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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源岩石油地球化学评价方法

随着油气远景区的勘探日趋复杂，越来越多的勘探与生产公

司正在转向采用地球化学方法来评价烃源岩这一决定一口井成败

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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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提到的“石油”一词不仅指原油，还指
其气态或液态的流体。而石油工业常说的术
语“烃”，其含义基本上等同于“石油”。

2. 干酪根是一种颗粒状的有机质，分散于沉积
岩中，不溶于普通有机溶剂。沥青是干酪
根热降解后的一种衍生物，能溶于有机溶
剂。干酪根、沥青和有机质热变生成的烃三
者之间的确切关系至今仍然有待查明。关于
上述要素的详细内容，请参见 ：Peters KE，
Walters CC 和 Moldowan JM ：The Biomarker 
Guide，第二版。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3. Magoon LB 和 Dow WG（编辑）：The Petroleum 
System － From Source to Trap。图尔萨 ：美国
石油地质学家协会，AAPG Memoir 60，1994 年。

^ 含油气系统。一套常规含油气系统需要四种要素：源岩、储集岩、圈闭和盖层，以及两个过程：
石油生成和运移过程。石油运移和储层、圈闭及盖层的形成时机也非常重要。非常规含油气系统至
少需要源岩和足够厚的上覆层才能达到所需的热成熟度。

每个油气远景区都源于烃源岩。

每个远景区（无论是常规还是非常规

远景区，也不管是石油还是天然气远

景区）是否具有开发前景都取决于其

烃源岩。如果不具备油气来源，开发

远景区所必须研究的所有其他要素和

过程都变得无关紧要。

从广义上讲，烃源岩是指富含

有机质的细粒岩石，在一定程度的温

度和压力下能够生成油气。生成石油

的潜力直接取决于其体积、有机质丰

度和热成熟度 [1]。尽管烃源岩的体积

（取决于层厚和面积）也很重要，但

本文将主要讨论其他两个特征要素。

有机质丰度是指岩石中蕴藏的有机质

种类和含量。热成熟度是指烃源岩暴

露于热过程的时间。烃源岩在沉积层

下埋藏越深，积热越高。其中的有机

质经过热变而生成石油。

不同盆地其油气生成机理也不一

样，具体取决于沉积相、埋藏史、构

造特征及其他地质过程；但大致都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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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相当简单的模式。富含有机质的沉

积物沉积后，发生微生物发酵过程，

把部分有机质转化成生物甲烷气。随

着埋藏深度越来越深，依据盆地的地

热梯度，积热越来越大，有机质渐渐

热变成不溶性物质，即干酪根。随着

热量的进一步积聚，干酪根继续热

变。上述系列热变导致后期生成的石

油化合物的演变。随着热量继续积

聚，干酪根继续转变，最终生成沥青

和石油 [2]。变成石油后，干酪根更加

贫氢。成熟度增加也使原来比较复杂

的石油化合物结构变得简单－通常一

开始是油，然后变成湿气，最后是干

气。

这一基本模型是油气勘探最重要

的概念之一（即含油气系统） [3]。这

一概念解释了油气生成、排出、运移

和积聚过程，而烃源岩是其基础（前

一页图）。常规含油气系统中，上覆

层覆盖在烃源岩之上，其掩埋深度足

以使石油生成。从热成熟源岩生成的

石油经过多孔、渗透性岩层外排，然

后运移到储层中，在那里被圈闭到非

渗透盖层下，形成构造圈闭油藏或地

层圈闭油藏 [4]。然而，形成油藏的四

个必要过程（油气生成、排出、运移

和圈闭）并不总是顺利完成，在已探

明为有利圈闭的构造上曾经打出很多

干井便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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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体中的有机质。溶解状态的有机质可能吸附到粘土颗粒上，然后慢慢沉
到水底。胶状有机质凝成絮状后沉淀。颗粒状有机质会直接落到水底。（根
据Barker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8）。

4. 有关含油气系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Al-
Hajeri MM，Al Saeed M，Derks J，Fuchs T，
Hantschel T，Kauerauf A，Neumaier M，Schenk 
O，Swientek O，Tessen N，Welte D，Wygrala B，
Kornpihl D 和 Peters K ：“盆地和含油气系统模

拟”，《油田新技术》，21 卷，第 2 期（2009
年夏季刊）：14-29 。

5. 有些源岩既作为页岩气藏进行开采，同时还
可能是盆地其他部分常规油气藏的有效源岩，
这样的源岩并不少见。 

6. 有关油页岩的更多信息，请参见：Allix P，
Burnham A，Fowler T，Herron M，Kleinberg R 和

Symington B ：“开采页岩油”，《油田新技术》，
22 卷，第 4 期（2010 年冬季刊）：4-15。

7. Jacobson，SR ：“Petroleum Source Rocks and 
Organic Facies”， Merrill RK（编辑）：Source and 
Migration Processes and Evaluation Techniques。图
尔萨：AAPG（1991 年）：3-11。

8. Barker C ：Organic Geochemistry in Petroleum 
Exploration。图尔萨：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
AAPG Course Note Series，第 10 期，1997 年。

9. Jacobson，参考文献 7。

    Eh 是溶液的氧化还原单位；pH 是溶液的酸碱
度。

10. Demaison GJ 和 Moore GT ：“Anoxic Environments 
and Oil Source Bed Genesis”，AAPG Bulletin，64 卷，
第 8 期（1980 年 8 月）：1179-1209。

