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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嚼灰石裂变径选特征研究为主，辅以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稳定

同位素组成及包体研究，系统阐明了研究沉积盆地热历史的基本原

理和方法，确定了辽河盆地沉积地层物质来漂及五条剖面的热历史

特征.通过磷灰石、错石的U-Ph 同位素年龄测定，指出沙河街组的

沉积物源来自邻近的山海关古陆，并确定了磷灰石裂变径迹的起始

记录时间.根据五条剖面 100 个唠灰石样品的裂变径迹特征分析及

稳定同位素和包体听究，分别确定了辽河盆地西部凹陷斜坡地区、西

部凹陷南部地区、东部凹陷牛居地区、东部凹陆黄金带地区及浅海地

区的磷灰石裂变径选i!火带、古温度梯度、生油骨，为辽河盆地油气

资源的二次评价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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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JCATION OF FISSION TRACK AND OTHER NEW
TECHNICS IN THE STUDY OF GEOTHERMAL

HISTORY FOR LIAOHE BASIN
(In Chinese)

Xia Yuliang Zhu Jiechen Zheng Maagong Zhao Yunlong

Hu Zhenduo Guo Xiuying Gao Shangkui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

ABSTRACT

Mainly based on the study of fission track of the apatites. as well as

p配hronology. stable isotope composition and inclusion analysis.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studying the geothermal history of sedimentary basin have been

expounded systematically. and the source of sedimental materials. and the

geothermal characteristics of five section areas in Liaohe Basin. The results of

apatites and zircons U-Pb dating indicate that the materials of Shaheiie Group

in Liaohe Basin derived from the Shanhaiguan old land. and the re士ord time of

fission track of the apatites started at 172 Me ago. On the bas:s of the studie:.

of fission track characten of 100 apatite samples. stable isotopes and inclusion

analysis. the annealing zone of fission track. oil generation zone and the old

geothermal gradient were determined respectively in th~ Western slope.

Southern part of western depression. Niuju area. Huangjindai area of Eastern

depression and Shallow sea area. It has provided the important scientific basis

of reevaluating oil resources in Liaoh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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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配'民盆地中褐气的生c.由化道疆与地~矗件密切相关.在此遭雹中·度是不断变化

的.生植..挂在经历了+分复擎的曼'县过疆.因此.不仅要了'今跑..更重要的矗耍

了·吉'且..翼变化鲤..扭扭盆地的第历史将lie.为撞气黄霉评价曲重要指标.

美于配It盆地肇由化历史的'究目'由处于饵'佳阶段.噩查佳矗撞术量近年来应用

于It畏盆蝇'县历史研究的西万法ELZJ. 但应用还不蕾量，尤真是缸'量大、革篝筐'的«晕

扁平..曲子'变佳矗万挂在分橱'血'售历史方面具有撞到之处.田面正引起跑来趣'矗

的撞章'量多.JlBII.

巳嚣'辽帽KI(盆地为辑圃重要捕气田之-，大量的..I~e..T+分拿富的基

a费".圈之科学镜水相.篝工作曲量凰.要求魏伺为辽南Ill(盆幢幢气贾嚣的二~评价

.tIt)!科学的舷蟹，队面造-步确定在最区提远曲捕气'摞曲主攻方向，同时也为油气地

醺远景评价开拓出-I:颤的研究童佳，遣'矗开撞事研究霞E的主要目曲.

*研究工作是曹院在费团利用尊合方法对缸秧盆地热前也历史阔'研究的_it. [:.(噩

变佳矗技术为主.劳"以同佳'地厦年代学.稳定同筐'和包体研究"手段.事'了令人

满意曲结息，宫必将为避-步膏慧评价费国玩幌盆地捕气费'远'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将

为地质鹅商也历史的研究.供霸的遭佳.

