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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毛塞几比盆地油气成藏差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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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海外评价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２８)

摘　要:从毛塞几比盆地构造演化特征分析入手,明确中大西洋的演化控制了毛塞几比盆

地的形成,盆地经历了裂陷期、过渡期和漂移期３个演化阶段.受过渡期和漂移期构造和

沉积差异演化的控制,盆地划分为南次盆和北次盆,南次盆具有“宽陆架、陡陆坡”、北次盆

具有“窄陆架、缓陆坡”的结构特征.漂移期发育 Cenomanian—Turonian和 Aptian—AlＧ
bian２套海相烃源岩,其热演化程度具有“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盆地发育多种有利沉

积储层类型,盆地结构控制了沉积储层的差异分布,南次盆以陆架边缘三角洲砂岩和浊积

扇砂岩储层为主,北次盆以浊积水道和浊积扇砂岩储层为主.盆地主要发育３种典型的

油气成藏模式,北次盆主要发育“自生自储、近源成藏”和“下生上储、盐相关断裂运移”２
种成藏模式,而南次盆主要发育“旁生侧储、断裂＋不整合面运移”和“自生自储、近源成

藏”２种成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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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西非海岸盆地是世界油气勘探的重点区之一.

２０１４年,Cairn公司在毛塞几比盆地发现SNE油

田,可采储量达６５亿桶,随后 Kosmos公司又陆

续获得Teranga、Totue等多个大型气田,总可采储

量高达４０Tcf,这些新发现展现出盆地良好的勘探

潜力,Total、Shell等国际大型石油公司纷纷进入该

盆地,掀起了盆地油气勘探的热潮,使得毛塞几比

盆地成为西非海岸的新兴热点盆地.截至目前,盆
地勘探程度依然很低,仍然具有很大的勘探空间,
前人对该盆地的研究较为零散,不够系统,主要集

中在 对 成 藏 条 件 的 阐 述 上[１Ｇ７],而 对 于 油 气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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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特征差异和成藏模式等问题认识不清,严重制

约了对该盆地勘探潜力的研究.
本次研究立足于中大西洋的构造演化,从毛

塞几比盆地构造演化分析入手,划分了盆地构造

演化阶段,明确了盆地结构和沉积特征的平面差

异,重点分析了盆地内油气成藏特征,建立了不同

的油气成藏模式,并指出了油气成藏的主控因素.

１　盆地概况

毛塞几比盆地位于西非海岸的北部,为典型

的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盆地整体呈南北向分布,
自南向北横跨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冈比亚、塞内

加尔和毛里塔尼亚５个国家,包括陆上和海域两

大部分,总面积９１６×１０４ km２,其中陆地面积

３１１×１０４km２,海域面积为６０５×１０４km２,海域

面积约占 ７０％.盆地北部以毛里塔尼亚北部

CapBlanc断裂带为界,其南部以 Guinea断裂带

为界(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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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毛塞几比盆地位置

Fig．１　LocationofSenegalBasin

　　毛塞几比盆地勘探程度低,其勘探始于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累计钻探井２５７口,
获得油气发现３２个,获可采储量９０３７亿桶油当

量,其中油为１５１７８MMbbl、气为４５１１２５Bcf.

２　构造演化特征

毛塞几比盆地的形成与演化与中大西洋密切

相关[９].晚二叠世,盆地伴随着中大西洋的裂开而

形成的.盆地构造演化主要经历了３个阶段:裂陷

阶段(晚二叠世—早三叠世)、过渡阶段(晚三叠

世—侏罗纪)、漂移阶段(早白垩世—现今)(图２).
(１)裂陷阶段(晚二叠世—早三叠世)
晚二叠世Pangaea大陆开始解体,张裂活动

开始进行,非洲板块与北美板块开始分离,沿着北

美东岸、非洲西北岸发生强烈的陆内断陷作用,在
西北非边缘形成了一系列近 S—N 向的裂谷盆

地,毛塞几比盆地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盆地

发生强烈的裂陷作用,断裂发育,形成一系列地堑

或半地堑,且以陆相的河、湖相沉积充填为主.

