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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北羌塘盆地历经石油部门和地调部门 ２５ 年的地质调查和石油勘探，因为迄今没有发现工业油气藏，目前对其勘探前
景和勘探目标的认识争议很大。本文试图根据地表和浅钻发现的优质烃源岩和含油白云岩的分布，对下一步圈定富烃凹陷
位置和聚焦勘探目标提出一些认识。研究表明：（１）根据油气勘探的源控论思路，以毕洛错和西长梁等地的侏罗系海湾或台
沟相油页岩沉积为标识，根据地震勘探划分的构造单元，首先优选富烃凹陷；（２）同时，参考双湖地区隆鄂尼、昂达尔和鄂斯玛
等地地表出露的布曲组白云岩油层，开展地震攻关，引进中国南方白云岩储层勘探的经验和方法，标定南羌塘和北羌塘坳陷
区白云岩的空间分布，以白云岩作为重点勘探目标，力争实现羌塘盆地油气勘探的战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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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１９９４ 年中石油青藏勘探项目部开始藏北羌
塘盆地的油气评价工作，继 ２００２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
进行羌塘盆地油气资源调查，２５ 年来围绕羌塘油气
的勘探有 ２ 个问题是地学界关注的焦点：一是羌塘
盆地有无优质烃源岩？这牵涉到对羌塘盆地生烃
凹陷的定位和重点区块的划分与圈定；二是羌塘盆
地的勘探目标是碎屑岩层系还是碳酸盐岩建造？
这就要回答羌塘的优质储油层是砂砾岩还是白云
岩问题。本文仅就这二个问题，根据地面调查和浅
钻资料提出一点想法，供决策部门和下一阶段油气
勘探部署参考。
１

