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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西伯利亚、
阿曼和中国四川盆地等地中—新元古界油气勘探开发已获成功，表明中—新元古界是一个值得勘查的油气
新层系。中国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烃源岩发育，具有良好的油气勘探前景，前人在该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但尚未取得实质
性勘探突破。在总结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的油气勘查进展、研究烃源岩有机地球化学特征、分析烃源岩生烃潜力和评估资
源前景的基础上，提出准确落实中—新元古界构造稳定区、加强油气资源保存条件研究、以页岩气为主的资源勘查等工作建
议，为国家油气资源战略选区提供了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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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il and gas of the Meso-Neoproterozoic strata in East Siberia, Oman and Sichuan Basin of China have been explored
successfull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Meso-Neoproterozoic strata seem to be a series of oil-gas source strata which are worthy of
attention. The Meso-Neoproterozoic source rocks in Yanshan area of China are well developed, which shows good prospects for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this area without substantial breakthrough in the exploratio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summed up th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progress of the Meso-Neoproterozoic strata in Yanshan area, studied the
organic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urce rocks, analyzed the hydrocarbon generation potential of source rocks and evaluated the
resources potentiality. Furthermore,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the stable tectonic conditions of the MesoNeoproterozoic strata accuratel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focus on the
shale gas-based resources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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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前寒武纪地层中潜在的油气资源引起

山地区中—新元古界具有较好的油气勘查前景。

广泛关注，东西伯利亚、阿曼地区和中国四川盆地

因此，本文结合野外地质调查、总结前人研究资料，

的中—新元古界油气资源勘探取得重大突破。在

分析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油气勘查形势，评价烃

西 伯 利 亚 克 拉 通 面 积 350 × 10 km 、烃 源 岩 厚 30~

源岩的生烃潜力，为进一步的油气勘探提供建议。

4

2

295m 的区域内，油气探明和控制地质储量总计达
22.36×108t 油当量 [1]。在阿曼 Dhahaban 含油气系统

1

地质背景

面积 5×104km2、烃源岩厚达 80m 的区域内，石油探

研究区北邻中亚造山带，横跨冀、京、津、辽两

明 储 量 达 16 × 10 m ，天 然 气 探 明 储 量 达 10000 ×

省两市，面积约 10.6×104km2。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

108m3，年产石油达 3000×104t [2-3]。在中国四川盆地

北地台北部地区的燕山中生代板内造山带东段，是

高石梯地区震旦系灯影组面积 3474 km 、储层厚度

燕山板内造山带由近东西向北东构造方向的转换

达 90m 的区域内，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达 3698×

部位[15]，区内主要发育 2 组断裂，其中近东西向的崇

108m3，其中高石 1 井灯影组二段获日产 102×104m3

礼-赤城和承德-平泉断裂为燕山造山带与中亚造

8

3

2

[4]

的高产气流 。在湖北宜昌地区震旦系陡山沱组面

山带的分界断裂，在元古宙和太古宙时已形成，燕

积 1024km 、储层厚度达 131m 的区域内，页岩气地

山期又强烈活动，属长期发育的高角度逆断层，对

质资源量高达 3.6×10 m ，鄂阳页 1 井压裂改造后

区域沉积作用、构造演化及岩浆活动起控制作用；

日产气量高达 5460m /d

北东向断裂自西向东发育鸡鸣山断裂、紫荆关断

2

12

3

3

[5-6]

