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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南洼陷古近系沙四段烃源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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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区域沉积背景出发，利用岩心、地球化学等资料分析了研究区沙四段（Ｅｓ４）烃源
岩的岩性和沉积特征，认为烃源岩发育在湖盆水进阶段，湖盆面积广、水深大。并详细研
究了烃源岩的地球化学特征，总结出该套烃源岩的成烃特征和判识标志：该套烃源岩

ＤＢＴ／Ｐ值＞１，伽玛蜡烷指数＞０．２，甲藻甾烷不发育，三芳甲藻甾烷发育程度较低，甾烷／
藿烷比值为０．１０～０．２８，δ１３Ｃ变化相对较小且偏负；烃源岩中的灰质成分发育，表现出碳
酸盐岩生烃特征；同时由于水深较大，也有高硫的特点。
关键词：沾化凹陷；烃源岩；地球化学；沙河街组；湖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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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区域地质概况

渤南洼陷位于济阳坳陷北部的沾化凹陷内，
是沾化凹陷最大的次级洼陷。北以埕南—埕东断
层与埕东凸起相接，向东以孤西断层与孤北洼陷、
孤岛潜山构造带相连，向南以孤南断层与三合村
洼陷相接，西南方以缓坡形式过渡至陈家庄凸起，
向西分别以义东断层、罗西断层与义和庄凸起、邵
家洼陷相连（图１）。

受构造运动和古气候的共同控制，本区古近
系经历了多个沉积旋回，发生过多次湖侵过程，形
成多套烃源岩。按照烃源岩形成时期，可以分为
沙河街组沙四上亚段、沙三下亚段、沙三中—沙三
上亚段、沙一段等４套烃源岩［１］。研究工区面积
约５００ｋｍ２，区内已探明储量１．８亿多吨，但多集
中于沙三段以上的中浅层。沙四段—孔店组勘探
程度很低、勘探难度大，一些基本地质问题还不十
分清楚。目前对区内烃源岩的认识主要是根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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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沉积背景，对烃源岩具体的岩性、地球化学特征
和形成条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笔者在前人研究
基础上，通过对沉积背景的分析，利用地球化学等
技术确定该区沙四段烃源岩的形成条件和特征，
以期为本区后续的油气勘探提供参考和依据。

图１　渤南洼陷构造纲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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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烃源岩沉积特征

一般来说，烃源岩富含有机质，其发育阶段对
应于湖侵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域［１－４］，这是由于这
一时期碎屑物供应充足、浮游生物特别是藻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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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极高，它们与陆源高等植物和细菌一起构
成主要的生烃母质；同时，盐跃层或温跃层的形成
十分有利于有机质的保存，形成有机质富集层。

孔店组—沙四段沉积期断裂活动强烈，古地形
高差大，分割性强，湖区面积小，属封闭或半封闭性
湖盆，湖区古气候属炎热干旱亚热带气候［１，４］。沙四

上亚段沉积时期气候开始由干旱转为湿润，断陷活
动逐渐加强，湖盆面积逐渐扩大，早期盐度可达

４０‰，而后水体逐渐变淡。从岩性上来看（图２），该
套烃源岩以暗色泥岩、泥灰岩和生物灰岩为主，以Ⅰ
型干酪根为主，来自低等水生生物的腐泥组含量在

９０％～９９％之间，有机碳含量为１％～５％。

图２　沙四段岩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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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地球化学特征

沉积环境和生物成因性质（如生物种属、繁殖
程度等）的差异，使沉积物中生物标志物的分布可
以变化很大，它们对氧化还原电位、盐度、水温、水
深、营养物供给和地形的变化等都十分敏感［５－９］。
而这些指纹随着生油岩排出烃类时被原油继承下
来，利用这些指标可以划分某沉积盆地中的原油
类型和分别对比各自可能的生油岩区。

３．１　甾类和萜类分子化石

油源对比中常用的生物标志物有环烷烃中的
五环三萜烷、甾烷，异构烷烃中的类异戊二烯化合
物等。渤南洼陷甲藻甾烷含量较低，仅占Ｃ３０甲
基甾烷的５％～７％，而Ｃ３０４—甲基甾烷高达７５％
～８３％；三芳甲藻甾烷占 Ｃ２９甲基三芳甾烷的

２４％～５６％，而Ｃ２９４—甲基三芳甾烷占了４２％～
６１％，即４—甲基甾类占据绝对优势，沟鞭藻是它
们的重要生源，但同时其他一些藻类甚至细菌都
含有该类化合物（图３）。表征２４—降胆甾烷丰度
的ＮＣＲ为０．３８～０．７３，多数超过０．５０，表明沟鞭
藻仍然具有较大贡献。Ｃ２８４—甲基甾烷也特别发

