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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进一步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的页岩气资源潜力,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中心对盐源地区开展公益性页岩气基

础地质调查。 在系统的地质调查和沉积学、石油地质学研究的基础上,对盐源地区进行页岩气地质条件分析。 发现

盐源地区早古生代发育志留系龙马溪组和泥盆系坡脚组两套富有机质页岩层系。 志留系龙马溪组以碳质硅质泥页

岩和碳质粉砂质泥页岩为主,以富有机质、硅质含量高、笔石发育为主要特征,发育于深水陆棚环境中。 泥盆系坡脚

组以含钙质碳质泥岩和钙质碳质粉砂质泥岩为主,以富有机质、黏土含量高、竹节石发育为主要特征,主要发育于潟

湖环境中。 两套富有机质页岩层系均具有有机质含量高,沉积厚度大,热演化程度高,脆性指数较高,低孔低渗的特

征。 盐源地区发育大量宽缓向斜,具备较好的页岩气保存条件。 在志留系稗子田组和泥盆系坡脚组的勘探获得了

油气显示,表明盐源地区页岩气具备良好的勘探潜力,研究成果为区域油气勘探评价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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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上扬子地区发育了多套已证实或潜在的页

岩气层位[1、2],包括下寒武统牛蹄塘组和下志留统

龙马溪组两套海相富有机质页岩层位以及上二叠

统龙潭组和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两套海陆过渡相富

有机质页岩层位,均已获得页岩气显示[3 ~ 7]。 其中,
下志留统龙马溪组的页岩气勘探开发已取得显著

成效,也已形成威远、长宁、焦石坝及昭通等页岩气

产区[3、4、8 ~ 12]。
为进一步拓展我国南方页岩气勘探区域,摸清

四川盆地外围页岩气资源潜力,由中国地质调查局

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对盐源地区开展了页岩气基础

地质调查。
盐源地区主要位于锦屏山前陆逆冲推覆带上,

夹于青藏特提斯构造域与扬子大陆板块构造域之

间[13],为扬子准地台西缘与松潘 - 甘孜印支褶皱系

衔接部位[14],属于盐源 - 丽江台缘坳陷(印支—燕

山期) [15]。 该盆地主要由金河 - 箐河断裂、小金河

断裂、宁蒗 -小金河断裂及宁蒗 - 岩蜂箐断裂所围

限(图 1)。 据沉积地层发育特征,金淳泰(1982)、
何卫红等(2014)将研究区归于扬子区盐源 - 丽江

分区[16、17]。 研究区内出露的沉积地层从老到新为

震旦系至第四系,缺失侏罗系与白垩系,三叠系以

下除上二叠统玄武岩以外,其余均属海相沉积

地层[18]。
作为复杂构造区及页岩气勘探新区,盐源地区

基础地质及页岩气研究程度较低。 卫民(1998)对

盐源 -盐边地区志留系及泥盆系生物地层进行过

系统梳理[19]。 何原相(2000)、金淳泰等(2005)、王
成源等(2009)依据牙形石的研究先后对志留系各

层位进行了厘定[20鄄22];李忠雄等 (2001 ) 和王怿

(2016)先后分析了志留系剖面的碳同位素,探讨了

该地区的大地构造的归属问题[23、24]。 张茜(2017)
对与盐源地区相邻的宁蒗地区志留系龙马溪组沉

积构造背景进行过分析[25];王正和(2018)讨论了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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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断裂体系及频繁的构造岩浆活动对下志留统

龙马溪组、下泥盆统坡脚组的页岩气保存条件的影

响[18]。 泥盆系炭质页岩是美国众多页岩气田主力

开发层位[26鄄27]。 我国南方泥盆系多缺失[28],仅在右

江、桂中、湘中、龙门山和盐源地区发育较完整。 早

泥盆优质烃源岩,集中在滇黔桂、湘中地区[29鄄33]。
董林(2017)系统评价了宁蒗地区泥盆系泥页岩特

征,认为其具备良好常规、非常规油气勘探潜力[34]。

而在桂中地区泥盆系页岩中已发现油气显示[35]。
盐源地区潜在的页岩气层位主要为志留系龙

马溪组和泥盆系坡脚组两套富有机质页岩层位,具
有层位多、厚度大、有机质含量高、埋藏深度适中的

特点。 因而对盐源地区进行系统的页岩气地质条

件分析,为评价区域页岩气勘探评价提供借鉴与

参考。

图 1摇 盐源地区剖面分布及地质简图

(a)盐源地区地质简图及剖面分布;(b)盐源地区地层综合柱状图

Fig. 1摇 Geological section distribution and geological schematic map in Yanyuan area

