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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盆地北部氦气分布特征及控制因素

钟鑫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采气分公司，黑龙江 大庆 163700）

摘 要：松辽盆地北部氦气藏主要分布于坳陷期至断陷期地层中，特别是坳陷期嫩江组至姚家组氦气含量平均值已

达到0.172%，泉头组三段至四段氦气含量平均值为0.181%，登娄库组至火石岭组氦气含量平均值为0.234%。松辽盆

地北部发育有4条北北东向深大断裂带和3条北北西向深大断裂带，这些深大断裂带是深部氦气向上运移的主要通

道。松辽盆地北部青山口一段、嫩江组一段、二段泥质岩全区发育是良好的区域性盖层；青山口二、三段泥质岩在少

数部分地区虽然有缺失，但因其厚度大也不失为好的区域性盖层。这4套区域性盖层为氦气成藏创造了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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氦气是一种稀有非烃类惰性气体。它具有不易

液化、稳定性好、扩散性强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国防

军工和高科技产业发展领域[1]。我国氦气资源相当

贫乏，其主要来源是从含氦天然气中提取。

据一些文献报道，赋存在天然气中的氦皆为无

机成因气[2-3]，主要为幔源成因和壳源成因两种。幔

源氦是由于上地幔的底劈作用造成岩石圈的抬升、

伸展变薄、层圈拆离，最终导致岩石圈断裂发育，使

得幔源物质沿岩石圈断裂上涌进入地壳，氦也随之

带入。壳源氦主要为地壳内放射性元素铀、钍和镭

衰变所产生。地层中独立的氦气藏非常少，多数作

为天然气的伴生物而成藏。因此，沉积盆地内的天

然气藏是氦气富集的主要场所。松辽盆地是大型

陆相沉积盆地，油气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已发现了

宋站、汪家屯、五站等天然气田。松辽盆地北部是

指盆地位于黑龙江省所属区域，以松花江为界以

北的油气勘探区域，油气勘探矿权隶属于大庆油

田公司。

据徐永昌等1990年提出工业天然气井中氦含量

大于0.1%即具有工业价值[4]。大庆油田公司在盆地

北部的油气勘探过程中，对天然气井组分分析时发

现了一些井中的氦气含量超过了0.1%的工业标准，

有的最高可达2.104%，表明在天然气藏形成过程中

也发生了氦气的聚集过程，展示了松辽盆地北部具

有较好的氦气勘探前景。因此，深入研究盆地内氦

气的分布特征及控制因素对勘查该盆地氦气成藏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盆地基本地质特征
松辽盆地位于中朝板块和西伯利亚板块复杂的

