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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Bakr—Amer油田
古近系 Eoc组储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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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储层特征研究是评价碳酸盐岩储层物性 、寻找油气富集区和落实剩余油分布的基

础 ,通过对区域构造 、地层和沉积特征的研究 ,利用统计和数学方法对 Bakr —Amer油田

Eoc储层物性 、储集空间类型和控制因素进行了分析 ,认为受构造运动影响 ,储层在深部

残余厚度大 ,但物性相对也较差 ,以压实 、胶结和溶蚀作用为主。高部位残余厚度小 ,但受

风化 、淋滤和构造运动的影响 ,裂缝发育 ,储层物性好 ,以压实和溶蚀作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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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概况

Bakr —Amer 油田位于埃及东部 , 苏伊士湾

的西部海岸 ,是一个 NW —SE 向的狭长构造地层

圈闭 。南侧与 Gharib油田相连 ,在构造位置上属

于苏伊士断块中部(图 1)
[ 1]
。整个油区长约 13

km ,宽约 1 ～ 2 km ,东南部分(Bakr 区)大部分位

于陆上 ,而西北部分(Amer区)位于海上[ 2] 。

Bakr—Amer油田构造为一长轴 NNW向的线

性背斜 ,受基底地层隆起的影响 ,主要发育 2组相

向断层 ,这些断层属同期断裂 ,相互交织切割 ,构造

高部位断层发育。本区自下而上钻遇了前寒武系

花岗岩基底以及古生界 、中生界 、第三系及第四系

(表 1),受几次大规模构造运动的影响 ,区域上缺

失二叠系 、三叠系和侏罗系地层。整套沉积地层平

均厚度约1 620 m 。古近系始新统的 Eoc组是主要

含油层系 ,为海相碳酸盐岩沉积[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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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苏伊士湾构造区划

Fig.1　Tec tonic div ision o f the Suez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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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埃及 Bakr—Amer油田地层发育表