11. Jacobson，参考文献 7。

12. Palacas JG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ate Source 
Rocks of Petroleum”，Magoon LB（ 编 辑 ）：
Petroleum Systems of the United States。US 
Geological Survey Bulletin 1870。华盛顿特区：
美国政府印刷局（1988 年）：20-25。

13. Jones RW ：“Comparison of Carbonate and Shale 
Source Rocks”，Palacas JG （ 编 辑 ）：Petroleum 
Geochemist ry  and  Sou rce  Rock Potential  of 
Carbonate Rocks。图尔萨：美国石油地质学家
协会，AAPG Studies in Geology 18（1984 年）：
163-180。

14. 煤显微组分是在煤和干酪根中发现的在显微
镜下能辨别出的有机质成分，类似于岩石中

的矿物成分。

15. Tissot B，Durand B，Espitalié J 和 Combaz A ：
“Influence of Nature and Diagenesis of Organic 

Matter in Formation of Petroleum”，AAPG Bulletin，
58 卷，第 3 期（1974 年 3 月）：499-506。

16. Klemme HD 和 Ulmishek GF ：“Effective Petroleum 
Sou rce  Rocks  o f  the  Wo r ld ：St rat igraph i c 
Distribution and Controlling Depositional Factors”，
AAPG Bulletin，75 卷，第 12 期（ 1991 年 12 月）：
1809-1851。

17. Vandenbroucke M ：“Kerogen ：From Types to 
Models of Chemical Structure”，Oil & G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Revue de I’Institut Français du 
Pétrole，58 卷，第 2 期（2003 年）：243-269。

18. Tissot 等人，参考文献 15。

开采技术的不断进步为油气勘探

与开发开辟了新的远景区。资源远景

区，如页岩气开发的兴起，就是基于

非常规含油气系统，其源岩既是储层

也是盖层。在这种独立系统中生成的

油气并不发生运移，而是被圈闭在低

渗透源岩的微孔隙和裂缝中 [5]。油页

岩是另一种不同的远景资源；开发这

些源岩的作业公司必须通过加热储层

才能将油开采出来[6]。

全球剩余油气资源越来越难以发

现和开发。石油工业要致力于开发这

些资源，就必须充分了解和准确描述

分析具有开发前景的含油气系统的所

有要素。因此，除了要正确评价其远

景构造中的储层、圈闭和盖层，勘探

与生产公司还必须评估源岩的生油能

力。石油地球化学通过分析控制烃源

岩丰度和分布的要素和过程，能够帮

助提高勘探与开发效率，为盆地和含

油气系统建模提供宝贵的输入资料。

本文介绍了地学家用来评价源岩质

量、数量和成熟度的基本地球化学原

理和方法。

烃源岩基本要素

烃源岩是物理、生化和地质过程

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形成富含碳和

氢的有机质的细粒沉积岩。烃源岩中

包含的有机质含量和种类在一定程度

上受控于环境和沉积条件。如果环境

条件有助于生物活动，形成大量有机

质，并且沉积条件把生成的有机质集

中起来，而后沉积条件则完好保存积

聚的有机质，那么便可形成源岩[7]。

有机质含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

生物生产率、沉积矿物特征及水体和

沉积层的氧化作用。生物方面的贡献

从贫氢的木质碎屑到富氢的藻类或细

菌类物质。根据这些成分可能生成多

种有机化合物。

水体中的有机质可能处于溶解

状态、胶状或颗粒状，近水表含量最

高 [8]。每种状态的有机质从水表到其

最终融入沉积物的路径是不同的（左

图）。从水体到水-沉积物界面，有机

质要经历各种化学和生物过程。

水体中的氧有助于提高有机质

的生物生产率，但也促进生物降解和

氧化作用。有机质也可能因为物理磨

蚀或水的Eh和pH发生化学变化而改

变 [9]。一旦这种物质沉淀到水底，细

菌、蠕虫及其他食底泥动物都尽其所

能吸收，进行新陈代谢，使得一部分

有机质变成简单分子。生物降解和氧

化作用的最终结果是降低了有机质丰

度，只有那些相对难以降解的有机质

最终才能融入沉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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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受扰动的沉积物。该岩心样品中的细薄层
说明是在没有遭到水底生物扰动的静水条件连
续下形成的。

