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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盆地地质演化及构造样式地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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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黄海盆地奠基于前南华纪变质基底之上 , 盆地演化历经南华纪—早 、中三叠世海相地层发育期 、晚白

垩世—古近纪箕状断陷发育期和新近纪—第四纪坳陷发育期 , 为一典型地台—断陷-坳陷多层结构的复合盆地。

受不同时期地质营力及区域应力场变化的影响 ,南黄海盆地形成多种构造样式 , 可分为伸展构造 、挤压构造 、反转

构造和底辟构造 4 类 ,前 3 类构造样式是地壳水平运动的结果 , 后一类是地壳垂直运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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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黄海盆地位于我国黄海南部 ,是我国大陆近

海海域含油气盆地之一 ,在大地构造位置上 ,南黄海

盆地位于下扬子准地台的东部 。现今的南黄海盆地

是根据白垩纪 —古近纪地层分布范围圈定的 ,自北

而南可划分出北部坳陷 、中部隆起 、南部坳陷和勿南

沙隆起 4个二级构造单元 ,其中北部坳陷又可进一

步划分出 8个三级构造单元 ,南部坳陷可划分出 9

个三级构造单元
[ 1]
(图 1)。

图 1　南黄海盆地及邻区构造纲要图

F ig.1　Sketch map o f the tec tonic units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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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黄海石油地震勘探工作始于 20世纪 60年代

初 ,先后完成了上万千米的地震剖面
[ 2]
。由于受当

时技术条件和手段的约束 ,前期剖面质量较差 ,信噪

比低 。2005年 9月 ,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

所“1∶100万南通幅海洋区域地质调查”项目在南

黄海海域施工了 6条共 1 727.5 km 地震大剖面 ,剖

面质量较以往资料有突破性提高 ,清晰揭示了中生

界之下地层的内幕反射 ,为判别南黄海盆地的地质

结构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 ,有助于解释前人有争议

的各类构造样式 ,提高南黄海石油勘探的地质效益 。

1　盆地地质结构与地质演化

1.1　盆地地质结构

杨克绳[ 3] 根据目前全国所做的地震大剖面信

息 ,大体将含油气盆地结构类型划分为 3类 ,即单层

结构的箕状断陷型沉积盆地 、双层结构的断陷-坳陷

型沉积盆地和多层结构地台-断陷-坳陷型沉积盆

地。南黄海盆地地震大剖面自下而上可划分为三大

构造层(图 2):下构造层为南华纪 —早中三叠世海

相地层;中构造层为晚白垩世 —古近纪箕状断陷湖

相沉积;上构造层为新近纪—第四纪坳陷式河流相

及海陆交互相碎屑沉积 。各构造层相互叠置 ,构成

典型地台-断陷-坳陷多层结构的复合盆地 。

1.2　盆地地质演化

作为下扬子准地台的主体 ,南黄海盆地奠基于

前南华纪褶皱变质结晶基底之上 ,其经历了中元古

代末四堡运动和新元古代晋宁运动的固结回返后 ,

形成具双层变质岩的基底结构 ,之后进入地台 、断陷

和坳陷发育阶段[ 4-5] 。

1.2.1　地台阶段

新元古代南华纪时期 ,南黄海地区开始形成第

一个沉积盖层。早期 ,扬子主体为陆地 ,古陆内或边

缘发育河流相沉积(湖北宜昌),东南侧为海陆过渡

相 ,南黄海地区为滨海潮坪沉积环境;晚期 ,普遍被

冰川覆盖 , 发育一套冰碛砾岩和千枚岩(南沱

组)[ 4-6] 。南华系与上覆震旦系普遍呈平行不整合接

触关系 ,多数地区与下伏中元古代变质基底(张八岭

群)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新元古代震旦纪时期 ,随着南华纪冰川的消融

和长期夷平 ,海水自西南部侵入扬子准地台 ,随后大

规模海侵 ,沉积范围不断扩大 , 南黄海逐渐发育为

“一台两盆”的沉积格局 ,即以中部台地和其南北两

侧的深水盆地为主体 ,共同构成了克拉通边缘海盆。

向陆延伸 ,可与石台-南京一带的中央台地 、北侧滁

县深水盆地以及南侧休宁深水盆地相对应[ 7] 。

早古生代时期 ,扬子准地台经历了一个从海侵

到海退的过程。早寒武世扬子准地台大部分地区继

承了震旦纪的构造环境 ,南黄海为浅海环境;中 、晚

寒武世气候转为干旱 、炎热 ,南黄海形成许多白云岩

和石膏沉积;奥陶纪沉积环境比较稳定 ,海水明显加

深;志留纪南黄海发生明显海退 ,形成半封闭浅海。

志留纪晚期的加里东运动结束了南黄海“一台两盆”