。这表明中—新元古界

具有丰富的油气勘探潜力。

裂、沿河城断裂、高丽营-大灰厂断裂、铁门关断裂、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引

凌源-喜峰口断裂等多组高角度正断层，其中鸡鸣

起了广大石油地质学者的兴趣和重视。调查研究

山断裂、紫荆关断裂、沿城河断裂、高丽营-大灰厂

表明，燕山地区发育洪水庄组、下马岭组等 6 套烃源

断裂主要在燕山期活动，凌源-喜峰口断裂在印支

岩，最大累计厚度超过 1000m，碳酸盐岩和泥页岩

期形成，燕山期进一步活动，铁门关断裂为长期活

TOC 分别为 0.2%~0.3%和 0.5%~2.8%，热演化程度

动断裂，最早形成于长城纪[8]。受断裂边界控制，燕

介于 0.8%~2.2%之间 [7-14]；发育雾迷山组、铁岭组 2 套

山地区构造格局可划分为 2 个古隆起和 5 个古坳

碳酸盐岩储层和 2 套主要的生储盖组合，野外发现

陷：密怀隆起、山海关隆起、宣龙坳陷、京西坳陷、冀

油 苗 点 223 处 ，主 要 分 布 于 宣 龙 、冀 北 和 辽 西 坳

东坳陷、冀北坳陷和辽西坳陷（图 1）。

陷

[15-16]

。北京地质调查研究院在北京采育镇凤河营

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自下而上发育中元古界

村实施地热井——兴热 9 井，在井深 3623m 的雾迷

长城系、蓟县系、下马岭组和新元古界青白口系（图

山组获日产气 1500m ，天然气占比 40%。这表明燕

2）。长城系包括常州沟组、串岭沟组、团山子组和

3

图 1 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地质简图[15]
Fig. 1 Geological map of the Meso-Neoproterozoic strata in Yansh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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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燕山地区中—新元古代地层沉积柱状图[15, 17-18]
Fig. 2 Histogram of the Meso-Neoproterozoic strata in Yanshan area

大红峪组，为一套浅海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组合，沉

夹少量碳酸盐岩，厚度小于 400m。长城纪，燕山地

积厚度大于 2600m；蓟县系包括高于庄组、杨庄组、

区处于由陆地向浅海过渡的沉积环境，发育水进沉

雾迷山组、洪水庄组和铁岭组，下部主要发育碳酸

积旋回；蓟县纪，燕山地区整体处于浅海到深海的

盐岩沉积含燧石条带，上部主要发育碳酸盐岩沉积

沉积环境，发育 2 套水进沉积旋回；下马岭期，燕山

夹灰黑色页岩，厚度达 6000m；下马岭组主要发育灰

地区处于中浅海沉积环境，海水深度发生变化；青

黑色、黄绿色页岩，厚度最大可达 300m；青白口系包

白口纪，燕山地区整体仍处于中浅海沉积环境，海

括骆驼岭组和景儿峪组，岩性以砂岩和页岩为主，

水逐渐变浅，并伴随陆源碎屑物质的持续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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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区最高 [22-23]。京西坳陷热演化处于高-过成熟

