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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西部中新生代多旋回构造演化与潜山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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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天津３００４５２)

摘　要:渤海西部中新生代演化具有频繁的构造体制转换和鲜明的旋回性,从而决定了潜

山地质结构和内幕构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地震资料精细解释基础上,运用构造解析

的方法,以构造变形、构造期次划分和古应力场分析为主线,重建研究区中新生代多旋回

构造演化序列.另一方面,从潜山内幕残留地层和断裂特征入手,解剖潜山的地质结构,
识别和划分了研究区潜山构造样式和成因类型.研究表明,渤海西部中新生代存在印支、
早燕山、中燕山、晚燕山、早喜山、晚喜山６个构造旋回,相应地潜山的形成经历了前印支

期潜山物质基础发育、印支—早燕山旋回挤压逆冲与潜山雏形、中燕山—早喜山旋回伸展

裂陷与潜山初始格局、晚喜山旋回断Ｇ拗沉降与潜山定型定位四大演化阶段.各个旋回构

造变形的时空差异以及叠加组合方式的不同导致研究区潜山构造特征呈现明显的分带

性,自西向东可划分为西侧内幕残留逆冲型、中部反转块断翘倾型和东部复杂走滑断块型

潜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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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潜山”一词最早由鲍尔斯在«潜山及其在石

油地质学中的重要性»一文中提出[１],其后,莱复

生[２]在«石油地质学»一书中将潜山定义为下伏于

年轻沉积盖层的基岩古地貌山.现今一般将埋藏

于盆地沉积盖层之下的基底正向构造均称作潜

山,而不论其成因如何以及形成时期的早晚[３Ｇ４].
国内外油气勘探发现了大量潜山油气田,证实了

沉积盆地中这类基岩构造的巨大潜力.我国自

１９５９年在酒西盆地玉门鸭儿峡发现志留系变质

岩潜山油藏以来,目前已在渤海湾、准噶尔、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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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二连、百色、松辽、东海、北部湾、苏北等盆

地或地区发现近百个潜山油气田,潜山已成为我

国重要的油气勘探领域[５Ｇ７].
渤海湾盆地潜山构造数量众多,是我国潜山

油气勘探的主战场之一,数十年的勘探研究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潜山构造成因理论.李丕龙等[８]通

过对济阳坳陷复杂构造运动的分析并结合构造物

理模拟,揭示了断陷盆地多样性潜山成因机制和

分布模式,建立了潜山成因Ｇ结构分类方案;吴永

平等[７]、付立新等[９]恢复了黄骅坳陷叠置型裂谷

盆地中生代多期叠合演化的过程,重建了印支、燕
山两大造山期构造格架,阐明了其对潜山形成和

分布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了基于动态发育过程

的潜山分类方案;吴孔友等[１０]、陆诗阔等[１１]、何
登发等[１２]利用平衡剖面技术对冀中坳陷潜山构

造演化进行了恢复,提出了基于演化历史的潜山

分类方案.
渤海基岩潜山是渤海湾盆地潜山的一部分,

其勘探历程悠久曲折,目前整体勘探和研究程度



MarineGeologyFrontiers　海洋地质前沿　　　　　　　　　　　２０２０年６月　

均低于陆上潜山构造.过去的研究多强调伸展作

用对潜山形成的控制,集中于单个潜山山头或单

个潜山油藏,侧重于构造形态等静态几何要素的

分析,单一、孤立而局限,缺乏潜山构造成因和分

布规律的整体解剖[１３].渤海西部海域三维地震

覆盖全,探井数量多且潜山地层保存相对完整,是
探究潜山成因演化规律的天然场所.

