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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oil and gas ge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Qiaokou Structural Zone in Dongpu Depression,
the oil and gas geologic reserves were obtained. The theory and technical method of reservoir
forming dynamics were used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condition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forming
dynamics and regularity of oil and gas enrichment in the area. The mode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formation and it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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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东濮凹陷桥口构造带油气地质特征，为获得油气地质储量，应用成藏动力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对区
域内油气成藏动力学条件、油气富集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分析了油气成藏模式和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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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油气地质概况
桥口构造带位于东濮凹陷黄河南探区中央隆起带北端，是受兰聊和黄河断层控制的继承性背斜构造，
包括桥口和新霍两个构造，东西宽约 10 km，南北长 20 km，面积约 200 km2。东临葛岗集洼陷，北东倾
没于前梨园洼陷，西与海通集洼陷相邻，是多个洼陷中间的隆起带，形成多源供油、供气的态势，为沙
河街组一段，二段下亚段，三段上、中、下亚段均含油气的油气富集区[1]。

2. 油气成藏动力学特征
2.1. 地温场特征分析
根据实测地温资料[1]可以发现，桥口地区的地温梯度在 3.0℃/100 m 以上，地表温度约为 14.6℃。
桥口构造的地温梯度稍高，约 3.42℃/100 m (图 1)，新霍构造的地温梯度比桥口构造稍低，约为 3.08℃/100
m。同时，由于局部断层活动和局部热的封隔体的存在，地温梯度呈现复杂的分布格局，从隆起 → 洼
陷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

2.2. 压力场特征分析
桥口地区的压力场垂向上分为 3 套：沙河街组一段~三段上亚段，为常压系统，压力系数多数分布在
0.96~1.06 之间；沙三段中亚段为过渡带，压力系数为 1.06~1.3 左右；沙三段下亚段为高压异常带，压力
系数普遍大于 1.3，局部压力系数达到了 1.5。平面上，由于断层活动的复杂性与多期性，形成有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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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平面分布特征：东部，沙三段下亚段的异常高流体压力场中形成高压异常带；中部，沙三段中亚段
压力过渡带系统中的流体压力介于高压异常带和正常流体压力系统之间；西部，常压流体系统中形形成
正常压力系统(图 2)。

Figure 1. The relation of temperature-depth in Qiaokou structure
图 1. 桥口构造温度–深度关系图

Figure 2. The vertical variation of pressure system in Qiaokou Area
图 2. 桥口地区压力系统垂向变化

2.3. 流体势对油气分布的影响
沙二段下亚段、沙三段上亚段流体来自于前梨园和葛岗集次洼，油气从洼陷向构造顶部运移，油源
充足[2] [3]。在靠近洼陷的地方，原油密度自东向西变小，进入断层发育带，原油密度自东向西变大；沙
三段中亚段主流体来自于葛岗集次洼，由于李屯断裂的控制，大量油气不能穿过断层向构造高部位运移。
因此，油气主要来自于次流体方向，即从孟岗集次洼向构造高部位运移，由于次流体的势能小，流体运
移速度缓慢，因而沙三段中亚段含油面积和丰度均不及沙二段下亚段和沙三段上亚段。沙三段下亚段的
油气大部分来自于东北方向的前梨园次洼(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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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distribution of fluid in Qiaokou Area
图 3. 桥口地区流体分布图

2.4. 油气运移输导体系分析
通过对桥口地区流体输导网络的分析认为，区内断层、砂体及层序界面构成三维输导体系网络，存
在沿黄河断层展布的断层–岩性输导脊、沿李屯断层和玉皇庙断层展布的断层-岩性输导脊，对油气由洼
陷向构造高部位的运移提供了良好的通道。在以岩性与层序界面输导体为主的地区，油气以面状运移为
主，在构造-岩性输导脊部位，油气以脊状运移为主，油气在桥口构造高部位聚集，并在构造东部形成天
然气气藏(图 4)。

Figure 4. The sketch of plane arrangemen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Qiaokou Area
图 4. 桥口地区输导体系平面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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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藏模式及油气分布特点
3.1. 成藏模式
桥口构造为洼中低隆起，聚集了来自周围多个洼陷地油气资源。桥口构造带复杂的断裂系统、砂体
及层序界面为油气的运移提供了良好的输导通道，油气沿输导通道(断层、砂体、层序界面等)由洼陷向构
造位置较高的桥口构造带运移，遇到有利圈闭则形成油气藏，或继续向上倾方向运移，纵向上沿断层向
浅层运移，直至封堵条件好的圈闭中形成油气藏。
东营运动是整个东濮凹陷的一次主要的油气运移时间，油气主要是沿断层向上部层系运移[4]。东营
运动后是油气二次生成和运移期，生成的油气主要沿生油岩在层系内的低部位向构造高部位运移，在环
绕生油洼陷较近的圈闭中形成背斜油气藏和断鼻油气藏。

3.2. 油气藏特点及油气分布规律
该区的玉皇庙、桥东、新东断层大多数时间具有开启性，为东部洼陷生成的油气向构造顶部、翼部
运移的通道[4] [5]。黄河二级、李屯断层系列西倾配套断层具有封堵性，能使大量油气在断鼻圈闭内聚集
起来，形成有工业价值油气藏。受断层多、断块小、含油气层系多等因素影响，桥口构造形成复杂断块
群油气藏，其特征表现为：垂向上含油层系多，纵向上油层分布受断块控制，主要为沿断层上升盘呈“刷
子型”分布的成藏模式，即具有逢油必断，高点富集，油层分布范围小，垂向上多套油水系统，平面上
叠加连片的特点。
从圈闭评价情况来看，二级断层控制着油气的分布，不同断块含油层系不一样，富集程度也不一样。
油气差异聚集明显，构造高部位油气聚集最好，为油藏，腰部次之，为油气藏，低部位差，为气藏。

4. 结论
1) 桥口构造区油气资源丰富，运移通道良好，在构造高部位及浅层圈闭有利区易形成油气藏。
2) 区内的油气分布具有逢油必断，高点富集，油层分布范围小，垂向上多套油水系统，平面上叠加
连片的特点。依据构造部位的由高至低，依次发育油藏、油气藏、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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