^ 干酪根类型。可根据物质来源将干酪根分成四类。

7 cm

在这种沉积环境中，氧气和能

级也许是控制沉积物中有机质浓度和

保存效果最关键的因素。贫氧沉积物

为保存有机质提供了最佳媒介。因为

氧含量低，所以形成还原环境，能保

护有机质不被氧化，同时也能限制食

底泥动物的活动。烃源岩呈现为细微

层理或纹泥状说明所在环境是厌氧型

（上图）。这些特征表明在沉积物上

面是长期停滞的厌氧水层，也没有生

物扰动，意味着这样的环境不利于那

些扰乱沉积层、吞噬有机质的食底泥

动物生存[10]。这些条件也与低能量沉

积环境紧密相关。

因为静水域降低了氧气和有机质

的交换，所以它们创造了一个厌氧条

件能够存在的环境。此类低能量环境

也可使细粒沉积物沉淀下来。因此烃

源岩的粒径和有机质含量之间有一定

的关系。高能环境下，如沙子容易沉

积的海滩或沙坝，不能形成烃源岩[11]。

波浪作用有助于氧化沉积物，把沙子

中的粘土颗粒级物质和小粒度的有机

物冲洗出来，并使其一同沉积到比较

平静的水域。因此，相对于页岩，砂

岩通常只包含少量的有机质。

矿物特征在烃源岩发育过程中

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运移并沉淀到沉

积物中的矿物质能与有机化合物发生

反应，最终稀释沉积物中的有机质浓

度。这种稀释作用影响烃源岩生成和

排出石油的能力。尽管很多富含有机

质的烃源岩都属于泥质类，但碳酸盐

（以泥灰岩为代表）也能形成良好的

烃源岩和储层。有些碳酸盐可能含有

高达10%到 30% 的总有机碳（TOC），

而页岩的TOC可能不足5%[12]。

总之，高质量烃源岩，不管是碳

酸盐岩还是页岩，都有着很多共同特

征。它们都是在厌氧或强还原环境下

形成的，一般都是层状，TOC呈中高

水平，蕴含的有机质氢/碳比通常超过

1.2[13]。

尽管是在厌氧条件下沉积下来

的，这些富含有机质的细粒沉积物仍

然缺少一个关键要素：热成熟干酪

根。成熟干酪根需要一定的热量才能

形成。

热  变

随着埋深增加，压力和温度越来

越高，沉积物慢慢发生热变作用。当

热量、压力和时间达到一定程度，沉

积物发生岩化，其中的有机质热变成

干酪根。根据其起源，可将干酪根分

成四类（上表）[14]。也可根据氢、碳

和氧的含量对干酪根进行分类。每种

干酪根与可能生成的石油类型有明确

的关系[15]。

I类干酪根主要生成于湖泊环境，

在海洋环境下有时也能生成。主要来

源于藻类、浮游生物及其他物质，这

些物质都经过了生存在沉积物中的细

菌和微生物的改造作用。这类干酪根

富含氢，氧的含量较低，容易生成

油，也可能生成气，具体决定于热发

育阶段的条件。全球只有不到3%的油

气储量来源于I类干酪根，因此这类干

酪根并不常见[16]。美国西部绿河组储

层中发现的I类干酪根就是其中一个实

例。

II类干酪根主要在还原环境中生

成，这类环境发现于深度适中的海洋

沉积条件。主要来源于经过细菌加工

过的浮游生物遗体。II类干酪根富含

氢，碳含量低，持续受热成熟后能生

成油或气[17]。比较典型的II类干酪根包

括北海的Kimmeridge粘土层和西伯利

亚的Bazhenov组地层。在某些沉积环

境下，硫化物可能进入沉积层，形成

II类干酪根的变种，即II-S型干酪根。

在加利福尼亚的Monterey组地层和委

内瑞拉的La Luna组地层都发现有这类

干酪根。其显著特征是油生成的非常

早，可能是因为含硫化合物反应比较

活跃所致。

III类干酪根主要来源于那些沉积

在由浅到深的海相或陆相环境中的陆

源植物碎屑。III类干酪根比I或II类干

酪根的氢含量低，氧含量高；因此

易生成干气。大多数煤含有III类干酪

根。

IV类干酪根来源于那些在经过侵

蚀改造后的较老沉积物中发现的剩余

有机质。最终沉积前，这类干酪根可

能已经经过陆上风化、燃烧或沼泽或

土壤中的生物氧化。这类干酪根中的

碳含量高，氢含量较低。其中的碳基

本上已经没有活性，因此IV干酪根几

乎不可能再生成油或气[18]。

干酪根
类型

沉积环境主要来源

I

II

III

IV

藻类

浮游生物和部分藻类

高大植物

经过改造和氧化后的物质

湖泊相

海相

陆相

各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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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酪根的热变。烃源岩中烃类的生成过程主
要受控于温度，在这一过程中干酪根成分发生
从活性碳到死碳的演变。成岩过程初期释放出
气，主要是生物活动的结果。埋深进一步增加
后发生深成作用，这一过程生成油和气。随着
埋深和温度进一步增加，进入深变过程，剩下
的油发生裂解，最初释放出气，后来是分子结
构更加简单的干气。该过程具体变化与干酪根
种类相关。（根据Tissot等人的资料修改，参考
文献15）。