１　研究区地质背景

渤海西部海域位于渤海湾盆地中部,郯庐断

裂与张篷断裂的交汇处,为变质结晶基底上发展

起来的叠置型裂谷盆地[１４](图１),包括歧口凹陷、
沙南凹陷、埕北凹陷、渤中凹陷、南堡凹陷和石臼

坨凸起、沙垒田凸起、埕北低凸起、埕子口凸起,具
“五凹四凸,凹凸相间”的构造格局.该区断裂体

系复杂,潜山构造十分发育.已钻井揭示研究区

潜山内幕地层与周边黄骅、济阳、辽河等坳陷具有

较好的可对比性,太古界变质结晶基底上,自下而

上发育４套沉积层系:下古生界寒武系—中奥陶

统(∈ＧO)浅海台地相碳酸盐夹页岩及碎屑岩层

系;上古生界石炭系—二叠系(CＧP)海陆交互相

碳酸盐岩、煤系和红色碎屑岩系;中生界中侏罗统

(J２)灰色凝灰质碎屑岩、煤线和火山角砾岩系;中
生界下白垩统(K１)火山岩及杂色碎屑岩系;新生

界陆相碎屑岩系.本区普遍缺失中上元古界、古
生界上奥陶统—上石炭统、中生界三叠系、下侏罗

统、上侏罗统及上白垩统.

图１　渤海西部海域构造简图及潜山地层综合柱状图

Fig．１　TectonicmapwithanintegratedstratigraphiccolumnfortheburiedhillsinthewesternBohaiSea

２　中新生代构造旋回及特征

研究区所处的华北克拉通位于古亚洲洋、特

提斯洋和太平洋构造体系域交汇位置[１５],中生代

以来,经历了频繁的构造体制转换,形成多个“挤
压Ｇ拉张Ｇ挤压”旋回,产生了纵横交错断裂体系和

复杂多样的潜山构造[１６Ｇ１７].构造的形成和演化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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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时限,亦即构造变形不仅具有地区性,而且

具有时代性.通过对区域构造不整合界面的识别

和构造变形特征的解析,在研究区划分了前寒武

系变质结晶基底、下古生界、上古生界、中侏罗统、

下白垩统、新生界６个构造层,并将中新生代演化

划分为印支、早燕山、中燕山、晚燕山、早喜山、晚
喜山６个构造旋回.

表１　渤海西部海域构造旋回划分及特征

Table１　DivisionandcharacteristicsoftectoniccyclesinthewesternBohaiSea

２．１　印支旋回特征

印支旋回是华北板块重要的构造体制变革

期,对中新生代盆Ｇ山格局和陆壳变形机制具有深

远影响[１８Ｇ１９].中、晚三叠世,受扬子板块与华北板

块碰撞作用影响,华北板块结束了稳定克拉通盆

地演化历史,在南缘形成宏伟的秦岭Ｇ大别造山

系.在渤海湾盆地,印支旋回挤压构造形迹已被

大量钻井和地震资料所揭示[２０Ｇ２１].渤海西部印支

旋回构造形迹因受后期伸展块断作用的强烈改造

而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但仍可通过地层角度不整

合界面以及叠合构造的解析加以识别.在持续挤

压隆升背景下,渤海西部整体缺失三叠系沉积,上
古生界石炭—二叠系及至下古生界寒武—奥陶系

遭受剥蚀,与上覆中生界形成角度不整合.研究

区印支旋回的构造变形以褶皱Ｇ冲断作用为主,形
成成排分布的近 EW 向铲式逆冲断层,如新港、
海一、石南、沙南、埕北、车镇、埕中、黄北断层等.
此类断层规模较大,断面陡倾,走向延伸长度一般

超过４０km,具有冲断式和背冲式２种基本组合

样式.冲断构造的前缘及背冲构造的主体位置隆

升剥蚀作用显著,在后期引张应力场下,发生伸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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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从而形成下降盘古生界残留厚度小于上升

盘的负向结构(表１a,剖面 AA’).

