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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黄海中部隆起是南黄海盆地构造最稳定的地区之一 ,也是下古生界含油气远景区之一 , 其找油前景引

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应用小波分析等方法处理南黄海重磁异常场 ,揭示中部隆起区结晶基底起伏特征 , 同时结合

区域地质以及地震剖面资料 ,对中部隆起地层分布特征提出了几点新认识:南黄海中部隆起结晶基底的起伏特征

并非“平板”一块 ,其平面总体轮廓可概括为“三隆两坳”;受印支运动的影响 , 中部隆起区发育的主要地层是震旦系-

下二叠统 ,下三叠统青龙灰岩和上二叠统龙潭煤系已基本剥蚀殆尽;下古生界沉积中心大致位于结晶基底“坳陷”

部位;上古生界受火山活动和岩浆侵入的影响 , 分布特征是分段而不连片;中部隆起分布着火山岩 ,分布特征是“东

强西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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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黄海盆地位于下扬子地台的东北部 ,郯庐断

裂带以东的活动区内[ 1-2] ,是一个在前震旦系变质岩

基底之上 ,经海相中-古生界 、陆相中生界和新生界

多期沉积叠覆而成的叠合盆地 ,也是目前中国近海

未获得工业性油气流的含油气盆地之一 ,其找油前

景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3-7] 。“十五”以前 ,南黄海的

油气勘探以新生代盆地为主 ,并将南黄海盆地划分

为“三隆两坳” ,即千里岩隆起 、北部盆地 、中部隆起 、

南部盆地以及勿南沙隆起(图 1),油气勘探的重点

是南北两个盆地 。自刘光鼎院士提出“中国油气的

二次创业”理论 ,认为第二次创业的主攻方向是“前

新生代海相碳酸盐岩残留盆地” 。各有关单位开始

加大对南黄海中-古生代海相地层的勘探力度。中

部隆起也称崂山隆起 ,位于南北两个盆地之间 ,西与

陆上滨海隆起相邻。据专家推测 ,中部隆起是下扬

子区面积最大的稳定区块 ,其海相地层大部分受后

期变形作用较弱 ,因此 ,崂山隆起是重要的下古生界

含油气远景区。为此 ,本文研究中部隆起地层特征

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实际意义。

中部隆起的油气勘探始于 1968年的全国油气

普查勘探 ,但直到 2006年才开始专项研究。可以

说 ,中部隆起的勘探研究程度比较低 ,因此 ,对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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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隆起地层结构及展布特征 ,我们仅在以往研究中

得到些粗浅的认识:中部隆起构造相对稳定[ 8] ,中-

古生界海相地层残留厚度比较大 ,约 5 000 m[ 9] ;由

加里东运动形成的不整合面(即志留系顶面)将其划

分为上下两个构造层;中部隆起存在古老的刚性结

晶基底[ 10] 。另外 ,在靠近中部隆起的陆地上进行钻

井取样 ,其中有 6口井的岩心揭示① ,约 400 m 厚的

第四系和新近系直接覆盖在古生代二叠系或石炭系

之上。因此 ,推测中部隆起缺失古近系和中生界 ,新

近系与古生界直接接触 ,但也有学者认为[ 9] 中部隆

起残留的海相地层以下三叠统及上古生界为主 。

图 1　南黄海中部隆起大地构造位置

Fig.1　Tectonic position of the middle uplift

in the South Ye llow Sea

① 引自“ 1∶100万南通幅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调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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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南黄海海相中-古生界油气勘探最新

的研究成果 ,以综合地质地球物理方法为指导 ,主要

利用重磁资料和最新地震剖面资料 ,结合区域地质

研究方法 ,重点探讨南黄海中部隆起结晶基底的起

伏特征 ,以及其上发育的地层结构和分布特征 ,并在

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几点新认识。

1　资料与方法

1.1　重磁资料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文所用的重磁异常数据来源于 “中国海域 1

