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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地质历史复杂，多数盆地具有多旋回叠加盆地的特征，多期热演化阶段可能
存在二次或多次生烃的现象。南华北地区地处东秦岭—大别山构造带北缘，属于华北板
块南部及其边缘，为一在华北地台基础之上发育起来的中、新生代叠合盆地。震旦纪—三
叠纪统一克拉通盆地发育了海相烃源岩，以泥质烃源岩为主。海相烃源岩的有效性评价
要考虑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以及生烃演化特点，青白口系崔庄组／刘老碑组生烃区沿

ＮＷ—ＳＥ向分布于南华北南部，有机质丰度中等，演化程度高，后期生烃潜力有限。下古
生界烃源岩主要发育于寒武系底部东坡组／雨台山组，生烃区主要分布于南华北东南部，
有机质丰度高，厚度大，存在二次生烃，有较好的生烃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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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含油气盆地从中、晚元古代至新生代漫
长的地质历史中，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这种
多旋回叠加特征使其发育多旋回的生油岩系，并
有丰富的陆相和海相油源［１］。华北地区下古生界
海相地层经历了５亿多年的地质历史，多期构造
作用往往经历了多期热演化阶段，因而可能有二
次或多次生烃的现象，早期一次生烃的油气藏如
果不是在较低的温压状态以及长期良好盖层的保
存下，则大部分已荡然无存了。因此，二次生烃作
用研究是确定华北地区古生界有效烃源岩分布和
是否存在原生油气藏的关键［２］。

１　南华北地区地质特征

南华北地区大地构造位于东秦岭—大别山构
造带北缘，横跨华北地块及其南缘构造带，为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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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台上发育起来的中、新生代叠合盆地。南
以栾川—确山—固始—肥中断裂紧邻北秦岭褶皱
带，东以郯庐断裂与下扬子区（扬子板块）接邻，北
以焦作—商丘断裂与北华北盆地分界，西接豫西
隆起区。构造线走向主要表现为 ＮＷ—ＮＷＷ
向，并被ＮＥ—ＮＮＥ向构造线所切，与渤海湾盆
地以 ＮＥ—ＮＮＥ向为主的构造有明显差别［３］。

根据中—新生界的展布特征可进一步划分为开封
坳陷、太康—宿县隆起、周口—泗县坳陷、徐蚌隆
起和信阳—合肥坳陷５个Ⅱ级构造单元，它们与
豫西地区的临汝盆地、洛阳—伊川盆地、三门峡盆
地等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南华北盆地群”。

南华北地区处于华北板块与秦岭—大别山造
山带接合部，东临 ＮＮＥ向走滑断裂系统郯庐断
裂系，不同构造阶段、多种构造动力体系联合与复
合作用造就了现今的南华北盆地，控制着盆地的
形成演化，也控制着烃源岩的分布及其变迁。古
亚洲构造动力体系、古特提斯动力体系、古太平洋
构造动力体系和今太平洋构造动力体系分别控制
着寒武纪—中二叠世盆地、晚二叠世—三叠纪盆
地、侏罗纪—早白垩世盆地和晚白垩世—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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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原型及其变迁。经历了前震旦纪基底形成、
震旦纪—三叠纪统一克拉通盆地形成和侏罗纪—
第四纪分隔型盆地形成３个巨型阶段［３］。

２　海相烃源岩特征与分布

南华北地区在前震旦纪克拉通—裂谷盆地阶
段形成的基底之上经历了震旦纪—三叠纪统一克
拉通盆地形成阶段［３］。结晶基底由太古宇—古元
古界变质结晶杂岩系组成，过渡型基底包括中、新
元古界，新元古界青白口系在华北地块西南渑
池—确山地区主要为洛峪群，华北地块东南部淮
南地区为八公山群，震旦系分布局限。下古生界
主要为一套碳酸盐岩台地相沉积。加里东运动使
华北地台隆起，缺失上奥陶统—中、下石炭统。上
古生界上石炭统—二叠系发育了一套海陆交互相
的砂岩、泥岩、碳酸盐岩与煤层间互的地层。印支
运动结束了华北地台的海侵，本区在三叠纪和侏罗
纪基本以隆起为主，沉积不发育，仅在局部地区见
有三叠系和侏罗系。海相烃源岩主要发育于青白
口纪克拉通—裂谷盆地阶段和震旦纪—中奥陶世
克拉通—被动大陆边缘盆地阶段，中奥陶世之后南
华北地区持续隆升剥蚀夷平［３］，直至晚石炭世—早
二叠世逐渐进入晚古生代的海陆过渡环境。海相
烃源岩岩性包括泥质岩类和碳酸盐岩类２种，以泥