　　(２)过渡阶段(晚三叠世—晚侏罗世)
这一时期北美洲板块和非洲板块完全分离,

裂陷作用基本停止,洋壳虽然已经产生,但洋壳扩

张速度较小.受干旱气候和物源供应不足影响,

毛塞几比盆地主要处于蒸发相的沉积环境,此阶

段以大范围的碳酸盐岩沉积为主,早期发育盐岩

的沉积,但盐岩分布局限,主要集中在盆地的北部

和南部的地区(图１).
(３)漂移阶段(早白垩世—现今)
此阶段随着洋壳的逐渐扩张,盆地范围越来

越大,沉积地层厚度也逐渐增大,局部盐岩发育由

于上覆沉积负荷作用发生盐刺穿.该时期全球海

平面进入快速上升阶段,晚白垩世 Turonian期到

达最大,随后海平面开始逐渐下降.这一时期盆

地深水区广泛发育深水浊积,陆架浅水区沉积由

早期的早白垩世浅水碳酸盐沉积逐渐过渡到后期

的陆架边缘三角洲沉积,呈现典型的被动大陆边

缘盆地特征.

３　盆地结构特征

受盆地构造演化控制,毛塞几比盆地形成时

间早,沉积持续时间长,沉积了厚层的过渡期和漂

移期地层,最厚可达８km.受上部厚层过渡期和

漂移期地层的影响,目前的地震资料仅在局部地

区能够识别出裂陷期地层的发育,严重制约裂陷

期盆地结构的识别.因此,本次研究主要对裂后

期(漂移期和过渡期)盆地结构进行详细的阐述.
相对于裂陷期,盆地过渡期和漂移期构造活动

较弱.前人主要依据盆地内部的转换断层对盆地

进行了构造单元的划分,研究表明盆地内部的转换

断层两侧的构造特征和沉积特征变化并不明显,难
以反映盆地的不同构造单元的差异.本次盆地结

构划分主要基于丰富的２D地震资料解释成果,依
据过渡期和漂移期构造特征,并结合地层变化以及

岩性变化特征,将盆地划分南次盆和北次盆,Dakar
以南为南次盆,Dakar以北为北次盆,受局部构造

活动及沉积差异演化的控制,南次盆呈“宽陆架、陡
陆坡”、北次盆呈“窄陆架、缓陆坡”的结构特征.

Juassic—Aptian期,南次盆地由于几内亚高原的隆

升作用发生了差异抬升作用,发育近南北向展布的

大型正断层,断层上升盘缓慢抬升,加之物源供应

很弱,水体较浅,适于碳酸盐岩的生长和发育,进而

形成了以正断层为边界的宽阔碳酸盐岩台地,在正

断层的下降盘由于水体深,碳酸盐岩台地阻挡了沉

积物的供给,主要以泥岩沉积为主,地层厚度明显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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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碳酸盐岩地层厚度(图３);而北次盆构造活动

较弱,仅后期在陆架坡折位置由于差异负荷作用发

育次生正断层,碳酸盐岩的发育范围较为局限,并
不发育明显的碳酸盐岩台地(图４).

图２　毛塞几比盆地综合柱状图

Fig．２　IntegratedstratigraphiccolumnofSenegalBasin

图３　南次盆典型地质剖面图(剖面位置见图１)

Fig．３　AgeologicalprofileofSouthernSubＧbasin(Seefig．１forlocation)

　　受早期碳酸盐岩沉积范围的控制,晚白垩世

以后到现今的沉积呈现良好的继承性,使得现今

大陆架呈现“南宽北窄”的特征.南次盆发育宽缓

的大陆架,现今陆架(水深≤２００m)宽度为１００~
２００m,而北次盆大陆架较窄,现今陆架(水深≤
２００m)宽度为３０~１２０m(图１).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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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北次盆典型地质剖面图(剖面位置见图１)