一般而言，富含氢的干酪根是生

成油和烃类气体的主要来源；那些氢含

量较低的干酪根主要生成烃类气体。当

干酪根中的氢元素耗尽后，烃类的生成

停止，无论其中碳含量多少[19]。 
在不断埋藏过程中随着温度和

压力的上升，有机物开始释放出油和

气。总体上，随着这种热成熟过程的

不断加强，产生的烃类物质分子越来

越小，挥发性越来越强，氢含量越来

越高，最终形成甲烷气。并且，随着

干酪根通过热成熟不断进化，其化学

成分也渐渐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一种

氢含量减少的残碳[20]。

热成熟过程可划分成以下三个阶

段（上图）。

•  第一阶段，沉积物发生成岩作用。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这一术语

包括从沉积时刻直到显著热变过程

开始之间沉积物所发生的所有自然

变化[21]。但是，烃源岩在这个阶段

的典型特征是有机质发生改变，一

般是在温度低于50oC（122oF）左右

的条件下发生改变[22]。在成岩作用

中，氧化及其他化学过程使有机质

发生分解。如果是在厌氧条件下沉

积的，那么有机质可能会被甲烷菌

转变成干气[23]。随着温度的升高和

pH值的变化，有机质逐渐转变成干

酪根，极少量会转变成沥青。

•   烃源岩随着热量不断积聚逐渐成

熟，并经历深成作用。在这一阶

段，当温度上升到50－150oC（122－
302oF）之间时，开始生成石油，使

干酪根中的化学键断裂[24]。在该油

窗内，I类和II类干酪根既生成油也

生成气，而III类干酪根主要生成烃

类气体。埋深、温度和压力的进一

步增加迫使烃源岩进入气窗的上部

分，这时油分子发生二次裂解，生

成包含甲烷、乙烷、丙烷和各种重

烃在内的湿气[25]。

•  深变作用标志着最终阶段。在该阶

段，更多积聚的热量和化学变化

把大部分干酪根转变成甲烷和残

碳。随着烃源岩进一步进入气窗，

产生甲烷或干气，同时产生非烃

类气体，如二氧化碳（CO2）、氮

气（N2）和硫化氢（H2S）。这些

化学变化发生在150－200oC（302－
392oF）之间[26]。

上述阶段与烃源岩成熟度有直接

关系。热未成熟烃源岩经过了成岩作

用改变，但受到的热量还没到热变石

油的程度。热成熟烃源岩处于（或曾

经处于）油窗内，经历了生成石油的

热变过程，正在生成石油。热成熟后

的烃源岩已进入气窗，已经生成过石

油；经历了该阶段后，它们已经耗尽

了所有氢，无法生成更多油和气[27]。

尽管成熟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盆地内连续沉积造成的埋深增加，但

在局部或区域内也受到从地壳构造、

火成岩体附近和地壳内天然放射性衰

变产生的热流的影响。盆地内控制地

层沉降和隆起的地质过程也影响烃源

岩的成熟过程。如果盆地发生隆起，

热成熟过程就可能被中断，只有沉降

恢复后才能继续。

在勘探与生产公司钻到的深度，

石油生成过程经常还未完成，部分烃

源岩仍有一定程度的生油能力[28]。因

此，从地下采集的岩样可能含有生成

的烃，以及未完全反应的有机质。在

实验室还可观察和测量到其中的一些

反应，根据有机质热解变化分析其在

地下的变化过程，因此是一种确定有

机质特征的有效技术方法。

烃源岩基本分析方法

烃源岩内的一些石油化合物在温

度低于干酪根裂解所需温度时会释放

出来。通过监测温度平稳增加过程中

释放出的化合物，地球化学师可确定

生成的石油相对于烃源岩中总生油潜

力的比例。另外，根据相对于最大生

气量的温度可判断烃源岩的成熟度。

地学家利用各种技术方法评估烃

源岩的生油能力。采用露头岩样、地

层钻屑、井壁岩心和常规岩心进行地

球化学试验能帮助确定烃源岩中有机

质的含量、类型和热成熟度[29]。获得

的结果有助于地学家确定源岩的生油

可能性、生油量、生油时间、生油种

类，也帮助确定在烃源岩排出油气后

还可能发生哪些二次反应过程。

碳是任一种有机化合物的基本元

素，评估某种岩石有机质丰度的方法

之一就是测量其碳含量[30]。因为地层

是否含油或气与其碳含量直接相关，

所以测量TOC是评价烃源岩的首选方

法。初步评估碳含量后，再进行其他

筛选程序，如热裂解和镜质体反射率

分析。通过上述试验可快速评估大量

岩样，此外还可辅以更全面的试验方

法。

通过直接燃烧岩样法可获得TOC
值，这种方法只需1克（0.0022磅）的

岩样[31]。岩样经粉碎和处理后，清除

碳酸盐岩样中的碳或其他污染物。

然后在高温感应炉中加热到1 2 0 0 oC
（192oF）燃烧。干酪根中的碳转化成

CO和CO2。改变后的碳组分在红外装

置中进行测量，并将测量结果转换成

TOC，记录为占岩石总重的质量百分

比[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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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解分析仪。该Rock-Eval 6热解分析仪在程序化加热过程中记录从烃源岩中释放出的气体。
（照片由Vinci技术公司提供）。

T O C测量值可用来评估三种成

分。从可萃取有机质（EOM）中提取

的碳主要来源于干酪根的热裂解，这

种碳发现于岩石中已经生成但还没有

排出的油和气中。残碳是没有生油或

生气潜力的那部分干酪根的主要组

分，此类干酪根因为其高度紧密的化

学结构没有氢元素而不具有生油或生

气潜力。干酪根中的可转化碳代表了

源岩的剩余生油潜力。生油能力大小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转化碳组分的

化学组成[33]。

TOC测量是定量分析有机质丰度

的第一步。TOC值只是提供了一种半

定量确定烃源岩生油能力的方法，该

值表明的是有机质的数量而不是质

量。如果经过这一初步试验证明有机

质含量很高，还应进行其他试验以确

定有机质的质量和成熟度。 
其中一种试验是法国石油研究

院开发的，其Rock-Eval热解分析仪已

成为评价烃源岩的行业标准[34]。这种

程序化的热解技术是石油地球化学领

域的一个重要突破，可把岩样加热到

高温，使研究人员能够得到在沉积盆

地中要经过数百万年才能演变成的结

果。该技术只需100毫克（0.00022磅）

的粉碎岩样，几分钟就完成整个分析

过程（右上图）。新一代Rock-Eval分
析仪采用热解炉和氧化炉按照程序化

阶段把岩样加热到100－850oC（212oF
－1562oF）。岩样分析自动完成，最后

输出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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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萨：AAPG（1991 年）：113-118。

31. 关于测量 TOC 的其它技术方法，请参考
Peters 和 Cassa，参考文献 27 的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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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化热解分析结果。自由油气根据S1峰值计量，剩余油气根据S2计量。Tmax为472oC（882oF）对
应于达到S2时记录的温度。图中还给出了根据S3测量得到的CO、CO2和矿物碳成分。CO2与有机质中
的氧含量成正比，其结果为计算确定干酪根成熟度和类型的重要指标提供输入数据。根据热解计算
结果来确定可热解碳、残碳、矿物碳和TOC。（图件由Vinci技术公司提供）。

