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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西部第三系蒸发岩与生油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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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柴达木 盆地第三纪盐湖环 境不利于形成有机 质丰度高的 优质生油

岩。作者通过柴达 木盆地西部下干柴 沟组、
上干柴 沟组 ( E 3 和 N1 ) 蒸发 岩沉积成因 和生油岩
有机质富集状态的研究, 发现优质生油岩 ( T O C> 1% , 干酪根类型为Ⅰ型或Ⅱ 1 型) 恰好发育
在石膏 、
芒硝和岩 盐最发育的构造部 位和层位, 提 出了一种“大咸盆套小盐湖 ”
的蒸 发岩与生
油岩共生 的沉积模式, 认为第三纪盐湖的 水体深浅既控制了 蒸发岩沉积和 分布, 又 控制了一
般生油岩和优质生油岩的形成, 就该盐湖有机质分布规律进行了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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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是我国重要的含油气盆地之一。
其西部第三系又是该盆地目前发现的油
气储量最多、产量最高的地区和层位( 黄杏珍等, 1993) 。
油气勘探四十多年来, 一个基础性
问题始终在困扰着人们: 如何在柴达木盐湖相环境中找到有机质丰度较高的生油岩, 以期
发现更大的油气聚集带。
因为该区主要生油层就是盐湖相的下干柴沟组、
上干柴沟组中的
暗色泥页岩; 这些泥页岩钙质含量高, 石膏、芒硝、岩盐等蒸发矿物含量高, 与蒸发岩层呈
互层或相变关系( 图1) , 过去分析得到的生油岩有机碳含量数据大多数都比较低, 而且许
多低于公认的陆相生油岩有机碳含量下限( 黄第藩等, 1984; 程克明, 1982) , 被认为是先天
不足的生油岩( 邵宏舜等, 1993) 。
然而, 陆相石油地质的实践已经证实, 有机质丰富、
业已
成熟的生油凹陷控制着油气成藏作用和油气富集带的形成( 胡见义, 1995) 。
因此在柴达木
西部盐湖相第三系能否找到有机质丰度高的生油凹陷( 或洼陷) , 已成为该区油气勘探能
否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关键问题。
由于研究区蒸发盐沉积特征与我国东部第三系盐湖具
有明显差别( 金强等, 1985; 金强, 1991) , 它的盐类及有机质沉积还存在值得探讨的理论问
题, 所以本文尝试着对此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一些研究, 期望得到有益的成果。
盐湖相有机质的富集和生油层的形成, 关键取决于蒸发盐的沉积环境( 金强, 1991) 。
柴达木盆地现代盐湖的研究至少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 文得到“石油创新基金”项目的资助。
本
金 强, 男, 1956年5月生, 教授, 石油地球化学和石油地质学专业。
1999- 09- 29收稿, 2000- 02- 21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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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1986; 袁见齐, 1981; 袁见齐等, 1983) 。
随着地球化学等方法的应用, 使盐湖成因研究有
了很大进展( Lo wenst ein et al . , 1989) 。
例如, 在盐类来源问题上突破了纯粹的蒸发来源、
或者完全的热卤水来源假说( 金强, 1991) , 认为混合来源及大气水循环对地层中盐类的溶
蚀是柴达木盐湖的重要盐类来源( Schubel and L ow enstein , 1997) ; 在盐湖水体深度问题
上也有突破, 认为不仅有深水盐湖( 金强等, 1985) , 而且存在不同深度水体都有盐类沉积
的盐湖; 对于盐湖形成的气候问题国内外专家基本上都认为干旱是其重要因素, 但是湿润
条件下也有盐类沉积的可能。
关于生油岩的形成, 特别是陆相湖盆中有机质的富集, 人们
均认为沉积过程中它们的保存条件尤为重要, 即有机质在还原、
强还原环境中才能被保存
到生油层中; 而有机质来源及其产率并不是主要因素( 金强等, 2000) , 因为越来越多的资
料表明即使盐湖当中也有大量水生生物生存( 金强, 1991) 。
因此, 研究柴达木盆地第三纪
盐湖成因类型, 确定盐湖内还原、
强还原环境的位置, 就成为本文的主要探索目标。