沉积构造格局 ,该构造事件导致下扬子准地台普遍

隆升 ,形成了广阔而稳定的后加里东地台 ,南黄海地

区开始了晚古生代陆表海发育阶段[ 8] 。加里东运动

在南黄海南部表现为挤压 、走滑 ,而在北部仍显示陆

缘坳陷构造格局。

晚古生代时期 ,扬子准地台南部从早泥盆世开

始就形成了碎屑沉积 ,而后海侵范围从西南向东北

不断扩大 ,中泥盆世开始广泛发育浅海碳酸盐沉积;

南黄海地区缺失早 、中泥盆世沉积
[ 4]
。石炭纪时 ,海

水由南向北逐渐加深 ,从滨岸—滨海环境逐次到浅

海 ,后期趋于稳定 ,沉积了一套以浅海碳酸盐岩为主

的地层 。早 、中二叠世时期 ,下扬子准地台承袭了石

炭纪沉积面貌 ,仍为南浅北深沉积格局 ,但岩相出现

分异 ,总体上以浅海碳酸盐岩 、滨海相碎屑岩和含煤

沼泽相建造为主。海西运动在下扬子准地台主要表

现为频繁的差异升降运动 ,仅仅引起沉积的迁移和

局部地层缺失
[ 7]
。

南黄海在晚二叠世 —早 、中三叠世期间处于滨

浅海环境 ,大部分区域发育海陆交互相碎屑沉积及

浅水碳酸盐岩台地沉积 ,仅在南部和西北部靠近物

源区出现滨海和三角洲沉积。中三叠世晚期 ,海水

开始向北退却 ,海盆被海湾或泻湖所代替 ,局部有石

膏沉积 。晚三叠世早期 ,海水进一步萎缩 ,发育黄马

青组海陆交互相含煤碎屑岩 。

印支运动结束了南黄海盆地南华纪以来的长期

总体沉降作用 ,转而上升为陆 ,海水逐渐退出本区 ,

该构造运动造成南黄海盆地沉积盖层广泛发育褶

皱 、断裂 ,形成印支构造体系 。

1.2.2　断陷阶段

三叠纪末期—早 、中侏罗世 ,伴随大规模的陆内

俯冲作用 ,在造山带南缘因地壳均衡调整而下陷出

现中生代前陆盆地(南黄海北部坳陷),发育一套类

磨拉石沉积(象山群)[ 9] 。海域南部伴随郯庐断裂的

左旋走滑 ,形成现在南黄海南部坳陷 。两坳陷所夹

持的中部台地则演变成中部隆起区 ,同时勿南沙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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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区形成
[ 8]
。

图 2　南黄海盆地典型多道地震剖面

Nh-南华系;Z-震旦系;∈-O 2-寒武系—中奥陶统;

S-志留系;D-P1-泥盆系—下二叠统;

K 2p-上白垩统浦口组;Ef-古近系阜宁组;

Es-Ed-古近系三垛组—戴南组;Q-N-新近系—第四系

F ig.2　Typical multichannel seismic pr ofile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属于南黄海应力调整和

改造时期 ,强烈挤压作用逐渐减弱 ,表现为区域应力

场相对松弛状态下的走滑 、挤压 、拉张[ 10] 。千里岩

断裂反转成同生正断层 ,南黄海北部坳陷在断裂作

用下发生断陷 ,盆地性质也发生改变 ,部分逆断层活

化为正断层 ,中部隆起区和勿南沙隆起区处于相对

上升部位 ,未接受沉积 ,南黄海南部坳陷继续断陷沉

积
[ 8]
。

晚白垩世 ,受环太平洋构造域的影响 ,南黄海地

壳处于伸展状态 ,区域应力场进入拉张环境 ,这一时

期以张性正断层为特征 ,包括继承性和新生的断层 ,

两坳陷沉积既受古地形的控制 ,也受同生断层的控

制 ,沉积范围较前拓宽 ,厚度变化大 ,充填河湖相碎

屑岩
[ 8 , 11]