1 地质概况

辽胃盆地位于华北地台东北侧，属于大陆费谷，是渤海曼谷的组成部分ES1. 早'三钮，

由于煌..质上候，辽柯曼谷的精化经历了跑壳摸'匠、襄瞄糊地h隔三大岖.酣凰，形成了

新生代既幌盆地.奠基本商也情况示于褒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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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积地层物质来源

研究沉积地层物质来帽的一个重要遍径，是通过精选出沉积告中的碎屑矿物.测定其



同佳'炮.年能.再与邻近自起区基应着石的同位置竿'导进行对比.从而撞圃出自E扭地理

If霉的可能性.另外，在用西灰石矿铀裂变佳选将筐研究配狈毒集历史时.也必震了'西

lUi真实的形成年黯.草了'确lUi矿"中裂变程矗起始记录的时阐.为此.精远也辽河

盆地沙河街组地层中的tUi鞠晴灰o.矿物进行了矿物学Ii U-Ph罔位置地质年代学研

究. V-Ph同佳童年曾佯晶来自沙司街组不同密性段，根据这些矿锚的~~锦理将征主要为

湾国状.可以断定不诠量.:0连量.蓝石皆为碎屑矿售.面拿.蕾帽产II.

对错石和西葳石挥品均用小量也方法矗行 U-Ph网佳章分析，结果寝明.无诠是'庭否还

量'蓝a. 真 U·Pb同佳章袤现年龄具有以下共同待点: (J)各个挥晶的寝理年'专篝大于玩

扭地层的形成时代.这也进-步证明了这些副矿物不可能是沉寂成暑期{早第三也}的产

咽，面宵定是陆霞碎屑曹质来霞. (2) 所有佯品的 U-Pb 同佳景表现年黯篝呈现正向不一致

性 z

即 t-Pbr皿U<户'Pb/mU<tZO'Pb/1HPb

这仲不一致键律反峡出自这些副矿钩形成后.经历了果种地质事件{匍变质作用、地

壳踵起、热事件等〉导致了矿物中政射成因铅的丢失.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矿物的表现 u

Pb 同位素年龄实际上已经失去 7年代意义.如果这些错石和爵葳否是同一来谭的话.且经
历了相同地质事件使政射成因辑部分丢失，那么利用 U-Pb 一致线田.万理处理 tu，不仅可

以费得矿物真实的形成年龄，还可以在得后期地质事件发生的时间.处理结果表明.本区

碎屑错百和确灰百各样品敬据点在 V-Pb 一致钱自i解上构成一条良好的不-敖直线.充分

说明.尽管这些错石、硝1f..石Jft fl 不同钻井不同层位.但官们具有相同的物质来露.不一

致直线与一政曲辑上交点年青?为 t ， =2415 土 32 Ma (211. 下同λ 下交点年龄 Iz = :!03土 93

Ma. 前者代表了错石、麟灰石的原始形成年龄.后青代表了矿物形成以后经历的足以便矿

物中 at射成因铅丢失的地质事件的年豁.

山海关古陆位于辽河沉积盆地之西北侧，主要为太古代绪品基底.广泛发育太古代末

期的古老花岗者提.而且辽河盆地基底也主要是由太古代结品基底组成.同位章地质年代

学研究表明，山嗨关古附中的古老7E向世英其同位素年龄为 24土 1 亿年[I鸣，如山海关营体为

I ,= 2479 土 30 Ma. Iz= 109士 71 Ma. '1f位子岩体 t ， =2169 士 37 Ma. Iz=207土 85 MA. 这些

年龄值与辽 jiiJ 盆地中沙河街 ffi砂轮巾的碎屑倚石、两灰石的 V-Pb -it结固解年龄在误差

J占用内是完全-兹的.这充分说明沙河街 ffii冗帜砂岩的物质来西是来自山海美古陆 • t2 值反

映了一次地质事件.根据区域地质背景分析，在 til 支-燕山栩山海关古陆隆起 • r!1fl;~ Iz (平

均为 172 Ma) 大体反映出山海关 8陆隆~的时代.由于这次构造运动，件使温度、压力传

肢，造成了副矿协中放射成回铅的丢失. ;(t磷灰石矿物而言，这一事件之前，由于地处谭

都高温使确灰石的裂变径班不能记录，正是在这个古陆隆起事件之后，麟灰石中的佳班才

开始记录.然后经剥蚀搬运主 II盆地巾沉积下来.经受着沉帜后的热历史的改造，这对下面

将要重点 i才谁的利用晴灰石 ·fJ变{圣迹特征研究辽 jiiJ 沉积盆地的热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此外，还对沉积在中粘土矿物(伊利百) it! 行了 K-Ar 法年龄测定.从砂岩和泥费中选

出 17 个帖生矿物的 K-Ar t，去年船沸IJE 结果均大于地目的地质时代.年~号范围是 61-175

Ma. 表明从沉积岩分离出的粘土矿物巾.伊利石不仅有 TN.告作用热演化产啊，还存在着陈

屑物质的精入.目前将这两种伊利百分离是+分困难的，因此，测定饱含成因的伊利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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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也Ar 年曾翼地质章义很难确定.这正是配段费同筐'地厦年曾测定画瞌的重大课踵.

