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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可用于确定油气成藏期的方法有多种 ,各有其优缺点。重点介绍了储层岩石

学 、流体包裹体分析 、油气水界面追溯 、油储磁性矿物古地磁学 、油田卤水碘同位素及储层

矿物沥青等方法的原理 ,评述了不同方法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认为不同方法结合使用可以

实现油气成藏期的精确厘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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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气成藏期研究对于准确认识油气藏的形成

与分布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确定油气成藏

期的方法主要有圈闭形成时间法 、烃类流体排烃

时间法 、油气藏饱和压力法 、油藏地球化学法 、储

层岩石学法 、流体包裹体分析法(包括均一温度 、

成分分析 、石英 Ar-A r 定年 、荧光分析 、岩相学 、

捕获油包裹体的自生钾长石 Ar-Ar 定年 、激光拉

曼 、显微冷冻 、电子探针 、离子探针 、同步加速辐

射 、核磁共振)、油气水界面追溯法 、油储磁性矿物

古地磁学法 、油田卤水碘同位素法 、储层矿物沥青

法 、放射性同位素法 、热释光与 ESR定年法 、磷灰

石(U-Th)/He 定年法 、Alpha 反冲径迹定年法

等。对于圈闭形成时间法 、烃类流体排烃时间法 、

油气藏饱和压力法 、油藏地球化学法 、流体包裹体

均一温度法 、流体包裹体成分分析法等 ,对此前人

已做过大量研究
[ 1-5]

。岳伏生等
[ 6]
认为上述方法

均是时间的确定 ,而非测定。处在探索阶段的定

年法诸如流体包裹体分析(石英 Ar-A r 定年 、捕

获油包裹体的自生钾长石 Ar-A r 定年 、显微冷

冻 、电子探针 、离子探针 、同步加速辐射 、核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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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热释光与 ESR定年法 、磷灰石(U-Th)/He

定年法 、A lpha反冲径迹定年法在确定油气成藏

期方面应用前景广阔 ,但欠成熟[ 7-14] 。陈红汉[ 14]

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捕获油包裹体的自生钾长石

Ar-A r定年法 、热释光与 ESR定年法 、磷灰石(U-

Th)/He定年法 、Alpha 反冲径迹定年法 ,认为由

于受样品分离与实验条件的制约 ,目前还没有在

确定油气成藏期方面得到很好应用 。本文重点讨

论了储层岩石学法 、流体包裹体分析法(荧光分

析 、岩相学 、激光拉曼)、油气水界面追溯法和油储

磁性矿物古地磁学法 、油田卤水碘同位素法 、储层

矿物沥青法 ,具体分析了不同方法的原理 、有效性

与局限性 。

1　储层岩石学法

酸性油气流体进入储层后 ,会导致储层发生

一系列成岩作用而留下油气运移的储层岩石学记

录 ,如储层的溶蚀作用及自生矿物与流体包裹体

的形成等 ,因此 ,可以利用储层岩石学方法来研究

油气运移期。

烃类自源岩中排出后 ,与其一起运移的油田

水是酸性的 ,它可以促使矿物溶解 ,产生次生孔

隙[ 15] ,由此可通过研究储层溶蚀作用来推断油气

运移期次 。此外 ,长石 、火山岩屑等铝硅酸盐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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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酸性介质条件下会被溶蚀并形成自生高岭石和

石英等胶结物
[ 16]

