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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纵向展布、有机质丰度、类型及热演化特征等方面分析了新疆伊宁盆地下石炭统阿克沙克组烃源岩特征。石炭系阿克
沙克组烃源岩分布集中，厚度较大，阿克沙克剖面累计厚度达 202.1m，总有机碳（TOC）含量平均为 1.19%；干酪根类型为Ⅱ1
型；镜质体反射率（Ro）平均为 1.56%，表明干酪根演化进入高成熟阶段。综合评价认为，下石炭统阿克沙克组具有较好的生烃
条件，伊宁盆地石炭系具有良好的油气资源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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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urce rocks were analyzed for Lower Carboniferous Akeshake Formation in Yi'ning basin, Xinji⁃
ang, in the aspects of vertical distribution, richness of organic matter, organic matter type and thermal evolution of organic matter.
The source rock of Akeshake Formation exhibits 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with a great thickness, and its gross thickness is 202.1m, tota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TOC) is 1.19%, and kerogen type is Ⅱ1 with average vitrinite reflectance (Ro) being 1.56%. These data show

that the kerogene has evolved into high mature stage, and the lower Carboniferous Akeshake Formation has good hydrocarbon gener⁃
ation conditions. There are good prospects for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n Yi'ning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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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伊宁盆地的油气勘探工作主要针对

李玉文等[1]、
郝继鹏等[4]对下石炭统阿克沙克组烃

中生界及上二叠统[1-3]，未取得明显进展。近年准噶

源岩进行了初步评价。本文通过对阿克沙克剖面和琼

尔盆地和三塘湖盆地石炭系油气勘探取得重大突

阿希剖面阿克沙克组烃源岩分布及油气地球化学特征

破，是天然气产量的主要增长区，使中国北方石炭

的系统分析，
明确了该套烃源岩具有良好的生烃条件，

系成为重要的油气资源新层系。伊宁盆地与准噶

指示伊宁盆地石炭系具有良好的油气资源前景。

尔盆地、三塘湖盆地在石炭纪具有相同的构造背

1

景，因此需要对伊宁盆地石炭系烃源岩进行评价，
明确其是否具有较好的生烃条件。

地质背景
伊宁盆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盆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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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与哈萨克斯坦及吉尔吉斯坦接壤，东部收敛于

碎屑岩、碎屑岩及少量灰岩；阿克沙克组岩石组合

南、北天山接合部，呈西宽东窄、向西开口的三角

为含砾粗砂岩、砂岩、生物碎屑灰岩和泥岩；伊什基

形，石炭系地层在区内广泛分布（图 1）。

里克组岩石组合为玄武岩、流纹岩及火山碎屑岩；

伊宁盆地属于古生代和中生代叠合盆地，对

东图津河组岩石组合为砂岩、细砂岩夹砂砾岩及泥

西天山伊犁地区石炭纪火山-沉积岩系形成构造

灰岩。阿克沙克组沉积时期，海水范围最大，各地

环境的认识目前还存在很大争议，其中一种主要

层之间为火山喷发不整合或整合接触关系，总体反

观点认为，古天山洋的闭合时间在晚泥盆世之前，

映了石炭纪盆地火山喷发-正常沉积的充填过程和

早石炭世开始进入新的造山后裂谷拉伸阶段，火

海侵到海退的沉积环境变化。

山-沉积岩系具有板内裂谷火山岩系岩石地球化

2

学特征，形成于碰撞后裂谷拉伸环境 [5-6] 。这些火
山-沉积岩系的形成可能与碰撞后裂谷拉张环境
[7]

2.1

烃源岩展布特征
阿克沙克组岩石组合特征

的古地幔柱活动有关 。西天山伊犁地区石炭纪

研究剖面主要为阿克沙克剖面，该剖面是下石

火山-沉积盆地充填序列反映了裂谷盆地充填演

炭统阿克沙克组的建组剖面，位于昭苏县城西北方

[8]

