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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盆地沙南凹陷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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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沙南凹陷一直是渤海海域油气勘探的难点和热点,盆内油气分布表现出极强的不

均衡性,复杂的构造特征成为制约油气差异成藏的关键.为探讨沙南凹陷构造演化特征,
本文首次利用新三维地震及钻井资料,对地层展布特点、断裂体系特征进行精细刻画,新

识别出中生代逆冲构造体系,并结合区域地球动力学背景,对新生界沉积Ｇ沉降中心迁移

规律及全区构造发育演化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表明,沙南凹陷盆地结构表

现为“三段式”,中、新生代断裂体系主要发育３期,即中生代逆冲断裂系、古近纪伸展断裂

系和新近纪晚期共轭走滑断裂系,控制了盆地４个主要构造变革期,分别为早剥晚沉(中

生代)、初始强裂陷(沙河街组沉积时期)、二次强裂陷Ｇ断坳过渡(东营组沉积时期)以及热

沉降Ｇ共轭走滑阶段(新近纪).沙南凹陷的２个沉积Ｇ沉降中心———东、西两洼的演化过

程(尤其是东营组沉积时期)具有较大差异,控制了两洼烃源岩生烃规模和成熟度的差异,
对油气的区域分布起到关键控制作用.地幔热隆起和板块的重组是控制断陷盆地演化的

深层动力因素.该研究可为沙南凹陷进一步的油气勘探提供一定借鉴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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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渤海湾盆地是中国东部重要的油气产区,其
构造演化及成盆机制一直是研究热点[１Ｇ８].沙南

凹陷位于渤海西部海域,属于埕宁隆起带内部的

二级构造单元,是以新生代沉积为主的北断南超

的箕状凹陷,始探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中国海洋

油气勘探较早的地区之一.研究区区域上位于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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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断裂与黄骅Ｇ东明断裂系的交汇处,构造演化

复杂,且由于其属于隆起带内部的二级凹陷,其
沉降特征与渤中凹陷、歧口凹陷等深盆明显不

同,因此,研究区的构造演化研究具有很强的必

要性和意义.但是由于该区长期以来处于二维

地震资料覆盖之下,三维地震资料落实较晚,国
内外学者尚未对沙南凹陷的构造开展过系统研

究,少有的研究成果仅局限于凹陷内部东西两

个次洼古近系地层厚度及埋深差异性上[９],对
前新生界潜山特有的演化格局更是少有论述,
导致该区复杂构造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认识

不清楚,使得该区一直是渤海油气勘探的难点.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区无论前新生代的逆冲构

造还是古近纪的应力转换以及新近纪的共轭走

滑发育特征都是渤海西部乃至整个渤海湾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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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代表,为此笔者首次利用新采集的高精

度三维地震及现有钻井资料,深入分析沙南凹

陷的盆地结构、沉积Ｇ沉降中心迁移特征和形成

机制,研究成果对本区的下一步勘探以及渤海

湾盆地构造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

１　构造地质背景

沙南凹陷位于渤海西部海域,南北夹持于沙

垒田凸起、埕北低凸起与埕子口凸起之间,东西两

侧与 渤 中、歧 口 ２ 个 富 烃 凹 陷 相 连,面 积 约

３２３５km２,受 NE向的沧东Ｇ兰聊断裂带和郯庐

走滑断裂带及 NW 向的张蓬断裂３条断裂带控

制,属于发育于华北地台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和古

生界盖层之上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盆地为狭长

型东西走向、北断南超的箕状凹陷,表现为东、西

２个次洼夹中间构造脊的“三段结构”(图１).沙

南凹陷的结晶基底主要为太古宙和下元古代时期

的变质岩[１０],主要出露在埕宁隆起的沙垒田凸

起;古生界主要为地台沉积碳酸盐岩.中新生代

是沙南凹陷形成和演化的主要阶段,印支运动的

改造使得研究区发育了逆冲断裂系,该逆冲断裂

体系进而对新生代盆地的形成演化产生了重要影

响[１１].从钻井情况来看,研究区新生代沉积了巨

厚的陆源碎屑沉积地层,自下而上分别为古近系

的孔店组、沙河街组、东营组,新近系的馆陶组、明
化镇组以及第四系的平原组,其中东三段、沙一段

和沙三段为３套主力烃源岩发育层系,明化镇组

下段、馆陶组、东二段和沙二段为主要的含油气储

层段(图２).