1摇 富有机质页岩岩性及分布特征

页岩气地质调查表明,盐源地区古生界发育两

套富有机质页岩层系,即志留系龙马溪组和泥盆系

坡脚组,两者发育范围广泛,为区域页岩气及油气

成藏提供物质基础。
1. 1摇 岩性特征

志留系龙马溪组岩性较为稳定,下部以碳质硅

质泥页岩和碳质粉砂质泥页岩为主(图 2a,2b),以
硅质 含 量 高、 笔 石 发 育 为 主 要 特 征。 含 笔 石

Glyptograptuskao鄄chiapienensisHsu,Orthograptusquizhou
ensisChenetLin. ;中部以碳质粉砂质页岩为主,含笔

石 Oktavitescommunis(Lapworth),Rastritesquizhouensis
Muetal,Spirograptusturriculatus(Barrande) (图 2m);
上部为灰绿色粉砂质泥岩及白云质砂岩。 顶部与

稗子田组灰色中厚层瘤状灰岩整合接触。 上限可

能高于 Monograptussedwickii 带[14]。
碳质硅质泥页岩主要分布在龙马溪组的下部,

呈黑色,泥质结构,有机质含量较高,指示沉积水体

较深。 碎屑颗粒以石英为主,不均匀分布,含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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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盐源地区志留系龙马溪组及泥盆系坡脚组碳质泥岩特征

(a)龙马溪组碳硅质泥岩,沟口;(b)龙马溪组下部薄层硅质岩,沟口;(c)坡脚组黑色碳质泥岩,岩口;(d)坡脚组黑色碳质泥岩,格朗河;(e)龙
马溪组碳质泥岩川盐地 2 井,井深 1299. 00m 单偏光;(f)龙马溪组碳质泥岩川盐地 2 井,井深 1275. 00m 单偏光;(g)坡脚组碳质泥岩川盐地 1
井,井深 42. 30m 单偏光;(h)坡脚组碳质泥岩川盐地 1 井,井深 47. 10m 单偏光;(i)碳质泥岩中的矿物溶蚀孔隙直径 0郾 48 ~ 15. 96滋m 大巴东湾

龙马溪组;(j)碳质泥岩中的矿物溶蚀孔隙直径:0郾 28 ~ 6. 62滋m 大巴东湾龙马溪组;(k)碳质泥岩中伊利石包裹的部分矿物颗粒遭受强烈溶蚀

而形成铸模孔,岩口坡脚组;(l)碳质泥岩中钠长石颗粒遭受溶蚀,粒间孔缝发育,岩口坡脚组;(m)龙马溪组碳质泥岩中的笔石,为塔型螺旋笔

石,N1,川盐地 2 井井深:1274. 5m;(n)坡脚组碳质泥岩中的竹节石,风化为灰黄色,阿海电站;(o)浸水实验中气泡沿岩心裂缝呈串珠状冒出,
川盐地 1 井井深 1637. 5m;(p)点火实验中呈蓝色 - 橘黄色火焰,川盐地 1 井井深:1438. 25 ~ 1438. 55m;

Fig. 2摇 Carbonaceous mudstones of the Silurian Longmaxi Formation and the Devonian Pojiao Formation in Yanyuan area

10% ~20% 。 泥质含量可达 80% ~ 90% 以上;碳质

呈浸染状(图 2e)。 见硅质放射虫,形状多不规则球

形,多被硅质完全交代。
碳质粉砂质泥页岩主要分布在龙马溪组中上

部(图 2f),呈黑褐色、黑色,泥质结构,略具显微定

向构造。 泥质含量约 50% ~ 70% 。 碎屑颗粒约

25% ~45% ,粉砂级石英为主,局部富集呈显微条带

状。 碳质呈浸染状,分布在颗粒间,含量约 5% ~
10% 。 含少量碳酸盐矿物包括方解石和白云石。

富有机质泥页岩优质段主要集中在龙马溪组

中下部,与康滇古陆东侧相比龙马溪组底部硅质岩

更加发育,富有机质层段厚度增加。
泥盆系坡脚组岩性较为稳定,以含钙质碳质泥

岩和钙质碳质粉砂质泥岩为主(图 2c,2d),夹灰色

生屑灰岩团块,以黏土含量高、竹节石发育为主要

特征(图 2n)。 竹节石主要为 Stylinolinafirssurella,
S. minuta,Nowakia,N. cf. praecursor,Viriatellaprocera,
等[19],基本为薄壳类型的珠胚节石,反映较深水