∶100万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大编图项目 ,它是在

近几年南黄海开展的 HY126-03专项调查数据和国

土资源大调查专项 1∶100万南通幅海洋区域地质

调查项目数据基础上 ,按照统一规范拼接而成 ,是目

前该地区最新的调查成果。重力异常数据基本参

数:采用 WGS-84 坐标系统 , “ 85”重力基点网和

1985年正常重力公式 ,投影方式为墨卡托投影 ,标

准纬线为 34°N ,数据网格间距为 5 km ×5 km 。磁

力异常数据基本参数:采用 WGS-84 坐标 ,地磁参

考场采用国际高空物理和地磁协会(IAGA)五年一

度公布的国际地磁参考场 IGRF ,投影方式为墨卡托 ,

标准纬线为 34°N ,数据网格间距为 5 km×5 km 。

由于所用重磁数据存在数据空白区 ,为了方便

计算 ,先用临近点平均法对数据进行了空白区填充

处理 。然后对填充后的数据进行了圆滑滤波处理 ,

以突出主体异常 、压制随机干扰。最后 ,我们利用目

前较为先进的二维小波多尺度分解技术[ 11-15] 对南黄

海布格重力异常以及空间重力异常进行分解尝试 ,

得到南黄海布格重力与空间重力小波分析五阶逼近

和五阶细节图(图 2),目的在于把分解结果用于中

部隆起结晶基底 、莫霍面起伏的研究 。对磁力■T

异常我们做了化极处理
[ 16-17]