图１　研究区构造纲要(断裂系统为东营组底部)

Fig．１　Thesimplifiedtectonicmap(fracturesystemsaredefinedforthebottomofDongyingFormation)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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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沙南凹陷地震剖面解释图(平面位置及断层展布见图１)

Fig．２　SeismicprofilescrosstheShananSag
(seeFig．１forlocationandfaultdistribution)

２　盆地断裂体系特征

２．１　几何学特征

沙南凹陷断裂全区发育,空间上,主要发育

NE、NW、近EW 向３组走向断裂,其中近EW 向断

层控制了研究区的构造格局.从横切盆地主体的

骨干地震剖面上可以看出,沙南凹陷规模最大的主

要断裂系统为沙南边界断层(简称沙南断层)、沙中

断层,两者共同控制了沙南凹陷的演化(图２).
在时间上,盆地结构的形成主要受３套不同时

代的断裂体系控制.通过新采集３D地震资料(图

２),发现研究区潜山内部普遍存在一套低频中振幅

较连续的地震反射层,厚度约２~３个同向轴,与上

覆厚层弱振幅不连续的中生界反射特征明显不同,
应为更老地层.从渤海进尺较深探井的实际钻探

资料来看,该套地层应为古生界碳酸盐岩地层.值

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半地堑盆地内,中生界及以上

地层向控盆断层处逐渐增厚,而古生界在靠近控盆

断层的方向上显著减薄,甚至尖灭,反映了该区普

遍发育的“薄底构造”,从构造地质学上来讲,“薄
底”构造被公认为是识别印支期逆冲断层的重要地

层结构标志[１２Ｇ１４].该套逆冲断裂体系是在中生代

印支期SN向挤压应力控制下形成的,在平面上为

NWW 凸向的弧形形态,这恰是沙南凹陷与沙垒田

凸起的分界断层———沙南断层.在沙南断层控制

下,古生界向北逆冲到沙垒田凸起之上,遭受剥蚀

后再次沉降深埋.由此来看,沙南边界断层的原始

形态可能是非常平缓的拆离断层,这种特征在现今

的盆地中段仍然有所保留,只不过盆地的东、西段

在晚期的快速沉降成洼过程中逐渐变陡直.该套

逆冲断裂系的发现对于研究区潜山领域尤其是古

生界碳酸盐岩的勘探及渤海湾盆地构造发育史研

究是有力的依据和补充.
古近系为强伸展断裂系,区域主应力为SN向

拉张应力,地震剖面上表现为单条大型陡直拉张断

裂.内部断裂的平面差异性受盆地本身的“三段

式”结构控制明显,沙南凹陷西段断裂走向呈现近

EW 向,东段呈NE—NNE向,中部则同时发育EW
向、NE向２组断裂.而从断裂发育的密集程度来

看,中部断裂密度明显比西、东段大.造成这种差

异的原因,主要是凹陷的各个区段受基底先存断裂

和郯庐走滑断裂西支控制作用存在的差异性所致.
西段主要受控于基底先存的 EW 向断裂,表现为

EW 向拉张断层;东段主要受 NE向郯庐断裂西支

影响,为NE—NNE向张扭断层,中部属于两者的

过渡带.沙南断裂强烈伸展,沙中断裂也在这个时

期开始分段生长,以分段搭接的方式贯穿凹陷东

西,两者共同控制着沉积沉降中心的变迁(图１).
新近纪时期为弱伸展Ｇ走滑断裂系,研究区继

承了古近纪时期的整体构造格局.此时,整个渤海

西部受郯庐断裂影响更加明显,不同时深的地震切

片显示在研究区的中部和沙垒田凸起上分别发育

NW 向和NE向盖层卷入式弱走滑断层,平面上呈

雁行排列,剖面上呈向上撒开的“负花状”[１１],这两

组走滑断裂组合成共轭断裂系(图２、３).

２．２　运动学特征

利用新三维地震资料,对不同方向、不同区段

断层的活动速率进行统计,分析表明古近系断层

的运动学特征同样受盆地的“三段式”结构控制.
沙三段沉积时期是研究区构造活动最强烈的时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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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沙南凹陷新近纪共轭走滑展布

(１０００ms)、应力分析图

Fig．３　ThedistributionofconjugatedNeogenestrikeＧslips
(１０００ms)andthegroundofstressoftheShananSag

