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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地震地层学研究方法 , 对近几年重新采集 、处理的地震剖面进行综合解释 ,同时 , 结合与下扬子地块

的区域地质对比 ,建立崂山隆起地层层序格架 , 确定其地层地质属性 , 分析其地层分布规律和油气地质特征。研究

认为崂山隆起海相下构造层分布稳定 ,残留厚度较大 ,烃源丰富 , 保存条件较好 , 具备形成大型油气藏的油气地质

条件 ,是潜在的油气勘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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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黄海盆地位于下扬子地块东北部 ,郯庐断裂

带以东的活动区内[ 1-4] ,自北向南划分为“三隆两坳”

五大构造单元 ,即千里岩隆起 、烟台坳陷 、崂山隆起 、

青岛坳陷和勿南沙隆起(图 1),是中国近海潜在的

油气勘探领域之一[ 5] 。崂山隆起大致位于 124°E 以

西 、35°15′N 以南 、33°40′N 以北 、江苏省东部海岸线

以东海区 ,面积约 2.4万 km
2
。在区域构造上 ,崂山

隆起是下扬子地块上面积最大的稳定区块[ 6-7] 。

2006年以前 ,由于崂山隆起区内无有效地震资料 ,

石油地质学家对崂山隆起上地层和岩性的猜测多种

多样 ,无法深入进行油气地质研究 。南黄海勘探和

研究重点集中在烟台坳陷和青岛坳陷。而扬子区陆

上资料表明 , 古生代海相地层有较好的油气前

景
[ 8-10]
。2005年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与评价

专项启动了“南黄海前第三系油气前景研究”项目 ,

经过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论证 、精心组织和精密

的海上试验 ,2006年首次在遭受构造运动破坏比较

弱的崂山隆起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获得了海相古生

界的有效地震反射资料① ,得到了可作为地震地层

对比的标志层系 ,使研究崂山隆起的油气地质特征

成为可能 。

本文通过最新解释的地震剖面资料 ,结合“南黄

海前第三系油气前景研究”项目最新研究成果 ,以综

合地层学方法为指导 ,从常规的石油地质条件分析

入手 ,对崂山隆起地层属性进行研究 ,分析其油气地

基金项目:全国资源战略选区调查与评价专项“南黄海前第三系

油气前景研究”

作者简介:王丰(1985—),男 ,硕士生 ,从事地震资料解译工作 ,

E-mail:f engmi520@hotmai l.com

收稿日期:2009-08-11;改回日期:2009-11-18.　文凤英编辑

质特征 ,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

图 1　南黄海崂山隆起大地构造位置(据任纪舜 , 2008)

Fig.1　Tectonic po sitio n o f the Lao shan

uplift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1　地层属性

南黄海是下扬子地块的主体 ,与扬子地区对比 ,

南黄海海相层的地震反射特征与扬子地区尤其是

中 、上扬子地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根据穿过崂山

隆起的几条主要地震剖面的地震反射波组特征分

① 陈建文等.南黄海前第三系油气前景研究 2006 年成果报

告 ,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与评价专项项目成果报告.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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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并与南黄海全区比较 ,结合以往的研究及解释成

果 ,崂山隆起对比解释了 5 个特征地震反射波组:

T 2 、T 10 、T 11 、T 12和 T g(图 2 、图 3),其中 T 2 、T 11和

T g波组同时也是南黄海全区构造层的标准地震反

射
[ 11-12]
(表 1)。

表 1　崂山隆起地震层序与地层属性

Table 1　Seismic sequence and stratum

attribute in the Lao shan uplift

地震层序 特征波 地层属性 地层代号

Ⅰ

Ⅵ

Ⅶ

Ⅷ

Ⅸ

T2(T10)