构造演化带内，是叠置于古生代基底之上的大型中、

新生代陆相沉积盆地。松辽盆地的形成和演化与其

它张裂型盆地相似，大致经历了热隆张裂、裂陷、坳

陷和萎缩褶皱四个阶段。沉积盖层的发育主要受燕

山和喜马拉雅构造运动与古气候两大因素的控制，

在盆地发育的早期断陷阶段，构造运动以断裂作用

为主，形成一系列断陷盆地，随后是暂短的断坳转换

期，接下来是长期的坳陷阶段，最后是构造反转沉积

时期。因此，盆地沉积盖层可划分为下部断陷沉积

层序（下白垩统的火石岭组、沙河子组和营城组），中

部坳陷沉积层序（下白垩统登娄库组至上白垩统嫩

江组）和上部反转期沉积层序[5]（上白垩统的四方台

组—新近系）（图 1）。坳陷期是盆地发育的鼎盛时

期，共划分为6个一级构造单元[6]，即西部斜坡区、北

部倾没区、中央坳陷区、东北隆起区、东南隆起区。

这套地层在空间展布上总体呈碟形，构造面貌以宽

缓褶皱构造为特征，正向构造和负向构造相间排列，

总体走向为北东、北北东向，是盆地坳陷期沉积作用



和反转期构造运动变形改造的综合表现。

坳陷期构造发育具有长期性与继承性，登娄库

组沉积早期，沉降、沉积作用仍受早期断陷作用影

响，登娄库组一、二段的沉积主要受基底断裂控制，

到登娄库组三、四段沉积时开始超越断陷带的影响

逐渐向外超覆。泉头组-嫩江组沉积时期，是盆地整

体沉降、坳陷层序堆积建造阶段和同生构造的形成

期。此时，盆地大型坳陷发展进入全盛时期，沉积范

围逐渐扩大，各组段地层向边缘超覆。至嫩江组二

段沉积时期范围达到最大。青山口组沉积时期为盆

地坳陷沉降最强烈时期之一，并伴有区域性强烈伸

展作用。嫩江组沉积末期，盆地开始收缩反转，进入

反转期沉积层序序列。

2盆地北部氦气成因及分布特征
松辽盆地是大型陆相含油气盆地，大庆油田公

司在盆地北部发现了众多油气田，油气勘探过程中，

在对天然气工业气流井组分进行分析时发现很多井

都含有氦气成分，并且一些井氦气含量大于0.1%的

工业标准，最高的井氦气含量达到了2.104%，为在盆

地内寻找氦气藏提供了重要线索。

2.1氦气成因分析

一些研究成果表明[2-3]，赋存在天然气中的氦都

是无机成因，即壳源成因和幔源成因两种。一般用

同位素 3He/4He比值来确定是那种成因，在氦的同位

素中，3He是元素合成时形成的核素，即地球形成过

程中捕获的原始氦，4He 是地球中放射性元素铀和钍

元素衰变产生的。一般情况下壳源氦与幔源氦在同

位素 3He/4He 比值上差别较大，壳源氦的典型值为

2.0×10-8，幔源氦的典型值为1.1×10-5。

表1是松辽盆地北部天然气田（藏）中一些天然

气工业气流井中的氦气同位素测试结果，从中可以

看出测试出的范围值为2.88×10-7～4.21×10-6，介于壳

源和幔源两种成因的氦典型值之间，应该为两种类

型的混合成因。

2.2氦气分布特征

松辽盆地北部目前已发现大量的天然气田

（藏），主要是中浅层（泉头组三段以上地层）天然气田

注:分析测试单位为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有机地球化学研究室

井号
塔301

塔30-25
龙51-24
杏5-3-2
喇9-213
喇6-209
升81

朝92-76
芳深9

井深（m）
1243.6～1306.2
1153～1183

1488.4～1579.4
900～1200

952.6～1192.8
935.2～1202
1271.4～1321
950～1072
3602～3620

地 层
嫩江组一段-姚家组二、三段
嫩江组一段-姚家组二、三段

嫩江组一段-姚家组
嫩江组一段-姚家组

嫩江组一段-青二、三段
嫩江组一段-青二、三段

泉头组四段
泉头组四段

营城组

3He/4He
2.66×10-6

1.65×10-6

1.23×10-6

1.86×10-6

2.41×10-6

3.05×10-6

1.01×10-6

2.88×10-7

4.21×10-6

表1 松辽盆地北部氦气同位素数据表

Tab.1 Helium isotope data in the northern of

Songliao basin

图1 松辽盆地北部地层综合柱状图

Fig.1 Stratigraphic comprehensive conlumn of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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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和深层（登娄库组-火石岭组）天然气田（藏）。

