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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探区“层勘探单元”划分与高效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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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渤海湾盆地精细勘探关键技术（三期）”（2016ZX05006-003）
摘要：针对济阳坳陷面临的高勘探程度阶段继续开展高效勘探、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难题，立足济阳坳陷勘探实践，
研究了符合当前地质规律认识与勘探精细程度的成藏-地质评价方法。首先提出“层勘探单元”概念，并将其定义为
断陷盆地同一个构造层或构造亚层中具有相对完整统一的构造体系、沉积体系和油气运聚体系的勘探地质单元；进
而建立了“层勘探单元”划分和优选评价方法，将济阳坳陷划分为 305 个“层勘探单元”，实现了地质认识与部署思
路的精细化和立体化；开展基于“层勘探单元”的剩余资源精细劈分和勘探目标效益评价，明确了济阳坳陷古近系
沙四段上亚段—东营组、新近系馆陶组—明化镇组、古生界潜山、古近系孔店组—沙四段下亚段等 4 大领域 66 个高
效“层勘探单元”为近中期增储和突破的重要方向，为“十三五”高效勘探提供依据。图 6 表 2 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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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of “layer exploration unit” and high-efficiency exploration
in mature exploration area
SONG Mingshui1, WANG Yongshi1, LI Youqiang2
(1. Sinopec Shengli Oilfield Company, Dongying 257000, China; 2.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Sinopec Shengli Oilfield Company, Dongying 257000, China)
Abstract: To realize high-efficiency and sustainable exploration of the Jiyang depression at the stage of high exploration degree, a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geological evaluation method i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current geologic knowledge and extent of fine
exploration. The concept of “layer exploration unit” is proposed in the study, and it is defined as an exploration geological unit that has a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unified tectonic system, sedimentary system and hydrocarbon migration & accumulation system in a tectonic
layer or tectonic sublayer within a fault basin. Then, an approach to dividing and evaluating the “layer exploration unit” is developed.
With this approach, the Jiyang depression is divided into 305 layer exploration units, thus helping realize precise and stereoscopic
ge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ation deployment. Fine splitting of remaining resources and benefit evaluation of exploration targets
are conducted by “layer exploration units”. As a result, 66 efficient “layer exploration units” in four major areas (i.e. Paleogene upper
Es4Dongying Formation, Neogene Minghuazhen FormationGuantao Formation, Paleozoic buried-hill, and Paleogene Kongdian
Formationlower Es4) are determined as the targets for obtaining more reserve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 short and medium term.

Key words: Bohai Bay Basin; Jiyang depression; fault basin; mature exploration area; layer exploration unit; fine exploration;
high-efficiency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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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宋明水, 王永诗, 李友强. 成熟探区“层勘探单元”划分与高效勘探[J]. 石油勘探与开发, 2018, 45(3): 520-527.
SONG Mingshui, WANG Yongshi, LI Youqiang. Division of “layer exploration unit” and high-efficiency exploration in m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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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发现了太古界、古生界、中生界、新生界的

1 勘探概况

孔店组—沙四段下亚段（以下简称沙四下）、沙四段上
1.1 问题的提出

亚段（以下简称沙四上）、沙河街组三段（以下简称沙

济阳坳陷位于渤海湾盆地东南部（见图 1），是中
[1]

三段）、沙河街组二段（以下简称沙二段）、沙河街组

国东部典型的陆相断陷盆地 。1961 年勘探获得突破，

一段（以下简称沙一段）、东营组、馆陶组—明化镇组

已经历了近 60 年的油气发展历程。截至 2016 年底，济

等 10 余套含油气层系，其中沙四上及以上主力增储层

2

阳坳陷整体探井密度为 0.23 口/km ，探明程度为 51.9%；

系探明程度总体达 60%以上，按照中国石化推荐的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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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以“层勘探单元”为工作基础，开展复杂隐蔽
油气藏精细勘探。
1983—2012 年，济阳坳陷实现了连续 30 年年新增
探明石油地质储量均过亿吨，创立了陆相断陷盆地的
勘探典范。2013 年以来，在低油价与高勘探程度叠加
的新形势下，实现了年均新增控制石油地质储量
5 000×104 t 以上，且均为优质可动用储量 ｡ 采用与盆地
勘探发展相适应的区带划分尺度，是科学认识盆地地
质特征、评价资源潜力，并进行科学勘探部署、实现
高效勘探的前提 ｡
当前，济阳坳陷成熟勘探阶段的精细勘探、效益