优质烃源岩的层位和分布

烃源岩的评价标准
中石油青藏油气勘探经理部最早发布的烃源
岩评价标准，将泥质烃源岩有机碳丰度 （ＴＯＣ）下限
定为 ０． ４％ ，碳酸盐岩烃源岩 ＴＯＣ 边界设定为
０ １％ ，
同时也颁布了与 ＴＯＣ 丰度配套的氯仿沥青、
总烃含量和生烃潜量划分好、中和差三级烃源岩的
边界门限。如果根据目前关于烃源岩的认识，生油
岩的评价一般不计碳酸盐岩，而且判断一个沉积盆
地是否能发现油气藏，不是看普通烃源岩的厚度和
品级，而是更关注优质烃源，构造凹陷中是否存在
优质烃源是关键。
勘探实践证实，工业性油气藏的主要贡献者可
能是生烃凹陷中厚度不一定很大，但有机质丰度
高、类型好，并且已经成熟的优质烃源岩；而不一定
是凹陷中分布广、厚度大的普通烃源岩，即“优质烃
源岩控藏”（卢双舫等，２０１２ ）。优质烃源岩控藏的
概念自提出后，正在逐步为勘探家所接受。但什么
是优质烃源岩以及如何界定，仍缺乏共识和统一标
准。国际上普遍将 ＴＯＣ ＞ ２％ 的烃源岩定为很好的
烃源岩，将 ＴＯＣ ＞ ４％ 的烃源岩定为极好的烃源岩
（侯读杰等，２００８ ）。我国则以有机碳丰度 ＞ ２％ 作
为优质油源岩下限 （郑红菊等，２００７；秦建中等，
２００７ ；周建林等，２００９ ；王力等，２００９ ；刘新颖等，
２００９ ）。
１． ２ 烃源岩的地层层位
按照石油地质勘探规范，沉积盆地的烃源岩根
据岩性可划分为泥质岩和石灰岩 ２ 大类。在石油地
质调查工作前期阶段，一般按照有机质丰度、有机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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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类型和有机质热成熟度三大指标，对盆地沉积地
层中可能的或潜在的生油岩进行全序列的评价，筛
选出盆地可能发育的生油岩层位并判断其生烃潜
力。而在石油地质勘查的中期，特别是在发现油苗
或原油的情况下，则要通过油源对比分析，进一步
明确烃源岩层位，缩小目标，优选富烃凹陷。
在中石油原青藏勘探项目部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年开
展的羌塘盆地石油地质调查工作中，按照分时期、
分阶段石油勘查程序，对羌塘盆地可能存在的烃源
岩进行了全面排查和评价，其中研究的地层层位最
老到二叠系，最新层位涉及新近系，当时提出羌塘盆
地共计有 １０ 套烃源层，主要烃源层 ４ 套，即索瓦组
（Ｊ ｓ）、夏里组（Ｊ ｘ）、布曲组（Ｊ ｂ）和肖茶卡组（Ｔ ｘ）。
重新审视这 ４ 套烃源岩可以发现，这 ４ 套烃源
岩中肖茶卡组和夏里组为泥质岩烃源岩，索瓦组和
布曲组为石灰岩烃源层。根据当时制定的烃源岩
评价标准，总有机碳丰度 ＴＯＣ 是主要的烃源岩评价
指标，其中泥质岩生油岩下限取 ＴＯＣ 为 ０． ４％ ，石灰
岩包括泥灰岩和泥微晶灰岩 ＴＯＣ 门限取 ０． １％ ，而
一般将颗粒灰岩类如鲕粒灰岩、生屑灰岩划归储集
岩。在这一评价标准中，泥质生油岩 ＴＯＣ 下限标准
无太大争议，而对石灰岩生油岩的评价却引起了一
些质疑。
争议的焦点有 ２ 个方面：一是这一地区三叠系
地层有两个地层分区，羌塘盆地南部和北部坳陷出
露有碳酸盐岩沉积型的肖茶卡组，而在中央隆起区
特别是双湖县以东的地区存在含煤碎屑岩型的上
三叠统土门格拉组及相当层位的地层，安多县土门
地区在 １９ 世纪六十年代曾建有东西两处煤矿，而含
煤岩系的有机质类型一般多为腐殖型干酪根，它是
气源岩，而很少成为油源岩。而夏里组是滨岸浅水
砂泥岩沉积体系，岩石颜色主要呈紫红色、黄褐色
和灰绿色，这在东部雁石坪剖面表现得特别明显，
很少见有具有一定厚度且区域上分布稳定的暗色
泥页岩，甚至在羌塘盆地南部夏里组还见有石膏
层、硅化木等浅水相沉积标志。二是石灰岩生油岩
下界门限 ＴＯＣ 值取值偏低，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过高
地估算了生油岩厚度。
目前，对碳酸盐岩烃源岩有机碳丰度的评价标
准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外以有机碳含量 ０． ３％ 作
为碳酸盐岩烃源岩有机质丰度的下限值，国内学者
曾先后提出以 ０． １％ 、０． ２％ 、０． ３％ 、０． ５％ 作为碳酸
