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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南缘异常高压及其成因机制初探*
李铁军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

实测地层压力、
测井及泥浆比重 等资料均显示准 噶尔盆地 南缘具有显 著的异 常高压

现象, 异常高压的分布主要受地层层位的 控制, 其中又以下第三系安集海河组的控制作用最为
明显。异常高压的形成主要是快速沉积、
厚层泥 岩的封闭作 用及构造 应力等因 素综合 作用的
结果, 而粘土矿物转化、烃类生成作用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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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南缘在构造上属于北天山山前断褶带。受北天山山前断褶带的控制, 盆
地南缘自南向北发育 3 排近东西向构造带, 每排构造带由不同的背斜构成, 具有明显的
东西分段特征。实测地层压力、
测井及钻井资料均表明, 准噶尔盆地南缘发育有显著的
异常高压现象, 异常高压空间上主要分布于盆地南缘的第二、第三排构造带, 纵向上的分
布主要受下第三系安集海河组的控制, 异常高压的成因主要有成岩作用、烃类生成作用、
沉积作用及构造作用( 查明等, 2000; 徐国盛等, 2000; 李忠权等, 2001) 。刘震等( 2002) 认
为该盆地东南部的断褶带属超压型异常压力, 主要由附加水平地应力造成, 欠压实作用
也是成因之一。实测资料表明, 盆地南缘异常高压除了分布在第二、
第三排构造外, 在第
一排构造也有一定的分布, 除安集海河组外, 紫泥泉子组和下侏罗统均存在异常高压, 但
在各构造上表现不一; 对于异常高压的成因, 目前尚有不同的认识。本文在前人认识的
基础上, 从盆地南缘的地质条件入手, 分析异常高压的分布、
控制因素及其成因机制。

1

准噶尔盆地南缘基本地质特征

1 1 地层及沉积特征
盆地南缘自二叠纪至第四纪经历了海西、
印支、
燕山和喜马拉雅 4 期构造运动。构造作
用不仅控制着山前坳陷的发育, 还控制着各层系的岩性和沉积相特征及其空间展布。
海西运动使盆地南缘东部抬升幅度大于西部, 致使东部二叠系、三叠系的沉积厚度
小于西部。早二叠世沉降中心位于乌鲁木齐, 沉积厚达 2 000 m 以上, 为滨海相灰绿色、
深灰色石英砂岩、
粉砂岩和泥页岩沉积。晚二叠世, 盆地转化为内陆型盆地, 其沉积范围
大于早二叠世。
三叠纪初, 盆地整体抬升遭受剥蚀, 此后便进入了沉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批准号: 40072045) 资助。
李铁军, 男, 1971 年 6 月生, 博士, 油气勘探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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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升的振荡发展阶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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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三叠世, 盆地为统一的浅水湖盆, 盆地南缘的沉积中心位于头屯河 苍房沟一带, 沉积
厚度约 1 200 m, 中- 上三叠统下部以棕褐色、
灰色、
绿灰色、灰黑色泥岩、
砂质泥岩和细砂
岩为主, 中部以深灰色、
灰色泥岩和砂质泥岩为主, 顶部为灰绿色、灰色细砂岩、
不等粒砂
岩和粉砂岩, 夹少量泥岩。
早- 中侏罗世为盆地的最主要成煤期, 八道湾组、三工河组和西山窑组均发育了数层
厚度不等的煤系地层, 尤其是西山窑组, 含煤达数十层, 厚数十米。在岩性上, 八道湾组
为两套煤系地层夹湖相沉积; 三工河组以灰绿色碎屑岩为主, 是湖侵规模最大时期的沉
积; 西山窑组下部薄层煤层与厚层砂岩互层、夹泥岩层, 中部为厚层砂岩与砾状砂岩互层
夹灰色泥岩, 上部为棕红、
暗褐、灰绿色泥岩与灰白色砂岩互层。中侏罗世中期, 天山向
北挤压, 普遍褶皱隆起, 造成沉积间断, 构造隆起部位西山窑组有不同程度的剥蚀, 造成
西山窑组与头屯河组之间为不整合或假整合接触。
白垩纪沉积了盆地内最厚一套地层, 沉积中心位于山前玛纳斯河 呼图壁河之间,
厚度超过 3 000 m, 岩性以灰绿色、
棕红色泥岩、砂质泥岩、
砂岩与粉砂岩互层为主, 底部为
灰绿色砾岩。
下第三系沉积中心位于山前博尔通沟