T11

T12

T g

第四系+新近纪 Q+N

二叠系下统孤峰组+泥盆系 P1g+D

高家边组+奥陶系+寒武系 S1g+∈

震旦系 Z

前震旦系

南黄海海相中 、古生界地层层序及其沉积环境

与苏北及其邻区相似 。根据研究区内地震剖面上的

波组特征 ,崂山隆起上可以划分出 5套地震层序(表

1 ,图 2)。为了与南黄海整体上统一 ,崂山隆起上的

地震层序序号采用南黄海整体的统一编号。由于崂

山隆起上尚无钻井 ,而邻区苏北盆地陆上勘探程度

高 ,钻井 、测井 、地震资料多 ,研究深入。震旦纪—中

奥陶世南黄海全区与下扬子及中 、上扬子的沉积建

造类似 ,因此 ,参考南黄海区域钻井资料 ,通过海陆

对比分析 ,结合南黄海各时代地层层速度①,将崂山

隆起地震层序的地质属性划分为:

(1)第 Ⅰ地震层序:该层序普遍分布于全区 ,海

底至 T 2反射波之间的反射波系为第 Ⅰ地震层序 。

该层序分布面积广 ,底部为上超接触关系 ,内部各波

组之间呈平行或亚平行结构 ,以高频 、强振幅 、高连

续等为特征 。根据南黄海区域上多口钻井揭示及

井 、震对比 ,该层序的地震-地质属性为第四系和新

近系 ,T 2 波为新近系底面地震反射层 。

(2)第 Ⅵ 地震层序:该层序为 T 2(T 10)—T 11波

之间的反射波组。该层序内部反射能量弱 ,连续性

较差 ,内幕反射信息弱 ,内部结构为亚平行—空白 —

杂乱反射。该层序顶部为削截 ,底部为整合接触 。

根据南黄海 CZ35-2-1 、WX13-3-1 、CZ12-1-1钻井揭

示及井 、震对比 ,并参考邻区下扬子地区的研究成

果 ,认为该层序为泥盆系 —二叠系下统孤峰组 。

(3)第 Ⅶ 地震层序:该层序为 T 11 —T 12波之间

的反射波组 ,普遍分布于全区 ,目前尚无钻井揭示 。

根据其各波组反射特征并参考苏北地区研究成果 ,

推断该层序为志留系 、奥陶系和寒武系 。T 11波为志

留系顶部(加里东构造面)地震反射层 。

(4)第Ⅷ地震层序:该层序为 T12 —T g波之间的

反射波组 ,在区内分布广泛 ,目前尚无钻井揭示 。该

地震层序内部反射弱 ,能量一般 —较强 。上下边界

接触关系为整合和削截 。根据其各波组反射特征并

参考邻区研究成果 ,推断该层序为震旦系 。T 12波为

寒武系底部地震反射层 。

(5)第Ⅸ地震层序:该层序为 T g波组以下地层。

该层序内幕反射品质差 ,弱振幅 ,低连续 ,成层性差 ,

具基岩内幕反射特征 ,顶部为削截接触关系 。根据

其各波组反射特征 ,并参考邻区研究成果 ,推断该层

序为前震旦系变质岩。

2　海相中 、古生界地层分布

南黄海是由古 、中 、新生界叠置而成的一个大型

叠合盆地
[ 11]
,发育陆相构造层和海相构造层 。其中

陆相构造层以 T 2面为界 ,分为陆相坳陷构造层(N-

Q)和陆相断陷构造层(T 3-E);海相构造层以加里东

面(T 11面)为界 ,分为海相上构造层(D-T 1)和海相

下构造层
[ 13]
(Z-S)。海相上构造层包括泥盆系上

统 、石炭系 、二叠系及三叠系下统;海相下构造层包

括震旦系 、寒武系 、奥陶系 、志留系(Z +∈ +O+S)。

在崂山隆起上 , 目前解释出的中生界仅有白垩系

(K),呈锅状零星分布于中部地区 。新生界之下主

要为古生界 ,残留厚度大 ,为 4 000 ～ 6 000 m ,东部

略厚 ,局部地区可达 7 000 m 以上(图 3),分布较稳

定 ,整个中古生界呈北东东向至近东西向展布。其

主要地层分布情况如下:

2.1　海相下构造层(Z-S)