。自生高岭石的存在不仅可以

说明溶蚀作用的存在 ,而且也可以大致说明烃类

流体的性质 ,因此 ,可以根据自生高岭石的形成期

来确定油气的运聚期 。谭秀成等[ 17] 根据储层溶

蚀作用和自生黏土矿物的形成期 ,结合成岩演化序

列成果 ,确定了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中生界储层曾

接受过 3期油气充注 ,四川盆地西南部犍为地区下

三叠统嘉陵江组储层接受过1期油气充注。

自生伊利石是高岭石和钾长石在储集层酸性

水介质中沉淀出的一种成岩矿物。当油气进入储

层后 ,由于孔隙流体介质的变化自生伊利石就会终

止其生长
[ 18]
。利用 K-Ar测年法系统测定自生伊

利石的年龄 ,通过相互比较找出年龄由大突然变小

的部位 ,就可以判断出自生伊利石停止生长的时

间 ,即油气藏形成期。王飞宇等
[ 19]
对塔中 4 油田

K-Ar同位素作了测定 ,认为塔中 4油田 CI 油藏的

成藏期为白垩纪末期。但该方法主要受原生碎屑

伊利石 、测试矿物制备纯度的影响[ 20] 。

储层岩石学法在分析油气成藏期方面可获得

比较可靠的结果 ,但该方法受储集层非均质性 、油

水分布 、水介质变化等条件的影响 ,且只能测定油

气藏形成的最早时间 ,因此在结果分析上存在不

确定因素 。

2　流体包裹体分析法

流体包裹体是矿物结晶过程中捕获的成岩成

矿流体 ,储层中常见有盐水包裹体和含烃流体包

裹体 。流体包裹体直接蕴含和记录着各种有关油

气运聚的宝贵信息和证据 ,在研究油气成藏期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

2.1　荧光分析

有机包裹体在紫外光照射下表现出荧光特

征 ,利用此特征可有效地区别于一般盐水包裹

体[ 21] 。不同性质的原油具有不同的荧光及荧光

光谱 ,而油气的多期充注将导致具多种荧光颜色

的烃类包裹体出现
[ 22 , 23]

。有机包裹体的荧光特

征反映了其内石油的成分特征及其热演化程度 ,

有机包裹体的荧光颜色由红色 —橙色—黄色 —绿

色—蓝白色—无色变化 ,可反映有机质从低成熟

向高成熟演化
[ 24]

。确定油气充注期主要涉及的 2

个荧光光谱属性参数是主峰波长和红/绿商

(QF535和 Q650/500)[ 25] ,随着烃类中小分子成分含

量的增加和成熟度的增大 ,其荧光会发生明显“蓝

移” ,光谱主峰波长减小;反之 ,光谱主峰波长增

大。对于同源同期充注的烃类 ,其成分及成熟度

一致 ,因此 ,其荧光光谱主峰波长应表现出一致性

(图 1a);而对于不同源的烃类 ,其主峰波长则表

现出不一致性(图 1b)[ 26] 。Q650/ 500为 650 nm 波长

处荧光强度 I6 50与 500 nm 波长处荧光强度 I500的

比值(图 2a);QF535为发射波长 535 ～ 750 nm 范

围内的积分面积 A(535 ～ 750)与发射波长 430 ～

535 nm范围内的积分面积 A(430 ～ 535)之比(图

2b)。相比而言 , Q650/ 500更为常用 ,其 I650越大 ,反

映包裹体所包裹油中含有越多的大分子组分 ,成

熟度低;而 I500越大则反映包裹体所包裹油中含

有越多的小分子组分 ,成熟度高 。因此 ,Q650/ 500值

越大 ,反映油的成熟度越低。

图 1　民丰洼陷沙三段典型油包裹体微束荧光光谱

Fig.1　Typical micro-beam fluo rescence spectra o f pe troleum inclusions

from the Es3 Membe r of the Shahejie Fo rmation ,Minfeng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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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荧光光谱定量化属性参数