期,沙南断层和沙中断层的东西两段具高强度的

活动,活动速率达到６０~１４０m/Ma,尤其以西段

最强;沙一二段沉积时期是研究区构造活动较弱

的时期,活动速率约１０~５０m/Ma;东三段沉积

时期,研究区构造活动再次加强,活动速率达到３０
~１００m/Ma,沙南断层、沙中断层这两条最大断层

均具有比较强烈的活动,其断层古落差达到１８０~
３００m;东二段沉积时期,断层活动性有所减小,西
段断层活动性开始弱于东段.新近纪的沉降速率

明显慢于古近纪,这是由于渤海湾盆地由裂陷期变

为了热沉降期.各时期对比来看,尤其以馆陶组沉

积沉降最慢,沉降速率大约为５m/Ma,明下段有所

增强,达到６~１０m/Ma.同时从明上段开始,渤海

湾盆地进入新构造运动,研究区开始快速沉降,沉
降速率最大可达３０m/Ma,明显快于一般意义上的

热沉降幕,因此,研究区裂后热沉降阶段并不是传

统意义上的沉降持续变慢的过程,而是沉降速率不

断增强的过程(图４).

图４　沙南断层各时期活动速率统计图

Fig．４　Faultmovementratesofdifferent
stagesofShananFault

　　几何学和运动学特征表明,沙南凹陷断裂体

系存在“三期三向”的特征,受盆地本身的“三段

式”特征控制明显,表现出强烈的分段差异性.

３　构造演化过程

３．１　新生代盆地沉积Ｇ沉降中心时空演变

根据不整合面分隔的层序结构、沉积旋回及

盆地沉降、构造变形特征,通常将渤海湾盆地海域

部分新生代盆地演化划分为古近纪裂陷期、新近

纪—第四纪坳陷期２个大的构造演化阶段,对应

古近系、新近系—第四系构造层,其中古近纪裂陷

期进一步划分为４个裂陷幕[４,１５Ｇ１６],分别对应孔

店组沉积期、沙四段沉积期、沙三—沙二段沉积早

期、沙二段沉积晚期—东营组沉积期.根据渤海

湾盆地后裂陷期沉降速率特点[１７],研究区新近系

整体为坳陷期,盆地结构特征与渤海海域其他地

区并无太大差别,故不做重点分析.同时,我们注

意到,由于沙南凹陷孔店组沉积期湖盆范围极其

有限导致其地层分布局限,不是区域的有利勘探

层系,沙一二段、东三段和东二段虽属于同一裂陷

幕次,但沉积地层特征差异较大,三者之间的界线

在地震剖面上对应着两个大的区域范围可追踪的

不整合面.因此,结合实际资料,笔者建议将沙南

凹陷古近系划分为３个裂陷阶段,分别为沙三段

沉积期、沙一二段沉积期、东三段沉积期、东二段

沉积期(图２、５).
沙三段沉积期:该时期是研究区构造活动最

强烈的时期,是沙南凹陷北断南超的半地堑发育

阶段,沙南断层和沙中断层的东西两段具高强度

的活动,控制了相应区段下降盘的沉降中心,分布

在盆地的东西两端,基本上呈 NW—SE向延伸.
这两个沉降中心沉积的地层厚度也在该时期处于

顶峰,其中西洼沙三段沉积厚度达到５００~２０００
m,东洼沉积厚度达到５００~１３００m.从洼陷的

规模来看,此时西洼比东洼略大.而盆地中部的

大部分地区,构造活动非常微弱,地层沉积较薄,
从而形成了“东西两洼、中间一脊”的古构造格局.

沙一二段沉积期:该时期是研究区构造活动

较弱的时期,经过沙三段的填平补齐,各构造单元

的古落差已变小,整个凹陷范围内都沉积了厚度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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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薄的沙一二段地层,该时期的沉降中心未发生

大的变化.此时,沙中隆起带在西段开始形成,受
其分隔,西洼减小,东西两洼规模变得相当.

东三段沉积期:该时期研究区构造活动再次

加强,研究区沙南断层、沙中断层两条最大断层均

具有比较强烈的活动,沙南西洼和东洼延伸方向

变为近EW 向,沉积的地层厚度也在该时期进入

第２个顶峰,其中西洼东三段沉积厚度达到３８０
~５４０m,东洼沉积厚度达到３２０~４８０m.

东二段沉积期:该时期断层活动性较之东三

段沉积期有所减小.盆地整体快速沉降,沉积

范围显著扩大,沙南凹陷盆内形成了几个次洼

连成一片的构造格局,古地貌特征与以上３个

时期差别明显,西段断层活动性开始弱于东段,
古地貌整体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特点,西洼开始

萎缩,盆地的整体沉积和沉降中心向东洼迁移.
至东营组沉积末期,北断南超的半地堑断陷盆

地发育逐渐进入萎缩期、消亡期.