晚元古代至早古生代 ,整个崂山隆起地区处于

稳定的沉积环境 ,接受了一套完整的震旦系 —志留

系沉积[ 14] 。晚志留世的加里东运动使崂山隆起的

雏形出现 ,发生构造隆升 ,但并未对其地层造成大面

积剥蚀 ,仅志留系遭到一定程度的剥蚀 ,海相下构造

层残留厚度较大 ,一般为 3 000 ～ 4 500 m(图 4)。

崂山隆起上震旦系沉积覆盖全区 ,起伏不大 ,厚度在

1 000 m 左右 ,结合海相下构造层残留厚度图(图 4)

和解释剖面单点采集数据 ,可以分析出寒武系 —志

留系残留厚度一般在 2 000 ～ 3 000 m 之间 ,地层整

体呈北东东至近东西向展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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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建文等.南黄海前第三系油气前景研究 2007 年成果报

告 ,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与评价专项项目成果报告.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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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崂山隆起 XQ07-3 地震测线(a)及其地震层序划分(b)(测线位置见图 1)

Fig.2　Seismic pr ofile of XQ07-3 and division o f seismic sequence in the Lao shan uplift(For locat ions see Fig.1)

图 3　崂山隆起中 、古生界残留厚度

Fig.3　The Mesozoic-Paleo zoic residual thickness in Lao shan uplift

2.2　海相上构造层(D-T1)

中三叠世以后 ,受印支运动的影响 ,南黄海中部

及北部地区发生大幅度的抬升隆起 ,在这个时期形

成崂山隆起的现今的构造面貌 ,其上下三叠统青龙

组(T 1q)剥蚀殆尽;印支期及其以后 ,崂山隆起仍处

于抬升隆起的构造面貌 ,使晚古生代地层遭到显著

剥蚀 ,海相上构造层一般残留厚度为 1 000 ～ 3 000

m ,在局部地区完全剥蚀(图 5),其中 ,上二叠统龙潭

组 —大隆组(P2l —P2 d)遭受大面积剥蚀[ 15] ,仅在南

部斜坡地带有部分残留;泥盆系—下二叠统也遭受

一定程度的剥蚀 ,以东南部和西部剥蚀程度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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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崂山隆起海相下构造层残留厚度

F ig.4　The residual thickness of lowe r marine str uctural lay er in Laoshan uplift

图 5　崂山隆起海相上构造层残留厚度

Fig.5　The residual thickness of upper mar ine structur al layer in Lao shan uplift

　　结合前人对南黄海区域上构造演化史的研究 ,

可以看出 ,崂山隆起区从震旦纪到志留纪稳定地接

受了大套的沉积 ,在志留纪末与扬子区的其他地方

一样 ,遭受了加里东运动的抬升剥蚀作用 ,仅缺失了

部分早 、中泥盆世的地层 。晚泥盆世至早 、中三叠

世 ,都接受了一大套沉积 ,但在印支运动期 ,由于受

到晚印支运动的影响 ,该区隆升遭受剥蚀 ,中 、下三

叠统被剥蚀殆尽 ,甚至上二叠统的龙潭组和大隆组

煤系地层也被剥蚀殆尽 ,上构造层总体剥蚀程度较

高。因此崂山隆起上构造层的保存条件较差 ,油气

勘探应主要着眼于下构造层。

3　油气地质特征

3.1　烃源条件

(1)崂山隆起发育有 3套主力成熟烃源岩 。

成熟烃源岩是形成油气藏的一个重要条件 。根

据最新地震解释成果 ,类比下扬子苏浙皖地区的勘

探研究成果 ,崂山隆起及邻区具有区域性分布且有

机质丰富的主力成熟烃源岩大致有 3套
[ 5]
:

寒武系幕府山组烃源岩:地震反射特征表现为

中强—中振幅中低频较连续的反射和中—弱振幅断

续地震反射 ,推测其沉积环境为陆棚 —台地相。寒

武系幕府山组烃源岩包括泥质岩类和碳酸盐岩类两

种 ,泥质岩类生油层在下古生界中有机碳含量较高 ,

一般 大于 1.0%, 最高可 达 12.64%, 平 均为

2.77%,母质类型以Ⅰ型干酪根为主 ,少量为Ⅱ型干

酪根(受演化程度影响),总体为好烃源岩;碳酸盐岩

类生油岩是陆棚相和开阔台地相暗色富含有机质的

泥晶灰岩 、粉晶灰岩或白云岩 ,属低能或低 —中能沉

积环境 ,有机质丰度 0.24%～ 0.46%,有机质类型

为 I 型 ,为中—差生油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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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志留统五峰组 —高家边组烃源岩:为深灰