环境。
钙质碳质泥岩主要分布在坡脚组中上部,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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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黑色,泥质结构。 泥质含量约 70% ~ 80% ,主
要为微晶、隐晶质黏土矿物集合体;方解石约 10%
~15% ,呈泥晶状、粒状;碎屑颗粒约 5% ~ 10% ,为
粉砂级石英颗粒,零散分布;有机质约 5% ~ 10% ;
见少量生物碎屑,以双壳类为主,均被方解石交代。

钙质碳质粉砂质泥岩(图 2g,2h)主要分布在坡

脚组中下部,呈深灰色、黑色,泥质结构。 泥质约

60% ~70% ,主要为微晶、隐晶质黏土矿物集合体;
碎屑颗粒约 15% ~ 20% ,主要为粉砂级石英颗粒,
呈粒状零散分布在泥质中;方解石约 10% ~ 15% ,
呈泥晶状、粒状;有机质约 5% ~ 10% ;见生物碎屑,
以棘皮类为主,均被方解石交代。 富有机质泥页岩

优质段主要集中在坡脚组中上部。
1. 2摇 分布特征

垂向上志留系龙马溪组可分为三段,以稗子田

剖面为例(图 3a),龙马溪下部为黑色薄层状硅质岩

夹黑色碳质硅质泥岩和碳质泥岩,夹钙质结核,见
少量笔石,厚 60 余米,为深水陆棚沉积;中部为黑色

薄层碳质粉砂质泥页岩夹黑色薄层硅质岩、黑色薄

层碳 质 硅 质 泥 岩, 局 部 夹 粉 砂 岩, 含 笔 石:
Climacograptussp. , GlyptograptuspersculptusSalte. , 厚

15m,为浅水陆棚沉积;上部为灰绿色薄层泥岩夹砂

质白云岩,厚 1m,为潮坪沉积。 下部和中部为优质

页岩气发育层段。 龙马溪组整体为深水陆棚至潮

坪,水体逐渐变浅的沉积序列。
志留系龙马溪组主要出露于箐河断裂西侧,即

菜子地、树河、格朗河、沟口、稗子田、白草坪和大槽

等地。 平面上,地层厚度变化较大,炭质页岩厚 25 ~

图 3摇 盐源地区志留系龙马溪组及泥盆系坡脚组沉积特征柱状图

(a)志留系龙马溪组稗子田剖面柱状图;(b)泥盆系坡脚组岩口组剖面柱状图

Fig. 3 摇 The columnar section showing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lurian Longmaxi Formation and the Devonian Pojiao
Formation in Yanyu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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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m,优质段厚 5 ~ 55m。 厚度中心集中在名胜一

