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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埋深，成为该区域烃源岩成熟演化的第二个关键时期．

关键词　萨尔台凹陷；雅布赖盆地；中侏罗统；烃源岩；地球化

学特征；成熟度演化；油气成藏

　

中图分类号　Ｐ６１８．３

文献标识码　Ａ

犱狅犻：１０．６０３８／ｐｇ２０１４０６４１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ｈｅ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ｉｎＳａｒｔａｉＳａｇ，ＹａｂｒａｉＢａｓｉｎ，ａｎｄ
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 ①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Ｊ２ｑ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ｔｙｐｅⅢ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ｈｉｇｈ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ｉｔｃａｎｂｅ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ｇａｓｓｏｕｒｃ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ｒｇｅ
ｂｕｒｉｅｄ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ｔｈａｔｆｒｏｍＪ２ｘ１ａ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ｍｅｄｉｕｍｇｏｏｄ
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ｉｎｍｅｄｉｕｍｈｉｇｈ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ｍｏｓｔｌｙｔｙｐｅⅡ２Ⅲ），ｃａｎ
ｂｅａｇｏｏｄｏｉｌｓｏｕｒｃｅ．②Ｓｌｏｐｅａｒｅａ：Ｔｈｅｍｅｄｉｕｍｇｏｏｄ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Ｊ２ｑ（ｍｉｘｅｄｔｙｐｅⅠⅢ）ａｎｄＪ２ｘ１（ｍｏｓｔｌｙｔｙｐｅⅡ１
Ⅱ２）ａｒｅｂｏｔｈｉｎｍｅｄｉｕｍｈｉｇｈ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ｃａｎｂｅａｇｏｏｄｏｉｌ
ｓｏｕｒｃｅａｌｓｏ．③Ｈｅｉｓｈａｌｏｗｕｐｌｉｆｔ：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ｅａｃｈ
ａｔｒａｔａｈａｖｅａｐｏｏｒｏｉ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ｌｏｗ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ｂｕｔ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ｕｓｔｏ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ｔｒａｐ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Ｊ２ｘ２ａ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ｐｏｏｒｗｉｔｈｌｏｗｍａｔｕｒｅｔｈａｔ
ｉｔｏｎｌｙｃａｎｂｅ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ｗｅｒ
ｓｔｒａｔａａｆｔｅｒ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Ｊ２ｑａｎｄ
Ｊ２ｘ１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ａｖｅｒｙｆａ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ｔｏｔｈｅｍａｔｕｒｅｓｔａｇ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ｏｆＭｉｄｄｌ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１８０．０Ｍａ）ｔｏ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Ｌａｔ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１４０．０Ｍａ），
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ｌｏｐｅａｒｅａｓ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ｂｕｒｉｅｄｄｅｐｔｈｉｎｔｈｅ
ｌａｔｅ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ｌｏｐｅａｒｅａ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ａｒｔａｉＳａｇ；ＹａｂｒａｉＢａｓ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引　言