东湾之间, 厚度超过 1 500 m, 岩性以棕红色、

褐红色砂质泥岩为主, 夹灰红色砂岩、
砾岩。晚第三纪- 第四纪, 喜马拉雅运动对盆地产生
重大影响, 来自特提斯构造域的强大挤压力使北天山快速地大幅度隆升, 并向盆地冲断,
形成了山前新生代沉积凹陷, 其沉积中心逐渐向西移至独山子一带, 其中沙湾组以红色
地层为主, 塔西河组以灰绿色泥岩、
砂质泥岩夹砂岩、
介壳灰岩和泥灰岩为主。
1 2 基本构造格局
准噶尔盆地南缘的形成演化与北天山造山带的形成演化有密切关系, 晚海西期北天
山第一次褶皱隆升, 并伴随强烈的火山活动, 后期又不断遭受剥蚀, 逐步夷 平并不断下
陷, 沉积了巨厚的二叠系- 三叠系; 印支- 燕山早期, 盆地南缘表现为差异隆升的断垒和断
堑, 到燕山晚期北天山再一次逐渐隆升, 直至喜马拉雅期北天山才大幅度隆升, 向盆地逆
冲推覆形成准南前陆盆地, 并形成盆地南缘 3 排背斜带和 3 排向斜带。
第一排背斜带的中生界和第二、
三排背斜带的中- 新生界基本表现为同心褶皱。背斜
一般南缓北陡, 平面上呈雁行排列。其中第一排背斜带包括南安集海背斜、
南玛纳斯背
斜、
清水河鼻状构造、
齐古背斜、
昌吉背斜、
喀拉扎背斜、阿克屯背斜、
南小渠子背斜、北小
渠子背斜、
西山背斜及煤系背斜等, 为 燕山期 喜马拉雅期形成的巨型扭压推举构 造。
第二排背斜带由独南背斜、
霍尔果斯背斜、
玛纳斯背斜和吐谷鲁背斜组成, 沿安集海河组
塑性泥岩层产生重力滑脱, 形成了上部地层倒转及薄皮冲断构造特征, 具有东部左列、西
部右列雁行的复合组合型式。第三排背斜带自西而东由西湖背斜、
独山子背斜、安集海
背斜、
呼图壁背斜和古牧地鼻隆构造组成, 背斜形态为两翼宽缓、
东西狭长的长轴背斜。