3 稳定同位素绍哦特征及包体研究

J. l 82同住毒组埠"恒

辽河盆地是-个'生代配棋盆煌.广泛发育嗣抽配但.盆地向砂费中方.Q 俨0=

12.96"--18.54'" (平均为】S. 12"'>. 明显高于在揭去.火山者的正常iiI()值.襄明'量

..~者 t金者)1'咆=14.0Ye. 夜明万鄙石与砂着t金者) I吨，远基本撞近.反院了它们

在.«田上的联1:..

同佳窜地盾测量的基本原理是z 当同缸'变摸反应达到平衡时.共生矿'对囊矿楠，水

Z间的同缸'分帽与噩噩有芙.理诠计算相宴墨测定结果'寝明共生矿"对!l矿tJ-水间的

同佳'骨髓革敷阳}的自慰对量与英形成温度(T. K> 平方的倒量«正比.

据盆地内西部凹陷解篱'地区炭质琵告中伊利石、章属百等矿彷停品的.同筐'翻定

结果.景用Yenand Savin <J 977 年}提供的氧同章分幅美，f.式 rl· :

10'In饨'帽画..， -2.43X 】铲T→ 2-4_ 82

10'In.,..1i...., =2. 61X 10叮"-4.82

计算了伊利石、章幌百矿锦交换平衡温度.在得矿锡对的.同佳.平篝温度为87

1l 4"C.代袭了矿物间氧同位靠平衡吏候终止的温度.也即这些矿锦形成温度的下限值.悸

品所处位置刚好处于生油田范围内.

3. :1矿物包体研究

该专题对盆地内少敷井的方解石矿物进行了包体现测.共取 21 块吉悖.每个悸磨 2

4 块包体片.共磨 60 片.经理个仔细观察.仅在 3 个薄片中见到古有短费精盾的可测包体.

测定了真形成的均一温度为 140- 1. 6S "C .平均为 150"(: .应代司是油气形成温度的上限.

4 裂变径迹方法研究盆地热历史

4· I 基本原理

自然界有些敬射性元窜〈如相I初址〉的同位It具有自发费变的待性，裂变后形成两个

运动方向相巨‘质量相近的陈片，真有很高的动能〈约 170MeV>. 裂片在矿物晶楠(露真

他固体响陨〉中的运动轨迹，形成了比辑跑定的锢'才拥而区，而这些辐射捆伤区的显著将

点之一就是官可以接一定的化学试1ft1优先济解.因此.用一定的化学精荆对矿物{或固体

物质}进行腐蚀(蚀刻}时.则阳射损伤的展迹(径进〉辑可以显示出来，这就是用曹通

光学显幢幢可以观察到的可见怪迹.这种性班的需II显然与矿物中能够产生核搜查的同位

'目的丰度以及存在时间〈年盼}成正比.这也是费变{~迹法测定地质年龄的基础.

自然界中能发生自发型变的同位章主要有n.u. n吧，如U 何UlTh. 在铀的三个同位囊

中. l;{UlU 自发裂变机率最大 .ft其同位繁丰鹰在的%以上 s 而mu 和%J6U 不仅自发裂变

饥率小，而且车皮特别低，所以官们的自发裂变j童率远小于lJIU. 2J2Th 的自发裂变的主告，寰

糊太子 1021年.所以，在擅长的地!费时明中.在自然界矿物中的僧佳选几乎都是mu 自发搜

查的产物.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核裂变碎片所产生的辐射捆伤而形成的潜径选(即未

经蚀刻的辐射椭伤区〉的强定性与温度关系极为密切. itt侄迹因受到加热而发生衰遇的现

象你为退火.退火使~迹长周缩短、密度减小，这是利用裂变径迹方法研究地质热历史的



矗..