,目的是为了分析中部

隆起地层的磁性特征 ,以及结合重力异常特征综合

分析中部隆起结晶基底的平面轮廓 。

1.2　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解释

图 2展示了南黄海布格重力异常与空间重力异

常图及其小波分解成果图。图 2A 为南黄海布格重

力异常图 ,图中 33°～ 35°N 相对高的正异常区为中

部隆起。根据异常分布特征 ,我们可以大致将中部

隆起布格异常划分为西部 、中部 、东部 3个次一级异

常分区。西部为一小面积的重力高为特征 ,圈闭中

心取值大于20×10-5 m/ s2 ;东部则以大面积的正异

常为主 ,且与图幅东南部火山岩隆起形成的重力高

相连;中部为大面积的平缓过渡带 ,夹有零星负异

常 ,异常值为(-10 ～ 10)×10-5 m/ s 2 。布格重力异

常分布特征表明 ,中部隆起是由东向西倾斜的。布

格重力异常五阶变换逼近见图 2B ,在南黄海盆地表

现为平缓场 ,场值为(-10 ～ 30)×10-5 m/ s2 ,自西

向东逐渐增加 ,至图幅东北角到达45×10-5 m/ s2以

上 ,图中显示的重力场形态与以往认知的莫霍面起

伏吻合得比较好 。图 2C 为布格重力五阶变换细

节 ,图中重力高与重力低的形态 、位置以及范围都很

好地对应了南黄海盆地的隆起和坳陷 。图幅中间两

个重力高夹一个重力低在形态 、范围上大致对应中

部隆起 。其中 ,西部重力高等值线圈闭中心值达 7

×10-5 m/ s2 ,图上显示它以一条北东向重力梯度带

与苏鲁-千里岩隆起形成的重力高相隔 ,推测为嘉

山-响水断裂带;中间重力低使得南北两个盆地之间

似乎相互连通;而东部重力高与南黄海东部火山岩

隆起引起的重力高相连 。重力异常的变化反映了基

底的起伏变化。根据小波分析原理 ,图 2B 代表区

域场 ,即南黄海盆地莫霍面重力效应;而图 2C 代表

局部场 ,即南黄海盆地沉积基底的重力效应 ,在中部

隆起区则代表了结晶基底的重力效应 。空间重力异

常形态及其分解结果与布格重力非常相似 ,这里就

不再重复。

中部隆起及邻区■T 化极异常图 ,如图 3所示。

根据异常分布特征 ,我们将中部隆起及邻区磁力

■T 化极异常划分为 3个异常区 。 Ⅰ区为南黄海北

部盆地负异常区 , Ⅱ区为中部隆起块状正异常区 , Ⅲ

区为南黄海南部盆地负异常区。对于 Ⅱ区(即中部

隆起)我们又将其划分为 3个分区 , Ⅱ1分区以两个

大面积正异常中间夹一小面积负异常区为特征 ,又

可划分 3 个次一级异常分区 Ⅱ1-1 、Ⅱ1-2 、Ⅱ1-3 ;Ⅱ2区

呈现块状变化高异常夹零星负异常 , Ⅱ3区以大面积

负异常为特征 。对比重力异常 ,我们可以发现Ⅱ2区

的重力异常值并不高 , 124°～ 125°N 之间还分布有

大面积负异常 ,因此 ,我们认为 Ⅱ2区发育大量火山

岩 。另外 ,我们还发现 Ⅱ1区和 Ⅱ2区的分界线两侧

有 10 mGal的梯度变化与之对应 ,而 Ⅱ2区和 Ⅱ3区

的分界线也有 5 ～ 6 mGal梯度变化 。因此 ,我们推

测这两条异常分区界线为两条深大断裂。

2　结晶基底的起伏与岩性变化

通过对重磁资料进行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解释 ,

结合南通幅磁性基底埋深图(图4),我们绘制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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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黄海重力异常图及二维小波多尺度分解结果(mGal)

F ig.2　Grav ity anomaly maps and results of w avelet analy sis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部隆起结晶基底构造区划示意图。如图 5 所示 ,中

部隆起结晶基底存在两条深断裂 ,一条为近 S —N

向基底断裂(123°10′E 附近),它在重力 、磁力异常

图以及磁性基底埋深图上反映都比较明显 ,对中部

隆起东部具有重要影响 。沿断裂带及断裂带以东 ,

磁性基岩埋深较浅 ,大都为 2 ～ 3 km ,而断裂带以

西 ,磁性体埋深则普遍较深 ,一般为 5 ～ 7 km ,最深

可达 8 km 以上 , 反映了此断裂为一基底深断裂。

另外 ,还有一条 NW 向断裂 ,我们暂且称之为 F2断

裂 ,它控制了结晶基底的岩性 ,在其东北侧中上元古

代无磁性浅变质岩系 ,西南侧为太古代-下元古代

的朐山组岩系 ,其混合岩化程度较强 ,属于深变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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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两条断裂将中部隆起结晶基底重磁异常场划

分为 3个分区:Ⅰ为正异常区 , Ⅱ块状异常变化区 ,

Ⅲ为大面积负异常区 。另外 ,根据重磁异常分布特

征 ,我们认为中部隆起结晶基底的起伏特征并非“平

板”一块 ,而是由 3个隆起和两个坳陷组成的 ,其平

面总体轮廓可概括为“三隆两坳” 。包括Ⅰ区的西部

隆起 、中部坳陷和东部隆起 , Ⅱ区的东部火山岩隆起

带以及 Ⅲ区的坳陷 。

　　①　引自《“1∶100 万南通幅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调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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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S-N 向基底断裂;F2:NW 向基底断裂

图 5　南黄海中部隆起结晶基底构造区划示意

Fig.5　Schematic diag ram o f cry stalline basement

tectonic div ision in the middle uplift

3　海相地层发育和分布

中部隆起结晶基底上发育的地层 ,目前尚未有

钻井揭示 ,而且地震剖面资料也很难得到中-古生

界海相地层清晰的反射特征。因此 ,我们以综合地

质地球物理方法为指导 ,结合区域地质研究方法 ,对

中部隆起地层结构和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

3.1　地层发育

3.1.1　地层类比分析

　　首先 ,我们选取陆上与中部隆起相邻 ,且勘探程

度较高的构造单元滨海隆起(1 930.5 km
2
的面积

上煤田施工打了 108个钻井 ,滨海隆起具体位置可

见图 1)来进行类比分析研究。

从重磁异常场上分析 ,滨海隆起与中部隆起无

论是在空间重力异常图 、布格重力异常图还是 ■T

化极磁异常图上都属于同一重磁异常分区(图 2 、图

3),具有相同的异常特征 。尤其在重力异常小波变

换五阶细节图上 ,滨海隆起与中部隆起的西部重力

高属于同一等值线圈闭 ,也就是说它们具有相同的

变质结晶基底。另外 ,从区域地质上分析 ,滨海隆起

与中部隆起相连 ,它们具有相同的大地构造背景 、相

同基底结构 、其成因和演化具有相同性。因此 ,两者

的区域地质 、地层特征是可以进行类比的 。

由滨海隆起基岩地质图(图 6)可知 ,滨海隆起

构造格局总体为一近东西向负向斜 ,向斜核部为上

古生界二叠系 、泥盆系 ,翼部由下古生界志留系 、奥

陶系等地层组成 。整个滨海隆起缺失中生代三叠 、

侏罗纪地层 。据此 ,我们认为中部隆起与滨海隆起

一样发育有二叠系 、泥盆系以及下古生界 ,缺失中生

界 。

3.1.2　地震波组特征

南黄海南部盆地及勿南沙隆起内钻井和测井资

料表明(如常州 35-2-1井等),青龙组为一套岩性较

为均一的灰岩 ,大隆组为砂泥岩互层 ,龙潭组为煤系

图 6　苏北滨海隆起基岩地质图(据江苏省煤田地质三队)

