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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涟源凹陷构造演化与油气成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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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涟源凹陷经历了 2 个 主要构造演化阶段: 晚古生 代海相碳 酸盐岩 夹碎屑 岩盖层

建造和中生代陆相沉积, 现今的逆掩冲断 构造样式和构 造格局基 本定型于燕 山期。油 气藏的
形成经历了早、
晚两期, 早期形成于印支运动主幕, 燕山运动主幕遭到破坏, 部分经重新分配后
形成次生气藏; 晚期形成于燕山运动主幕 以后, 属原生油气藏。涟源凹陷中部褶断带的紧闭背
斜是寻找次生气藏的首选区域, 而宽缓向 斜中的隐伏隆起则是寻找晚期原生油气藏的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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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源凹陷位于湘中新化至娄底一带, 面积约 6 770 km 。凹陷四周均为隆起, 西北为武
陵 雪峰隆起、
南为龙山凸起、
东为沩山隆起。凹陷内按盖层构造样式可分成西部叠瓦逆
掩冲断带、中部褶 断带
和东部滑覆叠瓦冲断带
3 个构造单元( 图 1) 。
涟源凹陷基底为前
泥盆纪浅变 质岩系, 盖
层由中泥盆统至下三叠
统 ( D2-T1 ) 碳 酸盐 岩 夹
碎屑岩海 相建造组 成,
局部残存下侏罗统和上
白垩统陆相 地层, 地层
序列如 表 1( 湖 南省 地
质矿产局, 1997; 全国地
层委员会办公室, 1998;
图 1 湖南涟源凹陷构造区划图
1. 主干断裂, 箭头示断面倾向; 2. 次级断裂, 箭头示断面倾向; 3. 中泥盆统-石炭系;
4. 飞来峰; 5. 二叠系-下三叠统; 6. 隆起区
Fig. 1 Tectonic framework of the Lianyuan Depression

金玉 等, 2000; 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 所, 2000; Remane et
al. , 2000) 。由表 1 可见
海相盖层存在良好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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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涟源凹陷地层序列及构造演化表
Table 1

St rat igraphical succession and tectonic evolut ion of the Lianyuan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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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条件, 实际钻探也发现 20 余口井见良好的气显示, 表明天然气勘探前景良好。

2

构造演化
( 1) 海相盖层演化阶段( 中泥盆- 早三叠世)

加里东晚期, 扬子板块和华夏板块沿江绍断裂带缝合( 刘宝 等, 1994) , 本区下古生
界变形并遭受弱变质, 后经长期风化剥蚀夷平而成为晚古生代沉积的基底。本区晚古生
代构造演化具有陆内裂陷和陆内坳陷两重性。
陆内裂陷期( 中- 晚泥盆世)

海西早 期, 我 国南方普 遍发生裂 谷作用 ( 刘 宝

等,

1994) , 在这区域拉张的构造背景下, 海水沿裂陷带由南向北推进, 于中泥盆世到达本区,
早期( D2 t ) , 以海底整体沉降为主, 沉积了以跳马涧组为代表的一套滨浅海砂泥岩; 中期
( D2 q- D3 s) , 由于北东向基底断裂活动的不均一性, 区内出现台、盆相间的构造格局, 台地
上主要发育灰岩、
含生物碎屑灰岩和礁灰岩( 如表 1) , 而台盆区则发育泥灰岩、
泥岩及硅
质岩; 晚期( D3 x- D3 m) , 由于柳江运动的影响, 结束台、
盆格局并演化成局限台地
环境, 沉积一套含生物碎屑碳酸盐岩和砂泥岩建造。
陆内凹陷期( 早石炭- 早三叠世) 该期可划分出 3 个凹陷
旋回( C1 l- C1 c) 由刘家塘