^ 烃源岩评价标准。须根据多个评价因素对烃源岩的生烃潜力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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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ock-Eval热解过程中，岩样在

氦或氮惰性气体环境中被加热。火焰

离子检测器（FID）对每个加热阶段释

放出的有机化合物进行探测。敏感红

外（IR）探测器测量热解过程中释放

出的CO和CO2。热电偶监测温度。测

量结果即为热解色谱图（上图）。地

球化学人员根据试验结果分析烃源岩

中所含有机质类型，确定岩样热演变

过程，分析剩余生烃潜力[36]。

岩样分阶段被加热，开始时保持

300oC（572oF）的高温数分钟，接下来

按程序每分钟提高25oC（45oF），直到

达到峰值850oC（1562oF）左右。在第

一个阶段，原先由沥青生成的自由油

和气从岩石中蒸馏并释放出来。在下

一阶段，不溶性干酪根通过热解生成

烃类化合物。随着温度进一步升高，

除释放烃类物质外，干酪根还释放出

CO2
[37]。控温过程在热解色谱图上表现

为一系列的温度峰值[38]。 
第一个峰值S1对应于从岩样中释

放出来的自由油和气，在该阶段（第

一阶段）岩样被加热到300oC，干酪根

没有发生裂解。释放出的油气是在地

下条件下生成的，但直到热解时才从

岩样中排出。S1表示每克岩样中能干

馏出多少毫克自由油气[39]。

第二个峰值S 2对应于在热解的

第二阶段从岩样中生成的油气。这些

油气是重烃裂解和干酪根热分解的结

果。S2代表1克岩样中有多少毫克的剩

余油气，因此表示如果源岩继续热成

熟，还可能再生成多少油气。这一读

数对评价油页岩有重要意义。

Rock-Eval方法给出多个CO2测量

值。S3峰值对应于干酪根热解过程中

释放出的CO2，表示为每克岩石生成

CO2的毫克数。热解后，残余有机碳

在另一个炉中被氧化，产生峰值S4。
S4被细分成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两种

成分，分别得到S4CO2和S4CO两个峰

值。单独的CO2峰值（S5）反映岩样中

碳酸盐矿物分解后产生的二氧化碳。

还记录热解温度，得到Tmax峰值，

该峰值对应于最大油气生成时的热解

炉温度。在热解的第二个阶段达到

Tmax，此时干酪根开始裂解，重烃分子

断裂，产生S2峰值[40]。知道岩样中生

成各种化合物所必须的热量能帮助地

球化学家了解该岩石形成史，以及岩

石经历的热成熟程度。不能把Tmax和地

质温度混为一谈，但Tmax对分析有机质

热演化特征非常有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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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酪根成熟过程。经过修正的Van Krevelen图说明了随着埋深和
温度增加使干酪根发生的各种变化。干酪根热变成烃的一般趋势表
现为开始产生非烃类气体；随后开始生油、湿气，最后是干气。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CO2和H2O的释放，干酪根失去的主要是氧；随
后，随着烃的产生，开始失去更多的氢。

36 .  Esp i tal ié J 和 Bordenave  ML ：“Rock-Eval 
Pyrolysis”，Bordenave ML（ 编 辑 ）：Applied 
Geochemistry。巴黎：Editions Technip（1993 年）：
237-261。

37. Peters KE ：“Guidelines for Evaluating Petroleum 
Source Rock Using Programmed Pyrolysis”，AAPG 
Bulletin，70 卷，第 3 期（1986 年 3 月）：318-
329。

38. 早期的论文有时把三个峰值称为 P1、P2 和
P3。例如，Espitalié 等人，参考文献 34，把
P1、P2 和 P3 峰下的面积分别称为 S1、S2 和

