）的控制（He et al.，
2012；胡欣蕾等，2014；付广等，2016，2018a，2018c；李建民等，2019），使油气在

油源断裂处或附近分布（Qu et al.，2008；付广等，2012，2019，2021a，2021b；杨德

相等，2017；刘滨莹等，2017）。然而，油气勘探结果表明，并非油源断裂附近均有油

气分布，这除了受到油源断裂附近砂体和圈闭是否发育的影响外，主要是受到了油源

断裂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的影响，油源断裂在不同时期输导油气通道及其演化形式

不同，其对油气聚集成藏所起的作用不同，油气富集程度也就不同。因此，能否准确

的研究油源断裂输导通道演化形式，对于正确认识含油气盆地下生上储式油源断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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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油气分布规律及指导油气勘探均至关重要。

关于不同时期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前人曾做过一定研究工作，归纳起来主要有

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根据活动期油源断裂古活动速率的相对大小，研究活动期油

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姜贵璞等，2017；付广等，2018b；刘涛等，2018），认为古活动

速率相对大的部位，伴生裂缝相对发育，应是活动期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另一方

面是根据油源断裂断层面产状形态，利用停止活动后断层面古油气势能分布特征，研

究停止活动后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付广等， 2014， 2021a， 2021b；王浩然等，

2018），认为断层面古油气势能等值线法线汇聚线—古构造脊应为停止活动后油源断裂

输导油气通道。上述这些研究成果对认识油源断裂附近油气分布规律及指导油气勘探

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受到研究手段及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目前对不同时期油源断裂输导

油气通道的研究考虑的因素尚不全面，仍存在问题，如活动期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

道—伴生裂缝发育除了受到古活动速率相对大小的影响外，还要受到被断裂错断地层

岩性的影响，只有脆性地层岩石才易形成伴生裂缝，而塑性地层岩石不易形成伴生裂

缝。而停止活动后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仅考虑了断层面形态，而没有考虑断裂填充

物泥质含量的影响，断层面虽发育古构造脊，但填充物泥质含量高，也不是油源断裂

输导油气通道。而且截至目前为止，将活动期和停止活动后结合起来研究油源断裂输

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尚未见到文献报道，等等上述问题无疑造成对油源断裂附近油气

分布规律认识的偏差，给油气勘探带来一定风险。因此，开展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

演化形式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含油气盆地下生上储式油源断裂附近油气分布规律和

指导其油气勘探均具重要意义。

1 不同时期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及其演化形式

活动期油源断裂之所以能输导油气，

是因为其伴生有大量裂缝的形成，这些伴

生裂缝较围岩地层具有相对较高的孔渗

性，是油源断裂输导油气的主要通道，如

图 1a所示。由于受到油源断裂不同部位活

动特征及被其错断地层岩性特征的影响，

不同部位油源断裂伴生裂缝发育特征不

同，通常情况下是断裂活动强和地层岩石

脆性发育的部位，伴生裂缝发育，输导油

气通道发育；否则，二者缺少哪一个，油

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均不发育。

油源断裂停止活动后，伴生裂缝在上

覆沉积载荷重量、区域主压应力作用下紧

闭失去输导油气能力，但此时断裂填充物

尚未压实成岩，仍具有一定的孔渗性，可

图 1 不同时期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oil and gas transportation
channels of oil source faults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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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输导油气，如图 1b所示。不同部位油源断裂输导油气特征的不同是因为其断距和被

其错断地层岩层厚度和泥质含量不同导致的其断裂填充物泥质含量不同而引起的。一

般状况下断裂填充物泥质含量比较小的部位，孔渗性相对较好，发育输导油气通道；

反之则不发育输导油气通道。

综合上述方面研究，可以得到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演化主要有以下 4种形式：1）一

直输导通道演化形式是活动期和停止活动后油源断裂均是输导油气通道，最有利于油

源断裂输导油气和聚集成藏；2） 先输导后不输导通道演化形式是活动期油源断裂为输

导油气通道，但停止活动后不再是输导油气通道，较有利于油源断裂输导油气和聚集

成藏；3） 先不输导后输导通道演化形式是活动期油源断裂不是输导油气通道但停止活

动后油源断裂是输导油气通道，不利于油源断裂输导油气和聚集成藏；4） 一直不输导

通道演化形式是活动期和停止活动后油源断裂均不是输导油气通道，油源断裂不能输

导油气和聚集成藏，如图 2所示。

2 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的研究方法

由上可知，要研究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就必须确定出活动期和停止

活动后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

要确定活动期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就必须确定出油源断裂伴生裂缝可能发育

部位和被其错断地层脆性发育部位，二者的耦合部位即为活动期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