,含钙质和石膏 。

古新世早期 ,南黄海延续晚白垩世的伸展特点 ,

但拉张作用明显增强 ,断裂活跃 ,大量张性断裂造就

的箕状断陷和地垒普遍分布。南黄海北部坳陷和南

黄海南部坳陷持续稳定下降 ,湖盆不断扩大 ,水体加

深 ,后期除局部构造高部位外 ,已逐渐连成一体 ,形

成广阔的湖盆 ,接受了一套湖相沉积
[ 8]
。晚期 ,南黄

海经过一次变浅后水体再一次扩大 。南黄海北部坳

陷受郯庐断裂走滑平移和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

冲的共同影响 ,坳陷东西受力状态的差异明显 。西

部 、中部 、北部和东北部发育 NE 、NEE 走向凹陷 ,东

部及东南部出现 NW 向伸展的张裂凹陷[ 8] 。同时

千里岩隆起区源源不断向盆地提供大量碎屑物质 ,

北部和东北部凹陷沉积中心逐渐向南(中部坳陷)迁

移 ,沉降幅度为 3 500 m 。南黄海南部坳陷西部发

育 NE —NEE 向凹陷 ,东部发育近 EW 向凹陷。坳

陷沉降中心在南五凹陷 ,包括晚白垩世晚期沉积在

内 ,沉降幅度达 4 400 m ,其他凹陷在沉降较深地带形

成半深湖环境 ,沉降幅度为 2 000 ～ 2 500 m 。

始新世 ,南黄海以断块运动为主 ,中部隆起区上

升 ,南 、北两个坳陷下降 ,南部坳陷内凹陷和凸起明

显分化 ,北部坳陷的沉降中心移向中部凹陷 ,呈现为

南 、北两个坳陷对称于中部隆起区带的箕状结构。

北部坳陷继承了晚白垩世以来的构造 ,NEE 向断层

继续控制坳陷(凹陷)和隆起(凸起),但沉积范围缩

小 ,沉降中心在北部凹陷二台阶断层的南侧 ,沉降幅

度为 1 500 m;南部坳陷在 NWW 、N EE 和 NW —

NNW 向断层的分割控制下 ,大部分为凸起 ,未接受

相当沉积 ,只有南二凹陷和南五凹陷接受沉积 ,主要

沉降中心在南五凹陷南部 ,沉降幅度达 1 700 m 。

渐新世时地形逐渐被夷平 ,沉积层向凸起和隆

起超覆 ,沉积范围超过始新世 ,大部分地区为河流相

沉积 ,早期振荡运动频繁 ,沉积旋回明显 ,沉积物较

粗 ,晚期以紫红色泥岩为主。南部坳陷的南二和南

五凹陷以及北部坳陷的南部凹陷则保留着浅湖 —沼

泽环境 。南部坳陷南四凹陷的浅湖较封闭 ,湖水时

而咸化 ,时而淡化;南七凹陷的浅湖只持续到渐新世

早期 ,湖水有时半咸化 。此外 ,北部坳陷中部凹陷的

东部和南部坳陷的南四凹陷发生过基性火山喷

发 。　

1.2.3　坳陷阶段

中新世早期南黄海南北两个坳陷继续为沉降

区 ,主要同生断层仍有一定控制作用(图 3),因而首

先在原来坳陷(凹陷)中出现网状河流 —蛇曲河流环

境 ,接受粗碎屑沉积 。晚期大部分同生断层相继消

失 ,本区整体下沉 ,地形也逐渐夷平 ,沉积物向其他

凹陷 、凸起上超覆 。中新世时期坳陷沉降相对较快 ,

在北部坳陷的沉降中心 ,沉降幅度最大可达 900 m;

