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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勘探与开发
摘要：以鄂尔多斯盆地中部烟雾峁区块三叠系延长组长 6 油层组为例，通过岩心观察、实验分析、地质研究、测井
解释、试采验证等，探讨孔隙结构差异对储集层及油层岩石电学特征的影响，论证并揭示了孔隙结构差异与低电阻
率油层的成因关系。区内长 6 油层具有正常电阻率油层和低电阻率油层两种表现形式，发育孔隙型单孔介质和微裂
缝-孔隙型双孔介质两种结构类型；微裂缝的发育极大地改变了储集层的微观孔隙结构，孔隙结构差异则对特低渗砂
岩储集层及其油层的岩石电学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常电阻率油层具有明显的孔隙型单孔介质特征，主要集中于
长 61 亚油层组和长 622、长 623 小层，低电阻率油层具有明显的微裂缝-孔隙型双孔介质特征，主要集中于长 621 小层
和长 63 亚油层组。钻井液沿微裂缝对油层形成了超深侵入，导致电阻率大幅降低及油层的低电阻率现象，低电阻率
油层比正常电阻率油层具有更好的储产能力。图 7 表 2 参 24
关键词：鄂尔多斯盆地；长 6 油层组；特低渗储集层；低电阻率油层；孔隙结构；钻井液侵入；低电阻率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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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e structure differences of the extra-low permeability sandstone reservoirs
and the causes of low resistivity oil layers: A case study of Block
Yanwumao in the middle of Ordos Basin, NW China
WANG Jianmin, ZHANG San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pore structure difference on rock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ervoir and oil reservoir was analyzed taking
Triassic Chang 6 reservoir in Block Yanwumao in the middle of Ordos Basin as an examp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re structure
difference and the low resistivity oil layer was revealed and demonstrated through core observation, lab experiments, geological research,
well log interpretation and trial production etc.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oil layers in Chang 6 Member, normal oil
layer and low resistivity oil layer in the region, corresponding to two types of pore structures, pore type mono-medium and
micro-fracturepore type double-medium;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fracture changed greatly the micro-pore structure of the reservoir,
and the pore structure difference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rock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tra-low permeability sandstone
reservoir and oil reservoir; the normal oil layers had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pore-type mono-medium, and were concentrated i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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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Chang 622 and Chang 623; the low resistivity oil layers had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fracturepore type double-medium, which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Chang 621 and Chang 63. The mud filtrate penetrated deep into the oil layers along the micro-cracks, leading to
sharp reduction of resistivity, and thus low resistivity of the oil layer; the low resistivity oil layers had better storage capacity and higher
productivity than the normal oil layers.

Key words: Ordos Basin; Chang 6 oil layers; extra-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low resistivity oil layer; pore structure; mud invasion;
low resistivity cause

引用：王建民, 张三. 特低渗砂岩储集层孔隙结构差异与低电阻率油层成因: 以鄂尔多斯盆地中部烟雾峁区块为例[J].
石油勘探与开发, 2018, 45(2): 257-264.
WANG Jianmin, ZHANG San. Pore structure differences of the extra-low permeability sandstone reservoirs and the causes of low
resistivity oil layers: A case study of Block Yanwumao in the middle of Ordos Basin, NW China[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45(2): 25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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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和验证实例。

0 引言
鄂尔多斯盆地中生界三叠系延长组广泛发育低孔
特低渗砂岩储集层，该类储集层孔隙结构差异大，非
均质性强，孔喉类型多样 [1-2] ，天然裂缝发育 [3] ，广泛
发育低电阻率油层 [4]。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受沉积、成
岩和后期构造应力作用，鄂尔多斯盆地中部伊陕斜坡
发育大量天然裂缝，这些天然裂缝按规模大小可分为
[5]

显裂缝（宏观裂缝）和微裂缝（微观裂缝）两大类 ，
其中显裂缝大致由东西、北西—南东、南北、北东—
南西 4 个方向裂缝组成 [3,6]，微裂缝和孔隙则发育在被

1 地质概况
1.1 地质背景
志丹油田烟雾峁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中部，构
造上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主体构造单元——伊陕斜坡中
南部，处于中生代三叠纪延长组沉积期湖盆北翼大型
三角洲体系之中。区块面积约 50 km2（见图 1），区内
构造整体简单，地层平缓西倾（倾角 1°左右），局部低
幅度构造发育；区内含油层系众多，三叠系延长组长 6
油层组为主力储产层。长 6 油层组沉积时期，区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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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裂缝系统切割而成的岩块系统 [7] 之中。该岩块系统

