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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活动对三江盆地绥滨坳陷烃源岩演化的影响

朱彦平
（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摘 要：三江盆地绥滨坳陷发育泥岩和煤层两类烃源岩，具备一定生烃潜力。绥滨坳陷的火山活动具有多期次、规

模大、强度高、受深大断裂明显控制的特点。本文通过对滨1和滨2井Ro随深度变化演化规律对比分析得出：滨2井

出现异常增高的上高下低现象是由于火山活动带来的岩浆和地球深部的热液流体物质沿断裂上升造成的。滨2井

区区域地温场长期处于高温状态，加快了有机质生烃进程，使滨2井城子河组的Ro没有随深度呈指数变化，说明火

山活动对绥滨坳陷油气的形成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此，笔者进一步研究了火山活动对油气运移、储集、封盖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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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盆地作为中新生代残留盆地群中最重要的

盆地之一，具有“两坳一隆”三个一级构造单元格局，

包括绥滨坳陷、富锦隆起、前进坳陷，其中绥滨坳陷

位于三江盆地的西部，面积约为6 640 km2，具有西深

东浅，南深北浅的结构特征。绥滨坳陷勘探程度较

低，近几年为了评价绥滨坳陷勘探潜力，依据项目要

求，本单位相继开展了坳陷构造解释、石油地质综合

研究、有利区带预测和钻探目标识别等工作。本文

利用新采集、处理和解释的重磁资料，结合钻井和区

域露头资料，研究了火山活动对绥滨坳陷油气的促

进作用，并利用航磁资料确定了滨 2井区火山岩分

布，滨2井区发育三套火山岩。滨1和滨2两口井相

距15公里，Ro值却相差很大，本文通过两口井Ro的

对比分析，解决了滨2井Ro 异常增高的原因，得出火

山活动对滨2井区油气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并深入研

究这一地区的火山活动与油气演化、聚集的特点，对

进一步开展绥滨凹陷的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1石油地质概况
绥滨坳陷划分为江滨逆掩断裂带、福兴斜坡带、

新房凹陷带、果树通断裂背斜带、南大林子凹陷、中

伏屯凸起、西侧火山岩侵入隆起带、东南斜坡带8个

二级构造单元（图1）。盆地区域性断裂发育，主要为

北东、北西向断裂，两组断裂共23条，其中军川断裂、

富锦断裂是绥滨凹陷的控陷断裂。

绥滨坳陷地层从下到上依次为基底、下白垩统

城子河组、穆棱组、东山组、上第三系富锦组以及第

四系，地层厚度2 000～5 000 m，最大厚度5 500 m，

城子河组和穆棱组地层发育，厚度大，分布广，为主

要的勘探目的层。绥滨坳陷发育泥岩和煤层两类烃

图1 三江盆地绥滨坳陷构造单元划分图

Fig.1 The tectonic unit division of Suibin depression

in Sanjiang Basin



源岩，具备一定生烃潜力。城子河组暗色泥岩累计

厚度较大，单层厚度小，泥岩累计厚度大于250 m的

面积1 950 km2，累计厚度大于500 m的面积340 km2；

穆棱组暗色泥岩累计厚度较大，单层厚度小，泥岩累

计厚度大于250 m的面积934 km2（图2）。通过钻井

资料，绥滨坳陷穆棱组、城子河组烃源岩有机质丰度

较差—中等，处于成熟—过成熟阶段，烃源岩有机质

类型为Ⅱ—Ⅲ型，TOC-S2评价有机质丰度较差—中

等，烃源岩有机质丰度南部好于北部，成熟度北高南

低。砂岩储层物性北部小于南部，砂岩累计厚度大，

单层厚度小，储层物性差，孔隙度大部分小于10%，渗

透率大部分小于0.1 mD。

绥滨坳陷果树通断裂背斜带构造条件复杂，断

层发育，包括北西和北东向两组断裂，断层的发育既

有早期继承发育的特征，又有晚期区域逆冲-褶皱作

用的改造特点，果树通背斜带中部鼻状构造带面积

257 km2，位于有利生油气区，致密砂岩气资源潜力

大，优选为有利目标，部署了滨2井。

滨2井位于三江盆地绥滨坳陷果树通断裂背斜

带普阳北鼻状构造带，地理位置位于黑龙江省鹤岗

市绥滨县普阳农场北约4.5 km。发现滨2井1 800～

2 100 m的泥岩有机质成熟度（Ro）值高达3.1～3.7，

远大于其下部（2 100 m）泥岩有机质成熟度（Ro）平均

值1.71。

2 滨2井Ro异常增高及其成因分析
2.1 滨2井Ro异常增高

滨2井城子河组烃源岩有机质丰度较好，达到成

熟阶段。将滨1井和滨2井的镜质体反射率数据[1-2]

