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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滑运动—三角洲的耦合控藏
———以俄罗斯北萨哈林盆地为例

袁　峰,蔡文杰,尹倩倩,李春鹏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海外评价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２８)

摘　要:基于对俄罗斯北萨哈林盆地构造演化及地层充填特征的基础地质特征分析和油

气分布规律的总结,对盆地油气分布特征的主控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盆地的油气

分布在平面上具有油气田呈S—N 向成带分布,从北向南具有“油减少、气增多”的特点;
在纵向上,油气发现的层位具有“北上南下”的特点;在规模上,油气储量分布具有“陆小海

大”的特点.油气成藏条件综合评价分析认为,油气分布主要受走滑断裂和三角洲发育的

控制,具体表现为:走滑运动与不同时期的三角洲控制着烃源岩的展布,使得油气分布呈

北产油南产气的特征;走滑运动和３期三角洲的迁移使得油气发现层位呈“北上南下”的

特点;走滑断裂带控制了圈闭规模和保存条件,使得油气田规模呈“陆小海大”的特点.结

合以上分析指出,北萨哈林盆地东部海域勘探程度低,含油气系统证实具有多期三角洲和

多类型圈闭发育,是北萨哈林盆地具有较大勘探潜力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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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北萨哈林盆地位于俄罗斯远东萨哈林岛的东

北部,面积约为２３４×１０４km２,盆地近８８９％的

面积位于鄂霍次克海海域,并进入了深水区(图

１).萨哈林岛为西北太平洋边缘带的一部分,位
于日本北海道岛的正北方,以鞑靼海峡与亚洲大

陆相隔,向东以鄂霍次克海和千岛群岛与太平洋

相隔[１].
北萨哈林盆地是萨哈林陆上和海上的主要含

油气区,盆地在１９２３年首次获得油气发现.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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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盆地已发现９５个油气田,陆上的发现大

部分为小—中型油田,海上则发现了大型和特大

型气田[２].前人研究表明,萨哈林地区海域油气

储量/资源量比值仍较低(约２３％),海域勘探程

度低,油气地质研究认识也比较低,勘探前景良

好[３].本文在对盆地构造演化及地层充填特征分

析基础上,分析总结了盆地油气分布规律及其成

藏主控因素,深化对北萨哈林盆地的油气地质认

识,提出了下一步勘探的有利区带,旨在为盆地未

来的油气勘探提供借鉴.

１　基础地质特征

１．１　构造演化特征

北萨哈林盆地位于俄罗斯远东大陆与太平洋

西北缘之间的活动大陆边缘,盆地的演化与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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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北萨哈林盆地位置

Fig．１　LocationofNorthSakhalinBasin

洋板块和欧亚板块在新生代的俯冲有着密切关

系[４].盆地的形成演化经历了晚白垩世至渐新世

的裂谷期,渐新世至上新世的转化拉伸期和上新

世至今的反转期[５Ｇ６].
在晚白垩世—渐新世的裂谷阶段,萨哈林地

区处于挤压前陆会聚边缘的构造环境.受张应力

影响,西萨哈林地区发生了裂谷作用,形成了正断

层和高角度断层.沿断层发生差异升降,形成了

半地堑、区域凹陷和裂谷肩等构造[７].
在渐新世—上新世的转化拉伸期,欧亚大陆

东缘的大部都处于剪张应力环境.日本海的打开

导致盆地西缘北海道—萨哈林走滑断裂带强烈活

动,盆地发生区域性沉降.
在晚上新世—现今的反转阶段,盆地发生整

体隆升,形成了区域性不整合.此外,沿北海道—
萨哈林走滑断裂带形成了一系列逆冲断层和褶皱

构造,这些褶皱构造在西部形态紧闭,向东逐渐变

宽缓,其次,由西向东,随着远离断裂带,构造变形

减弱,褶皱被断层切割减少.

