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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海相与陆相生油条件研究 

关德范（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1 前言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提出的“海相生油陆相不能生油”的观点，与中国学者

坚持认为的石油不仅来自海相地层，也能够来自淡水沉积物的观点一直存在争

论。中国的石油地质家经过几十年的石油勘探，不仅在诸多中新生代陆相沉积盆

地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而且还找到了大庆、胜利等亿吨级的大油田。实践证明，

中国学者坚持的海相能生油陆相也能生油的认识是正确的。 

到此为止，似乎海相生油和陆相生油的争论可以结束了。然而，围绕海相生

油和陆相生油争论所涉及的一些深层次的科学问题并没有解决，如为什么海相和

陆相都能生油？海相生油和陆相生油本质上有无区别？是否存在独立的海相生

油理论或陆相生油理论？等等。本文将对上述一些科学问题，展开初步分析和探

讨。 

2 海相和陆相烃源岩对比分析资料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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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显示，世界已发现石油储量的 80%以上、中国已发现石油储量的 90%

以上都存在于侏罗纪、白垩纪、古近纪和新近纪这 4套中新生代的主要地层中，

除中国这 4套地层全部为陆相地层外，世界其他地区这 4套地层绝大多数为海相

沉积。因此，只要选取世界其他地区这 4 套地层的海相烃源岩资料，与中国这 4

套地层的陆相烃源岩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就可以全面了解海相烃源岩和陆相烃源

岩的发育特征。 

为了使研究成果更具代表性，在国家层面上，选取海相生油的发源地美国的

海相烃源岩资料，以及陆地生油的发源地中国的陆相烃源岩资料。在含油气盆地

类型上，选取前陆盆地中石油储量最丰富的中东扎格罗斯盆地，活动大陆边缘盆

地中石油储量丰度最高的美国洛杉矶盆地，被动大陆边缘盆地中石油勘探前景最

大的巴西坎波斯盆地，裂谷型盆地中石油储量最丰富的中国陆相松辽盆地和渤海

湾盆地。 

3 海相烃源岩形成的沉积环境及特征 

3.1“海相生油陆相不能生油”观点的由来 

1859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Titusville 村石油溪(oil creek)一带，美

国人埃德温·得瑞克(Edwinl·Drake)主持了世界上第一口石油井的钻探工作，

同年 8 月在井深 21.2m 处发现了石油，下泵后，获日产 4.1t，石油源于古生代

海相黑色页岩。 

随着这口井的出油，沿石油溪一带出现了大批的石油钻井，到 1862 年，宾

夕法尼亚州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已达到 41×104t。与此同时，在宾夕法尼亚州西

部、纽约州西南部和俄亥俄州均出现了大量的石油钻井，所有石油均产自古生代

海相黑色页岩。这就使上述地区所属的阿巴拉契亚盆地的石油产量迅速增长，

1900年已达到 497×104t，成为美国典型的古生代石油生产区。 

阿巴拉契亚盆地大量石油产自古生代海相的现象，引起了许多地质家的研究

兴趣。通过海相石油与煤的对比研究，逐步发现细菌、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高

等植物是沉积物中有机物质的主要来源。 

由于高等植物是在中泥盆世之后才开始出现，因此该区古生代石油的唯一来

源是海洋中浮游植物提供的有机物质，并认为海洋中的浮游植物是所有沉积物内

有机物的初始来源，且与海洋中水生植物的天然衍生物密切相关。而煤是陆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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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天然衍生物，来自陆地的有机物质被河流携入海中的总量，尚不足海洋中有

机物质总量的 1%。 

海洋中的有机物质不仅质量比陆地有机物质好得多，而且数量也比陆地有机

物质大很多。海洋中的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均富含蛋白质和脂肪(脂类)，这些蛋

白质和脂肪是生产海相石油的主要物质。相反，陆地不具备海洋水生植物的衍生

环境，只发育陆生的高等植物，这些陆生植物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极低，而纤维

素和木质素含量较高，但这两种物质并不是生成石油的主要有机物质。 

总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海相生油陆相不能生油”的观点，主

要缘于两方面： 

一是美国早期石油勘探实践证明，美国古生代的石油均来自海相地层； 

二是美国与西方地质家认为，海洋浮游生物中的藻类是有机物质的主要贡献

者，而陆地只有高等植物，不具备海洋浮游生物的生存条件。 

3.2《石油形成和分布》一书对海相生油的描述从上世纪 30～40年代开始，

石油地质学、石油地球化学等学科相继形成，促进了海相生油及海相烃源岩的系

统研究，特别是在海相生油及海相烃源岩的一些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例如，从石油地质、石油有机成因和海相生油角度分析有机物质的形成条件，