F ig.2　Prope rty par ame te rs for quantification o f fluor escence spectra

　　李纯泉等
[ 25]
对民丰洼陷沙三段岩性油气藏

储层的 15块流体包裹体样品检测结果表明 ,发黄

色荧光的油包裹体荧光光谱结构和形态相似 ,其

主峰波长一致 ,而发蓝白色荧光的油包裹体荧光

光谱具有 2种类型:一类与黄色荧光油包裹体荧

光光谱结构和形态相似 ,主峰波长一致 ,表现出同

源特征;另一类明显发生“蓝移” ,表现出异源特

征 ,主峰波长与最大荧光强度 ,以及主峰波长与

红/绿商的相关关系均表现出 3种特征类型 ,由此

判定民丰洼陷沙三段岩性油气藏在其地质历史时

期共经历了 3期油气充注 。

2.2　岩相学

在偏光和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油气包裹体的岩

相学特征 ,确定油气包裹体的分布特征 、相态 、类

型 、丰度 、荧光及包裹体所赋存的寄主矿物的形成

时间序列和期次 ,可进而确定油气包裹体发育期

及其反映的油气成藏期。利用此方法首先要通过

岩石薄片观察划分成岩期次 ,确定成岩作用类型

和主要成岩矿物及其形成时间序列 ,因此 ,成岩作

用研究是油气包裹体研究的基础。

李荣西等
[ 27]
根据成岩作用与油气包裹体分

布特征 ,识别出鄂尔多斯盆地陇东油田长 3油藏

2期油气包裹体。第 1期油气包裹体形成于早成

岩阶段晚期埋藏成岩过程中 ,分布在石英和长石

等矿物溶蚀孔隙 、次生加大边底部和早期裂隙中 ,

包裹体形态不规则 ,一般较小(多为 3 ～ 8 μm),为

多相烃类包裹体 ,代表了油气运移充注过程;第 2

期油气包裹体形成于晚成岩阶段晚期盆地抬升阶

段 ,分布在晚成岩阶段的晚期裂隙 、硅质胶结物和

亮晶方解石胶结物中 ,油气包裹体普遍含盐水 ,

油 、气 、水相态边界清楚 ,代表了油气大规模聚集

成藏过程 。

岩相学研究方法是从油层砂岩储层和油气包

裹体形成的历史记录出发 ,是确定油气成藏期比

较有效的方法 ,但首先要确定包裹体寄主矿物的

形成时间序列和期次 ,也并非直接测定 ,而是间接

获取 。

2.3　激光拉曼光谱

激光拉曼光谱技术是一种测定物质分子成分

的微观分析技术 ,激光拉曼光谱是基于一种激光

光子与物质分子发生非弹性碰撞后 ,改变了原有

入射频率的一种分子联合散射光谱 。波数的改变

量即为拉曼位移 ,其不受入射光源的影响 ,而直接

取决于参与散射的物质分子内部的能级
[ 28]
。显

微激光拉曼光谱具有微观(微区 、微量)、原位 、多

相态(固态 、液态 、气态)、分辨率高 、稳定性好等特

点 ,可以为成藏期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张文忠
[ 29]
通过利用激光拉曼光谱分析得出

榆林气田包裹体成分主要包括 3种类型:富 CO 2 、

富 CH4和富高饱和烃包裹体。结合均一温度测

试和埋藏史研究 ,认为榆林气田烃类充注主要有

4期 ,分别为中三叠世晚期—晚三叠世晚期;晚三

叠世晚期 —早侏罗世晚期;早侏罗世晚期 —晚侏

罗世晚期和晚侏罗世晚期 —早白垩世晚期。刘艳

荣等[ 3 0] 应用流体包裹体观察和激光拉曼探针等

微观技术对临清坳陷东北部的德南洼陷流体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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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研究表明 ,研究区共有 6种类型的包裹体:单