道。利用三维地震资料读取油源断裂在目的层内的现今断距，由最大断距相减法（谢昭

涵等，2015）恢复其在油气成藏期古断距，再除以断裂活动时期，便可以得到不同部位

油源断裂古活动速率，如图 3所示。由研究区已知井点处油源断裂古活动速率与其附近

油气分布关系，确定油源断裂伴生裂缝发育所需的最小活动速率（袁红旗等，2021），

如图 3所示。将油源断裂古活动速率大于伴生裂缝发育所需的最小活动速率的部位圈在

一起，便可以得到油源断裂伴生裂缝可能发育部位（如图 3）。利用钻井和地震资料统计

不同部位被油源断裂错断地层砂地比值分布（如图 4）。统计研究区已知井点油源断裂处

图 2 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厘定示意图

Fig. 2 A schematic diagram for determining the evolution form of oil and gas transportation channels of oil source faults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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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其错断地层砂地比值与其油气显示之间关系，取油气显示处最小地层砂地比值作为

地层脆性岩石发育所需的最小地层砂地比值（如图 4）。这是因为只有地层脆性岩石发

育，被油源断裂错断时才能发育伴生裂缝，输导油气聚集成藏，油气勘探才能发现油

气；否则无油气发现。将被油源断裂错断地层砂地比值大于地层脆性发育所需的最小

地层砂地比值的部位圈在一起，便可以得到被油源断裂错断地层脆性发育部位

（如图 4）。

将上述已确定出的油源断裂伴生裂缝可能发育部位和被油源断裂错断地层脆性发

育部位叠合，二者重合部位即为油源断裂活动期输导油气通道（如图 5）。

要确定停止活动后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就必须确定出油源断裂填充物泥质含

量分布和填充物输导油气所需的最大泥质含量。利用钻井和地震资料读取油源断裂在

被错断地层内的断距和被其错断地层岩层厚度及泥质含量，由式（1）计算不同部位油源

断裂在被其错断地层内断裂填充物泥质含量（如图 6）。统计研究区已知井点处油源断裂

图 4 被油源断裂错断地层脆性发育部位厘定示意图

Fig. 4 Determination of brittleness development position of faulted formation by oil source fault

图 3 活动期油源断裂伴生裂缝可能发育部位厘定示意图

Fig. 3 Determination of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position of associated fractures during the active period of oil source fa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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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物泥质含量与其附近油气显示之间关系，取油气显示处最大断裂填充物泥质含量

作为填充物输导油气所需的泥质含量上限（如图 6），这是因为只有填充物泥质含量小于

填充物输导油气所需的最大泥质含量，才具孔渗性输导油气，油气不能在此聚集，油

气钻探无油气发现；反之则有油气聚集，油气钻探有油气发现。将油源断裂填充物泥

质含量小于填充物输导油气所需的最大泥质含量部位圈在一起，便可以得到停止活动

后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如图 6）。

R f =
∑
i = 1

n

Hi Ri

L
（1）

式中：Rf 为断层岩泥质含量/%；Hi 为被断裂错断第 i层岩层厚度/m；Ri 为 被断裂

错断第 i层岩层泥质含量/%；n 为被断裂错断岩层层数；L 为断裂断距/m。

图 5 活动期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厘定示意图

Fig. 5 Determination of oil and gas channels of oil source faults in active period

图 6 停止活动后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厘定示意图

Fig. 6 Determination of oil and gas channel of oil source fault after stopping activity

131



付 广

地 质 科 学 2022年

132

将上述已确定出的活动期和停止活动后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结合，便可以得到

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如图 2所示。

3 实例应用

本文选取渤海湾盆地冀中坳馅廊固凹陷大柳泉地区旧州断裂作为实例，利用上述

方法研究其在沙三中‐下亚段内输导油气通道的演化形式，并通过研究结果与目前旧州

断裂附近沙三中‐下亚段已发现油气分布之间关系分析，验证该方法用于研究油源断裂

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的可行性。

大柳泉地区位于廊固凹陷中部，是廊固凹陷目前油气勘探的重点地区。该区从下

至上发育的地层有古近系的孔店组、沙河街组、东营组，新近系的馆陶组及明化镇组

和第四系。目前该区已发现油气主要分布在沙三中‐下亚段，其油气主要来自下伏沙四

段源岩，应为下生上储式生储盖组合。旧州断裂是位于大柳泉地区中部的一条正断层，

是由 F1、F7、F8和 F9这 4条断裂构成，其中 F7和 F8断裂规模相对较大，延伸相对较远，

其次是 F1断裂，最小为 F9断裂，如图 7所示。旧州断裂从下部沙四段向上一直断至馆陶

组底部，连接了沙三中‐下亚段和沙四段源岩，且在油气成藏期—沙二段沉积时期活

动，应为沙三中‐下亚段的油源断裂。由图 7中可以看出，目前旧州断裂附近沙三中‐下
亚段目前已发现油气主要分布在 F1和 F7断裂交界处、F7和 F8断裂交界处和 F9断裂处，

