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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古生界海相油气勘探
要
要要访康玉柱院士

康玉柱袁 1936 年生遥 1960 年毕业于长春
地质学院遥曾任地质矿产部塔北油气联合
勘探指挥部指挥兼专家组组长和国家储
委油气专业委员会委员遥 1984 年袁在塔里
木以地质力学理论为指导主持首次突破
我国古生代海相油气田曰其后又主持发现
了塔河大油田曰野八五冶和野九五冶期间主持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和地质矿产部 5
个科研项目袁全面系统地评价了塔里木盆
地油气资源尧油气成藏特征曰1992 年首次
建立我国古生代海相成油理论袁并在丰富
和发展地质力学找油理论中做出了重要
贡献遥主持编写西北石油地质局油气勘探
规划和设计 20 多份尧 科研报告 20 份袁主
笔技术专著 4 部袁独立编写或主编科学技
术专著 11 部袁发表科技论文 80 篇遥 曾获地矿部个人特等奖和集体特等奖尧被记一等功并获得地矿部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突出贡献奖袁1993 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遥 200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遥
采访时间：2007 年 5 月 23 日
采访地点：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康玉柱院士办公室
采 访 人：金顺爱，
《海相油气地质》编辑，高级工程师，以下简称“编”
被采访人：康玉柱，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塔里木盆地古生代海相地层的突破

作设计。调研的结果，认为从整个地矿部寻找战略
后备基地来讲，塔里木是很重要的含油气区，建议

塔里木盆地是我国重要的油气勘探基地袁

塔里木快上，塔里木很有油气资源潜力。

尤其是古生代海相地层十分发育遥 塔里木海相地层

到 1979 年的时候，
已经在塔西南经过一年多的

油气勘探的突破袁 对我国油气勘探事业具有重要的

时间，打了 2 口井，另外完成了区域地震剖面和重

战略意义遥 1980 年 1 月西北石油地质局将油气勘查
工作战略重点从塔西南转移到塔北沙雅隆起区遥 这
给后来沙参 2 井的发现奠定了基础遥 那么袁当时是

力。当时我们碰到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发现含油
没
目的层埋藏深。当时的钻机只能打 3 500 米左右，
有现在的 5 000 米、
6 000 米甚至 12 000 米的钻机。

以什么为依据把工作重点从塔西南转移到塔北沙雅

这 3 500 米钻机连上新统都打不穿。 第二，地表构

隆起区的钥

造非常复杂，上下高点不符合。 结果有一口井，就
1977 年筹建西北局之际，我作为筹备组

是喀 2 井，
在地表构造高点打下去的，最后到了背斜

组长带领几个人到塔里木作调研，为地矿部上队伍

的翼部。这两个问题当时解决不了，所以要提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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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勘探靶区。那么往哪里转？找哪？分歧很大。当时