化过程 。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通过野外调查，利

向的阿克沙克沟地区。阿克沙克组与下伏下石炭

用火山岩地球化学和沉积建造综合分析，结合前

统大哈拉军山组整合接触，与上覆二叠系铁木里克

人资料，认为伊宁盆地石炭纪为大陆裂谷环境，与

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自下而上可划分为 a、b 两段，

前人认识一致。

a 段下部以灰色中厚层长石杂砂岩、细砂岩为主，上

伊宁盆地石炭系自下而上可划分为 4 套岩石组

合：大哈拉军山组（C1d）→阿克沙克组（C1a）→伊什

基里克组（C2y）→东图津河组（C2d）。大哈拉军山组
岩石组合为玄武岩、安山岩、流纹岩、粗面岩、火山

部粒度变细，以粉砂岩和泥质粉砂岩为主，含植物
碎片化石；b 段下部以灰色中层状泥晶生屑灰岩、介
壳灰岩、生屑灰岩为主，偶夹少量薄层砂岩，上部以
粉砂质泥岩和泥岩为主。伊宁市东北的琼阿希剖

图 1 伊宁盆地地质简图
Fig. 1 Geological map of Yi'ning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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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地层出露不全，
未见顶底，发育一套暗色泥岩。
2.2

3.1

烃源岩纵向分布

65

有机质丰度
有机质丰度评价通常采用总有机碳含量

阿克沙克剖面实测结果表明，暗色泥岩集中分

（TOC）、生烃潜量（S1 +S2）、氯仿沥青“A”等指标。对

布在 b 段中上部，主要集中分布在三段（图 2），厚度

于地表剖面采集的样品或演化程度较高的样品，
生烃

较大，自下而上，厚度依次为 65.9m（一段）、75m（二

潜量（S1 +S2）和氯仿沥青“A”作为丰度指标评价烃源

段）、56m（三段），在一段下部有一套 5.2m 厚的薄层

岩受影响较大，
与钻井岩心样品的测试结果相比，
这2

暗色泥岩，累计厚度可达 202.1m；琼阿希剖面可见

个参数的值往往低许多，
难以反映真实的有机质丰度

一套 28m 厚的暗色泥岩。

特征，
仅可作为参考指标[11-13]。

3

3.1.1

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

总有机碳（TOC）含量
阿克沙克剖面采集 18 个样品进行了总有机碳

烃源岩的有效评价直接决定了油气勘探的方

含量及热解分析。结果表明，TOC 含量主体分布在

向与前景。对于中国古生界海相烃源岩的评价标

0.6%~2%之间，平均为 1.19%，达到中等-好标准（图

，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

3），TOC 大于 1%的泥岩累计厚度达 144.18m。纵向

伊宁盆地实际特点，本次研究采用 SY/T5735—1995

上 自 下 而 上 TOC 含 量 逐 渐 增 大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国家标准对阿克沙克组烃源岩进行评价。

0.79%、1.17%、1.19%，二段、三段全部样品 TOC 均大

准目前争论仍较大

[9-10]

图 2 伊宁盆地阿克沙克剖面阿克沙克组地球化学综合剖面图
Fig. 2 Integrated geochemical section of Akeshake
Formation of Akeshake section in Yi'ning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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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伊宁盆地琼阿希剖面阿克沙克组