质烃源岩为主，大都显示为深水低能、欠补偿和缺
氧还原环境的沉积产物。有机质类型大多为Ⅰ型，
演化程度较高，多处于高成熟—过成熟阶段。

２．１　青白口系烃源岩

青白口纪，南华北地区具有自南向北由被动
大陆边缘裂谷盆地向克拉通内坳陷盆地过渡的构
造背景，构造作用相对较稳定。青白口系烃源岩
主要分布于南华北地区南部裂谷槽，受较深水陆
棚、次深海的斜坡和深海盆地相区控制。西南部
以滨岸—陆棚环境下沉积的崔庄组为黑色页岩、
深灰—灰黑色泥岩，河南鲁山下汤镇剖面烃源岩
主要发育于崔庄组二段，按照海相Ⅰ型高成熟—
过成熟烃源岩的评价标准［４］，属中等烃源岩。东
南部淮南—凤台地区与之对应的刘老碑组为一套
浅海陆棚环境沉积的灰绿色页岩夹薄层灰岩；淮
南寿县西山套八公山剖面刘老碑组野外样品有机
碳含量低，均为非烃源岩。崔庄组／刘老碑组有效
烃源岩厚度以确山—汝南为界呈马鞍状分布，西
部以鲁山和豫西地区为中心，鲁山下汤镇剖面有
效烃源岩厚３９．０５ｍ，东部以汝南—东岳凹陷和
淮南地区为中心，周参６井有效烃源岩厚３４．５
ｍ，并沿２个厚度中心向北向南减薄，西部的厚度
和分布范围均大于东部（图１）。

图１　南华北地区青白口系崔庄组／刘老碑组有效烃源岩厚度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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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下古生界烃源岩

震旦纪—早古生代早期，因受加里东运动的
影响，南华北南缘地区由前期被动大陆边缘裂谷
环境发展演化为比较成熟的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而主体仍为稳定的克拉通沉积构造环境。南部寒
武系底部发育大陆斜坡环境的雨台山组和辛集组
黑色泥岩，以及猴家山组和朱砂洞组上部和馒头
组的蒸发岩［５］。平面上，毗邻华北古陆的浅水碳
酸盐潮坪相区，向南豫西、淮南地区为含磷黑色页
岩、泥灰岩和硅质岩为主的陆棚相区，淮南霍邱等
地进一步加深为以沉积黑色页岩夹硅质岩和石煤
层为主的斜坡和次深海相区。早古生代晚期（中
寒武世—中奥陶世），转化为弧后—克拉通盆
地［６，７］，发育局限台地的泥—微晶灰岩为主。根
据有机质地化指标评价结果，下古生界泥岩和碳

酸盐岩有机质含量都较低，多数达不到烃源岩标
准。下古生界烃源岩分布比较局限，主要发育于
寒武系底部，在河南境内豫西地区主要发育东坡
组，而淮南地区同期沉积物为雨台山组页岩，只分
布于华北南部边缘，钻井未见。安徽霍邱、淮南地
区雨台山组泥岩有机碳含量平均为１．３３％，达到
优质烃源岩标准，此外，还发育部分黑色含磷泥页
岩，其有机碳含量高达７．５７％～２０．６７％，霍邱雨
台山剖面厚度为３８．７７ｍ的暗色泥岩都达到了
有效烃源岩标准。鲁山下汤地区的东坡组为同期
沉积，野外样品有机碳含量很低，为非烃源岩。而
周口坳陷南部周参６井下古生界钻遇的罗圈组，
以泥页岩为主，不具有罗圈组冰碛岩特征，应该相
当于东坡组，有效烃源岩厚度达３２．５ｍ，泥岩有
机碳平均值为１．１２％，达到好烃源岩的级别
（图２）。

图２　南华北地区寒武系雨台山组／东坡组有效烃源岩厚度等值线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ｉｓｏｐａ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Ｙｕｔａｉ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３　海相烃源岩生烃演化分析

３．１　烃源岩热史恢复原理

盆地热史可以通过各种古温标数据来恢
复［８，９］，常用的热史恢复方法有随机反演法、古地

温梯度法和古热流法［１０］。根据古温标数据和地
质条件，本文选用古热流法恢复热史，其出发点是
影响地层热史的主导因素包括：盆地热流史和地
层埋藏史。地热流史和地层剥蚀厚度已知，即可
恢复地层的埋藏史并模拟与之相伴随的非稳态热
过程，从而重建地层温度史［１１］。古温标热史反演
的这种古热流法是一种间接反演法，以构造层为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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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从上至下，将今溯古进行逐层（段）反演，使
各构造层间和各样品间的反演结果相互制约，减
小不确定性和克服多解性［１０］。恢复过程中镜质
体反射率正演模型为平行化学反应模型［１２］。

３．２　热演化史分析

东岳凹陷东南部（周参６井），震旦纪末期基
底热流值较高，达７４．５６ｍＷ／ｍ２。一方面可能由
于受重力滑动的影响，实测Ｒｏ值较高，另一方面
该区靠近形成于中条期末的栾川—固始—肥中断
裂带，构造运动比较强烈。青白口纪末期地层抬
升剥蚀一直持续到早寒武世早期，剥蚀厚度达

