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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盆地中部隆起的形成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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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黄海盆地是在前震旦系克拉通基础上发育的中、古生界海相与中、新生界陆相多

旋回叠合盆地。通过地震资料解释，结合邻区钻井与区域地质资料，对南黄海盆地中部隆起

中、古生代地层及其形成演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南黄海盆地中部隆起沉积了较全的中、

古生界海相地层，发育第四系—新近系、中—下三叠统青龙组、上二叠统、下二叠统—上泥盆

统、中—下志留统，奥陶系—震旦系和前震旦系变质岩系等７套地震地质层序；主要经历了

前震旦纪基底形成、震旦纪—早古生代克拉通发育、晚古生代—中三叠世稳定台地—陆内裂

陷、晚三叠世—古近纪形成与抬升剥蚀及新近纪－第四纪坳陷沉降５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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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黄海盆地是在前震旦纪克拉通基础上发育

的大型含油气盆地，为中、古生界海相与中、新生

界陆相的多旋回叠合盆地［１］。中、新生代地质构

造自北向南依次为千里岩隆起、北部坳陷、中部隆

起、南部坳陷和勿南沙隆起。前期的油气勘探主

要集中在陆相中、新生界，是我国海域唯一一个至

今尚未获得工业性油气发现的大型含油气盆地，

其复杂的成盆、成藏动力学背景与多期聚集与破

坏特征是海洋油气地质研究的难点。但近年来新

一轮的油气资源调查发现，在其中部隆起存在疑

似中、古生界海相地层的有效地震反射，从而使南

黄海盆地海相地层的油气勘探成为石油地质界关

注的热点［２１０］。石油地质学家们在地震地质属

性［４６］、构造变形［８，９］、构造演化［７，１０］、油气地质条

件［１１，１２］等方面对南黄海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由

于中部隆起中、古生界海相地层的勘探程度低（无

井、地震测线稀等），对新发现的地震反射层地质

属性的标定存在困难，对其形成演化缺乏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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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制约着该区油气勘探进程。

１　区域地质背景

南黄海盆地北部以连云港—黄梅断裂与秦

岭—苏鲁构造带与华北地块相连，南以江山—绍

兴断裂带与华南地块相接，东与朝鲜半岛的京畿

地块相连，西与苏北盆地连为一体，是下扬子地块

向海区的延伸（图１）
［１３１６］，也是我国目前认为海

图１　南黄海盆地与周邻地块的关系（据文献［１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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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中、古生界发育较全、保存相对较完整的地区之

一［７，８］。该区具双层基底结构及复杂的深部构造

体系，在显生宙的地质演化过程中，经历了古亚

洲、特提斯、太平洋多旋回的构造演化历程，其中，

印支期以前表现为洋—陆板块构造体制，印支期

后表现为大陆板内形变体制［８］。

２　地震层位标定与地层

２．１　地震层位标定

由于中部隆起没有钻达古生界的钻井，周缘

也仅有邻区南部坳陷的 ＷＸ５ＳＴ１井钻遇上二叠

统龙潭组—大隆组，而且没有声波时差测井曲线

数据，给地震层位地层标定带来了较大困难。为

了能在现有勘探程度下更好地完成地震层位标定

及地震地层解释，对于陆相地层从北部坳陷钻井

（诸城１２１、诸城７２１及黄２井等）标定，然后向

中部隆起进行追踪对比；对海相地层首先利用

ＷＸ５ＳＴ１井标定出上二叠统（Ｐ２）以上的层位

（图２），对上二叠统以下层位主要以地层类比法

（海陆对比法）及地震反射特征识别法（包括均方

根振幅、平均绝对值振幅、主频、弧长、瞬时频率、

瞬时相位及平均反射强度等属性参数）进行标

定［４］。纵向上地层属性确定首先是确定印支面，

然后利用井及周边地区钻井地层标定确定上二叠

统（煤系地层），根据地层特征及周缘地震反射特

征对比向下依次推测相关地层。

图２　南黄海盆地中部隆起中、古生代地层标定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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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地震地质属性与地层