图５　沙南凹陷新生代不同时期地层沉积厚度、构造格架

Fig．５　SedimentsthicknessandtectonicframeworkoftheShananSagindifferentCenozoicstages

３．２　构造演化的动力学及运动学分析

裂陷伸展盆地的结构受动力学因素影响可能

表现为不同特征,作为埕宁隆起带内部的二级构

造单元,沙南凹陷与歧口凹陷、渤中凹陷等深盆的

构造发育过程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盆地结构、断
裂体系特征、沉积Ｇ沉降中心迁移等方面综合分析

的基础上,重点利用平衡剖面分析以及区域大地

构造背景[１８Ｇ１９],建立了研究区构造演化模式,分析

认为主要经历了４个大的构造变革期(图６、７).
(１)早剥晚沉阶段(中生代)　华北东部中生

代处于古亚洲构造域向滨太平洋构造域转化和调

整阶段,印支运动期间华北板块和扬子板块碰撞,
产生强烈的区域性近SN 向挤压应力,导致古生

界及之前地层发生由S向 N逆冲[１３,２０],褶皱并抬

升剥蚀,埕子口凸起和沙垒田凸起开始形成,两个

凸起之间发育EW 走向的负向构造单元,沙南凹

陷的雏形开始形成.进入燕山期,欧亚板块东部

开始出现伊佐奈崎板块,该板块以朝 NWW 方向

向华北板块挤压[２１],致使渤海湾盆地东部的郯庐

断裂带发生强烈的左旋走滑活动[２２],其西侧地层

在连锁产生的走滑压扭作用影响下发生了近SN
向的伸展[２３],晚侏罗—早白垩世为主要裂陷成盆

期,沉积了较厚的中生界.燕山晚期,伊佐奈崎板

块俯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太平洋板块,太平

洋板块向华北东部俯冲的角度主要为向 N 或

NNW,其俯冲速率较之伊佐奈崎板块大大降低,
晚白垩世为弱成盆与准造山共同作用阶段,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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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沙南凹陷前新生界构造演化模式

Fig．６　TectonicevolutionmodelofthePreＧCenozoicintheShananSag

持续隆升,因遭受剥蚀而形成角度不整合面,即沙

南凹陷的新生界底界面[２４](图６).
(２)初始强裂陷阶段(沙河街组沉积期)　渤

海湾盆地新生代为滨太平洋构造域演化阶段,由被

动裂陷盆地转变为主动裂陷盆地[２５],众多的断陷Ｇ
断坳型沉降中心开始发育.沙三段沉积时期,太平

洋板块向欧亚大陆正向俯冲的方向由 NNW 向转

变为NWW 向,在太平洋板块俯冲后撤作用下,软
流圈发生上涌导致地壳减薄,区域范围内拉张伸展

作用显著增强,渤海湾盆地各凹陷进入强烈裂陷沉

降阶段,控盆、控凹断裂活动达到最强,构造沉降幅

度达到最大,区域内广泛沉积了一套巨厚湖相泥

岩,成为重要的烃源岩;沙一二段沉积期渤海湾整

体处于断陷活动的平静期,湖盆比较平缓,湖平面

下降,沉积厚度和控盆断层活动性不及沙三期.
该阶段为沙南凹陷的初始裂陷期,也是最强

裂陷期,沙河街组的沉降中心有２个———沙南西

洼和沙南东洼,两者均为受沙南断层、沙中断层控

制的近 NW 向展布的洼陷,沉降中心整体上呈

NW 向展布,沉积厚度达６００~２２００m,证实该

时期应力场应为 NE—SW 向伸展.钻井揭示,沙
三段地层较厚,沙一二段较薄,其顶界面存在较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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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削截现象.同时,从各时期整体湖盆的范围来

看,沙三段沉积时期,沙南凹陷为局限性湖盆,向
西与歧口凹陷的水体连通,向东与渤中凹陷之间

被沙东南构造脊分隔;沙一二段沉积时期,沙南凹

陷变得浅而宽广,在东西方向上与渤中凹陷、歧口

凹陷的水体开始整体相连.从沙南凹陷的次级洼

陷规模来看,沙三段沉积时期,西洼规模比东洼

大.沙一二段沉积时期,横亘于沙南西洼内部的

狭长型的沙中隆起开始形成,大大破坏了西洼的

完整性.对于沙中隆起的成因,勘探工作者各执

一词,笔者通过系统剖析新三维地球物理资料,认
为沙中断层和沙南断层活动性存在差异性,导致

沙中断层上升盘地层与沙南控盆边界断层下降盘

根部地层发生差异沉降,地层产状发生旋转,并最

终形成沙中构造脊,其脊线就是沙中断层的下盘

与沙中断层断面的交汇线.与之相比,东洼的沉

降中心比较稳定,继承性保持了完整的构造形态,
其规模与西洼变得相当(图５、７).