色—灰黑色页岩 、硅质页岩 ,根据地震反射特征 ,崂

山隆起上五峰组 —高家边组地震反映为中振幅中频

蠕虫状断续夹较连续地震反射 ,对比陆区资料 ,推测

其沉积环境为陆棚—盆地相。根据下扬子陆区分析

结果 ,高家边组 TOC为 0.54%～ 2.67%,有机质类

型为 Ⅱ型 ,烃源岩综合评价为高成熟—过成熟较好

生油岩。

下二叠统栖霞组(含孤峰组)烃源岩:主要由灰

黑色中厚层状泥晶生屑灰岩 、泥晶生屑颗粒灰岩 、条

带状泥质灰岩组成 ,石灰岩中富含燧石结核 、团块及

条带;较深水盆地(孤峰组)以一套钙屑浊积岩为主 ,

包括灰黑色 、黑色含放射虫泥质岩 、页岩 、硅泥质岩

及纹层状泥灰岩等 ,为缺氧环境沉积 ,属欠补偿的饥

饿盆地 ,为良好生油层。南黄海盆地钻遇该套地层 ,

以CZ35-2-1井为代表 ,下二叠统主要为开阔台地相

和台盆相的暗色泥晶灰岩 、泥质灰岩 ,有机碳含量最

高可达 1.52%,烃源岩综合评价为过成熟较好—好

烃源岩。

(2)崂山隆起两侧为古生代生油坳陷 ,为崂山隆

起提供了丰富的烃源 。

在早古生代早期 ,南黄海盆地表现为“一隆两

坳”的沉积构造格局 ,中部为下古崂山隆起;南部为

下古青岛坳陷 ,是早古生代钱塘坳陷向东的延伸;北

部为下古烟台坳陷 ,是一个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属于

苏鲁洋的一部分 。早古生代晚期的晚奥陶世 —早志

留世 ,青岛坳陷为陆棚—滨岸相沉积 ,烟台坳陷为盆

地相沉积 ,表现为南高北低的沉积构造格局。这个

时期两个坳陷都发育了下寒武统的幕府山组 ,下志

留统的高家边组及上震旦统的陡山沱组三套烃源

岩。而此时崂山隆起也已经形成并初具规模 ,为两

侧坳陷的早古生代的油气提供了有利的富集场所和

储集空间 。印支—早燕山期 ,南黄海表现为北高南

低的沉积构造格局 ,烟台坳陷隆起较高 ,地层剥蚀剧

烈 ,烃源条件不好 ,青岛坳陷地层保存相对完整 ,是

上古生界向崂山隆起供烃的主要区域。中 、新生代 ,

南黄海再次表现为南高北低的沉积构造格局 ,北部

白垩系—古近系沉积厚度大 ,分布面积较大 ,南部白

垩系 —古近系沉积厚度较小 ,且呈分割状态 。由此

看来 ,在地史中的各变动时期 ,崂山隆起长期处于中

部构造变动的转折部位 ,像一个翘翘板的中心支点

一样 ,始终处于油气运移的指向位置 ,是油气富集的

有利部位 。

3.2　生储盖组合

南黄海盆地经历了多次构造变动和多个沉积旋

回之后 ,形成了 5套含油气生 、储 、盖组合[ 5] :寒武系

下统—志留系下统生 、储 、盖组合;志留系下统 —三

叠系下统青龙组生 、储 、盖组合;二叠系上统龙潭 、大

隆组—上白垩统泰州组生 、储 、盖组合;白垩系上统

泰州组 —新近系下盐城组生 、储 、盖组合。

根据前面对崂山隆起上地层属性分析和地层发

育条件我们可以看出 ,在崂山隆起上仅保留了以下

3套生 、储 、盖组合:

(1)震旦系—下寒武统生 、储 、盖组合:生油岩及

盖层为下寒武统的幕府山组黑色泥岩 ,储层为震旦

系的白云岩孔隙性储层 。盖层为寒武系幕府山组

泥 、页岩 。

(2)下寒武统 —下志留统生 、储 、盖组合:生油岩

为下寒武统的幕府山组黑色泥岩和志留系下统高家

边组的暗色泥 、页岩。储层主要为寒武系中统 —奥

陶系下统的白云岩 、生物碎屑灰岩;盖层为奥陶系下

统的大湾组 、志留系下统的高家边组页岩 。

(3)志留系下统—三叠系下统青龙组生 、储 、盖

组合:由于中生界缺失三叠系 ,此套组合在崂山隆起

保存不全 ,仅残存志留系下统—二叠系下统栖霞组

生 、储 、盖组合。生油岩为志留系下统高家边组的一

套缺氧 、非补偿环境下的暗色泥 、页岩 、硅质岩和二

叠系下统栖霞组沥青质灰岩 。主要储层为志留系中

统碎屑岩 、石炭系高骊山组砂岩 、石炭系的白云岩以

及下二叠统裂隙溶蚀型灰岩 。主要盖层为二叠系下

统栖霞组底部泥 、页岩(梁山组)。

其中 ,以前两套生 、储 、盖组合为有利组合。由

此可见 ,对崂山隆起而言 ,具有勘探和研究意义的

生 、储 、盖组合主要存在于海相下构造层中 。

3.3　保存条件

保存条件决定含油气系统的勘探价值 ,包括盖

层 、断裂 、圈闭 、水文地质条件等 ,鉴于崂山隆起的勘

探和研究程度 ,本文仅讨论盖层和断裂条件。

(1)崂山隆起发育 3套盖层 。

含油气系统能否保存 ,关键在于盖层形成的时

间与质量。盖层形成时间与油气主运移相匹配且质

量较好的地区 ,油气多能保存下来。结合地层分布

特征和烃源岩发育情况 ,崂山隆起上大致发育有 3

套盖层[ 5 , 16] :

下寒武统幕府山组盖层:主要为一套大陆边缘

盆地及斜坡相区沉积的泥质岩 ,包含了下部具生烃

能力的暗色泥岩和与其相邻的不具生烃能力的灰色

泥岩 、钙质泥岩和少许硅质泥岩 ,在崂山隆起上连片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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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志留统高家边组盖层:是早古生代盆地收缩