从生物圈的演化研究有机物质的主要来源，海洋水体环境有机物质的产率，生命

物体的化学组成等等。到上世纪 60～70 年代，以海相生油和海相烃源岩为主

要内容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B.P.蒂索和 D.H.威尔特在综合上述大量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合作编写了《石油形成和分布》一书，提出了“干酪根热降解晚期生

烃学说”。 

该书立足于海相生油观点，在书中的第一部分从地质角度分析了有机物质的

产生和聚集。概括起来，其主要内容和结论性认识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通过对光合作用和生物圈演化的分析，得出海洋水体环境的生物产率，

对海相烃源岩的形成非常重要。海洋中有机物质的主要产物是单细胞、微体浮游

植物等生物，主要类群是硅藻、甲藻、蓝绿藻类和很小的、裸出的植鞭毛类或无

运动力的细胞、微浮游生物。有机物质的主要生产者是浮游植物，形成了食物链

的基础部分，因而成为生命的主导。浮游植物群中的硅藻、甲藻、颗石藻类是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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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三位的最重要的生产者。食物链的第二部分是以浮游植物为生的浮游动物

(如小的甲壳类)，它们依靠浮游植物的有机物而生活。 

第二，沉积物中有机物质的主要供给者是细菌、浮游植物、浮游动物(主要

是有孔虫和甲壳类)和高等植物，所有的有机体基本上包含相同的化学成分，即

类脂、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高等植物中的木质素。 

对于石油的生成，类脂是最重要的，类脂包括脂肪物质、蜡和似类脂组分，

诸如油溶性色素、萜烯类化合物、甾族化合物和许多复杂的脂肪都包括在内。因

此，细菌、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是海相烃源岩中有机物质的主要贡献者。陆生高

等植物是沉积物中有机物质的第 4 个主要来源，这些陆生高等植物大多含有

50%～70%的纤维素和木质素，但类脂和蛋白质含量极低，因此陆生植物来源的有

机物质很难生成石油，更多的是形成煤。 

第三，以美国及世界各地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地层中发现的大量石油为

例，说明石油是海相生成的。理由是中泥盆世之后，陆地植物才开始出现在陆地

上并广泛分布，因此，各种海相的浮游植物有机物、细菌和蓝绿藻类是古生代石

油的主要供给者。从下图可以看出，全球海相浮游植物有两个明显的高产率时期。 

第一个浮游植物的高产率期始于前寒武纪，在早古生代达到高峰期，与这一

浮游植物高峰期相对应的是全球早古生界地层大量海相石油的发现，特别是美国

古生代海相石油的发现和快速增长，使之成为世界海相石油的发源地； 

第二个浮游植物的高产率期是晚侏罗纪—白垩纪—古近纪—新近纪，与这一

浮游植物高产率期对应的是全球中新生代大量石油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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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海相烃源岩的特征 

美国石油的分布直接受所处地区地质条件的控制： 

中部和北部发育在稳定地台的古生代盆地，石油产自古生界； 

地台西部和南部的边缘深陷盆地，石油产自古生界和中生界； 

围绕地台周边分布的逆冲断层带地区， 石油产自古生界和中生界； 

沿海平原和陆棚地区的石油产自中、新生界； 

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山间盆地，石油产自新生界； 

阿拉斯加北坡盆地的石油产自中、新生界。 

几乎所有的石油均产自海相地层，尽管也发现了一些陆相烃源岩，如犹他州

和怀俄明州古近系的湖相页岩，但对油藏的贡献很小。美国早古生代海相烃源岩

的有机物质主要来自细菌和蓝绿藻类，中生代主要来自颗石藻和甲藻，新生代主

要是鞭毛虫和硅藻。 

中东地区扎格罗斯盆地的海相烃源岩有 4套，从老到新依次为寒武系、志留

系、侏罗系—中白垩统、古新统—始新统。这 4套烃源岩中的有机物质均为海相

的藻类，Ⅱ型干酪根，其中侏罗系—中白垩统的海相页岩为主力烃源岩。美国洛

杉矶盆地的海相烃源岩主要是中新世的硅藻页岩和页岩，含有丰富的藻类体，总

有机碳平均达到 5%，干酪根为Ⅰ型和Ⅱ型的混合物，其中含有 85%腐泥质粒子的

团块状页岩具有很强的生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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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坎波斯盆地的主要烃源岩是下白垩统 Lagoa Feia 组的湖相黑色钙质页