这除了受到其砂体和圈闭是否发育的影响外，主要是受到了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

内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的影响，因此，能否正确认识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输导

油气通道演化形式，对认识旧州断裂附近沙三中‐下亚段油气分布规律及指导油气勘探

至关重要。

利用三维地震资料读取不同部位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内现今断距，利用最大

断距相减法（刘哲等，2012）恢复其在沙二段沉积时期的古断距，再除以断裂活动时期，

便可以得到不同部位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内的古活动速率，如图 8a所示，由图 8a
中可以看出，旧州断裂中 F8和 F9断裂古活动速率相对较大，其次是 F7断裂，最小是 F1
断裂。由大柳泉地区油源断裂伴生裂缝发育所需的最小活动速率（图 9a）约为 10 m/Ma，
便可以得到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内伴生裂缝可能发育部位（图 10a）主要分布在 F1
断裂中东部、F7断裂西部及中东部、除西部端部的 F8断裂和 F9断裂处。利用钻井资料

统计不同部位旧州断裂沙三中‐下亚段地层砂地比值，如图 8b所示，由图 8b中可以看

出，不同部位旧州断裂附近沙三中‐下亚段地层砂地比值 F8和 F9断裂相对较高，F1和 F7
断裂相对较低，由大柳泉地区沙三中‐下亚段地层脆性发育所需的最小地层砂地比值

（图 9b）约为 18%，便可以得到不同部位旧州断裂沙三中‐下亚段地层脆性发育部位

（图 10b），主要分布在 F1断裂东部端，F7断裂东西两端，F8中西部及东部端部和 F9断裂

处。将上述已确定出的不同部位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内伴生裂缝可能发育部位和

地层脆性发育部位叠合，便可以识别出活动期旧州断裂输导油气通道分布，如图 10c所
示。由图 10c中可以看出，活动期旧州断裂输导油气通道主要分布在 F1断裂东部局部、

F7断裂西部、F8断裂中西部及东部端部和 F9断裂处。

利用钻井和地震资料统计不同部位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内断距和被其错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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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岩层厚度及泥质含量，由式（1）计算不同部位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地层内断裂

填充物泥质含量，如图 11a所示，由图 11a中可以看出，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内填

充物泥质含量高值区主要分布在 F7断裂西部及东部端部、除东部端部的 F8断裂和 F9断
裂处。由大柳泉地区填充物输导油气所需的最大泥质含量（图 11b）约为 29%，便可以识

别出停止活动后旧州断裂输导油气通道，如图 11c所示，由图 11c中可以看出，停止活

动后旧州断裂输导油气通道主要分布在 F1断裂、F7断裂中东部、F8和 F9断裂交界处。

由图 10c和图 11c可以得到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内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特

征，如图 7所示，由图 7中可以看出，旧州断裂共发育 4种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其

中一直输导通道演化形式仅分布在 F1断裂东部局部和 F8断裂的东部端部；先输导后不

图 7 旧州断裂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与沙三中‐下亚段油气分布关系图

Fig.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oil and gas transportation channels of Jiuzhou fault and the oil and
gas distribu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Es3

图 8 活动期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内输导油气特征图

a.古活动速率；b.地层砂地比值

Fig. 8 Characteristics of oil and gas migration of Jiuzhou fault in middle and lower Es3 during activ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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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导通道演化形式主要分布在 F7断裂西部、F8断裂中西部及东部和 F9断裂处；先不输

导后输导通道演化形式主要分布在除东部局部的 F1断裂、F7断裂的中东部；一直不输

导通道演化形式主要分布在 F7断裂中部、F7断裂和 F8断裂交界处及 F8断裂东部。

图 9 大柳泉地区活动期油源断裂输导油气特征影响因素下限厘定图

a.断裂伴生裂缝发育所需的最小活动速率；b.地层脆性发育所需的最小地层砂地比值

Fig. 9 Determination of the lower limi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il and gas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il source faults in
Daliuquan area during active period

