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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L断裂带左旋走滑应力及Z火成岩体多期活动的综合影响,A 区块断裂系统

复杂.基于应力叠加程度的不同,研究区发育火山作用型和区域应力型２类断层.火山

作用型断层主要伴随Z岩浆侵入热事件形成,对气藏起调整过度的作用,破坏天然气成

藏;区域应力型断层主要由L断裂带左旋应力场派生出的３类断层组成,分别为 NW 向

张性走滑断层、NE和近SN 向压性走滑断层及 X型共轭剪切破裂断层,通过对钻井距断

层横向距离、砂岩厚度及气层厚度之间关系分析,认为该类断层对横向范围２km 之内起

适度调整的作用,而远离断层控制范围,对气藏调整的作用不足.可见断层输导能力对致

密气的纵向分布以及断层对储层物性的改造对致密气藏的横向展布均起到了重要的控制

作用,打破了一直以来沉积作用控制致密气成藏的局限认识,因此明确断层的成因机制及

控藏作用对鄂尔多斯盆地东北缘上古生界致密气的勘探开发具有关键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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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鄂尔多斯盆地是在古生代华北克拉通浅海台

地基础上发育起来的中新生代大型陆内叠合型残

留盆地[１Ｇ２],盆内构造稳定,地层变形微弱,断层不

发育[３Ｇ５].目前已经发现了苏里格、榆林及大牛地

等多个大型煤系气田[６Ｇ７].长期以来,盆地东北部

上古生界致密气藏的形成和分布都被认为主要受

沉积作用的控制,气藏类型以岩性气藏为主,断层

对上古生界致密气藏的控制作用不明显[８Ｇ９].前

人针对断层对致密气成藏的影响作用鲜有研究.
然而,随着油气田勘探开发进入后期阶段,断层的

输导能力对致密气的纵向分布以及断层对储层物

性的改造间接对致密气藏的横向展布均起到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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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控制作用,弄清断层的成因机制及其对致密

气藏的控制作用迫在眉睫.
然而鄂尔多斯盆地东北缘的 A 区块由于受

到多期构造应力场的作用造成其断裂系统复杂,
虽然 在 野 外 可 以 观 测 到 规 模 较 大 的 节 理 和

断层[１０Ｇ１２],但 是 在 剖 面 上 断 层 垂 向 断 距 通 常

＜１５m,地震上小于地震分辨率λ/４,属于微小断

层[１３Ｇ１６].本文通过分析区块周边 L断裂带产生

的局部应力场,理清区块内部小断层平、剖面特征

及形成机制,并分析不同成因下的小断层对致密

气成藏的控制和影响作用.

１　断层发育特征

１．１　区域断层特征

A区块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北缘晋西挠褶带

与伊陕斜坡的交界处,其断裂系统受东部L断裂

带及其诱发的北部 Y断裂带、Z岩浆侵入热事件

的共同影响(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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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A区块位置(左)及构造单元划分图(右)

Fig．１　LocationofblockA (left)andtectonicunitdivision(right)

　　L断裂带为印支Ｇ燕山期造山作用的产物,是
由一系列方向相近、性质相同,平行或斜列的逆冲

断层组成的基底深大壳型断裂,构成了鄂尔多斯

盆地与山西隆起的分界[１７Ｇ１９].L断裂带由南北两

段组成,南段由近平行的 NS向东倾断裂组成,倾
角约５０°~８５°;北段由NNE向雁行排列的西倾断

裂组成,倾角约６０°~８０°[２０].北段从加里东期开

始活动,古生代逐渐减弱;南段从海西期开始活

动,强度逐渐增大直至晚三叠世强度达到最大,以

东盘向西大规模高角度逆冲为主,并伴有剪切活

动;燕山期,南段强烈活动造成北段断裂再次活

化,在近南北向扭动及其派生的东西向挤压共同

作用下,南、北两段连为一体,呈左旋 NNE向的

雁行断裂系;喜山期由于应力反转,离石断裂带由

早期左旋变为右旋活动,但整体活动强度弱于左

旋运动时期[２０Ｇ２２](表１).A区块主要受L断裂带

北段的影响(图２).