投在同一个图内（图3），可以看出, 滨1井的Ro 值随

着深度呈正常的指数规律上升，该井所处位置的地

层有机质演化是连续的，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

响。而滨2 井的Ro 值演化呈现低-高-低的异常变

化，即 1 420 m的 0.8～1.4迅猛上升到 1 800～2 100

m的3.1～3.7，随后到2 200 m迅速下降到1.3～1.7。

滨2井的Ro值随深度呈不连续变化，与正常的指数

上升规律出现较大矛盾，呈现出高异常的特征，远远

高于盆地正常热演化所能达到的成熟度。

2.2 滨2井Ro成因分析研究

镜质体对热量非常敏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

镜质体反射率迅速上升（<0.5 Ma）。从理论上讲，造

成镜质体反射率不连续的原因有4 个[3-4]：1）有机质生

源或沉积成岩条件变化引起的活化能差异；2）对流

热传导对有机质热演化和油气生成的影响；3）超压

对有机质演化的抑制作用与岩性、孔隙度或孔隙流

体组成有关的热导率的差异；4）外来热流体的作

用。滨1井和滨2井共同位于三江盆地绥滨坳陷果

树通断裂背斜带处，距离仅约15 km，两口井地层、岩

性、烃源岩和构造演化历史近似相同，地层压力正

常。因此上述的前3种因素不可能造成滨2井Ro值

图2 绥滨坳陷烃源岩分布图

Fig.2 The distribuion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in

Suibin depression

图3 滨1井和滨2井Ro随深度变化演化规律对比图

Fig.3 The evolution regularities contrast chart

between Bin1 well and Bin2 well that

vitrinite reflectance changed with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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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连续性变化，所以造成滨2井有机质演化不连续

性的原因只有外来热流体的作用，也就是火山活动

造成滨2井出现异常高值。

有机质生成烃的方式主要包括3 种：CO2还原、

发酵、热降解。前人研究认为[5-15]，火山活动带来的大

量热会使烃源岩中有机质更快地热降解，引起有机

质的进一步演化，促进烃源岩的生烃进程。火山活

动还为盆地带来了地球内部的无机物质，其中包括

无机CO2、H2、气态烃、液态烃和多种元素。火山活动

不仅可以提高盆地的地温梯度，加速烃源岩的热成

熟，促进油气的生成，同时也为油气运移和聚集提供

了运移通道、储集空间、封盖遮挡条件和圈闭构造，

有利于油气的运移、聚集和成藏。

3火山活动对绥滨坳陷油气的影响
3.1绥滨坳陷基底断裂发育及火山活动频繁

根据重磁资料研究，沿断裂火山活动频繁，火山

岩分布广泛。

三江盆地火山岩分布明显受基底断裂控制，岩

性分基性火山岩和中酸性火山岩两大类，其中绥滨

坳陷可分为东、中、西部三个火山岩带（图4），绥滨坳

陷火山岩带面积为634.62 km2。东部火山岩带包括

桦川南、中伏屯、军川农场一带的5个火山岩体，面积

281.48 km2，由于军川断裂切割深、规模大，该区火山

岩岩性以基性为主。中部火山岩带包括四方林子、

绥滨县西一带的5个火山岩体，面积212.38 km2，该区

北东向及北西向基底断裂均很发育，推测切割深度

不大、故火山岩岩性以中酸性为主，火山活动强度也

不及其它两个火山岩带。西部火山岩带包括坳陷东

部富锦-二道岗一带的两个火山岩体，面积 140.76

km2，该区的火山活动主要沿富锦断裂深大展布，火

山岩岩性以中酸性为主，火山活动具有多期次、规模

大、强度高的特点。

图5所显示的区域自西向东发育西、中、东3个

火山岩带，主要受4条北西向深大断裂控制，其中滨2

井位F1断裂附近分布大片基性火山岩，而滨1井所

处地区无火山岩。图4显示滨2井区发育4条北西向

和1条北东向深大断裂，这些深大断裂为岩浆的侵入

及喷发提供了通道。在城子河组地层，滨2井的井筒

位置与火山岩带的位置关系有两种情况：1）滨2井的

井筒穿过火山岩带；2）滨 2井的井筒穿过火山熔岩

带，这两种情况很显然具备产生外来热流体的热

源。火山活动带来的岩浆携带有1 020～1 200℃的

热能，火山活动带来的地球深部的高温熔融物质携

带有300～400℃的热能，这两种热能提供了独特的

火山活动热源[16]，为滨2井的有机质演化提供了热力

学条件。

3.2火山活动对绥滨坳陷油气的影响

火山活动带来的高温熔融物质主要通过深大断

裂和岩浆喷发进入盆地，打破了原有的物质能量平

衡[17]，从多个方面对油气成藏造成影响，对生烃的影

图4 绥滨坳陷基底断裂与火山岩叠合图

Fig.4 The basement rift superimposed with volcanic

rock in Suibin depression

图5 滨2井区火山岩分布图

Fig.5 The volcanic rock distribution of Bin-2 wel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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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一个重要方面，从3个方面影响烃类的生成：1）