１．２　沉积充填特征

北萨哈林盆地的基底为下古生界—早中生界

的地层,古近系、新近系和第四系的沉积盖层超覆

在其上,呈不整合接触,其中以新近系的陆源碎屑

沉积物为主(图２)[８Ｇ９].
结合盆地构造演化,盆地的沉积盖层可以划

分为３大构造层:
(１)下部为上白垩统—下渐新统的陆相碎屑

岩和煤系地层,包括上白垩统的火山岩建造、始新

统的利索克斯组陆相碎屑岩、下渐新统的迈棋喀

组浅海—深海相砂岩和硅质泥页岩.
(２)中部为强变形的碎屑岩层,包括部分古近

系和新近系的５套地层,分别为上渐新统的达

耶—胡林组深海相页岩和硅质岩,上覆的新近系

主要为古阿穆尔河三角洲沉积物,随着三角洲在

鄂霍次克海中向东推进,自下而上表现为海进—
海退的沉积旋回,形成了包括维宁组陆相、过渡

相、浅海相的灰色泥岩,达吉组三角洲、浅海—深

海相砂岩和粉砂岩,奥科贝凯组浅—深海相泥岩、
硅质泥页岩、粉砂岩和努托夫组下段三角洲、浅
海—深海相砂岩与暗色泥页岩.其中发育３套烃

源岩、５套储层、多套盖层,形成了多套生储盖组

合,垂向上构成多套自生自储或下生上储型有效

配置.
(３)上部为上上新统—第四系海陆过渡相和

滨浅海相的普米组和全新统地层.

２　油气分布规律与主控因素

２．１　走滑运动与三角洲沉积联合控制烃源岩的

展布

　　根据 Woodmac数据库资料统计结果显示,
截至２０１６年７月,北萨哈林盆地共发现油气田

９５个,平面上已发现的油气田８５％分布在萨哈林

岛上,油气田南北向成带分布,从北向南油减少,
气增多(图３).

北萨哈林盆地主要烃源岩为与三角洲远端的

泥质岩及三角洲近端的炭质页岩和煤层有关,垂
向上发育了３套烃源岩(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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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北萨哈林盆地综合地层柱状图

Fig．２　IntegratedstratigraphiccolumninNorthSakhalinBasin

　　(１)上渐新统达耶组—胡林组的深海相暗色

页岩和硅质岩,TOC含量为０６０％~１４０％,有
机质为混合型,且以腐泥型为主.该套烃源岩在

盆地范围内分布广,厚度较大,成熟度较高(Ro＝
０７５％~１６１％),其中８０％以上已经进入了生

气窗(Ro＞１３％).
(２)下中新统维宁组—达吉组的浅海—三角

洲相煤系地层和深海相页岩,是盆地已钻井揭示

的主力烃源岩.有机质为腐泥Ｇ腐殖混合型,且分

布不均,其中含煤地层 TOC含量可达３６％,海
相页岩的 TOC含量最高达到１５％.该套烃源

岩厚度巨大,且４０％以上已经进入了生油窗(Ro＝
０４５％~０７６％)[１].在盆地中北部为三角洲海相

深水泥页岩,以腐泥型为主,是盆地北部石油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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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北萨哈林盆地油气田分布图

Fig．３　OilandgasfielddistributioninNorthSakhalinBasin

要来源.在中南部,以近岸浅海相和陆相含煤烃

源岩为主,属腐殖型,主要生成气藏和凝析气藏.
(３)中—上中新统的奥科贝凯组—努托夫组

下段半深海—三角洲泥页岩是盆地东北部的潜在

烃源岩,有机质类型为以腐泥型占优势的混合型

有机 质,TOC 多 为 ０３％ ~１３％,最 大 可 达

１４９％,向东有机质含量增高.该套烃源岩的主

要问题是成熟度不高,８５％以上的Ro＜０５％[７].
综上所述,达吉组三角洲的发育和展布控制

了北萨哈林盆地烃源岩的平面分布.据达吉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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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时期的沉积环境,达吉组三角洲局限海相的深

水硅质岩是以腐泥型、生油为主的烃源岩,主要分

布于盆地的中北部;其浅海—三角洲相煤系地层

是以腐殖型、生气为主的烃源岩,主要分布于盆地

的中南部(图４).