盐岩烃源岩有机碳的边界值，石油勘探部门广泛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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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碳酸盐烃源岩的有机质丰度下限值为 ０． １％ ～
０． ２％ 。据统计资料，
世界大型油气田的烃源岩以泥
页岩为主，占总数的 ６８％ ，有 ２７％ 的大型油田油气
源岩为碳酸盐岩，仅有 ３． ７％ 来自煤系地层。根据
国外勘探实例，工业性油气藏的碳酸盐岩烃源岩的
有机碳含量平均值一般多大于 ０． ５％ ，同时存在有
机碳含量 ＞ ２％ 的优质烃源岩。世界上 １９ 个重要碳
酸盐岩大型油气田的碳酸盐岩有机碳含量平均为
３． １％ ，
而有机碳含量低到 ０． １％ ～ ０． ２％ 的碳酸盐
岩，勘探实践和实验结果表明不能成为商业性烃源
岩。我国的海相油气勘探实践也证实了高有机质
丰度烃源岩对形成商业性油气藏的重要性，如塔里
木盆地，正是由于存在高有机质丰度 （０． ５％ ～
５ ４％ ）的奥陶系海相烃源岩，才找到了古生界商业
性油藏。目前倾向性意见认为碳酸盐有效烃源岩
ＴＯＣ 含量应大于 ０． ５％ ，在高—过成熟区可降低到
０． ４％ 。同时，根据国内外油气源岩统计数据，大型
油气田烃源岩厚度一般在 １００ ～ ３００ｍ 居多，甚少有
超过 ５００ｍ 者。如果按照这一标准，目前在羌塘盆
地还没有发现有机质丰度高且有一定厚度碳酸盐
岩烃源岩的层位。
１． ３ 优质烃源岩的时空分布
最近 １０ 年来，在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以及大庆油
田、青海油田和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的支持下，
笔者持续对羌塘盆地生油岩进行了区域调查、剖面
测量和实验分析工作，认为可以通过油源对比追踪
查明烃源岩。通过对双湖地区地表以及西部隆额
尼羌 Ｄ１ 井和东部日尕日保羌 Ｄ２ 井下油层的油源
对比研究结果，目前可以明确，羌塘盆地布曲组白
云岩储油层的原油主要来源于泥质岩生油岩，原油
生物标记化合物系列显示与毕洛错油页岩具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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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亲缘性 （季长军，２０１５ ）。但这里存在一个问
题，毕洛错油页岩分布极为局限，目前仅见于毕洛
错东加塞扫莎 １ 处，而且地层时代归属下侏罗统还
是中侏罗统仍有争议（Ｙｉｎ Ｊ，２０２１；陈兰和伊海生，
２００５ ），
沉积环境的解释有局限的浅水潮坪潟湖相
和开阔深水陆棚相的解释，这亦引起了一定程度的
混乱和误解。因此，很有必要对毕洛错油页岩的层
位、时代、厚度进行梳理，提出全新的沉积环境模式
和勘探预测模型。
地表油页岩的位置和层位，是判断优质烃源岩
时空分布的标志，而且也是预测生烃凹陷重要指
标。目前羌塘盆地发现的油页岩地质点，见于南羌
塘的毕洛错、北羌塘西长梁以及胜利河、长蛇山、托
纳木等地，同时在双湖县西长梁、江爱达日那和安
多县 １１４ 道班等地与油页岩互层产出的灰岩孔洞和
邻近地区曾见有液态油苗 （李亚林等，２００５；朱同兴
等，２００７；付修根等，２００９；李忠雄等，２０１０；曾胜强
等，２０１３）。
兹以毕洛错油页岩剖面予以说明（图 １ ）。据朱
利东（２０１１） ，毕洛错剖面厚度 ３０５ｍ，可见油页岩
１２ 层，
总计分析有机碳含量样品 ３６ 件，ＴＯＣ 最大
值为 ２６ ０２％ ，平均值为 ５ ９６％ 。岩石热解分析
样品 ３０ 件，Ｓ ＋ Ｓ 最大值为 １００ ８４ｍｇ ／ ｇ，平均值为
２９ ４９ｍｇ ／ ｇ，氢指数 （ＨＩ ）最大值为 ６５２ ，平均值为
３８８ 。干酪根显微镜鉴定有机质类型为 Ⅱ —Ⅱ ，镜
质体反射率 Ｒ 变化区间为 ０ ７％ ～ １ １％ ，平均值为
０ ９８％ 。按 ＴＯＣ 丰度大于 ２％ 计算，则 ６９％ 的样品
达到优质烃源岩的标准，累计厚度 １３０ｍ。据此看
来，以毕洛错和西长梁为代表的油页岩层序，符合
优质烃源岩的标准，说明羌塘盆地具有雄厚的找油
基础，也是圈定富烃凹陷的地质标志（图 ２）。
①