对各种矿曲中噩变径矗量火宴量囊嚼.副蓝石中噩变径矗厨.辜的温度噩噩恒的.这

-幡虫幢幢..-Ii噩变任董分析技术在揭示量量集历史方面具有撞到的f'JII. 对于 10-100

Ma的地质时间..灰石中径矗的退火温度矗 70-1Z5 'C 17 :. 这与石油生凰蔚雷耍的古地噩

条件+骨一量.且菌，使用躏襄百搜查径矗分街技术可以为油气费事曲评价和.蟹.候重

要的亩地温页'唱.

4. 1 ，事晶

4.Z. 1 挥晶分奇和晕篝

事项目对辽河西t~盆地西部凹陷饵撞地区.菌'凹陷南地区.京'凹陷牛屠区、草'

回幢黄金带区以及撞'区的有关幢并旱'了曹志得晶 105 件.每件量约 I IlK' 其分矗血可

供搜查硅矗分析的'庆石挥晶 1ω 个.这 1ω个悸晶果自主远地区的 34 口钻井，平均每口

笛并不到 3个悸晶.不诠纵向上还是帽向上考虑.悸晶的分布篝矗比植分霞的.这主要是

因为事项目所研究的钻井去芯部是多年前撞工的.当时的费25保留不竟暨，所以排晶的垂

向分布主要集中在 2∞0-3∞0 多米露范围内.费部及更~部只个割草少量停晶.

4. 1.1 樨品加工份量

挥晶拥工分遣果用的工作理序是:

(I)篝阵、'曾分、分级 z 原告俘块进入老虎口磕碍，植佳-3 mm-+0.2 mm 部分悸

晶用对寝破碎«.碎.过鳝.反复多次z

(2)娼廉、淘量z 幢佳小于O.2mm的苦盼经娼床分量，重矿部骨{葳砂}用手工商遗

黯民德阻精矿-

(3) 眩蛊.重演分离z 相精矿用磁镜吸血幢幢矿"及铁屑霉，再经电霞分量.嗣灰E

主要集中在非电磁性矿"部分，来用三澳甲埠能很好地将确灰石富集在重矿组分内.

(4) 幢下精选z 幢下提选位大.晶形完好，干净的确灰石约2∞个黯桩，分两份包量.

一份用于退火、反应堆照射，备制诱发裂变佳选片z 另一份直接备制自发费变侄矗片.

4·3 .目童徨矗年龄测定中的实验技术

而班百停晶裂~径连年龄翻定.同剔的矿物如铺石等-佯必须统计佯晶单位面棋中的

硅迹鼓目.确~石裂变侄迹年龄测定的实验技术基本可分为迫火、，嘿射、嗣片、蚀娟和统

计等步'进行.

4.4 绪.和讨论

~.... I "在石副董径遍的寝现年龄

前面已经i~追过本区沙河街细沉积地目中的踊~E来源于早前寒武纪的山海关古陆，

因为该躏葳石的 V-Pb 同位来年龄与山海关古陆早前寒武纪的混合花岗告费的年龄一政.

但由于结晶基1在当时jf处于1事郁而植状革.确灰百的裂变佳选年龄还不能记最.只是到大

约 112 Me 前，古陆隆起抬升.植度降flit 两灰百才有可能开始起动裂变佳选记时.此后古

陆经过风化、剥蚀、搬运.沉积.成告等作用，特别是随曹沉积地居加厚、古地温不断增

加，以及各仲热事件的影响，足以随处于不同自位的确灰石中的裂变佳迹发生不同程度的

迫火作用.所以根据目前确灰石所测定 :U的径选丧现年龄顶百年龄意义.表现年龄值的大

小只与两灰百所经莹的热历史有关.

下而分别讨论各取悴区晴灰石到变径迹表现年M值的分布特征.