为由微裂缝与基质团块组成的微裂缝-基质孔隙系统，
具有微裂缝-孔隙型双孔介质 [ 8 ] 特征，若该岩块系统

内部不含微裂缝而只含有基质孔隙，且该岩块系统足
够大，则可形成局部的孔隙型（单孔）多孔介质储集
层 [8-9]。

微裂缝既是特低渗砂岩储集层中主要的天然裂缝

育三角洲前缘亚相沉积 [24] ，分流河道、河口坝、远砂
坝等砂体复合发育，分布广泛，为特低渗砂岩储集层
形成奠定了基础。根据沉积旋回及岩石电学组合特征，
长 6 油层组自下而上可分为长 61、长 62、长 63 及长
64 共 4 个亚油层组，其中长 61 和长 62 亚油层组可进一
步分为长 611、长 612、长 613 以及长 621、长 622、623 等
小层。

类型，又是连接基质孔隙、改善储集层渗流能力的主
要通道 [10] ；不仅控制次生孔隙的形成和分布 [7] ，加剧
储集层的非均质性，而且对基质岩块与宏观裂缝的连通
也具有重要作用[5]；既是导致岩心渗透率异常的要件[11]，
也是引发储集层岩石电学特征改变的重要原因。
低电阻率油气层是指电阻率值相对于邻近水层电
阻率值偏低并引起油水层解释困难的一类油气层，通
常以电阻增大率小于 2 或 3 定义之 [12]。已有研究表明，
低电阻率油层在鄂尔多斯盆地中生界低渗及超特低渗
油气藏中广泛分布，其成因复杂多样，储集层岩性、
物性、放射性、岩石微观结构、黏土矿物及束缚水含
量、地层水矿化度等都是可能的成因 [4,13-14]。杨春梅等
探讨了低电阻率油层的成因以及钻井液侵入条件下油
层径向电阻率的变化[15-22]，揭示了“低电阻率环
带” [16,18-19,21] 的发育特征。Rasmus[23] 建立了低孔低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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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孔隙介质储集层的地层因素及电阻率与孔隙度的
关系模型，指出裂缝-孔隙型双孔介质油层的电阻率会
显著低于孔隙型单孔介质油层。

本文基于特低渗砂岩油田勘探开发实际，通过对
大量实验分析、综合解释、试油试采等资料成果的统
计分析，探讨微裂缝导致的储集层孔隙结构差异对储
集层及油层岩石电学特征的影响，揭示孔隙结构差异

图1

研究区位置图

长 6 储集层岩性主要为灰色细粒及中细粒长石砂

与低电阻率油层成因之间关系，实例论证双孔介质与

岩，碎屑含量占 90%以上，成分以长石为主，石英次

钻井液侵入、钻井液侵入与油层电阻率之间关系及相

之，岩屑、云母等少量，填隙物主要为绿泥石、高岭

互影响，为 Rasmus 理论模型及模拟结果提供了理论补

石及混合泥质，局部钙质及硅质相对富集；成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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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非均质性强烈，微观结构复杂，发育各种溶蚀孔隙，