岩，属裂谷发育期的非海相层序，尽管是湖盆沉积，但烃源岩的总有机碳最高达

到 5%，有机物质以藻类的类似化合物为主，属Ⅱ型干酪根，这种类型有机物质

是在超盐度缺氧环境下沉积的。 

综上，全球海相烃源岩均发育在咸水(含盐度 10‰～35‰)和半咸水(含盐度

1‰～10‰)的沉积环境，有机物质均为海相浮游植物为主的蓝绿藻、甲藻、颗石

藻及硅藻等。好的海相烃源岩有机碳含量多在 3%～5%，多数呈Ⅱ型干酪根，岩

性以黑色页岩或黑色钙质页岩为主，厚度多在 100～300m左右。 

4 陆相生油观点的提出 

上世纪 20～30 年代，世界上发现的石油资源绝大部分都在海相地层中，这

种勘探实践提供的客观事实，使美国和西方的许多地质家形成了只有海相才能生

油的概念。从 1913 年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曾组织地质家对中国开

展过石油勘探和野外地质调查工作，在没有取得突破性成果之后，基本上停止了

深入的研究和钻探工作。美国一些参加调研工作的教授，仅根据中国已发现的产

油层或油苗都毫无例外地在海相地层，就认为中国中新生代基本没有海相地层，

因此中国陆相贫油。 

从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中国的一些地质家陆续对陕北、河西走廊、四川及

天山地区开展了石油地质调查工作，相继在 1938年和 1939年发现了新疆陆相古

近系的独山子油田和甘肃玉门白垩系老君庙陆相油田。 

值得重墨一笔的是我国第一位石油地质学教授潘钟祥先生。1931 年，潘钟

祥先生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 4次到陕北进行石油地质野外勘查，在四川等地

也进行过多次实地考察。他陆续指出：“陕北的石油产自陆相三叠系和侏罗系”，

“四川到处有适合于石油聚集之构造，设某处含油稍丰，即可有成为巨大油田之

希望”。在美国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他在文献中发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西

北部的泡德瓦斯油田的石油产自于陆相古近系的例证。 

1941 年，潘钟祥先生在美国石油地质家协会(AAPG)会议上宣读了《中国陕

北和四川白垩系陆相生油》的论文，首次提出“中国陆相生油”。 

陆相生油观点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石油地质家在中国内陆湖盆勘探石

油的信心，彻底打破了“中国陆相贫油”观点的束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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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一大批陆相大油田，使中国的石油产量在 1976 年突破了 1×108t。这些

丰硕的勘探成果，不仅证明中国陆相湖盆具有十分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也说明

中国陆相湖盆具备大油田形成的石油地质条件。同时，也为石油地质家深入研究

中国陆相石油地质特征和陆相生油，提供了大量的实际资料和实践经验。目前，

陆相生油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外石油地质家所接受。 

5 我国陆相生油研究主要发展阶段 

回顾我国对陆相生油问题的研究过程，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

段。 

5.1 以石油地质为主的研究阶段上世纪 30～50 年代，在我国陆相沉积盆地

石油钻井还比较少的情况下，对陆相生油的研究主要以野外石油地质调查为主，

通过实测剖面丈量了解地层发育情况，对岩石样品进行分析化验，了解有机碳及

其沉积环境等等。 

例如，在新疆进行的石油地质调查报告中曾经指出，“新疆上二叠统、三叠

系、侏罗系和下第三系的湖相黑色泥岩均为可能的生油岩，尤以上二叠统黑色页

岩和油页岩的有机质丰富，具有良好的生油条件”。针对我国 1939 年发现的老

君庙油田，一些石油地质家认为，“老君庙油田的生油层为白垩系深湖相黑色页

岩，其化石丰富，定碳比低(55%～61%)”。 

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在沉积盆地钻探工作量的增加，石油调查

勘探工作逐步从野外露头区转向盆地覆盖区。但是，盆地覆盖区陆相生油的研究

与野外石油地质调查有很大的区别。野外石油地质调查往往是线性调查，即按垂

直地层走向沿途观察地层的变化；而在盆地覆盖区则以面积调查为主，主要依靠

的是钻井、测井、测试及地震、重磁电等勘探方法提供的资料。下面以松辽盆地

陆相生油的研究为例，回顾上世纪 50～60 年代如何用石油地质方法研究陆相生

油问题。 

①研究思路。从松辽盆地形成演化过程入手，寻找盆地的长期拗陷区即“深

拗陷”。分析拗陷区的沉降中心与沉积中心的一致性以及沉积环境的还原性，研

究陆相烃源岩的形成条件和有机物质的堆积、保存及转化的地球化学条件，最终

划分出生、储、盖组合以及探讨生油层与油气藏的关系，预测可能的油气勘探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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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研究内容。松辽盆地的形成发展及其结构构造，拗陷区的形成发展及沉积

