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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塔里木盆地具有构造演化旋回多、烃源岩发育层系多、油气成藏期次多、油气藏破坏次数多等特点，油

源普遍混淆，已发现油气藏以它源油气成藏体系为主，难以通过单油源含油气系统来解决油气成藏的认识问题。

论文以塔中低凸起石炭系油气藏为研究对象，引入“网毯式油气成藏体系”理论，剖析了油气成藏体系结构及

特征，揭示了油气输导体系。结果表明：塔中低凸起石炭系发育CIII、CI两套次级成藏体系单元，各成藏体系

单元结构包括油源通道网层、仓储层、油气聚集网层等三层结构；油气输导体系划分为四类十一型，即断裂输

导型、不整合输导型、连通砂体输导型及火山岩输导型，输导模式包括“Y”型、“T”型及“S”型等。塔中低

凸起为典型的复合网毯式油气成藏体系，成藏体系结构和输导体系的建立为石炭系油气藏滚动开发拓展了新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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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塔里木盆地是我国典型的叠合盆地，经历多期构

造变革，发育多样的沉积旋回，油气分布与富集规律

复杂 [1-4]。针对塔里木盆地多套烃源岩发育、多期生

烃和成藏、多次油气藏调整和破坏等问题，国内专家

和学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周兴熙、张光亚等以

烃源区为中心，确定了多个复式含油气系统 [5-6]；宫秀

梅等引入成藏体系分析方法，揭示了多期成藏特征及

运移方式，明确了油源断裂、不整合面等多类输导体

系 [7]；孙龙德等将复式油气聚集区理论引入塔中低凸

起，明确了塔中地区油气成藏主控因素及油气分布规

律 [8]；金之钧等提出了“源-盖控烃”的勘探评价理

念，明确了塔里木盆地“源-盖”动态配置关系对油

气成藏的控制作用 [9]。

前人研究揭示了塔里木盆地石油地质特征，明确

了油气成藏模式及宏观油气分布规律，为油气勘探奠

定了基础。但由于研究尺度相对比较大，在指导小尺

度复杂油气区及复杂岩性油气藏滚动开发相关问题时

有效性不足。基于此，以塔中低凸起石炭系为研究目

标，以油气藏为核心，引入网毯式油气成藏体系相关

理论，旨在通过小尺度范围内成藏体系结构和输导体

系解剖，有效指导复杂油气藏滚动开发及生产问题。

“网毯式油气成藏体系”的概念由张善文等人提

出 [10-11]，用以表征下伏层系的它源油气通过网毯式运

聚形成的次生油气藏组合，国内专家、学者将该理论

运用于多个含油气盆地，开展油气成藏领域研究，在

油气的勘探开发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12-15]。塔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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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塔中低凸起石炭系油气来源于多套烃源岩，多期