１

２

１

２

Ｏ

左—毕洛错油页岩露头照片；中—毕洛错油页岩扫描电镜照片，油页岩断面显示凝胶状和鳞片状超微结构；右—毕洛错油页岩扫描电镜照片，
油页岩中见圆盘状颗石藻化石

图 １ 羌塘盆地毕洛错油页岩露头及微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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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双湖地区毕洛错油页岩地层剖面及烃源岩参数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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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因为油页岩剖面很少发现可用
于地层断代的化石，地层时代争议极大。毕洛错油
页岩剖面因为油页岩厚度大、层位多且有机质丰度
高、类型好而受到广泛关注，始自伊海生等 （２００５ ）
提出毕洛错油页岩可能对应欧洲 Ｔｏａｒｃｉａｎ 缺氧事件
沉积，这一地区成为羌塘盆地研究的一个热点。最
近 １０ 年来，因为地层面中产菊石化石层位的发现和
颗石藻微体化石的鉴定结果与铀铅年龄不一致，关于
毕洛错油页岩地层时代争议极大。因此，有必要对毕

洛错油页岩剖面地层时代归属演变历史予以说明。
王成善和张哨楠 （１９８７ ）在藏北无人区进行综
合地质考察期间，在双湖附近发现了近 １００ 米厚的
油页岩，于 １９８７ 年在（中国地质）期刊进行了报道。
吴瑞忠等在 １９８５ 年刊于 （青藏高原地质文集）“藏
北羌塘地区地层系统”一文中描述了油页岩产地、
剖面层序和化石记录，文中提到董布拉西北油页岩
层位产有丰富的瓣鳃类化石，计有 Ｐｏｓｉｄｏｎｉａ ｓｐ． ，
Ｌｙｒｉｏｍｙｏｐｈｏｒｉａ ｓｐ． 和 Ｃｕｓｐｉｄａｒｉａ ｓｐ． 等，时代为早三