南部坳陷的沉降中心 ,沉降幅度最大可达 1 000 m 。

图 3　南黄海盆地典型单道地震剖面

Fig.3　Typical single-channel seismic profile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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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世继承了中新世发育趋势 ,海域继续全面

下降 ,成为蛇曲河流和泛滥平原 ,局部有沼泽发育;

晚期转变成广阔的湖泊 ,盆地填平补齐 ,随着水域扩

大 ,隆起区开始接受沉积。沉降幅度以南部坳陷较

大 ,为 400 ～ 700 m ,北部坳陷为 150 ～ 250 m 。

南黄海地区自进入新近纪以来整体处于拗陷阶

段 ,但其局部地区存在差异性升降运动。新近纪时

期 ,图幅内存在 3个较大的沉降中心和一个持续隆

升区 。在研究区西部的两个继承性沉降中心 ,新近

系厚度最大可达 2 000余米;而在东部隆起区 ,基底

持续隆升 ,新近系不超过 200 m ,个别地段几乎没有

接受沉积(图 4)。

第四纪时期 ,广大海域稳定而缓慢地下降 。研

究区北部的沉降中心向其西部转移 , 接受了厚达

450余米的沉积;南部的沉降中心北移 ,第四系厚度

达 300余米;东南部为持续沉降区 ,第四系超过 400

m;东部隆起区持续隆升 ,个别地段仅接受晚更新世

以来的沉积。第四纪时期海水逐渐从东 、东南部侵

入 ,广泛沉积一套水平 、以灰色黏土为主的地层。

图 4　南黄海盆地典型单道地震剖面

Fig.4　Typical sing le-channel seismic pro file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2　地层展布概况

南黄海盆地地层划分如表 1 所示 ,从青岛海洋

地质研究所“1:100万南通幅海洋区域地质调查”项

目最新采集地震剖面解释结果来看 ,南黄海盆地的

南华系至志留系分布较广 ,总体为一北东向坳隆相

间的构造格局 ,其中南华系—奥陶系分布厚度相对

稳定 ,志留系受后期构造运动强烈改造 ,厚度变化

大 ,北部坳陷可能缺失相当沉积 ,其上为一区域性滑

脱面 。泥盆系至印支侵蚀面以下地层全区厚度变化

较大 ,以逆冲推覆构造为特征 ,形成了南北对冲的构

造格局 ,其中三叠系下统(青龙组)和二叠系上统(大

隆组和龙潭组)在南部坳陷分布广泛 ,北部坳陷分布

局限。白垩系至古近系在断陷内分布广泛且厚度变

化大 ,其中白垩系在北部坳陷内分布范围很广 ,除隆

起外均有发育 ,南部坳陷仅见于个别凹陷 。古近系

在南 、北坳陷均有发育 ,在北部坳陷无论是发育范围

还是厚度都较南部坳陷大。新近系至第四系全区均

有分布 ,厚度变化较大 ,总体厚度南部坳陷大于北部

坳陷。

需要强调的是 ,以往认为南黄海盆地中部隆起

上覆盖着大套的上古生界及下三叠统
[ 12]
,最新采集

的地震大剖面显示 ,受印支 —燕山构造运动的影响 ,

中部隆起上的下三叠统青龙灰岩和上古生界龙潭煤

系基本已剥蚀殆尽 ,其上主要残留了南华纪 —石炭

纪地层 ,局部地方沉积了较薄的白垩纪地层;南华

纪 —石炭纪地层受后期火成岩侵入和喷发的影响 ,

其分布是分段而不连片 。

表 1　南黄海盆地地层划分

Table 1　Stratigraphic division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构造层 构造阶段 地层属性 地层代号

上构造层 拗陷期 第四系-新近系 Q-N

中构造层 断陷期

古近系(三垛组+戴南组+阜宁组)

白垩系上统(泰州组+赤山组+

蒲口组+葛村组)

E

K 2

下构造层 地台期

三叠系下统(青龙组)

二叠系上统(龙潭组+大隆组)