烃源岩 TOC 分布直方图

烃源岩 TOC 分布直方图

Fig. 3 TOC of Carboniferous Akeshake Formation for

Fig. 4 TOC of Carboniferous Akeshake Formation for

AKSK section in Yi'ning basin

QAX section in Yi'ning basin

于1%，
达到好标准。在琼阿希剖面采集了8个烃源岩

3.2

样品进行分析，
TOC 均大于 1%，
部分样品 TOC 大于

有机质类型
有机质类型的评价指标较多，
但对于地表露头样

2%，
平均值为1.73%，
达到好-最好标准（图4）。

品或高-过成熟样品，
部分指标不宜采用，
如风化作用

3.1.2

往往引起 C、
H 元素流失，
O 元素相对富集，
使有机质

生烃潜量和氯仿沥青
“A”
阿克沙克剖面烃源岩生烃潜量（S1 +S2）仅为0.04~

类型向Ⅲ型偏移，导致与之相关的 IH-IO 和 H/C-

0.43mg/g，平 均 值 为 0.19mg/g，氯 仿 沥 青“A”仅 为

O/C 判别方法可信度降低；风化作用同样会引起 S2

0.005%~0.015%，平均值为 0.011%，指示非-差标准。

降低，使对应的 Tmax 峰值不准确，导致 IH-Tmax

琼阿希剖面烃源岩 S1 +S2 较高，为 0.55~1.80mg/g，平

（最高热解峰温）判别方法可信度降低；此外，随着

均值为 1.13mg/g，为差标准；氯仿沥青“A”主体为

热演化程度增加，干酪根碳同位素（δ 13CPDB）逐渐变

0.020%~0.057%，平均值为 0.034，显示差-中等标准，

重，H/C-O/C 向碳极收敛，正构烷烃碳优势逐渐消

低于TOC评价结果（图5）。

失[13-18]①，
相关参数的使用均须慎重。相比之下，
甾烷

综上所述，由于地表样品风化影响严重，研究

等生物标志化合物稳定，
能够有效地保留原始有机质

区露头样品的 S1+S2 及氯仿沥青“A”均低于 TOC 判

来源信息，
与之相关的类型参数为目前能够有效划分

别结果，不适宜作为烃源岩丰度的评价指标。TOC

露头或高成熟样品有机质类型的重要指标。

结果显示，阿克沙克组暗色泥岩有机质丰度可达中

3.2.1

等-好标准。

正构烷烃
不同来源的正构烷烃，其组成特征差异较大。

图 5 伊宁盆地典型剖面阿克沙克组烃源岩(S1+S2)、氯仿沥青
“A”分布直方图
Fig. 5 (S1+S2) and chloroform bitumen“A”of Akeshake
Formation for representative sections in Yi'ning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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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具有奇偶优势的高碳数（＞C23）正构烷烃

C28 甾烷，而高等植物富含 C29 甾烷，故可通过有机质

的分布指示陆源有机质的输入，以 C15、C17 为主，奇

的甾烷谱图特征及 C27-C28-C29 相对含量百分图来

偶优势不明显的中等相对分子质量（nC15~nC21）的

判断干酪根的有机质类型。

[11]

正构烷烃指示藻类等低等水生生物来源 。
根据阿克沙克剖面一、三段烃源岩代表样品的
饱和烃色谱图（图 6），受到生物降解作用影响，色谱

根据阿克沙克剖面一段、三段烃源岩代表样

品的饱和烃色质图，C27 αααR、C28 αααR、C29 αααR

甾烷系列的相对组成分布大多具有混源特征，以

基线均有一定的漂移，且高碳数缺失较多，由于 CPI

C27 占优势，显示Ⅱ1 型有机质特征。从样品的ααα

考察 C24~C34 段的奇偶性，所以该参数会有一定程度

20R 构 型 C27-C28-C29 甾 烷 三 角 图 同 样 可 以 看 出

的失真，如阿克沙克剖面样品的 CPI 高值可达 2.10，

（图 8），该剖面阿克沙克组烃源岩有机质类型以Ⅱ1

低值为 1.22。而 OEP 仅考察主峰碳及前后 4 个碳数

为主。

的正构烷烃，
因此影响较小，
如同一剖面对应样品的

3.2.3

其他参数

OEP 仅为 0.83~1.02，
结合 Ro 结果表明，
基本为成熟偏

由于风化作用及高成熟度影响，部分常用判别

高导致的奇偶优势比消失，
但从正构烷烃的峰型特征

参数所得出的研究剖面目的层烃源岩有机质类型

看，
整体均呈双峰态分布，
且前锋较高，
表明有机质来
源为低等水生生物及高等植物混合贡献，
且前者贡献
较高。此外，Ph/nC18-Pr/nC17 特征也指示Ⅰ型有机

