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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东北大型含油气沉积盆地油气勘探难度越来越大，老油田开发程度已进入中后期，亟需新的油气区接替。三江盆地
作为松辽盆地外围 7 个一级远景盆地之一，具有较大的油气勘探潜力。最近在三江盆地前进坳陷开展了一系列油气地质调查
工作，在中生界泥页岩、晚古生界暗色泥岩地层及硅质岩生烃潜力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与认识，对评价该区油气资源潜力、进
行下一步油气勘探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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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in Qianjin Depression of Sanjiang Basin.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8，37（6）:1157-1165
Abstract: With increasing difficul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n large oil and gas-bearing basins in Northeast
China, old oil field development level has entered the late stage, and the detection of new oil and gas areas is an urgent task. As one of
the seven primary prospective basins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Songliao Basin, Sanjiang Basin has a great potential for oil and gas explora⁃
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oil and gas geological survey work carried out in the Sanjiang Basin recently, the authors made some new
progress and obtained new understanding in such aspects as biogas resources, dark mudstone in Late Paleozoic strata and hydrocarbon
potential of silica rock.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the author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valuation of oil and gas resource potential and
the further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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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盆地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三江平原，西起
佳木斯，东至乌苏里江和完达山，北临黑龙江与俄
罗斯隔江相望，南至双鸭山分水岭，与俄罗斯的中
阿穆尔盆地为同一盆地，中国境内因地处黑龙江、

松花江与乌苏里江“三江”汇合处而得名，盆地呈北
东方向延伸，面积约 33730km2 [1-3]（图 1）。
随着东北大型含油气沉积盆地研究程度越来
越高，油气勘探难度越来越大，加之老油田开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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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江盆地地理位置[4]
Fig. 1 Geographic position of Sanjiang Basin

度已进入中后期，亟需新的油气区接替，为油田的

选排序，其中三江盆地为 7 个一级远景盆地之一，

增储上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接替领域和资源保

具有面积大、埋藏深、发育较好的烃源岩和资源量

障。虽然近年来油田系统在松辽盆地开展了一系

大 等 特 点 。 2008 年 对 松 辽 外 围 盆 地 的 油 气 资 源

列的“大庆下面找大庆”的勘探工程，在深层火山岩

进行 了 重 新 认 识 ，新 计 算 三 江 盆 地 的 石 油 资 源

和致密气勘探领域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但仍难弥

量 为 2.81×108t，表明三江盆地具有较大的油气勘

补油田开发产能下降的接替需要，勘探和开发成本

探潜力。
对三江盆地的油气勘探工作始于 1959 年 111 地

越来越高。
在油田接替如此紧迫的今天，松辽盆地外围的

质队在该区开展的地质调查，多年来在该区进行了

中小型沉积盆地已成为目前油气勘探的重要领域

不懈的油气勘探（表 1），目前虽未取得油气勘探突

之一。近年在松辽盆地外围开展了一系列中小型

破，但已在盆地内及其周边发现多处油气显示，表

盆地的基础性研究及勘探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油气

明三江盆地曾经发生过油气的生成、运移，具备油

发现突破，例如彰武盆地油气勘探的新突破，突泉

气成藏的物质基础[1,5-6]。

盆地突参 1 井，方正断陷的方 4 井、方 6 井，延吉盆
地的延 4 井、延 10 井等油气新发现，展示了松辽盆

1

地质背景

地外围这些中小型盆地具有良好的勘探前景。目

三江盆地位于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处

前，应用基础地质框架、盆地模拟和盆地油气地质

于依通-舒兰断裂带和敦密断裂带之间（图 2）。现

条件 3 种方法，对松辽外围盆地油气远景进行了优

今地质构造属于滨太平洋构造域，多阶段的区域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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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江盆地油气勘探程度
Table 1 Statistics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degrees in Sanjiang Basin

构造带

地震

钻井

模拟/km 数字/km 井/口 总进尺/m

绥滨坳陷

4202

5

9102.15

航磁/km MT/点

重力/点

233

7566

磁法/点

4111

3149

前进坳陷

320.8

1529.3

7

15044.08

14359

89

27110

11418

总计

320.8

5731.3

12

24146.23

14359

322

38787

14567

富锦隆起

化探/个

4316 个，
面积 13760km2

造演化决定了三江盆地基本构造格局的演化具有

称，坳陷多为西北翼陡、东南翼缓，而隆起多为西北

特殊性和复杂性。

翼缓、东南翼陡。绥滨坳陷位于盆地西部，面积

三江盆地是一个中新生界叠合残留盆地，发育

6440km2，主要由古元古界变质岩系（麻山群）及其

中侏罗统绥滨组、上侏罗统东荣组，下白垩统城子

内的侵入花岗岩构成，发育上侏罗统和下白垩统。

河组、穆棱组、东山组，上白垩统海浪组、七星河组、

西侧受控于军川断裂，东侧受限于富锦断裂，南为

[2,5]