表１　区域断层及Z岩体活动强度表

Table１　ActivityofregionalfaultandZmagmatism

　　Y断裂带位于区块北部,是１条断至基底的

NW 向正断层并伴有走滑性质的深大壳型断

裂[２３](图１).该断层在印支期开始活动并逐渐增

强,同 L断裂带活动强度一致,均在晚三叠世活

动最强(表１).鉴于 L断裂带产生的左旋应力

场,推测 Y断裂带为其产生的分支张扭断层.

Z火成岩体位于区块东部,平面上呈正向穹

窿型热力构造,是一套由侵入岩和喷出岩组成的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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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期碱性或偏碱性杂岩体[２４Ｇ２５].自三叠纪之后,

Z岩体经历了３期热力作用,分别为中三叠世表

浅层火山喷发型、中晚侏罗世—早白垩世中浅层

侵入型及晚白垩世表浅层火山喷发型.其中,中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为 Z 岩体的主要活动期

次[２６](表１).

图２　A区块断层综合特征示意图

Fig．２　FaultcharacteristicofblockA

１．２　区块断层特征

受L断裂带及Z火成岩体多期活动的综合

影响,A区块断裂系统复杂,且区块南北两区断层

发育差异性较大.
北区主要受L断裂活动的影响,北区东北部

断层发育规模较大,分别为 NW 向张扭断层及孤Ⅰ
号、孤Ⅱ号压扭断层.NW 向张扭断层纵向上断开

层位多,且断至地表,垂向断距小;平面上呈NW 向

平行侧列式展布,延伸距离较短,约３~２３km(图２
剖面a).孤Ⅰ号、孤Ⅱ号断层剖面上垂向断距离较

小,约１０m,倾向为东倾,且倾角较大近９０°;平面

上呈“Y”状组合形态,延伸距离约５０~８０km(图２
剖面b).北区西南部断层规模较小,剖面上多为

层间断层,断开层位少且断距离小,多＜５m,且倾

角大,大部分呈近９０°的特点;平面上断层规模小,
延伸长度约０５~３５km不等,断裂密度较低,约

００７~０１５条/km２,方向以近SN向为主,局部发

育NE及NW 向断层(图２剖面c).
南区受L断裂带的活动及Z火成岩热事件

双重应力共同作用,根据其影响程度的不同,将南

区分为平缓构造区和Z火成岩构造区２个构造单

元(图３).平缓构造区受L断裂带活动的影响较

大,断层以逆断层为主,部分伴有压扭走滑性质,
平面上断层之间关系复杂,有些相互平行,有些相

互斜交.断层发育规模小,延伸长度约 ０５~
５km不等,断裂密度较低,约 ０１８~０２０ 条/

km２,以近 SN 向为主,局部发育 NE、NW 及近

EW 向断层;剖面上断裂样式简单,多发育层间小

断层,垂向断距小,多＜５m,且倾角大,大部分呈

近９０°的特征(图２剖面d).Z火成岩构造区主

要受岩浆侵入作用的影响,造成地层穹窿,断层发

育规模相对平缓构造区较大,平面上呈弧形和放

射状展布,延伸约１~７km不等,且断层密度高,约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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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A区块南区山西组底面断层平面展布图(左)及山西组底面展布与地震相干剖面叠合图(右)

Fig．３　SpatialdistributionmapofbottomfaultsthroughtheShanxiFormationinthesoutherndistrictofblockA (left)

andsuperpositionmapoftheseismicdistributionandtheseismiccoherenceprofileoftheShanxiFormation(right)

３条/km２;剖面上断层断开层位较多,多断至地表,
垂向断距较大,约２０~４０km不等(图２剖面e).