特征，拗陷区的沉积环境特征(包括古湖盆的含盐度、酸碱度、还原相与氧化相

指标、湖盆古气候及湖盆古水体变化等)，烃源岩地质和地球化学特征( 包括烃

源岩岩性、厚度、有机碳含量及有机质转化的地球化学特征等)，烃源岩评价划

分标准，烃源岩各组段评价及生油量计算，生、储、盖组合的划分与评价，生油

区的发育特点及油气藏分布关系的研究和油气藏预测等。 

③松辽盆地各组段烃源岩评价及生油量计算。根据烃源岩有机质的丰富程

度、沉积环境的还原程度及有机质的转化条件、烃源岩的沉积条件等综合分析，

最终确定青山口组一段生油条件最好、生油能力最强，是最主要的生油层；青山

口组二、三段及嫩江组一段是重要的生油层；而姚家组二、三段则仅在地层中部

具有一定的生油能力，属有利生油层。根据烃源岩中分散沥青物质是有机物质向

石油转化的过渡产物，而在沥青物质中又以氯仿沥青“A”中的油质组分与石油

更为接近的基本认识，提出了以下生油量计算公式： 

Q=V·r·A1·油质·K 

式中： 

Q为生油量； 

V为烃源岩体积； 

r为烃源岩密度； 

A1 为烃源岩中氯仿沥青“A”的含量； 

油质是指氯仿沥青“A”中油质组分的含量； 

K为油质组分转化为石油的系数，松辽盆地陆相烃源岩选择 0.4。 

各组段生油量计算结果：青山口组一段 47.9×108t，青山口组二、三段 16.3

×108t，嫩江组一段 8.0×108t，姚家组二、三段 0.3×108t，松辽盆地各组段

烃源岩总生油量为 72.5×108t。 

这一研究阶段对陆相生油的基本认识是：“在地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内陆盆

地，在其长期稳定的下陷中堆积有巨厚的陆相地层，具有潮湿或半潮湿气候下的

沉积，利于油气生成和油气田的形成”。“潮湿气候造成大量有机物的堆积，地

壳长期拗陷有利于石油的生成，淡水湖泊还原环境下的沉积是石油生成的源地”。 

5.2 以有机地球化学为中心的研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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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幕的徐徐拉开，国外许多

先进的科学理论和应用技术开始进入我国，其中对我国石油地质学科领域和陆相

烃源岩研究影响最大的，就是“干酪根热降解晚期生烃学说”及相应的实验方法

和技术。该学说理论和实验方法技术的传入，不仅改变了我国陆相生油研究的思

路，从以石油地质为主转变为以有机地球化学为中心，而且也使我国从事陆相生

油研究的石油地质家，成为在我国推广应用该学说理论和实验方法技术的学科带

头人。因此，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直至现今，我国海相和陆相烃源岩的研究成

果全部是按该学说的理论和实验方法技术完成的。 

众所周知，该理论是通过全球海相生油成果资料总结出来的生烃学说，那么

它应当仅适用于海相生油的研究。但是，目前我国有机地球化学家全部是运用该

学说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技术来研究我国陆相生油的具体问题，并把这种研究成果

称之为适合中国陆相湖盆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为了便于分析

和思考，不妨列举几方面的成果实例加以说明。 

5.2.1 海相与陆相烃源岩有机质成烃演化模式 

从下面两图的对比不难看出，我国有机地球化学家总结的中国陆相烃源岩有

机质成烃演化模式，与海相烃源岩有机质成烃演化模式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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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我国主要的陆相含油气盆地有机质成油演化特征 

从下图可以看出，我国中、新生代烃源岩有机质的自然演化特征，与 B.P.

蒂索的“烃类生成与生油岩埋藏深度关系的一般图解”也完全符合。 

5.2.3 中国陆相烃源岩及其有机质丰度评价指标 

中国陆相烃源岩及其有机质丰度评价指标亦是如此，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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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深化陆相生油沉积环境与生物特征研究阶段 

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为加强陆相湖盆基础地质研究，中国石油科技发

展局陆续对全国油气区的白垩系、古近系、新近系及侏罗系地层古生物开展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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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目的是通过大量地层古生物资料的综合对比分析，着重从古生物、古环