三角洲

隆升的完整旋回。第 1

石蹬子期持续坳陷和测水期回返组成, 坳陷期沉积了潮坪

局限海碳酸岩盐夹泥页岩, 回返期沉积泻湖

半

海陆过渡相含煤砂泥岩, 其顶部常见一厚

层砾岩, 通常认为该期坳陷回返是淮南运动影响的结果。第 2 旋回( C2-P2 ) 由梓门桥期
栖霞期的凹陷和茅口期隆升组成。凹陷期依次发育了潮坪 开阔台地 台盆相向上变
深沉积序列, 而隆升期发育台地

局限台地碳酸盐岩向上变浅序列, 其抬升主要受东吴

运动( 胡世忠, 1994) 影响, 造成中、
上二叠统呈假整合接触。第 3 旋回( P3 T1 ) 则由龙潭期
大隆期的凹陷和大冶

麒麟山期的回返组成, 凹陷初期, 区内水体较浅, 以滨岸泻湖

沼泽环境为主, 沉积龙潭煤系; 大隆期, 凹陷加剧, 水体迅速变深, 出现了台盆相泥质岩、
硅质岩及碳酸盐岩沉积, 在印支运动的影响下, 大冶期水体变浅, 沉积了一套灰岩、白云
岩及砂泥岩的向上变浅序列, 随着印支运动的加强( 李继亮等, 1989) , 海水退出本区, 结束
了海相盖层形成演化阶段。
( 2) 陆相盖层演化阶段( 中三叠世以来)
印支运动在本区乃至整个南方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它根本改变了本区以往的海相沉
积格局, 开创复杂多变的陆相沉积演化时代。也正因为其沉积多变, 后期构造改造及剥
蚀强烈, 给研究带来一定困难, 本文力图依据残留地层及构造形迹进行恢复。
印支运动后, 本区强烈褶皱隆起, 长期处于隆升剥蚀状态, 仅在局部向斜盆地沉积陆
相含煤碎屑岩( 高家田组 J1 g ) 。中侏罗世后, 受太平洋板块斜向俯冲的影响( Engebretson
et al. , 1985) , 沿雪峰山

江南隆起发生陆内造山( 湖南省地质矿产局, 1988) , 使本区遭受

强烈褶皱冲断并伴随火山作用, 形成一系列断面倾向南东的逆冲断层及一系列轴面倾向
南东的紧闭褶皱, 并在冲断层前缘形成冲断前陆盆地( 如沅陵 麻阳盆地) ( 邓红婴 等,
1999) 。晚白垩世起, 由于应力松弛, 在重力作用下, 冲断岩片沿原逆冲断层面下滑, 并于
滑覆前缘产生叠瓦状冲断带, 同时, 在逆反转型小型断陷盆地内沉积上白垩统戴家坪组
( K2 d ) 。喜马拉雅运动使本区再次抬升隆起, 致使中- 新生界遭受强烈剥蚀, 仅局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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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存。
综上所述, 涟源凹陷晚古生代出现台地环境, 其西北面一直受武陵

47

雪峰隆起的影

响。东吴运动后, 南部的龙山低凸起初现雏形, 印支运动使其进一步强化, 并使凹陷内沉
积盖层褶皱。燕山期, 在冲断作用和岩浆侵入作用共同作用下, 凹陷东面的沩山隆起迅
速崛起, 区内盖层遭受强烈冲断改造, 奠定了现今的冲断构造样式, 具体表现为: 西部叠
瓦冲断带为向西北凸出的扇形体, 由一系列中泥盆统至下三叠统构造岩片构成, 在洞口
石下江及涟源恩口地区尚见下侏罗统卷入; 以发育一系列断面倾向南东的冲断层和紧闭
褶皱为特征, 其上常叠加晚燕山期构造飞来峰( 如新化县城西的大洋江飞来峰等) 。东部
叠瓦冲断带亦为由中泥盆统至下三叠统的一系列构造岩片构成, 以发育轴面倾向北西的
冲断层为特征, 对断面倾向南东的冲断层和北西向褶皱进行改造, 构成向南东方向推覆
的叠瓦扇形体, 地表上可 见二叠系逆冲于 下侏罗统之上, 被上白 垩统覆盖( 徐志斌 等,
1993; 云武等, 1994) , 表明其形成于晚白垩世之前。结合西部构造带所叠加的飞来峰亦隐
伏于上白垩统之下的事实, 说明该叠瓦扇形体为燕山运动之后由于应力松弛造成区域重
力滑覆形成。中部褶断带为相对平稳地带, 包括新化、
车田江、桥头河和斗笠山向斜及锡
矿山、
安坪、
栗山桥背斜等, 以隔档式褶皱为特征。野外调查发现, 该带层间滑动和重力
滑覆作用发育, 或许由于层间滑动消减了应力才使得该带构造带相对平稳。从构造角度
来看, 印支运动和燕山运动是形成本区构造圈闭的主要时期, 其强大的构造应力又是促
使油气大规模运移的主要动力, 因此对油气成藏具有重要控制作用。