(l)西部凹陷饵撞地区

菌'凹陷饵撞撞区菁英 11 口笛并曲 24 个属革否得品..襄震年曾量大者为 161 Ma.
童年..与曹画诠茸茸的事区躏襄石中硅矗起插记章时间(17Z Ma>相当.A.年曾为ZO.I

Ma.矗菌'凹陷饵撞地区退火事矗富的样晶.奠余停晶也'量生过不同程度的退火作用.但

束'分樨晶的丧现年..比地层瓦扭竿'大，也温明本E证扭地E中的'灰石..碎屑配棋，

并拿II齿的产til.

在副a:fif!矗毒草等曾与挥重荣革的田'上也可疆血，目蕃越厚埋嚣的"ill. 囊理年

·it明显踱小的趋势.但JJ.变化曲辑也可看出，大约在24∞-26ωm嚣量有一个明显的'

弯.逗'示'西部饵撞地区在盆地形成后有一掏童自由11'作用，这神撞断也与盆地.陋的宴

际情况徊符合.

<Z) 西部凹陷南部地区

罐罐区共选出24 个副灰石挥晶.分别取自子不同部度的'口钻井.翻变径矗年.圃定

结果障个嗣悸晶外..经受了不同理度的退火作用，真费现年曾小于17Z Ma. 双 22 得晶取

佯醺度为 4036 m. 费现年麟值为O. 说明己 1ω%迫火.

属灰石的丧理径逼年龄随露度的变化埋律性是明显的.即田部度的槽111. 费现年龄值

画'J、.

(3) 东部凹陷牛居地区

t草地区的悸晶取自5 口钻井，共选出 17 个爵葳石悸晶.裂变佳矗费现年龄最大者为

131 Ma. 最小者为 o年.可见所高伴晶均经受过不同程度的退火作用.在 3845 m I;.{下的样

品迫火率达 100%. 题变在矗表现年r;随谭厦精细而减小，即困地层埋挥槽111..厦亦随之

蜻细，面使.F:O中佳选的退火事精细所致.

(4)东部凹陷黄金带地区

在东部凹陷黄金带地区的 7 口钻井的告芯中共选出爵灰石榨晶 28 个.裂变佳遁测定结

果我明.的在 2800 mI£l下的悸品篇亵现径选年'争皆为 O. 说明这些.~E"中的费变佳选遭

受到彻底的迫火.真余停品表现~It分布范围是 6.8-76 Ma. 也经受了不同程度的退火作

用.在表现年龄与深度的关果回上也存在随深度精细，表现年龄藏小的明显埋律性.

(5) 烧湾地区

本次在泼湾地区仅对一口井 <LH1 3-2·1 号}自浅至深共取 7 个悖晶.金为东膏组砂告.

寞'"灰石表现佳遭年'专变化范田是 40.1-225 Mil. 由表现年龄随深度的变化可见.呈很好

的线状分布，非常好地反映了嗣1Ji.石所经历的热历史的状况.

鲸现辽河沉积盆地五片地区 34 口钻井岩芯中确灰石俘品的型变佳选表现年都存在一

个共同的特点. UP随地层理部的附加而递减.这正反映出随之埋部而古地flU!加，但各地

区.UHi中径选迫火事随深度的变化略有不同.这正揭示出五片地区地质热历史也略有不

同的证据.另外，从年Wi-部度变 fto田jf可祷m. 西部凹陷斜坡.西部凹陷南部、牛居、黄

金f静地区的敷据应在田上里带状分布. j主主要是因为在同一地区内排品'目白不同的钻井及

真不同再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不同地目的朋11构造变动.拍丹或下沉.使样品所处都佳

的受热历史稍有变化，另一方由i. 阴钻井1fiC 己保仔t年.经过多民翩鹏.取佯时所确定

的伴品深度有i吴引起.不过，除个别伴品外，前古可能是主理原因.浅湾地区是同一钻井

的排品， .跤，数'目·点皇很好的线状分布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如此，各地区的排品所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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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地区是历史的且体鲤喜'最明显的.可霉的

4.4. 1 ..石噩噩佳矗撞B怪踵"筐

经受过肇事件面发生过量火作用的佯品，真佳董t是度和径矗密度'要比未理火小.厨

IiJ ft董'是皮带筐也撞撞侯垫历史信息.