境、古气候角度，探讨我国陆相烃源岩的沉积环境与生物特征、分布及影响因素，

尝试应用地层古生物研究成果，提出油气勘探方向和前景。研究重点是对松辽盆

地的白垩系，渤海湾盆地的古近系、新近系及中国北方侏罗系的生物地层学和古

沉积环境进行整体剖析。经过 10余年的科技攻关，取得了重要成果。 

5.3.1 松辽盆地的沉积环境与生物特征 

松辽盆地主要的烃源岩是白垩系青山口组一段和嫩江组一段的泥页岩，暗色

泥页岩厚度分别为 80m和 100m左右，有机碳含量为 2.2%和 2.4%，现有地质和地

球物理资料均表明该盆地是内陆湖盆。 

对于松辽盆地白垩纪青山口组和嫩江组的沉积环境，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一

直存在争议。上世纪 70年代，对产自松辽盆地嫩江组地层中的巨口哈玛鱼-松花

鱼(Hama macrostoma-Sungarichthys)组合，张弥曼、周家健认为，“其主要属

种及与其形态相近的属均见于海相地层中”。同样产自嫩江组地层中的双壳类如

Striarca、Mytilus、Musculus 等，顾知微等认为这些双壳类只能生活于海水和

微咸水中。总之，根据松辽盆地的生物群发育特征，国内外古生物学者多数认为

其存在海相沉积或滨海沉积。 

在松辽盆地从事勘探工作的古生物专家叶得泉、赵传本等则认为，“一个内

陆湖盆水介质的盐度是不断变化的，在气候干热的情况下，盐度就会升高，因此

出现一些半咸水或咸水的生物是完全可能的”。 

高瑞琪等人根据对松辽盆地沟鞭藻的研究结果，认为松辽盆地为非海相盆

地，在其漫长的陆相沉积历史中，曾经遭受过两次短暂的海侵事件，主要证据为： 

①在青山口组和嫩江组地层中具有半咸水的沟鞭藻组合。青山口组一段中含

有丰富的收缩式囊孢口堪斯藻(Koransium)、繁棒藻(Cleistosphaeridium)和多

刺 甲 藻 (Sentusidinium) 等 属 ， 嫩 江 组 发 育 丰 富 的 嫩 江 繁 棒 藻

(Cleistosphaeridium nenjangensis)、杯球藻 (Batiacasphaera)和百色藻

(Bosedinia)等属。这些属种大多是随着海水进来的，在半咸水环境中发生变异。

此外，还有少量的半咸水生物，如二区肋蛤(Muscula)、壳莱蛤(Mytilus)、哈玛

鱼(Hama)等，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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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从上图可知，青山口组一段和嫩江组一、二段地层沉积时期，水介质古盐

度、还原度和碱度均出现峰值，其中含盐度为 5‰～10‰，属半咸水，重同位素

含量增加，与海洋环境接近。 

③青山口组一段和嫩江组一、二段沉积时期，松辽盆地整体沉降，湖泊面积

迅速扩大，形成大面积的深水环境，湖泊与海岸线距离不断缩小。此阶段恰恰是

全球海平面上升期，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 200m，海水向陆地大幅度侵漫，极大

地缩短了湖海之间的距离，导致湖海短暂沟通，形成半咸水湖泊沉积环境。 

④烃源岩生物标志化合物分布特征与半咸水沉积环境和藻类有密切关系。通

常三环萜烷的生源物质多为半咸水—咸水环境的藻类或微生物。嫩江组一段和青

山口组一段的泥页岩形成于湖盆的海侵期，源岩中三环萜烷种类较多、含量较高，

C23 三环萜/C30 藿烷达 0.14～0.26。另外，r-蜡烷高值也标志着是含盐沉积的

强还原环境。青山口组一段和嫩江组一段泥页岩中分布较多的孕甾烷和 4-甲基

甾烷，这些生源物为藻类或藻质体微生物。 

⑤青山口组一段和嫩江组一段沉积时期，半咸水沉积环境中甲藻、蓝藻、绿

藻等藻类繁盛。藻类均以蛋白质和脂肪类含量高为特征，可早期生烃，已发现的

低熟油中含有较多源于藻质体的 C27甾烷，说明藻质体为低熟油的有机物质主要

供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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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松辽盆地主要烃源岩青山口组一段和嫩江组一段沉积时期，受两

次海侵和湖平面水位上升影响，出现了短暂的湖海沟通，沉积环境为半咸水，生

物以藻类为主。 

5.3.2 渤海湾盆地的沉积环境与生物特征 

渤海湾盆地的主要烃源岩是古近系沙河街组泥页岩，有机碳含量大多大于

2%。该盆地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和产量，均占我国古近系和新近系的 90%以上，之