3

油气成藏条件

( 1) 烃源岩 上述构造演化分析表明, 裂陷期和凹陷期均存在有利于烃源岩发育的
构造环境。地表观察和钻井揭露显示, 涟源凹陷烃源岩厚度超过 1 700 m, 其分布见表 1
和图 2。实验分析数据( 表 2) 表明区内烃源岩有机碳含量总体较高, 棋梓桥组中- 上部至
佘田桥组下部暗色灰岩( 台地相) 和泥岩、
泥灰岩( 台盆相) , 刘家塘组中- 上部暗色泥灰岩、
页岩在平面上分布范围较大且有机碳类型为

型, 应是本区主要生油岩, 另据 Lu and Ka-

plan ( 1990) , 傅家谟等( 1990) 和黄第藩等( 1995) 的研究, 认为煤系地层是有利的气源岩,
因此本区测水组和龙潭组煤系的供气条件不可忽视。经采用恢复有机碳法计算, 该凹陷
天然气资源量为 14 23 1010 m3 , 具有一定勘探价值。
( 2) 储层特征
孔隙

据野外调查和镜下研究, 区内存在孔隙

裂缝型和裂缝型两类储层。

裂缝型储层分布于中- 泥盆统棋子桥组中- 下部礁灰岩和泥晶生物碎屑灰岩、下石

炭统刘家塘组中部生物碎屑泥晶灰岩以及下二叠统栖霞组残余生物碎屑硅质岩, 主要储
集空间为溶孔溶缝、
微裂缝和缝合线。裂缝型储层分布于下石炭统石磴子组, 由中- 厚层
状泥晶生物碎屑灰岩、
生物碎屑泥晶灰岩和泥微晶灰岩构成, 主要储集空间为微裂缝和
缝合线。据统计, 本区储层累计厚度逾 400 m, 单层厚度一般为 30~ 50 cm, 仅少数礁体储
层达 1 m 以上。钻探显示, 下石炭统刘家塘组和石磴子组是目前主要产气层位。
( 3) 盖层条件 本区盖层岩石类型多, 计有泥岩类、灰岩类及硬石膏层。最主要的泥
岩类盖层是测水煤系, 位于下石炭统上部, 全凹陷分布, 是本区主要储集层段石蹬子组和
刘家塘组直接盖层或间接盖层。梓门桥组含石膏岩系是位于测水煤系之上的又一套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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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涟源凹陷中泥 盆统- 下石炭统有机质丰度数据表
Table 2 Middle Devonian to Lower Carboniferous organic abundance of the Lianyuan Depression
层

位

岩性

有机碳/ %

沥青 A / 10- 6

范围

平均

范围

平均

0. 18( 5)

10~ 53

32( 4)

梓门桥组( C 1 z )

灰岩

0. 07~ 0. 29

测水组( C 1 c )

泥岩

0. 64~ 3. 09

1. 44( 5)

12~ 104

45( 3)

石蹬子组( C 1 sh)

灰岩

0. 09~ 1. 79

0. 46( 53)