二叠系下统-泥盆系

志留系

奥陶系-寒武系

震旦系

南华系

T1

P2

P1-D

S

O-∈

Z

Nh

变质基底 前地台期 前南华系

3　盆地基本构造样式

构造样式是一组相关构造的总体特征 ,是在特

定应力场作用下形成的构造几何形态 ,其本身可以

反演构造的形成和演化过程[ 13-14] 。构造样式受多种

因素影响 ,不同成因类型盆地可具有相同(或相似)

的构造样式 ,但同一类盆地亦可有不同构造样式。

根据不同地质营力及区域应力场的变化 ,南黄海盆

地构造样式可分为伸展构造 、挤压构造 、反转构造和

底辟构造 4类 ,前 3 类构造样式是地壳水平运动的

结果 ,后一类是地壳垂直运动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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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伸展构造样式

伸展构造是岩层在水平引张应力作用下形成的

构造变形 ,其基本构造样式是地堑或半地堑。地堑

可根据边界断层产状分为直线型(断面平直)和铲式

(断面上陡下缓),前者是单纯脆性破裂后断块重力

滑动的结果 ,后者是脆性破裂后断块重力滑动和韧

性滑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半地堑这类形态在南黄海更为发育 ,一般所称

的“箕状断陷”即为半地堑 ,该类断陷常由一条主干

断裂控制 ,多数情况下是一组断裂形成的掀斜断块 ,

剖面上常呈“Y”型 。如南黄海盆地南部坳陷的南七

凹陷(图 5),该凹陷由南侧一条铲式生长断层控制 ,

南断北超 ,古近纪地层逐次向北超覆于基底之上 。

该断层发育自古近纪早期 ,控制了古近系的沉积 ,以

南侧凸起(南三凸起)为物源 ,在紧靠铲式断层的下

降盘形成巨厚山前洪积扇(或冲积扇),其根部借助

于生长断层的遮挡易形成油气藏。

图 5　南黄海盆地半地堑

Fig.5　Semi-g raben str ucture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3.2　挤压构造样式

在水平挤压应力作用下 ,地层发生冲断 、褶皱 ,

形成多种样式的挤压构造 。

冲断构造是南黄海常见的构造样式 ,广泛发育

于南黄海下构造层。如南黄海盆地南部坳陷的南部

斜坡广泛发育高角度逆冲断层(图 6),叠瓦状逐次

向南部勿南沙隆起逆冲 ,该构造样式是印支运动的

产物 。

另外 ,本次调查所获剖面首次揭示南黄海盆地

北部坳陷靠近千里岩隆起发育大型逆冲构造(图

7)。如图所示 ,剖面横向垂直切割了该大型推覆体 ,

F1和 F2是同一条断裂 ,且断层面亦为推覆面 。从

速度资料初步推断该推覆体为古元古代变质岩体 ,

自北而南逆冲推覆于南黄海盆地北部坳陷的晚古生

代地层之上 。在平面上 ,该推覆体呈 NE 向弧形展

布 ,剖面上为楔状断面 。

图 6　南黄海盆地高角度逆冲断层

Fig.6　H igh-ang le thrust faults structure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从推覆体下伏晚古生代地层以及上叠中新生代

小断陷分析推断 ,认为推覆时期在印支期 ,可能延续

到早燕山期 。由于逆冲断层下盘的晚古生代海相地

层属原地体 ,构造变形较弱 ,油气封盖条件不易被破

坏 ,保存条件相对较好 ,可形成有利油气储集带 。

图 7　南黄海盆地大型舌状逆冲推覆构造

Fig.7　Ligulate thrust nappe struc ture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3.3　反转构造样式

反转构造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位移方式在同

一岩层中的叠加变形现象[ 13] ,是断层面上两种力学

性质逆转形成的构造。按断层逆转运动方式分为两

种类型:即由正断层转为逆断层称为正反转构造 ,由

逆断层转为正断层称为负反转构造。

一个箕状断陷 ,由拉张体制转化为挤压环境时 ,

常常是利用原有的拉张正断层面发生逆转 ,使裂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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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充填层序发生变形 ,或者有限挤出 ,形成正反转