相盐水包裹体 、富液相包裹体 、富气相包裹体 、含

液态 CO 2三相包裹体 、富液态烃有机包裹体 、富气

态烃有机包裹体 ,表明在古近系和新近系中主要

为未成熟 —低成熟的液态烃流体活动 ,在古生界

及部分上部层段中主要为成熟 、高成熟的气态烃

流体活动 。

存在问题有:①利用激光拉曼光谱法对石油

进行分析时 ,激光照射芳香族化合物 、共轭体系及

芳香族有机杂环分子引起的强荧光会完全掩盖很

弱的拉曼信号 ,强烈干扰拉曼光谱的测定;②目前

流体包裹体分子基团 、水合物结构等尚无统一 、标

准的拉曼谱库 ,只能依赖已知标样的分析结果来

直接对比 ,大大制约了激光拉曼研究工作;③定量

分析时 ,实验条件有待验证[ 31] 。

3　油气水界面追溯法

在油气藏的最初形成时 ,伴生出现油气水

水平界面 ,后因构造变动 ,油气水界面发生变

迁 ,当再次变为水平面时 ,即是油气藏的再形

成期 ,因此 ,通过对油气藏油气水界面演变史

分析 ,即可研究油气藏形成期[ 3 2 , 33] 。具体做法

是 ,首先编制大比例尺圈闭发育史剖面图(或

平面图),然后计算现今油气藏的油气水界面

在各地质历史时期的古埋深 ,并标于相应时期

的剖面图(或平面图)上 ,则现今油气水界面埋

深最早形成水平直线或水平界面的时间 ,即是

油气藏的形成时间[ 3 2] 。

该方法不仅可以确定出烃类流体运聚成藏的

时间 ,而且可以动态分析判断流体成藏后的变迁 、

调整过程 ,分析周期短 、成本低 、简便 、直观。邓良

全等
[ 33]
运用油气水界面追溯法对塔中 4油田成

藏期的研究认为 , TZ4 油田主要形成于晚海西

期。

该方法缺点是:①不适用于现今非水平油气

水界面的油气藏 ,比如岩性油气藏 、水动力油气藏

等;②只适用于单一充注期次的成藏期的确定 ,对

于多期充注的油气藏需借助其他方法;③该方法

仍不是直接测定 ,而是通过其他地质过程参数间

接确定油气成藏期[ 14] 。

4　油储磁性矿物古地磁学法

古地磁学是通过测定岩石中保存的剩余磁性

来追溯地球历史的磁场方向和强度变化特征 。由

于认识到在烃类运移途径和油储中存在自生磁铁

矿[ 34] ,运用古地磁学方法在限定油气运聚时间上

作了许多研究[ 35 , 36] 。基本思路是储集层中烃类

流体充注引起磁铁矿和磁黄铁矿沉淀 ,通过对储

层自生磁性矿物的古地磁学分析 ,结合地磁极性

年代表 ,可界定烃类流体的运聚时间。

应用古地磁学方法厘定石油运聚期的前提条

件是必须了解储层中磁性矿物(磁铁矿 、磁黄铁

矿 、赤铁矿等)成因与烃类流体运聚的相关关系。

许多情况下 ,储层中磁性矿物的形成并非是烃类

流体充注引起 ,而是热水流体引起 ,此储层磁性矿

物古地磁学的研究更多是的反映古代流体流动事

件时限。磁性地层学研究目前已成为地层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 5 M a 以来磁性年代表的建

立 ,推动了近晚期地层学和地质年代学 ,显然 ,储

层自生磁性矿物的古地磁学分析 ,对近晚期成藏

时间的精确厘定将起重要作用[ 1] 。

5　油田卤水碘同位素法

油田卤水中含有较高丰度的碘同位素129 I ,其

丰度要高于海水。这种同位素是烃类成熟过程中

从有机质中释放出来的 ,由于碘同位素半衰期为

15.7 M a ,
129
I/

total
I 比值用于 80 M a这一地质时间

范围的定年分析[ 37] 。地下水是烃类运移和聚集

的载体和动力 ,因此 ,油田卤水的运聚作用提示了

烃类流体的运聚方式 。Moran 等
[ 38]
认为油田卤

水定年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可获得地下流体的驻

留时间和烃类从卤化源岩排烃的时间。此种方法

适合于盐度较高的油气成藏期的研究 ,但精度不

高。

6　储层矿物沥青法

储集层固体沥青是油藏中的石油蚀变物 ,记

录了油藏被改造 、破坏的信息。固体沥青反射率

反映了烃类流体转变为固体沥青后所经历的热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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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从储层固体沥青反射率 ,结合储层埋藏史和

热演化分析 ,可推断沥青形成的地质时代 ,进而可

以确定油气藏的形成时间
[ 39]

。

金奎励[ 40] 根据塔里木盆地志留系沥青砂的

换算镜质体反射率测试结果 ,确定了其下古生界

烃源岩的成熟度 ,结合烃源岩成熟史 ,确定了油气

成藏时间 。肖贤明等[ 41] 基于有机质热成熟作用

平衡原则与有机质再次变质作用原则改进了

Karw eil图解与成熟度计算方法
[ 42]