图 10 活动期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内输导油气通道厘定图

Fig. 10 Determination of oil and gas transportation channels of Jiuzhou fault in middle and lower Es3 during activ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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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7中可以看出，旧州断裂附近沙三中‐下亚段目前已发现油气主要分布在一直

输导和先输导后不输导通道演化形式分布处或附近，这是因为只有位于一直输导和先

输导后不输导通道演化形式分布部位处或附近才能通过活动期和停止活动后旧州断裂

输导油气通道从下伏沙四段源岩处获得大量油气，在上覆沙三中‐下亚段内聚集成藏，

油气勘探才能发现油气；否则无油气发现。

4 结 论

（1） 活动期油源断裂输导通道为伴生裂缝，其发育主要受到断裂活动强渡和被其

错断地层脆性的影响，断裂活动强度越大，地层岩性为脆性，输导通道越发育，反之

则不发育。停止活动后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为填充物连通孔隙，主要受到填充物泥

质含量的影响，填充物泥质含量越小，输导通道越发育；反之则不发育。

（2） 通过确定油源断裂伴生裂缝可能发育部位和地层脆性发育部位，识别油源断

裂活动期输导油气通道。通过确定断裂填充物泥质含量和填充物输导油气所需的最小

泥质含量，识别停止活动后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二者结合建立了一套油源断裂输

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的研究方法，并通过实例应用，验证了该方法用于研究油源断裂

图 11 停止活动后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内输导油气通道厘定图

a.断裂填充物泥质含量；b.填充物输导油气所需的最大泥质含量；c.断裂输导油气通道

Fig. 11 Determination of oil and gas transportation channel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Es3 after the activity of
Jiuzhou fault stopped

a

b

c

F1 F7 F8 F9

F1

F7

F8

F9

135



付 广

地 质 科 学 2022年

136

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的可行性。

（3） 渤海湾盆地冀中坳馅廊固凹陷大柳泉地区旧州断裂在沙三中‐下亚段内共发育

4种输导油气通道演化形式，其中一直输导通道演化形式仅分布在 F1断裂东部局部和 F8
断裂的东部端部；先输导后不输导通道演化形式主要分布在 F7断裂西部、F8断裂中西

部及东部和 F9断裂处；先不输导后输导通道演化形式主要分布在除东部局部的 F1断裂、

F7断裂的中东部；一直不输导通道演化形式主要分布在 F7断裂中部、F7断裂和 F8断裂

交界处及 F8断裂东部。一直输导和先输导后不输导通道演化形式分布部位处及附近有

利于沙三中‐下亚段油气聚集成藏，与目前旧州断裂附近沙三中‐下亚段已发现油气分布

相吻合。

（4） 该方法主要应用于砂泥岩含油气盆地下生上储式油源断裂输导油气通道演化

形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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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evolution form of

oil and gas passage of oil source fault

Fu Guang1 Sha Zixuan1 Wang Hongwei1 Jiang Wenya2 Dong Xiongying2
（1.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Heilongjiang 163318;

2. PetroChina Dagang Oilfield Company, Tianjin 300280）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oil and gas near the underground source and upper
reservoir type oil source faults in the petroliferous basin,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oil and
gas transport channel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il source fault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oil
and gas transport channels in the active period are identified by determining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positions of associated fractures and formation brittleness. Through the shale
content of fault fillings and the minimum shale content required by fillings to transport oil and
gas, the oil and gas transport channels after their activities are identified. A set of research
methods on the evolution form of oil source fault oil and gas transport channels are established.
They are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forms of oil and gas transport channels of Jiuzhou
fault in Daliuquan area, Langgu Sag, Jizhong Depression, Bohai Bay Bas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four evolution forms of transport channels in Jiuzhou fault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sub member of Es3, of which one direct transport channel evolution form is only distribu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F1 fault and the eastern end of F8 fault; The evolution form of the channel of
first conducting and then not conducting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west of F7 fault, the middle
west and east of F8 fault and F9 fault; The evolution form of first non‐transport and then
transport channel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middle east of F1 fault and F7 fault except in the
east; The evolution form of non‐conducting channel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middle of F7
fault, the junction of F7 fault and F8 fault and the east of F8 fault. The distribution of evolution
forms of all‐time transport and first transport and then no transport channels should be the
favorable parts for oil and gas accumul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sub member of Es3,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il and gas distribution foun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sub member of Es3
near Jiuzhou fault, indicating that this method is feasible to study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il and gas transport channels of oil source faults.

Keywords Oil source fracture, Transport channel, Evolution form, Researc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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