见到古潜山了，但是没有油气显示。大家心里都

也有人
我提出往沙雅斜坡（后改为沙雅隆起）转移，

凉了。这时出现了两种意见。第一，都打到古潜

提出质疑说：前人从 1963 年到 1974 年在沙雅斜坡

山了，没有油气显示，要求停钻。 因为工程上风

上已经做了十年的工作。搞了 1∶20 万重力、
电法，

险大，这么深的井，并在发生井漏，怕出事故；

另外，做了地震，还打了三口井，叫柯 1 井、轮 1 井、

第二，坚持打下去。我提出了三个理由：首先，

孔 1 井。当时打井的深度最多的也就是 3 800 米左
由此认为这沙雅斜坡
右。这三口井都没有什么显示，

这点白云 岩定不 了地质 时代， 为什么 呢？ 石 炭
纪、奥陶纪、寒武纪、震旦纪这四个时代都有白

不是有利的含油远景区，原因是第三系直接覆盖在

云岩，我们还确定不了这白云岩的地质时代，地

主要依据在
老地层变质岩上，
没有中生界和古生界。

层问题还没有解决；再一个，3 800 多米见到油砂

于当时的地震反射深度很浅。

了 ， 这油 气 肯 定是 从 深 部来 的 ， 油 可 能 还 在 下

人家都否定的地区，为什么还要往那里去？我

面； 最后，中国东部的古潜山油藏的油不一定在

摆出了李四光地质力学的理论，也就是纬向东西

表面，不少油是聚集在古风化壳之下几十米的风

构造带的理论。在古生代，这里是东西向的构造

化淋滤带上。 因此，我坚持至少还得打 100 米。

带，特别是沙雅隆起和库鲁克塔格，在早古生代是

经上级领导同意，决定继续钻进，但必须首先堵

东西向的沉降带，是一套东西向的纬向构造体系。
在这个纬向构造系中，古生界发育齐全，在柯坪隆

晨,沙参 2 井只加深了 28 米,即 5 391.18 米，就出现

起和库鲁克塔格古生界很全，所以我认为沙雅隆

了震天动地的猛烈井喷。

漏、下技术套管后才能钻进。 1984 年 9 月 22 日凌

起上还应该有古生界。到了晚古生代石炭纪、二叠
纪之后，沙雅隆起还在沉降，所以沙雅隆起上还应
该有中生界。这个地区交通条件也比较好，基底埋

井喷的是什么地层钥 当时日喷多少钥 喷了多
长时间钥
井喷的层是奥陶系白云岩，证实了推断。

藏也比较浅。这个观点得到了共识。
80 年代初，首先准备在塔里木河南的北西向

在场专家们估算，日产油 1000 立方米，天然气

重力高上打口井，但美国沙漠车都进不去，走不

200 万立方米。当时在十千米外都能听到隆隆的喷

动，只能停留在离塔里木河南部六七千米的地方，

油声，喷了有二十多天。
这口井出大油大气，也正是塔里木盆地油气勘

在重力高的北斜坡上打了一口参数井。这就是跃
参 1 井。取得了重要地质成果：第一，证实中生界

探处于低潮时期，给大家认识上造成的反差很大，

600 多米厚，而且有 300 多米厚的生油岩；第二，打

也得到了国外的极大关注。
沙参 2 井的突破意义很大，这是我们国家第一

到二叠系，证明中生界下面不是变质岩，还有古生
界。这口井的意义在于地质成果非常大，对沙雅隆

口古生代海相油井。所以专家们说大庆油田的发

起的认识明确了，这口井打开了认识塔东北地区

现，使我们国家摘掉了贫油的帽子，沙参 2 井使我

的油气远景的大门。

们甩掉了中国海相地层没有油的帽子，实现了古生

在打这口井的同时，又开展了二维地震工作，

代海相油气田首次重大突破，开辟了我国古生代油

发现了雅克拉构造。1981 年打了沙参 1 井、阿参 1

气勘探新纪元，是我国油气勘探史上的重要里程

井，这两口井都见到了中生界和古生界，进一步

碑，也是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新转折，同时也说

证实了沙雅隆起中生界和古生界的存在。 由此在

明了塔里木盆地海相地层的油气资源潜力很大。

1982 年底提出了打沙参 2 井的意见。当时只有一
条地震测线，后来又加密成井字线，于 1983 年初
定了沙参 2 井井位。

2

塔里木盆地海相地层的潜力
塔里木 盆地油 气勘查 与勘探 工作袁 从

在沙参 2 井加深的问题上有点波折袁那么

1952 年算起的话已有五十多年的勘探历史遥 您觉

打到 5 363.5 米时见到了白云岩，也就是说

是中期钥 塔里木盆地的海相地层也已经搞了二十多

在什么样的理由下坚持打下去的钥

得现在对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来说是处于早期钥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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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袁 还有多少潜力钥 现在整个塔里木盆地有多少油