2

南缘异常高压分布特征

2 1 多种资料反映的异常高压特征
重复式地层压力测试( RFT) 、
中途测试( DST ) 等直接测试结果及声波时差、泥浆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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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指数等间接指标是研究地层压力的重要手段, 但由于各种测试结果影响因素的复杂
性, 每种方法往往只能在某一方面反映地层压力的概况。因此, 只有利用各种测试结果
综合分析, 才能获得较为可靠的认识。
( 1) 实测地层压力反映的异常高压
RFT 、
DST 等压力测试结果最直观地反映了地层压力状态, 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表
1 为准噶尔盆地南缘不同局部构造钻井的实测压力值。由表中可以看出, 西湖背斜、
独山
子背斜、
呼图壁背斜及齐古背斜等均在不同层位出现异常高压现象, 其中以安集海河组
( E2-3 a) 内 异常 高压 最为 普遍, 具 有分布 范围 广、压力 系数 大的特 点。 与安集 海河 组
( E2-3 a) 相比, 沙湾组( N1 s ) 、
紫泥泉子组( E1-2 z ) 及东沟组( K2 d) 中异常高压的分布相对较
为局限, 仅出现在安集海背斜和吐谷鲁背斜, 程度也相对较弱。另外, 值得指出的是, 位
于山前第一排构造带的齐古背斜虽然其核部出露中- 上侏罗统, 在侏罗系及中- 上三叠统
仍发育有异常高压, 虽然其程度不强( 压力系数最高为 1 33) , 但说明地层的封闭环境良
好, 这对于齐古油田油气藏的保存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 2) 测井资料反映的异常高压
测井资料、尤其是声波时差测井资料, 是研究地下地层压力的重要手段, 通过声波时
差随深度变化特征的研究, 可以反映沉积地层的孔隙度特征, 进而反映出地下地层压力
的情况( Magara, 1978) 。从盆地南缘西 4 井、独深 1 井、安 6 井、吐谷 1 井及呼 2 井的声波
时差随深度的变化特征看, 均存在欠压实现象, 但其出现的深度存在显著差异( 图 1) : 西 4
井出现欠压实的深度为 2 000 m, 独深 1 井出现欠压实的深度为 1 800 m, 安 6 井出现欠压
实的深度为 2 400 m, 吐谷 1 井出现欠压实的深度最浅, 为 800 m 左右, 呼 2 井在 3 000 m
左右即表现出一定的欠压实现象, 但最为显著的深度约为4 200 m左右。声波时差反映了
地层孔隙特征, 进而反映了地层压力特征。根据上述几口井欠压实出现的深度, 可以推
测其出现异常高压的深度范围可能为 800~ 3 000 m, 如果考虑其对应的层位, 则分别是独
山子组和安集海河组等。
( 3) 钻井资料反映的地下流体压力信息
钻井过程中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研究地下流体压力特征。DC 指数、
泥浆比重及
井涌、缩径、
卡钻等钻井资料虽然并不完全对应于地层压力, 但作为表征地下流体压力的
参数, 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层压力特征。
近年来, 平衡钻井技术广泛应用, 因而泥浆比重也可作为研究地层压力的间接参数。
一般情况下, 泥浆比重的大小可以作为估算地层压力的上限值。图 2 是安 6 井、
吐谷 1 井
和呼 2 井部分井段的泥浆比重及压力系数随深度变化图。由图中可以看出, 3 口井均在
一定深度出现泥浆比重增大的现象: 安 6 井泥浆比重显著增大的深度为 2 500 m, 吐谷 1
井泥浆比重显 著增 大的 深度 不到 1 000 m, 而 呼 2 井泥 浆比 重显 著 增大 的深 度约 为
2 450 m, 反映了每口井相应深度地层压力显著增大的特征。3 口井泥浆比重显著增大的
深度不甚一致, 对应的层位均为安集海河组( E2-3 a) , 这与实测地层压力和测井资料反应
的特征基本相似。
( 4) 各类压力资料反映的地层压力情况对比
在准噶尔盆地南缘对比 3 种资料反映的地层压力特征可以看出, 除呼 2 井外, 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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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吐谷 1 井等井实测地层压力、
测井资料和泥浆比重 3 类资料反映的结果比较一致, 实
测的异常高压值均落在声波时差及泥浆比重所反映的异常高压段内( 表 1, 图 1 和图 2) 。
但呼 2 井却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 其实测地层压力和泥浆比重的结果较为一致, 异常高
压出现的 2 450~ 3 600 m 的深度段内( 对应的层位为安集海河组) , 但声波时差自 2 600 m
以下均表现为欠压实现象。对于这种现象, 笔者认为应是渗透性地层内压力沿断开安集
海组泥岩层的开启断裂释放的结果( 罗晓容, 2000) 。
2 2 异常高压的分布特征
盆地南缘不同构造、不同层位异常高压发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其中以安集海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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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准噶尔盆 地南缘声波时差
Fig. 1

2004 年

深度关系图

Correlation of time difference and depth of some wells in south edge of the Junggar Basin