矿"中自量型变佳矗如果量有回绝事件商发生退火作用.周真快厦应与西嚣襄豆、硅矗

一棒.代寝Ti莫矿"瞿变侄矗曲踵蟠妖厦. Gleadow _ <I9In['J圄定了躏葳lii酷爱瞿变程

造*度的范围噩 15.6-16.6μm. 平均值为 16.3士。.9μm.t平均值可作为躏黄石中所产

生的自发型变径矗的平均~.If.

本研究只羁走了.~li不完全硅矗的12E挺度，由于西定的是任矗橙E*度.蔚以比

侄矗曲真实最厦要锺曲多.根据在相同条件下的操作，洒得本区躏灰石萌发佳矗擅靡'毛厦

平均为 4.9 间，穰值与靡'庭生等测定曲尊精塌陷晴蓝石诱友佳矗tt.~度平均 4.62 ，.mU:

接近.

(1)襄变佳矗缸IH是度与褒现年'导的关矗

从理诠上分析.踊京百中佳选民度的缩踵以及寝现年酶的赢小鄙与迫火作用菁关系.即

退火作用愈强，剧佳选民度也愈短.对于表现年龄同悖也应矗幡这个饵..几片地区曲.

据点所反映的趋势-藏.即圄之表现年.藏小.佳连平均世摩快厦(I)将精垣.当表现年

龄为 o 时，径选平均授E*-度不为 O. 符合一般鲤律.

根据佳矗挝IH~度何表现年龄关革田，我们还可以大致推算出辽南盆地玩舰炮层中确

班石中裂变佳遣的起始记录时间.*g西灰百萌发裂变佳矗胡平均ii'H~度为 4.9 flm. 这

个民度即为世有遭遇火作用的佳选民踵，可以代寝爵灰石未经受理火的自发裂变佳逼的平

均12IH毛度(I.).为此.在围的缄坐标上找到 4- 9μm 位置，然后与侄透长度与袭理E年麟关

簇的综合趋势缉相变，交点所对应的横铀上可读出本区副葳石在迹的起始记录时间大约为

162 Ma. 这个年由导值与利用 U-Ph 同佳章年代孝所确定的 112 Ma 大致相当.

(2)费变佳选投影氏度与深度的关革

除了某些局部向造活动.火山活动可使局部古地温发生变化外，古地温主要与雄厚嗖

湾有关.随之盆地不断沉睡.地黑沉在 u，度不断加大，古温度也不断细细，从而地层中'

葳E矿鞠中的裂变佳选也不断地发生退火作用.因此 .IR灰百中佳遍的世 E~厦与深度应

具有一定的随从关系.本地区属葳百的佳选平均投~氏度随谭度的增加而有坦橡地.小，井

大量皇统性关系.这实质上反应了径通*度与温度的对应关系.寓中西部凹陷斜辘地区和

东部凹陷牛居地区的古温度惊度较小，而西部凹陷何东部凹陷篱盒带地区的古温度梯度轮

大.下面还将辑此间跑进一步讨论.

【3) 相对径遁 t是度与if!火擎的关系

前面讨论的嗣震石中哥变径班平均捉影 *1重与丧现年'专利潭厦的关晨，本质上也反映

T佳选*度与理火率的关f..这里税们直接描述栩 ;{J佳选民度与迫火辜的关珉 .1 :为伴品的

自发径迹平均搜 IH~踵 • I. 为诱发径选的平均搜量~*厦(真值为 4.9μm}. P 为停品的自挺

径选密度 • p，。为未 if!火时原始的佳选曹度.在理论上 p!P.XI!I.. 寞中 I :为作品的费现佳选

年龄 • I. 为嗣』反右中割麦径迹的起'街记录时间.前面巳讨论，真值为 172 MlI.于是可做出

IIlo-p!p. 关晨四.由回可见.各地区.~石的栩M侄遭*厦和迫火率存在良好的相关关晨，

颤据点分布的思局向-fl. 因此把西部凹陷斜械地区，西部凹陆南部地区.东部凹陷牛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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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II. 京'凹陷'盒，地区四片地区的量量应统-避行回归..下列方理王~:

1/1.-0. ·HI8+0. ~:;S5 pip..