带;在大槽子剖面—金姑村剖面一带,龙马溪组沉

积序列相似,厚度整体减薄,小巴东湾剖面龙马溪

组剖面厚仅 25m,整体在 25 ~ 50m 间,为水下隆起

区,整体而言龙马溪组厚度及优质段厚度向北东、
北西减薄(图 4a),均处于深水陆棚相带内。

垂向上泥盆系坡脚组可分为三段,以岩口剖面

为例(图 3b),坡脚组下部为灰色中薄层粉砂岩、泥
质粉砂岩夹深灰色薄层粉砂质泥岩、碳质粉砂质泥

岩,含钙质,见少量生屑,为潮坪 - 潟湖沉积;中部

为深灰色薄层碳质粉砂质泥岩夹粉砂质泥岩,见钙

质结核及少量生屑,以腕足棘皮类为主,为潟湖沉

积;上部为深灰色、黑色薄层碳质泥岩夹碳质粉砂

质泥岩,为优质页岩气发育层段,竹节石发育,见钙

质结核及少量生屑,以腕足棘皮类为主,为潟湖沉

积。 坡脚组整体为潮坪 - 潟湖,水体逐渐变深的沉

积序列。
泥盆系坡脚组出露于箐河断裂西侧,即岩口、

格朗河、羊排喜、家鸡沟、下河坝和芭蕉湾等地(图
4b)。 平面上厚度整体变化较大。 黑色碳质泥岩优

质段厚度在 25 ~ 70m,厚度中心集中在羊排喜和岩

口一带,向东侧至格朗河减薄至 45m,至茅坪子减薄

至 55m。

2摇 沉积相特征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野外资料及室

内分析成果,根据岩石组合、沉积构造、剖面序列和

生物组合等分析,盐源地区志留系龙马溪组为浅海

陆棚相,可划分为浅水陆棚亚相和深水陆棚亚相;
泥盆系坡脚组可划分为潮坪 - 潟湖相,台地 - 陆棚

相,半深海和深海相。
2. 1摇 志留系龙马溪组

戎嘉余(1981)在早志留世底栖腕足类的研究

基础上,建立若干生态群落模式,确定早志留世海

水的相对深度[36];陈旭(1978)和倪寓南(1978)对

笔石分异度及沉积环境进行综合分析[37鄄38]。 之后

众多学者[39鄄41],均认为其形成于相对海平面上升的

局限浅海陆棚环境。
葛肖虹(1984)认为盐源地区为推覆构造,其推

覆前弧为金河 - 箐河断裂,最大位移量约达 80 ~
100km[42]。 志留系龙马溪组沉积相带呈近南北向

展布,与康滇古陆西侧边缘即金河 - 箐河断裂斜

交。 因推覆作用龙马溪组边缘相带被剥蚀(图 4c)。

康滇古陆主要分布于金河 - 箐河断裂以东的区

域内。
志留系龙马溪组整体为浅海陆棚相,包括浅水

陆棚亚相和深水陆棚亚相沉积。
浅水陆棚亚相沉积主要分布于盐源东侧的范

围内。 为粉砂质碳质泥棚微相。 以深灰色、灰黑色

炭质页岩、含粉砂含钙炭质页岩、钙质粉砂质炭质

页岩为主,局部含碳泥质粉砂岩;由于水体相对较

浅,水体较动荡;发育水平层理、砂纹层理、砂质团

块及钙质结核等沉积构造;发育笔石,种类较多且

形态各异,少量的腕足、珊瑚等生屑。
深水陆棚亚相沉积主要分布于盐源 - 宁蒗的

广大范围内。 以一套富含有机质和浮游生物化石

的黑色岩系为特征,常见水平层理发育,代表了水

体平静的滞留还原—强还原环境,使有机质得到了

很好的保存[43、44]。 主要发育有硅质碳质泥棚微相、
灰质碳质泥棚微相及水下隆起。

硅质碳质泥棚微相沉积在研究区内主要区域。
主要以黑色薄层状的硅质泥岩与含碳质含硅质泥

岩呈不等厚的互层,并夹有少量的硅质岩。 硅质泥

岩大多为 3 ~ 8cm 的薄层状,岩石具泥质结构,含有

较多的自生硅质成分,层面上分布少量的笔石化

石;含碳质含硅质泥岩大多在硅质泥岩中呈夹层出

现,在颜色上较硅质泥岩黑,为泥质结构,成分上含

有少量的硅质和碳质,部分地区含碳质含硅质泥岩

中含有少量的粉砂质碎屑,且笔石化石较硅质泥岩

中稍多。 在硅质泥岩尤其是硅质岩中含有放射虫

化石。
灰质碳质泥棚微相沉积在柱立湾一带,主要为

黑色的中薄层状灰质碳质泥岩夹透镜状的泥灰岩、
钙质泥岩。 其中泥灰岩多为透镜状,在研究区内分

布不均匀。 钙质含量有所差别,钙质成分稍少的泥

岩与两侧的黑色纯泥岩在外观特征上毫无差别,但
在钙质泥岩表面上滴稀盐酸会发生起泡现象。

中晚奥陶世末期,伴随着加里东构造运动的发

生,扬子陆块与华夏陆块挤压碰撞作用加剧,川中、
黔中和江南 -雪峰等边缘隆起不断抬升扩大,海平

面相对上升,形成奥陶系五峰组沉积[45]。 然而,由
于康滇古陆的阻挡,康滇古陆西侧并未受到海平面

上升的影响,仍然处于抬升阶段,且接受剥蚀。 在

盐源地区奥陶—志留地层序列上,以缺失奥陶末期

五峰组 -观音桥组沉积为特征;且奥陶系巧家组和

志留系龙马溪组为不整合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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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盐源地区志留系龙马溪组及泥盆系坡脚组碳质泥岩厚度分布及沉积相图

(a)志留系龙马溪组碳质泥岩厚度分布;(b)泥盆系坡脚组碳质泥岩厚度分布;(c)志留系龙马溪组沉积相图;(d)泥盆系坡脚组沉积相图(引
自潘桂堂[38] ,修改);志留系龙马溪组剖面:1. 泸沽湖;2. 柱立湾;3. 元宝山;4. 大坪子;5. 小巴东湾;6. 格朗河;7. 树河;8. 大槽子;9. 茅坪子;10郾
格萨拉;11. 沟口;12. 名胜;13. 蚂蟥沟;14. 稗子田;15. 箐河;16. 补底拉打;17. 金姑村;18. 出鱼河;19. 丝栗坪;20郾 李子河;21. 百草坪。 泥盆系