发育最为普遍, 在南缘东、
西段有安集海河组沉积的第二、第三排背斜构造上均有分布,
而紫泥泉子组、东沟组内异常高压主要分布在第二、第三排背斜的西部, 东部呼图壁背斜
的为正常压力( 图 3) 。
纵向上, 准噶尔盆地南缘异常高压的分布与地层层位关系密切, 而与深度关系不大,
安集海河组( E2-3 a) 是控制异常高压分布的主要层位。图 2 显示了安 6 井、吐谷 1 井及呼
2 井部分井段异常高压横向对比图。由图中可以看出, 分属第二、三排背斜构造带的安 6
井、
吐谷 1 井及呼 2 井安集海河组( E2- 3 a ) 的顶面埋深分别为 2 443 m、
842 m 和 2 441 m, 埋
深相差 1 000 多米, 但均在安集海河组内部发育异常高压。
在横向上, 盆地南缘异常高压的发育在东、
西段存在显著差异, 东段的呼图壁背斜异
常高压仅出现在安集海河组( E2- 3 a) , 而其上、下的沙湾组( N1 s ) 、紫泥泉子组( E1-2 z ) 均为
正常压力, 但位于西段的吐谷鲁背斜和安集海背斜不仅在安集海河组( E2- 3 a ) 发育异常高
压, 在其下的紫泥泉子组和东沟组( K2 d ) 也存在显著的异常高压, 最高压力系数甚至达到
了 2 33。
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固然与沙湾组和紫泥泉子组岩性的横向变化有关, 但东
段变形强、
西段变形弱的差异可能是更重要的控制因素。构造作用的差异是控制南缘异
常高压分布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3

异常流体压力成因机制分析
异常高压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控制。非均衡压实作用、有机质裂解、
粘土矿物转化

及构造应力的作用被认为是产生异常高压的重要机制; 而其它成因机制, 如水热膨胀作
用、
粘土矿物脱水及没有脱水作用的矿物成岩作用等, 则由于缺乏理论基础或者是对地
质条件要求太苛刻、在实际的地质条件下难以存在而被认为不起作用或所 起作用不大
( Bethke, 1986; Luo and Vasseur, 1992; Audet and McConnell, 1992; Luo et al. , 1993; Swarbrick and Osborne, 1998) 。但具体到不同地区, 由于构造背景、沉积演化历史上的差异,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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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异常流体压力的因素也不尽相同。
3 1 快速沉积对于异常流体压力形成的影响
快速沉积是形成异常高压的一 种重要
机制,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快速沉积导致了水
体排 出不 畅 ( Swarbrick and Osborne, 1998) 。
据 Bethke( 1986) 的研究, 在类似于 Gulf Coast
等沉积速率超过 100 m/ Ma 且泥质岩层比例
超过 85% 的沉积盆地中易于形成异常高压。
准噶尔盆地南缘二叠纪以来经 历了两
期快速沉积作用。由图 4 可见, 晚二叠世及
中新世以来是两次快速沉积的时期, 其沉积
速率分 别达 到150 m/ Ma 和 108 m/ Ma, 根 据
Mann and Mackenzie( 1990) 的认识, 这样的沉
积速率足以在厚层泥质岩层中形成 异常高
压并产生欠压实现象。对于现今发 现的异
常高压, 晚二叠世的快速沉积显然无关。这
期快速沉积只对其本身及其下伏地 层内的
异常压力的形成起作用。中新世以 来山前
坳陷和呼 2 井的沉积速 率分别达到了 108
m/ Ma 和 105 m/ Ma, 这有利于泥岩层比例极
高的安集海河组泥岩地层内产生异常高压。
但安集海河组以上的中新统沙湾组 以砂岩
层为主, 因而往往形成异常压力顶界随安集
海河组层面起伏变化的现象。
3 2 构造应力对于异常流体压力形成的作用
构造应力作为异常高压的一种 形成机
制, 也逐步得到研究者的认可和重视( Davis
et al. , 1983; Byerlee, 1990, 1993; Neuzil,
1995) , 而其对异常高压 的作用类似于上 负
荷载在垂向上的压实作用, 主要是导致相应
地层的孔隙度、渗透率降低, 造成流 体排出
受阻而形成异常高压。
准噶尔盆地演化历史过程中主 要发生

