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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临南洼陷是惠民凹陷的生烃中心, 临邑断层作为临南洼陷的主控断层对油气的运

移和聚集起着重要的作用, 弄清临邑断层的封闭性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断层封闭性的主

要因素有断层的力学性质 、几何性质 、断面所受正应力 、断层两侧的界岩关系以及泥岩涂

抹系数 5个方面。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影响断层封闭性的 5 个因素进行了定量评价,

结果表明,影响本区断层封闭性最重要的因素为主应力性质, 其次为断层两侧界岩关系以

及泥岩涂抹因子。临邑断层整体上都具有很好的封闭性, 但在不同的层位和空间位置上

封闭性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沙河街组的封闭性相对最好,馆陶组次之, 东营组最差;空间

上西段的封闭性相对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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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南洼陷是惠民凹陷中的一个次级洼陷, 是

在古生代地台基底基础上形成的, 古近纪临南洼

陷属于裂陷盆地,发育了众多的断层,其中临邑断

层和夏口断层是控制洼陷的边界断层。临邑断层

是区内主导性的大断裂, 断距最大可达2 900 m,

多在 1 500 m 左右 。断层呈现向东撒开, 向西收

敛的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雁列特征,反映出右旋走

滑的特征 。作为主控断层,临邑断裂控制着洼陷

内沉积物可容空间的变化,沉积作用和沉积相带

的分布对洼陷内矿产的形成和分布起着重要的作

用,尤其对油气的生成 、运移 、聚集和保存起着直

接的控制作用(图 1) 。本文从模糊数学的角度定

量地对临邑断层的封闭性进行了评价, 这对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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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勘探开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影响断层封闭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根据对

研究区资料的掌握,本文对临邑断层的封闭性从

图 1　惠民凹陷构造单元划分

Fig.1　Structural units o f Huimin Depre 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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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性质 、几何性质 、断面所受正应力 、断层两侧

的界岩关系以及泥岩涂抹系数 5个方面进行综合

评价 。

综合评价[ 8, 11] 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流程:

( 1)建立数学模型　即由断层的力学性质 、断

层的几何性质 、断面所受主应力 、断层两侧的界岩

关系 、泥岩涂抹系数 5种因素组成评价因素集合:

U={U 1 , U2 , …,U 5}

式中:U i ( i=1, 2, …, 5)为评价因素;

( 2)建立单因素的评判矩阵　这主要是根据

专家知识结合研究区实际,采用隶属函数获得,隶

属函数有两种形式:

①离散隶属函数:

μ( x) =μ(0, μ1 , μ2 , …, 1)

其中 0<μ1 , μ2 , …, μm <1 。

②连续隶属函数:

μ( x) =f ( x)

对于定性指标,如断层两侧岩性配置关系 、

力学性质等, 采用离散隶属函数确定各单因素

评判隶属度;对于定量化指标, 如断面所承受的

正应力等采用连续隶属函数计算各单因素评判

隶属度 。

( 3)建立权重向量　应用判断矩阵分析法构

造出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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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Matlab软件计算出 B矩阵的最大特征

值λmax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如下:λmax =5.510 6,

ξ=( 0.560 1, 0.034 3, 0.090 4, 0.207 1, 0.108 2)

其中特征向量中的每一项对应着评价因素集

合中每一项对断层封闭性的影响程度, 可以明显

看出决定本区断层封堵程度的最重要的因素为断

层的力学性质, 较重要的因素为断层两侧岩界关

系以及泥岩涂抹因子, 而断层走向与现今最大水

平主应力的关系对本区断层封闭性的好坏影响

不大 。

综合评判的最终结果是一模糊子集:

B=( b1 , b2 , …, bn)

b j =( a1×r1 j ) +( a2×r2 j ) +Λ+( an×rnj ) ,

( j=1, 2, Λ, n)