图1 柴达木盆地西部第三系下干柴沟组上 段蒸发岩分布及其等厚线图
Fig . 1

Distrib utions and isopach of the evaporates in the upper p art of Xiaganchaigou Formation, T ertiary ,
in the w es tern Qaidam bas in

2

研究区盐湖沉积特征及其成因模式
岩心和露头观察结果表明, 柴达木西部( 以下简称柴西) 地区下干柴沟组和上干柴沟

组在沉积边缘地带主要为红色、棕红色砂泥岩和砾岩; 在沉积中心部位( 如狮子沟附近) 主
要为深灰色、黑色含石膏或岩盐的泥页岩, 并且与较厚的岩盐层、
薄层石膏、
芒硝等蒸发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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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矿床呈互层产出, 这里的泥页岩钙质含量不超过30% , 有时夹粉砂质浊积岩。它们之间
主要为灰色、深灰色钙质含量很高的泥页岩( 钙质泥岩或泥灰岩) 和薄层砂岩, 泥岩中也含
大量石膏和芒硝等矿物, 在靠近沉积中心的地方石膏层和岩盐比较发育。总体讲, 研究区
泥页岩的钙质含量高( 一般为15- 55% ) , 与膏盐岩呈相变关系, 均为蒸发环境的产物。
我们根据上百口井资料作出的钙质泥岩及泥灰岩等厚图、
含石膏与芒硝泥页岩及石
膏层等厚图、含石盐泥页岩及岩盐层等厚图表明, 柴达木盆地西部第三系蒸发环境中盐类
沉积具有环状分布: 沉积中心( 狮子沟至芒崖一带, 见图1) 以氯化盐为主, 硫酸盐分布区
环饶着氯化盐沉积区, 最外圈为碳酸盐沉积区; 其中碳酸盐沉积区面积最大, 该区之外基
本为第三纪冲积-河流-三角洲等边缘沉积( 例如下干柴沟组上段盐类沉积分布, 见图1) 。
从早第三纪的下干柴沟组至晚第三纪的上干柴沟组、油砂山组, 除蒸发盐总的分布范围、
沉积中心有所变化外, 每一地层单元内不同盐类的环状分布结构是一样的。而且, 沉积相
标志、
沉积地球化学等分析业已证实, 氯化盐与黑色深灰色泥页岩共同沉积在深水区, 碳
酸盐( 即钙质泥岩、
泥灰岩) 分布在浅水区, 硫酸盐及其含膏泥页岩分布在半深水区。
因此,
作者为柴西第三纪盐湖相提出了一个“
大咸盆套小盐湖”的沉积模式( 图2, 图3) 。
“大咸盆”

图2 柴达木盆地西部早第三纪 蒸发岩沉积模式
Fig. 2

A depositional model of th e evaporates in E arly T errtiary in the w estern Qaida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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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广而浅的、
咸-半咸水的碳酸盐沉积区, “小盐湖”
是指水体较深、
范围较小的、
高盐度
的硫酸盐和氯化盐沉积区。

图3

柴达木盆地西部第三系下干柴沟组上段生油岩、优质生油岩分布图

Fig. 3 Distributions of the oil s ou rce rock s and prospective source rocks in the upper part of
Xiaganchaigou For mation, Tertiary , in the w es tern Qaidam bas in

这种盐湖的发育主要受气候、
区域构造和陆源碎屑供给的控制。
古生物学等多方面研
究表明( 青海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等, 1985) , 柴达木盆地第三纪是干热与干冷气候
相间出现的盆地, 存在蒸发作用为主的沉积条件。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祁连山的隆起使柴
达木成为巨大的汇水盆地, 它们三者对盆地不均衡的挤压作用, 使不同地区具有不同沉降
和沉积作用; 11号断层控制了狮子沟-芒崖一带发生快速的沉降作用, 形成深水环境; 此
外, 构造活动还控制了沉积区域和沉积中心的东迁和西移。
与我国东部沉积盆地相比, 第
三纪柴达木盆地与周缘山系的高差明显大、
但是盆地内砂砾岩堆积明显地少, 其原因是气
候干燥、
流入盆地的常年大河流较少, 从而导致陆源碎屑供给不足( 这也是蒸发盐形成的
重要条件之一) 。
盐类物质来源是蒸发盐成因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通过对岩心样品的常量化合
物和微量元素的分析, 认为研究区第三纪盐类物质是多来源的。
既有地表水蒸发浓缩形成
的高盐度卤水, 又有深层热卤水的输入( L ow enstein et al. , 1989) 。