成藏，油气输导体系复杂，且早期形成油气藏受构造

影响遭受破坏发生二次运移并在上覆地层中再次聚集。

塔中低凸起复杂的成藏特征及油气分布构成了典型的

网毯式油气成藏体系。

1 研究区概况

塔中低凸起构造位置位于中央隆起带中部，北接

满加尔凹陷，南临塘古凹陷，东西两侧分别为中央

隆起带东段的塔东低隆及西段的巴楚断隆，面积约

275×104 km2。其为一继承性复式背斜构造，南北受

断裂限制，各断裂构造带向东收敛、向西发散形成帚

状构造，发育塔中 I号断裂带、塔中 10 号构造带、中

央断垒带及塔中 1-8 号潜山带等 (图 1)。其中，塔中

10 号构造带已投入开发TZ4、TZ16、TZ10、TZ40 等

多个油藏，是当前滚动勘探开发的重点区域。

1.1 地层格架及沉积特征

塔里木盆地为多旋回构造演化形成的叠合盆地，经

历了 3 期伸展‒聚敛旋回、6 个演化阶段。多期构造运

动作用，形成了多套不整合面，从而控制了多级次的层

序格架。塔中地区石炭系、二叠系构成了 1 个一级构造

层序，而石炭系自身构成了 1 个二级构造层序 [16]。

泥盆世末期的海西构造运动造成塔里木地区普遍

隆升，致使部分地区泥盆系缺失。石炭纪早期，海水

侵入塔中地区，超覆沉积东河砂岩段地层；受填平补

齐作用影响，东河砂岩段沉积后期古地貌高差变小，

地层沉积稳定，沉积物相对均一。含砾砂岩段沉积之

后，在相对平缓的古地貌背景之下稳定沉积了下泥岩

段、生屑灰岩段、中泥岩段和标准灰岩段海相地层。

上泥岩段沉积早期，发生一期较强的构造运动，沉积

区抬升，局部形成古隆起，以泥质为主的上泥岩段超

覆沉积于标准灰岩段之上。砂泥岩段和含灰岩段沉积

时期，构造活动相对较弱，地貌高差小，沉积相对稳

定。

整体上看，石炭系为碎屑岩和碳酸盐岩间互沉积，

可划分为 10 个岩性段，其含油气储层主要分布在CI、
CII、CIII 3 个油组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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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塔中低凸起位置及构造背景

Fig. 1 Location and structure background of central Tarim upl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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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成藏期次与油气分布规律

塔里木盆地台盆区多套烃源岩发育，油气藏具有

“多源供烃、多期成藏、多期改造”的特点 [17-19]。研

究表明，塔中低凸起石炭系油气主要来自于满加尔坳

陷下古生界烃源岩和塔中地区中上奥陶统烃源岩，成

藏期主要受控于海西中期、海西晚期、喜山期 3 次大

规模构造运动 [20-22]。

基于已发现油气藏，认为塔中低凸起油气分布具

有以下特点：其一，油气藏形成并非都直接与油源断

裂相接，如TZ16 油藏；其二，石炭系内部油藏调整

改造现象普遍，TZ4CII油藏为CIII油藏调整形成 (即
调整油藏 )，这里所说的调整油藏是指早期原生油藏形

成以后，经后期构造调整，溢出油气按适宜路径在新

的有利圈闭内聚集成藏；其三，塔中低凸起油气藏具

有大面积分布的特征，油气整体呈北西向南东沿构造

脊运移的趋势。

2 网毯式油气成藏体系结构及特征

根据石炭系油气藏分布特征，结合地质条件以及

油气成藏背景，认为塔中低凸起石炭系油气藏为复合

网毯式油气成藏体系，可进一步划分为CIII、CI两套

次级成藏体系单元 (图 2)。
CIII成藏体系单元由油源通道网层、仓储层、油

气聚集网层组成。东河砂岩段下伏地层为油源通道网

层，由沟通烃源岩及早期调整油藏的断裂、不整合面、

连通砂体以及火山岩构成不规则的网状结构。东河砂

岩段、含砾砂岩段为毯状仓储层，主要由厚层块状砂

体和不整合面构成，砂体厚度大，物性好，横向分布

稳定。下泥岩段至上泥岩段为油气聚集网层，聚集来

自下伏仓储层的油气并形成各类油气藏。CI成藏体系

单元由仓储层和油气聚集网层组成。砂泥岩段厚层块

状三角洲沉积砂体及不整合面构成仓储层，作为油气

毯式运移的主要通道。含灰岩段为油气聚集网层，形

成不同类型的构造及岩性油气藏。

2.1 油源通道网层

油源通道网层指它源油气进入成藏体系的不同类

型输导通道所构成的网络状格架结构。塔中低凸起油

源通道网层的要素主要为油源断裂、火山岩、不整合

及连通砂体，各成藏要素相互交错、叠置，共同构成

表 1 塔中低凸起石炭系地层格架及特征

Table 1 Stratigraphic framework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iferous in central Tarim uplift