石油勘探与开发

勘探要求更精准把握成熟探区剩余资源潜力，更准确
了解低勘探程度区或层系资源潜力及制约勘探的关键

图1

渤海湾盆地济阳坳陷构造位置图

探程度划分标准，已达到高—特高勘探程度

问题，要求在更精细的勘探单元、更聚焦的勘探目的

[2-3]

。

层系上开展研究与部署，如以“层勘探单元”为基本

2014 年以来，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并长期低位
徘徊，使得油气上游企业面临空前严峻的新形势。新的
形势要求油气勘探工作必须注重新增石油地质储量的
经济性和可动性，实现由地质储量向可动储量的转变。

工作单元的勘探综合评价研究。

2“层勘探单元”概念及划分方法
2.1“层勘探单元”概念

济阳坳陷油气勘探进入“效益优先、高效勘探”的新阶

勘探实践证明，济阳坳陷作为陆相断陷盆地，断

段，精细勘探成为断陷盆地成熟探区的必然要求。剩余

裂构造发育，圈闭类型多样，储集体分布复杂，具有

效益油气资源在哪里？如何优选评价高效勘探区带？

多期成盆演化、多套主力烃源岩、多期油气运聚成藏、

这些问题已成为当前勘探工作急需解决的课题

[3-5]

。

1.2 济阳坳陷的勘探历程

多种油藏类型、复式油气聚集的特征 [1]，是典型的陆相
断陷复式油气聚集区。这种特征决定了济阳坳陷不仅

勘探区带是勘探生产的工作基础，勘探区带划分

在平面上，而且在纵向不同层系之间油气成藏规律存

的尺度原则是地质认识和勘探程度的综合反映。科学

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不同地区、不同层系油

划分和优选区带是每个勘探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

气富集程度，也预示着油气勘探的方向变化。对这种

从济阳坳陷勘探实践来看，随着地质认识不断深

差异性的把握是勘探认识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不同勘

入，勘探程度不断提高，勘探区带也是不断变化的。

探阶段勘探单元的变化正是地质认识与部署思路发展

济阳坳陷的勘探大致经历了 4 个历史阶段：第 1 阶段

的集中体现 [6-8]。

（1960—1982 年），主要以二维地震资料及相关技术为

当前探区尽管整体处于成熟勘探阶段，但不同层

手段，围绕东营凹陷、沾化凹陷、车镇凹陷、惠民凹

系之间在勘探程度、认识程度、资源发现程度上均存

陷等 4 个凹陷展开以背斜构造油藏为主要目标的区域

在较大的勘探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既是断陷盆地

勘探；第 2 阶段（1983—1995 年），以复式油气聚集带

石油地质特征复杂性的表现，也是由勘探主观认识规

勘探理论为指导，以三维地震资料及勘探技术为手段，

律共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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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 26 个二级构造带展开复式油气聚集带勘探；第 3

“层勘探单元”是指断陷盆地同一个构造层或构

阶段（1996—2012 年），以隐蔽油气藏勘探理论为指导，

造亚层中，具有相对统一的构造体系、沉积体系、油

以高精度三维地震资料及勘探配套技术为手段，围绕

气运聚体系的勘探地质单元。它既是一个具有相对完

26 个二级构造岩相带，开展以岩性、地层、复杂断块、

整的地质特征和成藏特征、带有相对完善的地质认识

潜山等多类型隐蔽油气藏为主要目标的区块勘探；第 4

和勘探技术体系的基本地质单元，也是一个具有相对

阶段（2013 年以来），以断陷盆地富油凹陷油气藏分布

统一的勘探思路、部署方案的基本勘探工作单元。
“层

有序性、差异性为指导，以叠前时间偏移或叠前深度

勘探单元”既是对成熟探区平面勘探区域的进一步聚

偏移高精度三维地震资料及重点领域勘探配套技术为

焦，更将勘探方向明确到纵向的某一个层系，使得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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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区域和方向更加精细化、具体化。
2.2“层勘探单元”划分方法
“层勘探单元”的划分应综合考虑成藏条件、勘
探程度、勘探理论技术、勘探思路、部署方案等多个
因素。纵向上要细分目的层系，平面上要细分勘探区
块。勘探工作具有延续性，勘探理论技术既继承又发
展。
“层勘探单元”的划分，原则上应在区块勘探单元
基础上进行划分。
2.2.1 平面细分勘探区块
平面勘探单元划分尺度决定了对区带认识的精细
程度。勘探单元是具有相对独立的构造体系、沉积体