据统计，达到工业标准井的氦气含量值一般在

0.102%～0.404%，埋深范围为 589.6～3 630.0 m，与

天然气产出层位基本一致[7]（表2）。

从表 2中可以看出，氦气的产出层位自中部坳

陷期的嫩江组至下部断陷期的火石岭组皆有分布，

且含量呈逐渐增大的趋势。嫩江组至姚家组氦气

含量为 0.119%～0.310%，平均值 0.172%；泉头组四

段至泉头组三段氦气含量为0.110%～0.251%，平均

值 0.181%；登娄库组至火石岭组地层氦气含量为

0.102%～0.404%，平均值0.234%。这种现象表明盆

地内储气层中的氦气应该主要来自深部的地壳和

上地幔，在沿深大断裂进入沉积盖层过程中，由于扩

散作用其含量逐渐降低，而与来源空气中的氦关系

不大。

3主要控制因素
分布在松辽盆地北部各区域和各层位的氦气，

主要作为天然气的一种组分，赋存在天然气田（藏）

内，其成藏条件与天然气一样，要有良好的圈闭条件

作为储集空间。由于氦的分子量较小渗透性极强，

即使存在于良好的天然气藏圈闭内的氦气也非常容

易通过微孔隙进行散失。因此，这就需要有良好的

区域盖层条件及氦气源进行源源不断的补给，以补

充不断散失的部分来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状态。那么

发育有能够断穿基底和地壳或断至上地幔的深大断

裂，作为沟通深部氦气源向上运移通道，以及发育良

好的泥岩盖层确保氦气成藏尤为重要。

3.1深大断裂发育特征

大庆油田在油气勘探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区域

地质、地球物理及钻井等资料，为研究松辽盆地的

地壳结构和断裂特征提供了依据。如大庆油田研

究院的李安峰先生应用上述资料，又结合了不同

时代的地层分布、不同性质岩浆岩带的分布和现

代天然地震活动的分布特征，在宏观分析的基础

上研究认为松辽盆地主要发育深大断裂带有 7条，

即北北东向4条和北北西向3条[8]（图2）。从盆地西

缘向盆地东缘发育4条规模较大的北北东向断裂带

为嫩江断裂带、齐西-敖古拉-哈拉海断裂带、孙吴-

双辽断裂带和任民镇-肇州断裂带。从盆地北缘向

南发育的北北西向3条断裂带，依次为讷河-绥化断

裂带、滨州断裂带和扎赉特-吉林断裂带。其中嫩

江断裂带、孙吴-双辽断裂带为地壳断裂，地球物理

特征表现为重力异常为区域正背景场中的狭窄负异

常带，磁性异常为不同磁场区的分界线。其它 5条

为基底断裂断裂，重力异常特征整体表现为正负异

常分界明显，磁性异常表现为局部异常错动，正负磁

场的分界线。

每条断裂带又由多条次级断裂组成。例如：嫩

江断裂带由三支平行发育的北北东向基底断裂组

成；孙吴-双辽断裂带由四支平行分布的基底断裂组

成。上述两个方向的断裂带交叉分布，交织联络组

图2 松辽盆地北部深大断裂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deep faults in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F1.嫩江断裂带；F2.齐西-敖古拉-哈拉海断裂带；F3.孙吴-

双辽断裂带；F4.任民镇-肇州断裂带；F5.讷河-绥化断裂

带；F6.滨州断裂带；F7扎赉特-吉林断裂带

表2 松辽盆地北部天然气井氦气含量统计表

Tab.2 Helium content of natural gas wells in the north

of Songliao basin

井号
古106
杜613
来63
英20
宋 3
双 13
升63
朝 90
汪9-12
芳深1
汪902
尚深1

升深201
芳深701
昌201

井深（m）
1682.4～1688.6

705
589.6～625.0

1453.0～1475.2
1124.6～1128.6
728.0～816.0

1822.0～1847.7
1201.0～1311.0
2434.8～2417.4
2926.0～2940.2
2795.0～2806.0
2660.0～2680.1
2929.4～3630.0
3575.8～3602.0
3206.6～3223.8

地 层
嫩江组一段—姚家组二、三段
嫩江组一段—姚家组二、三段
嫩江组一段—姚家组二、三段
嫩江组一段—姚家组二、三段

泉头组四段
泉头组四段
泉头组三段
泉头组三段
泉头组一段

登娄库组三段
登娄库组二段
登娄库组二段

登娄库组二段—侏罗系
侏罗系
侏罗系

He(%)
0.310
0.119
0.130
0.130
0.110
0.124
0.241
0.251
2.104
0.404
0.102
0.226
0.333
0.120
0.220

注：测试单位为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有机地球化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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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网格状，它控制着基底结构，是形成深部断陷期地