Fig.6　Geo log ical map o f bedro ck in no rth coastal area o f Jiang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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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 。岩性和地球物理特征决定地层的反射特征 。

在 XQ07-3地震剖面上 , T9波相当于二叠系上统龙

潭组和大隆组反射 ,该波常以双相位出现 ,表现为中

振幅 ,偏低频 ,平行 、近平行密集反射特征(如图 8)。

其上至 T8波之间 ,有 300 ～ 400 ms不等的顶底界

面为强振幅 ,内部为空白 、弱反射 ,为青龙组灰岩反

射特征。但是 ,这些地震反射特征在已有的地震剖

面上 ,无论是 2002 年中海油还是 2005—2007 年青

岛海洋地质研究所采集的地震剖面中部隆起段均看

不到 。因此 ,我们认为 ,中部隆起不存在大面积的下

三叠统青龙灰岩以及上二叠统大隆组 、龙潭组 。

图 7　南黄海(部分)测线和钻井位置

Fig.7　Position of seismic lines and w ell-drilling

in South Yellow Sea

另外 ,我们从 XQ07-9 地震剖面反射特征研究

认为 ,南黄海北部盆地与中部隆起在下古生代-三叠

纪连为一体 ,广泛的沉积了震旦纪-三叠纪地层。由

于印支运动结束了这一地区古生代以来的长期总体

沉降 ,而中部隆起受其两侧断层的影响与陆地滨海

隆起一起上升为陆 ,遭受剥蚀 。从而导致本区缺失

侏罗系和白垩系下统沉积 ,并且使三叠系剥蚀殆尽 ,

甚至大部分晚古生代地层也被剥蚀殆尽 ,仅在几个

向斜的翼部得以保存 。

综上所述 ,中部隆起结晶基底上发育的海相地

层主要有震旦系 、寒武系-志留系 、泥盆系-二叠系下

统 ,基本缺失下三叠统青龙灰岩和上二叠统大隆组 、

龙潭组。

图 8　南黄海 P19 地震反射剖面显示的

三叠系反射特征(引自文献[ 3] )

Fig.8　Reflection char acte r of T ria ssic show n

by seismic section P19

3.2　地层分布

中部隆起海相地层震旦-志留系在中部隆起内

广泛分布 ,地层残留厚度变化不大 ,其分布特征为

“西薄东厚”。如图 9所示 ,中部隆起发育两个残留

沉积中心 ,一个位于 122°E附近 ,一个位于 123°40′E

附近 ,分别对应着中部隆起结晶基底的两个“坳陷”

部位 ,其残留最大厚度分别为 6 000和 7 000 m 。厚

度全区变化区间为 3 000 ～ 7 000 m ,构造走向为近

东西向(图 9)。晚古生代继承了早期沉积构造格

局 ,泥盆尔-下二叠统在中部隆起也广泛分布 ,由于

受剥蚀程度高 ,残留厚度相对下古生界要薄很多 ,分

布特征也与下古生界相反 ,具有“东薄 、中西厚”的特

点 ,全区厚度变化区间为 1 000 ～ 2 500 m ,构造走向

近东西向。我们推测 ,在晚古生代本区受海西-印支

运动影响 ,接受振荡沉积 ,并且整个盆地地势格局发

生了改变 ,沉积中心也发生了迁移。

图 9　南黄海中部隆起震旦系-志留系

分布(据李刚 , 2007)

F ig.9　Distribution map o f Sinian-Silurian in

Lao shan uplift of the South Ye llow Sea

从南黄海 XQ06-4地震剖面反射特征可知 ,由

于该区受到印支运动的强烈改造和破坏以及火成岩

的喷发和侵入 ,造成中-古生代地层褶皱和剥蚀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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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可以明显看出 T11—Tg 地震层序呈不连续展