雅布赖盆地为早侏罗世开始发育形成的小型断陷叠合

盆地，也是我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由大型含油气盆地向中小

型含油气盆地转型的试点之一．该盆地于１９９７年勘探至今，

主要研究内容仍停滞在沉积、构造、单一地球化学特征等方

面（魏志彬等，２００１；吴茂炳等，２００７；钟福平等，２０１０；赵宏波

等，２０１１；钟玮等，２０１３），系统的烃源岩有机地球化学特征、



地球物理学进展　ｗｗｗ．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ｃｎ ２０１４，２９（６）　

成熟度演化及其与油气之间的关系等研究程度薄弱．初步勘

探表明萨尔台凹陷中侏罗统具有一定的勘探开发潜力，为了

进一步弄清其地球化学特征、成熟度及其演化情况，探索与

油气生成的关系．本文以各种有机地球化学参数为基础，对

中侏罗统烃源岩有机质丰度、有机质类型进行分析，并做出

综合评价．以现今地温场为约束条件，以镜质体反射率（犚狅）

为古温标，建立热演化模型，揭示萨尔台凹陷中侏罗统烃源

岩成熟度演化过程．

１　研究区地质背景

雅布赖盆地位于我国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北部，面积约

１．５×１０４ｋｍ２，是受北大山逆冲推覆断裂和雅布赖山正断层

控制发育的小型断陷翘倾叠合盆地（吴茂炳等，２００７；赵宏

波，２０１１）．该盆地由西部坳陷和东部隆起两个一级构造单元

及红杉湖凹陷、萨尔台凹陷、黑茨湾凸起三个二级构造单元

构成（图１）．萨尔台凹陷位于西部坳陷南部，是盆地侏罗系

地层主要的沉积中心，也是最主要的勘探研究区域．沉积地

层主要以侏罗系、白垩系、第三系和第四系盖层为主，直接覆

盖在前元古界斜长花岗岩变质基底之上．其中，中侏罗统

（Ｊ２）湖相暗色泥岩发育，在凹陷沉积中心暗色泥岩、粉砂质

泥岩厚度可达１０５３ｍ，为主要的勘探目的层．从下到上可划

分３套烃源岩层：青土井组（Ｊ２ｑ）、新河组下段（Ｊ２ｘ
１）、新河组

上段（Ｊ２ｘ２）．

２　烃源岩有机地球化学特征

２．１　有机质丰度

地层中埋藏的分散有机质是油气形成的物质基础，且这

些有机质的丰度和类型决定着油气生成量的大小和性质，因

此，对烃源岩进行有机质丰度和类型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有机碳含量（ＴＯＣ）、生烃潜力（Ｓ１＋Ｓ２）、氯仿沥青“Ａ”等是

国内外普遍使用的有机质丰度指标（尚慧芸和李晋超，１９８１；

胡见义等，１９９１；查明等，１９９４；陈建平等，１９９６；张厚福等，

１９９９）．

研究区用作ＴＯＣ测定的样品主要为灰色—灰黑色泥

岩，还包括少量的煤、暗色粉砂质泥岩等．由各组ＴＯＣ含量

分布直方图可见，在不同构造区域、不同层位ＴＯＣ含量存在

较大的差异．Ｊ２ｘ
２有机碳含量在整个萨尔台凹陷普遍较低，

集中分布在０～０．６％之间，为差生油岩．Ｊ２ｘ１有机碳含量在

斜坡带分布不均匀，主要分布在０．６％～１．０％和＞４．０％两

个区间之间，为中等生油岩和好生油岩的混合堆积，而在凹

陷中心和黑沙低凸起地带，呈正态分布，集中分布在０．６％

～１．０％之间，为中等生油岩．Ｊ２ｑ有机碳含量在斜坡带主要分

布在＞４．０％的范围内，为非常好生油岩，在凹陷中心主要分

布在０～０．４％，为差生油岩，在黑沙低凸起分布在０．９％～

１．２％之间，为中等生油岩（图２）．中侏罗统烃源岩生烃潜量

在萨尔台凹陷的分布也表现出较强的非均质性．Ｊ２ｘ
２生烃潜

量在整个凹陷普遍偏低，集中分布在０～０．５ｍｇ／ｇ之间，为

非或差生油岩．Ｊ２ｘ
１ 生烃潜量在斜坡带集中分布在０～

２．０ｍｇ／ｇ和＞２０ｍｇ／ｇ区间，为差与好生油岩的混合，整体

为中等—好生油岩，在凹陷中心、黑沙低凸起主要分布在

０．５～１．５ｍｇ／ｇ、０～０．５ｍｇ／ｇ之间，为非或差生油岩．Ｊ２ｑ在

斜坡带生烃潜量主体大于２０ｍｇ／ｇ，为极好生油岩，在凹陷

中心和黑沙低凸起分布较低，均表现为非或差生油岩（图

３）．ＴＯＣ含量和生烃潜量（Ｓ１＋Ｓ２）所表现的的有机质丰度

及分布特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表１　泥质生油岩级别划分方案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犮犺犲犿犲狅犳犪狉犵犻犾犾犪犮犲狅狌狊