系 组 油组 岩性段 沉积特征

石炭系

小海子组 　 顶灰岩段 　

卡拉沙依组 CI

含灰岩段 潮坪相沉积，以泥坪、混合坪沉积为主，灰坪、砂坪相间互发育。

砂泥岩段

顶部为潮坪相沉积，与含灰岩段特征类似；中部发育辫状河三角洲相沉积，

分支河道微相连片分布，砂体横向连续性好；下部为潮坪相沉积，与上泥岩

段特征类似。

上泥岩段
潮坪相沉积，以泥坪沉积为主，砂坪局部发育。砂坪砂体和潮道砂体分布局

限，垂向、横向连续性差。

巴楚组

CII

标准灰岩段
　

中泥岩段

生屑灰岩段

碳酸盐台地相沉积，可细分为蒸发台地和局限台地亚相，岩石类型以石灰岩

和白云岩为主，其中石灰岩包括颗粒灰岩、亮晶灰岩、泥灰岩等，白云岩则

包括粉晶云岩、泥晶云岩等。

下泥岩段 　

CIII

含砾砂岩段
海陆过渡的三角洲沉积体系，具有潮汐和海浪改造特征；砂体主要为水下分

支河道沉积，岩石类型以细砂岩为主，局部见砾石。

东河砂岩段
底部局部地区发育三角洲前缘亚相，以水下分支河道砂体为主，多期河道叠

置特征明显；主体发育厚层滨岸相沉积，沉积物均一，岩性变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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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立体输导网络，是石炭系网毯式成藏体系的基础。

塔中地区油源断裂发育三组，主要为中加里东期

形成的逆冲断层及其派生断层。北西向断裂体系包括

塔中 I号、II号、10 号断裂及其伴生断裂，除塔中 I号
断裂向南倾外，其他均为北倾，形成花状构造样式，

断裂延伸远，断距大，一般断至奥陶系。北东向断裂

体系主要包括塘北 2 号断裂、塔中 7-8 号井断裂，表

现为逆冲断层，倾向北西，切割泥盆系以下地层。近

东西向断裂主要为塔中 5 号断裂，位于断裂带的帚部，

延伸长度约 100 km，断至基底。

早二叠世晚期，塔中地区西部火山岩发育，火山

岩的侵入及喷发可形成次级的小断裂及裂缝，有利于

油气的垂向输导。火山侵入通道本身也是油气运移的

良好通道，TZ47 井、Z1 井多个层位的火山岩中见油

气显示都与火山岩输导油气有关 [23]。

另外，塔中地区发育多期不整合，不整合相互叠

置，与连通砂体共同构成了油气侧向运移的通道。

2.2 仓储层

仓储层由连片分布的厚层状砂体构成，物性好，

即可作为油气横向运移通道，又可以在有利圈闭中聚

集油气从而形成油气藏。塔中低凸起仓储层包括CIII
油组东河砂岩段和含砾砂岩段、CI油组砂泥岩段两

套。

CIII油组东河砂岩为早石炭世海侵背景下超覆形成

的一套厚层块状滨岸砂体，岩石类型以岩屑质石英细

砂岩为主，厚度范围 20~200 m，砂体连通性好，孔隙

度 16%~22%，渗透率 100×10-3~3 000×10-3 μm2。含

砾砂岩段为海陆过渡的三角洲水下分流河道沉积，厚

度较东河砂岩段薄，一般厚 20 m，以岩屑质石英细砂

岩、岩屑细砂岩为主，夹泥岩、粉砂岩薄层，孔隙度

12%~20%，渗透率 10×10-3~500×10-3 μm2。CI油组砂

泥岩段为辫状河三角洲的河道微相沉积，砂体叠合厚度

30~80 m，连片发育。岩石类型主要为岩屑砂岩，孔隙

度 18%~24%，渗透率 200×10-3~2 000×10-3 μm2，为中

‒高孔、中‒高渗储层。

仓储层对油气具有成毯、调整及成藏的作用。由

于油气具有幕式充注的特点，在地震泵作用、超压作

用以及剩余压力作用下，油气通过油源通道网层进入

仓储层内部并迅速扩散形成油毯。仓储层聚集油气到

一定数量时，一部分油气在仓储层内合适圈闭中聚集

成藏，一部分油气通过断裂输导继续向油气聚集网层

运移。塔中地区石炭系CIII成藏体系单元仓储层对油

气的成毯、调整、成藏作用明显，形成了包括TZ10、
TZ40、TZ16、TZ4 等在内的一系列油气藏。

2.3 油气聚集网层

油气聚集网层是油气聚集成藏的主要场所，由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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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塔中低凸起石炭系网毯式油气成藏体系结构图