图４　北萨哈林盆地达吉组沉积环境

Fig．４　SedimentaryenvironmentofDagiFormation
inNorthSakhalinBasin

　　基于新近纪３期三角洲的沉积时期与北海

道—萨哈林走滑断裂带的主要活动时期一致(图
２),推测达吉组三角洲的沉积是受走滑断层活动

的影响而呈现出东北部以海相沉积为主、东南部

以三角洲相沉积为主的展布特征(图５),因此,走
滑断层的活动与达吉组三角洲的沉积联合控制了

盆地主力烃源岩的平面展布,从而使得北萨哈林

盆地的油气田发现具有“北油南气”的特点.

２．２　走滑运动和三角洲的迁移控制着储层的发育

北萨哈林盆地主要储层与古阿穆尔河三角洲

砂体有关,因此,盆地由上到下发育了上部、中部

和下部３套储盖组合,储层以海相砂岩为主,储层

物性好.

图５　北萨哈林盆地烃源岩分布

Fig．５　DistributionofsourcerocksinNorthSakhalinBasin

　　(１)下部储盖组合:储层为达吉组三角洲浅海

相细砂岩和粉砂岩,孔隙度为１１％~３７％,平均

２２％;渗透率为(１０~１０００)×１０－３μm２,平均３２０
×１０－３μm２;其上覆的奥科贝凯组泥岩、粉砂质泥

岩层为盖层.
(２)中部储盖组合:储层为奥科贝凯组浅海—

半深海相粉砂岩、泥质粉砂岩,孔隙度为１０％~
２５％,平 均 １５％;渗 透 率 为 (１０~１００)×１０－３

μm２;奥科贝凯组的粉砂质泥岩为盖层.
(３)上部储盖组合:储层为努托夫组下段浅海

相—三角洲相砂岩、粉砂岩,孔隙度为 １５％ ~
３４％,平 均 ２３％;渗 透 率 为 (１０~１０００)×
１０－３μm２;平均２００×１０－３μm２;努托夫组上段的

半深海相泥岩为其盖层.
北萨哈林盆地的油气发现在纵向上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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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中新统达吉组和上中新统努托夫组的下段.
其中达吉组储层存储了盆地内天然气储量的

５０％以上,而下努托夫组储层存储了盆地内石油

储量的７０％以上,两者占已发现油气总储量的

９７２％[１０].同时,这２套主力储层从陆上往海

域,从北向南表现出明显的分带性特征(图６),呈
现为在盆地东南部,以达吉组储层为主,在东北

部,以努托夫组储层为主的特点.