1~ 129

28( 49)

灰岩

0. 04~ 1. 11

0. 31( 97)

2~ 127

26( 84)

泥岩

0. 3~ 1. 49

0. 61( 22)

17~ 94

40( 22)

灰岩

0. 04~ 0. 83

0. 21( 28)

3~ 41

20( 23)

灰岩

0. 04~ 0. 38

0. 27( 46)

6~ 56

27( 20)

泥页岩

0. 21~ 0. 87

0. 69( 9)

20~ 57

28( 5)

灰岩

0. 03~ 0. 34

0. 18( 50)

3~ 67

21( 42)

刘家塘组( C 1 l )
锡矿山组( D3x )
佘田桥组( D3 s )
棋梓桥组( D2 q)

有机质类型
型
型
-

型
型

型为主
-

型
型

质盖层, 冷 水江铎山4 807孔钻
及含石膏岩系 达 102. 11 m, 其
中硬石膏层厚 15. 2 m。含石膏
岩系在涟源地区分布广泛。而
灰岩类 盖 层在 凹陷 中- 北部 主
要位于中- 泥盆统中- 上部, 厚度
较大 且分布稳 定, 是 礁型储 层
的直接 盖层。综 上所 述, 本 区
生储 盖条件良 好, 野 外调查 也

图 2 涟 源凹陷泥盆- 石炭系生油岩厚度图
Fig. 2 Thickness of the Devono-Carboniferous sources

证实存在印支 燕山期形成的
背斜 圈闭, 因而具备 了形成 油
气藏的基本条件。冷浅 1 井等
井的钻探证实存在以下石炭统

刘家塘组和石磴子组为主要储集层段和以上石炭统测水煤系及梓门桥含石膏岩系为盖
层的成藏组合, 说明下石炭统刘家塘组和石磴子组是本区最现实的勘探目的层。

4

油气藏的形成、演化与靶区分析

据涟源凹陷地温场条件( 毕华, 1995; 王文侠, 1991; 云武等, 1995) , 笔者对上述主要烃
源岩进行了一维盆地模拟, 表明中- 上泥盆统烃源岩一般是在早-中二叠世进入生油门限,
到印支运动前夕, 处于轻质油到湿气保存阶段; 下石炭统烃源岩在印支运动前一般处于
生油门槛至生油高峰期, 二叠系烃源岩印支运动前未达到成熟。本区主力烃源岩中泥盆
统棋梓桥组、
上泥盆统佘田桥组和下石炭统刘家塘组进入凝析油及干气阶段是在构造
岩浆活动较活跃的印支 燕山期, 该时期与深溶作用有关的溶孔 裂缝型和裂缝型储层
亦已形成, 为油气运移提供了良好通道。构造分析表明, 印支运动前本区以稳定沉降为
主, 印支运动主幕使中泥盆统至下三叠统海相盖层褶皱隆起, 形成一系列北东向宽缓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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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 有利于油气排出、
运移和聚集, 最终形成油气藏。上述油气藏经早燕山期持续埋藏,
大都演化为气藏。到晚侏罗世, 燕山运动对本区早期构造进行强烈改造, 致使印支期褶
皱进一步发育, 形成线型紧闭褶皱, 同时产生一系列逆掩断层, 将背斜分割成数个断背斜
或使背斜轴部遭受剥蚀, 印支期油气藏遭受破坏, 部分天然气散失, 部分则运移至断背斜
及向斜区内次级背斜重新聚集, 形成次生气藏( 图 3) 。目前地表发现的油气苗及井下油
气显示, 大都分布于紧闭褶皱, 说明经燕山期油气重新分配后, 紧闭褶皱是最有利的聚集
场所。

图3

涟源凹陷生储盖组合及油气藏的形成演化模式

Fig. 3 Source-reservoir- cap associat ion and evolut ion molel of the Lianyuan D epression