雁窝组，古近系宝泉岭组和新近系富锦组 。三江

笔架山冲断裂，北为黑龙江断裂。富锦隆起基底为

盆地自西向东构造格局为绥滨坳陷、富锦隆起、前

古生代华力西期褶皱岩系，与西部相比，发育泥盆

进坳陷（图 2）。盆地内隆起与坳陷相间排列，具东

纪和石炭纪—二叠纪浅变质岩系，并伴有华力西期

西分带、南北分块特点。隆起与坳陷的两翼不对

花岗岩的侵入。前进坳陷位于富锦隆起以东，大和

图 2 三江盆地大地构造位置
Fig. 2 Geological location map of Sanjiang Basin

1160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地 质 通 报

2018 年

镇断裂以西，面积 22000km2，总体形态为北北东向

1518.16m，完钻层位为上白垩统七星河组（图 3），钻

转为北东东向的近“S”型的带状坳陷，以新生代沉

孔揭示，该区宝泉岭组、雁窝组与七星河组发育厚

积为主，发育中生代地层。

层暗色泥岩。雁窝组泥岩厚度 115.34m，占该组地

总体而言，盆地基底由西向东地层由老变新，
古生代以来的地层分布方向与佳木斯隆起、那丹哈

层总厚度的 34％。七星河组发育炭质泥岩，厚度可
达 45m。

达岭褶皱带的构造轴线基本一致，为北东向或北北

在“富地 1 井”钻进过程中，于新近系富锦组

东向。在沉积建造上，不同时代地层自西向东由陆

（N1f）和古近系宝泉岭组（E3b）中发现连续的气测

相变为海相，说明盆地基底是自元古宙早期开始逐

异常显示，具体特征表现为：总烃含量超过 1%，气体

步形成，由于陆地不断向东扩张，海水后退，构成了

为干气，气体组分中 C1/(C1~C5)＞0.9，重烃含量与非

不同时代的拼合基底。

烃 含 量 比 重 都 很 小 。 统 计 可 知 ，气 测 异 常 共 计

2
2.1

220m/15 层，在 658m 处气测得全烃含量最高异常

石油地质调查进展

2.78%（图 3）。观察富锦组和宝泉岭组对应的岩心

中新生界泥页岩调查进展

发现，气测异常段以灰黑色泥岩与炭质泥岩为主

三江盆地前进坳陷地层自下而上为下白垩统

（图 3-A~C），有的岩心中可见炭屑颗粒（图 3-D）。

东山组，上白垩统海浪组、七星河组和雁窝组，古近

经有机地球化学测试，气源岩所对应的岩性主要为

系—新近系宝泉岭组、富锦组和第四系 。
“ 富地 1

暗色泥岩、炭质泥岩及煤层（表 2）。其中暗色泥岩

井”位于三江盆地东部前进坳陷（图 2），完钻深度

TOC 含量介于 0.36％~2.64％之间，有机质类型好

[4]

图 3 富地 1 井综合柱状图
Fig. 3 Integrated histogram of Fudi 1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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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富地 1 井岩心地球化学指标
Table 2 Geochemical indicators of Fudi 1 well core