布 ,即下二叠统-泥盆系 、志留系-寒武系 ,其间被杂

乱反射地震相所中断 。为此 ,我们认为中部隆起下

古生界分布特征是分段而不连片。

图 10　南黄海中部隆起 XQ06-4 线地震反射剖面①

F ig.10　Seismic r eflection section of line XQ06-4

in middle uplif t o f the South Yellow Sea

从中部隆起■T 化极磁异常图上可以看出 ,中

部隆起东部(主要是 F1断裂以东)发育了一系列块

状正异常 ,最大值可达 550 nT ,推测 F1断裂以东受

火山活动和岩浆侵入影响 ,发育大片火山岩;西部

(对应 Ⅱ1异常分区)为两个大面积正异常中间夹一

小面积负异常区 ,总体表现为平缓场 ,推测为磁性基

底的磁性反映。从南黄海布格重力异常图可知 ,中

部隆起大部分地区异常值在 10×10-5 m/ s2左右 。

一般在重力 、磁力异常特征上 ,相对低的重力异常伴

随相对高的磁力异常代表着火山岩的存在 ,因此 ,我

们认为中部隆起上分布着火山岩 ,并且分布特征是

“东强西弱” 。

4　结论

(1)通过对南黄海重力异常进行小波多尺度分

解处理 、解释和结合中部隆起■T 磁异常分布特征

进行综合研究认为 ,中部隆起上结晶基底可划分为

3个分区 , 其起伏特征也并非 “平板”一块 , 其中

123°10′E一线以西在平面上的轮廓大致为“两隆夹

一坳” 。

(2)受印支运动的影响 ,中部隆起区发育的主要

地层是震旦系 、寒武系-奥陶系 、志留系 ,残存了震旦

系-下二叠系地层 ,局部地方保存了较薄的白垩纪地

层。下三叠统青龙灰岩和上古生界龙潭煤系现已基

本剥蚀殆尽。

(3)中部隆起震旦系-志留系沉积厚度大 ,沉积

中心大致位于基底的“坳陷”部位 ,分布特征为“西薄

东厚” ;受印支运动火山岩喷发和岩浆侵入的影响 ,

下古生界分布特征是分段而不连片。

(4)通过对中部隆起■T 化极磁异常分布特征

进行分析 ,结合重力异常特征 ,我们认为中部隆起上

分布着火山岩 ,并且分布特征是“东强西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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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STRATIGRAPHIC DISTRIBUTION

IN THE MIDDLE UPLIFTOF SOUTH YELLOW SEA

OUYANG Kai
1 , 2 , 3

,ZHANG Xunhua
2 , 3
, LI Gang

(1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 C ol lege of Ear th Sciences , Wuhan 430074 China;

2 T he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H ydrocarbon Resources and Envi ronm ent Geology , Minist ry of Land and Resou rces , Qingdao 266071 , China;

3 Qin gdao Inst itute of Marine Geology , Qingdao 266071 , China)

Abstract:The middle upli ft of South Yellow Sea is tectonically one o f the most stable areas in the basin ,

and it has received great concerns since its low er Paleo zoic is a potential hydrocarbon-bearing prospect are-

a.Wavele t analy sis method has been used to deal w ith g 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ies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to obtain the cry stalline basement shape of the middle uplif t , and combined w ith regional geo logy and

seismic section data , some new understanding s on st ratig raphic distribution features in the middle uplif t

are as fo llow s:(1)The cry stalline basement of middle upli ft is not a f lat “plain” , and i ts geog raphic fluctua-

tion pat tern could be summarized as “ three uplif t s and tw o depressions” ;(2)Because of the Indo-China

movement , the main st rata in middle upli ft w ere Sinian-low er Permian series , while bo th Qing long-lime-

stone of low er T riassic and Longtan-coal seam of upper Paleozoic have been completely eroded;(3)The de-

pocenter of the low er Paleozoic w as located at the depressions of the crystalline basement , and i t w as dis-

t ributed non-continuously due to the volcanic activities and magma int rusion;(4)There are vo lcanic rocks

scattering in the middle uplif t show ing the tendency o f “more in the east , less in the west” .

Key words:g ravi ty and magnetic anomaly ;wavelet analy sis;cha racteristic o f st ratig raphy ;middle uplif t;

S outh Yellow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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