Fig. 2 Meshwork-carpet structural petroleum accumulation system of central Tarim Upl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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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层和输导断裂构成。塔中地区油气聚集网层包括下

泥岩段、上泥岩段、含灰岩段，以及生屑灰岩段。碎

屑岩砂体以潮坪沉积为主，砂体厚度薄 (一般 3~5 m)，
平面分布局限，呈枝状或土豆状，但砂体内部均一，

且连通性好。碎屑岩孔隙类型以粒间溶孔为主，孔隙

度 16%~24%，渗透率 80×10-3~3 000×10-3 μm2。生

屑灰岩段为碳酸盐台地相，岩石类型包括颗粒灰岩、

亮晶灰岩、泥灰岩、粉晶云岩、泥晶云岩等，储集空

间以孔隙为主，局部发育裂缝和溶洞，孔隙类型包括

晶间孔、晶间溶孔、粒间溶孔、粒内溶孔等。据岩心

常规物性分析资料，石灰岩孔隙度均值 3.42%，渗透

率 1.52×10-3 μm2； 白云岩孔隙度均值 11.68%，渗透率

4.95×10-3 μm2。

3 油气输导体系

塔中低凸起石炭系油气藏为它源型油气成藏体系，

油气能否成藏，关键在于成藏期之前沟通烃源岩及圈

闭的油气输导格架是否形成，油气输导格架类型及组

合方式决定了油气藏的类型及分布。

根据石炭系油气输导特点，结合CIII、CI成藏体

系单元中仓储层的分布，将塔中低凸起石炭系油气输

导体系划分为四类十一型 (表 2)，即断裂输导型、不

整合输导型、连通砂体输导型及火山岩输导型等。

3.1 输导体系类型

3.1.1 断裂输导型

断裂是塔中地区主要的输导体类型，断裂级次、

分布、组合方式等控制了油气的运移方向、运移路径

及成藏部位。根据断裂断开的层位以及其与寒武系、

奥陶系烃源岩、石炭系仓储层的接触关系，将其划分

为全沟通、下沟通、上沟通和内沟通 4 类。

全沟通断裂：指切穿石炭系并延伸至寒武系、奥

陶系地层的断裂，可沟通烃源岩或早期形成的油气藏，

是塔中地区石炭系油气成藏体系的关键。此类断裂数

量多，分布广，塔中 I号断裂带、塔中 10 号断裂段及

中央断垒带等构造带均有发育，控制了石炭系的沉积

体系类型及油气成藏。油气藏规模则取决于断裂活动

期次、油气成藏期以及断控圈闭规模的匹配关系。全

沟通断裂对石炭系油气成藏既可作为油气向上运移的

通道，也可在内部起到油气遮挡的作用。

下沟通断裂：指自石炭系下伏地层切至东河砂岩

底的断裂，该断裂沟通了有效烃源岩层或早期形成的

油气藏，主要分布于凸起带或斜坡带，对油气成藏主

要起输导作用。

上沟通断裂：指切穿仓储层顶部至石炭系内部的

断裂，其将仓储层与石炭系内部储层直接连通，控制

了油气成藏。该断裂在全盆地内各构造带均有分布。

内沟通断裂：指仅在石炭系内部发育的断裂，且

未断至仓储层，主要位于油气聚集网层。该类断裂基

本为小型张性正断裂，规模小，但数量较多，多为喜

山中后期形成的低级序断裂。内沟通断裂主要分布于

石炭系短轴背斜轴部，例如TZ4CI油藏顶部断裂，其

输导效能低，多对内部油气起调整作用。

3.1.2 不整合输导型

塔中地区古生代发育多期不整合，是良好的油气