3

研究区生油岩特征及其有机质富集规律
经过四十年的油气勘探, 柴达木盆地积累了成千上万的油气地球化学分析数据。
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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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己采的样品与前人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发现, 碳酸盐沉积区的泥页岩有机碳含量一
般在0. 6% 以下, 有机碳含量大于1% 的样品几乎全分布在硫酸盐和氯化盐沉积区( 图3) ,
可见盐湖内部亚环境对有机质的富集起了控制作用。
岩心观察发现, 该盐湖相暗色泥页岩
纵向上的韵律性特别明显: 在碳酸盐沉积区单个韵律从下至上为薄层粉砂岩、
钙质泥页
岩、
泥灰岩、含石膏斑晶的泥页岩( 其中钙质泥岩和泥灰岩的有机碳含量基本在0. 5% 以
下, 含石膏晶体的泥页岩有机碳在0. 5% 以上) 。在沉积中心附近, 岩性变化更加频繁, 厚层
的岩盐、
黑色含膏盐的泥页岩、薄层石膏、
含膏泥页岩、钙质泥页岩( 其中含膏盐的泥页岩
和含膏泥岩有机碳含量高, 许多高于1% 甚至高于2% , 见图4) 。
此外, 分析资料还表明, 柴
达木盐湖相生油岩有机碳含量越高, 有机质性质越好, 有机碳含量大于1% 的生油岩, 有机
质类型以Ⅱ1 为主, 有机碳小于0. 6% 的生油岩Ⅱ2 型有机质占优势( 图4) 。为了对比, 我们
在位于“
大咸盆”
的建参2井也采取了同层位的样品, 作出了岩性与有机质丰度对应图件
( 图5) , 明显可见, “
大咸盆”
的生油岩岩性以钙质泥页岩和泥灰岩为主, 有机质丰度低、类

图4 狮28井取心段( 下干柴沟组上段) 岩性与有机 质丰度对应关系
Fig . 4 A diagram show ing the lithology and its organic abun dance in th e section ( the up per part of
Xiaganch aigou Formation) of the W ell Sh i 28 located in th e “small brine lake fac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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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差。

图5

建参2井取心 段( 下干柴沟组上段) 岩性与有机质丰度对应关系
( 岩性及颜色属性同图4)

Fig . 5 A diagram show ing the lithology and its organic abun dance in th e section ( the up per part of
Xiaganchaigou Formation ) of the W ell J iancan 2 located in the “
s mall brine lake facies ”

岩性频繁的韵律性反映了盐湖沉积作用的旋回性, 这种旋回性既可能是水体深浅变
化造成的, 也可能是盐类物质供给变化造成的。但是富含有机质的泥页岩基本全为较深水
的沉积。
在深水条件下, 盐度可使水体产生永久性的分层( 金强等, 1985) 。
此时盐湖表层水
盐度低、
与大气接触, 是富氧水体, 可供浮游生物生存, 是盐湖有机质来源之一; 该水中还
生存着喜氧微生物, 它们对死亡的生物和陆源输入的有机质具有强烈的分解作用。
在碳酸
盐沉积的浅水区域, 由于湖水的波动, 底层水包括新生沉积物也含有一定量的游离氧, 属
于弱氧化-弱还原环境, 有机质的分解作用仍然在进行, 所以保存到泥页岩中的有机质含
量较低 ( 图6a ) 。而在较深水的盐湖部分, 由于水体存在厚度较大的盐跃层 ( 图6b ) , 底层
水 ( 即高盐度卤水) 不与表层含氧水有交换的机会, 所以是缺氧环境, 进入这种环境的有
机质免除了氧化分解的可能性, 因此该环境中沉积形成的暗色泥页岩有机质丰度高、
有机
质类型相对好。
这是因为喜氧细菌对沉积有机质的分解作用是有选择性的, 富含类脂化合
物的水生来源有机质易被分解, 陆源有机质因含大量芳香结构和酚环衍生物, 对许多微生
物具有毒性, 不易被分解, 因此在碳酸盐环境 ( 图6a ) 中的有机质类型相对较差。
以上分析使我们认识到, 柴达木盆地盐湖相生油岩并非有机质含量都很低, 在膏盐集
中沉积的深水盐湖部位可以有丰度高、类型好的生油岩堆积。这种生油岩有机碳含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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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西部第三纪盐湖相有机质沉积条件分析图