期的泥质岩 ,属岩性单一的盆地相—陆棚相沉积的

均质盖层 ,具有较好的封闭性能 。高家边组泥岩在

崂山隆起上除东部有缺失外 ,基本上连片分布 ,现今

保存较为完整 ,尤其对下古生界油气有很好的封盖

作用 ,也是下扬子地区重要的区域性盖层。

下二叠统梁山组盖层(栖霞组底部泥岩):厚度

几米至十几米 ,封盖能力较强 ,是晚古生代海进转向

海退期的泥质岩 ,不少地方为三角洲 ,砂 、泥岩间互 ,

连续性不好;盖层形成于油气生成 、运移之前 ,对栖

霞组 、孤峰组 、龙潭组暗色泥岩生成的油有很好的保

护作用 ,但盖层形成后不久发生了印支运动 ,破坏了

盖层的封堵性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油气的保存 。

(2)崂山隆起断裂不发育 , 并且断裂具压扭性

质。

崂山隆起是南黄海盆地中较稳定的区域[ 17] ,构

造变形相对较弱 ,断裂相对不发育 。在印支和燕山

期 ,南北两侧的挤压逆冲作用对其影响较小 ,燕山期

的火山喷发和岩浆侵入活动对崂山隆起区的影响也

相对较小 。由于崂山隆起在地史上长期处于中部构

造变动的转折部位 ,其断层性质都为具压性或压扭

性特征的逆断层 ,断面上陡下缓 ,并以下志留统高家

边组或下寒武统泥 、页岩作为滑脱面。从断裂的特

征和性质分析 ,这些逆断层具有良好的封堵作用 ,有

利于海相中 、古生界油气的富集和保存 。

从盖层条件来看 ,崂山隆起缺乏二叠系上统龙

潭组和中 、新生界的区域性盖层 ,但下古生界寒武系

下统和志留系下统盖层保存完整 、质量好;从断裂条

件来看 ,崂山隆起上断裂不发育 ,并且断裂主要为逆

断层 ,具压性或压扭性 ,对油气具封堵作用。综合两

方面因素 ,崂山隆起的油气保存条件较好。

4　结论

(1)崂山隆起上发育有 Ⅰ 、Ⅵ 、Ⅶ 、Ⅷ 、Ⅸ 5套地

震层序 。根据目前的解释 ,这 5 套地震层序的地震

地质属性分别为第四系和新近系 ,二叠系下统栖霞

组—泥盆系 ,下古生界志留系 、奥陶系 、寒武系 ,震旦

系以及前震旦系变质岩系 。

(2)崂山隆起海相中 、古生界的总体特征是海相

下构造层分布稳定 ,保存相对完整 ,残留厚度较大;

海相上构造层剥蚀程度高 ,泥盆系—下二叠统保存

相对较少 ,残留厚度小;缺失上二叠统龙潭组 —下三

叠统青龙组。而中生界也遭受大面积整体剥蚀 ,仅

在局部地区分布有晚白垩世地层 ,大部分地区新生

界直接不整合于古生界之上 。

(3)崂山隆起海相下构造层烃源丰富 ,发育有幕

府山组 、五峰组—高家边组和栖霞组 3套主力成熟

烃源岩 ,油气保存条件较好 ,具有震旦系—寒武系下

统 、寒武系下统—志留系下统 、志留系下统 —二叠系

下统栖霞组 3套生 、储 、盖组合 ,可视作南黄海盆地

古近系潜在含油气远景地区 。

(4)需要指出的是 ,崂山隆起海相中 、古生界地

质条件复杂 ,缺乏钻井资料标定 ,地震剖面不能构成

有效的地震测网 ,现在解释的主要地震层序的地质

属性都是通过类比而来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

研究表明崂山隆起中 、西部海相中 、古生界地层发育

较全 ,适合进行地质探井 ,从而揭示崂山隆起的地层

及构造面貌 ,了解崂山隆起海相中 、古生界的油气状

况 ,以便对崂山隆起的地质构造和油气条件进行更

深入的认识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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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IGRAPHICGEOLOGIC ATTRIBUTE AND HYDROCARBON

GEOLOGY IN LAOSHAN UPLIFT OF SOUTH YELLOW SEA

WANG Feng1 , 2 , 3 , LI Hui jun2 , 3 , ZHANG Yinguo2 , 3

(1 Shandon g Universi ty of Science and T echnology , Qingdao 266510 , China;2 The Key Labo ratory of M arin e Hyd rocabon

Resources and Envi ronm ent Geology , Minist 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 Qingdao 266071 , C 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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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 the first ef fective seismic reflection received in Lao shan uplif t of middle South

Yellow Sea brought the hydrocarbon explorat ion potent ials into focus.Seismic st ratig raphy method has

been used to interpret the seismic prof iles re-acquired and re-processed these year s , and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geolo gical comparison wi th Yang tze plate , we established the f ramewo rk of seismic sequence of

Lao shan uplif t , calibrated the st ratum geologic at t ribute , and analy zed st ratum dist ribution law and hydro-

carbon geolog ic features in Lao shan uplif t.The study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lowe r marine structural

lay er in Lao shan uplif t has a steady dist ribut ion as w ell as a huge re sidual thickness , abundant hydrocarbon

source s and good preserv ation condi tions.The refore ,Laoshan uplif t has hydrocarbon geo logic condit ions of

major hydro carbon reservoi rs , and should be the po tential target fo r future hydrocarbon explo ra tion.

Key words:low er ma rine structural layer;seismic sequence;st ratum at t ribute;hydrocarbon geolo gic fea-

tures;Lao shan uplif t;South Yellow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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