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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流体包裹体分析、盆地模拟和有机地球化学等手段，研究东海西湖凹陷平湖构造带超压系统与油气成
藏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平湖构造带油气主要来源于平湖组煤系源岩，而且油气主成藏期为晚期，与生烃
增压的形成期大致相同，另外油气藏多分布在超压顶界面附近，这些均指示超压与油气成藏存在密切关系；镜质
体反射率、地温梯度及包裹体均一温度反映的热异常，储层物性、非均一捕获的包裹体、“气烟囱”反映的流体压
力异常、凝析油轻烃组分反映的组分异常证实研究区流体在超压主导下晚期高效率快速流体；高压流体的泄压排
放诱发断裂开启，并为流体运移提供动力，从而控制油气在超压界面附近高效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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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pressure and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was investigated using fluid inclusions,
basin simulation and organic geochemi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oil-gas in Pinghu structural belt is mainly derived from
coal-measure source rocks in Pinghu formation. The main oil-gas accumulation occurred in late stage which is
approximately consistent with the forming time of overpressure resulted by hydrocarbon generation. Besides, oil-gas
pools are distributed near top overpressured surface. Overpressure is closely linked to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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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anomaly from vitrinite reflectance, geotemperature gradient and 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es of fluid inclusion,
abnormal fluid pressure from physical property of reservoir, fluid inclusion with non-homogeneous capture and gas
chimney, and abnormal components from light hydrocarbon indicate that efficient rapid fluid flow is controlled by
overpressure. The discharging of high-pressure fluids induces opening of faults and provides power of fluid migration.
Key words: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overpressure; fluid flow; Xihu depression; fluid inclusion

最近几十年的勘探实践表明，中国近海盆地都普

地[8]。西湖凹陷(见图 1)位于东海盆地东北部，面积约

遍呈现出油气晚期快速成藏的特征。渤海湾盆地渤中

5.9×104 km2；迄今为止凹陷陆续发现了平湖、宝云亭、

凹陷 PL19-3 油田借助地震泵作用实现油气快速幕式

武云亭、春晓、残雪、断桥、天外天和八角亭共 8 个

[1−2]

。莺歌海盆地则是构造

油气田及孔雀亭、玉泉、秋月、龙二、龙一和孤山共

和超压共同为油气幕式成藏提供能量，属于两者联控

6 个含油气构造[9]。凹陷探明储量巨大，而探明率仅为

成藏[3−5]。东海盆地西湖凹陷中深地层(＞3.5 km)普遍

4.5%。西湖凹陷发育新生代沉积，厚度逾 1 万 m，发

成藏，属于构造主导型控藏

[6]

发育强超压 ，超压可提供重要的油气成藏动力。此

育了古新统、始新统平湖组、渐新世花港组、中新世

外，西湖凹陷中浅层龙井组、花港组气苗和“亮点”

龙井组、玉泉组和柳浪组以及上新世—第四纪三潭组

[7]

型地震异常频繁被发现 ，可能指示快速充注型油气

和东海群。西湖凹陷总体经历了先裂后坳的构造转

藏广阔的发育前景。然而，目前西湖凹陷的超压分布、

化[10]，凹陷基本结构呈东西分带的特征，由西向东可

成因以及与油气成藏的关系尚不明确。为此，本文作

划分为西部斜坡带、中央洼陷−反转构造带和东部陡

者以东海西湖凹陷平湖构造带为例，结合该区实际地

坡断隆带 3 个次级构造单元；平湖构造带是 1 个三级

质背景，利用流体包裹体定年、盆地数值模拟、有机

构造单元，位于西部斜坡带中段，是凹陷油气勘探与

地球化学和流体包裹体热动力学，系统研究超压在成

开发的重点区域之一；构造带总体呈北东向狭长状展

藏动力方面控制油气成藏，以期为今后西湖凹陷勘探

布，自北往南可划分为平北区、平中区及平南区(图

提供理论依据。

1)。平湖组发育的煤系地层为凹陷主要烃源岩。

1 地质背景

2

东海陆架盆地是中国近海面积最大的含油气盆

图1
Fig. 1

实验方法
对所采平湖构造带岩样制成流体包裹体双面抛光

西湖凹陷平湖构造带构造位置及地层图

Distribution graph of Pinghu structural belt and strata in Xihu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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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片进行测试分析，选取的样品主要分布在花港组和