２　断层成因机制

A区块断裂系统复杂,断层发育规模有大有

小,规模较大的断层主要为位于北区东北部的 Y
断层、孤Ⅰ号、孤Ⅱ号及 NW 向平行展布的正断

层;规模较小的断层主要位于北区西南部及整个

南区.
虽然断层发育规模大小不一,但是均为引起

L断裂带活动的区域应力场及Z岩浆侵入热事件

双重应力叠加作用的结果.其中,北区及南区平

缓构造区的断裂主要为 L断裂带左旋应力作用

的结果.在L断裂 NNE向左旋力偶的作用下,
会产生 NW 向挤压应力及 NE 向拉张应力.在

这两个应力分量的作用下,形成 NW 向正断层、

NE和近SN向逆断层、同向和反向共轭剪切破裂

(图４),分别对应Y张扭走滑断裂及北区北部

①—R剪切破裂;②—R’剪切破裂;③—T张破裂

图４　左旋力偶产生的走滑应变椭球体

(据文献[２７]修改)

Fig．４　StrikeＧstrainellipsoidproducedbyleftＧhanded

couple(modifiedafterreference[２７])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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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 向正断层、北区西南部及南区平缓构造区小

型断层、孤Ⅰ号及Ⅱ号断层,这类断层形成于晚三

叠世,受控于L左旋走滑应力机制.而南区Z火

成岩构造区的断层主要受岩浆侵入作用的影响,
形成于Z岩浆活动的主力活动时期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呈环Z火成岩体弧形和放射状展布.
鉴于北区西南部及南区距L断裂带距离的差异,
北区西南部约７５km,南区约２５km,造成北区较

南区断层发育规模更小,构造幅度更低,构造样式

更简单(图２).

３　断层控藏作用

通过区域地质研究及邻区已钻井揭示,A 区

块上古生界缺失志留系、泥盆系及下石炭统沉积

地层,主要为上石炭统—二叠系沉积,自下而上依

次为上石炭统本溪组(C２b)、下二叠统太原组

(P１t)和山西组(P１s)、中二叠统下石盒子组(P２x)
和上 石 盒 子 组 (P２s)以 及 上 二 叠 统 石 千 峰 组

(P３s).烃源岩为本溪组、太原组和山西组的煤系

地层,类型以Ⅲ型干酪根为主,且达成熟阶段,有
利于天然气形成;储层为低孔低渗型致密砂岩储

层.
鉴于当前 A 区块南区较北区的勘探程度更

高,重点针对南区断层对致密气藏的影响进行具

体分析.南区断层整体以 NE和近SN 向压性走

滑断层为主,根据区域应力及Z岩浆侵入热事件

影响程度的不同,将其分为火山作用型和区域应

力型两类断层,火山作用型断层位于Z火成岩构

造区,区域应力型断层位于平缓构造区(图３).
目前已钻井揭示,南区气层纵向上呈底部含气、中
部含气、顶部含气及层层含气４种模式(图５).
通过对南区断裂体系分析认为,不同成因机制的

断层对气层纵向调控具有一定的差异.

３．１　火山作用型断层

火山作用型断层平面上表现为环 Z火成岩

体呈弧形和放射状展布,对气藏起到过度调整的

作用,具体表现为靠近烃源岩的本一段、太二段单

一层位含气,上覆地层以水层和干层为主,具有类

似 A井的气层纵向分布特征(图５).钻井揭示,
具有该类型含气模式的井均沿Z火成岩构造区

分布,受火山作用型断层的控制(图３).这是因

为该类断层多通向地表且垂向断距大,导致天然

气逸散,对成藏起破坏作用(图２剖面e、图５).