坡脚组剖面:1. 泸沽湖;2. 元宝山;3. 阿海电站;4. 下胖罗;5. 烂泥箐;6. 格朗河;7. 大漕河;8. 大槽子;9. 茅坪子;10郾 家鸡沟;11. 岩口;12. 芭蕉

湾;13. 名胜;14. 羊排喜;15. 母猪凼;16. 稗子田;17. 箐河;18. 三股水;19. 朵格;20郾 李子河;21. 回坝;21. 百草坪。

Fig. 4摇 Thickness distribution of Carbonaceous mudstones and sedimentary facies map of the Silurian Longmaxi Formation and the
Devonian Pojiao Formation in Yanyuan area

摇 摇 奥陶系末期不均匀的抬升剥蚀造成古海底凹

凸不平,隆坳相间。 受这些高地在龙马溪组沉积

时,受水下地形影响,形成水下隆起。 水下隆起位

于小巴东湾、大槽子、百草坪一带,仍然为硅质碳质

泥棚微相,以黑色薄层状的硅质泥岩、含碳质含硅

质泥岩为主,并夹有少量的硅质岩。 地层厚度快速

变薄,在 25 ~ 50m 间。
2. 2摇 泥盆系坡脚组

早泥盆世继承了上扬子板块西部地区志留纪

以来已初步形成的东高西低的趋势和隆坳相间的

展布格局[46]。 以康滇古陆为界,古陆西侧和古陆东

侧形成两个互不联系的沉积区,各自具有不同的沉

积特征和地层发育情况[20、47]。
盐源地区早泥盆世生物地层分析认为,坡脚组

为浅海至潟湖沉积[19];潘桂堂(2010)认为其为盐源

-丽江边缘海滨岸 - 潟湖沉积[48]。 根据对下泥盆

统岩性、沉积特征、岩相标志观察,下泥盆统坡脚组

主要发育古陆、潮坪 - 潟湖、台地 - 陆棚相、半深海

相和深海相沉积(图 4d)。
古陆主要分布于箐河—腊姑河以东。 该区缺

失下泥盆统地层,中泥盆统大槽子碳酸盐不整合与

寒武系碎屑岩及震旦系白云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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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坪 - 潟湖相是下泥盆统富有机质泥页岩最

发育的相带,分布于稗子田—三股水以西的地区。
岩性为深灰—灰黑色碳质泥页岩、粉砂质泥岩夹泥

灰岩层或透镜体。 碳质泥岩污手,有机质含量较

高,夹大小不等的灰岩透镜体、砂岩透镜体,其次可

见大量的生物碎屑、生物层,包括有孔虫、菊石、腕
足类等。

台地 -陆棚相主要分布于宁蒗以西的地区,岩
性主要为灰、深灰色生屑灰岩,生物灰岩及泥灰岩

夹泥岩及粉砂岩。 生屑灰岩及泥灰岩为主,可见层

状生物层,局部发育层孔虫点礁,可见腕足,海百合

和层孔虫等。 泥岩层主要为一些夹层,薄层状,含
碳质,可见少量生物碎屑、黄铁矿颗粒等。

半深海相主要分布于泸沽湖以东,元宝山和下

胖罗一带,岩性主要为灰—深灰色薄层硅质泥岩夹

硅质岩及薄层粉砂质泥岩。 粉砂质泥岩层主要为

一些夹层,薄层状,含碳质,见少量黄铁矿颗粒。
深海相主要分布于泸沽湖以西一带,岩性主要

为灰—深灰色薄层硅质岩夹硅质泥岩。

3摇 页岩气地质特征

3. 1摇 有机地化特征

龙马溪组炭质页岩优质段 TOC 为 2郾 01% ~
5郾 98% ,平均为 3郾 17% (图 5a)。 其中李子河龙马溪

组优质段页岩 TOC 为 2郾 06% ~ 3郾 96% ,平均为

2郾 7% 。 稗 子 田 优 质 段 页 岩 TOC 为 2郾 25% ~
5郾 63% ,平 均 3郾 6% 。 沟 口 优 质 段 页 岩 TOC 为

2郾 01% ~5郾 98% ,平均为 3郾 2% 。 机质成熟度 Ro 为

1郾 67% ~3郾 17% ,平均为 2郾 24% ,主要介于 2郾 0% ~
2郾 5%之间。 坡脚组炭质页岩优质段 TOC:2郾 09% ~
3郾 66% ,平均为 2郾 68% 。 坡脚组有机质成熟度 Ro
为 2郾 31% ~3郾 25% ,平均为 2郾 89% 。 其有机质类型