那么袁构成多相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钥

气田钥

因为它有四个成藏期。最早的是晚加里东
应该说是初期。其道理是全国第三次资源

至早海西期，第二期晚海西期，第三期印支—燕山

评价计算塔里木盆地共 229 亿吨油当量，现在找到

成藏
期，最后喜马拉雅期。不同时期排烃演化不同，

的储量海相、陆相加在一起共为 20 多亿吨，也就

期不一样，造成了多相态并存的现象。

是资源转化率为 10%左右，而且资源量越勘探越
多。库车坳陷原来是 10 亿吨资源量，可是克拉 2

目前塔里木盆地海相油气勘探或海相地层
研究中的难点或存在的问题是什么钥

气田一发现变成了 30 多亿吨，沙雅隆起原来也是
10 亿，塔河油田一发现已经变成了 35 亿，其他还
不说。而且勘探的部署还很不平衡，只是几个重点
地区投入的工作量比较大，如库车、沙雅隆起、塔
中等地区，其它地区勘探程度很低，甚至有些地区
如塔东南基本属于空白。
现整个盆地已发现 30 多个油气田，其中海相
的油气田占一半多一点。
目前把塔里木盆地勘探尧研究工作放在世
界范围的话处于什么水平钥

总的讲有四个情况：第一，油气资源还不是
很清楚。虽然古生代海相油气资源量为 160 亿吨左
那么
右，但可信度有商量余地。它是多期生烃结果，
每次生多少，能保存多少，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
碳酸盐岩的储集岩（体）规律还很难寻；第三，成藏
机理、成藏过程、油气藏被破坏、再保存情况不清；第
四，油气分布规律不清。 这些都是当前勘探工作和
科研工作的难点。

3

对塔里木盆地海相油气勘探的展望

在地质理论上、勘探技术上，塔里木目

目前塔里木盆地勘探重点在沙雅隆起和塔

前的勘探水平不管是中、新生界还是古生界都是

中地区遥 现在有些专家和科研人员提出要把塔里木

比较先进的，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个别领域更领

盆地勘探重点转移到塔西南袁您怎么看钥

先。比如克拉 2 大气田，它是中生界，地质构造

我认为寻找古生界大油气田大概有这么几

都很复杂，勘探的复杂性是世界上少见的。塔河

古斜坡、
断裂带、
不整合。这是古生代
个因素，
古隆起、

大油田也是这样，一个是深，一个是缝洞型，多

油气聚集的重要因素，
现在所发现的油田基本都是受

压力系统。去年打了 8 408 米的塔深 1 井，7 500
多 米甚至 8 000 米还 有液态 烃，有 油 迹、 荧光 ，

这四个因素的控制。油田首先在古隆起、古斜坡上，

白云岩缝洞很发育，还没有充填，这是很多人没

有希望找到
盖提斜坡古生界奥陶系有和田古隆起等，
如库车
大油田。中、新生界主要还是集中在山前带，

有想到的。所以塔里木不但中、浅层勘探潜力大，

在凹陷里的很少。塔西南地区古生界发育齐全，
在麦

而且深层的勘探潜力也相当大。应该说，5 000 米

坳陷、
喀什凹陷、
叶城凹陷，
包括且末—若羌凹陷。当

以下古生界还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现在塔河 6 400

然，
沙雅隆起上在中生界也发现了多个油气田。

米、 6 600 米都是高产油气井。塔中地区 6 400 米
也发现高产油气田。
塔里木盆地古生代海相油气田与国外大的
海相油气田相比有没有特殊之处钥
有。第一埋藏深，第二地质构造相当复杂，
第三储集类型多样。主要有四种储集类型，一个是
缝洞型，一个是生物礁滩， 一个是鲕粒滩，另外还
有裂缝型。 特别是油气相态齐全， 比如有天然气、
挥发油、凝析油、轻质油、重质油，这在世界上也
是罕见的。

塔里木盆地油气田从去年开始对外国公司

开放九个风险勘探区块袁 共 11 万平方千米的矿区袁

主要集中在塔里木盆地的西南部尧中部和东部遥开放
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钥

据我了解主要是引进外资加快塔里木的勘
探步伐。 我们现在每年进口油已经 1 亿多吨了，到
2010 年可能要达到 1.4～1.5 亿吨。另外，还可引进
外国先进技术。不同的国家都有他们的技术优势。
您觉得现在对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开发投
入得够不够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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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还很不够。从资源潜力、勘探潜力来