Fig．４　AgeologicalprofileofnorthernSubＧBasin(Seefig．１forlocation)

４　油气成藏差异特征分析

毛塞几比盆地在 Albian、Cenomanian—TuＧ
ronian、Senonian、Miocene等多个漂移期层系获

得油气发现,盆地含油气系统得到证实.通过对

盆地油气成藏条件、典型油气藏以及失利井的分

析认为,烃源岩热演化程度、储层发育类型及油气

成藏模式等在南、北次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４．１　烃源岩热演化程度呈“北高南低”分布

烃源岩是油气生成的物质基础,其质量和热

演化程度决定了一个盆地的勘探潜力和勘探方

向.钻井证实,毛塞几比盆地发育Cenomanian—

Turonian和 Aptian—Albian２ 套海相烃源岩.

Cenomanian—Turonian烃源岩指标最优,为一套

广泛分布的优质的倾油型烃源岩.南次盆FＧ１井

揭示 Cenomanian—Turonian阶烃源岩的 TOC
平均为２０％,HI值介于４００~８００mg/g,干酪

根类型主要为I和Ⅱ１ 型;北次盆地的 VＧ１井揭

示 TOC 为１％~３８％,平均为２％,氢指数为

２１２~５４７mg/g,平均为３５９,干酪根类型主要为

Ⅱ１,含Ⅱ２.Aptian—Albian烃源岩指标相对CenＧ
omanian—Turonian较差,且南次盆略好于北次盆.
南次盆地深水区FＧ１井揭示 Albian阶烃源岩TOC
值为１０％~４０％,平均为２０％,有机质丰度高,

HI值为２００~３５０mg/g,干酪根类型主要为Ⅱ２ 型;
而北次盆 VＧ１井 揭 示 烃 源 岩 TOC 为 ０５％ ~
１３％,平均为１％,HI为１９８~２７２mg/g,平均为

２４７mg/g,干酪根类型主要为Ⅱ２.
盆地模拟表明,２套烃源岩的热演化呈现“北

高南低”的分布特征(图５).基于对已钻井的地

温梯度、Ro等参数的分析,毛塞几比盆地除在局

部火山活动区存在大地热流异常,大部分地区为

正常大地热流,烃源岩的热演化主要受控于烃源

岩层的埋藏深度.从烃源岩上覆地层展布规律来

看,南、北次盆古近—新近系沉积地层厚度差异是

造成烃源岩热演化程度“北高南低”的主要原因.
古近—新近系沉积时期,北次盆地沉积体系发育,
可容纳空间大,沉积中心主要位于北次盆,北次盆

沉积厚度为 ８００~３４００ m,而南次盆 厚 度 为

６００~１６００m.

４．２　盆地结构控制了沉积储层差异分布

钻井证实毛塞几比盆地发育陆架边缘三角洲

砂岩、浊积扇砂岩和浊积水道砂岩３种有利的沉

积储层类型,３种沉积储层类型在南、北次盆发育

和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图６).
盆地南部受Juassic—Aptian阶“宽陆架、窄

陆坡”的控制,主要发育 Albian阶陆架边缘三角

洲砂岩和 Albian阶浊积扇砂岩２种类型.AlbiＧ
an期,南次盆发育 Gambia河和 Casamance河等

多个大型物源水系[１０],受宽阔、平坦的碳酸盐岩

台地的古地貌的控制,在台地之上发育多期进积

三角洲,南部的SNEＧ１井揭示不断向海推进的多

期进积三角洲,三角洲沉积储层分布范围广,储层

物性好,具有中—高孔、中—高渗的物性特征,孔隙

度主要介于２２％~３４％,渗透率主要介于(１００~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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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毛塞几比盆地烃源岩成熟度分布