图 2 准噶尔盆地南缘部分钻井泥浆比重

两期挤压构造应力的作用: 第一期为晚石炭

及地层压力随深度变化图

- 早二叠世, 其影响范围为玛湖凹陷、昌吉凹
陷等具有前陆性质的坳陷; 第二期为新生代

Fig. 2 Correlat ion of mud weights, format ion pressure
and depth of some wel ls in the sout h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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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南缘异常高压平面分布示意图

Fig. 3 A map showing distribution of overpressured region in south edge of t he Junggar Basin

图 4 准噶尔盆地南缘沉积速率演化图
Fig. 4 Evolution of sedimentary rat e in south edge of the Junggar Basin

期间, 尤其是中新世以来, 影响范围主要为盆地南缘及北天山山前坳陷( 邱楠生等, 2002) 。
但从过剩流体压力演化的角度来看, 晚石炭- 早二叠世期间的挤压应力由于时间太久的缘
故, 对异常流体压力的贡献可能不大; 喜马拉雅期构造应力可能是盆地南缘发育异常高
压的重要因素。
前人曾提出, 准噶尔盆地南缘的构造应力场表现为最大水平主应力> 垂向应力( 上
覆地层压力) > 最小水平主应力( 邓起东等, 1999; 吴晓智等, 2000) 。对呼 001 井岩心的声
发射实验测试表明, 在井深为 3 180 m 处的最大水平主应力为 115 52 MPa, 最小水平主应
力为55 41 MPa, 上覆地层压力为 77 39 MPa, 受构造应力作用的水平应力大于垂向重力。
与单纯考虑地层荷载产生的上覆地层压力的情况相比, 115 52 MPa 的水平应力对地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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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压实效率相当于厚度为 4 746 8 m 的地层所产生的影响。因而, 构造应力的作用将
叠加在重力之上, 增加了已产生异常压力的安集海河组地层的压实不均衡, 在该地层及
其下伏地层中产生较高的异常压力。尽管有构造应力的作用, 安集海河组上覆以砂岩层
为主的沙湾组地层仍不足以产生明显的异常压力, 不破坏异常压力顶界随安集海河组层
面起伏变化的规律。
3 3 厚层泥质岩的封闭作用
异常高压不仅在快速沉积的盆地范围内发育, 在沉积速率较低的盆地中也可能存在
( Law and Dickinson, 1985; Spencer, 1987; Mudford and Best, 1989) , 低渗厚层泥质岩的存在可
以弥补沉积速率的不足。根据 Mudford and Best ( 1989) 的模拟结果, 厚度不大的泥质岩层
( 不超过 50 m) 内部就能产生显著的异常高压。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安集海河组( E2-3 a) 在
呼 2 井、
安 4 井、
独深 1 井和西 4 井中的单层泥岩厚度均超过了 100 m, 尤其是独深 1 井内
单层最大厚度甚至达到了 223 m, 这种单层厚度巨大的泥质岩层无疑对异常高压的形成
和保存非常有利, 因而这些井在安集海河组内均有异常高压存在。

3 4 其它成因机制所起作用的讨论
对于准噶尔盆地南缘异常高压的成因机制, 虽然曾有成岩作用及烃类 生成的认识
( 查明等, 2000) , 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机制对盆地南缘异常高压形成的作用可能不大。根据
Bethke( 1986) 、
Luo and Vasseur( 1996) 、Audet and McConnell( 1992) 和 Swarbrick and Osborne
( 1998) 等的认识, 这种机制只有当总有机碳含量达到一定程度、
有机质发生裂解时才可能
造成较为显著的过剩流体压力。准噶尔盆地南缘其有机质含量本身不大且其热演化程
度相对来说都不高, 在独 1 井、
独深 1 井及呼 2 井, 沙湾组、安集海河组及紫泥泉子组的
Ro 值分别为 0 55% 、
0 44% 和 0 73% , 均未达到大量生气的演化阶段。因此, 就准噶尔
盆地南缘异常高压的形成机制而言, 烃类生成所起作用应该不大。
对于粘土矿物转化的作用, 准噶尔盆地南缘一些井中粘土矿物均没有表现出随深度
增加而发生明显变化( 图 5) , 与各井段异常高压出现的层位和深度相比, 也没有明显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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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准噶尔盆地南缘部 分钻井井段粘土矿物含量随深度变化图
I. 伊利石; I/ S. 伊蒙混层; K. 高岭石; C. 绿泥石
Fig. 5 Correlat ion of percent of clay minerals and depth of some wells in t he south edge