3.2

成藏时间

平湖组。其中实验测试仪器为：Nikon 80I 双通道荧光

流体包裹体显微测温测试结果结合埋藏史−热史

显微镜，紫外线激发波长为 330~380 nm；Maya 2000

图能确定油气充注历史[14]。在透射光下观测流体包裹

Pro 光谱仪记录显微荧光光谱以及英国生产的 Linkam

体薄片，发现流体包裹体主要分布于穿石英颗粒裂纹

THMS600 液氮型冷热台。测定误差为 0.1 ℃。流体包

和石英颗粒内裂纹中，有机包裹体主要类型有气−液

裹体测温方法见文献[11]。选用包裹体形态较好、体
积稍大和荧光强度适中的油包裹体估算气液比，结合
烃类包裹体和同期盐水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利用美国
CALSEP 开发的 VTFLINC 模拟软件恢复古流体压力。
使用 BasinMod 软件，结合该区测井、钻井、试
验分析和实际地质背景等，恢复平湖构造带代表性单
井埋藏史、热史以及地层压力史。

两相油包裹体、纯气相包裹体、纯油相包裹体。包裹
体形态多为椭圆形、方形、三角形和不规则形，以椭
圆形为主。在荧光下油包裹体具有多种荧光颜色，如
黄色、蓝绿色和蓝白色。
平湖油气田检测到烃类的 13 块岩样的流体包裹
体均一温度显示，中深层平湖组中下段 3 块岩样的流
体包裹体均一温度能够正常确定充注时期。而中浅层
花港组和平湖组上段 10 块岩样流体包裹体发育的油
气包裹体数量不仅少，而且油包裹体及同期盐水包裹

3 油气成藏特征

体的均一温度也大多高于现今地温(最高地温)，表现
出高温流体快速充注浅层的特征。只能利用油包裹体
同期盐水均一温度中最小的温度近似代表流体包裹体

3.1

油气来源

被捕获的均一温度，结合埋藏史−热史来确定花港组

平湖组是西湖凹陷平湖构造带的主力烃源层。目

和平湖组上段油气成藏时期。结果表明中深层平湖组

前，油气主要储存在花港组和平湖组。对比花港组原

中下段储层有 2 期油气：第 1 期充注小规模黄色荧光

油和平湖组煤系源岩的饱和烃和芳烃碳同位素以及轻

低熟油，第 2 期充注天然气、蓝白色荧光和蓝绿色荧

烃，发现研究区产出原油同源，且主要来源于中深层

光油。结合现今油田产出天然气和原油的品质可知后

平湖组煤系源岩[12−13]。为了排除成熟度差异影响，平

者为主成藏期。中浅层花港组和平湖组上段油气充注

湖组源岩岩样和油样的 C27-C28-C29 甾烷等生物标记化

时期很晚而且晚于中深层，主成藏期为晚期，即具有

合物相对丰度显示原油为陆源母质生成，且与平湖组

晚期成藏的特点(图 3)。

煤系源岩具有较好的对比性(图 2)，因此，生标组合进

砂岩颗粒表面及颗粒间孔隙中油浸荧光相结合含

一 步 证实 该区 花 港组 原油 也 均来 源于 平 湖组 煤系

油包裹体颗粒指数(IGO)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油气充

源岩。

图2

平湖构造带花港组原油和平湖组煤系源岩 C27-C28-C29
甾烷的三角图

Fig. 2 Triangular plot of C27-C28-C29 sterane of oil and coal
measures source rocks in Pinghu structural belt

图3

平湖油气田地温与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对比及其充
注历史

Fig. 3

Contrast of geo-temperature and 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e of fluid inclusions and filling history in pinghu oil
and ga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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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a，b，c，d 和 e 代表油包裹体。
(a) W1 井，3.594 1 km，砂岩颗粒边缘及表面发强烈荧光，IGO＜1%; (b) B3 井，4.187 8 km，石英颗粒裂纹中发育大量油包
裹体，IGO＞5%；(c) 透色光，B3 井，4.190 0 km，穿石英颗粒裂纹发育油包裹体群，包裹体气液比变化较大；
(d) 荧光，B3 井，4.190 0 km，穿石英颗粒裂纹发育油包裹体群，包裹体气液比变化较大
图4
Fig. 4