热量，无论是侵入还是喷出作用，火山活动都伴随着

巨大的热量，使局部地温梯度明显增高，提高有机质

成熟度，加快有机质生烃；2）矿物催化剂，火山活动提

供了地球深部来源的热液水，而热液水中含有自然

元素状态的众多金属与非金属元素，其中金属元素

有Ni、Co 、Cu、Mn 等，这些元素在有机质向烃类的转

化中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加大了向烃类物质转化

的程度；3）火山气体，火山作用过程中常伴有CO2、H2

和CH4等气体，这些气体除可以作为火山岩气藏的气

源外，还能提高有机质转化率，如CO2可以促使湖盆

水体沉淀出碳酸盐矿物，H2可以促进生油岩有机质

产生更多的烃类[18]。

火山活动对油气生成、运移、储集、封盖有着十

分密切的关系。火山活动对油气的生成、油气藏的

形成既起到积极作用，也存在一定破坏作用。以往

观点认为，火山作用对油气主要起破坏作用。当火

山活动发生于含油气盆地油气大量运移或者大规模

成藏之后，火山活动会破坏油气的保存，切穿油气藏

的火山通道或伴生断裂破坏油气圈闭的完整性，导

致油气泄漏；火山喷发形成的高温物质使烃类发生

变质并对附近油气藏起破坏作用[18-19]。

绥滨坳陷火山活动主要发生在城子河组沉积以

前，主力生油岩在城子河组中后期和穆棱组时期成

熟，因此在滨2井区火山破坏作用较不明显。火山活

动对绥滨坳陷油气的形成起到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1）火山活动提供1 020～1 200℃的

岩浆和300～400℃的热液流体携带的热能，为绥滨

坳陷油气运移提供热动力条件，促进油气运移；2）火

山活动带来的岩浆，冷凝后成为大面积孔渗较好的

火山岩或结晶岩，这些岩层或岩体都可以成为油气

的储集层，绥滨坳陷具有火山岩、沉积岩兼有的二元

结构，因此油气储集层也是火山岩、沉积岩兼有的二

元结构；3）火山活动为绥滨坳陷带来的火山灰，不仅

粒度微小，而且具有遇水膨胀和分散的特点，地层孔

隙被其充填后，能够成为良好的封存盖层，并能抗御

新构造运动的破坏，从而有利于油气田的保存；4）火

山活动在绥滨坳陷内形成的火山岩体与侵入岩体，

都有一定的规模，每一个岩体就是一个非构造的隐

伏圈闭，为绥滨坳陷增加了一种非构造圈闭-火山岩

岩性圈闭，对油气聚集较为重要；5）断裂是油气运移

很好的通道；多期次断裂不同方向组断裂对火山岩

储层起到了改装作用，使储层物性得以改善，有利于

油气聚集。相反，火成岩的形成时间早，可作为油气

的有利储层，促进有机质向油气转化，绥滨坳陷烃源

岩有利于生气，伴随火山作用形成一系列有效的、与

火成岩有关的圈闭，为绥滨坳陷致密砂岩气的成藏

奠定了物质基础。绥滨坳陷砂岩储层物性差，油气

生储盖组合条件好，为有利勘探区，需要进一步开展

勘探工作。

4结论
（1）绥滨坳陷Ro异常增高，是火山活动携带的流

体热量作用形成的。火山活动提供1020～1200℃的

岩浆和300～400℃的热液流体携带的热能，造成滨2

井镜质体反射率（Ro）的不连续性，并出现异常高值，

远远高于盆地正常演化所能达到的Ro值。

（2）滨2井区主要分布3大火山区，以基性火山

岩为主，主要沿断裂分布。

（3）本次研究表明，火山活动对烃源岩的成熟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对油气运移、储集、封盖有着

十分密切的关系，临近烃源岩的火山岩分布区 能成

为火山岩气藏的有利勘探目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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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volcanic action on hydrocarbon of the Suibin
depression in Sanjiang basin

ZHU Yan-ping

（Research Institulte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Daqing Oilfield Company, Daqing Heilongjiang 16371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collection, proce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agnetic gravity, combining with drilling

and district outcrop datas, this paper made a deep 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hydrocarbon by the

volcanic action in Suibin depression and confirmed the volcanic rock distribution of the Bin-2 well area by the

aeromagnetic data. This area has developed three formations of volcanic rocks, one is basic gabbro and the other

two are basic basalts. The magma and the hydrothermal fluid was from deep earth, moved upward along the

discordogenic fault, and made the subsurface temperature field of Bin- 2 well be in high temperature and it

brought about that the vitrinite reflectance of Chengzihe formation of Bin- 2 well didn’t arise in linear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depth , it resulted in abnormal phenomenon that the upper was higher than the lower.

Meanwhile, it has speeded up the organic matters turning into hydrocarbon. Volcanic action enhanced the

hydrocarbon generation,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igration , the reservoir and the sealing of hydrocarbon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volcanic action; heat source; vitrinite reflectance（Ro）; volcanic rock zone; Suibin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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