图６　北萨哈林盆地主力成藏组合储层厚度及分布范围

Fig．６　ThicknessanddistributionofmainreservoirsinNorthSakhalinBasin

　　沉积上,达吉组和努托夫组相似,属于古阿穆

尔河的大型三角洲体系,地震地层学上表现为达

吉组浅海相三角洲自西向东进积,形成了达吉组

砂岩储层;至奥科贝凯组沉积时期,盆地发生了海

侵,三角洲退缩,以泥质沉积物的垂向加积和退积

为主;努托夫组沉积期间与达吉组相似,再次发育

向东进积的大型三角洲砂体(图７).同时,从沉

积厚度上,上努托夫组的沉积中心距达吉组的沉

积中心２００km[１１],自达吉组向努托夫组由南向

北迁移:达吉组三角洲厚度中心位于盆地南部;奥
科贝凯组厚度中心位于盆地中部;努托夫三角洲

厚度中心位于盆地北部(图８).从北萨哈林盆地

主力储层空间展布来看,努托夫组下段三角洲砂

岩沉积和奥科贝凯组浅海相砂岩沉积主要分布在

盆地的北部,并且由北向南,砂地比逐渐降低.到

盆地中部,努托夫组下段砂岩基本上为前三角洲

相的薄砂层沉积,奥科贝凯组则相变为浅海相泥

岩沉积.而达吉组三角洲相砂岩主要分布在盆地

中部及以南,是盆地南部油气田的主力储层[１０].
由此,认为三角洲的发育与走滑运动密切相

关,而走滑断层在三角洲的平面迁移中扮演的是

“传送带”的角色,即走滑断层的活动使得同一大

型河流下的不同时期的三角洲平面上向着走滑活

动的方向移动,而在纵向上相互错开叠置,砂体在

剖面上表现出“鱼跃”的特征(图９)[１２Ｇ１４].因此,
北萨哈林盆地的右旋走滑作用造成多期次的扇体

砂岩纵向上叠置、平面上迁移展布,从而导致盆地

内的含油气层系在纵向上分层、平面上分带,形成

多套生储盖组合.３期三角洲的平面变化直接影

响了盆地主力勘探层系的变化,主力储层达吉组

主要分布于盆地的东南部海域,努托夫组主要分

布于东北部海域.因此,走滑运动控制着３期三

角洲的平面迁移,从而控制储层的发育,使得盆地

油气发现层位具有“北上南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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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北萨哈林盆地三期三角洲沉积环境

Fig．７　SedimentaryenvironmentofthreestagesofdeltaofinNorthSakhalinBasin

图８　北萨哈林盆地三角洲厚度中心迁移地质剖面

Fig．８　AdeltaicprofileshowingthethicknesschangesinNorthSakhalinBasin

图９　走滑断裂带控三角洲迁移模式图

Fig．９　StrikeＧslipfaultcontrolsdeltamigrationpattern

７１



MarineGeologyFrontiers　海洋地质前沿　　　　　　　　　　　２０１９年５月　

２．３　走滑断裂带控制着圈闭规模和保存条件

盆地西部岛上已发现油气藏圈闭类型主要为

断块型、断背斜型,并且圈闭面积普遍较小,最大

１５５km２,平均３０km２.盆地东部则以背斜为

主,圈闭面积较大,最大２４６km２,平均８５km２.
东部背斜圈闭具有一定继承性,油气藏具有统一

的油水界面.而西部被多期断层切割形成规模较

小的断块或断背斜圈闭,形成受基底大断裂活动

产生的挤压应力控制,形成时间较晚,油气藏不具

有统一的油水界面[１０].

由于萨哈林岛在构造上属于长期活动的北海

道—萨哈林走滑断裂带[１５],大型走滑断层发育,
中间次级断层发育,从而使得陆上的构造层被切

割成复杂的断块构造,形成了以断层控制为主的

构造圈闭.因此,陆上圈闭受断层切割严重,从而

导致陆上油气田储量规模都比较小.东部海域早

期发生坳陷沉降,同时远离走滑断裂带,走滑断层

对构造圈闭的破坏作用不显著.同时,后期发生

的构造反转,使得东部海域形成了一系列大型继承

性的低隆起,构成了有利于油气聚集的大型低幅背

斜圈闭,因此,能形成较大规模的油气藏(图１０).

图１０　北萨哈林盆地区域剖面构造演化示意图

Fig．１０　TectonicevolutionofNorthSakhalinBasin

　　因此,北萨哈林盆地陆上大型走滑断裂带的

发育,圈闭构造普遍受到断层切割,加上晚上新世

以来的抬升和剥蚀,导致大量油气藏破坏,是陆上

地区油气藏规模较小的主要原因[１６].而东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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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由于远离区域剪切断裂带,其构造免受断层切

割,保持了较大的圈闭规模,受反转抬升过程的影

响也比较弱,从而形成了储量规模较大的油气聚

集.所以,北萨哈林盆地走滑断裂控制了圈闭大

小和保存条件从而使得油气田规模具有“陆小海

大”的特点.