Tmax/℃

Ro/％

有机质
丰度

干酪根
类型

0.43

428

0.32

差

2.64

3.03

437

0.34

好

Ⅱ1

TOC/% S1+S2/（mg· g-1）

样品编号

地层

岩性

FD1-449

富锦组

泥岩

0.47

FD1-457

富锦组

泥岩

FD1-547

富锦组

煤

49.21

146.80

371

0.33

好

FD1-915

宝泉岭组

炭质泥岩

31.59

144.88

419

0.33

好

FD1-1187

雁窝组

泥岩

1.11

0.84

434

0.35

好

FD1-1309

七星河组

泥岩

2.07

4.63

426

0.35

好

FD1-1317

七星河组

炭质泥岩

19.02

48.17

416

0.37

好

FD1-1326

七星河组

煤

49.73

173.65

418

0.35

好

FD1-1345

七星河组

煤

50.59

169.04

417

0.36

好

FD1-1368

七星河组

炭质泥岩

34.61

114.52

419

0.37

好

FD1-1387

七星河组

炭质泥岩

38.47

115.08

418

0.37

好

FD1-1429

七星河组

煤

43.81

207.84

411

0.39

好

FD1-1475

七星河组

泥岩

0.36

0.59

449

0.36

非

（以Ⅱ1—Ⅱ2 型为主），Ro 值介于 0.32％~0.33％之间，
反映烃源岩处于未成熟阶段（表 2）。

Ⅱ1
Ⅱ2
Ⅱ1
Ⅱ1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Ⅱ2

带或碰撞造山带，因此，它被作为中、新生代盆地的
变质基底而成为油气勘查的禁区。但近期研究结

根据气测显示的具体特征可知，其生物气特征
明显，而生物气作为微生物作用下生成的天然气，
[7]

果表明，东北地区上古生界是复合地块基底之上的
第一个具有区域性分布的准盖层沉积，为东北地区

不仅可以大量生成，还可以大规模地聚集成藏 ，生

油气资源勘探的新层系[11]。通过在三江盆地开展油

物气藏目前已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气藏[8]。研究和

气勘探及古生界评价研究发现，三江盆地存在古生

勘探成果表明，生物气藏的形成主要受温度、还原-

界、中生界、新生界等多套烃源层系。古生界烃源

强还原环境、矿化度、水介质 pH 值、有机质的类型

层主要发育在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中生界烃

和丰度、快速沉积、迅速埋藏、良好盖层、有利圈闭

源层系发育于侏罗系中上统、白垩系下统、白垩系上

[9]

等众多的化学和地质条件控制 ，这些因素的有利

统，
新生界烃源层系主要发育于古近系。

组合可促进丰富的生物气资源的形成。三江盆地

三江盆地上古生界在黑龙江富锦东部砚山镇、
盆

具有形成生物气藏的有利条件，如气候寒冷有助于

地南缘宝清等地均有不同程度出露，
或为少数浅井所

有机质的大量保存，如果地表温度高，各种细菌都
很活跃，大量有机质可能在氧化带内就被氧化菌降

揭露。其中，
黑台组（D1-2h）为一套滨-浅海相陆源碎
屑岩-碳酸盐岩建造，
烃源岩为海相灰岩、
生物灰岩和

解，不能形成甲烷；第四系湖相粘土层盖层分布面

泥岩。珍子山组（C2P1z）主要分布于富锦、
密山、
宝清

积广而连续，厚度较大，有利于生物气的保存；新

地区，
岩性为一套正常的陆相碎屑沉积岩夹煤层和少

近系富锦组和古近系宝泉岭组黑色、深灰色泥页岩

量凝灰质板岩组合，
以砂岩、
粉砂岩、
炭质泥岩和泥岩

层和煤层可以作为良好的生气层；第四系和古近

夹煤层为特征（图4）。宝清地区珍子山组暗色泥岩累

系、新近系发育良好的储集层，有利于生物气聚集

积厚度为 56.34m，煤层累积厚度为 21.5m，暗色泥岩

成藏。

TOC 为 2.88%~3.87%，Ro 为 2.19%~4.15%，有机质类

2.2

古生界泥页岩调查进展

型以Ⅲ型为主，少量Ⅱ2 型。密山地区珍子山组暗色

随着古生界大中型油气田的连续发现，古生界

泥岩 TOC 为 0.57%~1.83%，
Ro 为 1.12%~1.28%。

油气资源已成为中国油气勘探的重要接替领域之
[10]

一 。东北地区上古生界一直被认为是海西期褶皱

为了初步确定三江盆地古生界地层埋深和起
伏特征，进一步探索古生界泥岩展布，在三江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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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珍子山组灰黑色泥页岩夹粉砂岩
Fig. 4 Black shale intercalated with sandstone of Zhenzishan Formation
A—黑龙江宝龙煤矿珍子山组黑色泥岩夹煤层与粉砂岩；
B—宝清县 308 省道东侧珍子山组灰黑色泥岩夹薄层粉砂岩