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犾犲狏犲狉犪犮犮狅狉犱犻狀犵狋狅犜犗犆，

犛１＋犛２犪狀犱犮犺犾狅狉狅犳狅狉犿犫犻狋狌犿犲狀“犃”

生油岩级别 ＴＯＣ／％ Ｓ１＋Ｓ２／（ｍｇ／ｇ） 氯仿沥青“Ａ”／％

非或差 ＜０．５ ０～２ ＜０．０１

中

好

０．５～１

１～２

２～６

６～２０
０．１～０．２

非常好

极好

２～４

４～＞８
＞２０ ＞０．２

本区氯仿沥青“Ａ”测试分析较少，由斜坡带Ｙｔ８井测试

分析可知，Ｊ２ｘ１氯仿沥青“Ａ”含量分布在０．０３６％～０．３６％

之间，集中分布在０．０３６％～０．０９３％之间，为中等生油岩．

有机地球化学剖面显示，在萨尔台凹陷沉积中心有效烃

源岩主要集中分布在新河组，青土井组由于埋藏深，热演化

程度过高，导致残留有机碳含量、氢指数等参数较新河组低，

厚度较薄．沉积中心北部的斜坡带，有效烃源岩主要分布在

青土井组和新河组下段，其中，新河组下段有效烃源岩在地

层顶部和底部分布较厚．黑沙低凸起中侏罗统烃源岩质量整

体较差（图４）．

通过残余有机碳含量、氯仿沥青“Ａ”及生烃潜量综合评

价（表２）显示：雅布赖盆地萨尔台凹陷斜坡带Ｊ２ｘ１、Ｊ２ｑ烃源岩

为中等—好生油岩，具有较好的生油潜力；凹陷中心Ｊ２ｘ１ 为

中等—好生油岩；黑沙低凸起有机质丰度较低，生油潜力低．

由此可见，萨尔台凹陷Ｊ２ｘ１、Ｊ２ｑ烃源岩可作为盆地油源的优

良物质基础．

２．２　有机质类型

在不同的沉积环境中，不同来源的有机质形成的干酪

根，其化学性质和生烃潜力具有很大的区别．本次研究主要

利用岩石热解参数法和光学法（张厚福等，１９９９）进行有机质

类型划分．

不同类型的有机质具有不同的热演化轨迹，可依据氢指

数（ＨＩ）与最高热解峰温（犜ｍａｘ）的相互关系，来判断有机质类

型（王剑秋等，１９９２）．热解参数分析表明：Ｊ２ｘ２烃源岩主要为

Ⅲ型干酪根，含少量Ⅰ、Ⅱ型，广泛分布在整个萨尔台凹陷．

Ｊ２ｘ
１烃源岩在凹陷中心主要为Ⅱ２Ⅲ型，黑沙低凸起带主要

分布Ⅱ２Ⅲ、Ⅰ型，在斜坡带各类型干酪根均有分布，且比重

相当，为ⅠⅢ型干酪根的混合堆积．Ｊ２ｑ烃源岩在凹陷中心主

要含Ⅲ型干酪根，在斜坡带主要为Ⅱ１Ⅱ２型，黑沙低凸起主

要为Ⅱ２Ⅲ型（图４、图７）．

一般情况下，通过透射光显微鉴定，并结合荧光照射等

手段，可以对生油岩有机质类型得到比较直观的认识．针对

干酪根显微组分的划分，由煤岩学家Ｔｅｉｃｈｍüｌｌｅｒ（１９８６）为

代表的三组分划分方案，演变成如今普遍使用四组分方案，

即腐泥组、壳质组、镜质组、惰质组（朱俊章等，２００７）．根据干

６４７２



　２０１４，２９（６） 田涛，等：雅布赖盆地萨尔台凹陷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成熟度演化与油气关系　（ｗｗｗ．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ｃｎ）