重要指标

综合考虑，这些热解测量结果

为有效分析烃源岩中所含有机质化学

组成和成熟度提供了重要信息（前一

页，左下表）。各种成分间的相互关

系构建了烃源岩特征过程中所用各项

指标的基础[41]。 
•  氢指数HI，是氢与TOC之比，定义为

100 x S2/TOC。HI与干酪根中氢含量

成正比，HI高说明生油能力强。可

根据该指标推测干酪根的类型。

•  氧指数OI，是CO2与TOC之比，定义

为100 x S3/TOC。OI与干酪根中的氧

含量有关，对追踪干酪根成熟度或

推测干酪根类型有用。

•  生产指数PI，根据热解第一和第二

阶段生成烃之间的关系推导，定义

为S1/(S1 + S2)。PI一般随细粒岩石

埋深增加而增加，因此用该关系确

定有机质的演化特征。随着干酪根

中的可热降解成分转化成自由烃，

在烃未排出源岩前，PI也随源岩不

断成熟而增加。异常高的S1和 PI值
也可用来确定石油积聚。

•  石油潜力指的是足够成熟的烃源岩

可能生成的最大烃量，定义为S1 + 
S2。因此它包括了岩石已经生成的

烃（S1）以及烃源岩继续成熟的话

还可能生成的烃量（S2）。表达为

每吨岩石的烃千克数。

上述指标对分析干酪根类型和

成熟度特别有用。在Van Krevelen图
上，I类干酪根的HI值高，OI值低（右

图）。III类干酪根的HI低，OI高。II类
干酪根位于I类和II类两个极端情况之

间。在不断成熟过程中，OI趋向于不

断降低，而HI开始基本上保持不变。

当干酪根进入油窗后，HI降低，PI随
埋深增加而增加[42]。这类信息为地球

化学家提供了珍贵线索，使他们通过

确定有机质的数量、类型和成熟度能

够对烃源岩的生油气潜力进行评估。

S3。但现代热解分析仪自动计算这些面积，
通常将这些峰称为 S1、S2 和 S3。 

39. Espitalié 等人，参考文献 34。

40. Peters 和 Cassa，参考文献 27。

41. Espitalié 等人，参考文献 34。

42. Espitalié 等人，参考文献 34。

43. Peters 和 Cassa，参考文献 27。

Rock-Eval和TOC的分析能力直接

依赖于近间距取样，因此要求每隔10
米（33英尺）深度进行一次取样，无

论岩性是否变化[43]。然而，热解还必

1.5
氢

指
数

1.0

0.5

I类

II类

III类

IV类

氧指数

干气

成熟度增加

CO2, H2O

油l

湿气

无生烃潜力

干酪根成熟过程
中释放出的物质

0 0.1 0.2 0.3

须辅以配套的地球化学分析。对于关

键岩样，根据热解分析得到的解释结

果还需用其他方法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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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煤中的镜质体。镜质体显微组分反射的光强度是
确定岩石热成熟度的关键试验。在显微取样范围数百个
点上测量样本反射的光强度，然后通过统计分析确定样
本中镜质体的量及其热成熟度。该照片是在入射白光
下对油浸样本拍摄的。（照片取自美国地质调查局能
源计划：“2011 Photomicrograph Atlas”，http://energy.
usgs.gov/Coal/OrganicPetrology/PhotomicrographAtlas.aspx
（2011年7月7日浏览）。

^ 热色变等级。可根据岩石中所含孢子和花粉的颜色变化确定烃源岩成熟度。（根据Staplin的资料
修改，参考文献47）。

20 µm

1: 

2: 

3: 

4: 

5: 

其他评价方法

镜质体反射率是评价干酪根成

熟度的一种重要工具。镜质体是植物

细胞壁上的纤维素和木质素通过热蚀

变形成的煤岩组分，在许多干酪根中

都有发现（上图）。随着温度上升，

干酪根经历复杂、不可逆转的芳构化

反应，从而提高反射率[44]。镜质体反

射率最初用于确定煤的等级或热成熟

度。这一技术帮助地球化学人员评估

随温度增加干酪根成熟度的变化，从

早期成岩作用一直到变质过程（即岩

石内石油生成、保存和破坏的整个过

程）[45]。

反射率（R）用装配有油浸物镜

和光度计的显微镜进行测量[46]。镜质

体反射率测量值应对照玻璃或矿物反

射率标准进行仔细校准，反射率测量

值反映的是光在油中反射的百分比，

表示为Ro。用多个样品确定的镜质体

反射率是平均反射率，通常表示为

Rm。

作为热成熟度指标，Ro值随有机

质种类不同而变化，并且因为气窗的

温度范围比油窗范围大，代表气的Ro

值相应地比代表油的Ro值大。因此，

高成熟值（Ro > 1.5%）一般表明干气

占主要成分；中等成熟值（1.1% < Ro < 
1.5%）表明是气成分，但在较低温度

范围趋向于油。湿气仍然能在较低范

围内发现（0.8% < Ro < 1.1%），较低反

射率值（0.6% < Ro < 0.8%）表明油占主

要成分，而Ro < 0.6%表示是未成熟干

酪根。

R o值本身有时候会产生误导信

息，因此应该与其他测量值综合考

虑。有些成熟度测量结果基于古花粉

和植物孢子的颜色，或细小化石牙齿

的颜色。由于镜质体反射率普遍存

在，因此上述指标总是和Ro值关联起

来。因为镜质体只存在于比石炭纪年

轻的沉积物中，这些沉积物经历了木

本植物的作用，而较老干酪根的成熟

度依赖其中的沥青推测镜质体反射率

当量（VRE）。

热变指数（TAI）通过显微镜检

测孢子的颜色来确定[47]。碳化导致孢

子样本如孢子和花粉改变颜色。未达

到热成熟的孢子是黄色的，但成岩作

用中变成橘色或黄棕色。随着温度上

升，在深成作用中变成棕色，然后在

深变作用中变成黑色[48]。TAI分五个蚀

变等级（左下表）。

牙形石色变指数（CAI）基于在化

石牙齿中观察到的颜色变化[49]。牙形

石是刺鳗形脊索动物的细小牙齿残骸

化石。这些化石中含有微量有机质。

其尺寸较小，由碳磷灰石组成，使其

耐风化，高温下不容易变质；甚至从

大理石和云母片岩中采集到了这些化

石。

牙形石的色变遵循一定的顺序，

可通过实验室加热试验复制。牙形石

色变与时间和温度有关，是渐进积

累、不可逆转的，这使它成为记录最

高温度的一种很好的对比工具[50]。未

经风化的牙形石是淡黄色；随着温度

升高，逐渐变成浅棕色，然后变成深

棕色、黑色、不透明白色，最后呈现

水晶透明色。从淡黄色变成黑色被认

为是化石结构中有机质内固碳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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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形石色变。牙形石随温度增加而产生颜色变化；其颜色与镜质体反射率有一定的对比关系。
（数据来自Harris，参考文献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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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层钻屑分析。钻井泥浆循环至地面（红色箭头）后通过振动筛，从中收集地层钻屑。泥浆录井
设备利用显微镜对钻屑进行评价分析，用FID和气相色谱仪分析泥浆气。也可以在实验室对岩屑中
释放出的气体进行分析。在转移至实验室过程中，必须将钻屑密封在有水的样本瓶中。从岩屑中释
放出的气体积聚在水面之上。这种气体通常被称为顶气。在实验室，将气体从容器中抽出，之后注
入气相色谱仪取样口。气体通过色谱仪的毛细管柱时分离成不同的组分，后分离出的组分比先分离
出的组分通过分析系统的时间稍长。每种组分单独从管柱中排出，然后用FID或其他检测仪进行分
析。分析结果以色谱图的形式记录下来（右下）。