油气地质特征

阶段，各烃源岩层有机质丰度较低，仅下马岭组有

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主要发育 6 套烃源岩层

机碳含量高，可作为页岩气勘查目的层，其他层段

系，分别为串岭沟组和洪水庄组页岩，高于庄组和

生烃潜力较差。冀东坳陷热演化处于高成熟阶段，

雾迷山组碳酸盐岩，以及铁岭组和下马岭组页岩和

其中洪水庄组显示出一定的生烃潜力，铁岭组和下

碳酸盐岩。

马岭组丰度低，生烃能力较差，从地层的厚度和分

2.1

烃源岩生烃潜力评价

布分析，冀东坳陷生烃能力低。辽西坳陷热演化主

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烃源岩研究表明，下马

要处于高成熟早期阶段，洪水庄组、铁岭组和下马

岭组页岩 TOC 值较高，S1 +S2 值高，评价为好烃源

岭组有机碳含量较高，前两者具有较大生油能力，

岩，有机质热演化主要处于低成熟-成熟阶段，以生

后者具有较大生气潜力（图 3）。

油为主。铁岭组页岩 TOC 值和 S1 +S2 值较高，评价

2.2

储层类型及特征

为好烃源岩；碳酸盐岩 TOC 值和 S1+S2 值较低，评价

中—新元古界储层岩石类型主要为碳酸盐岩，
其

为较差烃源岩，有机质热演化处于成熟阶段，以生

次为页岩。其中碳酸盐岩成岩程度高，岩石致密性

油为主。洪水庄组页岩 TOC 值高，S1+S2 值较高，评

强[11]。碳酸盐岩储层岩石类型又可细分为凝块石白

价为好烃源岩，有机质热演化主要处于成熟-高成

云岩、
叠层石白云岩、
灰岩、
核形石白云岩、
层纹白云

熟阶段，以生油为主。雾迷山组碳酸盐岩 TOC 值

岩等（图 4-a）。纵向上，
碳酸盐岩储层主要分布在铁

低，S1+S2 值较低，评价为差烃源岩，有机质热演化处

岭组上部、
雾迷山组四段和三段、
高于庄组三段和一

于成熟阶段，以生油为主。高于庄组碳酸盐岩 TOC

段（表 2）。其中，
蓟县系铁岭组和雾迷山组藻粒结构

值较低，S1+S2 值较高，评价为较差烃源岩，有机质热

碳酸盐岩、结晶白云岩是燕山地区的最佳储层[23-24]，

演化处于成熟-高成熟阶段，以生成湿气为主。串

其油气成藏意义已得到证实，在双洞和化皮古油藏

岭沟组 TOC 值较低，S1 +S2 值低，评价为差烃源岩，

残迹中及华北油田潜山油藏中为主力含油层①。碳

有机质热演化主要处于高-过成熟阶段，生烃潜力

酸盐岩储层原生孔隙保留程度低，经成岩及后生改

低（表 1）。

造作用，有效储集空间主要为次生孔隙，包括溶洞、

冀北坳陷热演化处于生油晚期，有机质丰度较
高，其中洪水庄组、铁岭组和下马岭组在该坳陷分

溶孔（晶间溶孔、晶内溶孔、粒间溶孔、藻溶孔等）等
（图 5-b），
其次为裂缝（图 5-a）。

布广、厚度大、保存好、有机质丰度高，表明冀北坳

页岩储层主要发育于洪水庄组和下马岭组（图

陷具备良好的生烃条件。宣龙坳陷热演化处于成

4-b）。利用扫描电镜对页岩孔隙结构进行观察，结

熟阶段中-晚期，各烃源岩层系均具生烃潜力，作为

果显示页岩孔隙较发育，主要类型包括微裂缝、有

下马岭组的沉积-沉降中心，宣龙坳陷下马岭组发

机质孔、矿物溶蚀孔隙、矿物粒间孔等（图 5-c、d）。

育齐全，含多层页岩、油页岩烃源岩层，有机碳含量

页岩微孔隙直径一般为 0.5~1μm，部分为 1~5μm，

表 1 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7-14, 19-21]
Table 1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so-Neoproterozoic source rocks in Yanshan area
系
待建系

岩性

TOC/%

S1+S2/(mg·g-1)

Rb/%

泥页岩

0.08~20/2.10(210)

0.03~11.39/3.90(121)

0.2~3.36/1.09(18)

碳酸盐岩

0.23~0.68/0.46(22)

—

—

泥页岩

1.59~2.39/1.90(41)

0.26~6.94/2.82(27)

—

碳酸盐岩

0.18~0.61/0.37(286)

0.01~2.65/0.68(176)

0.82~2.07/1.10(28)

洪水庄组

泥页岩

1.71~13.8/2.40(175)

0.03~4.80/2.58(75)

0.45~2.66/1.14(18)

雾迷山组

碳酸盐岩

0.06~0.15/0.08(634)

0.05~0.25/0.16(76)

0.48~1.64/1.18(9)

高于庄组

碳酸盐岩

0.18~0.34/0.29(259)

0.02~1.27/1.79(27)

0.78~2.39/2.07(4)

串岭沟组

泥页岩

0.44~1.47/0.83(14)

0.04~0.22/0.06(11)

1.14~3.15/1.93(9)