所以有如此丰富的石油资源，主要是成盆阶段的沙河街组沉积时期，其沉积环境

为半咸水—咸水，发育有异常繁盛的沟鞭藻生物。正是这些丰富的沟鞭藻生物所

提供的优质有机物，造就了沙河街组优质的烃源岩。 

但是，传统的古生物学观点认为“沟鞭藻只存在于海相地层”，因此渤海湾

盆地在沙河街组沉积时期存在“海侵”。这种认识势必涉及到沙河街组富含沟鞭

藻的烃源岩到底是属于海相还是陆相，而这一问题上存在的争议，又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渤海湾盆地古近系是海相生油还是陆相生油。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石油科技发展局于 1993 年又主持开展了“中国新生代

咸化湖泊沉积环境与油气生成”的专项研究。该研究在全面总结我国新生代含油

气盆地地层古生物、岩石矿物、地球化学和石油地质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

了内陆咸化湖盆中可以出现海相世系化石、特殊指相矿物和地球化学特征的认

识。 

在有机地球化学研究方面，总结了既不同于淡水湖盆又有别于海洋的油、岩

有机质地球化学特征，也指出在湖盆盐度增加的影响下，会呈现类似海相油、岩

有机质与陆相占优势的有机质共存的现象。认为内陆咸化湖盆的形成是湖泊发育

中期的高山深盆模式，盐源来自地壳深处，与大型断裂活动相共生，而与海侵无

关。该项研究成果不仅彻底改变了以往对沉积环境和生物特征“非海即陆”、“非

陆即海”的传统认识，而且也论述了半咸水—咸水沉积环境和沟鞭藻等藻类生物

对陆相生油的决定性作用。 

现以渤海湾盆地以及中国油气区古近系和新近系烃源岩为例，阐述内陆咸化

湖盆沉积环境及沟鞭藻对烃源岩生烃能力的影响。 

(1)浮游藻类对烃源岩生烃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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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盆地的半咸水—咸水沟鞭藻化石非常丰富，以辽河断陷为例，沙河街

组沉积时期，甲藻与藻的比值，西部凹陷最高位 77.6%，最低位 66.8%，平均为

71.7%；东部凹陷最高位为 55.6%，最低位为 39.7%，平均 48.3%；大民屯凹陷最

高位 45.1%，最低位 28.1%，平均为 36.4%(见下表)。上述数字充分说明沙河街

组沉积时期辽河断陷中沟鞭藻的丰富程度，类似情况也见于渤海湾盆地的渤海海

域、济阳拗陷等地区。 

东濮凹陷沟鞭藻的富集也与石油富集有直接关系，凡沟鞭藻类化石富集的地

方就发现有油层。其他地区，如江汉盆地潜江组、泌阳凹陷核桃园组、百色盆地

那读组、北部湾盆地流沙港组等主要烃源岩层也都毫无例外地富含沟鞭藻类化

石，这充分说明富含沟鞭藻类暗色烃源岩的生烃能力强。 

不同组段间沟鞭藻化石含量的变化对生油能力的影响也很明显。例如，辽河

断陷东营组沉积时期，浮游藻类含量也不低，西部凹陷为 42%，东部凹陷为 28.6%，

但沟鞭藻含量很低，仅有沙河街组的 1/10 和 1/100，因此东营组的生油能力也

大大降低。 

淡水藻类与半咸水—咸水沟鞭藻相比，生烃能力较低。例如，苏北盆地的金

湖洼陷是典型的淡水型浅水湖盆，其古新统阜宁组生油岩中，淡水藻含量达 50%

以上，最高可达 80%。但生油岩以腐泥腐殖型为主，为Ⅱ2—Ⅲ型干酪根，生油

能力并不好。 

 

 

 

 

 

(2)湖盆水体深度对烃源岩生烃能力的影响 

在我国已发现工业性油流的所有古近纪和新近纪盆地中，毫无例外都与深水

湖泊有关。例如柴达木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时间以滨浅湖相为主，只在盆

地西端有较深的咸水湖泊存在，因而油气藏也仅限于盆地西端较深水凹陷之内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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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湖盆水体盐度对烃源岩生烃能力的影响 

我国古近系和新近系含油气盆地还没有发现纯粹的淡水型湖盆，短暂的淡水

期往往出现在湖泊发育的早期或晚期阶段，而在主盆期一般为半咸水—咸水沉积

环境，为沟鞭藻的繁衍提供了良好条件。湖盆水体盐度直接影响着烃源岩的生烃

能力，例如渤海湾盆地东濮凹陷沙河街组四段上部至三段沉积时期，湖盆被近东

西向隆起分割成南北两部分： 

北部为典型咸水环境，生油母质以腐泥型和腐殖腐泥型为主，其中Ⅰ型干酪

根的比例为 21.8%，Ⅱ型干酪根的比例为 62.9%，Ⅲ型干酪根的比例只有 15.3%； 

而南部则为淡水环境，生油母质以腐殖质为主，Ⅲ型干酪根比例高达 56%，

不含Ⅰ型干酪根(见下表)。这就是为什么东濮凹陷已发现石油储量的 90%以上都

集中在北部，而南部不足 10%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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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渤海湾盆地以及我国古近纪和新近纪的含油气盆地，其主盆期的沉积