运移通道，具有直接输导、间接调整两方面作用。中

奥陶统底部不整合、上奥陶统底部不整合直接与石炭

系东河砂岩相接，形成有效烃源岩与储层的直接沟通，

油气横向运移距离短，有效提高了油气的输导效率，

如TZ1 井区。同时，志留系底部不整合、上泥盆统底

部不整合、石炭系底部不整合对于调整油气分布，特

别是对石炭系下伏地层早期油气藏遭破坏调整后的二

次运移具有重要意义，如志留系沥青砂岩古油藏。根

据不整合发育层位以及与东河砂岩的接触关系，将不

整合输导型划分为沟通型和未沟通型两类，塔中大部

分地区以未沟通型为主，中央断垒带、TZ1、TZ24-
TZ26 井区则以沟通型为主。

3.1.3 连通砂体输导型

连通砂体是较为常见的输导体类型，对于油气的

纵、横向运移都起作用。根据连通砂岩与仓储层的接

触关系，将连通砂体输导型划分为下沟通、内沟通及

上沟通三类。下沟通指石炭系下伏地层砂体与东河砂

岩砂体相连，如TZ16 井区；内沟通指仓储层内部砂

体对接，该输导类型在TZ40、TZ4 井区部分井发育，

如TZ401 井东河砂岩的上交互段缺失，均质段与上覆

含砾砂岩段的砂砾岩对接，形成良好的油气输导通道；

上沟通指仓储层与上覆地层的砂体连接，如TZ85 井，

薄砂层与含砾砂岩段砂体连接。

3.1.4 火山岩输导型

塔中地区早二叠世末期火山活动强烈，火山岩的

侵入与喷发都可改善储层的输导性能。一方面火山活

动造成了储层次级断裂、裂缝的产生，有利于油气的

输导运移；另一方面火山岩本身也可以形成良好的输

导通道。如Z1 井在志留系、石炭系、二叠系部分层段

的火山岩中见油气显示，在侵入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

灰岩的辉绿岩中发育 III级裂缝；S2 井的辉绿岩段有

泥浆漏失的现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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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输导模式

油气二次运移实际是多种输导体类型的联合作业，

断裂、不整合、连通砂体及火山岩共同组成了复杂立

体的油气输导体系。根据输导体类型及组合，参考油

气在输导格架下的运移路径，将塔中地区的输导模式

划分为“Y”型、“T”型及“S”型等 3 种类型。

3.2.1 “Y”型输导模式

该类型输导模式是指断至寒武系、奥陶系的深大

断裂与石炭系仓储层沟通，断裂在剖面上为花状组合

样式，油气运移形成“Y”型运移通道 (图 3)。此类断

裂通常由全沟通型断裂、下沟通型断裂组成，其上发

育伴生的上沟通型断裂，对油气主要起输导和成藏的

作用，多分布于凸起带和斜坡带。油气通过切穿寒武

系-石炭系的全沟通断裂幕式充注，经过下沟通断裂

输导调整，在上沟通断裂附近聚集成藏，其规模取决

于上沟通断裂的规模、断裂附近储层的规模、物性等，

如TZ4 井CIII的背斜油藏。

表 2 网毯式油气成藏输导体系类型及特征

Table 2 Conductiv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eshwork-carpet structural petroleum accumulation system