育，含量与规则甾烷相当，它与某些细菌有关，但

３—甲基甾烷极不发育，说明它们并非源于同一类
微生物。Ｃ２８甾烷只占到规则甾烷的 １５％ ～
２８％，Ｃ２９４—甲基甾烷含量也很低，为１３％～
２４％，大多小于２０％。

渤南洼陷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重排甾烷几乎
完全缺失，这与烃源岩中碳酸盐岩矿物含量高有
关。分析表明黏土矿物中以伊利石和高岭石为
主，蒙脱石或伊／蒙混层很少或不含，由于缺少蒙
脱石的催化作用，重排类很不发育。孕甾烷十分
丰富，（Ｃ２１＋Ｃ２２）孕甾烷／规则甾烷为０．０８～
０．６６，个别样品高达１．０５～１．１４，与此同时，升孕
甾烷、Ｃ２２和Ｃ２３４—甲基甾烷、Ｃ２０和Ｃ２１三芳甾烷、

Ｃ２１和Ｃ２２甲基三芳甾烷同步发育，毫无疑问，它们
存在着成因上的联系，均与咸化湖泊中的碳酸盐
岩沉积有关。孤北洼陷甾类分子化石中仍以４—
甲基类为主，但是其三芳甲藻甾烷和甲藻甾烷都
不发育，且规则甾烷中以Ｃ２９甾烷为主，表明高等
植物的大量输入。因此，除沟鞭藻外，细菌可能是

４—甲基甾类的另一重要来源。
芳基类异戊二烯化合物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类

具有重要意义的分子化石［２－６］，来源于绿硫菌。绿
硫菌属光能自养型细菌，利用二氧化碳和硫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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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Ｔｓ；２：Ｔｍ；３：奥利烷；４：Ｃ３０霍烷；５：伽马蜡烷；６：Ｃ３１霍烷；７：Ｃ３２霍烷；８：Ｃ３３霍烷；

９：Ｃ３４霍烷；１０：Ｃ３５霍烷；１１、１２：重排甾烷；１３：Ｃ２７甾烷；１４：Ｃ２８甾烷；１５：Ｃ２９甾烷；１６：４—甲基甾烷

图３　沙河街组Ｅｓ４段原油甾烷、萜烷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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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身体内的叶绿素，合成生存所需要的葡萄糖，
并释放出元素硫。因此，芳基类异戊二烯化合物的
出现指示了静水、还原和透光的条件。本区沙四段
烃源岩中检测到了较为丰富的该系列化合物（图４），
充分体现出当时较为封闭、低能的沉积环境。

图４　罗３井沙四段纹层状泥灰岩样品中的
芳基类异戊二烯化合物（２　８２７．００　ｍ）

Ｆｉｇ．４　Ａｒｙｌ　ｉｓｏｐｒｅｎｏｉ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ｍａｒ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２　８２７．００ｍ），Ｅｓ４，Ｗｅｌｌ　Ｌｕｏ　３

藿烷是萜类中最常见的组分，与细菌和古细
菌等原核生物关系十分密切［２，３，５］。咸化湖泊中
形成的１７α—藿烷很有特色，渤南洼陷具有Ｃ３５藿
烷高端优势分布，Ｃ３５藿烷／Ｃ３４藿烷高达１．０１～
５．１９，甚至出现Ｃ３２藿烷＞Ｃ３１藿烷，突显其极强的

还原环境。２—甲基藿烷来自蓝细菌，在较为闭
塞、浅水的碳酸盐岩沉积中最为发育，高丰度的

２—甲基藿烷指示咸化湖泊相中沉积的碳酸盐岩。

此外，还检出了较为完整的Ｃ３２—Ｃ３５六环藿类和

Ｃ２８—Ｃ３４３０—降藿烷类（图５），六环藿类同藿烷一
样来源于细菌的细胞膜，是细菌藿烷四醇在碳酸
盐岩沉积环境下化学反应的产物，Ｃ２８—Ｃ３４３０—

降藿烷系列是有机质沉降过程中和成岩作用早期
细菌活动的产物。

伽玛蜡烷是济阳坳陷古近纪湖盆中一个非常
具有特色的非藿烷类五环三萜烷，其发育程度与
盐度密切相关，在咸水、半咸水中均十分发育，本
区伽玛蜡烷指数一般为０．２５～１．０，甚至更高。