式中:bj为所研究断层对等级U j的隶属度, 最终

采用最大隶属度判别准则对断层封闭程度进行综

合评价,即 bj值越大, 断层封闭性越强, 但最大值

不超过 1。

1　临邑断层封闭性的单因素分析

1.1　断层的力学性质

断层承受应力及力学性质是使断层具有封闭

性的必要条件。断层的力学性质一般可分为压

性 、压扭性 、扭性(走滑) 、张性 、张扭性等 5种类

型。实践证明,走滑断层(扭断层)具有比张性断

层和压性断层更为重要的作用, 它往往比张性断

层和压性断层更易封闭油气, 大量封闭油气的断

层都与扭动作用有关
[ 1, 2]
。

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 临邑断层表现为正断

层,同时伴有扭动的特征,这种局部的扭动构造对

油气的聚集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临南洼陷油气

富集的一个重要原因 。

1.2　断层的几何性质

临邑断层走向西段近N E向, 中段 EW 向,东

段近于 NEE向,因此, 不同的走向段表现出的封

闭性能是不同的 。现今应力状态下, 北东走向断

层与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近于垂直, 而东西走向

的断层与最大现今水平主应力方向斜交 。

根据最大主应力图分析, 研究区处在一旋扭

应力控制下, 致使断层呈现扭性特征 。最大主应

力方向基本上与临邑断层走向垂直, 只有中部部

分地区呈近于 50°斜交 。一般来说, 当现今最大

主应力方向与断层走向之间的夹角大于 67.5°时

封闭性最好, 67.5°～ 45°时较好, 因此, 从几何性

质方面来看,临邑断层的封闭性是较好的
[ 3, 4]
。

1.3　断面所受主应力

当断层承受张应力时就会张开,呈现开口状

态,这时断层成为油气运移的通道,如果要使断层

43



Marine Geo lo gy Frontier s　海洋地质前沿　　　　　　　　　　　2011 年 1 月　

侧向封闭,则断层承受较大的压应力,成为闭口状

态是断层封闭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确定断面上

应力的大小和性质对于揭示控油断层的纵向封闭

性极为重要。由于地下地质条件的复杂性,以及

岩性 、岩相的多变性,尤其是考虑到地下流体以及

温压的影响,这种定量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还处

于探索阶段。

断面所受正压力可通过公式计算获得, 公式

如下:

P=H(ρr-ρw ) ×0.009 876 cosθ

式中:P 为断面所受的正压力( MPa) ;

H 为断面埋深( m) ;

ρr为上覆地层的平均密度( g/cm3 ) ;

ρw为地层水密度( g/cm3 ) ;

θ为断面倾角(°) 。

上覆地层的平均密度通过沙泥比取平均的

方法确定,该区地层水的密度一般为 1.3 ～ 1.32

g/cm
3
。

应用以上公式计算得到的临邑断层不同层位

现今所受的正应力大小如图 2。

1.4　断层两侧的界岩关系

断层两盘的界岩关系即两侧岩性配置关系,

这是决定断层能否具有侧向封堵的重要条件之

一,尤其在较浅部位,断层力学性质为张性或张扭

性,断裂带厚度较薄或不能连续分布,断层两侧岩

石直接接触时,这一封堵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一

般认为,当断层两盘砂岩与泥岩对接时,断层封闭

性好;当砂岩与砂岩对接,且有相同或相近的排驱

压力时,断层封闭性差
[ 5, 6]
。

通过对研究区 9口井的岩性资料进行分析,最

终获得临邑断层两侧界岩关系的隶属度(表 1) 。

表 1　临邑断层界岩关系隶属度

Table 1　Degree o f member ship about lithologic

cha racters be tw een btater alboundary of Linyi Fault

层位 西段 中段 东段

馆陶组 0.75 0.87 0.71

东营组 0.71 0.77 0.73

沙河街组 0.72 0.78 0.81

1.5　泥岩涂抹系数( SSF)

泥岩涂抹就是糜棱岩化的碎裂泥岩进入发展

中的断裂带,在被削截砂岩层断面形成的一个较

薄的泥岩层。它只能在泥岩位移经过的断层部位

形成,其在空间上连续性的好坏集中反映在断层

位移的大小和断开泥岩层数及厚度的大小上, 即

断层位移越小,断开的泥岩层数越多, 厚度越大,

泥岩涂抹在空间上的连续性相对越好, 反之越

差
[ 7-9]
。

泥岩涂抹可以用泥岩涂抹系数来定量评价,

其算法如下:

fm =
L

∑
n

i=1
h i

　　L ≥H, 　　　( 1)

fm =
l

R m
　　L<H, 　　　　( 2)

式中:f m 为泥岩涂抹系数;

L 为断层断距( m) ;

hi 为被断层错开的第 i 层泥岩岩层的厚度,

i=1, 2, …, m, n;

n为被断层错开的泥岩层数;

H 为被断层错开的地层厚度(m) ;

Rm 为被断层错开的泥岩厚度与地层厚度的

比值 。

图 2　临邑断层不同时期断面所受正应力

Fig.2　Normal str ess to fault plane in diffe rent ev olutionary stages of Linyi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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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岩涂抹系数越小,泥岩涂抹层在空间上分