２．２　早燕山旋回特征

早燕山旋回构造体制发生重大转折,是华北

东部由特提斯洋构造体系域转入滨太平洋构造体

系域的标志[２２Ｇ２３].早—中侏罗世,受伊佐奈崎板

块西向俯冲影响,华北东部再次发生挤压构造作

用[２４],印支旋回近 EW 向盆山格局遭受破坏,形
成早燕山旋回 NE—SW 向构造体系叠置的“立交

桥式”构造.渤海湾盆地内早燕山旋回构造形迹

以黄骅坳陷发育最全、保存也最为完整,主要为规

模较小的逆冲双重构造和逆冲叠瓦构造[２５].
渤海西部早燕山旋回整体表现为 NE向逆冲

断裂和宽缓的褶皱(表１b),大部分地区进一步隆

升并遭受剥蚀,仅在歧南断阶带等局部地区发生

挠曲沉降,沉积了一套中侏罗统凝灰质碎屑岩系.
此外,研究区发育走滑逆冲和薄皮逆冲构造.走

滑逆冲构造发育于研究区东侧,经黄河口凹陷西

侧,北穿渤中凹陷,抵石臼坨凸起南缘,南北绵延

１００余千米,由多条近SN 向走滑断层侧接组成.
走滑断裂剖面可见“丝带效应”、平行高陡断裂系

等,部分走滑断裂新生代再活动还可见典型“负花

状构造”[２６](表１,剖面 BB’).由于后期改造叠

加,早燕山旋回走滑形迹被破坏,构造演化恢复表

明该期变形整体为自西向东走滑逆冲并伴随强制

褶皱.薄皮逆冲构造分布于研究区西侧的歧南断

阶带,由多条平缓或顺层滑脱的逆冲断裂组合成

逆冲三角构造和逆冲双重构造等,部分断裂相互

切割,反映了早燕山旋回持续挤压多幕逆冲的特

征(表１,剖面CC’).

２．３　中燕山旋回特征

中燕山旋回是华北东部又一次重要的构造体

制转折期,由印支—早燕山持续挤压转为强烈引

张环境.晚侏罗—早白垩世,伊佐奈崎板块西向

俯冲的角度及速率发生急剧变化,以约３０cm/a
的速率向 NNW 方向运动,导致地幔上涌,引发强

烈的火山喷发和陆内裂陷[２７Ｇ２９].受此影响,先存

印支及早燕山旋回的逆冲断裂作为地壳中的薄弱

带发生应力集并产生伸展反转,发展为控制该旋

回盆地结构和沉积充填的边界断层,如石南、沙

南、埕北、海一、海四、羊二庄断层等均具有明显的

早逆晚正反转特征(表１c,剖面 AA’).另外,板
块间斜向汇聚作用还形成 NE—SW 向左行剪切

应力场,导致郯庐西支走滑断层左行张扭活化,并
形成沙东断层等一组新生的 NNE至近SN 向左

行正平移断层,控制了局部洼陷发育和下白垩统

沉积.

２．４　晚燕山旋回特征

早白垩世晚期,华北东部再次转入挤压和收

缩变形阶段,在近SN向区域挤压应力作用下,发
生构造反转[３０].晚燕山旋回表现为区域性抬升

剥蚀,渤海西部及至整个华北东部缺失上白垩统

沉积,形成中、新生界之间角度不整合界面.渤海

西部晚燕山旋回构造变形主要包括以下３类:

①宽缓的褶皱变形,以沙垒田凸起东段最为典型

(表１,剖面DD’);②沿石南、沙南、埕北等 NWW
向边界断裂反转形成上凸下凹型正反转褶皱(表

１,剖面 AA’);③郯庐西支走滑断裂系走滑逆冲

变形(表１,剖面CC’).

２．５　早喜山旋回特征

经历了近４０Ma的挤压抬升和沉积间断后,
华北东部转入早喜山旋回的伸展成盆阶段[３１].
古近纪时期,受西太平洋板块高速低角度俯冲作

用影响,上地幔上隆和软流圈在岩石圈底部的侧

向流动 导 致 地 壳 引 张 破 裂,形 成 伸 展 构 造 变

形[３２].渤海西部早喜山旋回整体以伸展裂陷作

用为主,基本继承了中燕山旋回的构造格局,为一

系列受 NWW 向断层控制的箕状断陷或地堑结

构.在近SN向引张应力场下,先存的 NWW 和

NE向断裂发生伸展活化,同时还形成沙中断裂

等一系列EW 向新生断层,发育由板式主干伸展

断裂以及浅层伴生断裂组合成的复杂“Y”字形或

似花状构造样式(表１d,剖面DD’).