AＧ底部含气 BＧ中部含气 CＧ顶部含气 DＧ层层含气

图５　南区气层纵向分布柱状图

Fig．５　Verticaldistributionofgaslayers
inthesouthregion

３．２　区域应力型断层

区域应力型断层整体以 NE和近SN 向压性

走滑断层为主,且对气藏起到调整不足和调整适

度两方面作用.调整不足主要表现在气层仅发育

在中部上、下石盒子组内,底部煤系烃源岩生气

１６



MarineGeologyFrontiers　海洋地质前沿　　　　　　　　　　　２０２０年３月　

后,沿断层垂向运移到中部地层后停滞,断层运移

动力较弱导致气无法继续向上运移,顶部石千峰

组几乎为干层,具有类似B井的气层纵向分布特

征.断层调整适度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气层分布

在顶部石千峰组地层中,甚至到三叠系刘家沟组

及其以上层位均含气,类似于C井的气层纵向分

布特征;二是自下而上层层含气,类似于 D 井的

气层纵向分布特征(图５).
钻井揭示,具有调整不足及调整适度两方面

的井位均分布在平缓构造区内,受区域应力型断

层的控制(图３).这类断层均为层间小断层并不

沟通地表,且垂向断距小,不仅起到运移作用,断
层及由断层产生的裂缝发育等因素对储层也有一

定改造作用,有效控制了气层的纵向分布(图６).
但是同一成因机制的断层会产生这两类不同的调

整模式,通过对钻井与其邻近断层的横向距离关系

分析认为,钻井与断层距离２km之内,越靠近断层

且砂岩厚度越大则气层厚度越大,即当断层对距离

其横向范围２km之内起适度调整的作用,而远离

断层控制范围,垂向运移动力不足(图７).

图６　南区烃源岩与输导体系配置关系图

Fig．６　Relationshipbetweensourcerockandtransportsysteminthesouthregion

图７　上石盒子组盒４段气层厚度与砂岩厚度、
断层距离关系图

Fig．７　Relationshipamonggaslayerthickness,sandstone
thicknessandfaultdistanceinthefourthsection

ofShangshiFormation

４　结论

(１)A区块的断裂体系受控于 L断裂带左旋

走滑应力及Z岩浆侵入热事件双重应力叠加作

用,根据其叠加程度的不同,分为火山作用型和区

域应力型２类断层.火山作用型断层主要为Z岩

浆侵入,造成地层穹窿,呈环 Z火成岩体分布的

弧形断层;区域应力型断层主要由区域左旋应力

场派生出３类断层组成,分别为 NW 向张性走滑

断层、NE和近SN 向压性走滑断层及 X型共轭

剪切破裂断层;
(２)A区块北区断层形成于晚三叠世,主要受

控于L断裂带左旋应力场作用.南区火山作用

型断层形成于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Z岩浆侵入

期,对气层起到了调整过度的作用,破坏天然气成

藏;而区域应力型断层形成于晚三叠世,仅受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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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断裂带左旋应力作用,断层对气层起到了调整

适度与不足的作用,控制了南区气层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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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GENETICMECHANISMOFFAULTSANDITSINFLUENCEON
TIGHTGASACCUMULATIONINBLOCKA,NORTHEASTORDOSBASIN

ZHANGLu１,ZHUYanhe１,LILintao１,HUANGZhong２,YANGXiaofeng１

(１CNOOCResearchInstitute,Beijing１０００２８,China;２CNOOCInternationalLimited,Beijing１０００２８,China)

Abstract:ThefaultsintheblockAofNortheastOrdosBasinaredividedintotwotypes,i．e．volcanic
activityrelatedfaultsandregionalstressrelatedfaults,accordingtotheirorigin．Thevolcanicactivity
relatedfaultsbyZmagmatismdestroygasaccumulations．However,theregionalstressrelatedfaults,

whichareinfluencedbyLsinistralstrikeＧslipandcomposedofnorthwesttensionalstrikeＧslipfaults,

northeastandnearnorthＧsouthcompressionalstrikeslipfaultsandXtypeconjugateshearfracture
faults,arefavorabletogasaccumulation．Withinaradiusof２kilometerssurroundingtheregional
stressrelatedfaults,gascangetbetteraccumulated．Theseresearchresultschallengedtheoldview
pointthatthesedimentationwastheonlyinfluencefactorintightgasaccumulation．Itmeansthat
faultgeneticmechanismanditscontrollingovergasaccumulationpossessplayskeyrolesinoilaccuＧ
mulationandhavegreatsignificancetothe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oftheUpperPaleozoictight
gasinnortheastOrdosBasin．
Keywords:OrdosBasin;blockA;minorfaults;sinistralshearstressfield;magmation;controlling
ofgas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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