关系，渗透率加速变大，局部可达 64×103 μm2，表明

局部发育微裂缝，显裂缝仅在局部可见；平均孔隙度

上、下部散点对应储集层的孔隙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属

3

为 11.03%，平均渗透率为 1.42×10 μm ，属于低孔特

于不同的孔隙结构类型，两者大致以渗透率 1×103 μm2

低渗储集层。

为分界，下部（渗透率小于 1×103 μm2）对应孔隙型

2

长 6 油层组平均埋深约 1 850 m，地层压力系数约
0.79 ； 原 始 含 油 饱 和 度 为 51.6% ， 束 缚 水 饱 和 度 为

的单孔介质储集层；上部（渗透率不小于 1×103 μm2）
微裂缝发育，属于微裂缝-孔隙型双孔介质储集层。

40.3%，残余油饱和度为 30.5%；地层水矿化度为 62 870

孔隙型单孔介质储集层主要位于长 61 亚油层组和

mg/L，CaCl2 型；油层电阻率一般在 2～28 Ω·m，水

长 622 小层，与正常油层的主要发育层位相同；微裂缝-

层电阻率小于 5 Ω·m；地层水电阻率为 0.064 Ω·m，

孔隙型双孔介质储集层主要位于长 621 小层和长 63 亚

地层温度为 59.3 ℃。全区普遍采用水基钻井液钻井，

油层组，与低电阻率油层的主要发育层位一致（见图 2，

钻井液密度约 1.03 g/cm ，钻井液电阻率约 0.8 Ω·m。

表 1）。这一结果表明，特低渗砂岩储集层孔隙结构的

1.2 油层构成与分布

差异表现在发育层位和空间分布上有所不同，具有时

3

石油勘探与开发
长 6 油层构造幅度低，地层压力小，含油饱和度

空差异，同时还可以看出，微裂缝的发育极大地改变

偏低，束缚水饱和度偏高，垂向油水无明显分异，测

了特低渗砂岩储集层的孔隙结构，加剧了储集层的孔

井响应复杂。笔者按电阻增大率（I），将区内油层大致

隙结构差异，使其物性特征发生了改变，也为岩石电

分为正常（电阻率）油层（I≥2）和低电阻率油层（I<2）

学效应特征变化奠定了基础。

两大类。
分层统计结果（见表 1）表明，不同含油层段的油
层构成比例明显不同，正常油层主要集中于长 61 亚油
层组以及长 622 和长 623 两个小层；低电阻率油层则主
要集中于长 621 小层和长 63 亚油层组，其中长 621 小层
的低电阻率油层比例高达 54.8%，超过了正常油层。长
6 油层组正常油层总体比例高达 77.6%，低电阻率油层
比例为 22.4%。
表1
层位

烟雾峁区块长 6 油层钻遇状况统计

油层总数/层

正常油层
数量/层

低电阻率油层

比例/%

数量/层

比例/%

长 611

540

518

95.9

22

长 612

572

534

93.4

38

6.6

长 613

767

671

87.5

96

12.5

长 621

728

329

45.2

399

54.8

2

526

498

94.7

28

5.3

长 623

83

77

92.8

6

长 63

812

499

61.5

313

38.5

长 64

116

89

76.7

27

23.3

合计

4 144

3 215

77.6

929

22.4

长 62

4.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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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烟雾峁区块长 6 储集层孔隙度与渗透率关系

2.2 孔隙空间特征差异

岩心观察及铸体薄片鉴定结果表明，区内正常油

2 不同孔隙结构储集层物性及空间特征

层岩石的孔隙结构具明显的孔隙型单孔介质特征，岩
心一般比较完整，无直观可见的显裂缝发育，原油呈

差异

星点状、斑点状或均匀面积状外渗（见图 3a）；铸体薄

2.1 物性特征差异

片下可见残余粒间孔、粒间溶孔、粒内溶孔、铸模孔

岩心物性分层统计结果显示，区内部分长 6 特低渗

等多种孔隙（见图 3b、图 3c），孔喉结构复杂，孔隙

，图 2 上部的孔渗

直径一般在 20～120 μm，喉道半径一般在 3～15 μm，

散点的趋势线明显偏离了下部孔渗散点分布正常线性

少见碎屑颗粒的挤压破碎现象，孔隙之间由喉道连通。

砂岩储集层具有明显的渗透率异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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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W7 井，长 613，1 903.88 m，孔隙型细砂岩；（b）YW7 井，长 613，1 906.36 m，孔喉网络；（c）YW76 井，长 6 1，1 783.08 m，长石铸模孔、
粒间溶孔；（d）YW6 井，长 63，1 881.40 m，显裂缝；（e）YW7 井，长 621，1 922.05 m，微裂缝；（f）YW76 井，长 61，1 835.58 m，微裂缝与孔
隙；（g）YW7 井，长 621，1 923.40 m，破裂缝及溶孔；（h）YW5 井，长 621，1 825.20 m，破裂缝溶蚀扩大；（i）YW9 井，长 621，1 749.40 m，
孔缝网络系统

图3

烟雾峁区块长 6 储集层孔隙结构类型及其空间特征 （（a）—（c）为单孔介质储集层岩心，（d）—（i）为
双孔介质储集层岩心）

低电阻率油层岩石的孔隙结构具明显的微裂缝孔隙型双孔介质特征，岩心中偶见宏观裂缝（见图 3d），

3 孔隙结构差异的岩石电学效应与低电

版权所有

且多为立缝，缝高一般小于 80 cm，缝宽 0.1～0.4 mm，

阻率油层成因

呈开启或半充填状态，缝面比较平整，可见原油外渗

分层统计区内大量已试采油层的综合解释成果，

痕迹；岩心断面可见原油沿微裂缝的差异性外渗现象

分析其双感应电阻率交会曲线以及深感应电阻率与声

（见图 3e）；铸体薄片中可见大量的微裂缝及溶蚀孔

波时差交会曲线的特征（见图 4），结果表明微裂缝的

[5]