奥利烷是被子植物生源的表征，但作为古近纪湖
泊，本区高丰度的奥利烷并不常见，这与古生物化
石的研究是吻合的，因为随着向湖泊中心的推进，

被子植物化石迅速减少，同时藻类的极度繁盛降
低了被子植物的浓度。不过，还是个别样品中具
有较为发育的奥利烷，如罗３井奥利烷指数可达

０．９３～２．０９，莱 ６４ 井为 ０．６６，纯 ４１－１４ 井为

０．６２，高丰度的奥利烷均出现在浅湖相和近物源
相带中，因此，奥利烷可以作为示踪沉积相带和物
源方向的标志物。

甾类化合物可以精确地反映真核生物的来
源，而藿烷则是细菌等原核生物的贡献，因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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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渤南泥灰岩样品中的六环藿类（左）和３０—降藿烷类（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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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比值可以较好地反映生源上的差异。渤南洼
陷甾烷／藿烷比值为０．１０～０．２８，微生物的贡献
远超过真核生物，这与前面的讨论一致。

３．２　多环芳烃和有机含硫化合物

一般来讲，萘、菲等多环芳烃是芳烃馏分中含
量最多的组分，但它们并不是生物体本身所含有
的，而是生物类脂大分子或生物标志物成岩作用
阶段或热裂解的产物，因此，更多地是用于表征有
机质的热演化程度，在有些情况下也可以与其他
分子标志物结合来指示生源。渤南洼陷的芳烃馏
分十分特殊，有机含硫化合物（ＯＳＣ）是其主要组
分（图６）。芴、氧芴和硫芴结构类似，都是生物大
分子成岩作用的产物，三者之间的相对强弱取决
于氧和硫的多寡，因此可以反映氧化还原条件。
渤南洼陷硫芴为８２％～９９％，占据绝对优势，强
还原环境尽显无遗，而且含量稳定，反映出该时期
滞水层的长期稳定存在。

渤南洼陷丰富的有机含硫化合物组成以二苯
并噻吩系列为主，其次为苯并萘并噻吩系列（图

７）。二者从Ｃ１到Ｃ８取代物均有分布，但随着碳数
增多，多甲基取代者逐渐占据优势。Ｈｕｇｈｅｓ等
的研究表明［６］，二苯并噻吩（ＤＢＴ）与菲（Ｐ）的比
值取决于Ｆｅ和Ｓ的相对含量，可标志ｐＨ值的变
化；而Ｐｒ／Ｐｈ值取决于氧化—还原程度，体现Ｅｈ
的变化。二者相结合，可以指示沉积水体和早期
成岩作用环境，进而有效地区分出海相碳酸盐岩、
混合型海相碳酸盐岩和湖相碳酸盐岩、湖相黏土
岩、海相和湖相页岩、河流／三角洲相页岩和煤等

５种岩类的氧化、还原／富硫、还原／缺硫、还原／酸

性和还原／高盐等５种沉积环境。以 ＤＢＴ／Ｐ对

Ｐｒ／Ｐｈ作图，可以看到，渤南洼陷所有样品ＤＢＴ／

Ｐ均大于１，Ｐｒ／Ｐｈ均小于１，落在碳酸盐岩的区
域内，部分样品甚至达到了 Ｈｕｇｈｅｓ等（１９９５）划
定的海相碳酸盐岩生油岩的范围内［８］，反映了渤
南洼陷古近纪湖盆独特的沉积环境。孤北洼陷

ＤＢＴ／Ｐ也小于１，Ｐｒ／Ｐｈ为１．５４～１．８３，为较还
原的非碳酸盐岩型湖相沉积。

ＴＭＮ：三甲基萘；ＴｅＭＮ：四甲基萘；

ＤＢＴ：二苯并噻吩；ＭＤＢＴ：甲基二苯并噻吩；

ＤＭＤＢＴ：二甲基二苯并噻吩；ＴＭＤＢＴ：三甲基二苯并噻吩

图６　罗３井２　８４７．３４ｍ纹层状泥灰

岩样品中的芳烃总离子流

Ｆｉｇ．６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ｉｎ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ｍａｒ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２　８４７．３４ｍ，ｗｅｌｌ　Ｌｕｏ　３

３．３　正烷烃及其碳同位素特征

正烷烃的分布与生源有关，一般认为，浮游藻
类（包括蓝细菌）的正烷烃以低碳数的Ｃ１４—Ｃ２１为
主，主峰碳为Ｃ１７；细菌来源的正烷烃以中等分子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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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Ｃ１４—Ｃ２９为主，主峰碳为 Ｃ１７—Ｃ２０、Ｃ２５或