层的主要控制因素。从已知天然气井中氦气组分检

测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嫩江组至火石岭组，氦气平均

含量逐渐增大，这种变化趋势表明上述两组深大断

裂对于来源于幔源和壳源的氦气的重要性，另外图2

中氦气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大断裂的附近，由此认为

这些深大断裂是深部氦气向上运移的主要通道，是

形成氦气藏的主要控制因素之一。

3.2 盖层封闭性及其发育特征

松辽盆地坳陷层发育多套盖层，控制着油气聚

集与分布，因此，也控制着氦气藏的聚集与分布，这

些盖层具有以下特征：1）在岩性上多为泥岩、粉砂质

泥岩、泥质粉砂岩，垂向上各种岩性盖层互层较多。

2）在规模上青山组一段、嫩江组一、二段泥质岩盖层

在全区发育表现为区域性盖层（图3、4、5）；青山口组

二、三段泥质岩盖层在少数部分地区有缺失，但盖层

厚度比较大，也可视为区域性盖层（图6）。而明水组

一段、泉头组一、二段是以泥质岩为主夹薄层砂岩的

盖层，属于泥质岩与砂岩互层的盖层，连续性较差，

厚度较薄，属于局部盖层。3）在成分上青山口组一、

二、三段及嫩一、二段等区域盖层呈现为均质性盖层

图3 松辽盆地青山口组一段泥岩厚度图

Fig.3 Thickness map of the mudstone in the Qing1

formation of Songliao basin

图4 松辽盆地嫩江组一段泥岩厚度图

Fig.4 Thickness map of the mudstone in the Nen1

formation of Songliao basin

图5 松辽盆地嫩江组二段泥岩厚度图

Fig.5 Thickness map of the mudstone in the Nen2

formation of Songlia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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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其中泥页岩和泥质岩类所占比例大于