根据地震波组接触关系及岩石物性参数分

析，结合地震层序划分原则，将中、古生界自上而

下划分为７套地震层序，结合邻区钻井及扬子（主

要是下扬子）区成果资料对比分析［１０］，推测其地

质属性。

三叠系下、中统（Ｔ８—Ｔ９ 层序）

根据下扬子区陆域地层与钻井资料，该套地

层主要为灰黄、浅灰色中薄层致密灰岩及灰、灰黄

色薄层泥灰岩，黄绿色钙质泥岩、泥质灰岩，夹白

云质灰岩、白云岩，局部夹石膏。主要依据过井

（ＷＸ５ＳＴ１）剖面标定，地震反射特征为中—弱振

幅、不连续—较连续—连续、中—高频率，平行—

较平行内部反射结构，席状外部形态。上青龙组

泥晶灰岩，成分较单纯，内幕无明显成层性反射，

而下青龙组由于是泥质灰岩与泥晶灰岩互层，纵

向上形成一套较高频率的密集反射。

二叠系上统（Ｔ９—Ｔ１０层序）

该层序地震反射特征：中－弱振幅、不连续－

较连续－连续、中－低频率，平行－较平行内部反

射结构，席状外部形态。通过与邻区（下扬子陆

区、上扬子区）二叠系上统（煤系地层）的地震反射

特征对比具有极其相似的特征。推测其主要为大

隆组（Ｐ２ｄ），主要为黄绿、灰黑色页岩、钙质页岩，

和龙潭组（Ｐ２ｌ）深灰色泥岩、砂质泥岩夹煤层反

射。

二叠系下统－泥盆系上统（Ｔ１０—Ｔ１１层序）

根据周边钻井与区域对比，推测包括下二叠

统栖霞组、石炭系和泥盆系上统，主要为一套碳酸

盐岩夹碎屑岩沉积。其地震反射特征总体表现为

中—弱振幅、不连续—较连续、中—低频率、平

行—较平行内部反射结构，席状外部形态。

志留系（Ｔ１１—Ｔ１１′层序）

根据区域地层对比及地震反射特征推断该

区缺失上志留统，该套地震反射特征总体表现

为中—弱振幅、不连续—较连续、中—低频率，平

行—较平行内部反射结构，席状外形。与下、上

扬子区对比［１７］，推测其主要为中、下志留统，主

要为绿、灰绿色页岩、泥岩夹粉砂岩及薄层细砂

岩与灰紫、灰白色中厚层细粒岩、石英砂岩夹粉

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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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陶系—寒武系（Ｔ１１′—Ｔ１２层序）