组
下马岭组
铁岭组

蓟县系

长城系

注：数字表示方式为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样品数），
Rb 为沥青反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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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烃源岩 TOC 和 Ro 分布[7-14]
Fig. 3 Distribution of TOC and Ro of the Meso-Neoproterozoic source rocks in Yanshan area
a—燕山地区各坳陷各组烃源岩 TOC 分布图；
b—燕山地区各坳陷各组烃源岩 Ro 分布图

微裂缝宽度一般为 10~20μm，微孔隙呈蜂窝状分

主力层系上奥陶统五峰组—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优

布，表明燕山地区中元古界页岩储集物性较好。

质层段页岩相比[25]，燕山地区洪水庄组、下马岭组黑

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泥页岩具有良好的后

色页岩岩石矿物组成相似，石英等脆性矿物含量

期压裂改造条件。中元古界洪水庄组和下马岭组

高，利于后期压裂改造。

页岩样品 X 衍射全岩数据表明，脆性矿物含量为

2.3

45.8%~88%，平均值为 66.8%，以石英和斜长石为主，

盖层评价
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盖层条件良好。盖层

含量在 30.2%~85.1%之间（图 6-a）；粘土矿物含量

主要分布于下马岭组、蓟县系洪水庄组和高于庄

12%~55.2%，平均值为 29.7%，以伊/蒙混层和伊利石

组、长城系串岭沟组等泥岩发育段。其中，下马岭

为主，伊利石含量 6%~31%，平均值为 19.7%（图 6-

组和洪水庄组泥岩集中发育段为燕山地区中—新

b）。矿物成分特征表明，燕山地区下马岭组、洪水

元古界最好的封盖层。下马岭组和洪水庄组残留

庄组富有机质页岩脆性矿物含量丰富，粘土矿物演

厚度依次为 0~500m、0~180m，泥质岩所占厚度比为

化程度高，以稳定矿物为主，蒙皂石等膨胀性粘土

40%~97%、40%~100%。盖层连片覆盖区主要为冀北

矿物含量较低。与中国南方地区页岩气勘探开发

坳陷、京西坳陷、宣龙坳陷（表 3）。另外，洪水庄组

图 4 张家口荞麦川地区雾迷山组层纹白云岩(a)和宣化怀来下马岭组黑色页岩(b)野外照片
Fig. 4 Field photos of laminated dolomite of Wumishan Formation in Qiaomaichuan area, Zhangjiakou (a),
and black shale of Xiamaling Formation in Huailai, Xuanhu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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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碳酸盐岩纵向分布①
Table 2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Meso-Neoproterozoic carbonate rocks in Yanshan area
藻碳酸盐岩
岩组