Fig . 6 T he sedimentary settings of organic matter in the “large saline lake facies ”
( a) and the “samll brine lak e facies”( b) of the western Qaidam basin durin g T ertiary

1% 以上, 有机质类型为Ⅱ1 或Ⅰ型, 我们称为“
优质生油岩”。
只要通过地震相或沉积相等
研究, 在第三系盐湖相中找到硫酸盐和氯化盐集中发育区, 也就找到了优质生油岩发育
区。
作者在柴达木盆地生油层评价和预测研究中, 提出了不同层位优质生油岩的分布范
围, 得到青海油田同行专家认可, 为研究区进一步的油气勘探指明了方向。

4

结

论

( 1) 柴达木盆地西部第三系盐湖相蒸发岩沉积具有环状分布特征, 其中碳酸盐沉积区
面积最大, 环绕着硫酸盐沉积区分布; 氯化盐分布区最小, 仅局限于狮子沟至芒崖深大断
裂带附近。碳酸盐主要以泥灰岩和钙质泥页岩产出, 具有明显的浅水沉积特征。硫酸盐主
要以石膏、芒硝产出, 以大量斑晶或结核形式产出于暗色泥页岩中。
岩盐为主要的氯化盐
形式, 并以岩盐层与黑色泥页岩呈互层产出, 或以分散晶体产出于泥页岩中。
硫酸盐和氯
化盐具有较深水-深水沉积特征。据此, 本文提出了“
大咸盆套小盐湖”的沉积模式, 对于我
国西部其它盐湖成因可能具有指导意义。
( 2) 控制柴达木盆地第三纪盐湖发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我们认为干燥的气候、
盐类
物质供给、
盆地构造变迁和陆源碎屑注入量是其主要控制因素。
研究区盐类物质具有多源
性, 地表水的过度蒸发是其来源之一, 沿深大断裂上升的热卤水是其另一来源。
( 3) 生油岩有机质丰度取决于它的沉积环境。
膏盐发育区为较深水-深水环境, 水体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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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形成永久性分层, 其下部为强还原条件, 沉积有机质可得以有效保存, 因此该区的泥
页岩有机质丰度高、
类型好, 基本为“优质生油岩”
。
泥灰岩和钙质泥岩发育区分布很广, 但
是它们为浅水沉积, 水体底部、
沉积物上部处于弱氧化-弱还原条件, 沉积有机质受分解作
用强烈, 所以保留在泥页岩中的有机质丰度类型差。本文预测的优质生油岩分布区域有利
于进一步的油气勘探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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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EDIMENTATION OF TERTIARY EVAPORITES AND
OIL SOURCE ROCKS IN THE WESTERN QAIDAM BASIN
Jin Qian g

Zh a M in g

( Uni v ersity of P etr ole um , D ongy ing , S hand ong

257062)