石油勘探与开发

系和油气运聚体系的地质单元，是可进行相对统一的
勘探研究和工作部署的基本工作单元。勘探单元的划

分应充分考虑构造体系、沉积体系、输导体系等要素，
此外，还应考虑勘探程度的差异。

以埕岛地区为例，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大型潜山

披覆构造带（见图 2）。西部以埕北断层为界，北部和
东部为探区边界，南部以埕北 15 断层为界与桩西洼陷
分隔，是一个典型的披覆背斜构造带。其西靠埕北凹
图2

陷、东临渤中凹陷、北部为沙南洼陷、南部为桩西洼
陷，油气成藏条件优越。多年来，作为 1 个复式油气
聚集带开展勘探。依据构造体系、成藏体系、沉积体
系、勘探程度可将埕岛地区划分为 3 个勘探单元：埕岛

表1

埕岛地区勘探单元划分图

济阳坳陷不同勘探历史阶段各凹陷勘探区带对比表

凹陷/地区

构造油藏
复式聚集带-隐蔽油
阶段区带个数 气藏阶段区带个数

当前阶段区带个数
勘探单元 层勘探单元

第三系整体披覆于前古近系之上，油源条件优越，是

东营凹陷
沾化凹陷
车镇凹陷
惠民凹陷
滩海地区

1
1
1
1
1

4
8
2
7
5

20
20
9
11
12

93
103
39
39
31

埕岛地区油气最富集的区带。新近系河道砂是主力勘

小计

5

26

72

305

低凸起、埕岛南部断裂带、埕岛东部斜坡带（见图 2）。
其中，埕岛低凸起为披覆背斜主体区，构造相对单一，

探对象，勘探程度较高，古近系、中生界、古生界、
太古界也有发现，但勘探程度均较低。埕岛东部斜坡
带构造也相对简单，但勘探目的层主要以古近系为主，
以地层、岩性油藏为主；由于埋藏较深，导致勘探程
度较低。埕岛南部断裂带构造复杂，断块众多，油气
资源相对丰富，勘探目标以新近系河道砂、中生界碎

组—明化镇组，断陷初始期孔店组—沙四下，断陷鼎盛
期沙四上、沙三段、沙二段，断陷萎缩期沙一段—东营
组，裂陷期中生界、古生界，基底层太古界等 9 套主
要目的层。按照勘探程度及油气发现程度划分，新近系
馆陶组—明化镇组、古近系沙四上、沙三段、沙二段为