,推算出塔中

地区古生界中 3组沥青形成的地质时代分别是

中—晚奥陶世 、晚白垩世 —古近纪及新近纪 ,反映

该区在这 3个地质时期存在油气生成与运移 。该

方法基于沥青反射率等价于镜质体反射率 ,在固

体沥青较为丰富的叠合盆地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方

法。

除此方法外 ,沥青同位素分析也是一种比较

精确先进的油气成藏期定年方法 , 但应用较

少[ 43] 。

7　评述

随着油气成藏动力学研究和叠合盆地油气勘

探的不断深入 ,油气成藏期定年技术得到长足发

展。各种成藏期计算方法得出的油气成藏时间只

是生 、储 、盖 、运 、圈 、保等诸多要素其中一项的作

用时间 ,各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

储层岩石学法在分析油气成藏期方面可获得

比较可靠的结果 ,但该方法受储集层非均质性 、油

水分布 、水介质变化等条件的影响 ,且只能测定油

气藏形成的最早时间;自生伊利石 K-Ar 测年法

也存在必须细致分析原生碎屑伊利石 、测试矿物

制备纯度等问题;通过对油包裹体常规荧光光谱

进行检测及定量化描述 ,可利用其属性参数特征

及相关关系特征有效地研究油气充注期 ,虽然该

方法简便易行 ,但充注期并非成藏期;流体包裹体

岩相学法是从油层砂岩储层和油气包裹体形成的

历史记录出发 ,是确定油气成藏期次比较有效的

方法 ,但首先要确定包裹体寄主矿物的形成时间

序列和期次 ,也并非直接测定 ,而是间接获取;激

光拉曼光谱分析在成藏期次确定方面是较新的方

法 ,具有微观 、原位 、多相态 、分辨率高 、稳定性好

等优点 ,但由于存在拉曼信号弱 、拉曼谱库不统

一 、实验条件差异等问题 ,制约了激光拉曼分析法

的应用;油气水界面追溯法的分析周期短 、成本

低 、简便 、直观 ,但只适用于现今水平油气水界面

与单一充注期的研究 ,且仍需借助其他地质过程

参数求取成藏期。其他方法诸如油储磁性矿物古

地磁学法 、油田卤水碘同位素法 、沥青反射率法目

前应用很少 ,但方法较先进。

单一方法很难实现油气成藏期的精确测定 ,

而把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 ,则可以实现成藏期的

精确厘定。徐波等[ 44] 运用生烃史法 、圈闭形成期

法 、饱和压力法和流体包裹体分析法等确定辽河

坳陷西部凹陷油气藏存在 2 期油气成藏 ,第 1期

以石油为主 ,成藏时间为沙二段沉积时期和沙一

段—东营组沉积时期(38 ～ 28 M a);第 2期以天

然气为主 ,成藏时间为馆陶组沉积中期(17 Ma)

至今 。并指出各种方法所确定的时间对油气成藏

期研究的意义及其不确定性所在 。刘柏林等
[ 45]

利用地层原油高压物性 、地层流体包裹体均一化

温度 、含油包裹体丰度 、烃源岩成熟演化和地层构

造演化等多种技术方法资料分析验证 ,认为准噶

尔中部 1区块油气成藏具有明显的幕式特征 ,主

要储层三工河组二段的油气充注以中早期(晚侏

罗—晚白垩世)充注为主 ,获得比较可靠的油藏油

气充注时期。

在研究成藏期次的方法中 ,每一种方法并不

是相互独立 ,而是相互渗透 ,相互从属。例如流体

包裹体本身是一种油气运移的储层岩石学记录 ,

因此 ,流体包裹体分析技术可以归到储层岩石学

方法中;又如自生伊利石 K-A r测年法 、油田卤水

中的碘同位素分析又可以归为同位素分析。因

此 ,在油气成藏期研究中要灵活使用各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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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OF THE METHODS FOR DETERMINATION

OF HYDROCARBON RESERVOIR FORMING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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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termination o f the fo rming stag es of hydrocarbon rese rv oir is an impo rtant research

subject of pet roleum geolo gy and explo ration.The re are various methods to dete rmine the stag es.This

article made a brief int roduction to some of the methods , such as reservoir pet rology method , f luid in-

clusion method , ret rospective of hydroca rbon-water contact me thod , oi l po ol magnetic mineral and

palaeo-magnet ism me thod , iodine iso tope o f oilf ield brine method and reservoir mineral bi tuminous

method.Each method ha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In consideration o f the ef fectiveness and limi-

tat ion of each method , i t is proposed to combine several methods toge ther fo r precise hydrocarbon

fo rming stag es determination.

Key words:hydrocarbon reservoi r fo rming stages;reservoi r pet rolog y;f luid inclusion analy sis;hydro-

carbon-water contact;paleo-magneti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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