输导体类型
输导体特征

典型

井区
与石炭系底部

储层关系

沟通

层位

主要

作用
控制因素

类 类型 模式图

断

裂

输

导

型

全沟通

c

s
o
Є

切穿石炭系、烃源

岩层的断裂

O-C
Є-C

输导

成藏

断裂规模、形成期

次与石炭系油气成

烃、成藏匹配关系

TZ4

下沟通
沟通仓储层、烃源

岩层的下伏断裂

O-C底

Є-C底

输导

上沟通
沟通仓储层的上覆

断裂
C底-C内 成藏

内沟通
未沟通仓储层的聚

集网层内断裂
C内

成藏

调整

不

整

合

输

导

型

沟通

Є

CIII
D
S
O

沟通仓储层的

不整合

D-C底

S-C底

O-C底

输导
不整合与东河砂岩

相接的层位和面积

TZ16

未沟通
未沟通仓储层

的不整合
Є-D

输导

调整

前石炭系古隆起、

凸起带不整合的分

布

连

通

砂

体

输

导

型

下沟通

D
S

下伏储层与仓储层

沟通

D-C底

S-C底

O-C底

输导

与东河砂岩相接的

下伏地层的岩相类

型

TZ40上沟通
上覆储层与仓储层

沟通
C底-C内 成藏

薄砂层与含砾砂岩

岩相的组合情况

内沟通
仓储层内部储层沟

通
C底

输导

成藏

CIII内部的有利岩

相分布

火

山

岩

输

导

型

沟通
P

D
S
O
Є

沟通仓储层
O-C
Є-C

输导

成藏

火 山 岩 性 质、 分

布、与石炭系储层

的接触面积

TZ47

未沟通 未沟通仓储层 Є-D
输导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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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T”输导模式

该类型输导模式是指油气通过断裂、火山岩垂向

输导至石炭系仓储层后，经过连通砂岩向两侧横向运

移，并形成各类油气藏 (图 4)。输导格架包括全沟通

断裂、沟通型火山岩及内沟通连通砂体、上沟通连通

砂体等，主要分布于凸起区。油气经过切穿寒武系-

石炭系的沟通断裂及沟通型火山岩垂向输导，运移至

石炭系仓储层后通过内沟通连通砂体及上沟通连通砂

岩的输导调整并最终成藏。如TZ47 火山岩遮挡油藏、

TZ40 背斜油藏。

3.2.3 “S”型输导模式

该输导模式是指油气通过断裂垂向输导，在与断

裂相连接的不整合或连通砂体中倾斜向上运移至石炭

系的圈闭并形成油气藏 (图 5)。断裂、不整合及连通

砂体构成了油气输导格架，多发育在斜坡区，如TZ16
背斜油藏。

4 油气成藏模式

东河砂岩底部断裂、不整合、连通砂体以及火山

岩等输导体系发育的地层构成了塔中网毯式成藏体系

结构的油源通道网层，油气通过上述输导体在东河砂

岩、含砾砂岩段、CI、CII段内聚集成藏 (图 6)。石炭

系CIII东河砂岩段、含砾砂岩段主要为“毯”状稳定

4 1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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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塔中地区石炭系“Y”型输导模式 ( 据何永垚，2009，有修改 [24])
Fig. 3 “Y”-shaped conducting model of Carboniferous in Tazhong area(modified from He Yongyao, 2009[24])

图 4 塔中地区石炭系“T”型输导模式

Fig. 4 “T”-shaped conducting model of Carboniferous in Tazhong Area

-3 000

-4 000

-5 000

-6 000

Mz-Kz

P

C

D

S

O

35 41 40 40 H3

m



塔中低凸起石炭系网毯式油气成藏体系结构及输导体系 183

分布的巨厚的海相砂岩，油气通过油源通道网层幕式

充注到仓储层内部，部分油气在仓储层内合适圈闭条

件下聚集成藏 (TZ4、TZ16、TZ40、TZ35-TZ47 等油

气藏 )，部分油气继续运移，通过仓储层的调节作用进

入聚集网层的圈闭成藏 (CI、CII内部油气藏 )。
以火山岩体和断裂为主要输导格架形成的油气藏

图 5 塔中地区石炭系“S”型输导模式 ( 据王宗礼等 [25]，2011)
Fig. 5 “S”-shaped conducting model of Carboniferous in Tazhong area (after WANG Zongli et al.[2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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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塔中地区网毯式油气成藏体系模式概念图

Fig. 6 Meshwork-carpet type oil and gas accumulation system of Conceptual model of Tazho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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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TZ10、TZ35-TZ47 井区，油藏类型多以构造