图１　研究区构造位置及样品采集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２　不同构造区域中侏罗统烃源岩ＴＯＣ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Ｃ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图３　不同构造区域中侏罗统烃源
岩生烃潜量（Ｓ１＋Ｓ２）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１＋Ｓ２）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图５　萨尔台凹陷中侏罗统烃源岩有机质类型
Ｆｉｇ．５　Ｏｒｇａｎｉｃｔｙｐｅｓ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ｉｎＳａｒｔａｉＳａｇ

７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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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构造区域地球化学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ｏｌｕｍｎｍａｐｏｆ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表２　有机质丰度综合评价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狅狉犵犪狀犻犮犿犪狋狋犲狉犪犫狌狀犱犪狀犮犲

层位 岩性

斜坡带

ＴＯＣ／％
Ｓ１＋Ｓ２
／（ｍｇ／ｇ）

氯仿沥青

“Ａ”／％
评价

凹陷中心

ＴＯＣ／％
Ｓ１＋Ｓ２
／（ｍｇ／ｇ）

评价

黑沙低凸起

ＴＯＣ／％
Ｓ１＋Ｓ２
／（ｍｇ／ｇ）

评价

Ｊ
２
２ｘ

灰色灰黑色泥

岩、煤、灰色暗
灰 色 粉 砂 质

泥岩

０．０９～６．４３
０．５３（５０）

０．０３～６０．４５
１２．４２（５６）

差 ０．１１～２．５
０．７（４９）

０．０２～１８．３３
２．９１（４９）

差 ０．２１～３．２８
０．７７（７）

０．２１～２１．５９
３．５９（７）

Ｊ
１
２ｘ

灰色－灰黑色

泥岩、煤、灰色

－暗灰色粉砂

质泥岩

０．１４～４６．７
２．４２（１６７）

０．０３～１１７．１
１５．９（１６７）

０．０３６２～０．３５９１
０．１５（８）

中—好 ０．１６～６．６９
１．３７（８７）

０．０４～７２．９
６．６１（８７）

中—好 ０．０１～５．４６
１．１７（７６）

０．０１～４１．９３
４．２８（７６）

差—中

Ｊｑ

灰色－暗灰色

泥岩、煤、灰色
粉砂质泥岩

１．３４～６９．７
１２．８（２３）

０．２６～１１５．９
３０．１（２７）

中—好 ０．１２～２６．１５
１．４３（４５）

０．０３～７９．８
２．７５（４５）

差 ０．０５～５４．６
３．７８（１８）

０．０３～５２．６
３．５９（１８）

差—中

注：表中分式代表
最小值～最大值
平均值（样品数）

８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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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根显微组分对生油的贡献大小，对其以不同加权系数表