随着碳的损失和水从晶体结构

中释放出来，牙形石的颜色也发生

变化。实验数据表明，温度达到50oC
（122oF）左右时牙形石开始变色，一

直持续至550oC（1022oF）左右。对照

实验室建立的一套牙形石色变标准，

对样本进行比较分析，可确定样本的

CAI，估测温度范围。牙形石色变与其

他光学指标和固定碳百分比有一定的

对比关系（右上表）。

另一种筛选方法是测量钻屑中释

放出的轻烃组成和浓度[51]。烃源岩细

粒地层钻屑即使被带到地面后其中还

44. Peters 和 Cassa，参考文献 27。

45. Senftle JT 和 Landis CR ：“Vitrinite Reflectance 
as a Tool to Assess Thermal Maturity”，Merrill 
RK（编辑）：Source and Migration Processes and 
Evaluation Techniques。图尔萨：AAPG（1991 年）：
119-125。

46. 反射率和反射能力这两个术语可交换使用，
前者更常用些。反射率表示界面反射回的光
强度与直射到界面的光强度之比，即反射光
与入射光强度之比。该值是可变的，具体取
决于界面的厚度，亦即透明度。如果界面足
够厚，能阻止光线透过，那么反射率就达到
最大。这就是界面反射率能力。

47. TAI 是 Staplin FL 提出的：“Sedimentary Organic 
Matter，Organic Metamorphism，and Oil and 
Gas Occurrence”，Bulletin of Canadian Petroleum 
Geology，17 卷，第 1 期（1969 年 3 月）：47-
66。

48. Anders 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Methods”，
Merrill RK（ 编 辑 ）：Source and Migration 
Processes and Evaluation Techniques。 图 尔 萨：
AAPG（1991 年）：89-95。

49. 牙形石发现于晚寒武世和三叠纪地层，早就
被怀疑是牙齿化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通过电子显微镜证实了这一推测。关于牙形

石研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Zimmer C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Tooth”，Discover，14 卷，
第 1 期（1993 年 1 月）：67-68。

50. Harris AG：“Conodont Color Alteration，An Organo- 
Mineral Metamorphic Index，and Its Application 
to Appalachian Basin Geology”，Scholle PA 和
Schluger PR（编辑）：Aspects of Diagenesis。图
尔 萨 ：Society of Economic Paleontologists and 
Mineralogists，SEPM Special Publication 26（1979
年）：3-16。

    关 于 CAI 的 研 讨 论 文， 请 参 见：Epstein 
AG，Epstein JB 和 Harris LD ：“Conodont Color 
Alteration － An Index to Organic Metamorphism”，
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美国地质调
查局专业论文 995，1977 年。

51. Noble RA ：“Geochemical Techniques in Relation to 
Organic Matter”，Merrill RK（编辑）：Source and 
Migration Processes and Evaluation Techniques。图
尔萨：AAPG（1991 年）：9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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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标志物分析。生物标志物的碳结构与具体生物质的化学前体分子有直接关系。发现的最小标志物
为分子级，只能通过GCMS确定。在该方法中，气相色谱仪的毛细管柱吸入分离的化合物，然后进入离子
发生器。离子发生器中的金属丝使每种化合物离子化。然后用四级杆质量分析器根据其质量/电荷比对离
子进行过滤。然后电子倍增器对通过四级杆质量分析器过滤出的选定质量的每种离子进行探测。

52. Noble，参考文献 51。

53. 这类地球化学指纹还可用于原油分析对比；
业已证明该方法能帮助追踪海上“神秘”浮油，
从而确定漏油船只。

54 .  Peters KE 和 Fowler  MG ：“App l ications of 
Petroleum Geochemistry to Exploration and Reservoir 
Management”，Organic Geochemistry，33 卷，
第 1 期（2002 年）：5-36。

55. Noble，参考文献 51。

56. Horsfield B，Disko U 和 Leistner F ：“The Micro-
Scale Simulation of Maturation ：Outline of a 
New Technique and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Geologische Rundshau，78 卷，第 1 期（1989 年）：
361-374。

    Hill RJ，Tang Y，Kaplan IR 和 Jenden PD ：“The 
Influence of Pressure on the Thermal Cracking of 
Oil”，Energy & Fuels，10 卷，第 4 期（1996 年）：
873-882。

57. Dahl JE，Moldowan JM，Peters KE，Claypool GE，
Rooney MA，Michael GE，Mello MR 和 Kohnen 
ML ：“Diamondoid Hydrocarbons as Indicators of 
Natural Oil Cracking”，Nature，399 卷，第 6731
期（1999 年 5 月 6 日）：54-57。