图７　沙南凹陷新生界构造形成演化模式

Fig．７　FormationandevolutionmodeloftheCenozoicstructuresintheShananSag

　　(３)二次强裂陷Ｇ断坳过渡阶段(东营组沉积

期)　该时期渤海湾盆地形成的动力学机制并没

有发生大的改变,不过,太平洋板块俯冲角度发生

改变,使得渤海西部区域应力方向变为近SN 向,
在此控制下,东西两洼的走向随之变为近 EW
向.结合前人研究,在渤海地震剖面上发现沙河

街组与东营组的确存在角度不整合接触现象,由
此看来,东营组底界面应是古近纪应力场发生变

化的重要构造变革界面.伴随着地幔上涌强度增

大,各凹陷边界断层活动性在经历了沙河街组沉

积晚期的沉寂后再次显著增加,沙南凹陷在东三

段和东二段沉积时期进入二次强断陷阶段.
从沉积厚度演变(图５)上可以看出,东三段沉

积期的沉降中心依然继承了沙河街组沉积期的特

点,不过,２个次洼的轴向变为近EW 向,笔者认为

这与区域应力场方向的改变有关.此时,西洼沉降

速度开始小于东洼,导致其东三段烃源岩厚度略小

于东洼.东一二段沉积时期,主要控沉积断裂沙南

断层、沙中断层的活动性明显呈现西弱东强的特

征,西洼继续萎缩至临近消亡,东洼成为盆地的唯

一主要沉降中心,沉积厚度达４００~１２００m左右.
整个沙南凹陷演变成为向E倾的单斜斜坡,呈现

“西高东低、沉积中心东移”的构造变化格局.
纵观２个次洼的演化史,西洼后期发生构造

反转,而东洼持续沉降、埋深加大,这种差异性对

东洼和西洼烃源岩的成熟演化起到了较大的控制

作用.据实测烃源岩数据,东洼沙三段、沙一二段

和东三段烃源岩埋深均超过生烃门限(２９００m),
全部进入成熟阶段成为有效烃源岩;相比之下,沙
南西洼只有沙三段和部分沙一二段的烃源岩埋深

超过生烃门限(２９００m),且整体的热演化程度远

低于东洼.可以说,东西两洼构造演化特征的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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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是导致其生烃能力存在差异的首要因素.
这也就不难解释沙南东洼周缘存在多个油气田,
而西洼周缘鲜有规模油气发现的现象.

东营组沉积晚期,整个渤海湾盆地的区域构

造运动减弱,各凹控边断裂活动性降低,凹陷边缘

坡度减小,沉积物逐渐填充各凹陷并上超至凸起

部位,盆地逐步由断陷转为坳陷(图５、７),因此,
本阶段是盆地的二次强裂陷至断坳过渡期.东营

组沉积末期,渤海湾盆地区域范围内发生东营运

动,地层抬升剥蚀,形成了华北东部又一个大的不

整合面.
(４)热沉降与共轭走滑阶段(新近纪)　新近

纪—第四纪,岩石圈的降温热松弛及重力均衡调

整作用使裂陷盆地整体下沉,渤海湾盆地整体进

入拗陷阶段[２６].因此,在经历了东营组沉积期末

区域抬升、剥蚀后,沙南凹陷开始进入裂后热沉降

阶段.经历了馆陶组和明下段沉积期的慢运动Ｇ
缓沉降过程后,渤海湾盆地迎来了新构造运动,太
平洋板块加速向东亚大陆俯冲,致使渤海湾盆地

内的断裂活动再次加强,兰聊断裂带和郯庐断裂

带发生强烈右旋走滑活动[２７],２条走滑断裂带之

间的转换区域产生近SN 向的伸展作用力,研究

区开始快速沉降,也正是在这种SN 向伸展作用

力下,在沙垒田凸起上的刚性块体发生右旋错动,
产生一系列雁行断裂系,沙南断层中段作为区域

应力调节断裂,发生了相应的左旋走滑活动,并由

此产生了 NW 和 NE向区域性的共轭走滑断裂

系(图３),NW 向走滑断裂控制了与其走向相同

的构造脊和沟道形成,是新近系有利的汇油场所.