布的连续性越好,反之则越差 。一般认为,只要泥

岩涂抹系数小于 4, 其泥岩涂抹层就能保持在空

间上的连续性, 所形成的断层侧向封闭性就好;反

之,泥岩涂抹层在空间上分布不连续,断层的侧向

封闭性就差[ 10, 11] 。对研究区进行的系列泥岩涂抹

系数计算表明,各期的涂抹系数都小于 4(图 3) 。

图 3　各期泥岩涂抹系数曲线

Fig.3　Curves of mudstone smear facto r in different stages

2　评价结果及检验

在断层封闭性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基础上, 采

用模糊综合评判技术对断层的封闭性进行了综合

评判,得到结果如表 2 。

根据表 2评价结果, 结合本区的实际情况,一

般认为当评价结果大于 0.45时断层具有封闭性,

且其值越大,封闭性越强[ 12] , 因此,现今本区目的

层段的断层几乎均有不同程度的封堵性,但还是

有着一定得差异性的 。为判断评价结果的正确

性,我们可从已有的研究区油藏剖面中获得检验

(图 4) 。

　　从图 4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无论在横向展布

上还是在纵向不同层位上,该区油气非常富集,也

表 2　临邑断层综合评价

Table 2　Comprehensive evalua tion of Linyi fault

井号 馆陶组 东营组 沙河街组

临 4 0.837 0.866 0.864

临 18 0.799 0.82 0.875

盘 40 0.808 ——— 0.67

临 1 0.868 0.879 0.822

临 47 0.825 0.701 0.865

临 45 ——— 0.839 0.85

临 26 0.81 0.835 0.889

临 52 ——— 0.8 0.872

临 53 0.81 0.81 0.876

就可以证明,该区断层的封闭性很好,与之前模糊

评价得出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就证明了评

价结果的正确性。

综合评价结果认为, 临邑断层各目的层段均

具有较好的封闭性, 这是形成临南油田的至关重

要的因素,从层位上来说,东营组的封闭性相对要

差一些,沙河街组的封闭性应该更强;从空间位置

上来说,西段的封闭性要稍微差一些,但评价结果

都远高出了断层具有封闭性的最低值, 因此,临邑

断层的封闭性是相当好的 。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分析, 本文认为断层的封

堵能力与主应力的性质 、大小 、方向 、断层两侧的

界岩关系 、泥岩涂抹系数等因素有关,但在不同地

区其各自的作用是不同的 。临邑断层不同时期的

断层封闭性存在着差异,即使同一时期不同平面

位置上断层的封闭性也存在着差异, 从层位上

来说,东营组的封闭性相对差一些,从空间位置上

图 4　临南洼陷东西向油藏剖面

Fig.4　Oil reservo ir s f rom east to west in Linnan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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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临邑断层西段的封闭性不如东段 。断层在

研究区的目的层段都具有封堵性, 但封堵的油柱

高度存在差异, 这说明断层封闭性是决定油气贫

富的重要因素, 但不是唯一因素,油源是否充足对

油气的富集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评价结果

与实际勘探结果的比较可知, 该方法用于断层封

闭性的综合评价是可行的,它不仅综合的反映断

层封闭性,而且可以对断层封闭性进行定量评价,

较客观地反映断层的实际封闭能力 。然而,这一

方法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断层封闭性评价参

数的选取可能还不全面,各评价因素的权值分配

还需深入研究等, 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索和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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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FAULT

SEALING IN LINNAN DEPRESSION

LI Peng1 , N I Jinlong2 , YANG Songyue3 , YANG Huaizhong 1 , HU Desheng1 , ZHANG Yunpeng1

( 1 Facul ty of Earth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2 Shan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Deposit ional M ineraliz at ion & Sedimen tary Mineral s, Qingdao, 266510;

3 High er Educat ion Research Ins ti tu te of CUG, Wuhan, 430074)

Abstract:The Linnan depression is a center of hydrocarbon generat ion in the Huimin sag .The Liny i

fault, as the master faul t o f the Linnan depre ssion, play s an important ro le in the mig ration and accu-

mula tion of oi l and gas.Therefo re, i t i s critical to reveal the sealing capabili ty of the Linyi faul t.The

facto rs that af fect the faul t sealing mainly include the geometry and mechanical property of the fault ,

the no rmal st ress to the fault plane, the litho loy on the tw o sides of the fault and the shale smear rat i-

o .In this paper, w e used the method of fuzzy mathematics to quanti tatively evaluate the fault's sealing

capabili ty so as to find out the majo r contro l factors.Resul ts show that mechanical prope rty is the

most impo rtant facto r, and the li tholog y on the tw o sides o f the fault and the shale smear ratio are the

second.The Linyi faul t is in g eneral w ell clo sed, but there is difference in dif ferent st rata and places.

According to our calculation, the Shahejie Fo rmation is the best one in te rms o f sealing condition, the

Guantao Fo rmation the second and the Dongying Format ion the w orst.In space, the sealing condi tion

is bet ter in the w 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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