西湖凹陷平湖构造带部分井储层显微薄片照片

Micro-photos of reservoir sandstone of in Pinghu structural belt in Xihu sag

注成藏的信息[15]。所采样品的荧光相显示中浅层油气

常压系统；而中深地层则普遍发育超压，目前实测最

藏储层较少发育油包裹体，而大部分样品砂岩的颗粒

大压力系数达 1.8，而且具有有效的超压封闭层。超压

边缘孔隙发较强蓝白荧光，表明油气充注时间较晚，
成岩作用趋近于停止，油包裹体被较少捕获。如 W1

顶界面深度小于储层致密化深度，且顶界面上下多有
含气层(图 5，其中，φ 为孔隙度，C 为泥浆压力系数)，

井所采 3.594 1 km 的油浸染砂岩发现极少量蓝白色油

这表明超压封闭层主要封闭机理并非是致密储层的物

包裹体(IGO 远小于 1%)，而颗粒边缘孔隙荧光强烈(图

性封闭而是流体封闭，即由富含天然气的粗细粒沉积

4(a))。

岩互层形成的毛细管力构成一个无形动态分隔层，这
与 Anadarko 盆地奥陶系静态超压长期保存的成岩封
闭层有明显差异[18]。中深超压地层在有效的气毛细管

4 超压与油气成藏

封闭作用下，形成了 1 个压力封闭箱。
4.2

西湖凹陷平湖构造带超压顶界面存在一定起伏，

压力演化
盆地模拟和流体包裹体热动力学模拟是目前重建

平中区超压顶界面发育深度较浅，主要在花港组下段，

地层古压力有效手段[19]。据油包裹体与同期盐水包裹

而平北区超压顶界面发育较深，主要在平湖组中上段

体均一温度以及油包裹体气液比，可利用包裹体热动

[6]

(图 5)，而且油气多在超压顶界面附近聚集成藏 ，超

力学模拟法恢复古压力。同期盐水包裹体均一温度线

压面以上多为油藏，超压面以下多为气藏，呈现“上

与等容线的交点即为捕获的最小压力。结合古埋藏深

[16]

度便可得到对应的剩余压力。综合盆地模拟、包裹体

油下气”的垂向分布特征
4.1

。

热动力学模拟以及实测 DST 压力相互约束分析得到

超压系统
[17]

，西湖凹陷平湖构造带

研究区不同历史时期地层剩余压力演化规律。图 6 所

具有 2 个压力系统：中浅地层压力系数多小于 1.2，为

示为平湖组中段地层压力演化特征。从图 6 可见：35.4

按照压力界线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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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井 1；(b) 井 2；(c) 井 3；(d) 井 4；(e) 井 5；(f) 井 6；(g) 井 7
图5
Fig. 5

平湖构造带 7 口井的超压顶界面、致密储层顶界面以及油气层深度

Interface of overpressure and dense, depth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of 7 Wells in Pinghu structural belt

图6

西湖凹陷平湖构造带平湖组中段压力随时间的演化关系

Fig. 6 Evol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sure and time in the middle of Pinghu group in Pinghu structural belt

Ma 后地层逐渐发育超压，到花港运动期间(26.0 Ma)

(距今 0~5.2 Ma)又迅速沉降，沉降速率大于 200 m/Ma，

发生小幅度降压，之后地层逐渐平缓增压；到龙井运

导致地层迅速增温加快平湖组煤系源岩熟化(镜质体

动期间(7.0 Ma)地层发生大规模抬升，地层之前积累的

反射率 Ro 净增大 0.3%)，进入中等成熟—高成熟阶段

超压被释放形成常压—弱超压系统，之后又开始逐渐

大量生油气，可能是地层增压的主要机制。研究区代

增压直至现在，形成中—强超压系统。

表性单井的测井曲线表明：泥岩声波时差随着深度增

4.3

超压成因

加逐渐偏离正常的演化趋势线，而密度随深度则顺着

西湖凹陷平湖组和花港组沉积速率快，相对早

趋势线到逐渐增加极限值，之后基本保持不变，表现

期超压为压实不均衡形成。
随后中新世末(距今 7.0~5.2

出烃类增压的特征(图 7(a)和图 7(b))。此外，源岩的地

Ma)龙井运动造成构造抬升而泄压。新构造运动期间

球化学指标如 w(氯仿沥青“A”)、奇偶优势比、碳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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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C；(b) 密度；(c) 氯仿沥青“A”
；(d) OEP；(e) CPI；(f) tmax
图7