真相关晕.为 0.711. 檀噩这个美*'式.费们可以汁'血本区副灰石悸晶未理火和完全退火

时佳矗的平均担摩最重..当竟全量有经噩噩火时，即 p/p..=I. 酣 t钊=4.9 向·当遭受

完全退朱时，即 ，1".=0. 唰 1/1.=0.4418. 1=2.165 μn. 在矗怅度只赢少 55.8% .这神

美#:矗从 Wan <l984} 何提出的退火穰式 E 的变化规律.这是由于佳矗'蟹的遭重小于密

度撞小的矗厦所童.

......3 .在石疆董佳矗矗火需的.定

确定属蓝石w变佳矗矗火帘的方法主要是根噩属蓝石佳矗的夜.年能回井嚣的变化曲

缉田，在进行.当寝疆等.撞近爵灰百中 ft辈的起始记录时间时.卿说明确1f{ li所是曼!:历

史从未达到迫火的踵皮.当属灰百的寝现年'昏睡深度精细明显.小，即在躏灰石褒现年It

踵深度的变化曲线而呈向年龄变小的方向报弯处的海度即为副武石遇火帘的上阻深度.当

ft现年II为 O. 即.!夜 E中径直达到完全 it!火.可以根握我延年龄瞄嚣度变化画缉外重至我

遭年'专为 n 时的谭震，最深度剧 tt丧了画'灰石侄遭遇火帘的下眼.根蟹这种方法，我们在

得了辽河盆地五片地区码:英百裂变佳选 j~火帘范围毁黯.大藏为 z

西部凹陷饵穰地区; 1600-40∞ m

西部凹陷南部地区: 2000-3800 m

东谭凹陷牛居地区: 1800-3750 m

东部凹陷黄金带地区: 15('0-2800 m

搜湾地区: 2200-4200 n\

真中只有没湾地区悴晶是取fl同-钻井，其丧it年龄随深踵变化曲线里非常良好的搜

律性变化. };，而所确定的确~li径选jJ!火带也展为可靠.lt余四片地区样品取自多个钻并.

所以放黯班里带状分布.但键钊!'It正是明显的.所确定的if!火帘范围是政自画向钱的平均

伯.也应是可倍的-

~.~.oI古温擅估算

实'生丧咧.裂变佳选退火的主雯，影响因章是温度.地费精温、断层活动、火成岩侵入

等都可使径选产生理火.但匈热时间也起一定作用.特别是地质时明中有吸加热时间.所

以已知阵品的i6火惺厦和有钱加然时间.章E可推算出悴品所经莹的古温度.

辽河盆地属灰lit圣遭遇火帘巾的地昆主要为老第三纪.其串成年盼约为25-45 Ma.根

据本区沉.et演化的历史.前面已缸且.ft们帷挥lt育须加拽时间(戎平均理l.时间》为 30

Mil 左右是合理的.网此码~oibfj!!火的ill'贾范阴应足~70-125('. 再假帽前自旨在得的码

~fi径，吨迫火帘的再度再m;j.费l不很求:1:各地区的平均古温度怖度t 在 2). ft们在计算古

iLl哑仰，眩目·n变有·~lt沉帜炮日的旺工~阳. [列为压茹苦t应的时间与有续加热时间栩比乾可

以军略不it.

Jl I'it

iI*帽， (m >

宵a庵..

("('/1 1\阳，，)

寝 z ..地E古;a鹰"蟹"if

;圃'凹陷饵"l些原因1ft.. I -Lt

p一?古:750
'盒'

IS佣-28011

4.21

槐梅

ZZllO-4饵"。

2.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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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幢幢供出疆地量黄料的地段.可以比担一下理地温'度与古地温锦度的量刷.细

西部凹陷的双楝 3 并现地温锦厦 dT-3.12'C /I00 re.而古地温锦皮dT-3.06 'C /l∞ m.京

都凹陷牛居地区牛 105 并在热量佛厦 dT=3.14 'C /I00 m. 而古地温锦度 dT=2.82'C /I00

m. 显示亩地温佛度比现地植锦度降低的热历史特征.但黄金'地区的古地植锦皮 dT=

4.23 'C /lωm. 则很可能比现地温锦度高.这些情况可能大体反除了辽河盆地不同地段存

在'帽有撞到的热摘·:t历虫.....J 生泊'

盆地鹉摘化历史研究的重要内睿是科攀地确定生楠 W. 因为生油田是油气评价的重要

指标之-.根据鹏灰石裂变径遭遇火带以及包体测温资料是确定生捕窗更为科学和膏般的

乎踵.