应关系。对此, 由于资料所限, 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粘土矿物转化对盆地南缘异常高压形
成不起作用的结论, 但推测其作用不会太大( Bethke, 1986) 。

4

结

论

根据上述, 对准噶尔盆地南缘流体压力的分布特征及成因机制可小结如下。
( 1) 准噶尔盆地南缘存在显著的异常高流体压力, 异常高压的分布主要受安集海河
组的控制, 与埋藏深度的关系不大。
( 2) 准噶尔盆地南缘异常高压的形成是快速沉积、安集海河组厚层泥质岩的封闭作
用及盆地南缘挤压构造应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生烃作用及粘土矿物转化所起的
作用可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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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PRESSURE AND ITS GENERATION IN SOUTH
EDGE OF THE JUNGGAR BASIN
Li T iejun
(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 ,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here were overpressures in south edge of the Junggar Basin, which could be proved by observed pressures, such as RFT and DST , and well log informat ion, such as sonic defferential time
and mud weights. The maximum value of pressure coefficient of the overpressure was 2. 40 in the
Well An6,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pressure was controlled by the stratum, especially by the
Anjihaihe Formation in age of Eogene. The overpressure was mainly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row of
ant iclines, and part of the Qigu ant icline. The generation of overpressures might have a complicated
cause, namely, a synthetic result of the rapid sedimentation in Cenozoic, the sealing of heavy mudstone, such as the Anjihaihe Formation, the percentage of mudstone in the format ion being 85 2%
to 99 7% , and the tectonic stresses. The role of the diagenic dehydration, hydrocarbon generation
had relatively smaller effect for the overpressures.
Key Words The south edge of the Junggar Basin, Overpressures, Rapid Sedimentary, Tectonic Stress
( 上接第 198 页)
第 4 章 中国南方前陆盆地性质 由甘克文和陈焕疆执笔, 约 6. 4 万字, 在讨论前陆盆地类型和全球前
陆盆地演化的基础上论述了南方的前陆盆地体系和前陆盆地的演化、
叠加、
改造及与大地热流的关系。
第 5 章 中国南方盆

山耦合与脱耦关系 为吴根 耀和马 力撰写, 约 15. 3 万字, 提出 盆

山 耦合

和脱耦是含油气盆地研究的新思路, 系统论述 了其运动学和动力学研究方面的成果, 并例举了与粤 海造
山带、
三江造山带、东秦岭造山带和苏鲁造山带耦合发育的 6 个盆地的详尽资料。
第 6 章 中国南方海相烃源岩的划分、
形成 条件、
分布及演化特征 由吴少华执笔, 约 5. 3 万字。
第 7 章 中国南方海相储集层特征 由吴少华 、
马力 和葛

撰写, 约 8. 5 万字, 探讨 了碎屑 岩和颗

粒碳酸盐岩在含油气系统形成阶段作为输导层和储集 层的物性下 限, 评 价了南方海 相储集层的 现今物
性特征和控制因素, 及南方海相碳酸盐岩的成 岩作用和孔隙演化问题。
第 8 章 中国南方海相中生界、
古生界封堵层( 盖层) 约 7. 2 万字。吴少华写 前 5 节, 分别 讨论封闭
机理、
盖层分类、评价指标、
区域性的天然气盖层和海 相地层水 问题; 章 平澜写第 6 节, 论 述泥质 岩的封
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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