２．６　晚喜山旋回特征

新近纪以来,受西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汇

聚的速率和角度变化的影响,华北东部岩石圈底

部的热动力作用减弱,裂陷作用趋于停止,华北东

部转入晚喜山旋回以裂后热沉降为主的阶段,沉
降中心即位于研究区西侧的渤中凹陷[３３].渤海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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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晚喜山旋回构造整体平静,仅在末期发生伸

展和走滑的复合活化,在浅层形成大量的次级断

裂(表１,剖面DD’).

３　潜山类型及其形成机制

潜山构造的形成是多期构造变形叠加的产

物,渤海西部中新生代经历了“挤压Ｇ伸展Ｇ挤压”
多旋回交替演化的过程,形成了数量众多、分布广

泛、结构复杂、类型多样的潜山构造.

３．１　潜山内幕结构

潜山结构是指潜山地层在纵向上的叠加(排
列)关系,包括潜山顶面地层或/和潜山内幕地层.
潜山内幕有单一岩层构成的,也有多种时代和岩

性的地层构成的,并因此具有复式结构.
由于中新生代构造叠加演化过程的差异,研

究区潜山发育多式多样的地质结构,包括单一结

构、双层结构、三层结构３种类型.单一结构是指

新生界覆盖下的元古宇—太古宇变质岩秃顶型潜

山,主要分布在沙垒田凸起东段和西段南块,以及

郯庐西支走滑带.双层结构包括古元古界—太古

宇和古生界、古元古界—太古宇和中生界２种潜

山内幕组成,分布在沙垒田凸起的西北部和埕北

低凸起东南部.三层结构是指中生界、古生界、古
元古界—太古宇均有残留,主要分布在凹陷区、歧
南断阶带和埕北低凸起.

３．２　潜山类型及其构造特征

多旋回构造叠加演化之下,研究区潜山类型

多样、构造复杂.潜山构造样式是构造作用所导

致的变形、变位、侵蚀的综合反映,也是潜山类型

划分的基础.因此,本文按照应力机制、断裂组合

样式、潜山几何形态等方面差异,将研究区潜山划

分为拉张、挤压、走滑、复合４大类共９个亚型.

３．２．１　后生拉张型

后生拉张型是指中生代处于稳定斜坡或台

地,无明显的变形变位,在新生代的伸展作用下形

成的断块型潜山.按照断裂组合样式可以进一步

划分为断垒型、断阶型和掀斜断块型３种亚类.
(１)断垒型

该类型潜山构造为２条或以上相背倾斜的断

层所夹持,处于其共同的上升盘.此类潜山在研

究区发育相对较少,主要分布于洼中隆起带以及

凸起边缘的局部位置,通常为规模较大的控边断

裂与相背倾斜次级断裂所夹持.曹妃甸５Ｇ５潜山

位于南堡凹陷中央构造带中段,该潜山构造受

SW 倾向的中央走滑断裂与SE倾向的次级断裂

控制,整体呈 NW—SE 走向,内幕仅残留太古

宇—古元古界,无明显断裂和褶皱形迹,为中生代

均一抬升剥蚀、新生代伸展裂陷所形成(图２a).
(２)断阶型

断阶型潜山是指由多条同向倾斜的伸展断层

所控制的阶梯状断块潜山组合.沙东南潜山带位

于沙垒田凸起东南缘,处于沙垒田凸起向渤中凹

陷过渡的断阶带,早期与沙垒田凸起作为一个整

体隆升剥蚀,形成统一的单一结构太古宇潜山,晚
期发生伸展改造作用,成为断阶型潜山(图２b).

(３)掀斜断块型

掀斜断块型潜山是指在单一伸展断层作用下

发生差异隆升和块体旋转而形成的断块潜山.沙

中断裂位于沙南凹陷中部,是在早喜山旋回近南

向引张应力场下形成的近EW 向的伸展断层,沙
三段沉积期和东营组沉积期是沙中断裂的主要活

动期,水平伸展的过程中断层北盘发生顺时针旋

转和相对隆升,形成依附于沙中断裂的近 EW 向

展布的洼中隆潜山带(图２c).