Fig．５　MapofsourcerockmaturityinSenegalBasin

图６　毛塞几比盆地Albian阶不同次盆地沉积模式

Fig．６　Albiandepositionalmodelsfor
subＧbasinsofSenegalBasin

１０００)×１０－３ μm２,是南次盆的主力沉积储层.
由于碳酸盐岩台地边缘形成的陆坡较陡,碳酸盐

岩台地之上沉积的碎屑物经台地边缘在坡脚处堆

积形成浊积扇,FanＧ１井揭示了该种类型的浊积

扇由于搬运距离较短,分选较差,碎屑物中夹有碳

酸盐岩颗粒和泥岩颗粒,储层物性一般.
盆地北部受“窄陆架、宽陆坡”控制,主要发育

Albian—Miocene阶浊积水道砂岩和浊积扇砂岩

２种类型.相对于南次盆,北次盆碳酸盐岩台地

不发育,呈现典型的宽缓的陆坡特征,这种古地形

有利于浅水区的碎屑物进行长距离的搬运,在搬

运过程中容易形成典型的浊积水道Ｇ浊积扇沉积

体系.由于沉积物搬运距离长,分选好,储层物性

质量良好,北部 Teranga、Totue、Chinguetti等钻

井证实 Cenomanian—Miocene阶广泛发育多套

优质的浊积砂岩储层,储层物性好,孔隙度平均为

２０％,最高达３２％,渗透率平均为几百毫达,最高

达１８μm２,该类储层是盆地北部的主力产层.

４．３　油气成藏模式差异分布特征

通过对盆地典型油气藏的解剖,盆地主要发

育３种典型的油气成藏模式,北次盆主要发育“自
生自储、近源成藏”和“下生上储、盐相关断裂运

移”２种成藏模式,而南次盆主要发育“旁生侧储、
断裂＋不整合面运移”和“自生自储、近源成藏”

２种成藏模式.
(１)“下生上储、盐相关断裂运移”油气成藏模式

该类油气藏主要分布在盆地北部的含盐区,由
于盆地含盐范围较小,该类油气藏的分布也较为局

限.代表油气藏为Chinguetti油气田[１１],储层为新

生代 Miocene浊积水道砂岩,圈闭类型为盐岩作用

而形成的背斜圈闭,烃源岩为Cenomanian—TuroＧ
nian阶优质海相烃源岩,盐岩后期活动形成了盐相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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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断裂,盐相关断裂是油气运移的主要通道,CenoＧ
manian—Turonian 阶成熟烃源岩生成的油气沿断

裂运移至上部 Miocene浊积砂体聚集成藏(图７).
对于该类油气藏来说,盐岩与浊积砂体耦合是油气

成藏的主控因素,该类油气藏的勘探方向是在盐岩

发育区寻找与之耦合的大型浊积体.

图７　盐相关油气藏成藏模式

Fig．７　AccumulationmodelforsaltＧrelatedreservoir

　　(２)“自生自储、近源成藏”油气成藏模式

该类油气藏在盆地南次盆和北次盆均有分

布.代表油气藏为 Teranga、Tortue、Fan等,储层

为典型的下 Cenomanian和 Albian阶浊积水道复

合体或浊积扇,圈闭为具有构造背景的构造Ｇ岩性

圈闭,油气主要来源于下部 Albian阶成熟烃源岩,
由于烃源岩与储层直接接触,Albian阶成熟烃源岩

生成直接就近运移至 Albian阶或下 Cenomanian
阶圈闭中聚集成藏.该类油气藏成藏的主控因素

是在烃源岩灶内构造与砂体的有效配置(图８).

图８　深水浊积砂岩油气成藏模式

Fig．８　AccumulationmodelofdeepＧwater

turbiditesandstonereservoir

　　(３)“旁生侧储、断裂＋不整合面运移”成藏模式

该类油气藏主要分布在盆地南部,代表油气

田为SNE油田,储层为 Albian阶三角洲砂岩,西
部紧邻Cenomanian—Turonian阶和 Albian阶成

熟烃源岩灶,油气沿断裂和不整合运移,在上部的

构造圈闭中聚集成藏,失利井分析表明,南部多口

钻井失利原因是储层,因此,储层是该类油气藏成

藏的主控因素(图９).