环境均为半咸水—咸水，发育丰富的沟鞭藻化石，成为主要烃源岩有机质的主力

供给者。 

5.3.3 中国北方侏罗纪湖盆的沉积环境和生物特征 

在中国北方侏罗纪内陆湖盆中目前尚未发现沟鞭藻类化石，仅在黑龙江东部

三江平原地区乌苏里湾生物区的滨浅海相化石中见到沟鞭藻类，但在湖相沉积环

境中发育有数量相当丰富的葡萄藻类(Botryococcus)，见下表。 

葡 萄 藻 又 称 丛 粒 藻 ， 属 于 黄 藻 门 或 绿 藻 门 ， 仅 一 属 一 种 ， 即

Botryococcus braunii，在盐度变化大的水体和半咸水环境中广泛分布。最引

人注目的是它具有很厚的脂肪杯，在荧光显微镜下发淡蓝色，呈葡萄状。 

脂肪杯的烃类是光合作用的产物，据研究，该藻类含有 30%～70%的烃类(占

植物干重)，故有“油藻”之称。大量资料表明，葡萄藻是藻煤、褐煤、油页岩

的重要组成分子。澳大利亚达尔文河水库中的现代葡萄藻，据科学家估算，产油

率可达到每年每公顷 35t，即每平方千米 3500t。可见，无论是现代的葡萄藻，

还是地史中含葡萄藻化石的地层，均具有很强的生油能力，只要发现葡萄藻富集

区，就能寻找到优质烃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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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几点结论 

通过上述海相烃源岩与陆相烃源岩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①海相烃源岩和陆相烃源岩都是在半咸水、咸水沉积环境中形成的。海洋与

陆地相邻的大陆边缘地区的大陆架、大陆坡一带，是海相烃源岩发育的理想环境；

而内陆咸化湖盆中的深水凹陷(或洼陷)，则是陆相烃源岩发育的最好环境。 

②海相烃源岩和陆相烃源岩中有机物质的主要来源均为半咸水、咸水水体环

境中发育的浮游藻类。海相烃源岩的浮游藻类，在早古生代以蓝绿藻为主，中新

生代以甲藻、硅藻、颗石藻为主；内陆咸化湖盆的浮游藻类，在中新生代主要是

沟鞭藻(属于甲藻的一个纲)，由于沟鞭藻类晚侏罗世才在内陆咸化湖盆出现，故

侏罗纪的内陆咸化湖盆主要以葡萄藻类为主要生烃母质。 

③陆相烃源岩和海相烃源岩的干酪根类型分别是Ⅰ型和Ⅱ型，具有很强的生

油(气)能力。相比之下，内陆咸化湖盆环境形成的Ⅰ型干酪根烃源岩更有利于生

油，是全球烃源岩中最好的生油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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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海相生油理论和陆相生油理论问题 