为域2 型。
龙马溪组碳质泥页岩矿物成分以石英为主,含

量介于 2郾 4% ~ 100% ,平均为 67% ;黏土矿物含量

介于 0 ~ 32郾 1% ,平均为 10% 。 脆性矿物含量高,含
量为 0 ~ 100% ,平均为 86郾 46% 。 岩口剖面坡脚组

石英含量 10郾 0% ~ 59郾 0% ,平均为 30郾 0% ,黏土

2郾 % ~56郾 % ,平均 39郾 0% 。 方解石含量普遍较高,
平均 17% 。 整体具有黏土矿物含量较高,石英含量

较少的特征,脆性矿物整体大于 50% 。
整体而言,志留系龙马溪组碳质泥页岩矿物成

分以石英及脆性矿物含量更高,泥盆系坡脚组黏土

矿物含量更高,相对于志留系龙马溪组,泥盆系坡

脚组与二叠系龙潭组具有相似的矿物特征(图 5c)。
3郾 2摇 储层特征

志留系龙马溪组孔隙度最高值为 6郾 43% (李子

河),平均为 2郾 29% 。 平面上以东部稗子田地区孔

隙度稍高,平均孔隙度多数大于 2% ,平均为 2郾 8% ,
西部李子河剖面孔隙度多数小于 2% , 平均为

1郾 9% 。 渗透率最高为 0郾 2513mD(稗子田),平均为

0郾 0347mD,具有低渗透率特征。 平面上西部李子河

剖面的 7 件样品渗透率小于 0郾 0017mD,平均为

0郾 001371mD,东部的稗子田及沟口剖面 6 件样品渗

透率平均为 0郾 073mD,渗透率大于李子河剖面。 总

体上,东部稗子田 - 沟口地区物性条件都稍好于西

部李子河地区。
泥盆系坡脚组孔隙度最高值为 3郾 77% (岩口),

平均为 1郾 85% 。 渗透率最高为 0郾 00648mD(岩口),
平均为 0郾 00217mD,具有低渗透率特征。 盐源地区

志留系龙马溪组和泥盆坡脚组均为低孔低渗特征。
龙马溪组渗透率与孔隙度具正相关,具有随着孔隙

度增加渗透率逐渐增加的趋势,以孔隙型储层为主

(图 5b);坡脚组渗透率较低,与孔隙度相关性差,随
着孔隙度增加渗透率逐渐增加的趋势不明显,孔隙

间联通性较差。 相较与龙马溪组,坡脚组孔隙度渗

透率更差,推测与坡脚组黏土质含量高有关。
志留系龙马溪组扫描电镜下可见少量有机质,

孔隙发育程度好,主要存在的孔隙类型为矿物溶蚀

孔隙,其次为少量黄铁矿铸模孔隙、黄铁矿晶间孔

隙等,有机质孔隙不发育。 矿物溶蚀孔多为黏土矿

物和碎屑颗粒间、粒内溶蚀孔,多呈不规则状,连通

性较好。 黄铁矿晶粒之间的孔隙中往往充填有机

质或黏土矿物(图 2i,2j)。
泥盆系坡脚组孔隙发育程度好,主要存在的孔

隙类型为矿物溶蚀孔隙,包括钠长石等颗粒往往遭

受溶蚀,形成粒间孔、铸模孔,多呈不规则状,连通

性较好;其次为少量黄铁矿铸模孔隙、黄铁矿晶间

孔隙等,有机质孔隙不发育。 (图 2k,2l)。
泥盆系坡脚组碳质泥岩等温吸附曲线呈现明

显的两段:早期随着压力的增大,吸附气量增加迅

速;中期随着压力的增大,吸附气量增加缓慢,最终

趋于稳定,在压力达到 11Mpa 时达到最大吸附气

量。 泥盆系坡脚组碳质泥岩吸附气量介于 1郾 9 ~
2郾 2m3 / t,整体来讲,与川东焦石坝地区五峰组 - 龙

马溪组产气页岩相当[49],具有较高的吸附气量。

421



2020 年(3) 盐源地区古生界页岩气地质条件分析

图 5摇 盐源地区志留系龙马溪组和泥盆系坡脚组碳质泥岩地化、矿物成分及储层特征对比图

(a)坡脚组、龙马溪组碳质泥岩优质段 TOC 特征;(b)坡脚组、龙马溪组碳质泥岩孔隙度渗透率关系特征;(c)坡脚组、龙马溪组和龙潭组碳质

泥岩矿物成分特征对比。

Fig. 5摇 Comparison chart of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mineral compositions and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aceous mudstones
in the Silurian Longmaxi Formation and the Devonian Pojiao Formation in Yanyuan area