３．２．２　挤压型

挤压型潜山是指受水平挤压应力作用而形成

的基岩突起构造,按构造变形样式可以分为褶皱

型和逆冲型２类.
(１)褶皱型

褶皱型潜山即具有背斜形态的基岩构造.印

支和早燕山旋回所形成的褶皱通常遭受强烈的剥

蚀以及伸展改造作用,其形迹难以完整保存.因

此,现今残存的褶皱型潜山多与晚燕山旋回或早

喜山旋回挤压作用有关,主要分布于这２期构造

变形较强的沙垒田凸起以及郯庐西支走滑断裂带

局部地区.郯庐西支走滑潜山带北块的形成经历

了多期复杂变形的叠加,但其背斜形态的形成主

要受控于晚燕山旋回SN向的挤压作用(图２d).
(２)逆冲型

印支和早燕山旋回,渤海西部形成数量众多

的 NWW 和 NE向２组逆冲断裂,这些断裂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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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和早喜山旋回的拉张作用中普遍发生反转,
仅有少量未发生反转或仅发生较低程度的反转,
从而形成内幕仍残留早期逆冲构造特征的断块潜

山.歧南潜山带位于研究区西侧、歧南凹陷南部

断阶带,具有典型的３层结构,其内幕残留逆冲双

重构造、逆冲三角构造等早燕山旋回构造行迹,为
渤海西部逆冲型潜山的代表(图２e).

３．２．３　走滑型

(１)走滑逆冲型

郯庐西支走滑断裂带是纵贯渤海西部的重要

断裂,具有多期活动的历史,由曹妃甸１２、渤中

１３、渤中１９、黄西断层等多条分支断裂组成,具有

明显的南北分段特征.其中,沙南断层至石南断

层区段为北段,沙南断层至黄北断层之间为中段,
黄北断层以南称为南段.郯庐西支走滑断裂带中

早燕山和晚燕山旋回表现为２期继承性左行走滑

逆冲的特征,尤以渤中１３断裂表现最为显著.该

断裂平直、陡倾,西盘向东逆冲抬升,形成沿走滑

断裂分布的近SN向走滑逆冲型潜山(图２f).
(２)走滑断块型

郯庐西支走滑断裂北段主要发育曹妃甸１２
断层,其构造特征与南段存在显著差异.曹妃甸

１２断层早燕山旋回的走滑逆冲作用较弱,而中燕

山和早喜山旋回走滑拉张作用较强,因此最终表

现为走滑拉张断块的特征.曹妃甸１２Ｇ６潜山因

早期的走滑逆冲隆升而缺失古生界,后期的走滑

拉张而沉积中生界,最终形成具有双层结构的走

滑拉张型断块潜山(图２g).

３．２．４　复合型

(１)反转断块型

反转断块型潜山是指由印支或早燕山旋回逆

冲断裂后期伸展反转而形成的潜山,是研究区分

布最为广泛的一类潜山构造,如埕子口潜山、埕北

潜山、沙北潜山等.该类潜山与后生掀斜断块型

(a)断垒型;(b)断阶型;(c)掀斜断块型;(d)褶皱型;(e)逆冲型;(f)走滑逆冲型;(g)走滑断块型;(h)反转断块型;(i)褶皱Ｇ断块型;

Ar:太古宇;∈ＧO:寒武Ｇ奥陶系;CＧP:石炭Ｇ二叠系;J２:Ｇ中侏罗统;K１:下白垩统;

E２s:沙河街组;E３d:东营组;Ng:馆陶组;Nm:明化镇组

图２　渤海西部潜山类型及其构造特征

Fig．２　TypesofburiedhillsandtheirstructuralcharacteristicsinthewesternBohai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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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山的几何形态较为相似,但二者形成过程存在

显著差异.以埕北潜山为例,印支旋回埕北断裂

逆冲活动,形成断弯褶皱;中燕山和早喜山旋回埕

北断裂伸展反转,下盘隆升,形成于依附于该断裂

的断鼻状潜山(图２h).
(２)褶皱Ｇ断块型

褶皱Ｇ断块型潜山是指先存基岩背斜被伸展

断层改造而形成的断背斜或断鼻潜山,主要分布

于沙北潜山带和郯庐西支走滑潜山带中块局部地

区.曹妃甸２Ｇ１潜山位于沙北潜山带中段,晚燕

山旋回挤压作用下形成宽缓背斜,早喜山旋回曹

妃甸２断层的伸展活动改造先存的褶皱而形成断

背斜型潜山(图２i).