砾屑云岩

微晶以上云岩

最大厚度/m

储层岩性
一般厚度/m

铁岭组

150

雾迷山组四段

950

雾迷山组三段

110

高于庄组三段

330

高于庄组一段

250

储/地/% 一般厚度/m 储/地/% 一般厚度/m

储/地/%

0~70

~50

少量

/

0～120

>50

叠层石云岩及灰岩

0~200

<20

少量

/

0～550

25±

叠层石云岩及灰岩

少量

/

0~40

<10

0～165

>30

叠层石云岩、
砾屑灰岩

与下马岭组泥页岩主要为黑色页岩，大部分地区沉
积厚度大于 100m，渗透率均低于 10 μm ，含粉砂的
-6

2

储盖组合主要属自生自储自盖型。
燕山地区雾迷山组（生、储）-洪水庄组（生、盖）

泥页岩渗透率介于（10 ~10 ）×10 μm 之间，说明

组合为一套较有利的油气组合。2 组组合中的泥页

其具有很好的油气封闭性（表 4）。

岩均可作为有效的油气源岩，雾迷山组顶部发育较

2.4

生储盖组合

好的溶蚀带，具备有利的储集条件；上覆洪水庄组

燕山地区由于后期处于隆升阶段，中—新元古

泥页岩有较好的封闭性能，能起盖层作用，该组合

界分布局限，油气藏属于早期形成的古油藏，其生

为一套有利的生储盖组合。其平面分布主要受控

-4

-5

-3

2

图 5 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白云岩、页岩孔隙和裂缝特征
Fig. 5 The pore and fra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so-Neoproterozoic dolomite and shale in Yanshan area
a—张家口荞麦川雾迷山组藻凝块白云岩溶孔；
b—张家口荞麦川雾迷山组藻凝块白云岩裂缝；
c—张家口荞麦川地区下马岭组页岩矿物间微裂隙；
d—冀浅 1 井洪水庄组泥页岩有机质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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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燕山地区中元古界页岩矿物组成

Fig. 6 Mineral composition of the Mesoproterozoic shale in Yanshan area
a—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页岩全岩矿物含量；b—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页岩粘土矿物含量

于盖层，即洪水庄组泥页岩残留地层分布范围的限
制，主要分布于承德平泉、兴隆，天津蓟县和北京十

3

油气勘查现状

3.1

三陵区[9]。

油气勘查进展

上部洪水庄组（生）、铁岭组（生、储）、下马岭组

在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液态油苗与固体沥

（生、盖）为另一套有利的油气组合。3 组地层均可

青广泛发育，主要分布于冀北坳陷，其次为宣龙坳

提供油气源，油气源充足，铁岭组储集条件和下马

陷和辽西坳陷（图 1）。以冀北坳陷为例，总计发现

岭组盖层条件较好，构成了非常有利的生储盖配置

液态油和固体沥青组成的油苗点 115 处，其中产自

关系。该套组合主要分布于承德平泉、兴隆，冀中

中元古界的油苗点 98 处（有超过 76%的油苗、沥青

坳陷北部与张家口下花园区，平面分布的主要影响

点主要集中于中元古界蓟县系雾迷山组和铁岭组）
（表 5），这与燕山地区 2 套主要的生储盖组合中雾迷

[9]

因素为盖层分布的范围和烃源岩的质量 。
2.5

资源潜力估算

山组和铁岭组作为主要储集层吻合。

中—新元古界主要生烃地区在冀北坳陷、冀东

钻探结果进一步表明，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

坳陷北部和京西坳陷。初步的油气资源评价数据

具有较好的油气资源潜力。在冀北坳陷宽城、平

表明 ，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生烃强度大于 50×

泉、承德等地区已实施的双 1 井、化 1 井、冀浅 1 井、

10 t/km 的面积超过 16×10 km ，发育天津蓟县、河

冀浅 2 井、宽 1 井、冀元 1 井和在京西坳陷凤河营地

北宽城 2 个生烃中心，总生烃量为 1227.01×10 t，生

区已实施的京 101 井、兴热 9 井共 8 口井钻遇中—新

油量为 941.01×10 t，以生油为主，
资源潜力巨大。

元古界油气显示（图 1）。其中，双 1 井在雾迷山组见

[26]

4

2

4

2

8

8

表 3 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主要盖层数据①
Table 3 Cap rocks data of the MesoNeoproterozoic main covers in Yanshan area
主要指标
组厚度/m
泥地比/%
页岩厚度/m
覆盖率/%

组

冀北坳陷 京西坳陷 宣龙坳陷

表 4 洪水庄组和下马岭组盖层垂向渗透率数据①
Table 4 The vertical permeability data of cap rocks of
Hongshuizhuang Formation and Xiamaling Formation
组