4摇 具有页岩气富集的构造条件

4. 1摇 边界断裂构造特征分析

盐源地区北部小金河深大断裂和东南部金河

-箐河深断裂构成了盐源地区的边界,其长期继承

性活动特征直接控制了盆地地壳的升降、沉积、褶
皱、岩浆活动及变质作用[50]。

小金河断裂为锦屏山断裂带的组成部分,断层

向东延伸渐向北转,总体向南凸出呈弧形,为一走

滑 -逆冲断层。 其上盘前缘发育以平卧或同斜侧

转褶皱为特征的三叠系浅变质复理石型建造及二

叠系结晶碳酸盐岩飞来峰群,具有半原地特征;下
盘为强烈劈理化的三叠系碎屑岩 - 碳酸盐岩组合,
具原地变形特征。

金河 - 箐河断裂为盐源推覆构造东翼的前锋

断裂[51],断层南部为北东向,向东渐转为近南北向,
由一系列叠瓦状冲断层及逆冲岩片组成。 断裂带

在印支早期以前,一直呈张性特征;印支晚期断裂

带转为压性特征,逐渐形成轴向 EW 的直立褶皱及

冲断带;南段金河口 - 箐河以脆—韧变形为主,碎
裂岩发育,对页岩气的破坏较大。 且多处线性热泉

展布显示出其活动特征,指示至今仍有活动迹象,
对页岩气的保存仍具破坏作用。 并且该断裂垂直

断距超过 10km,导致最大时间跨度的地层对接为震

旦系与三叠系相接触[20],错开下泥盆统盖层的可能

性极大,对页岩气的保存极为不利。
4. 2摇 盆内构造特征分析

盐源地区盆内主要为三叠系被动陆缘碎屑

岩—碳酸盐岩石组合,受构造挤压作用,形成一系

列背(向)斜构造,断裂相对不发育[52]。 褶皱轴向

主要由北西向、北东向构成,反映了印支期松 - 甘

造山带南缘由北西向南东的推挤与以喜马拉雅为

主的东西向挤压和走滑的共同改造。 盆内断裂主

要以 NE鄄SW 和 NW鄄SE 向逆冲脆性断裂为主,在盐

源凹陷带南缘发育少量控制新生代沉积的正断层。
构造改造的强弱直接影响了页岩气的富集,页

岩气勘探方向主要集中在构造稳定的背(向)斜区

及斜坡构造区[53]。 盐源地区褶皱倾角主要在 40毅 ~
45毅左右,西南部的万桃向斜,轴部倾角 10毅 ~ 20毅,构
造稳定,分布在宁蒗县万桃村—盐边县洼落村一

线,呈东西向展布,长约 23km,宽约 16km,两翼倾角

变化小(图 6)。 总体而言盆地内部发育大量宽缓褶

皱向斜,其岩层形成有利屏障,有利于页岩气的

保存。

图 6摇 盐源地区 2016EW鄄01 号线构造特征

Fig. 6摇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line 2016EW鄄01 in Yanyu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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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摇 获得较好的页岩气显示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及油气中

心为探明盐源地区油气资源潜力先后部署实施川

盐地 1 井和云宁地 1 井,勘探目的层位分别为下志

留统龙马溪组和泥盆系坡脚组含气页岩层段。
川盐地 1 井于井深 1466. 95m 处志留系稗子田

组中发现含气显示。 钻至井深 1420郾 40 ~ 1637. 91m
时,气测异常,移Cn:0郾 20 尹0郾 724% , C1:0郾 15 尹
0郾 45% ,多次现场解析含气性在 0郾 17 ~ 0郾 55m3 / t
间,总含气量在 1. 004 ~ 2. 309m3 / t 间。 浸水实验中