版权所有

屑岩潜山、古生界碳酸盐岩潜山为主。总体来看，不
同勘探单元构造体系不同、主力勘探目标沉积体系不
同、油气成藏也存在差异。

阳坳陷已发现的 12 套含油气层系可划分为拗陷期馆陶

当然，对于勘探程度较低、成藏体系相对独立的外

勘探成熟层系，沙一段—东营组为高钻遇、低认识程度
层系，古近系孔店组—沙四下、中生界、古生界，太古
界为低勘探程度层系：馆陶组—明化镇组勘探程度高，

围小洼陷或凸起区，如里则镇洼陷带、流钟洼陷带、青坨

主要发育河流沉积体系，埋藏浅，物性好，是效益勘探

子凸起等，可作为一个整体，便于区域地质研究和部署。

的重要方向，油气成藏模式以箱外“网—毯式”运聚

按此办法，可将济阳坳陷划分为 72 个区块勘探单

为主；沙四上为主要生烃层系，主要发育近源扇体及

元（见表 1）。

湖相沉积，如陡坡近岸水下扇、缓坡滩坝砂岩沉积，

2.2.2 纵向细分目的层系
不同勘探层系，勘探程度、构造体系、沉积体系、

油气成藏模式以箱侧砂砾岩扇根封堵成藏、箱侧滩坝

成藏体系、勘探技术、部署思路等存在一定差异。济

积体系类型多样，既发育长轴三角洲—浊流沉积体系，

砂“三元”控藏为主；沙三段为断陷鼎盛期沉积，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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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发育短轴近岸扇体沉积体系，油气成藏模式以箱内
浊积岩隐蔽输导控藏模式、箱侧砂砾岩扇根封堵成藏
模式等为主；沙二段以三角洲平原—河流沉积体系为
主，油气成藏以构造控藏模式为主；沙一段—东营组
为断拗过渡期沉积层系，主要发育湖相碳酸盐岩、远
源三角洲沉积体系，远离生烃层系，储集层、圈闭控
制油气藏规模与富集程度，钻遇程度高，但整体认识
程度较低；孔店组—沙四下主要为咸化环境沉积，沉
积体系类型与断陷期相似，但由于顶部盐膏层发育，
反而具有相对独立的含油气系统；中生界主要发育陆
相碎屑岩沉积体系，局部发育火山岩，古生界则主要

石油勘探与开发

发育下古生界海相沉积体系和上古生界的海陆过渡相
沉积体系、太古界则主要为片麻岩潜山，目前认为中

生界、古生界、太古界主要为新生古储型含油气系统，
勘探程度低。

构造部位、沉积储集层、成藏模式的不同，决定

了不同勘探目的层系勘探部署思路、勘探技术手段的
差异，这也是造成不同层系勘探程度存在差异的原因。
但不同构造部位的地层发育及展布也存在差异（见图
3）。应根据勘探单元的实际情况，确定勘探目的层系。

图3

埕岛及周边地区油藏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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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层勘探单元”划分
勘探目的层与勘探单元的合理匹配，即为“层勘
探单元”。仍以埕岛地区为例，根据勘探单元内勘探目

的层系情况，可划分出 9 个“层勘探单元”，分别为：
①埕岛低凸起新近系，②埕岛低凸起古近系（主要为
沙一段—东营组），③埕岛低凸起中生界，④埕岛低凸
起古生界，⑤埕岛低凸起太古界，⑥埕岛东斜坡古近
系（沙一段—东营组），⑦埕岛南部断裂带新近系，⑧
埕岛南部断裂带中生界，⑨埕岛南部断裂带古生界（见
图 4）。

图4

埕岛地区“层勘探单元”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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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方法，初步将济阳坳陷 72 个勘探单元划分为

新的资源评价结果的情况下，
“层勘探单元”资源量应

305 个“层勘探单元”（见表 1、图 5）。以“层勘探单

该以当前公认的资源评价结果为依据，正演和反演相

元”作为基础，开展剩余资源评价及高效勘探方向优

结合进行劈分。具体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①“层勘

选，可为勘探精细评价和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探单元”资源量必须大于其已发现的储量之和；②“层
勘探单元”资源量应考虑储量探明区外“出油点”资
源量、储备圈闭资源量及未评价区可能资源量；③须
结合“层勘探单元”所在区块已形成的油气成藏及富
集规律的基本认识及近中期勘探需求，如主力富油气
“层勘探单元”、次要增储“层勘探单元”、可能增储
“层勘探单元”应区别对待；④须考虑“层勘探单元”
探井密度、资源发现程度。因此，
“层勘探单元”资源

石油勘探与开发

量等于“层勘探单元”已探明储量、控制储量、预测储
量与含油气圈闭资源量、储备圈闭资源量、未评价区可
能资源量之和。而“层勘探单元”剩余资源量等于“层
勘探单元”资源量减去已探明储量与控制储量之和。

图5

济阳坳陷不同凹陷“层勘探单元”划分柱状图

遵循以上原则和方法，对济阳坳陷 305 个“层勘

由于陆相断陷盆地的复杂性，不同含油层系在平

探单元”进行了资源量计算，明确了济阳坳陷剩余资

面上的分布是不均一的。据统计，济阳坳陷几乎没有

源量的分布。整体来看，
“层勘探单元”剩余资源规模

一个区块能够涵盖所有的含油气层系。因此，
“层勘探

大于 1 000×104 t 的有 147 个、剩余资源丰度大于 20×104

单元”划分的总数不是含油气层系的数量与区块数量

t/km2 的 19 个。仍然具有较大剩余资源基础和较高的剩

的简单乘积，而要与勘探实践相结合进行合理划分。

余资源丰度，但不同层系存在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
“层勘探单元”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根
据勘探实践变化而动态变化的：针对主力增储凹陷勘