６　０００多米。加里东期、印支—燕山期长期抬升剥

蚀，古近纪地层沉降到喜山期再次剥蚀，新近系到
第四系稳定沉降，热流值降低，趋于稳定。下寒武
统东坡组烃源岩４９１Ｍａ进入低成熟阶段，４８０Ｍａ
（寒武纪末期）进入生油早期，但是后期长时间的
地层抬升剥蚀生烃停止，直到古近纪再次沉降后，
热演化重新开始，属于二次生烃型（图３ａ）。

淮南地区新元古代基底热流值较低，为３４～
４０ｍＷ／ｍ２，剥蚀厚度不大。印支—燕山运动导
致地层急剧抬升，淮南地区剥蚀量较大，达２　０００
多米，热流值有所增大，喜山运动后热流值降低。
古生界烃源岩在印支早期进入生排烃期，属于早
期生烃型，后期再次下降相对较弱，第１个生排烃
期是其主要的生排烃期（图３ｂ）。

图３　南华北地区海相烃源岩有机质成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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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海相烃源岩有效性评价

４．１　二次生烃特征及机理

前人研究结果表明，二次生烃过程并不是一
次生烃过程的延续，具有明显的滞后现象［２，１３，１４］，
一次生烃后的热演化程度越高，其二次生烃的迟
缓现象就越明显［１４］，此时，二次生烃仍然具有一
个相对的生烃高峰，但高峰值随着也变小。二次
生烃的生烃量与一次生烃量的总和小于连续热演
化的生烃量，随着一次生烃后的Ｒｏ值的增加，其

差值逐渐增大［１５］。二次生烃半峰宽随起始成熟
度呈阶段性演化，起始成熟度位于生油门限
（０．５％）附近，烃源岩二次生烃高峰成熟度范围最
窄；而起始成熟度位于生油高峰（１．０％）附近，则
二次生烃高峰成熟度范围最宽，这一特征暗示，二
次生烃起始成熟度位于生油高峰附近的烃源岩，
其二次生烃量可能相对较大［１６］。热解实验和动
力学研究表明［１７］，有机质进入生烃门限后，富氢
组分开始“解聚”成可溶有机质，当Ｒｏ为０．９％左
右时，可溶有机质达到高峰，“解聚”过程基本结
束，由于可溶有机质的存在，使得有机质活化能、
生烃温度降低，因而，初次演化至Ｒｏ为０．７％～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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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时，二次生烃峰温将会提前；Ｒｏ＞０．９％以
后，可溶有机质逐渐减少，生烃机制逐渐转变为以
“脱官能团”机制为主，活化能和生烃温度逐渐提
高，二次生烃峰温将会滞后。因此，对于再次生烃
的烃源岩评价时，应按照二次生烃特点进行更切
合实际的准确评价，只有第１次热演化程度不太
高的烃源岩才具有一定的二次生烃潜力。

４．２　海相烃源岩生烃潜力评价

多期构造运动使海相烃源岩一次生烃形成的
油气难以保存，因此，从现今成藏角度对烃源岩有
效生烃潜力的评价，主要针对印支—燕山、喜山期
以来再次深埋过程中“二次生烃”的生烃潜力。综
合考虑有效烃源岩分布和烃源岩演化过程，评价
南华北地区海相烃源岩的有效生烃潜力。

崔庄组／刘老碑组主要生烃区大致分布在陆
棚相带，沿ＮＷ—ＳＥ向延伸。只有生烃区中部有
机碳大于０．４％，有效烃源岩厚度大于３０ｍ，但现
今Ｒｏ大部分大于１．３％，依据制定的生烃区评价
标准，只达到潜在生烃区级别。生烃区以板桥盆
地和汝南凹陷为界分为东西２个区域，西区主要
分布在舞阳凹陷、鲁山地区和洛阳盆地的南部，东
区分布在东岳凹陷和淮南地区，由于演化程度高，
后期生烃潜力有限（图１）。

东坡组／雨台山组主要生烃区大致分布在半
深海或陆棚相带，该区大多有机碳大于０．４％，有
效烃源岩厚度大部分大于３０ｍ，现今Ｒｏ几乎全
部达过成熟，但从周参６井成熟史分析，该区存在
二次生烃，仍有较好的生烃潜力，达到有利生烃区
标准。主要分布在新蔡—阜南—寿县一线以南区
域（图２）。

５　结论

根据二次生烃机理，南华北海相烃源岩的有
效性评价要考虑烃源岩的地球化学特征以及生烃
演化特点，海相地层中有机质含量较高和有效厚
度较大的是青白口系崔庄组／刘老碑组和寒武系
底部东坡组／雨台山组；存在二次生烃的雨台山组

具有较好的生烃潜力，有利生烃区主要分布在东
岳凹陷和淮南地区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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