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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加拉-阿尔丹和华北-塔里木两大克拉通之间地壳相对活动性的地区，地质界多称为中亚陆间区，其南带大部分在
中国境内。近年来，中国开始把其上古生界作为油气新区、新领域。多数人认为，其在晚古生代已形成过渡型地壳区，其
中有许多地块已逐步拼合，在其上发育裂谷型沉积地质体，未受到区域变质，若干实体变形微弱并被上覆层掩盖而得到保
存。源于上古生界的油气既可赋存在其内，也可运聚于中生界或基岩内，在其西段已发现了大中型油气田群。但其整体
地质研究程度偏低，仍有许多重大区域地质、油气地质问题存在歧见。针对其近年来的进展、存在的问题和油气远景评价
作了概括性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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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K. A discussion on the Upper Paleozoic tectonics and petroleum prospect of southern central Asia intercontinental ar⁃
ea.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8, 37(1): 1-6
Abstract: The southern central Asia intercontinental area, which is mainly located in China, lies in a relatively active crust area be⁃
tween the Angara-Aldan and North China-Tarim craton. In recent years, the Upper Paleozoic strata have been regarded as a new
field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Most researchers regard this area as a transitional crus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weakly deformed stra⁃
ta and good preservation due to upper cap rocks. The oil and gas which originated from Upper Paleozoic could be accumulated in si⁃
tu and also immigrate into Mesozoic batholith. Several large and medium gas fields have been foun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is area.
Additionally, there still exist some controversies on the regional geology and petroleum area. This paper provides a generalized com⁃
ment on the progress, existing problems and hydrocarbon prospectiv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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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 亚 陆 间 区 —— 上 古 生 界 油 气 勘 探 的
新区

地带被称为中亚陆间区（或中亚造山带、中亚地槽

对亚洲大地构造研究，
多强调新元古代—古生代

的陆壳块体（中间地块），其间可有或大或小的大洋

相对活动性的差别，并以此作为一级构造单元划分

型地壳（陆间小洋盆）。这个总体呈弧形东西向展

的主要依据。亚洲北部存在巨大的具稳定大陆型

布的地区可分为北、南两带，分别位于上述 2 个巨大

地壳的安加拉-阿尔丹块体（亦称西伯利亚地台），

块体的南、北两侧，它们皆可与西太平洋边缘的中

亚洲中部存在规模较小的具稳定大陆型地壳的华

段（南海至印度尼西亚）类比。在中亚陆间区的南、

北（亦称中朝地台）-塔里木块体，两者之间的广大

北两带之间可能存在一个规模较大、分布较连续的

区）。中亚陆间区以具相对活动性为特征，具有过
渡型地壳。这意味着其内可发育规模偏小的减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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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壳区，至少在早古生代—晚古生代初期可与现在

带是不同时期构造间的缝合线和不同时期板块（洋

的大西洋（窄洋）对比，该洋壳区从西向东于晚古生

壳）间的俯冲带，其上发育着代表残余洋壳的蛇绿

代—侏罗纪呈剪刀状闭合消亡，使亚洲主体拼合成

岩套，有的可见影响数十甚至数百千米的逆掩-推

一个完整的大陆型地壳区。

覆体；伴随褶皱造山的是强烈变形、区域变质、以侵

中亚陆间区南带主体在中国北部，
向西涉及中亚
[1]

入岩为主的强烈岩浆活动；在中生代（侏罗纪）转化

诸国，向北包括蒙古国和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南缘 。

为相对稳定的地台并发育具含油气远景的中、新生

按传统的构造认识，
该带在中国多称为天山-兴蒙造

代盆地。

山带或褶皱带。基于这一认识，
在石油地质上认为其

应该说，这一传统的认识仍广泛地流行在构造

古生界已变质并有强烈变形，
属于中新生代盆地的基

地质和油气地质学界，见于众多文章提到的构造概

底，
没有油气远景，
其代表性的地区是松辽盆地和二

况的描述中。尽管其构造理论从传统的地槽-地台

连盆地。即使其中最大的块体准噶尔地区，
也认为下

说演变为板块说，名词系统发生了变化，但其核心

[2-3]