4 高效“层勘探单元”优选

探程度相对较高的、具有多个勘探目的层系的，不同

高效勘探的前提是选准高效“层勘探单元”。所谓

层系间勘探程度、成藏条件存在较大差异的复式油气

“高效”是指发现的资源有较高经济效益，依靠当前

聚集区可细分至每一个层组，甚至在层组内可以进一

的勘探理论技术即可实现动用，地面条件允许（在经

步细分至段、亚段，如济阳坳陷沙河街组，自下而上

济日益发达的东部地区尤其显得重要），其中经济效益

可划分为沙四段、沙三段、沙二段、沙一段，而沙四

是前提，技术适应是关键，地面条件允许是基础。因

段又可划分为沙四下、沙四上；而勘探程度较低的、

此，需要开展“层勘探单元”剩余资源的综合评价优

或者具有单一勘探目的层系或者勘探层系间差异较小

选，具体方法如下。

的探区可根据勘探实践需要进行粗略划分，如里则镇

第 1 步，经济风险评价。不同勘探程度“层勘探单

洼陷，由于其勘探程度较低，据目前的认识，仅划分

元”其勘探的目的也不同，应区别对待。增储领域以商

出沙四上 1 个“层勘探单元”。从勘探发现的角度来讲，

业发现为重心，注重落实资源品质及商业油流率，可应

“层勘探单元”相对于开发单元要粗一些，但较勘探

用平衡油价和商业油流标准两个指标进行评价；突破领

区带、区块要精细，是相对适当的成熟探区勘探研究

域以资源发现为重心，注重资源潜力及其在勘探领域

和管理决策的工作基础。

的带动意义，评价时应考虑资源规模和工业油流标准

版权所有

3“层勘探单元”剩余资源潜力评价

两方面因素。经过经济评价，从济阳坳陷 305 个“层
勘探单元”中筛选出 103 个有效益的“层勘探单元”。

成熟探区“层勘探单元”的勘探价值取决于其剩

第 2 步，理论技术风险评价。
“十一五”以来济阳

余资源量及经济性，其次是当前的理论技术及地面条

坳陷勘探实践表明，储集层因素、圈闭因素、输导因

件是否适合勘探开发。

素及构造部位低是造成探井失利的主要原因。这里面

“层勘探单元”的基础是“区块”，因此，其剩余

有地震资料品质原因，有沉积储集层发育规律、油气

资源潜力评价应在区块资源分析基础上展开。在没有

成藏及富集规律认识的原因，也有地球物理技术预测

2018 年 6 月

宋明水 等：成熟探区“层勘探单元”划分与高效勘探

表2

方法的原因。由此可见，
“层勘探单元”勘探目标地质
规律的认识是否可靠或目前的勘探技术是否适应，直接
关系到勘探目标落实程度及探井成功率。地质认识的可
靠性应主要考虑“层勘探单元”烃源岩、沉积体系及
有效储集层发育规律、油气藏类型及富集规律等因素。
地球物理技术适应性应主要考虑资料品质对目标的可
识别能力、地球物理方法合理性、对勘探目标的识别精
度以及勘探实际应用符合率等因素。地质认识可靠性、
地球物理技术适应性可根据不同影响因素进行分级赋
值定量评价（见图 6）。通过初步评价，103 个经济有
效益的“层勘探单元”中，理论技术可行的有 92 个。

序
领域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增
24 储
25 领
26 域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525