Table 1　St raligr aphy o f Bakr— Amer oilfield in Egypt

地质年代 地层 代表井 厚度/m

第四系 全新统 Pos t-Miocene Bak r-43 550

新
近

系

中新统

Zei t &
S outh Gh arib

Bak r-43 650

Nu llipore Bak r-83 90

L.Miocene Bak r-101 90
古

近
系

始新统 Eoc Bak r-10 200

古新统 Esna Bak r-16 16

上
白
垩
统

桑托阶

U.Sen Bak r-25 97

Br.L.M Bak r-25 60

Tu r1 Bak r-32 114

土仑阶
Tu r2 Bak r-12 100

Abu Qada Bak r-12 15

森诺曼阶 Tu r3 Bak r-12 77

古
生

界

石炭系

Nubia“A” Bak r-29 80

Nubia“B” Bak r-84 120

Nubia“C”&“D” Bak r-33 377

　　由于 Eoc 组沉积晚期发生了强烈的构造运

动 ,地壳抬升遭受剥蚀 ,构造高部位剥蚀严重 ,构

造低部位 Eoc组保留相对完整。

2　储层岩石学特征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分析 ,Eoc组储集层以海相

灰岩 、泥岩和白云岩为主。本文主要从岩心分析 、

测井资料及试井结果入手 ,对储层岩性 、储集空间

类型 、裂缝发育特征 、储层发育特征及其控制因素

进行了研究 ,总结了工区内 Eoc组储层及其储集空

间的地质特征。

Eoc组储层储集空间以孔隙和裂缝为主 ,根据

9口井 68块样品分析统计 ,其灰岩储集层孔隙度

为 20%～ 30%,渗透率为 0.1 ～ 5 mD之间(图 2)。

储层孔隙度和渗透率的相关性很差(图 3),研究表

明 ,碳酸盐储层的孔渗相关性同裂缝发育有一定关

系[ 4] ,Eoc储层孔渗相关性差 ,较低渗透率与高孔

隙度不匹配 ,可推断有裂缝发育。根据试井结果 ,

Eoc储层的压力恢复渗透率要远远高于岩心分析

结果 ,相对应样品 ,岩心分析渗透率只有 0.1 ～ 5

mD ,而压力恢复渗透率则高达60 ～ 1 700 mD ,也证

实了裂缝的存在 。从开发特征来看 ,Eoc储层稳产

期较长 ,一旦见水后含水上升快 ,同样可以说明裂

缝对开发效果起了明显作用(图 4)。

图 2　Eoc储层孔渗分布直方图

Fig.2　Histog ram o f po ro sity and

permeability of Eoc reserv oir

图 3　Eoc储层孔渗相关性

Fig.3　Re lation betw een por osity and pe rmeability

通过对储层孔隙度 、渗透率分析可以看出 ,储

集空间既有孔隙也有裂缝 ,属于双重介质储层 。

统计数据表明 ,裂缝的发育主要受断裂和岩性差

异的影响[ 5] 。区内钻井的玫瑰花图显示 ,裂缝的

主要发育方向为 NNE 向(图 5),同本区断裂的走

向一致 。NNE 向的裂缝以张性裂缝为主 ,发育在

构造高部位的储层中。部分发育的垂直断裂走向

的裂缝主要为压裂缝 ,在构造高部位和低部位的

储层中均有发育 ,但以高部位为主 。低部位储层

裂缝发育程度差 ,储集空间以孔隙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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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mer-04 井 Eoc层位开发特征

Fig.4　P roduction char acte ristics of Eoc rese rvoir f rom Well Ame r-04

图 5　Bakr油田 B-07井 Eoc储层玫瑰花图

F ig.5　Rose diag ram of Eoc r eser voir f rom We ll B-07

3　储层发育影响因素

3.1　沉积作用

沉积一方面控制着储层的原始展布特征 ,同

时沉积作用形成的灰泥岩组合将地层内流体封隔

开 ,影响储层的成岩作用和后期物性演化规律
[ 6]
。

此外 ,沉积对海相地层的控制还体现在对岩相的

控制上 ,区域地质资料表明 , Eoc组沉积时期 ,区域

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
[ 1]
,本区以局限台地沉积

为主 ,储层主要为灰岩与白云岩 ,岩性较脆 ,抗张强

度弱 ,构造应力下易于产生构造裂缝;本区海相碳

酸盐岩地层比较年轻 ,埋藏浅 ,具备原生孔隙。

3.2　构造运动

构造形态直接影响储层形成时期的展布特

征 ,同时 ,储层形成后发生的构造运动也是导致灰

岩储层裂缝形成和发育的重要因素
[ 7]
。本区经历

了复杂构造运动 ,在 Eoc 组沉积后 ,阿拉伯板块

开始与非洲板块分离 ,即“早 cly smic 运动”(Ro-

ber tson研究小组 , 1985),张应力导致断裂活动 。

接着裂谷区又发生了“中 cly smic 运动”和“晚

clysmic运动” ,断层再次活动并伴随大规模的隆

升或构造沉降
[ 1]
,使得碳酸盐岩地层极易产生构

造裂缝 。在剥蚀面附近 ,由于岩石长期经受风化

作用 ,形成大量淋滤孔及风化破裂缝 ,同时这里也

是构造应力释放带 ,易形成构造裂缝 。

3.3　流体性质和成岩作用

根据文献资料及分析化验结果 ,本区的成岩

作用主要有压实作用 、胶结作用 、溶蚀作用等[ 2] 。

受沉积环境影响的地层水是影响碳酸盐岩储层成

岩作用最根本的因素 ,它在纵向和横向分布上的

规律性影响着储层物性演变;地层流体作为各种

成岩作用发生的媒介 ,一方面决定着成岩作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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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阶段 ,另一方面也间接指示着成岩作用发生