75%。而其他局部盖层泥页岩和泥质岩类所占比例

小于75%为非均质盖层。

松辽盆地北部这几套区域性泥岩盖层的空间分

布主要受沉积环境的影响，其沉积特征主要表现为：

1）青山口组一段沉积时期是湖盆发育的第一个兴盛

期，以滨浅湖-深湖相为主，沉积了大面积较纯泥岩，

除西部斜坡带的齐齐哈尔-依安地区分布有灰绿-红

色泥岩以外，其它区域皆为暗色泥岩。中央坳陷区

泥岩厚度最大，最高可达130 m，沉积稳定，向四周逐

渐变薄，仅在盆地边缘有缺失。该层是盆地主要的

烃源岩层，孔隙流体存在超压，具有很好的封盖性

能。2）青山口组二、三段也属于滨浅湖-深湖相沉

积，沉积厚度也比较大，一般介于200～450 m，主要

分布在中央坳陷区内，并且处于中成岩早期和中成

岩晚期，可形成很好的封盖。但在西部斜坡区、东北

隆起区和北部倾没区的明水阶地处缺失该套地层。

3）嫩江组一段同样也属于滨浅湖-深湖相沉积，全区

分布，泥岩沉积面积大，厚度介于20～120 m，在中央

坳陷区的朝长阶地、三肇凹陷，东北隆起区和北部倾

没区的明水阶地厚度最大为80～120 m。4）嫩江组

二段沉积时期是盆地最大侵水期，沉积了较厚的滨

浅湖-深湖相暗色泥岩，泥岩分布面积大。

在中央坳陷区为半深-深湖相沉积，与嫩江组一

段一样泥岩沉积厚度最大，位于在中央坳陷区的朝

长阶地和三肇凹陷内，东北隆起区和北部倾没区的

明水阶地，最大可达240 m。嫩二段以深湖相沉积环

境为主，泥岩厚度大且分布稳定，处于早成岩末期和

中成岩早期，是盆地非常好的一套封盖层。另外，火

石岭组至泉头组沉积相展布特征为火山岩-冲积扇、

扇三角洲-湖泊-冲积平原相，其中以扇三角洲-湖泊

体系为主，岩性以砂砾岩、砂岩、泥质粉砂岩为主。

但也有一些组段在局部区域是以泥质岩夹薄层砂岩

为主，如泉头组三段、登娄库组二、三段和营城组二、

三段，可形成良好的局部盖层。

目前，大庆油田在姚家组、青山口组二、三段所

发现的天然气田（藏）都是在嫩江组一、二段泥岩的

封盖下形成的。而在泉头组三、四段内形成的天然

气田（藏）的盖层为青山口组一、二段泥岩。在下部

断陷期形成的深层天然气田（藏），主要是局部盖层

在起封盖作用。由于氦气是赋存在天然气田（藏）

内，因此，这些区域盖层和局部盖层也就成为氦气藏

的重要控制因素之一。

3.3 氦气成藏综合分析

据油气井统计揭示，氦气主要赋存在天然气田

（藏）内，这表明氦气成藏条件与天然气成藏条件除

气源不同外，其圈闭条件应该是相同的。首先要有

良好的背斜、断鼻等构造圈闭条件，松辽盆地北部已

发现的天然气田（藏）皆为这种类型。其次构造上方

发育优质的泥岩盖层也是成藏的重要条件。前面已

叙述过，松辽盆地北部共发育四套较厚的泥岩，这四

套泥岩既是盆地形成油气藏良好的烃源岩又是抑制

油气向上运移的区域封堵盖层，因此它对氦气成藏

也具有相同的作用。氦气是无机成因气，主要来自

地下深部的地壳和上地幔，因此长期发育的深大断

裂是氦气向上运移的主要通道，是氦气成藏又一重要

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从图2可以看出，富含氦气

的井多数在深大断裂附近。表2揭示出了地层由浅向

深氦气含量在逐渐增大，也间接证明了深大断裂的作

用。综合上述分析，在含油气盆地内寻找氦气藏，要

依附于天然气田（藏），并且要深入研究深大断裂的

发育情况及与天然气田（藏）的关系，以此确定氦气

图6 松辽盆地青山口组二、三段泥岩厚度图

Fig.6 Thickness map of the mudstone in the Qing2-3

formation of Songlia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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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部位，找到相对富集的氦气藏。

4结论
（1）松辽盆地北部氦气主要分布在嫩江组以下

地层的天然气气藏中，其含量向下逐渐增大。这种

趋势表明了氦气应该主要来自深部的地壳和上地

幔，沿深大断裂向上运移进入到盆地内储气层中，与

甲烷天然气相伴生。

（2）松辽盆地北部共发育4条北北东向深大断裂

带和3条北北西向断裂带。两组断裂交叉分布，交织

联络组成网格状，即是深部断陷格局的主控因素，又

是深部氦气向上运移的主要通道。

（3）松辽盆地发育以泥岩为主的青山口组一、

二、三段、嫩江组一、二段 4 套区域盖层，它既是大

庆油田形成油气田（藏）的主要烃源岩，又是形成油

气田（藏）的良好盖层，由于氦气赋存在天然气田

（藏）内。因此，它也是氦气聚集与分布的主要控制

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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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 factors of helium gas in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ZHONG Xin

（Gas Production Company of Daqing Oilfield Co. Ltd. Daqing Heilongjiang 163712，China）

Abstract: The main distribution horizons of helium gas reservoirs in the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are the

depression formations and the faulted formations. The average helium gas value in Nenjiang- Yaojia formation

was 0.172% and 0.181% in Quan4- quan3 formation. The helium average value is 0.234% in Denglouku-

Huoshiling formation. There are 4 NNE deep faults and 3 NNE deep fractures in the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and

the two fracture zones are the main channels for upward migration of deep helium. The No.1～2 Member of

Nenjiang formation and the No.1 Member of Qingshankou formation are good regional seal in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Although the No.2～3 Member of Qingshankou formation is not developed in a few areas, but its regional

relatively large thickness is also a very good cover. The 4 sets of cap rocks benefit greatly for the helium gas

accumulation.

Key words: Songliao basin; lithosphere; helium; fracture; sealing property of cap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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