济阳坳陷“层勘探单元”优选评价表
层勘探单元

油藏类型

盐家—永安镇沙四上
岩性
利津断裂带沙四上
岩性
胜坨断裂带沙四上
岩性
盐家—永安镇沙三段
构造-岩性
车西北带沙三段
岩性
渤南北带沙三段
构造-岩性
滨县凸起周缘沙三段
构造-岩性
沙四
大王北北带沙三段
岩性
上—
套儿河北带沙三段
岩性
东营
垦西沙四上
构造-岩性
组
垦西沙三段
岩性-构造
（构
大王庄沙四上
岩性-构造
造转
江家店—瓦屋沙三上
构造
换
肖庄沙三段
构造
带）
陈官庄—王家岗沙四上
构造
商河沙四上
构造
义和庄凸起沙四上
构造-岩性
陈官庄—王家岗沙二段
构造
商河沙二段
构造
胜坨沙二段
构造
大王庄沙二段
构造
邵家—四扣沙四上
岩性
渤南沙三段
构造岩性
沙四
牛庄沙三段
岩性
上—
江家店瓦屋沙三段
构造-岩性
东营
民丰洼陷沙三段
岩性
组
渤南洼陷沙二段
岩性
（沉
博兴洼陷沙二段
岩性
积储
博兴洼陷沙一段
岩性
集层
广利沙二段
构造-岩性
复杂
大王庄沙一段
构造-岩性
带）
滨县凸起周围沙二段
构造-岩性
垦西沙二段
构造-岩性
青坨子周缘沙三段—馆陶组
地层
沙四 陈家庄北坡东段沙三段—
地层
馆陶组
上—
钱官屯沙河街
地层
东营
组
高青地区沙三段—沙一段
地层
（地
义和庄凸起周围
地层
层突
沙二段—沙一段
变 孤北南斜坡沙三段—沙二段
地层
带）
王家岗地区沙三段
地层
柳桥—草桥沙三段
地层
埕岛地区主体东、西翼馆陶组 构造、岩性
明化
桩海地区馆陶组
构造油藏
镇组
垦东北部馆陶组
构造油藏
—馆
垦东东部馆陶组
构造油藏
陶组
三合村地区馆陶组
构造、岩性
青城凸起上古生界
潜山
陈官庄—王家岗上古生界
潜山
尚店平方王下古生界
潜山
套尔河下古生界
潜山
古生
大王庄下古生界
潜山
界
车西北带古生界
潜山
（潜
义北下古生界
潜山
山）
陈家庄凸起北坡东段下古生界
潜山
埕岛潜山下古生界
潜山
垦东潜山下古生界
潜山
长堤潜山下古生界
潜山
尚店—平方王地区沙四下 他源构造油藏
博兴洼陷带沙四下
他源构造油藏
陈官庄—王家岗孔店组—
自源凝析油藏
沙四下
孔店
盐家—永安镇沙四下
自源凝析油藏
组—
沙四
义 176—渤深 4 沙四下
自源凝析油藏
下
广利—青南孔一段
自源凝析气藏
东营中央带孔二段
自源凝析气藏
利津沙四下
自源凝析气藏
大王北沙四下
他源构造油藏

理论 “十三五”后
技术 3 年增储规模/
可靠
104 t
性评 控制 预测
价 储量 储量
Ⅰ 1 000
Ⅱ1
500
Ⅱ2
300
Ⅰ
500
Ⅱ1
500
Ⅰ
300
Ⅰ
300
Ⅱ1
300
Ⅱ1
300
Ⅱ2
500
Ⅱ2
500
Ⅰ
300
Ⅰ
300
Ⅱ1
400
Ⅰ
400
Ⅱ1
300
Ⅰ
300
Ⅰ
300
Ⅰ
200
Ⅰ
100
Ⅰ
500
Ⅱ2
600
Ⅰ
500
Ⅱ1
500
Ⅰ
300
Ⅰ
300
Ⅱ1
500
Ⅱ1
400
Ⅱ2
300
Ⅱ1
300
Ⅱ1
300
Ⅱ1
200
Ⅱ1
200
Ⅱ1
700 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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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增储领域分类优选评价模板

第 3 步，地面条件评价。中国东部陆相断陷盆地
多处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随着勘探的不断深入，
经济社会发展更快，城镇更密集，地面条件更苛刻。
此外，国家对自然环境保护力度加大，也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勘探开发空间。济阳坳陷东部临海，陆地主体
为山东省东营市、滨州市等经济发达地市，地面环境
受限区主要包括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海域功能区、
城市开发区、养殖区、机场、车站等城市功能区划。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突
56
破
57
领
58 域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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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价，92 个“层勘探单元”中有 66 个地面条件
有利，见表 2。综上所述，这 66 个“层勘探单元”应
作为济阳坳陷高效勘探重点评价对象。