石炭统已褶皱变质，
应属盆地基底

。

涵意并无实质性改变。应该说，这一传统思路反映

但越来越多的地质资料与勘探实践在逐渐改

了该区的构造活动性总体强于南侧的华北-塔里木

变着人们的认识：该区至少是上古生界存在未经区

地区的实际情况。

域变质、未见强烈形变的沉积岩系（可夹火山岩

2.2

类），甚至可见源于该套地层的油气显示。这意味

2.2.1

构造属性总体是稳定性增强的大陆裂谷
趋于成熟的大陆型地壳区

着其是相对稳定的地块，可能具有一定的含油气远

如果把中、新元古代以来至古生代看作一个地

景。21 世纪初，中国的油气勘探开发实体已全部企

壳开合的巨旋回[5]，那么可以认为，晚古生代中亚陆

业化，他们或从商业风险考虑不愿意进行研究，或

间区已经进入旋回后期以闭合为主要趋势、大陆壳

无力进行系统的偏基础性的油气新区新领域研究

区增大增厚趋于成熟的时期。即使在以拉张开裂

（之前这一工作主要由地质部/地质矿产部的油气

为主要趋势的时期，该陆间区也不是单纯的洋壳，

普查队伍承担）。国土资源部的相关单位承担了该

其中存在不少地壳较厚的过渡型地壳。其初期形

任务，2005 年，国土资源部油气战略中心开展了中

态可能是点或链状的“洋岛”，而后可形成面状海台

国北方华北-塔里木以外地区上古生界油气远景评

（submarine plateau），这就是构造地质学上所称的具

价，并涉及柴达木盆地，超出了中亚陆间区或天山-

多个（中间）地块的“多岛洋”。中亚陆间区南带在

兴蒙造山带的范畴。2007 年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

晚古生代，特别是晚石炭世以来，越来越多且地壳

启动了一批新区、新层系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

越来越厚的多个中间地块已基本拼合、联合成具有

开展了新疆北部、银额盆地、内蒙古东部石炭系—

相对统一性的大陆壳区，最终使南带和北带自西向

二叠系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在对该区油气评价的相

东完成剪刀式的闭合，伴随这个过程的是大陆壳在

[4]