油气藏和岩性油气藏为主。寒武系、奥陶系烃源岩生

成的油气或志留系、泥盆系早期油藏遭破坏形成的油

气通过火山岩体、断裂向上幕式充注，油气进入东河

砂岩后在东河砂岩段仓储层成藏或继续向上覆含砾砂

岩段地层输导，后期调整改造后在含砾砂岩段中形成

了低幅构造、背斜、断块-岩性及岩性体刺穿遮挡等

多种油藏。

以断裂为主要输导格架形成的油气藏则主要分布

在TZ4 井区，油藏类型以构造油气藏和复合油气藏为

主，油气沿大断裂自油源层向上运移至东河砂岩中形

成背斜油气藏，在后期调整中部分油气沿石炭系内部

断裂及连通储层向上运移至卡拉沙依组形成油气藏。

以连通砂体为主要输导体的油气藏主要分布在

TZ40 井区，油气藏类型以岩性油气藏为主。油气通过

含砾砂岩段上沟通连通砂体输导至薄砂层的潮坪相砂

体，在上倾尖灭砂体内聚集成藏。

以不整合为主要输导格架形成的油气藏主要分布

在TZ16 井区和海湾区，油气藏类型以地层油气藏为

主。寒武系、奥陶系烃源岩生成的油气或志留系、泥

盆系早期形成的油气藏遭受破坏后再次发生运移的油

气，经断裂和连通砂体的垂向沟通后，进一步沿东河

砂岩底部的不整合长距离侧向运移。该类油气一部分

在东河砂岩内部的正向构造中聚集形成构造油气藏；

而另一部分受地层不整合控制，形成围绕地层尖灭线

呈环带状分布的地层油气藏。

5 结论

(1)综合塔中低凸起石炭系地质特征、构造演化

及油气成藏背景分析，认为研究区石炭系为复合网毯

式成藏体系，发育CIII、CI两套次级成藏体系单元。

CIII成藏体系单元由石炭系下伏油源通道网层、含砾

砂岩段和东河砂岩段组成的仓储层、下泥岩段至上泥

岩段组成的油气聚集网层构成；CI成藏体系单元由砂

泥岩段组成的仓储层、含灰岩段组成的油气聚集网层

构成。

(2)根据输导体系与烃源岩 (或早期油气藏 )及网毯

式油气成藏体系结构的连通关系，将石炭系输导体系

划分为四类十一型，即断裂输导型 (全沟通、下沟通、

上沟通、内沟通 )、不整合输导型 (沟通、未沟通 )、连

通砂体输导型 (下沟通、上沟通、内沟通 )及火山岩输

导型 (沟通、未沟通 )，并确定了“Y”型、“T”型及

“S”型等输导模式。

(3)塔中低凸起石炭系油气成藏期次多，按网毯式

成藏体系结构划分，将石炭系CIII油藏划归为仓储层。

通过仓储层内不同油气藏输导体的解剖分析认为，塔

中低凸起东部的TZ16 和TZ4 油藏分别以不整合面和

断层作为输导体；塔中低凸起西部的TZ40 和TZ47 油

藏分别主要以连通砂体和火山作为输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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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work-carpet structural petroleum accumulation and transpo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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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rim Basin has generally undergone complex evolution with polycyclic tectonic events, and it has multiple 
layers of source rocks. It has had multiple periods of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and reservoir destruction. Mixed oil is common 
and distal source accumulation systems prevail. As a result, it is difficult to pick up a single-source system to help understand 
petroleum accumul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eshwork-carpet structural petroleum accumulation model, the stru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 of the Carboniferous in the central Tarim uplift was analyzed. The petroleum accumulation system is 
formed by two lower unit levels, and each unit has a three layered structure, namely channel-net layer, storage layer and accumu-
lation layer. The conductive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4 classes and 11 types, such as faults, unconformities, connected sands 
and volcanic rocks. The transportation model has “Y”-shaped, “T”-shaped and “S”-shaped segments. The model of the central 
Tarim uplift is a typical meshwork-carpet structural petroleum accumulation system, and it provides new ideas for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servoirs.

Keywords meshwork-carpet structural petroleum accumulation system; transportation system; migration patterns; Carbonifer-
ous; Tar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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