隙，包括粒间溶孔、粒内溶孔、压碎缝 等，偶见构造

发育不仅导致了岩石物性差异，而且还控制和影响了

微缝（见图 3f），其数量虽少，但规模较大，缝宽 5～

油层岩石电学特征，微裂缝-孔隙型双孔介质的发育导

15 μm，缝长约 800～2 000 μm，能够贯穿众多颗粒和

致了低电阻率油层的形成。

孔隙等。微裂缝一般缝长 50～300 μm，局部具溶蚀扩

由图 4 可出，长 6 油层组的声波时差（Δt）测井值

大（见图 3g、图 3h），连通基质孔隙，构成复合交织

主要为 220～265 μs/m，深感应电阻率（RILD）值主要

的孔缝网络系统（见图 3i）。

为 2～28 Ω·m。RILD-Δt 和 RILD-RILM（中感应电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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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角坐标系中的分布趋势分别呈现为两条不同斜率

综上所述，结合前述区块地质特征，长 6 各亚油

的直线，两组趋势线交点的深感应电阻率值为 10.5

层组及其小层均处于三角洲前缘亚相发育区内，上下

Ω·m，相应的电阻增大率约为 2，表明该点不仅为特

及侧向相间发育的正常油层与低电阻率油层都属于河

低渗储集层孔隙结构分化的界限，也是油层岩石电学

口坝或分流河道沉积，岩性特征近似，沉积类型相同，

特征分化的界线。分界点右边（见图 4），RILD 大于 10.5

层序结构一致，矿物成分、胶结物组分及含量、束缚

Ω·m，I 大于 2，为正常油层及孔隙型单孔介质储集层

水饱和度、地层水矿化度等也都基本相当，因此可以

发育区，Δt 值随 RILD 值增大缓慢，且最大不超过 250

将上述因素排除在低电阻率油层的成因之外。

μs/m，RILD-RILM 趋势线的斜率较小，RILD 值普遍大于

储集层孔隙结构与其岩石电学特征密切相关，微

RILM 值，具正常油层特征。分界点左边（见图 4），RILD

裂缝-孔隙型双孔介质储集层的发育为钻井液侵入创造

小于 10.5 Ω·m，I 小于 2，为低电阻率油层及微裂缝-

了条件，钻井液的超深侵入 [22]则是导致低电阻率油层

孔隙型双孔介质储集层发育区，RILD-Δt 交会曲线的斜

成因的关键。在低孔特低渗的双孔介质条件下，（微）

率增加，Δt 值最终超过了 260 μs/m，微裂缝的响应特

裂缝具有良好的渗流通道作用，钻井液在一定压差下

征越来越明显，对电阻率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

能够深度侵入（大于感应测井系列的径向探测半径）

RILD-RILM 交会曲线的斜率约等于 1，亦即 RILD≈RILM。

并驱替其中的原油，导致油层电阻率大幅下降，形成

这一岩石电学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表明钻井液对低电

了低电阻率。由此可见，淡水钻井液对裂缝性特低渗

阻率油层形成了深度侵入，且侵入深度超过了感应系

油层的侵入特征与淡水钻井液对一般孔隙型油层的

列的探测半径，从而导致了低电阻率油层的形成及 RILD

“低电阻率环带” [18-19] 式的侵入特征有所不同，但却

≈RILM 现象的发生。

能够很好地印证和支持 Rasmus 的理论模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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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孔隙结构差异及低电阻率油层的试采
验证
4.1 孔隙结构差异油层的压裂验证
压裂施工曲线中油压曲线上“尖峰”的有无是判
断储集层中有无天然裂缝的重要证据。图 5 为区内两
口井的压裂施工曲线，其中图 5a 为正常油层的压裂施
工曲线，油压曲线存在显著的“尖峰”，地层破裂压力
高达 28 MPa，表明该储集层属于孔隙型单孔介质的基
质储集层，岩性致密。图 5b 为低电阻率油层的压裂施
工曲线，地层破裂压力只有大约 16 MPa，油压曲线整
体低平，无明显的“尖峰”出现，表明该储集层中存
在天然裂缝，属于微裂缝-孔隙型双孔介质储集层，地
图4