关论文中，笔者用了较模糊的称谓：
“大北方” 。为
了总结“十二五”期间这项工作的成果，
《地质通报》

次级开合旋回下的再次拉张，形成大陆裂谷系。
需要说明的是，大陆壳的拼合、联合可以有多

再次出版专辑并仍邀请笔者撰写序言性的文章，笔

种形式。初期可以是简单“松散”的连接而无“碰

者便将论题限制在中亚陆间区（南带）之内，拟重点

撞”，在古地理上可保留二者接合部的海洋，甚至其

讨论该区基础地质研究的进展、对油气地质成果的

上可有半深海、深海相沉积。即使在挤压下两陆块

评价及存在的问题。

碰撞，也可因挤压程度不同而有软碰撞与硬碰撞之

2 对晚古生代构造发育史的不同认识及
存在问题

分，因而地壳块体之间（可以是陆壳间也可以是陆

2.1

该区整体是活动性强的地槽、褶皱造山带

理，强烈的逆掩推覆、线性褶皱和动力变质也只是

传统认为，该区晚古生代仍属相对活动区，经

挤压变形的极端形式，其只出现在强烈挤压背景下

壳与洋壳间）的结合碰撞不一定伴随造山，造山带
仅是强烈挤压下的硬碰撞才出现的极端形式。同

历了萨拉伊尔、加里东、海西等多旋回发育的造山

的有限地区。进一步说，造山也好、强烈形变也好，

运动；区内几个与区域构造走向大致平行的大断裂

在走向上可有明显的变化，其常局限于某一或某些

第 37 卷 第 1 期

张抗：中亚陆间区南带上古生界构造和油气远景（代序）

3

地段，
往往不能推延到整个地块结合带。

时间起始上不完全一致，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现

2.2.2

象，详细研究证实，至少在中国区域地质发展史上

大陆裂谷发育的阶段性
中亚陆间区南带晚古生代作为巨型开合旋回

中的次级旋回，其构造演化大体可分为 3 个阶段：晚

屡见不鲜[6]。
2.2.3

大陆裂谷的相对活动性

泥盆世—早石炭世、晚石炭世—早二叠世、中二叠

晚古生代大陆裂谷的性质使其地层与南侧华

世—晚二叠世，其完全闭合和区域性隆升可延至

北-塔里木克拉通的同期地层有巨大差异。就石炭

早、中三叠世。

系而言，华北区的本溪组、太原组海陆交互相地层

中亚陆间区南带的大部分地区早古生代开合

可在数百千米的大范围逐层对比，表现出相当强的

旋回大致终结于早、中泥盆世（不同地区可有所差

稳定性。而本区的石炭系，即使是海相也表现出厚

异）。因而在地层发育齐全的强烈坳陷区可见志留

度、岩性的急剧变化，直观表现是相邻地区相应时

系与下泥盆统之间呈整合接触，当然，在经历了泥

代地层因岩性不同而冠之以不同组名，且常对其时

盆纪隆起的更广阔的地区，可表现为晚泥盆世—早

代的上下限争议不休。

石炭世地层直接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其间缺

与该区中—新生代大陆裂谷不同，晚古生代裂

失了不少地层。同样，在晚泥盆世—早石炭世，裂

谷的拉张/大洋化程度较高，在拉张程度最高的时

谷继承早古生代的沉积区发育的地区，可见上泥盆

期可能出现局部性的陆间小洋盆，出现深海沉积。

统法门阶与下石炭统图内阶呈连续沉积的整合接

相应，在其闭合后沿块体间的边界可出现断续分布

触关系。反映晚泥盆世—早石炭世裂谷的特点，其

的基性、超基性岩。其相对活动性更明显的表现是

早期地层分布局限，随时间的推移层位较高的地层

强烈的岩浆活动，在沉积岩系内出现大量的火山

向两侧超覆，因而在缺失了早期地层的地区，该期

岩、火山凝灰岩和多期的岩浆侵入，特别是末期可

沉积亦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形成侵入岩基和岩浆岩带。与较强的挤压背景相

随着区域拉张作用的增强，晚石炭世—早二叠

应，可出现较强的后期改造，特别是在块体边界及

世裂谷的发育有 2 种形式：一种为继承前期裂谷叠

大型断裂附近出现较强的变形和动力变质，动力变

加发育，但沉积区明显扩大，甚至与前期局限性沉

质和岩浆活动的热接触变质相叠加，给初期的研究

积组成了断陷-坳陷二元组合；另一种为在不整合

者造成本区上古生界曾出现区域变质的印象。

侵蚀面上形成新的裂谷。中二叠世—晚二叠世裂

2.3

谷也表现出类似的发育模式，但更多地是表现为

2.3.1

区域构造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
地块的划分及其拼合史

大面积的超覆式坳陷。顺便指出，裂谷发育的复

限于资料和研究程度，不同学者对晚古生代地

杂性除了表现为不同裂谷系、走向上不同段落（断

块的命名、数量、范围、拼合时间及影响均有不同的

陷/沉积中心）间发育的差别外，还表现为沉积的

认识[4]。在中国讨论较多的是东段的佳蒙（佳木斯-

横 向 转 移 ，早 期 裂 谷 可 能 夭 折 而“ 提 前 ”转 为 隆

兴蒙）地块[7]，其东界和南界较清晰。但向北是否直

起。无论从分布范围看，还是从后期较好的保存

接与中亚陆间区南、北带间的缝合带相接还是隔着

条件看，油气地质的主要目标显然是偏上部的上

另一个地块群？其向西是以狭长的“细腰”与额济

石炭统—上二叠统。

纳地块连接还是斜列状相错？进而言之，在蒙古国

争论较多的是该开合旋回的结束时间。本区

中部到中国额尔古纳是否还存在一个规模与佳蒙

大面积缺失三叠系，但在内蒙古中部已发现早三叠

地块相当的地块群？在中亚陆间区南带西段讨论

[4]