２０２２

年（３）

羌塘盆地优质烃源岩和白云岩储油层的层位与分布

叠世中晚期。伊海生等（２００３）在油页岩剖面西侧 １
千米处黑色页岩地层采集到菊石化石 Ｈａｒｐｌｏｃｅｒａｓ
ｓｐ． ，首次提出这一地区油页岩可能是早侏罗世沉
积，可与欧洲 Ｐｏｓｉｄｏｎｉａ 对比。嗣后吉林地调院王永
胜等（２００７ ）在开展 １ ∶ ２５ 万区域调查时在伊海生
（２００３）年报道菊石化石的产地附近地区，采集到丰
富的菊石样品，经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阴家润教授
鉴定，属种有 Ｃｌｅｖｉｃｅｒａｓ ｓｐ ．，Ｐｈｙｌｌｏｃｅｒａｓ ｓｐ ．，Ｄａｃｔｙｌｉ
Ｅｒｙｃｉｔｅｓ ｓｐ．。鉴定者认
ｏｃｅｒａｓ ｓｐ ．，Ｃａｔａｃｏｅｌｏｃｅｒａｓ ｓｐ ．，
为 Ｃｌｅｖｉｃｅｒａｓ 是下土阿辛阶（Ｔｏａｒｃｉａｎ）Ｈａｒｐｏｃｅｒａｓ ｆａｌ
ｃｉｆｅｒｕｍ 菊石带的属，
该属在早侏罗世晚期的 Ｆａｌｃｉｆｅ
ｒｕｍ 菊石带中部 （即 Ｅｘａｒａｔｕｍ 菊石亚带的顶部 ）消
亡。Ｄａｃｔｙｌｉｏｃｅｒａｓ 属的地质历程为下土阿辛阶 （Ｔｏ
ａｒｃｉａｎ）的 Ｔｅｎｕｉｃｏｓｔａｔｕｍ 至 Ｂｉｆｒｏｎｓ 带，故曲色组黑色
油页岩的地质时代为早侏罗世土阿辛阶 （Ｔｏａｒ
ｃｉａｎ）。这是目前石油调查工作中毕洛错油页岩层
位对比色哇组的由来和主要化石证据。
在赵政璋等（２００１ ）出版的 《青藏高原地层》一
书中，则将毕洛错油页岩划归中侏罗统夏里组，产
双壳类 Ｂｏｓｉｔｒａ ｂｕｃｈｉ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ｒｉａ ｃ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ｉｃａ，
Ｐｒｏｎｏｅｌｌａ ｓｐ ．，Ｎｕｃｕｌａｎａ （Ｄａｃｒｙｏｍｙａ ）ｓｐ ．，Ｐｒｏｔｏｃａｒ
ｄｉａ ｓｔｒｉｃｋｌａｎｄｉ 等。这一同物异名的提法对后续羌塘
盆地油源对比乃至页岩气调查、油气资源量计算造
成了深刻的影响。经过我们对原羌塘盆地油气地
质调查队提交青藏项目经理部的工程报告、科研报
告梳理查对，发现《青藏高原地层》一文资料引自北
京中国地质大学高金汉等（１９９６ ） 重测的双湖毕洛
错剖面的化石鉴定名单，这一剖面的化石鉴定成果
在《羌塘盆地三叠系、侏罗系层序地层研究》报告中
有系统的剖面描述。据调查和核实，该报告双壳类
化石由阴家润教授鉴定。据原报告记述，毕洛错油
页岩剖面化石丰富，双壳类化石产出层位多，主要
分子有：Ｂｏｓｉｔｒａ ｂｕｃｈｉｉ （Ｒｏｍｅｒ），Ｐｒｏｔｏｃａｒｄｉａ Ｓｔｒｉａｔｕｌａ
（Ｊ． Ｓｏｗｅｒｂｙ ）， Ｎｉｃａｎｉｅｌｌａ （Ｔｒａｕｔｓｃｈｏｌｄｉａ ） ａｉｔｋｅｎｉ
（Ｃｏｘ），Ｍａｃ ｔｒｏｍｙａ ｃｆ．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Ｃｏｘ，Ｐａｌａｅｏｎｕｃｕｌａｌ？
ｐ ．，Ｎｅｏｃｒａｓｓ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ａｓｔａｒｔｅ ） ｃｆ． ａｌｖｅｒｔｅｎｓｉｓ Ｄｕｆｆ，
Ｎｕｃｕｌａｎａ （Ｄａｃｒｙｏｒｎｙａ）ｓｐ ．，Ｎｕｃｕｌａｎａ （Ｐｒｅｓａｃｃｅｌｌａ ）
ｓｐ ．，Ｎｕｃｕｌｏｍａ ｓｐ ．，Ｍｅｓｏｓａｃｅｌｌａ ｓｐ ．，Ｍ． ｃｆ． ｍｏｒｒｉｓｉ
（Ｄｅｓｈａｙｅｓ），Ａｎｉｓｏｃａｒｄｉａ ｃｆ． ｏｗｅｒａｎａ （Ｍｏｒｒｉｓ ｅｔ Ｌｙｃ
ｅｔｔ），Ｐａｌａｅｏｎｅｉｌｏ ｓｐ ．，Ｃｙｐｒｉｎａ ｃｆ． ｎｕｃｉｆｏｒｍｉｓ （Ｍｏｒｒｉｓ
ｅｔ Ｌｙｃｅｔｔ ），Ｔａｎｃｒｅｄｉａ ｓｐ 等。 其中 Ｂｏｓｉｔｒａ ｂｕｃｈｉｉ 及
Ｐｒｏｔｏｃａｒｄｉａ 不仅分布广，
且数量多，因此可作为该组
合的典型代表分子。其次，Ｎｉｃａｎｉｅｌｌａ （Ｔｒａｕｔｓｃｈｏｌｄ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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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ｉｔｅｋｅｎｉ， Ｍａｃｔｒｏｍｙａ ｃｆ．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Ｎｅｏｃｒａｓｓ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ａｓｔａｔｅ）ｃｆ． ｃａｌｖｅｒｔｅｎｓｉｓ，Ａｎｉｓｏｃａｒｄｉａ ｃｆ． ｌｏｗｅｒａ
ｎａ，Ｍｅｓｏｓａｃｅｌｌａ ｃｆ． ｍｏｒｒｉｓｉ 及 Ｃｙｐｒｉｎａ ｃｆ． ｎｕｃｉｆｏｒｍｉｓ
等也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可作为组合的重要分子。
同时，双壳类化石组合面貌无早三叠世的典型分
子，仅见一些侏罗纪的特征属种 Ｂｏｓｉｔｒａ，Ｐｒｏｔｏｃａｒ
ｄｉａ，Ｔａｎｃｒｅｄｉａ，
Ｎｉｃａｎｉｅｌｌａ （Ｔｒａｕｔｓｃｈｏｌｄｉａ ），Ｍｅｓｏｃｃａｃ
ｃｅｌｌａ 等，
可与欧洲、东非及拉美等地卡洛阶—牛津
阶同期地层的双壳类进行对比。
应该强调的是，高金汉等（１９９６ ）采集双壳化石
的地点在北纬 ３２°５３′０５″、东经 ８８°２７′５６″，即在王成
善和张哨楠 （１９８７ ）发现的石膏层 － 油页岩剖面所
在地，但油页岩剖面未发现菊石化石，伊海生等
（２００３）首次报道的菊石化石在北纬 ３２°５０′０８″、东经
８８°５４′１１″，
王永胜等（２００７）采集菊石化石的地点与
前者同一地点，但化石采集点没有发现油页岩，岩
性为一套黑色页岩组合。这两个化石点一个在沟
口河岸，一个在沟内断崖，二者相距 １． ２ 千米。
综上所述，文献报道的毕洛错油页岩地层时代
无论划归夏里组还是曲色组都有化石依据，但野外
采集的双壳化石和菊石化石并不在同一剖面，且相
距有一定距离。因为这一地区黑色页岩地层褶皱
变形以及断层切割，很少能清楚地观察到地层单元
的上下叠置关系，加之油页岩、石膏层等岩性特殊，
分布局限，也很难进行区域对比。最近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开展的颗石藻化石的鉴定结果，指出油页岩
上部层位地层时代为巴通期 （Ｂａｔｈｏｎｉａｎ ）和卡洛期
（Ｃａｌｌｏｖｉａｎ），季长军等（２０１７ ）在毕洛错油页岩剖面
顶部采集到了菊石化石，经鉴定计有下侏罗统上部
土阿辛阶（Ｔｏａｒｃｉａｎ）和中侏罗统底部阿林阶（Ａａｌｅｎ
ｉａｎ）的 Ｌｅｉｏｃｅｒａｓ 和 Ｇｒａｐｈｏｃｅｒａｓ 菊石化石带，
认为毕
洛错剖面是中下侏罗统连续沉积地层。
目前可以明确，虽然毕洛错油页岩地层时代还
有争议，化石鉴定结果存在下侏罗统和中侏罗统的
分歧和冲突，但其岩性组合和剖面序列即不同于曲
色组，也与侏罗系中统布曲组及夏里组有别，应保
留地方性岩石地层单元名称“比隆组”为宜。同时，
菊石化石生活在正常盐度的海水环境，颗石藻也是
现代广海和远洋环境常见浮游植物，而且石膏蒸发
岩层位于毕洛错油页岩剖面底部，因此，认为这一
地区油页岩是一套深水相沉积，它的沉积环境可与
现代巴哈马台地进行类比，指示海峡或台沟相环境
（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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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南羌塘地区毕洛错油页岩沉积环境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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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储油岩的层位和分布