３．３　潜山形成演化机制

多旋回构造运动控制之下,渤海西部潜山发

育演化整体经历了相同的４个阶段:①印支旋回

前潜山物质基础形成阶段,构造欠发育,为沉积建

造期;②印支至早燕山旋回持续挤压隆升与潜山

构造雏形阶段;③中燕山旋回陆内裂陷及潜山初

始格局的形成阶段;④喜山旋回改造和埋藏定型

阶段[３４].但是,由于构造变形的时空差异性,该
区潜山构造特征及其成因呈现显著的分带特征,
具体可划分为西部残留逆冲型潜山带、中部块断

翘倾型潜山带和东部复杂走滑断块型潜山带.
西部残留逆冲型潜山带即歧南潜山带,位于

歧南凹陷南斜坡,主要发育逆冲型潜山.印支旋

回前的沉积建造阶段,该带以整体隆升或沉降为

主,水平构造欠发育,先后沉积了寒武—奥陶系碳

酸盐岩和石炭—二叠系碎屑岩系,形成了潜山的

重要物质基础.印支旋回,歧南地区处于海一逆

冲断裂的下降盘,构造变形较弱,地层保存完整;
早燕山旋回,在 NW—SE向持续挤压作用之下,
该区发生递进变形,发育海四、羊二庄等多条相互

切割的 NE向低角度逆冲断裂,形成逆冲三角构

造、双重构造等薄皮逆冲构造样式;早燕山旋回末

期,该区发生挤压挠曲沉降,局部沉积中侏罗统,
潜山形态基本形成.中燕山旋回,伸展作用主要

发生在歧口凹陷,海一断裂发生负反转,而歧南地

区伸展活动较弱,早期的潜山形态得以继承和保

留.晚燕山旋回,挤压活动对歧南潜山发育的影

响较小,主要表现为整体隆升和沉积间断.早喜

山旋回,部分先存断裂发生负反转,对潜山进行改

造;晚喜山旋回主要以埋藏作用为主,潜山定型定

位(图３).

图３　西部残留逆冲型潜山带构造演化史图

(剖面位置见图１,地层代号同图２)

Fig．３　Structuralevolutionhistoryofresidualthrusttype
ofburiedhillsinthewestoftheregion(seeFig．１for

sectionlocation,refertoFig．２forstratigraphiccodes)

　　中部块断翘倾型潜山带主要包括埕北、沙中、
沙垒田和沙北四大潜山构造.该潜山带潜山类型

以反转断块型和后生拉张断块类潜山为主,局部

发育褶皱型、褶皱Ｇ断块型潜山.该潜山带受早逆

晚正反转断层的控制,整体具有沿 NWW 向断裂

呈排分布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印支或早燕山旋

回的逆冲,以及中燕山和早喜山旋回的伸展活动

共同控制.以埕北潜山为例,印支旋回埕北、沙南

断裂逆冲活动,埕北断层下降盘发生微弱褶皱,形
成埕北潜山的雏形;早燕山旋回,挠曲沉降,披覆

沉积中侏罗统;中燕山旋回埕北、沙南断裂发生强

烈伸展反转,上盘相对隆升,埕北潜山基本形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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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燕山旋回和喜山旋回对潜山形态塑造作用与残

留逆冲型潜山带相似(图４).