世老龙头组碎屑岩与晚二叠世地层呈整合接触 ，

较多的是准噶尔地块（群），其可能包括伊宁、吐哈、

这才是区域地质研究上有关键意义的剖面。故作

三塘湖等地区，但向东与额济纳（银额）地块间是相

为开合旋回末期的隆升阶段应延至三叠纪，很可能

连接还是隔以破碎的北山块体群？或者说，北山地

到中三叠世。从大区域上看，分布局限的上三叠统

区是“原位”的地体还是后期插入准噶尔和额济纳

（断陷）的发育与侏罗系有更密切的关系，应归于新

间的
“外来”地体？这些都是研究者未说清的问题。

的裂谷发育旋回。顺便指出，许多人不理解构造阶
段的划分为何与按生物演化而划分的阶段之间在

2.3.2

地块间的边界性质
上述问题的解决直接涉及对区内几条大断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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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中国地质学家在内蒙古划分出数条基本平

但早已在西北部发现有以二叠系为源岩的油田，而

行区域构造的大断裂带，
并多赋于其地壳缝合带的重

且确定其内部存在大面积分布的该套地层，并被公

要地位。近年来出现的新资料使人们对其提出不少

认为中国最佳二叠系烃源岩分布区。近年来在克

质疑。首先，
沿某些断裂出现的基性、
超基性岩、
硅质

拉美丽隆起两侧和乌伦古坳陷，发现了以石炭系为

岩是
“蛇绿岩套”
吗？它们可以证明存在数百千米的

主要烃源岩的中型、大型气田群，证实了该区晚古

“残余洋壳”
吗？其次，
它们可能在早期（如早古生代）

生代存在北西西向裂谷系断陷沉积，而盆地内的二

有强烈活动，
但在晚古生代还能有那样的影响吗？

叠系是其后期向地块内超覆的坳陷型沉积，二者构

研究者早就注意到华北克拉通北侧的地壳缝合

成断陷-坳陷二元结构。这些认识和勘探成果进而

带及伴生的增生杂岩带，
即西拉木伦构造带，
认为其

扩展到吐哈和三塘湖地区。准噶尔东北、西北两侧

是中亚陆间区南带与华北克拉通之间在晚古生代早

出露的老山和正在进行油气工作的小盆地，以及哈

期拼合的产物。与之相应的是塔里木以北的天山带

萨克斯坦境内斋桑盆地发现的石炭系油田亦为区

（包括博格达），
其可能是继承早古生代发育的陆间裂

域上古生界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显然，充分认

谷而在晚古生代中期闭合。那么，
在上述 2 个带之间

识该区的油气地质条件成为中亚陆间区南带油气

的地段，
中亚陆间区南带与华北克拉通之间的关系是

研究的入门，成为其良好例证。西段的银额地区经

什么性质，其与东、西两端的 2 个拼合带的时空关系

过以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为首的项

如何？进一步看，
一般认为中亚陆间区南带与北带之

目团队多年艰苦工作积累，已获得重大进展。除基

间的陆间洋，
自西向东在二叠纪—侏罗纪剪式闭合，
但涉及许多国外资料，
具体过程有待研究。
2.3.3

岩浆活动的影响及其与沉积的关系

础地质的工作成果外，值得提出的是以下两点：①