学 进行了南羌塘坳陷石油地质路线调查和 １ ∶ １０
万石油地质填图工作，先后在隆鄂尼、日尕日保发
现了含油白云岩，当时称之为隆鄂尼古油藏和日尕
日保古油藏，这是羌塘石油勘探工作的一个突破
（图 ４）。２０００ 年成都理工大学王成善和伊海生等
在承担国家 ９７３ 项目期间对这两个地点的含油层进
行了野外追索和填图，证实南羌塘坳陷古油藏带东
西长达近 １００ｋｍ （王成善等，２００４ ）。嗣后，成都理
工大学伊海生等科研团队在中石油大庆油田 、青
海油田公司油气评价项目的支持下对南羌塘坳
陷开展的钻井勘探工作 ，在羌塘盆地南部隆额尼
和昂达尔错地区井下见到累积厚度 １５０ ｍ 白云岩
含油层 。
④

白云岩油砂的发现
在羌塘盆地早期油气调查过程中，根据国内外
勘探的经验和实例，特别重视三角洲砂体和台地礁
滩相储层的评价和预测。但在地面地质调查和地
质浅钻施工过程中，并没有发现砂岩和灰岩岩石孔
隙中见有液态油和固体沥青充填的证据，资料和文
献报道的油气显示常见的裂隙沥青。如果以羌塘
北部坳陷三叠系和侏罗系三角洲相和陆棚相碎屑
岩和台地礁滩相石灰岩作为勘探目标，至少目前还
不能得到现有地质资料的支持。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年期间，大庆石油学院 和南京大

２． １

③

⑤

左— 隆鄂尼白云岩油砂露头照片；中—白云石显示菱面体形态，晶粒镶嵌结构，红色部分为茜素红染色的方解石，单偏光，× ５ ；右—白云石颗
粒间显示多边形晶间孔隙，蓝色部分为孔隙，红色部分为茜素红染色的方解石，单偏光，!１０

图 ４ 羌塘盆地隆鄂尼白云岩油砂露头照片及微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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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承担青海油田“西藏羌塘盆地油砂
矿勘查与资源评价”期间，对隆鄂尼—昂达尔错地
区侏罗系白云岩展开了初步野外调查，明确了羌塘
盆地南部地表发现的碳酸盐岩含油层主要见于侏
罗系中统布曲组，含油岩性为晶粒白云岩。圈定白
２０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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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岩 ３４ 处，总出露面积约 １３２． ６９ｋｍ 。白云岩分布
区有三个：西部为隆鄂尼区块，地表含油层东西分
布长度 ２５ｋｍ，南北宽 １０ｋｍ；中部为昂达尔错区块，
东西长 ８０ｋｍ，南北宽 １０ｋｍ；东部为塞仁区块，长
３４ｋｍ，
宽 １０ｋｍ。同时，参照国内外已有油砂资源评
２

２０２２

年（３）

羌塘盆地优质烃源岩和白云岩储油层的层位与分布

价方法，对这一地区地下埋深 ５００ｍ 以上油砂进行
了储量计算，预测地质资源量达 ５４． ９ 亿吨，含油量
可达 ２． ５３ 亿吨。
成都理工大学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期间先后承担
了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委托的隆鄂尼、昂达尔和鄂斯
玛地区的古油藏调查工作，根据遥感解译和野外验
证，编绘了隆鄂尼—鄂斯玛地区白云岩的平面分布
图（图 ５）。根据遥感解译、野外验证和地质调查，综
合 １∶ ２５ 万、１ ∶ ５ 万地质填图和浅钻勘探资料，发现
羌南坳陷含油白云岩或地表油藏分布具有 ２ 个重要
的特点：一是层控，即油藏带仅见于中侏罗统布曲
组，侏罗系其它地层，如莎巧木组、夏里组砂岩地层
中没有见到油气显示，而与布曲组岩性组合类似的
索瓦组碳酸盐岩地层见到的少量裂缝固体沥青，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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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见到液态油苗；二是岩控，即油藏带中含油层位
的主要岩性是晶粒状或称砂糖状白云岩，这些白云
岩是礁滩相白云岩化的产物，如果没有成岩期的白
云岩化，原始礁滩相带的也很少见有油藏带的分布。
２． ２ 白云岩储油层的时空分布
为全面落实羌南坳陷地表油藏带的分布范围，
笔者对隆鄂尼—昂达尔错地区的地表白云岩油藏
展开了详尽的野外调查，落实地表含油白云岩带 ３４
个。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作区地表油藏存在明显
“东西分区、南北分带”的特征，即：油藏带主要富集
于东西向展布的三个区块，即西部的隆鄂尼区块，
中部的昂达而错区块和东部的赛仁区块，各区块范
围的油藏带又由南北向不同的油藏出露带组成（图
５ ）。