通过海相烃源岩和陆相烃源岩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海相生油与陆相生油不

仅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二者形成的沉积环境都是半咸水—咸水，有机物质的主

要来源也都是半咸水—咸水环境的浮游藻类。因此，历史上存在的海相生油与陆

相生油之争，实际上是由于在石油地质研究和石油勘探的初期阶段，仅根据表面

现象得出的片面结论造成的。 

从目前全球的石油勘探实践及石油地球化学研究成果分析，不论是海相生油

还是陆相生油，都是全球烃源岩生油理论的组成部分，都具有相同的沉积环境、

相同的有机物质来源、相同的岩性特征及沉积成岩和有机物质热演化过程，客观

上并不存在独立的海相生油理论或陆相生油理论，更不存在仅仅适合某国家或某

地区的特色海相生油理论或陆相生油理论。 

因为任何地区和国家只是全球各行政单元的具体名称，从石油地质角度分

析，任何地区或国家的石油地质特征，都是全球石油地质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个

组成部分，都应当具有全球石油地质特征的普遍性规律和局部区域的特殊性。从

石油地球化学角度分析，唯一不同的是由于全球三大地表沉积环境所造成的烃源

岩干酪根类型存在的差异。下面就此具体分析。 

7.1 内陆咸化湖盆的沉积环境及干酪根特征 

根据统计资料，全球陆地总面积仅占全球表面积的 29%左右，现今世界内陆

湖泊总面积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1%，中国内陆湖盆的总面积仅占全国国土面积

的 0.8%。内陆咸化湖盆的生油中心主要发育在湖盆沉降最大的区域，其发育的

暗色泥岩的分布面积与湖盆面积之比就显得更小。例如： 

松辽盆地总面积为 26×104km2，青山口组一段暗色泥岩的分布面积为 6.2×

104km2，为湖盆总面积的 23%； 

嫩江组一段暗色泥岩的分布面积为 4.8×104km2，仅为湖盆总面积的 18%。 

因此，与海洋相比，陆地上的咸化湖盆相对面积小、相对数量少，这无疑加

大了陆相石油勘探的难度。 

但是内陆湖盆环境与海洋环境相比，又有其优越的生油条件。 

首先，内陆咸化湖盆本身就是一个被陆地包围的全封闭的沉积环境，其生油

中心又是湖盆中沉降最大、沉积最厚的地区，因此湖盆水体更深、还原条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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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尽管有河流或洪水进入湖盆，但这种水动力能量不足以破坏生油中心

的宁静，因此对内陆咸化湖盆有机物质的保存更有利，主要是被微生物强烈再造

的分散有机物质。所以干酪根主要来源于再造的生命物质和其他微生物的类脂化

合物，形成Ⅰ型干酪根。这种Ⅰ型干酪根具有很高的原始 H/C比(约为 1.5或 1.5

以上)和很低的原始 O/C比(一般小于 0.1)，为具高产石油的湖相干酪根。 

在我国已经发现的具工业性油流的中新生代内陆咸化湖盆中，尽管湖盆面积

大小不等、生油时期也不相同，但湖盆石油的生成都与湖盆持续沉降阶段，发育

富含沟鞭藻或其他藻类的深水暗色泥岩有关。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中国内陆咸化湖

盆生油中心的面积较小，但是石油资源却十分丰富的主要原因。 

7.2 海洋中的沉积环境及干酪根特征 

根据统计资料，全球海洋面积占全球表面积的 71%左右，其中全球大陆架面

积约占海洋总面积的 7.5%，大陆坡面积约占海洋总面积的 12%，其余为海洋中的

深海部分。目前海洋中已发现的石油主要分布在大陆架和大陆坡地区，海洋中的

浮游藻类等生物也主要发育在这些地区。 

海洋中生油拗陷(或凹陷)的面积可占到海洋总面积的 27%左右，与陆地相

比，海洋中生油拗陷(或凹陷)的数量更多、面积更大、烃源岩分布范围更广，生

成石油的总量更是远远超过内陆咸化湖盆。这也是为什么最早的石油是从海相中

发现的，以及海相勘探相对容易的主要原因。 

然而，海洋中的沉积环境却比内陆咸化湖盆差很多。究其原因： 

一是全球海洋是彼此连通的，具有统一的海平面，海洋中的生油拗陷(或凹

陷)只是大陆架和大陆坡的相对低洼地带，不论是海水深度还是海水宁静程度，

均达不到全封闭的还原环境； 

其次是大陆架和大陆坡地区的水深大多只有几十米到几百米，即使在大陆坡

底也只有 1～2km，远比内陆咸化湖盆的深凹陷要浅。这种地理位置和环境，经

常接受来自陆地的陆源植物碎屑和氧化沉积物，从而改变了有机质的成分。 

因此，海洋沉积物质主要形成Ⅱ型干酪根，H/C比和生油能力均比内陆咸化

湖盆的Ⅰ型干酪根低，含有较多的芳香族和环烷族的环状化合物，这种干酪根可

生油也可生气。 

7.3 海陆过渡带或湖陆过渡带的沉积环境及干酪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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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过渡带是指海岸的沼泽或潮汐带、滨浅海的环境，湖陆过渡带则是内陆

湖盆沿岸的沼泽或湖边浅水区域的环境。这两个过渡带地区的沉积物主要来源于

陆地的高等植物碎屑，有机物质首先在陆地上受到氧化作用而强烈变化，然后又

以惰性组型颗粒和土壤腐殖方式搬运和再沉积，形成Ⅲ型干酪根，这种干酪根具

有很低的原始 H/C 比(一般小于 1.0)和高的原始 O/C 比(高达 0.2 或 0.3)。“这

种类型的干酪根是由大量的多芳香族的核和杂原子的酮以及羧酸基所组成，但没

有酯基”。这种沉积环境中的Ⅲ型干酪根类型的烃源岩往往与煤层共生，组成煤

系地层夹烃源岩或烃源岩夹煤层的垂向组合。与Ⅰ型和Ⅱ型干酪根相比，这种类

型干酪根的生油能力较低，但相对生成天然气的能力较高。（原载《中外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