该层地震反射总体表现为中—弱振幅、不连

续—较连续、中—低频率，平行—较平行内部反射

结构，席状外部形态，顶部有较强的地震反射。根

据周边钻井与区域对比［１８］，推测主要包括寒武

系—奥陶系，岩性为：上部为上奥陶统灰、灰黑色

硅质页岩、泥灰岩；中部为下奥陶统－中寒武统碳

酸盐岩；下部为下寒武统深灰色、黑色炭质泥岩、

灰色砂质泥岩。顶部的强反射可归咎于上覆的较

低密度的泥质岩层，由于泥质灰岩层与下伏的灰

岩可形成强波阻抗面。

震旦系（Ｔ１２—Ｔｇ层序）

该层序地震反射总体表现为中—弱振幅、不

连续—较连续、中—低频率，平行—较平行内部反

射结构，席状外部形态。根据区域对比推测为灰

褐、灰黑色薄层白云岩、白云质灰岩夹泥质灰岩，

黑色炭质页岩、硅质页岩。

基岩层（Ｔｇ以下）

地震反射总体表现为无反射或杂乱反射、乱

岗状内部反射结构，推测为前震旦系变质岩系。

３　中部隆起的形成与演化

在对南黄海盆地中部隆起地震资料解释的基

础上，以区域性不整合或假整合接触关系及地震

反射层之间的接触关系为依据，结合南黄海盆地

周缘主要钻井及扬子地块上构造运动的特点［１７］，

认为南黄海盆地中部隆起主要经历了基底形成、

克拉通发育、稳定台地—陆内裂陷、抬升剥蚀与隆

起形成及坳陷沉降等５个阶段（表１，图３）。

３．１　前震旦纪基底形成阶段

中元古代末期神功运动（或晋宁运动）之后

华东地区包括扬子地块基本形成统一的变质基

底［１８，１９］，组成变质基底的物源是始于１０００Ｍａ

之后的Ｒｏｄｉｎｉａ超大陆裂解，扬子陆块与华夏陆

块拉张期间各自大陆边缘产生的不同类型火

山—沉积产物。青白江系和南华系以超覆不整

合或假整合—整合接触，沉积基本连续，南华纪

后期—震旦纪地壳已渐趋稳定，并未发生真正

意义上的造山运动，总体是在拉张背景下的陆

表海沉积。

表１　南黄海盆地中部隆起演化过程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Ｕｐｌｉｆｔｏｆ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地质时代
构造旋回

构造运动 旋回
构造层

构造发

展阶段

新

生

代

晚

古

生

代

早

古

生

代

元

古

代

第四纪

新近纪

三叠纪

二叠纪

石炭纪

泥盆纪

志留纪

奥陶纪

寒武纪

震旦纪

南华纪

青白江纪

Ｑ

Ｎ

Ｔ１＋２

Ｐ２

Ｐ１

Ｃ

Ｄ

Ｓ３

Ｓ１－２

Ｏ

∈

Ｚ

Ｎｈ

Ｑｂ

盐城运动

印支运动

（燕山运动）

东吴运动

广西运动

晋宁运动

喜马拉

雅旋回

早印支—

海西旋回

加里东

旋回

晋宁

旋回

坳陷

构造层

海相上

构造层

海相下

构造层

基底

构造层

坳陷发

展阶段

稳定台

地—陆内

裂陷阶段

板块汇聚、

挤压、隆升

阶段

克拉通

发育阶段

地块拼合

阶段（基底

形成阶段）

３．２　震旦纪—早古生代克拉通发育阶段

震旦纪—早古生代早期，形成多岛洋格局。

由于陆块离散，扬子陆块漂浮于古大洋之中，周边

散立着众多微陆块，如华夏裂解的微陆块、湘赣

等。由于受强烈拉张作用，发生陆壳裂离，先前环

扬子古陆边缘裂陷经热衰减沉降转化为广阔的被

动大陆边缘坳陷盆地［１８，２０］。扬子陆块整体处于

稳定克拉通环境中接受全面海侵沉积，发育了自

震旦系陡山沱组开始的以碳酸盐岩为主的沉积盖

层，经历了完整的早期裂陷充填—中期稳定沉

降—晚期聚敛挠曲的盆地演化过程。

志留纪末期加里东（广西）构造运动以隆升作

用为主，区域上形成大的隆起和坳陷［１９］（图３）。

地震资料显示，在中部隆起海相下构造层形成有

平缓的隆起，主要表现为海相上下构造层间的假

整合或不整合接触；区域上造成志留系上部遭受

剥蚀与中、下泥盆统的沉积缺失。

３．３　晚古生代—中三叠世稳定台地、陆内裂陷阶

段（犇３—犜２）

　　经过加里东运动，下扬子南北两侧的活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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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南黄海盆地中部隆起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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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边缘隆升，陆壳加厚基底稳定性增强，整体表现