气泡沿岩心裂缝呈串珠状冒出(图 2o);点火实验中

呈蓝色 -橘黄色火焰(图 2p)。
结合现场地质岩心编录、气测录井资料,参考

物探测井解释,川盐地 1 井综合解释出不同级别的

显示共 6 层,累计厚度 42. 22m。 其中 III 类气层 5
层,厚度 35. 96m,占显示层总厚度的 85. 17% 。 志

留系稗子田组岩性为深灰色泥灰岩,碳质钙质泥

岩,为龙马溪组上伏地层。 其油气显示的发现预示

着盐源地区存在好的保存条件,且志留系油气潜力

良好。
云宁地 1 井于井深 1007 ~ 1380m 坡脚组中气

测异常,全烃移Cn:1. 5% 尹11. 95% ,现场解析气可

达 3. 25m3 / t,。 井口点火成功,火焰高 0郾 6 ~ 1m,火
焰长时间稳定且呈黄色[54]。 表明盐源地区泥盆系

坡脚组油气潜力良好。

6摇 结论

(1)盐源地区古生界发育两套富有机质页岩层

系,即志留系龙马溪组和泥盆系坡脚组。 志留系龙

马溪组以碳质硅质泥页岩和碳质粉砂质泥页岩为

主,以富有机质,硅质含量高、笔石发育为主要特

征。 整体为深水陆棚,优质段发育于硅质碳质泥棚

微相、灰质碳质泥棚微相。 泥盆系坡脚组以含钙质

碳质泥岩和钙质碳质粉砂质泥岩为主,以富有机

质,黏土含量高、竹节石发育为主要特征。 整体为

潮坪 -潟湖相沉积,其富有机质泥页岩主要发育于

潟湖相。
(2)龙马溪组炭质页岩优质段 TOC 含量平均为

3. 17% 。 有机质成熟度 Ro 平均为 2. 24% 。 脆性矿

物含量平均为 86. 46% 。 坡脚组炭质页岩优质段

TOC 平均 2. 68% 。 有机质成熟度 Ro 平均为 2.
89% 。 有机质类型基本上全为域2 型。 脆性矿物整

体大于 50% 。 相对于志留系龙马溪组,泥盆系坡脚

组与二叠系龙潭组具有相似的矿物特征。
(3)志留系龙马溪组孔隙度最高为 6. 43% ,平

均为 2. 8% ,以矿物溶蚀孔隙,黄铁矿铸模孔为主;
渗透率最高为 0郾 2513mD,平均为 0郾 073mD,泥盆系

坡脚组孔隙度最高值为 3. 77% ,平均为 1. 85% ,以
矿物溶蚀孔隙为主。 渗透率最高为 0郾 00648mD,平
均为 0郾 00217mD。 两者总体具低孔低渗特征。 相

较与龙马溪组,坡脚组孔隙度渗透率更差,坡脚组

黏土质含量高有关。
(4)盐源地区小金河断裂和金河 - 箐河断裂对

页岩气的保存均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盆地内部断

裂相对不发育,对页岩气的破坏较小;盆地内部发

育的大量宽缓褶皱向斜,有利于页岩气的保存。
(5)盐源地区的页岩气勘探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志留系总含气量超过 2. 3m3 / t;泥盆系现场解析

气超过 3. 00m3 / t,并井口点火成功。 表明盐源地区

油气具有良好的勘探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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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hale gas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Paleozoic in Yanyuan area

Yu Qian1,2, Cheng Jin xiang1,2, Zhang Haiquan1,2, Wang Zhenghe1,2, Deng Min1,2, Zhao
Ankun1,2, Liu Wei1,2, Lu Junze1,2, Yang Guilai1,2

(1. Chengdu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Chengdu 610081, Sichuan,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Sedimentary Basin and Oil and Gas Resources,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Chengdu 610081,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shale gas resources in southwest China, the Chengdu center of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CGS) conducted a non鄄profit basic geological survey of shale gas in Yanyuan area.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geological survey and sedimentology study,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shale gas in the Yanyuan area are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wo sets of organic鄄rich shale series,the Silurian Longmaxi Formation and the Devonian
Pojiao formation, in Early Paleozoic in Yanyuan area. The Silurian Longmaxi Formation is dominated by
carbonaceous siliceous shale and carbonaceous silty shale. It is characterized by rich organic matter, high silica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of graptolite, and it developed in the deep shelf environment. The Devonian Pojiao
Formation is dominated by calcareous carbonaceous mudstones and calcareous carbonaceous silty mudstones. It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rich organic matter, high clay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of tentaculites, and it developed in
the lagoon environment. The two sets of organic鄄rich shales a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organic matter
contents, the huge deposition thickness, the high degree of thermal evolution, the high brittleness index, the low
porosity and the low permeability. A large number of broad鄄gentle synclines occurred in Yanyuan area, which has
good shale gas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Shale gas exploration has also achieved good results, with hydrocarbon
shows obtained in the Silurian Baizitian Formation and the Devonian Pojiao Formation in the area. It indicates that
shale gas in Yanyuan area has an excellent exploration potential.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gional hydrocarbon exploration and evaluation.
Key words: Shale gas; Carbonaceous mudstone; The Silurian Longmaxi Formation; The Devonian Pojiao

Formation; Yanyu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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