在区域重磁电等工作基础上完成的地震工作，在少

量钻井的验证下证实，在中新生界之下有较大面积

前已述及，本区晚古生代岩浆活动较强烈是其

的石炭系—二叠系存在，其埋于中生界之下且构造

特点之一，而这方面研究较薄弱，部分原因在于对

形变较弱，许多地段保持近水平产状。换言之，该

岩浆活动与沉积演化间的研究长期被人为割裂，前

区存在可供勘探的上古生界实体。②在已见到源

者多服务于内生矿产资源，而外生矿产资源的研究

于这套地层的井下油气显示、甚至工业油气流，其

者对其并不重视，甚至把它视为负面影响，往往一

中有的赋存于该套地层内[9-10]，有的或向上运聚于中

见侵入岩和火山岩就“回头”。近年来，油气地质工

生界或侧向运聚于前石炭系基岩内。它们证实了

作者不仅开始关注岩浆活动对古地热和岩石变质

本区的油气远景，可以将其上古生界作为新区、新

变形的影响，更注意到侵入岩和火山岩风化壳可形

领域，深入开展系统的油气区域评价工作。

成良好储层，以及火山活动对生烃岩系有机质发育

3.1.2

[8]

的正面作用 。此外，从作为区域地质研究基础的
大区域地层对比看，对火山岩系的研究往往是认识
不同岩石地层单元间关系、准确厘定其时代的重要
依据。侵入岩和火山岩地球化学研究亦为其区域

东段和中段
中亚陆间区南带的东段指松辽盆地及周缘。

该区区域地质研究程度较高，油气地质的进展表现
在两方面：①有相当数量的钻井钻到前中生界（有

的钻及厚度达数百米），并与较多的地震资料相互

构造演化的背景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顺便指出，在

验证，有些地区可绘出上古生界顶面埋深图和残余

以上这类研究中来自地质调查局和高等院校的团

厚度图。在松辽盆地中央隆起区、盆地边缘及周边

队有特殊的优势，对此应鼓励其发挥作用。

中生界相对隆起区埋藏较浅，目前钻井可及 [11]。②

3

在若干钻井上古生界发现油气显示，或获低产油气

油气地质进展与存在的问题

3.1
3.1.1

油气地质进展不平衡
西段
对中亚陆间区南带的油气地质研究程度以西

段为高、东段次之，
中段较差。
西段的准噶尔，作为该陆间区的中间地块，不

流。在一些中生界油气藏中也发现了来自上古生
界原油混入的地球化学证椐（这类现象亦见于银额
盆地），提醒我们要重视古生“中”储的现象。值得
重视的是西侧上二叠统林西组标准剖面发现海相
化石（即使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作为海泛的“夹
层”
），海相层的存在提高了对其生烃能力和页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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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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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在于沉积实体的保存、成岩、变质和变形。首