部署重磁电勘探工程 415km（图 2）。通过系统的岩

2.3

硅质岩研究进展

石物性研究，分析各类地质体（地层和不同种类岩

硅质岩油气藏在世界上的分布非常广泛，但其

体）的物性差异在重磁电异常上的响应，建立重磁

生烃潜力还需要深入研究。首先，富含硅质介壳的

电异常与地质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使用全平面向上

微体古生物（放射虫、硅藻、海绵等）化石的地层往

延拓、趋势分析、小波变换等方法进行重磁深源场

往是含油气盆地内优异的烃源岩层；其次，由于硅

和浅源场分离，提取反映深部地质体分布、构造格

质岩致密、坚硬、易碎，因此裂缝发育，其又可作为

局与展布的异常信息，推测地层与岩体分布；同时

良好的油气储集层。所以，一些硅质岩分布与油气

利用电法残差法提取泥岩的电性异常；以电性分层

田存在时空上明显的成生关系[12]。目前国外已发现

为依据，建立地质-地球物理模型，进行正反演拟合

了源自硅质泥岩的油气田，如俄罗斯的滨里海盆

计算和综合地质解释，最终确定古生界、岩体及泥

地、伏尔加-乌拉尔盆地和提曼-伯朝拉盆地，都是

岩在剖面沿线的分布与埋深。

目前正在开采的世界顶级大油田，但国内对这类油

以此次 4 条重磁电剖面为骨架，同时利用以

气田尚无报道，需要对其生烃潜力深入探索、研究。

往电法剖面解释成果，结合重磁异常初步判定，本

三江盆地抚远及其东部完达山饶河地区广泛

区古生界泥岩主要发育在石炭系—二叠系珍子

发育晚三叠世—早侏罗世硅质岩（图 7）。为了进一

山组中上部。图 5 为本区残差法断面立体透视

步评价三江地区硅质岩的生烃潜力，笔者对三江盆

图，该图中下部低值电性异常可大致反映本区石
炭系—二叠系的泥岩分布情况。从平面上看，泥
岩主要分布在工区西北侧、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图
6）。向西北、东北及向东，古生界泥岩分布范围有
进一步扩大趋势。研究区中南部由于多期岩浆侵
入作用，古生界泥岩分布较局限。区内古生界泥
岩分布面积约 4900km2 。古生界泥岩厚度一般为
200~800m，前进农场北部的古生界泥岩最大厚度
约为 1100m，本区西南部（砚山镇北部）的古生界
泥岩最大厚度约为 1000m。所以，根据重磁电勘
探成果，珍子山组在三江盆地中、东部分布较广，
且暗色泥岩较发育，
是本区深部油气勘探的新层系。

图 5 电法残差断面立体视图
Fig. 5 Three-dimensional view of electricity
residual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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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三江盆地东部地区古生界泥岩分布与厚度图
Fig. 6 Distribution and thickness of Paleozoic mudstone in the eastern area of Sanjiang basin

地抚远、饶河、红旗岭 3 个地区的硅质岩进行了样品

类型主要为Ⅲ型，少部分为Ⅱ1 型。有机质成熟度 Ro

采集及相关测试工作。全岩 XRD 的鉴定结果表

为 2.06%~6.26%，平均值为 4.67%；Tmax 在 451~556℃

明，三江盆地抚远地区大架山组（T3-J1d）发育大套

之间，平均值 480℃，伊利石结晶度（CIS）平均值为

硅质岩（石英含量大于 50%），硅质岩脆性矿物含量

0.39，
硅质岩明显处于高成熟-过成熟阶段（表 3）。大

主要分布在 59%~95%之间，平均值为 75%，满足作为

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也对完达山地区的放射虫

页岩气储层的条件。饶河与红旗岭地区大架山组

硅质岩进行了有机碳含量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有机

（T3-J1d）发育硅质岩（石英含量大于 50%），脆性矿
物含量介于 75.6%~82.5%之间，平均值为 79.4%。

碳含量在 0.5%~0.6%之间。
整体而言，三江地区硅质岩的有机地球化学指

有机地球化学指标测试结果显示，硅质岩有机

标较低，长期风化可能会导致部分有机地球化学指

碳含量在 0.09%~1.89%之间，平均值为 0.45%，其中

标降低，就目前而言其仍无法作为该区的有效勘探

抚 远 地 区 硅 质 岩 有 机 碳 含 量 较 高 ，平 均 值 达 到

层系。但鉴于国外已有硅质岩油气田的发现，三江

0.64%，属于中等烃源岩；生烃潜量（S1 +S2）在 0.01~

地区海相硅质岩的生烃潜力仍值得进一步探索与

1.55mg/g 之间，平均值为 0.16mg/g；硅质岩有机质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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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完达山杂岩中硅质岩及泥岩互层
Fig. 7 Intercalation of siliceous rocks and mudstone in Wandashan complex
表 3 饶河、抚远和红旗岭地区硅质烃源岩有机地球化学特征
Table 3 Organic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iliceous
source rock in Raohe, Fuyuan, and Hongqiling areas