差 别 较 大 ，如 7 个 δ13CPDB 分 布 范 围 为 - 23.8‰ ~

-20.1‰，均指示Ⅲ型特征，δ13CPDB 偏重可能与热演
化程度较高有关；8 个样品饱/芳值分布在 0.4~1.6 之

质贡献较高（图7）。

间，其中阿克沙克剖面中 1 个样品（S8）的饱/芳值为

3.2.2

1.6，指示Ⅱ1 型，另外 3 个样品（S5，S13，S16）的饱/芳值

甾烷化合物
尽管许多缺乏陆生植物的前泥盆纪沉积物中

均小于 1.0，指示Ⅲ型。琼阿希剖面的 4 个样品均小

富含 C29 甾烷，但一般仍认为，水生生物富含 C27 和

于 1.0，指示Ⅲ型，饱和烃含量偏低可能与其主要组

图 6 伊宁盆地阿克沙克剖面阿克沙克组烃源岩饱和烃色谱及色质特征
Fig. 6 GC and SC-MS of saturated hydrocarbon for source rock of Carboniferous
Akeshake Formation for AKSK section in Yi'ning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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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伊宁盆地阿克沙克剖面阿克沙克组烃源岩
Ph/nC18-Pr/nC17 判别有机质类型
Fig. 7 Organic matter type distinguished by Ph/nC18-Pr/nC17

图 8 伊宁盆地阿克沙克剖面阿克沙克组烃源岩

for source rock of Carboniferous Akeshake Formation
for AKSK section in Yi'ning basin

C27-C28-C29 甾烷相对组成三角图
Fig. 8 Organic matter type distinguished by C27-C28-C29
sterane for source rock of Carboniferous Akeshake

成——正构烷烃对生物降解和热力作用最敏感有

Formation for AKSK section in Yi'ning basin

关；H/C-O/C 结果指示有机质为Ⅱ2~Ⅲ型，其中阿
克沙克剖面的 4 个样品均指示Ⅲ型，琼阿希剖面的 1
个样品（S3）为Ⅱ2 型，其余 3 个样品（S1，S6，S8）均为

3.3

有机质成熟度
镜质体反射率（Ro）是有机质成熟度的有效指

Ⅲ型，H、O 元素的差异亏损可能与差异风化有关。

标，随热演化程度的升高而增大，并具有相对广泛、

上述 3 种参数判别效果较差，本次主要利用生物标

稳定的可比性。Tmax 为烃源岩中有机质热解烃 S2 峰

志化合物进行判别。

的峰顶温度，其数值的高低与有机质热演化程度密

综合分析，生物标志化合物受风化、热演化作

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有机质成熟度，

用等影响较小，可作为有机质类型判别的主要依

但由于地表露头样品 S2 往往较低，仅作为有机质成

据。根据阿克沙克组烃源岩甾烷组合特征分析，有

熟度评价的参考指标。此外，特征生物标志化合物

机质类型主要为Ⅱ1 型，部分样品为Ⅱ2 型，与浅海陆
棚沉积环境一致。

也能够指示一定的热演化程度。
根据 4 件样品的统计结果（表 1），阿克沙克组

图 9 伊宁盆地典型剖面阿克沙克组烃源岩 Tmax、甾烷系列化合物判别成熟度
Fig. 9 Maturity distinguished by Tmax and sterane for Akeshake
Formation of representative sections in Yi'ning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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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工程师许伟、牛
表 1 伊宁盆地典型剖面阿克沙克组烃源岩 Ro 统计
Table 1 Ro of Akeshake Formation for representative
sections in Yi'ning basin

亚卓、周俊林、宋博等给予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
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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