中亚陆间区南带的中段指二连盆地（包括其西

先，应看到前人认为该区属造山带、岩石有强烈变

部川井坳陷带）及周缘。这段构造较复杂，不同走

形变质的认识反映了一些地区的实际。应把块体

向的构造线相交切，再加上其相当部分位于蒙古国

边界、
大断裂带和侵入岩体周围存在此类特征的地区

境内，中国学者的研究受到限制，基础地质和油气

圈定出来，
并关注它们对作为油气勘探目标的相对稳

地质的研究程度均差，存在的疑问较多。该带地面

定区的影响。其次，
对保存下来的沉积实体所经历的

地质调查发现，石炭系—二叠系发育未变质的暗色

多次隆升、
剥蚀和再被埋藏予以高度的关注，
这是直

泥岩，可作为潜在的烃源岩，并在石炭系地表剖面

接决定有机质演化、
油气运聚保存的关键问题。油气

发现碳酸盐岩溶蚀孔缝中的油苗显示。

勘探者强调的
“保存条件不好，
一票否决”
的含义正在

3.2

于此。此外，
勘探实体的现埋深也是决定勘探投入的

3.2.1

地层对比
需深化地层对比

重要参数,太深则在目前和近期难于投入钻井；埋深

众所周知，
研究区内各部分间的地层对比是石油

过小也显然会影响作为高原的本区油气保存。应该

地质研究的基础，
前期对此已作了大量工作，
搭起了

说，
后期改造是该区研究的薄弱环节，
随着探索的深

分阶段对比的框架，
在推动认识的深化上具有一定作

入，
目标越来越逼近油气赋存，
后期改造和油气保存

用。但显然还存在许多问题。这表现在不同构造区、

条件会被置于更重要的位置。

不同地块、不同裂谷系之间的地层对比尚有不同方

3.4

案，
特别是火山岩系和具很少化石的
“哑地层”
对比难

3.4.1

有定论。对此需要开展更深入的工作。

持续对油气远景的评价
坚定方向打好基础
越来越多的事例证实，新的油气发现，特别是

作为裂谷发育的特征是横向上地层的明显变

新区新领域的开拓是发挥主动创新精神、坚持长期

化。这意味着沉积中心和超覆地区的地层不但岩

曲折探索的结果。对区域地质特点、地质演化史的

性有差异，而且在同一期地层沉积的具体起止时

认识越深入，越容易把握有机质赋存演化、油气聚

间也有差异。因而细致的地层对比不仅要做到阶

集保存的规律，从而使油气发现、勘探能够沿着一

而且要分到期、时。只有精细的区域地层工作才

条大致正确的路线进行。经过曲折失败、证实证

能适应油气工作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地层

伪，经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逐渐逼近油

的研究任重道远。认识到地层对比中的某些不确

气田赋存的客观目标。将中亚陆间区南带的上古

定性，特别是由于资料太少，目前勾绘的古地理图

生界列为新区新领域并投入实物工作量已近十年

中可能有较多的问题，不妨将其看作是框架性的

了，资料的积累证实了其油气远景，西段（特别是准

设想，一个有待补充修正的中间性成果。

噶尔盆地）的进展展示了古裂谷发育和其中油气聚

3.2.2

集的一种模式。这些都更坚定了油气工作的信

钻井地层对比将面临更大困难
即使可以在品质良好的地震剖面上获得可靠

心。但应该说，该盆地以东的广大地区还处于盆地

的石炭系—二叠系反射波，但因为其下部层位存在

研究的摸底阶段，对现今保存的上古生界残留沉积

不同程度的超覆，其顶部又普遍存在剥蚀，再加上

体的分布、埋深、厚度还没有全面的了解，更谈不上

内部各发育阶段之间多普遍存在的区域性不整合，

选区评价。因此，相当长的时期内仍要以石油地质

亦同样存在剥蚀和超覆问题。使得在部署钻孔时

的基础研究为主。要求近年就发现油气，显然是求

很难准确预测其中生界下的地层层位、更难进行井

之过急、不切实际的。

下层位划分，使井位设计很难。可以设想，即使完

3.4.2

不断向油气赋存的目标逼近

钻后，钻井地层时代的厘定和对比这样的基础问题

前期工作表明，仅从地表研究得到的资料有很

都难有及时准确的定论，更何况对其生储盖组合和

大的局限性，如：即使以似乎“新鲜”的岩石样品得

储层变化的研究。

出的有机地球化学参数也会有很大误差。要使油

3.3

后期改造研究

气远景的评价得以深化，必须要有适当的物探（其

对原型沉积盆地古地理古构造的研究只是油

中应配有地震勘探）和钻井工作量，这是深化认识

气探索进程的一小半工作，更重要的在于其后期改

的必要前提。目前的投资不足使这类工作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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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很大限制。这就要求，一方面保持其“不断
线”，使之不断向油气赋存的目标逼近，另一方必
须非常谨慎高效地使用这些宝贵的工作量，并尽
量深入地运用物探和钻井资料（包括前入已完成
的工作所获得的资料）去推进认识。
在油气地质发展的现阶段，
已经把常规和非常规
油气并举作为勘探开发的
“新常态”
。在目前的新区
新领域开拓中也必须自觉地贯彻这个方针。鉴于本
区的实际情况，
上古生界生成的油气可能有高的热成
熟度，
其气和凝析油很可能有较大的比例。相应地，
其储层多处于致密状态。因此，
在找油气突破口的选
择上要充分注意到上述特点。为此，
在相应的钻井和
井下作业中要有与页岩油气、致密油气相配套的措
施。此外，
上古生界油气远景较好的地区多有中生界
覆盖，
在工作中要注意对其白垩系、
侏罗系含油气性
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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