图 ５ 隆鄂尼—昂达尔地区布曲组含油白云岩分布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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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隆额尼油藏带
这一地区含油白云岩最为典型，油层厚度大且
含油率高，它最早是 １９９７ 年大庆石油学院 （现东北
石油大学）在进行 １ ∶ ５ 万石油地质调查中发现，当
时称之为隆鄂尼古油藏，成都理工大学于 ２０００ 年实
施的九七三项目中开展了进一步工作，通过横向追
踪油砂点，发现油层连片分布 。隆鄂尼油层分布
于孔日热跃—压宁日加跃—隆鄂尼罗达日加那一
线，东西长约 １６ｋｍ，南北宽约 １． ５ｋｍ，油层赋存于灰
白色白云岩中，地貌上为一条沿北西—南东向展布
的山脊。据野外南北向地质路线观测，油藏位于大
型隆鄂尼背斜两翼，北翼油藏出露好，东西向延伸
稳定，在 １６ｋｍ 范围内可追索，最大出露宽度见于加
那一带，长度约 ８００ ～ １０００ｍ，最顶部油层距夏里组
地层厚度不足 １０ｍ，显示了油层主要位于布曲组顶

２． ２． １

⑥

部地层；南翼油藏带主要分布于牙尔根—压宁日举
一线，向东延伸至依桑日、雅莎一带，东西延伸长约
十余千米。
２． ２． ２ 昂达尔错油藏带
位于工作区中东部区域，这一地区日尕尔保、
巴格底加日、晓嘎晓那、牙夏赛、冬浪拉、鲁日多卡
等地均有地表油砂出露。油藏带基本呈东西向展
布，南部日尕尔保—巴格底加日—晓嘎晓那一线为
该区块油藏富集带，尤其以巴格底加日油砂最好，
野外露头极佳，地表可见两层巨厚层油砂，油砂出
露厚度大，地表累计厚度 ７９． ４８ｍ，油砂品质好，岩性
以砂糖状白云岩和介壳白云岩为主，白云石晶粒发
育，以中—粗粒晶为主，油砂品质好。此外，中石油
大庆油田曾在 ２００６ 年对该区块日尕尔保进行过羌
Ｄ２ 井的钻孔勘探 ，
并在该井中发现过巨厚的砂糖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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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白云岩，油气显示十分明显，以浸润状液态油气
显示为主，主要见于砂糖状晶粒白云岩或白云岩化
灰岩斑块中，岩心表面油浸呈黄褐色、黑灰色，残留
有油斑、油迹，局部见黑灰色干沥青，岩心打开后可
闻到浓烈的油气味，荧光显示明显，油层达 １０１ 小
层，累积厚约 １５０ｍ。
２． ２． ３ 塞仁区块
分布于工作区东部，油藏带主要分布于扎东来
玛、昂罢存冬、塞仁以及北部的姜日玛日足、宗木以
及巴各塞玛尔果等地。以南部的扎东来玛、昂罢存
冬、塞仁等地油藏品质较高，油层层位稳定，且厚度
巨大，而北部姜日玛日足、宗木以及巴各塞玛尔果
等地油藏出露零星，多成透镜状产出，在数百米范
围内就急促尖灭。根据测制的剖面观察，这一地区
含油层位于布曲组底部或下部，如昂罢存咚剖面灰
黑色砂糖状白云岩直接与下伏莎巧木组砂泥岩地
层整合接触。
２． ２． ４ 鄂斯玛区块
２０１４ 年，
北京地质大学李亚林教授（２０１５ ）首次
报道羌塘盆地东部尼玛隆地区发现与西部隆鄂尼
层位和岩相相似的含油白云岩 。嗣后，成都地质
调查中心陈明等 （２０１５ ）在土门一带发现唐木江日
东、托木日阿玛含油白云岩 ，成都理工大学伊海生
等 在成都地矿所油气调查项目支持下，对东部地
区鄂斯玛一带白云岩地层进行了遥感地质调查，发
现了多增木含油白云岩。这些地表油层的发现，将
原来隆额尼和昂达尔错含油白云岩带向东扩展了
１２０ 余千米，
羌塘盆地南部地表显示一个东西长 ２００
千米油藏带。目前可以明确，羌塘盆地南部地表发
现的地下含油层主要见于侏罗系中统布曲组，含油
岩岩性为晶粒白云岩，这是羌塘盆地下一步油气勘
探的主要目的层。
野外的调查结果表明，羌南地区油藏带含油层
在布曲组地层的上、中、下均有分布（图 ６ ），布曲组
上部含油主要分布于隆鄂尼一带，以隆鄂尼 ＬＰ０１
剖面为代表，其顶部含油层之上即为上覆夏里组砂
泥岩沉积，构成南羌塘盆地布曲组上部地层的含油
层位。布曲组中部含油层以昂达尔错区块的巴格
底加日剖面（ＡＰ０１）和扎仁（ＺＰ０１ ）为代表。巴格底
加日剖面控制油砂层 ２ 层，距上覆夏里组地层垂直
距离近 ３００ｍ 层。在扎仁西剖面（ＺＰ０１）控制油砂层
１ 层，剖面含油层出露层位距底部莎巧木组地层垂
直距离 ２０８． ８７ｍ。布曲组底部含油则以研究区东部
⑧