４　结论

(１)在沙南凹陷首次识别出了中生代逆冲构

造体系,该套逆冲断裂系的发现对于研究区潜山

领域尤其是古生界碳酸盐岩的勘探及渤海湾盆地

构造发育史研究是有力的依据和补充.
(２)研究了沙南凹陷断裂体系特征,识别出了

中、新生代“三期三向”断裂体系:空间上,主要为

NE、NW、近EW 向３组走向,近EW 向的沙南边

界断层和沙中断层是主要控格局断层;时间上,主
要发育中生代逆冲断裂系、古近纪强伸展断裂系、
新近纪弱伸展Ｇ走滑断裂系３期断裂系.

(３)系统分析了沙南凹陷两大主要沉降中心

的差异演化规律,受控于沙南断层和沙中断层,西
洼经历了由鼎盛到萎缩的过程,东洼则保持了继

承性沉降的特征,这种构造演化的差异性控制了

烃源岩规模和成熟度的差异,该认识对研究区油

气成藏综合分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４)受控于地幔热隆和板块重组这两大动力

背景,盆地演化主要经历了４个构造变革期,分别

为中生代的早剥晚沉、早期强裂陷、二次强裂陷Ｇ
断坳过渡以及新近纪热沉降和共轭走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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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CHARACTERISTICSANDEVOLUTIONOF
THESHANANSAGOFBOHAIGULFBASIN

LIXinqi,GAOLei,HUANGZhi,WANG Mingchun,HUAnwen
(TianjinBranchofCNOOCLtd．,Tanggu３００４５９,Tianjin,China)

Abstract:TheShananSagisadifficultandhotspotinoilandgasexplorationoftheBohaiSeaarea,andthe
distributionofoilandgasinthebasinisextremelyunbalanced．Complextectonicsissupposedtobethekey
factorsrestrictinghydrocarbonaccumulation．Inordertoresearchthetectonic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the
ShananSag,thispapermeticulouslydepictedthestratigraphiccharacteristicsandfaultsdistributionofthe
sag,basedonthenewlyacquired３Dseismicdataanddrillingdata．NewlyidentifiedaretheMesozoicthrusts
andtheevolutionofthetectoniccharacteristicsintheMesozoicＧCenozoicaswellastheCenozoicsubsidence
andsedimentationcenteroftheShananSag．TheresultsshowthattheShananSagconsistsofthreepartsfrom
westtoeast,i．e．thewesternsag,thecentralridgeandtheeasternsag．ThefaultsinthestudyareaarepreＧ
dominantlyinNWtrending,subparallelinEWandNEtrending．TherearethreestagesoffaultsystemsdeＧ
velopedintheMesozoicandCenozoic,whicharethethrustfaultsysteminPaleozoic,theextensionalfracture
systeminPaleogeneandtheconjugateslipfaultseriesinlateNeogene．Onthecontrolofthesefaults,four
stagesoftectonicevolutioncanberecognizedfrom MesozoictoCenozoic,includingtheMesozoicdenudationＧ
subsidencestage,theinitialstrongchasmicstage(E２s３ＧE３s１),thetransitionalperiodfromthesecondstrong
chasmictodepression(Ed３ＧEd１),andthethermalsubsidenceandconjugatestrikeＧslipperiod(Neogene)．
ThechangeofthePaleogenestressfieldsuggeststhatthebottomoftheDongyingFormationistheessential
tectonicboundary．TheevolutionofthetwosubsidenceandsedimentationcentersoftheShananSag(theeastＧ
ernsagandthewesternsagrespectively)isverydifferent,especiallyinthedepositionalperiodofDongying
Formation,whichcontrolsthescaleandmaturityofthesourcerocksinthetwocentersmentionedabove．BaＧ
sinstructuresandtectonicevolution,aswellastheregionaldynamicsbackgrounddemonstratethatthemanＧ
tleupwellingmaybethedirectcauseforthebasinrifting．Theconfigurationoftheperipheryplatescontrolled
theevolutionofthefaultedbasinandthedirectionsoffaultsystems．Thisstudycanprovidesomereference
andguidanceforfurtheroilandgasexplorationintheShananSag．
Keywords:BohaiGulfBasin;ShananSag;thruststructure;differentialsubsidence;conjugatestrikeＧslip

７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