5“十三五”高效勘探领域

以上优选出的 66 个“层勘探单元”，从勘探领域
上分类，主要包括馆陶组—明化镇组、沙四上—东营
组、古生界潜山、孔店组—沙四下等 4 大领域。根据
勘探程度及认识程度的不同，进一步细分为近期增储
和预探突破两个层次。

60
61
62
63
64
65
66

Ⅱ1

600 1 500

Ⅱ1
Ⅱ1

500 1 000
300
500

Ⅰ

300

500

Ⅱ1
Ⅰ
Ⅱ2
Ⅰ
Ⅰ
Ⅰ
Ⅰ
Ⅱ2
Ⅱ2
Ⅱ1
Ⅱ1
Ⅱ1
Ⅱ1
Ⅱ1
Ⅱ1
Ⅱ1
Ⅱ1
Ⅱ1
Ⅱ1
Ⅰ
Ⅰ

200
200
200
1 500
1 500
2 000
1 000
400
500
400
500
200
300
1 000
300
300
2 000

500
400
400
2 000
3 000

1 500
1 000
1 000
500
500
2 500
500
500
1 000
500
500

300
200

Ⅱ1

1 000

Ⅱ1
Ⅱ1
Ⅱ1
Ⅱ1
Ⅱ1
Ⅱ1

1 000
8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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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方向。主探自源体系的凝析油气藏，兼顾他源体

沙四上—东营组、馆陶组—明化镇组勘探程度、
认识程度较高，一直是济阳坳陷增储主要领域。
沙四上—东营组是济阳坳陷主力断陷期发育的层
系，是主力烃源岩发育层系，也是当前主力增储层系，

系的构造油气藏，评价出广利—青南孔店组、盐家—
永安镇沙四下等 9 个有利“层勘探单元”。

6 结论

勘探程度高。但储量间“空白区”面积仍有 4 100 km2，

断陷盆地成熟探区开展“层勘探单元”尺度的精

占储量包络线内面积近一半，
“空白区”中有大量未上

细划分和高效勘探方向优选评价，可进一步聚焦效益

报储量的油流井，是潜力增储区。勘探实践表明，主

勘探目标，从源头上降低勘探风险，提高勘探成效。

力断陷期，盆地内沉积体系、输导体系、流体压力具

“层勘探单元”既是断陷盆地高勘探程度阶段的勘

有连续有序分布特征，决定了油气藏类型具有从洼陷

探工作基本单元，也是具有相对完整的构造、沉积及油

到斜坡依次发育岩性、构造-岩性、构造、地层油气藏

气运聚体系的基本地质单元，反映了客观地质条件与

的有序分布特征；不同二级层序内油气藏类型也具有

主观认识的相对统一，为老区精细勘探提供了新思路。

石油勘探与开发

类似有序性分布特征，这种有序性有效指示了勘探“空

“层勘探单元”剩余资源量合理劈分、剩余资源

白区”的油气藏类型 [9-12]。储量“空白区”主要分布于

经济效益评价、当前已形成的地质模式与勘探技术对

构造转换带、沉积储集层复杂带、地层突变带，分别

“层勘探单元”剩余资源中蕴含勘探领域目标的适应

发育复杂断块类、复杂岩性类、地层类为主的油气藏。

性评价及地面工程技术评价等构成了“层勘探单元”

经评价，这 3 类“空白区”中，41 个有效“层勘探单

高效勘探方向优选评价工作的基本内容。

元”有望为“十三五”贡献储量规模 2.1×108 t 以上。

对济阳坳陷开展“层勘探单元”划分与高效勘探

馆陶组—明化镇组是济阳坳陷拗陷期发育的层

方向预测研究，将济阳坳陷划分为 305 个“层勘探单

系，主要发育河道砂沉积，油藏埋藏浅、物性好，是

元”。优选评价出 66 个当前形势下有经济效益、地质

高效增储层系 [13]。大型披覆构造带主体勘探程度高，

认识相对可靠、技术相对适应、地面条件允许的有效

当前勘探重点是披覆构造带翼部，砂体薄、油气充满

“层勘探单元”，为济阳坳陷“十三五”勘探提供了决

度较低，需逐个描述砂体，并进行含油气检测。经优

策依据。

选评价，埕岛地区、桩海地区等 5 个“层勘探单元”
有望贡献储量规模 1.1×108 t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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