示，即腐泥组生油潜力最大，加权系数取＋１００；惰质组生油

潜力最小，取－１００；壳质组有一定的生油潜力，取＋５０；镜质

组比腐泥组和壳质组差得多，取－７５．将统计所得的各组分

百分含量，按以上加权系数可算出类型指数（ＴＩ）值（曹庆英，

１９８５；涂建琪等，１９９８）．计算公式为

犜犐＝
犪·（＋１００）＋犫·（＋５０）＋犮·（－７５）＋犱·（－１００）

１００

式中，犪腐泥组百分含量；犫壳质组百分含量；犮镜质组百分

含量；犱惰质组百分含量

规定当ＴＩ≥８０为Ⅰ型干酪根，４０≤ＴＩ＜８０为Ⅱ１型干

酪根，０≤ＴＩ＜４０为Ⅱ２ 型干酪根，ＴＩ＜０为Ⅲ型干酪根．据

斜坡带Ｙｔ８井（１４８０．０ｍ，Ｊ２ｘ２；１５１２～１８２０．０ｍ，Ｊ２ｘ１）灰色、

深灰色泥岩样品的干酪根显微组分透射光—荧光组合照片

及测试结果显示：干酪根显微组分主要以腐泥组为主，含少

量的惰质组和镜质组，基本不含壳质组．腐泥组呈黄色、棕黄

色，云雾状或棉絮状，没有一定的外形轮廓，荧光照射下具有

黄绿色荧光（图版Ⅰｅｅ′，ｈｈ′）；惰质组由块状基质与微细颗

粒组成，透射光下黑色不透明，荧光照射下无荧光显示，其性

质相当于煤中的粗粒体，生油能力差（图版Ⅰａａ′～ｃｃ′）．通

过统计各显微组分的百分比含量，并代入公式（１），求得ＴＩ

指数为－２．７５～５３．０，即Ｊ２ｘ２ 以Ⅲ型干酪根为主，Ｊ２ｘ１ 主要

为Ⅱ１Ⅱ２型干酪根（表３）．

表３　干酪根显微组分统计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狋犪犫犾犲狅犳犽犲狉狅犵犲狀犿犪犮犲狉犪犾