地层沉积相、构造演化，搞清基础地质构造特征；第

看，我认为我国陆上找油主要看西北, 西北要看新

二，加强有效烃源岩及油气资源研究，进一步搞清资
源规模；第三，加强海相储集岩（体）研究，进一步

疆，新疆主要看塔里木。 因为塔里木的资源量为
229 亿吨。 229 亿是什么概念呢？占全国陆上油气

弄清碳酸盐岩古岩溶储集体分布规律，提高钻井命

资源的 1/4 左右。虽然我们现在找到了塔河大油田、

中率；第四，加强海相油气藏成藏机理的研究，逐步

克拉 2 气田、迪那 2 气田 、大北气田、塔中 1 油气
田、雅克拉气田、哈得油气田、和田河气田共 8 个大

摸清油气分
搞清成藏条件、后期改造与保存等因素，
布规律；第五，各大油公司加强合作、交流，取长补

型油气田。但是我感到这仅是初期的勘探。 大油气

短，加强产、学、研相结合，共同为发现更多大规模的

田、特大油气田还在后面。 塔河油田去年累计探明

油气田努力奋斗。 总之，研究无止境，认识无止境，

储量 7.8 亿吨，三级储量达到 17 亿吨， 那么到了

创新无止境，发现无止境。 塔里木油气勘探一定会

2010 年预计塔河探明储量可以达到 10 亿吨，那样

更加辉煌。

的话塔河区域就成为特大油田了。 我觉得这个目
标是可以实现的，
而且决不止一个塔河。现在需要加

议或希望钥

快勘探，加大投入。

您对我们的杂志并不陌生袁您有些什么建
咱们这个《海相油气地质》杂志面很广，文

您对塔里木的油气勘探有什么建议钥

章精练，重点突出，是水平很高的期刊。希望加大分

第一，
各公司加强塔里木盆地基础研究，如

量，每一期多几篇文章。

叶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曳第 3 卷

叶中国能源与可持续发展曳

2007 年 2 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宏篇巨著 叶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曳
丛书分国家卷 渊共 20 卷袁 1350 万字冤 和区域卷 渊共 31 卷冤袁 由路甬祥院
士任总主编袁 牛文元教授任执行总主编遥 国家卷涵盖了中国人口尧 资源尧
环境尧 经济尧 社会尧 科技尧 教育尧 文化尧 自然灾害尧 消除贫困尧 可持续能
力建设等各方面内容袁 第一次全面展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景式图
卷遥 丛书具有战略性尧 前瞻性尧 文献性和应用性等特点遥
叶中国能源与可持续发展曳 为该系列丛书的第 3 卷袁 共 12 章袁 543 页袁 其中附图 119 幅袁 附
表 182 张袁 陈勇任主编遥
全书分别介绍了煤炭尧 石油尧 天然气尧 核能尧 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的发展袁 对各种能源的资
源量尧 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袁 能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袁 以及发展战略等作了论述遥
该书论及了中国未来石油勘探的新领域遥 现实可勘探的领域有院 渊1冤东部地区主要是地层岩性
油气藏尧 隐蔽油气藏尧 外围新盆地以及渤海湾滩海地区曰 渊2冤西部地区曰 渊3冤近海海域遥 探索和接替
的领域包括东部深层尧 准噶尔盆地深层尧 中小盆地群尧 南方海相沉积区尧 深水海域和青藏地区等遥
在论及中国天然气上游资源开发策略时袁 丛书提出了要更加重视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曰 加
速煤层气开发的步伐曰 加速海上油气田中天然气的开发曰 贯彻 野立足国内袁 开拓海外冶 的战略袁
在世界范围内投资开发尧 引进尧 购买天然气曰 加速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开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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