的程度并受其影响
[ 8]
。它直接起着改善或者使储

层物性变差的作用。地下流体并非一成不变 ,正

是由于这种变化才使得各种成岩作用的发生成为

可能。地层流体的分布特征受到凹陷沉积 、构造

沉降和埋藏史的共同作用 ,受沉积格架限定的原

始封隔体系决定了地层水矿化度在整个地层格架

中的分布型式[ 8] 。

Eoc组储层地温梯度为 3.3 ℃/100 m ,压力

系数为 1.06 ,属正常的温压系统 ,地层水的矿化

度为 160 g/L ,而 Eoc组埋深在 500 ～ 1 200 m 左

右 ,地层水矿化度偏高。相对较高的矿化度一方

面是由于海相沉积的原生水造成的 ,也可能是由

于溶蚀作用造成的 ,酸性流体溶蚀了部分胶结物

和岩石颗粒 ,提高了地层流体中的盐度[ 9] ,因此 ,

这些深度段多对应次生孔隙发育带 ,储层物性相

对较好 ,孔隙度较高 ,大部分样品超过 20%。

由于 Eoc 组沉积后期地层抬升普遍遭受剥

蚀 ,特别是在构造高部位的储层中 ,溶蚀淋滤作用

形成的次生孔隙对改善储层物性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随着中新世海侵的影响 , Eoc组被上覆地层

封盖起来 ,但整体而言 , Eoc 组的埋深浅 ,而且形

成时期相对较短 ,结合地温和成岩作用判断储层

处于早成岩 B期到晚成岩 A 阶段 。

4　结论

(1)储层主要为灰岩 ,储集空间为原生孔隙 、

溶蚀次生孔隙和裂缝。

(2)受构造运动影响 ,储层在深部残余厚度

大 ,但物性相对也较差 ,以压实 、胶结和溶蚀作用

为主。高部位残余厚度小 ,但受风化 、淋滤和构造

运动的影响 ,裂缝发育 ,储层物性好 ,以压实和溶

蚀作用为主 。

(3)受 Eoc组沉积晚期地层抬升和中新世早

期海侵的共同影响 ,储层封闭性好 ,地层水矿化度

较高 ,次生溶蚀孔隙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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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OF LAKE SHORELINE FOR CHANG-8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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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ough lo cation of lake shoreline w as confirmed for the Chang-8 oil Fo rmation of the

Yanchang Fo rmation f rom Fengdikeng-Hongde area of Erdos basin , through the integ rated study o f

geochemical patterns of Fe element in combination w ith li tholog y , g rain size distribution , sedimentary

st ructures , fossils and st ra tig raphic sequences.Integrated info rmation f rom the region made it po ssi-

ble to precisely draw out the boundary betw een the braided river del ta plain and del ta f ront during the

period the Chang-8 oil Fo rmation w as deposi ted.The boundary , in fact , is clo se to the sho reline o f

the lake.The resul ts o ffered a reliable geo logical refe rence fo r palaeogeog raphic reconst ruction and are

very helpful fo r oi l and gas explo ration in the region.

Keywords:Ordo s Basin;delta lake shoreline;Yanchang Fo rmation;braided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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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LEOGENE

EOC FORMATION IN BAKR—AMEROILFIELD , EGYPT

WANG Yanhong
(Chin 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 (Beijing), Beijing 100083 , China;

Geological Sciences Research In sti tu te , Dongying 257015 , Shandon g , China)

Abstract:The study of reservoi r propert ies is signif icant fo r searching the hydrocarbon rich region and

remaining oil.The Eoc Formation of the Bakr —Amer Field , Egypt is characte rized by carbonate res-

ervoirs.Based on the research o f regional st ructure , st ratig raphy and sedimentary fea tures , statistical

and mathematical me thods are adopted to study the pet rophy sics , reservoi r space types and controlling

factors.A ffected by tectonic movements , the re sidual reservoir in the deepe r part i s thick , but the po-

ro sity is relatively low due to compaction , cementation and disso lution.In the uppe r part , how ever ,

the residual reserv oir has good reservoir proper ties , but is thin in thickness due to weathering , leac-

hing , disso lution and fracture g row th.

Key words:carbona te;reservoir space;contro lling factors;f luid properties;dia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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