样品号 层位 深度／ｍ 岩性 腐泥组／％ 壳质组／％ 镜质组／％ 惰质组／％ 腐泥组颜色 类型指数 类型

Ｙｔ８１

Ｙｔ８２

Ｙｔ８３

Ｙｔ８４

Ｙｔ８５

Ｙｔ８６

Ｙｔ８７

Ｙｔ８８

Ｊ２ｘ２

Ｊ２ｘ１

Ｊ２ｘ１

Ｊ２ｘ１

Ｊ２ｘ１

Ｊ２ｘ１

Ｊ２ｘ１

Ｊ２ｘ１

１４８０

１５１２

１５４８

１５９２

１６７０

１７４３

１７７０

１８２０

灰色泥岩

灰色泥岩

灰色泥岩

灰色泥岩

深灰色泥岩

灰色泥岩

深灰色泥岩

灰色泥岩

４５

５１

５３

５６

７９

５８

６０

７５

无

２９ ２６ 黄色 －２．７５ Ⅲ

３０ １９ 黄色 ９．５０ Ⅱ２

２８ １９ 黄色 １３．００ Ⅱ２

２０ ２４ 黄色 １７．００ Ⅱ２

１０ １１ 黄色 ６０．５０ Ⅱ１

２７ １５ 黄色 ２２．７５ Ⅱ２

２６ １４ 黄色 ２６．５０ Ⅱ２

１２ １３ 棕黄 ５３．００ Ⅱ１

　　岩石热解参数法和光学法分析认为萨尔台凹陷不同层

位、不同次级构造位置的烃源岩类型不同．通过对研究区中

侏罗统烃源岩的热演化分析，可进一步探索有机质丰度、类

型与油气生成的关系．

３　成熟度特征及演化

烃源岩有机质丰度和有机质类型是烃源岩转换成油气

的物质基础，而一定的有机质成熟度则是烃源岩开始大量生

烃并向油气转换的必要条件．目前用于评价有机质热演化程

度的方法较多，其中镜质体反射率（犚狅）是公认的研究有机质

热成熟度的最佳参数之一（任战利，１９９２；蒋国豪等，２００１；崔

军平等，２００７；袁玉松等，２００７；Ｐｅｔｅｒｓｅｎ犲狋犪犾．，２０１２）．

３．１　有机质成熟度特征

研究区Ｊ２ｑ烃源岩犚狅值分布在０．６７％～１．５５％之间，平

均１．１％，处于中—高成熟阶段，烃源岩热演化程度较高；

Ｊ２ｘ
１镜质体反射率值分布在０．４５％～１．０８％之间，平均为

０．７８％，处于低—中成熟阶段，烃源岩热演化程度较好；Ｊ２ｘ２

镜质体反射率值分布在０．４５％～０．７％之间，平均０．５６％，

处于未熟—低成熟阶段，烃源岩热演化程度较低．因此，就热

演化程度而言，Ｊ２ｘ１和Ｊ２ｑ烃源岩具有良好的生油条件．

不同的构造单元有不同的沉降史，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热

演化过程（任战利等，２０００）．萨尔台凹陷中心和斜坡带镜质

体反射率随着沉积地层埋深（温度）的增加而增大，与深度

（温度）呈正相关性，表明具有良好的稳定传导型古地温场．

黑沙低凸起带犚狅随深度呈扇形或不规则分布，在较小的深

度差内具有较大的变化幅度，表明黑沙低凸起带在形成过程

中受火山岩异常热作用（唐晓音等，２０１３；张旗等，２０１３）的影

响，致使有机质热演化发生异常（图７）．

３．２　成熟度演化

对于一个重要的油气勘探区而言，仅仅只知道钻井或露

头样品的现今成熟度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进一步减小勘探风

险，对烃源岩有机质成熟度演化的动态分析是一项重要的基

础工作（杨树春等，２００５）．本次成熟度演化研究是在建立精

细埋藏史的基础上，以现今地温场为约束条件，犚狅为古温标

参数，采用古地温梯度法（程本合等，２００１；吴景富等，２０１３），

建立研究区热演化模型，进行烃源岩成熟度演化分析（图

８）．分析结果表明萨尔台凹陷不同构造单元中侏罗统烃源岩

成熟度演化有一定的差异：

１）中侏罗世早期（１８０．０Ｍａ）—晚侏罗世末期（１４０．０Ｍａ）：

萨尔台凹陷普遍快速沉降，中侏罗统地层温度迅速增高．在

４０Ｍａ内，Ｊ２ｑ烃源岩热演化经历了未熟—低熟—中熟—高熟

四个演化阶段；Ｊ２ｘ１ 自开始沉积到晚侏罗世末期经历了未

熟—低熟—中熟三个阶段；Ｊ２ｘ２ 在晚侏罗世末期进入低熟

阶段．

２）晚侏罗世末期—早白垩纪末（１００Ｍａ）：在此期间发生

了晚侏罗末期规模剧烈的构造隆升，致使地层冷却降温，不

利于烃源岩热演化．沉积凹陷、黑沙低凸起带在早白垩世的

沉降增温过程中由于地温梯度的减小以及最大埋藏深度尚

未超过第一期，导致增温效应并不明显，各组烃源岩基本维

持在晚侏罗世末期达到的成熟情况；斜坡带在早白垩世末地

层沉降厚度超过晚侏罗世末，达到最大埋深，烃源岩进一步

热演化．

９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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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ＹＴ８井干酪根显微组分照片

（ａ～ｈ透射光照片；ａ′～ｈ′荧光照片）

Ｆｉｇ．６　ＫｅｒｏｇｅｎｍａｃｅｒａｌｐｈｏｔｏｓｏｆＹＴ８ｗｅｌｌ

图７　中侏罗统镜质体反射率（Ｒｏ）与深度关系图

Ｆｉｇ．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ｏ（％）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ｍ）