西湖凹陷平湖构造带 P1 井泥岩声波时差、密度和地球化学参数与深度关系图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AC, density, geochemical parameters of mudstone and depth in Pinghu structural belt

势指数和 tmax 均指示烃类生排高峰的深度段与超压顶

附近且靠近断裂的砂岩石英颗粒发育了众多纵横交错

界面吻合(图 7(c)~(f))，表明油气生成对该区超压形成

的裂纹，并且发育较多油包裹体。研究区有众多沟通

有重要贡献。

深部源岩与中浅层的断裂，同时天然气碳同位素、甲

4.4

超压控制下的流体流动

烷含量和 Vm(iC4)/Vm(nC4) (Vm 为气体摩尔体积)的垂向

上述油源对比显示平湖构造带油气主要来源于平

变化规律指示了天然气垂向运移特征[22]，这些都从侧

湖组煤系源岩，流体包裹体显示油气主成藏期对应生

面证明了油气沿断裂垂向运移，而超压封闭箱开启则

烃增压的形成期，且目前油气藏多分布在超压顶界面

为其提供能量基础。以超压为主导的流体流动往往也

附近，这些均表明超压与油气成藏存在密切关系。与

具有快速充注的特点，可引起热异常、压力异常和组

欠压实带来的高风险勘探不同，生烃作为超压来源既

分异常等响应。

提供了油气来源，又提供了油气运移动力，是勘探的

4.4.1 热异常

有利因素。平湖构造带在古新世—始新世断陷期发育

超压深层热流体快速充注浅层，流体温度要高于

了众多 NE−NNE 向正断层，构成了“阶梯式”同生断

周围地层温度，往往造成地层某些受温度影响较大的

裂群，沟通了下部古新统与始新统源岩，形成垂向输

指标出现热异常。

[20]

。渐新世

1) 镜质体反射率和地温梯度异常。随着深度增

—中新世坳陷期形成的 NNE 向压性逆断层构成了油

加，该区各井在 3.5~4.2 km 的深度段内其镜质体反射

气垂向运移至龙井组、花港组的通道。晚期在新构造

率 Ro 变化普遍接近于 0，但在 4.2 km 后又恢复正常的

运动作用下，在一定程度上活化了前期断裂，不仅降

变化趋势(图 8(b))，这并非超压的抑制作用导致，而

低了断裂开启的压力门限，而且形成了正逆组合的复

是地温变化率接近于 0 引起(图 8(c))。这可能是在超压

式断裂输导体系，使得下部油气能够凭此优势通道运

和构造应力作用下，地层流体破裂或断裂系统频繁开

移至上部聚集成藏，这大大提高了油气运移效率，使

启，超压流体周期性排放、垂向运移的结果[23]。不稳

得晚期成藏存在可能。如 SMITH[21]的研究表明流体沿

定的超压环境和有机质热演化产物的排出也证明超压

活动断裂的运移效率是稳态流体的 3 000~5 000 倍，

对有机质热演化未产生明显抑制作用。

导通道，如平湖主断裂、放一和放二断裂

使得储层短期内也能聚集成藏。

2) 包裹体均一温度。深部热流体快速充注于中浅

油气能够在超压顶界面附近快速成藏(主要是花

层，流体包裹体被捕获时的温度时往往要高于当时的

港组和平湖组上段油气藏)，原因在于油气能够沿破裂

地层温度，因此，油包裹体以及盐水包裹体的均一温

带发生高效穿层运移。从图 4(b)可看出在超压顶界面

度表现出异常高的特征。平湖油气田中浅层花港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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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Fig. 8