⑨

⑧

（３）

昂罢存咚剖面（ＳＰ０１）和赛仁剖面（ＳＰ０２）为代表，尤
以昂罢存咚剖面典型，在该剖面中，剖面第一层为
莎巧木组灰黑色钙质泥岩，厚度约 ７． ４７ｍ 的布曲组
灰黑色砂糖状含油层直接覆盖其上，显示了含油层
位于布曲组底部层位。同样，在赛仁剖面中，在剖
面测制的第 ５ 层，距下伏莎巧木组真厚度 ４８． ２５ｍ
处开始出现含油白云岩层，显示了该区带油藏带含
油层基本位于布曲组下部层位。
目前可以明确，羌塘盆地南部见有南北宽 ４０ 千
米、东西断续延伸 ２５０ 千米的油藏带。这为开展羌
塘盆地油气勘探提供了如下启示：（１ ）羌塘盆地的
储油层是白云岩，相对于三角洲砂岩相和台地礁滩
相灰岩，它是至少是目前油气勘探最现实也是最有
可能取得突破的目标；（２ ）地面发现和出露的白云
岩油砂或油藏，是地下油气藏存在的标志，地表出
露的古油藏和地下保存的油气藏，它们在空间上一
般是错位展布的，这需要加大地震勘探的攻关力
度，解析地下白云岩的分布区域；（３ ）南羌塘含油白
云岩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羌塘盆地油气藏的地面实
例和立体模型，它对认识这一地区储油层剖面层
序、孔隙结构乃至油气来源的烃源岩、封盖层和油
气充注过程提供最丰富的资料；（４ ）南羌塘坳陷地
表白云岩油藏的发现，可以为北羌塘油气勘探提供
指导。我们认为，圈定地下白云岩层位，寻找白云
岩型油气藏，是下一步羌塘盆地油气勘探工作的
重点。
３

结语与建议

羌塘盆地的油气地质调查，如果按中石油新区
事业部 １９９４ 年开始进入石油地质路线调查计算，历
经大庆油田、青海油田以及成都地调中心油气地质
勘探，迄今已有 ２７ 年，积累了丰富的重磁电、地震和
钻井资料，但是因为还没有发现工业油气藏，目前
对这一地区的油气勘探前景有争议。通过梳理前
期地质调查和浅钻钻井资料，笔者针对羌塘盆地下
一步工作部署提出如下意见：（１ ）在目前羌塘盆地
深部构造格架下，首先要瞄准富烃坳陷，这是油气
生成、运移和聚集成藏的基础和前提，这是 “源控
论”指导油气勘探的理论核心之一。实际工作部署
中应该选择那些地面出露油页岩和液态油苗的地
区，如毕洛错油页岩、胜利河油页岩分布区先一步
开展工作，力争实现油气战略发现；（２）羌塘南部隆
鄂尼、昂达尔和鄂斯玛含油白云岩或称古油藏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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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羌塘盆地寻找储油层或油气藏的首要目标
是白云岩，通过地震和电法标定地下白云岩的分
布，这是工业油气藏的关键。这并不是说南羌塘地
面见有含油白云岩就一定是重点勘探目标，而是应
该在南北羌塘覆盖区圈定地下白云岩，它是目前唯
一能为羌塘盆地勘探提供目标的实例，而理论上的
一般常见的三角洲砂体沉积和生物礁滩相储油层
还没有地面和钻井资料的支持，也没有发现成规模
油气显示，是后续工作应该关注的问题。
致谢：论文资料是成都理工大学藏北科研队集
体的成果，感谢蔡占虎、季长军、吴驰华、尹青、张
帅、李高杰博士和研究生梁定勇、金峰、候宇在野外
工作中付出的劳动和辛苦，田康志和石宇翔博士协
助清绘图件和编排参考文献。 谨以此文向三十年
来奋战在羌塘油气调查和勘探一线的专家、学者、
研究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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