构造(图 8)。

由于区域应力场由挤压应力场转变为拉张应力

场 ,原逆断层顺原断层面下滑 ,发生正断层位移 ,形

成负反转构造(图 9)。由于先存逆断层上盘隆起构

造在发生构造反转之前往往有区域性剥蚀作用 ,在

地震剖面上表现为正断层下盘地层厚度大于上盘相

应地层厚度。

　　反转构造与油气关系密切 ,正反转构造在发生

构造反转之前 ,沉积了巨厚的生 、储 、盖层 ,构造反转

形成的背斜圈闭往往可形成油气藏;负反转构造在

发生构造反转之前 ,逆断层上盘遭受风化剥蚀 ,构造

反转形成的古潜山及披覆构造是有利的油气富集地

带。

3.4　底辟构造样式

底辟构造又称“挤入构造” ,在断陷盆地中塑性

物质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底辟作用 ,由此而产生的构

造叫底辟构造。按底辟核岩性不同 ,可以把底辟分

为冷底辟和热底辟。冷底辟是指盐 、膏 、泥岩等塑性

地层向上侵入或刺穿所产生的构造样式。热底辟主

要是指岩浆侵入或喷发引起的底辟构造样式
[ 3]
。南

黄海盆地中新生代岩浆活动频繁 ,由于岩浆是熔融

体 ,密度低 ,在上覆岩层的差异垂向应力作用下 ,加

之断层的诱发 ,常形成底辟构造 。如图 10 ,该岩浆

岩体两侧岩层反射波中断清晰 ,岩体内杂乱反射。

在磁力异常图上 ,有明显的异常反应 ,可排除为礁体

的可能 。

由于岩浆岩体广泛发育空隙和裂缝 ,可作为重

要储集层 ,如果上覆围岩有好的烃源岩和盖层 ,可形

成油气藏。

图 10　南黄海盆地岩浆底辟构造

F ig.10　Magma diapir str ucture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4　结论

(1)南黄海盆地地震大剖面自下而上可划分为

三大构造层:下构造层为南华纪—早中三叠世海相

地层;中构造层为晚白垩世 —古近纪箕状断陷湖相

沉积;上构造层为新近纪 —第四纪坳陷式河流相及

海陆交互相碎屑沉积 ,各构造层相互叠置 ,构成典型

地台-断陷-坳陷多层结构的复合盆地。

(2)受印支—燕山构造运动的影响 ,南黄海盆

地中部隆起上的下三叠统青龙灰岩和上古生界龙潭

煤系基本已剥蚀殆尽 ,其上主要残留了南华纪 —石

炭纪地层 ,局部地方沉积了较薄的白垩纪地层;南华

纪 —石炭纪地层受后期火成岩侵入和喷发的影响 ,

其分布分段而不连片。

(3)南黄海盆地构造样式可分为伸展构造 、挤压

构造 、反转构造和底辟构造 4类 ,前 3类构造样式是

地壳水平运动的结果 ,后一类是地壳垂直运动的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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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 EVOLUTION AND TECTONIC

STYLES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HOU Fang-hui1 ,ZHANG Zhi-xun1 ,ZHANG Xun-hua1 ,

LI San-zhong
2
, LI Gang

1
,Guo Xing-wei

1
,Tian Zhen-xing

1

(1 Qingdao Ins ti tu te of M arin e Geology , Key Laboratory of M arine Hydrocarbon Resou rce and Geology , Qingdao 266071 ,C hina;

2 Ocean University of C hina , Qingdao 266100 , China)

Abstract: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 based on the pre-N anhua metamorphic basement o f the Low er

Yang tze plat fo rm , is a polycycle basin w ith a sandwich-type construction.The geo logic evolution o f the

basi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the Nanhua-early and middle Triassic marine basin stage , the late

C re taceous-Paleogene g raben fault basin stage and the Neogene-Quate rnary depression basin stage.T here

are various tectonic styles controlled by mul tiple-period tectonic refo rmation and di fferent regional stress

fields.On the new seism ic prof iles , we can recognize four kinds of tectonic sty les(extension structure ,

compression st ructure , inversion st ructure and diapir structure).T he fir st three st ructures are due to ho ri-

zontal mo tion of the crust and the last i s due to ver tical mo tion o f the crust .

Key words:geo logic st ructure;geologic evo lution;tectonic styles;South Yellow Se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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