可能含烃类物质，因此是很好的分析

样本。该技术被称为气相色谱分析，

可在井场或实验室严格控制的条件下

进行（前一页，下图）。

气相色谱仪能够对钻井过程中

释放出的天然气进行评价，并分别

记录甲烷（C 1）、乙烷（C 2）、丙

烷（C 3）、异丁烷（ iC 4）和正丁烷

（n C 4）的峰值；对于戊烷（ i C 5和

nC5）和更重的烃（C5+）一般记录单

峰。确定这些气体的组分和含量有助

于地学家估算潜在储层中可能的油气

类型。

气 相 色 谱 （ G C ） 加 上 质 谱

（MS）可对微量有机物进行详细分析

（上图）。地球化学师家通常利用这

一技术（即GCMS）识别被称之为生

物标志物的有机质集聚和相对含量。

生物标志物由分子化石组成，通过生

物成因过程才能合成[52]。其有机结构

可分成基本的群组。这些群组与有机

体的种类相关，有助于地球化学师确

定其可能的沉积环境。

生物标志物的组分能反映沉积物

中的有机质种类，以及沉积后发生的

化学变化。化学前体分子及其化学反

应结合特征在不同的盆地或油田内是

不一样的，产生的生物标志物分布情

况在具体地点也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通过将油和潜在烃源岩样本进行比

较，可根据化学指纹把油与其来源关

联起来[53]。由于生物标志物的分布特

征随时间和温度呈现系统性变化，因

此能帮助地球化学家推测烃源岩的成

熟趋势。

如果在盆地内没有发现潜在烃源

岩，可根据与源岩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比

率得到油和烃源岩之间的间接关系[54]。

生物标志物比率有助于地球化学家推

测烃源岩的热成熟度、岩性、沉积环

境、有机质融入情况和年代。例如，

某种原油中包含的生物标志物可能表

明其源岩是轻度成熟的贫粘土泥盆纪

海相碳酸盐岩，其中蕴含在厌氧条件

下沉积的藻类和细菌有机质。生物标

志物还可以补充如镜质体反射率和孢

子颜色等成熟度指标[55]。

未来的发展

尽管在过去50年对烃源岩进行了

广泛研究，但最近围绕页岩气和页岩

油展开的油气远景区勘探活动使地球

化学研究及开发重新兴起，从而扩大

了成熟技术的应用范围，并促进了新

仪器的研制与开发。

特别是在过去10年内，含油气系

统建模工具重新得到重视。烃源岩动

力特征是含油气系统模型的关键输入

信息，能够对岩石在热成熟过程中发

生的化学反应和生成的烃化合物特征

进行描述。已被证明能有效模拟烃

源岩成熟过程的两种热解技术分别

是微型密闭容器和金管密闭热解技

术[56]。利用上述技术，科研人员能详

细分析各种过程如油变气的裂解过程

（OTGC），在此过程中温度高于150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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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电子显微镜与Barnett页岩样品反向散射成像图，放大倍数为1000倍。在页岩样品（右）中，可看到主要由干酪根组成的无定形有机质（深灰
色）以大块连续透镜体或小块分散分布的包块形式交织在复杂的矿物基质（浅灰色）中。岩样中还发现了页岩热化学成熟过程中形成的黄铁矿（白
色小晶体）。不同尺寸和形状的孔隙（黑色小点）在干酪根和矿物质中都可观察到，但在前者中更为普遍。该样本首先用氩离子抛光器打磨，然后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成像（左），以揭示这一泥岩沉积层中由有机质、矿物质和孔隙组成的复杂结构特征。（图片由斯伦贝谢道尔研究中心的Nicholas 
Drenzek和JEOL美国公司的Natasha Erdman提供）。

1 µm

使油分解成气。OTGC研究结果有助于

追踪耐热碳分子（即钻石形的碳），

从而确定在高温条件下气如何从油中

分解出来[57]。

稳定碳同位素以及其他元素如

氢、氧或硫的同位素分析也越来越普

遍地应用到有机地球化学领域。最近

通过对乙烷碳同位素的观察分析，发

现干气和含气页岩内的超压层之间存

在一定的联系。通过绘制同位素图，

发现成熟度出现逆转趋势，与正常随

埋深增加成熟度增加的趋势恰好相

反。出现逆转趋势的原因还不清楚，

但在出现逆转趋势的井中观察到产量

增加的倾向。

科学家们也重点研究烃源岩矿物

基质中干酪根的物理结构。在很多烃

源岩中，原地成熟过程中富含有机质

页岩中形成的次生渗透性和孔隙被认

为是许多页岩能够开采页岩气的关键

因素（上图）。有机岩石学利用基础

及高级微观技术对有机质进行研究，

使干酪根评价再次得到高度重视。

除实验室分析外，利用新技术监

测钻遇的气体也有助于地学家确定烃

的组成，定位流体界面，帮助识别储

层中的组分梯度。FLAIR流体测井分析

仪器在恒定压力、流量、体积和温条

件下从钻井泥浆中提取钻遇的气体。

FLAIR系统是斯伦贝谢Geoservices泥
浆录井服务系列的组成部分，该系统

首先收集随泥浆循环到地面的气体样

本，然后将其分离成单独成分，定量

分析C1－C5，半定量分析C6－C8等组

分。同位素分析能提供有关钻遇油气

的来源和特征信息。根据δ13C/CH4比

（与生油能力相关），泥浆录井分析

员能为勘探与生产公司提供有关烃源

岩的基本信息，包括干酪根类型和热

成熟度等。

作业公司很重视研究远景构造

的沉积和构造特征，同时也很关注控

制油气形成的过程。地球化学反应和

有机质转换是石油生成不可或缺的过

程；分析有机质特征越来越成为新远

景区开发的关键要素。这里介绍的评

价工具和技术为拓展新的勘探领域提

供了很好的帮助。                           －M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