Ｃ２６，非光合合成的细菌可呈双峰型分布；高等植
物来源的正烷烃以高分子量的Ｃ１５—Ｃ３７为主，主
峰碳为Ｃ２７、Ｃ２９或Ｃ３１，具明显的奇碳优势。正烷
烃的偶碳优势分布是偶碳数正构脂肪酸和醇类的

还原作用或经碳酸盐矿物催化发生β断裂而来。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低等水生生物，如丛粒藻、盘
星藻等一些淡水藻类同样可以提供具奇碳优势分
布的高碳数正烷烃，正烷烃的偶碳优势分布则与
某些嗜盐菌有关。

图７　罗３井２　８４７．３４ｍ纹层状泥灰岩样品的二苯并噻吩系列和苯并萘并噻吩

Ｆｉｇ．７　Ｄｉｂｅｎｚｏｔｈｉｏｐｈｅｎｅ，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　ａｎｄ　ｂｅｎｚｏ－ｔｈｉｏｐｈｅｎｅ　ｉｎ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ｍａｒｌ　ｓａｍｐｌｅ，２　８４７．３４ｍ，ｗｅｌｌ　Ｌｕｏ　３

　　渤南洼陷沙四上亚段在Ｃ１９—Ｃ３２之间呈偶碳
优势分布，强弱同时也受到成熟度的影响。低成
熟的罗３井主峰碳为Ｃ２８，ＯＥＰ为０．５４～０．６４，成
熟的罗１１井主峰碳为Ｃ１６、Ｃ１８、Ｃ２０或Ｃ２８，ＯＥＰ为

０．５６～１．０３，高成熟的新渤深１井主峰碳为Ｃ１６、

Ｃ１８或Ｃ２０，ＯＥＰ为０．８９～１．０６，即随着成熟度的
增加主峰碳前移，偶碳优势趋于消失。

由于渤南沙四上亚段以腐泥组含量在９０％
以上的Ι型干酪根为主，以低等水生生物为主要
生源，偶碳优势表明细菌对它们的贡献是很大的。
渤南单体烃碳同位素值变化不大，显示其较为一

致的生物来源，细菌等其他微生物可能是渤南沙
四上亚段最重要的生源。从族组分碳同位素来
看，饱和烃与芳烃相差较大，渤南罗３井δ１３　Ｃａｒｏ－
ｓａｔ为１．９‰～２．４‰，碳同位素证据支持沙四上
亚段时期水体存在广泛的分层。

地球化学分析表明，该套烃源岩 ＴＯＣ范围
为１．５％～４％，氯仿沥青“Ａ”为０．２～０．８，有机
质类型为Ｉ—ＩＩ１ 型，Ｐｒ／Ｐｈ小于０．６５，镜质组反
射率为０．７％～１％，是一套优质的成熟烃源岩。
综合 前 面 研 究，其 成 烃 特 征 和 判 识 标 志 见
表１。　　　

表１　沙四上亚段成烃特征与判识标志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Ｅｓ４

ＤＢＴ／Ｐ
伽玛蜡

烷／指数
甲藻甾烷 三芳甲藻甾烷 甾烷／藿烷 碳同位素特征 其他典型特征

＞１ ＞０．２ 不发育 一定程度发育 ０．１０～０．２８
δ１３Ｃ变化相对

较小且偏负

出现许多碳酸盐岩

生烃特征，高硫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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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沙四上亚段是一套生烃潜力巨大的优质
烃源层，岩性主要为暗色泥岩、泥灰岩和生物灰
岩，以Ⅰ型干酪根为主，来自低等水生生物的腐泥
组含量占９０％～９９％，有机碳含量为１％～５％。

（２）沙四上亚段烃源岩的ＤＢＴ／Ｐ值大于１，
伽玛蜡烷指数大于０．２，甲藻甾烷不发育，三芳甲
藻甾烷发育程度较低，甾烷／藿烷比值在０．１０～
０．２８之间，δ１３Ｃ变化相对较小且偏负。

（３）该套烃源岩发育在湖盆水进阶段，湖盆
面积广、水深大，各种地球化学指标均证实这一
点。这也导致该时期发育较稳定的碳酸盐岩沉
积，烃源岩中的灰质成分发育，表现出碳酸盐岩生
烃特征。同时由于水深较大，也具高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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