图９　Albian阶三角洲砂岩油气成藏模式

Fig．９　AccumulationModelofAlbian
DeltaicSandstonereservoir

５　结论

(１)毛塞几比盆地的形成与中大西洋的裂开

密切相关,盆地经历了裂陷期、过渡期和漂移期３
个演化阶段,过渡期和漂移期地层沉积厚度大,是
盆地目前重要的勘探层系.

(２)受过渡期和漂移期构造和沉积差异演化

的控制,盆地划分为南次盆和北次盆,南次盆具有

“宽陆架、陡陆坡”、北次盆具有“窄陆架、缓陆坡”
的结构特征.

(３)漂移期发育 Cenomanian—Turonian和

AptianＧAlbian２套海相烃源岩,其热演化程度具

有“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
(４)盆地发育多种有利沉积储层类型,盆地结

构控制了沉积储层的差异分布,南次盆以陆架边

缘三角洲砂岩和浊积扇砂岩储层为主,北次盆以

浊积水道和浊积扇砂岩储层为主.
(５)盆地主要发育３种典型的油气成藏模式,

北次盆主要发育“自生自储、近源成藏”和“下生上

储、盐相关断裂运移”２种成藏模式,而南次盆主

要发育“旁生侧储、断裂＋不整合面运移”和“自生

自储、近源成藏”２种成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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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OFHYDROCARBONACCUMULATIONCONDITIONSIN
SENEGALBASININWESTAFRICA

KONGLingwu,ZHAO Hongyan,HAN Wenming,ZHAOJiaqi,

CHENLiang,YUYingmei,WANGJia
(OverseaEvaluationCenterofCNOOCResearchInstituteCo．,Ltd．,Beijing１０００２８,China)

Abstract:TectonicstudysuggeststhattheevolutionofMidＧAtlanticcontrolstheformationofSenegal
Basin．Onceitwasformed,thebasinhasexperiencedthreestagesofevolution:riftingstage,transiＧ
tionalstageanddriftingstage．UndertheControlofdifferentiationoftectonicandsedimentationin
thetransitionalanddriftingstages,thebasinwasseparatedintotwoparts,thesouthernsubＧbasin
andthenorthernsubＧbasin．ThesouthernsubＧbasinischaracterizedbya“wideshelfandsteepslope”,

whilethenorthsubＧbasinisoppositeandcharacterizedbya“narrowshelfandgentleslope”．CenomaＧ
nianＧTuronianandAptianＧAlbianmarinesourcerocksarewelldevelopedinthedriftingstage,andthe
thermalevolutionofsourcerockisinapatternof“highnorthandlowsouth”．Thereareavarietyof
favorablesedimentaryreservoirsinthebasin．Thestructureofthebasincontrolsthedistributionof
sediments．ThesouthernsubＧbasinisdominatedbycontinentalshelfdeltaicsandstoneandturbidite
fansandstone,whereasthenorthernsubＧbasinismainlycomposedofturbiditechannelsandturbidite
fansandstones．Threetypesofhydrocarbonaccumulationsarefoundavailableinthebasin．ThenorthＧ
ernsubＧbasinisdominatedbytheaccumulationsof“selfＧgeneratedandselfＧaccumulatednearＧsource
hydrocarbon”andthetypeof“lateraccumulationofearlygeneratedhydrocarbonthroughsaltＧrelated
faultmigration”,whilesouthernsubＧbasinischaracterizedbyoilandgas“generatedinＧsituandaccuＧ
mulatedlaterallywithfaultsandunconformitiesasmigrationpaths”andthetypeof“selfＧgenerated
andaccumulatedhydrocarboninnearＧsourcestorages”．
Keywords:tectonicevolution;sourcerock;reservoirtype;accumulationmodel;SenegalBasin;West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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