平湖构造带压力系数、镜质体反射率、地温、孔隙度和渗透率与深度的关系

Relationship among depth and pressure coefficient, Ro, formation temperature,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in Pinghu structural
belt

平湖组上段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明显高于最高地温，

呈“穹顶状”的现象(图 9)。这些都较符合气体泄流通

明显是热流体穿层充注所致。

道的特征[24]，反映了该区超压沿着断裂破碎带泄压，

4.4.2 压力特征异常

气体或流体沿着断裂通道垂向上涌的过程。这是超压

压力封闭箱周期排放泄压，导致地层某些受压力

作用下流体通过断裂带发生快速充注的有利证据。

条件变化而影响较大的指标出现异常。
1) 储层物性异常。从图 8(d)和图 8(e)可看出：随
着深度增加，压力逐渐变大。高压有效地降低了骨架
颗粒所承受的压力和抑制胶结作用的发生，导致孔隙
度与渗透率减小的趋势被减缓。稳定的压力封闭箱内
储层处于封闭的环境中，流体无法活动则难以溶蚀储
层。但该区储层物性逐渐出现明显改善的现象，原因
可能在于存在频繁的超压积累与排放，引起流体反复
流动淋滤储层。
2) 非均一捕获的包裹体。在超压环境中由于附近
断裂开启，压力突然改变，原本单一液相流体分离为
两相甚至三相性质不同的流体，此时被成岩矿物捕获

图9

便形成非均一捕获的包裹体群。观察断层附近岩样的

Fig. 9

西湖凹陷某地震剖面的“气烟囱”构造
“Gas chimney” structure in Xihu depression

流体包裹体岩相发现，穿石英颗粒裂纹中油包裹体呈
同一产状，但气液比(即包裹体的气泡与液体的面积

4.4.3 凝析油轻烃组分异常

比)变化较大(图 4(c)和 4(d))。图 4(a)所示包裹体几乎

THOMPSON[25] 通过在密闭容器中的原油注入天

全为纯气相包裹体，而图 4(b)和图 4(c)所示包裹体属

然气然后减压除去气相，提出了凝析油形成的“蒸发

于富气相包裹体。图 4(d)所示包裹体的气泡则较小，

分馏”模式，并发现实验次数越多，原油的甲苯与正

因此，属于非均一捕获的烃类包裹体，经推测可能是

庚烷(nC7)质量比即 m(甲苯)/m(nC7)会越大(图 10)。研

断裂开启导致压力突降造成的组分不均匀分馏，反映

究区油样轻烃组分测试结果表明：凝析油的(m(甲

了泄压时流体活动特征。

这反映了
苯)/m(nC7))具有较大的变化范围(0.04~7.15)，

3) “气烟囱”现象。地震剖面有着明显的“气烟

实际地质情况下气侵原油并运移聚集时其温压条件频

囱”构造，而且存在地震振幅较弱、相位下拉和顶部

繁变化，体现了该区流体不连续流动的特征，而且也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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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该区存在多次油气分异，表现出非稳态的油气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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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密切关系。
2) 平中区超压顶界面多发育在花港组，平北区超

式充注特点。

压顶界面相对较深，多发育在平湖组中上段，中深地
层普遍发育超压，并且有良好的气毛细管封闭压力分
隔层。恢复的平湖组中段地层古压力演化史表明 0~38
Ma 期间发育了 2 期超压：第 1 期超压成因主要为欠
压实，第 2 期超压成因主要为生烃。
3) 镜质体反射率和地温梯度及包裹体均一温度
反映了流体热异常，储层物性、非均一捕获的包裹体、
“气烟囱”反映了压力异常，凝析油轻烃组分反映了
组分异常，这些均证明以超压为主导的流体快速充注。
晚期超压成因控制了平湖构造带油气晚期快速成藏。
超压诱发断裂开启，并提供运移动力，使得深部流体
快速充注于中浅层。因此，断裂和超压顶界面隆起点
附近具有良好保存条件的圈闭是该类油气勘探的有利
目标。
图 10

平湖构造带凝析油的 m(甲苯)/m(nC7)与
m(nC7)/m(MMC6)的关系

Fig. 10

Relationship of toluene/n-hepta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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