前面巳经述及，本医院幌地层中爵It石在大的为 30 Ma 的有娃"鹅时间情况下.其裂

变径矗遇火郁的温度为 70-125'('.70 'C亦为本区生袖温度的下垣.为此，本区生油田的上

眼即应为古地瞌 10'C所具有的摞度，此深度刚好为'灰石f!逼迫火稽的上限深度.茵茵连

足的斗S: IX地层中的方介E包体测田野料我明.在 150'C时也体中含有垣提物质，说明本医生

油温度的上限可达 150·C. 而爵葳石侄遭遇火帘的下阻棵度只寝明达 125'C的古温度.因而

本区f际生泊植度应是 70-150'(; .结合各地区的古地温锦度鼓掘，则不 E在计算各地F的生

楠8T. 各地区生油田的计算结果如下 s

菌'凹陷解撞地区 I 1600-5190 m

西部凹陷丽郁地区 I 2000-4620 m

东部凹陷牛居地区 I :800-4640 m

东部凹陷赏盒带地区 I 1500-3390 m

槐湾地区， 2200-S2~ m

各地E有量鼻.这对避一步评价各地段的油气贵雷应具有重要的，考意义.

5 基本认识

本项目矗过对E向民现盆地巷.=:.沉幌告中嗣~右的檀搜查侄量'警征、'告右街属庆

石的 U-Pb 同钮'年代学.帖土矿物的 K-Ar 年代学.矿物包体.ae.ll同佳'组威特征等的

研究，可以得出剧下几点基本认识，

('、辽南盆地防河街组中的精苟糊"灰苟经 U-Pb-黠蜡团..班得迂些副矿物的原始

形成年份为 2415土32M..囊明这事阮幌曹革的物质量来自邻近的山海关吉凶.而山海关古

陆在 172 M. 揭开遭受刷蚀，镶年龄也应为沙何街组地层中碎屑确葳石裂变佳班的起怕记

最时间.

(2)帕土矿物的 K-Ar 年代学研究表明.沉飘地属中的伊和IJ:Q并非都是啤费就生泊湖蚀

寰的产物.而是包括时鹏来帽的棍合物.

(3) 包体相8ji同缸'组成研究褒明，包体中啻有短'自组分，均-化圈度为 J50'C士，

横咀度可作为本区生油罐度的上用.矿物对的'定同缸'研究指出其平衡温度为 81

JJ4'C.与生捕温度M田基本吻合.

(4)辽何盆地抚幌地层中确灰百径选费现筝'争随地围埋挥而躏小的思体规律非常情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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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随地温糟加.磷灰石径迹退火程度不断增加的客观事实.

(5) 酶灰石径迹平均投影长度随埋探增加利随表现年'专减小而减小 z 径迹平均投影怯

度减小事与侄迹退火事成正相关关系.然而当裂变侄迹年龄为 0 时，或者退火率达到 100%

时，径迹的平均投IH~度不为 0，符合常见姐律.

(6) 确定出辽河盆地五片地区确灰石裂变径迹迫火带的深度范围是 z

西部凹陷斜披地区 I 1600--4000 m

西部凹陷南部地区: 2000-~3800 rn

东部凹陷牛居地区 I 1800--3750 m

东部凹陷黄金带地区 I 1500--2800 m

浅海地区 I 2200--4200 m

(1~ 辽河盆地各地区古温度演化f有差异，表现在古温度梯度不尽-致，其中黄金带

地区的古温度佛度最高，达 4. 23'C!100 m. 其余地区均表现为比现地温梯度'自{匠的热历史

特征.差异性可能反映了不同地f1断裂构造活动，火成活动等的不均衡性.

(8) 利用裂变侄迹和包体预Iii日的资料，确定出辽河盆地五片地区的生油田如下z

西部凹陷斜坡地区: 1600-5190 rn

西部凹院南部地区 I 2000-4620 m

东部凹陆牛屈地区: 1800~-4640 m

东部凹陷黄金带地区: 1500-3390 m

浅梅地区 I 22UO-5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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