为稳定的克拉通环境沉积。

晚古生代至中三叠世，加里东造山期后使得

下扬子区缺失早、中泥盆世沉积，晚泥盆世发育河

流相碎屑岩沉积。石炭纪以来，受古特提斯洋扩

张影响，陆壳开始伸展裂离，海水由东向西侵入。

石炭纪发育海陆过渡相碎屑岩夹碳酸盐岩沉积组

合，二叠纪至早三叠世发育由滨浅海相碎屑岩到

台地相碳酸盐岩夹泥岩再到陆棚、盆地相硅质岩、

碳质泥岩夹泥灰岩的沉积组合。中三叠世，海盆

由南、北两侧向中部收缩，发育局限海湾湖膏盐

岩沉积［２１］。

３．４　隆起形成与剥蚀阶段

进入三叠世晚期，随着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

的拼贴碰撞，下扬子及邻区均进入了一个新的构

造演化体制———大陆板内形变体制，开始了对海

相中、古生界的改造历程。

晚三叠世伴随着古特提斯洋的局部关闭，扬

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的持续挤压，发生区域性的抬

升及局部褶皱，结束了本区长期海相沉积的历史。

下扬子区总体体现为南北对冲推覆构造样式［２２］，

中部隆起此时属于南北双向逆冲之间的稳定低

地，从南黄海印支面古地质图上（图４）可以看出，

中部隆起保存地层最新，为中、下三叠统青龙组，

而北部逆冲剥蚀严重，主要出露石炭系。

晚三叠世末（晚印支运动）持续的挤压发展为

冲断推覆，形成了与造山带（如苏鲁造山带）平行

的数个ＮＥ向Ｔ３—Ｊ１２坳陷，性质可能属类前陆盆

地，而中部隆起也逐渐抬起，变成前陆盆地的中部

隆起带前隆。

图４　南黄海盆地印支面（犜８）顶、底板地质简图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ａｎｄ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ｔｈｅ

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８）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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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南黄海盆地区域应力

背景转化为 ＮＷ—ＳＥ的拉张作用，在下扬子海

相残留盆地和中生代前陆盆地改造的基础上产

生陆相裂陷盆地群，发育一系列箕状断陷盆地，

表现为在原对冲向斜构造带轴线的北部坳陷箕

状断陷表现为“北断南超”，而南部坳陷箕状断

陷表现为“南断北超”的构造格局，中部隆起仅

发育几个小型断陷。渐新世，由于太平洋板块

向ＮＷＷ 向俯冲作用的加强，强烈的挤压同时

伴随剪切走滑活动，南、北两坳陷迅速抬升，形

成一系列 ＮＷ 向褶皱构造和逆断层，中部隆起

一直相对隆起，基本未接受沉积。南黄海中部

隆起地震剖面显示，中、下三叠统与上覆地层呈

明显的角度不整合接触。

３．５　坳陷沉降阶段

渐新世末的挤压改造运动结束了南黄海盆地

断陷的发展历史，整体进入区域沉降阶段。新近

纪早期南、北２个坳陷首先开始填平补齐的沉积，

中部隆起和勿南沙隆起区随后沉入水下开始接受

沉积，发育一套近似粗—细交替的泛滥平原—河

流相的韵律沉积，第四纪海水逐渐从东、东南部侵

进，广泛沉积一套水平、以灰色黏土为主的地层，

奠定了现今南黄海的地质构造面貌。

４　结论

（１）南黄海盆地中部隆起沉积了较厚的中、古

生界海相地层，可识别出８个地震反射界面和７

套地震层序。７套地震层序的地质属性自上而下

分别对应第四系—新近系、中—下三叠统青龙组、

上二叠统、下二叠统—上泥盆统、中—下志留统，

奥陶系—震旦系和前震旦系变质岩系。

（２）南黄海盆地中部隆起主要经历了前震旦

纪基底形成、震旦纪—早古生代克拉通发育、晚古

生代—中三叠世稳定台地—陆内裂陷、晚三叠

世—古近纪形成与抬升剥蚀及新近纪—第四纪坳

陷沉降等５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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