烟雾峁区块长 6 试采油层的岩石电学特征

层破裂压力相当于天然裂缝的开启压力。

版权所有
图5

烟雾峁区块长 6 油层压裂施工曲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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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井史资料，区内部分钻井（例如 YW2
井和 YW9 井）在施钻长 6 低电阻率油层段时曾发生过

Vol. 45

No.2

孔隙结构及电性特征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导致前期
测井解释出现偏差。

不同程度的钻井液漏失现象，进一步印证了特低渗砂

根据岩心物性剖面，可将上部①号油层细分为 a、

岩储集层中（微）裂缝的发育及其影响。

b、c 3 段（见表 2），b 段渗透率虽有异常但厚度小，

4.2 孔隙结构差异油层的试采验证

岩石电学特征总体以 a+c 致密段孔隙型单孔介质的正

以 YW7 井为例，图 6 为该井长 6 油层组相邻两个

常油层为主导，其孔喉半径细小，物性差，毛管压力

油层的综合特征图，其中①号油层深度为 1 900.20～

曲线陡斜，排驱压力及中值压力高；声波时差曲线值

1 909.70 m，②号油层深度为 1 915.80～1 929.50 m。

中等，井径比较规则，双感应测井曲线凸起，RILD 平

两套含油砂体的沉积类型及岩石学特征基本相同，但

均值达 15.5 Ω·m。

石油勘探与开发

图6

YW7 井长 6 正常油层和低电阻率油层岩石电学特征及试采成果综合图

表2
油层
编号

①

②

井深/
m

1 900.2～
1 909.7

分层
编号

解释 厚度/
井段/m
m

YW7 井长 6 正常油层与低电阻率油层岩石电学特征参数评价结果表
岩性

深感应 排驱 中值 中值 平均
岩心
岩心
含水
声波时差/
电阻率/
孔隙度/ 渗透率/ 饱和度/
压力/ 压力/ 半径/ 孔径/
(s·m1)
%
%
(·m) MPa MPa m m
103 m2

孔隙
结构
类型

孔隙结构
差异评价
Kd/Ks d/s

a

1 900.2～
0.8
1 901.0

细砂岩

6.15

0.51

31.5

227.1

16.1

单孔介质

b

1 901.0～
1.5
1 902.5

细砂岩

12.26

2.54

28.44

240.5

14.5

双孔介质 6.05 2.12

c

1 902.5～
7.2
1 909.7

细砂岩

5.79

0.42

33.07

228.8

16.8

0.562 5.42

0.14

15.8 单孔介质

d

1 915.8～
9.2
1 925.0

细砂岩

12.51

2.39

33.68

244.6

7.5

0.022 1.54

1.88

26.5 双孔介质

e

1 925.0～
4.5
1 929.5

细砂岩

6.97

0.57

41.19

230.2

15.3

1 915.8～
1 929.5

版权所有

4.19 1.79

下部②号油层可进一步细分为 d、e 两段（见表 2）
，

单孔介质

油层
属性

正常
油层

低电阻
率油层
正常
油层

径明显扩径，属于典型的微裂缝-孔隙型双孔介质的低

d 段渗透率呈大段异常，感应电阻率曲线呈大段低凹

电阻率油层；孔喉半径显著增大，物性变好，排驱压

状，RILD 平均值仅 7.5 Ω·m，声波时差大段跳高，井

力及中值压力低，毛管压力曲线出现近似的双平台。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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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岩石电学特征与①号油层的 c 段相似，属于孔隙型

孔介质渗透率，103 μm2；n——样品数，个；R——相关系数，

单孔介质的正常油层。比较而论，②号油层应以 d 段

无因次；RILD ——深感应电阻率，Ω·m；R ILM ——中感应电

微裂缝-孔隙型双孔介质的低电阻率油层为主导。
分层试油结果表明：①、②两层均产纯油，且②
号低电阻率油层的产油量是①号正常油层的 2.38 倍。
两油层试采初期含水率极高，随后即大幅度快速下降

阻率，Ω·m；SP——自然电位，mV； d ——双孔介质孔隙
度，%；s——单孔介质孔隙度，%；Δt——声波时差，μ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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