３　盆地勘探方向探讨

北萨哈林盆地的油气地质条件优越,历经百

年的油气勘探,已成为俄罗斯东部最大的油气产

出中心[１７].通过以上对盆地油气地质条件及已

发现油气分布规律的综合分析,认为盆地东部海

上的油气资源潜力巨大,是北萨哈林盆地未来油

气勘探的主战场:北萨哈林盆地的主力烃源岩维

尼组—达吉组发育在东部海域,北部为油源岩,南
部为气源岩,因此,在海域北部找油,南部找气;盆
地的主力储层努托夫组发育在盆地东北部,厚度

中心位于东北部海域,下部主力储层达吉组发育

在盆地中南部,其厚度中心位于东南部海域;盆地

的东部海域发育了海上大型背斜圈闭区以及岩性

圈闭区.因此,总体而言,北萨哈林盆地东部海域

勘探程度低,含油气系统证实,多期三角洲和多类

型圈闭发育,是该盆地具有较大勘探潜力的区域.

４　结论

(１)俄罗斯北萨哈林盆地是西北太平洋活动

大陆边缘的一个含油气盆地,其形成演化与太平

洋板块和欧亚板块在新生代的俯冲有关,同时受

到了盆地西缘北海道—萨哈林走滑断裂带的剪张

和剪压活动的影响:渐新世—早中新世的拉张应

力使盆地内部产生一系列正断层;中新世叠加走

滑运动形成的剪张应力导致盆地的区域性沉降;
晚上新世的剪压性活动导致盆地的反转,并形成

了大量背斜构造和逆冲断层.
(２)北萨哈林盆地的油气分布与走滑断层及

三角洲的分布相关:走滑运动与不同时期三角洲

联合控制烃源岩展布使得盆地具有“北油南气”的
分布特点;走滑运动和３期三角洲的迁移使得盆

地油气发现层位具有“北上南下”的特点;走滑断

裂带控制圈闭规模和保存条件使得油气田规模具

有“陆小海大”的特点.
(３)北萨哈林盆地是俄罗斯重要的产油气盆

地,待发现储量巨大.其中,盆地东部海域勘探程

度低,含油气系统证实,多期三角洲及盆底扇储层

和多类型圈闭发育,是北萨哈林盆地具有较大勘

探潜力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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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UPLINGOFSTRIKESLIPMOVEMENTANDDELTADEPOSITION
ANDITSCONTROLLINGOVERHYDROCARBONACCUMULATION:

ACASEFROMNORTHSAKHALINBASININRUSSIA

YUANFeng,CAIWenjie,YINQianqian,LIChunpeng
(OverseasEvaluationCenter,CNOOCResearchInstituteCo．,Ltd．,Beijing１０００２８,China)

Abstract:Basedonthetectonicevolution,sedimentfillingcharacteristicsandthedistributionpattern
ofoilandgasfieldsintheNorthSakhalinBasinofRussia,wediscussedinthispaperthemainconＧ
trollingfactorsofoilandgasaccumulation．Itisfoundthatthespatialdistributionofoilandgasfields
inthebasinisinazoningpatterninnorthＧsouthdirection．Oildecreaseswhilegasincreasesfromthe
northtosouth．Vertically,oilandgasoccurinhigherhorizoninthenorthbutlowerhorizoninthe
south．Onthescaleofoilandgasaccumulation,thefieldsonlandareusuallysmallerthanthoseinthe
sea．Thedistributionofoilandgasismainlycontrolledbythecouplingofstrikeslipfaultsanddeltaic
deposition．Thestrikeslipmovementanddeltaicdepositionindifferentperiodcontrolthedistribution
ofsourcerocks,whichresultinthedistributionofoilinthenorthandgasinthesouth;Themigration
ofthethreestagesofdeltaicdepositswiththestrikeslipmovementcausedtheverticaloilandgasocＧ
curence,whichishigherinthenorthandlowerinthesouth．Strikeslipfaultsarealsothefactor
whichcontrolstrapscaleandpreservationconditionsofoilandgasfields,makingtheoilandgasfields
smalleronlandbutbiggerinthesea．Accordingtotheaboveanalysis,thispapersuggeststhatthe
easternareaoftheNorthSakhalinBasinismorefavorableforoilandgasexploration．
Keywords:strikeslipfaultzone;delta;oilandgasdistributionpattern;maincontrollingfactor;

NorthSakhalin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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