3

地区

地层

岩性

TOC/%

S1+S2（
/ mg· g-1）

氯仿沥青“A”

Tmax/℃

Ro/％

有机质丰度

饶河

T3-J1d

硅质岩

0.09~0.81
0.43(14)

0.01~0.07
0.04(14)

0.0036~0.0127
0.0083(4)

450~556
484(14)

4.74~6.3
5.7(3)

差

抚远

J 3d

硅质岩

0.07~1.89
0.64(5)

0.04~1.55
0.38(5)

0.0051~0.0067
0.0059(2)

446~492
463(5)

6.26

中等

红旗岭

T3-J1d

硅质岩

0.06~0.55
0.28(5)

0.02~0.09
0.05(5)

0.0070(1)

460~525
493(5)

2.06

非

远景区预测

测异常丰富，共计 220m/15 层，生物气特征明显。
生物气藏作为一种重要的非常规气藏，具有分布广

根据重磁电勘探成果，古生界珍子山组在三江

泛、埋藏浅的特点，越来越受到重视。三江盆地

盆地中、东部分布较广，尤其是在前进坳陷的北部

具有形成生物气藏的有利条件，值得进一步勘探与

与东部，暗色泥岩较发育，具较好的烃源岩条件；并

探索。

且局部构造形态表现为断背斜，有利于油气储集；

（2）上古生界作为东北地区油气资源勘探的新

上覆中新生界泥岩可作为较好的盖层，故上古生界

层系，在三江盆地东部发育广泛。三江盆地前进坳

可作为本区深部油气勘探的新层系，三江盆地前进

陷晚古生界珍子山组暗色泥岩累积厚度大，有机质

坳陷北部与东部是深部古生界油气勘探的远景

含量高，TOC 为 2.88%~3.87%，Ro 为 2.19%~4.15%，

区。目前，国际上在硅质岩地层中已经发现并开采

有机质类型以Ⅲ型为主。最新的高精度重磁电勘

的大油气田不乏其例，三江盆地抚远与完达山 2 个

探成果表明，三江盆地前进坳陷古生界珍子山组泥

地区广泛发育晚三叠世—早侏罗世硅质岩，开展硅

岩分布面积较广，可达 4900km2，厚度一般为 200~

质岩的研究与探索，
能够更好地评价生烃潜力。

800m。

4

结

论

（3）三江盆地抚远地区与东部完达山地区发育
的大套晚三叠世—早侏罗世硅质岩作为特殊的烃

（1）三江盆地前进坳陷新生界富锦组与宝泉岭

源岩，需要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与探索，评价

组发育厚层暗色泥岩，其有机质含量高，类型好，气

其生烃潜力。有机地球化学指标测试显示，硅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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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碳含量在 0.09%~1.89%之间，平均值为 0.45%，
生烃潜量（S1 +S2）在 0.01~1.55mg/g 之间，平均值为
0.16mg/g；硅质岩有机质类型主要为Ⅲ型，少部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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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河勇, 刘文龙. 外围盆地评价优选[J].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
2004, 23(5): 20-22.
[4]毕殿辉. 三江盆地前进坳陷石油地质研究新进展[J]. 内蒙古石油
化工, 2011, 11: 134-135.

Ⅱ1 型。有机质成熟度 Ro 为 2.06%~6.26%，平均值为

[5]刘云武, 唐振国, 刘文龙. 三江盆地演化特征与油气勘探方向[J].

标较低，但鉴于国外已在此类型地层中发现多处大

[6]吴河勇, 杨建国, 王世辉, 等.大三江地区油气勘探进展[J].大庆石

4.67%。整体而言，虽然硅质岩的有机地球化学指
型油气田，而国内开展的研究非常有限，应加大对其
研究及勘探力度，
进一步判定其生烃潜力。
致谢：长江大学陈孔全教授，东北石油大学肖
丽华教授，江苏华东八一四地球物理勘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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