岩性

渗透率/10-3μm2 采样地区

下马岭组

0～250

300～350

0～400

页岩

<1×10-6

洪水庄组

0～80

60～100

0～50

辉绿岩

<1×10-6

粉砂质泥岩

1.3×10-5

泥岩

<1×10-6

平泉

下马岭组

85

90

85

洪水庄组

80

80

40

下马岭组

0～210

290

0～160

粉砂质页岩

3.8×10-5

洪水庄组

0～65

65

0～20

粉砂岩

4.6×10-5

下马岭组

80

90

<10

泥岩

2.6×10-5

平泉

页岩

<1×10

兴隆

洪水庄组

现今最大埋深/m

70

90

50

1000

>1000

2000

下马岭组

洪水庄组

-6

兴隆
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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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m 油斑显示，54.6m 荧光显示；化 1 井在雾迷山组
表 5 燕山地区冀北坳陷油苗类型与产层分布信息[15-16]
Table 5 Seepage types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northern
Hebei Depression in Yanshan area

中元古界

油苗类型

系

组

待建系

下马岭组

沥青、油

铁岭组

油、沥青

蓟县系

段综合解释差油层 4 层 57m，含油层 4 层 24m；冀浅
1、冀浅 2 在雾迷山组、洪水庄组和铁岭组发现大量
油气显示，取心可见原油外渗；宽 1 井在 685.6~773m

产出层位
界

见 86.7m 油斑显示，189.2m 荧光显示，在 147m 的井

油苗点数目/处

显 示 含 油 层 段 为 125m；冀 元 1 井 分 别 在 铁 岭 组

20

2376~2379m 有 荧 光 1 层 3m 和 洪 水 庄 组 2411~

60

洪水庄组

油

2

雾迷山组

油、沥青

15

高于庄组

沥青

井段取心见油斑 29 层 25m，荧光 6 层 2m，测井解释

77

98

2413m 有荧光 1 层 2m；京 101 井在洪水庄组 2392~
3423m 有荧光 2 层 8m；兴热 9 井在井深 3623m 的雾

1

迷山组获日产气 1500m3，天然气占比 40%。

图 7 燕山地区冀北坳陷中—新元古界地层生烃演化史与热史[15]
Fig. 7 Sedimentary history and thermal history of the Meso-Neoproterozoic strata in northern Hebei Depression, Yansh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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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成藏耦合关系

纪开始整体抬升，烃源岩生烃作用终止，晚期断裂

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沉积至今，经历了多期

等构造活动对页岩气藏具有重要的影响。南部的

构造运动，总体热演化程度较低，具有一定的油气

京西坳陷、冀东坳陷后期持续沉降接受沉积，洪水

勘探前景。勘探实践证实，烃源岩生烃演化史与构

庄组、下马岭组等层系页岩持续生烃，晚期构造对

造运动史（特别是晚期构造运动）之间的耦合关系

页岩气富集成藏影响较弱，
是潜在的有利区。

对油气/页岩气富集成藏非常重要

[27-28]

。新元古代

（3）建议在京西坳陷、冀东坳陷等覆盖区加强

中—晚期至寒武纪之前，燕山地区整体长期隆起，

页岩气调查评价工作，部署高精度重力航磁测量，

处于沉积间断或隆升剥蚀阶段，中—新元古界有机

落实中—新元古界构造稳定区，实施地质调查井，

质热演化作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寒武纪—二叠

解析构造、沉积、生烃演化之间的关系，力争获得油

纪末期，燕山地区整体处于缓慢而稳定的沉降，受

气新发现。

[8]

较低的古地温梯度影响 ，大部分地区烃源岩处于

致谢：
成文过程中与自然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

未成熟阶段，如洪水庄组烃源岩埋深接近 3000m，热

究中心乔德武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

演化程度仍处于低成熟阶段，未进入“生油窗”范

所张拴宏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畴。二叠纪末期—三叠纪末期，燕山地区在印支运

李永飞高级工程师进行了探讨，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动作用下发生剧烈抬升，中元古界的古地温再次回
升，在三叠纪晚期达到最高值，烃源岩热演化程度
升高，烃源岩开始进入“生油窗”，在成岩早期的微细晶矿物或微裂隙中可见黑色液烃包裹体或沥青
包 裹 体, 无 荧 光 显 示 ，代 表 成 熟 度 较 低 的 油 气 活
[29]

动 。侏罗纪末期，中元古界烃源岩逐渐进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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