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３）早白垩纪末期—现今：萨尔台凹陷整体处于隆升阶

段，仅在晚第三纪出现小规模的沉降，不具备烃源岩进一步

热演化的温度条件．

４　与油气关系

烃源岩有机质丰度、类型是油气生成的物质基础，一定

的成熟度演化是油气生成的必备条件．萨尔台凹陷烃源岩有

机质丰度、类型、热演化程度在不同构造位置、不同层位其差

异性较大，必然会影响油气生成的质量和规模．综合分析表

明：Ｊ２ｘ２组烃源岩主要为Ⅲ型低丰度有机质，广泛分布于整

个萨尔台凹陷，且热演化程度低，生油能力极为有限，该层位

中发育的有效砂体可作为下部油气的储集体．Ｊ２ｘ
１烃源岩在

斜坡带和沉积中心有机质丰度较高，ⅠⅢ型干酪根均有分

布，以Ⅱ２Ⅲ型最多，成熟度达到中熟，具有较好的生油潜

力．Ｊ２ｑ在斜坡带为Ⅱ２Ⅲ型中等—好生油岩，成熟度达到中

等成熟，具备大量生油的物质和热演化基础；在凹陷中心主

要为低丰度的Ⅲ型有机质，但埋藏深度大，可成为潜在有利

气源．黑沙低凸起带主要为低丰度的Ⅱ２Ⅲ型有机质，生油

潜力较低（图９），但其所处有利构造位置可形成有效的背斜

圈闭油藏．

０５７２



　２０１４，２９（６） 田涛，等：雅布赖盆地萨尔台凹陷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成熟度演化与油气关系　（ｗｗｗ．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ｃｎ）

图８　不同构造位置中侏罗统烃源岩成熟度演化模拟

（ａ）凹陷中心（ｂ）黑沙低凸起（ｃ）斜坡带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图９　烃源岩类型、成熟度与油（气）源空间组合图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ｔｙｐｅ，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ｏｉｌｇａｓｓｏｕｒｃｅ

１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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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史分析表明，Ｊ２ｘ１和Ｊ２ｑ烃源岩在中侏罗世进入快速成

熟演化阶段，在晚侏罗世末期达到最大成熟度之前已开始大

量生烃．而斜坡带Ｊ２ｘ
１、Ｊ２ｑ烃源岩除经历此过程外，在早白垩

世末期达到最大埋深，具有二次生烃的可能．

５　结　论

萨尔台凹陷中侏罗统烃源岩空间分布具有非均质性，导

致各组烃源岩对油气成藏的贡献与作用不同．在凹陷沉积中

心，Ｊ２ｑ主要为Ⅲ型有机质，由于埋藏深度大，热演化达到高成

熟阶段，可成为潜在的有利气源；Ｊ２ｘ１ 以Ⅱ２Ⅲ型中好烃源

岩为主，热演化达到中成熟，为有利油源区．在斜坡带，Ｊ２ｑ、

Ｊ２ｘ
１均为中成熟中好烃源岩，具有良好地生油条件．在黑沙

低凸起带，各组烃源岩有机质丰度较低，生油潜力较差，但所

处构造位置有利于形成有效背斜圈闭油藏．Ｊ２ｘ
１烃源岩为差

生油岩，普遍分布萨尔台凹陷全区，且热演化程度低，只能作

为下部油（气）经垂向运移后的储集体．

中侏罗世早期（１８０．０Ｍａ）至晚侏罗世末期（１４０．０Ｍａ）

是萨尔台凹陷中侏罗统烃源岩成熟度演化最重要的时期．在

此时间段内Ｊ２ｘ
１、Ｊ２ｑ烃源岩快速经历了多阶段演化并达到中

高热演化程度，是有机质开始大量向油气转化的关键时期．

另外，早白垩世末（１００．０Ｍａ）斜坡带中侏罗统达到最大埋

深，成为该区域烃源岩成熟演化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凹陷沉

积中心及斜坡带的Ｊ２ｘ
１和Ｊ２ｑ烃源岩，可作为雅布赖盆地油

气藏的主要油源，在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大量生油（气）后，沿

优势运移通道运移至有效岩性或构造圈闭而聚集成藏．

致　谢　感谢西北大学地质学系任战利研究员、中石油玉门

油田分公司马国福、张睿胜等领导在成文中给予的大力帮助

和支持．在此，一并对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的外审专家表示

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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