Abstract
It w as believed that t here w ere not prospect ive o il sour ce ro cks ( w it h high organic
carbon cont ent s and bet t er hydrocar bon pot ent ials) depo sit ed in t he evaporit e lacust rine
of t he Qaidam basin in T ert iar y. Based o n t he invest igat ions of co-sedim ent at ion of t he
evapor it es and so urce ro cks in ag e o f Oligocene and M iocene in the w estern Qaidam
basin, t he aut hors represent ed that t he pr ospect ive o il source ro cks w ere just dist ribut ed
st rat igraphically and t ect onically in t he locat ions w here halit e and gy psum w ere depos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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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 A genet ic mo del w as po st ul at ed f or evapor it es and so urce r ocks , which w as described as “
big shallo w -wat er saline lake surrounding sm all deep-w at er brine lake”
. T he
aut hors bel ieved t hat w at er -dept h cont rolled bot h on deposition of t he ev apor it es and t he
accum ulat ion of organic m at t er in t he sal t -lake environment . A nd a t heo retical m odel f or
fo rming of oil source rocks in t he salt env ir onm ent w as pr esent ed in t his paper , which
w as a useful t o ol f or finding pro spect iv e source rocks in t he Qaidam basin.
Key Words

Evapo rite, Oil source rocks, Depo sit io nal mo del, T ert iary, T he

Qaidam basin

《
造山带地层学》出版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吴根耀的专著“
造山带 地层学”
, 2000年6月由四川科学技
术出版社和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 K ) 出版。全书共5章, 218页, 34万字。
第一章 在简要回顾了地层学 的形成发展的基础 上, 以阿 尔卑斯- 亚 平宁和北 美科迪勒拉 为例论述
了构造地 层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 来的发展, 进而提出造山 带地层学 形成的必然 性。
因 研究对象的 不同,
地层学在 其发展过程中已形 成两种理论体系。本章也指出 了20世纪50年 代以来中 国地层学一 度陷入的
误区。
第二章 论述造山带地层学的 理论。
在简 要讨论了盆地分 析中的时间 概念和空 间概念的基 础上论述
了盆 地分析 的活动 论构造 观, 探 讨了 造山作 用与 盆地演 化间 统一 的运动 学过 程和动 力学 机制及 研究
“盆”“
山”耦合关系的四条 途径, 提出应 辩证地统一盆地发 育中的构造 作用、沉积作用和 热作用( 含油气
盆地中 还有生烃史和成藏 史) 。在分析了大陆边缘 的复杂性、洋盆的复杂 性和磨拉 石盆地发育 的时空制
约的基础上总结了造山带的建造特征。在造山带的变形特征中提出了断层 的四种平面组合方式 , 强调了
构造层或圈层间变形的不协调性( 立交桥式构造) 。
本章还简单讨论了造山带的变质特征。
第三章 论述造山带地层学的 方法。
以化 石的定年和指 相作用、相和建造 分析、地层厚度和 不整合面
的意义为例论述了历史分析法的新内涵 。
造山带从本质上说是构造反转带, 必须把已经 反转了的构造先
反转过 来, 然后结 合岩石序列的地层问 题开展多学科( 如岩石大 地构造学、沉积大 地构造学和 沉积地球
化学、变质地质学、
地层学的有关分支学科和地球 物理学) 的攻关研究, 称以区域构造解 析为主线的综合
分析。评述了两种不同的地质图的制图思想, 介绍 了阿尔卑斯- 亚平宁式的地质图的制 图思想和工作步
骤, 较为具体地叙述了地层图、
构造图、构造剖面图的内容和变质岩的地质图表示。
第四章 以作者自己的工作 为主并参阅他人的 成功经验, 分别例举 了俯冲型 造山带、碰撞型( 包括陆
- 陆碰撞和陆- 弧碰撞) 造山带和剪切型( 包括同 碰撞的剪切和后碰撞的剪切) 造山带的地层学 问题。
本
章也 讨论了早前寒武纪 造山带( 包括 沉冲型和碰撞型) 和陆内造 山带的地层 问题。基于大量实 例进一步
总结了中国地层学走过的曲析道路。
第五章是小结, 强调本书的宗旨是把活动论构造观引入地层学研究, 为在造山带地 区开展地层学工
作提供正 确的思想理论和方 法手段, 接 受21世纪的严峻挑 战。
分 四个方面展 望了造山 带地层学的 发展,
提出了造山带地层学面临的五个当务之 急。
有意购书者请与作者联系( 每册25元, 另加寄费3元) 。
( 何顺东 关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