值得指出的是, 在中部褶断带, 因有下三叠统覆盖, 测水煤系和龙潭煤系保存完整且
其演化程度适中, 大约于燕山运动主幕以后进入生油门限, 目前仍具一定的生烃能力( Ro
约 2% ~ 3% ) , 可以就近为向斜区内的次级背斜提供气源, 形成动态平衡的原生气藏, 是
值得重视的勘探领域。
从构造特征分析, 西部叠瓦逆掩冲断带褶皱紧闭、
断裂发育, 而东部滑覆叠瓦冲断带
圈闭发育欠佳, 均不利于天然气聚集和保存; 中部褶断带由 4 个背斜带和 3 个向斜带组
成, 向斜形态宽缓, 背斜狭窄并发育与逆掩断裂关系密切的次一级褶皱。从锡矿山背斜
带的钻探来看, 气显示众多, 冷浅 1 井等尚具自喷 600 m 3 / d 的产能, 显示中部地区背斜带
具有次生气藏的形成和保存条件, 应是涟源凹陷寻找次生气藏的首选区域。此外, 在宽
缓向斜内, 由于烃源岩目前仍具生烃潜力, 盖层条件优越且地震剖面显示在桥头河向斜
中存在隐伏隆起, 具备晚期成藏条件, 是本区寻找晚期原生气藏的靶区, 应引起重视。

5

结

论

( 1) 涟源凹陷构造演化主要经历了海相和陆相盖层的形成演化两个阶段, 现今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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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和构造格局基本定型于燕山期。
( 2) 存在以中泥盆统棋梓桥组中- 上部和下石炭统刘家塘组中- 上部为主力烃源岩、以
下石炭统刘家塘组中部和石磴子组为主要储集层段及以测水煤系和梓门桥含石膏岩系
为盖层的成藏组合。
( 3) 涟源凹陷可能经历两期成藏, 早期形成于印支运动主幕, 以油藏为主, 至早燕山
期大都演化成气藏, 燕山运动主幕将其破坏, 部分于紧闭背斜褶皱重新聚集形成次生气
藏而保存下来; 晚期形成的油气藏属原生油气藏, 形成于燕山运动主幕以后, 以目前仍具
生烃潜力的测水煤系和龙潭煤系为主力烃源岩, 至今仍保持着动态平衡。
( 4) 涟源凹陷中部褶断带的紧闭背斜是寻找次生气藏的首选区域, 而宽缓向斜中的
隐伏隆起则是寻找晚期原生气藏的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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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ONIC EVOLUTION AND FORMING OF HYDROCARBON
RESERVOIR IN THE LIANYUAN DEPRESSION, HUNAN
Zhou Jingao Deng Hongying Feng Jialiang
(H angzhou Institute of Petroleum Geology ,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 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H angzhou

310023)

Abstract
Based on a discussion of t ectonic evolut ion and forming rules of hydrocarbon reservoirs, the paper thought that the Lianyuan Depression experienced two main stages of tectonic evolut ion: the marine sedimentary cover deposit ing from Middle Devonian to Early Triassic, and the cont inental facies
sediments depositing from Middle Triassic. The existed thrust structures and the tectonic framework
created in the Indosinian orogeny and fell its pattern in the Yanshanian orogeny. It wa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re were two stages of forming of hydrocarbon reservoirs: the earlier hydrocarbon reservoirs
were mainly oil ones which formed in the Indosinian cycle and turned into gas reservoirs in the Early
Yanshanian period, then, the reservoirs reformed and became the secondary gas reservoirs in the
Middle Yanshanian period. The later hydrocarbon reservoirs were oil and gas ones originally, which
formed after the main episode of Yanshanian orogeny. The paper forecasted that the secondary gas
reservoirs would be found in anticlines of the central syncline belt and the original oil and gas reservoirs found in buried sub- ant iclines of the central syncline belt.
Key Words The Liangyuan Depression, The Upper Paleozoic, Tectonic evolut ion, Sourcereservoir- cap assemblages, Forming rules of hydrocarbon reservoi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