图４　中部块断翘倾型潜山带构造演化史图

(剖面位置见图１,地层代号同图２)

Fig．４　Structuralevolutionaryhistoryofthefaultedand

tiltedtypeofburiedhillsintheMiddleBlock
(seeFig．１forsectionlocation,refertoFig．２

forstratigraphiccodes)

　　东部郯庐西支走滑潜山带位于研究区西部,
是研究区成因最复杂的潜山带,主要包含依附于

郯庐西支走滑断裂带的走滑逆冲型和走滑断块型

潜山.与前两类潜山带形成演化不同,各个构造

旋回均对潜山形态和内幕具有较强的塑造作用.
印支和早燕山旋回,郯庐西支走滑断裂强烈左行

走滑逆冲,挤压作用导致该区背冲构造样式及相

关褶皱的发育,潜山构造开始形成;燕山早期,受

NW—SE向挤压作用,发育近SN 向左行走滑逆

冲断层,并形成郯庐西支控制的强制褶皱带,强烈

隆升剥蚀;燕山中期在郯庐西支潜山走滑拉张作

用下差异隆升,并进一步剥蚀夷平,形成平缓的潜

山台地;燕山晚期(晚白垩世)受SN 向弱挤压作

用,持续抬升剥蚀并形成宽缓的背斜形态,高点位

于潜山构造北部.喜山早期,在幕式压扭作用下,
南部发生反转隆升,潜山形态基本定型(图５).

图５　东部郯庐西支走滑潜山带构造演化史图

(剖面位置见图１,地层代号同图２)

Fig．５　Structuralevolutionaryhistoryoftheburiedhill
beltformedbystrikeslipinthewestbranchof
TanluFaultintheeastoftheregion(seeFig．１for

sectionlocation,refertoFig．２forstratigraphiccodes)

４　结论

(１)渤海西部中新生代构造演化复杂,经历了

印支、早燕山、中燕山、晚燕山、早喜山和晚喜山６
个构造旋回,挤压、拉张、剪切３种应力场交替或

联合作用,形成了由 NE向、NW 向和近SN 向３
组断裂组成的复杂网格状断裂系统.

(２)多旋回构造演化之下,渤海西部发育数量

众多的潜山构造,并具有结构多样性和成因复杂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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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特征,按内幕地层组成,将研究区潜山划分为

单一结构、双层结构和三层结构３种结构类型;根
据构造样式和成因机制,划分了后生拉张型、挤压

型、走滑型和复合型４大类共９种不同的潜山类

型.
(３)渤海西部潜山整体经历了相似的四大演

化阶段,然而,由于构造的时空差异性,却呈现出

明显的东西分带的特征,可划分为西部残留逆冲

型潜山带、中部块断翘倾型潜山带和东部郯庐西

支走滑潜山带,各潜山带成因演化机制存在较大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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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OＧCENOZOICMULTICYCLICTECTONICEVOLUTIONANDITS
BEARINGONTHEFORMATIONOFBURIEDHILLSYSTEMSIN

THEWESTERNBOHAISEA

XIAOShuguang,LIHuiyong,LIFei,LIJunwei,HU Hewei
(TianjinBranchofCNOOCLtd．,Tianjin３００４５９,China)

Abstract:TheMesoＧCenozoictectonicevolutionofthewesternBohaiSeaischaracterizedbyfrequent
changeintectonicregimesanddistinctcyclicity,whichcausedtheformationofdiversifiedandcomＧ
plexburiedhills．Onthebasisoffineinterpretationofseismicdata,thispaperisdevotedtothereconＧ
structionofthemulticyclictectonicevolutionaryhistoryofthestudyareaduringtheperiodofMesoＧ
Cenozoicusingthemethodofstructuralanalysis．Structuraldeformation,tectonicstagesanddefiniＧ
tionofpaleostressfieldarealsostudiedindetails．Startingfromremainedstrataandfracturesystems
inburiedhills,thegeologicalstructureoftheburiedhillsiscarefullydissected,andthestructural
styleaswellasgenetictypesoftheburiedhillsidentifiedanddivided．ItisfoundthattherearesixtecＧ
toniccyclesintheregionduringMesozoicandCenozoic,i．e．Indosinian,earlyYanshanian,Middle
Yanshanian,LateYanshanian,EarlyHimalayanandLateHimalayanepochs．Accordingly,theburied
hillshaveexperienceclfourstagesofevolution,whichincludestheformationofmaterialbasisinthe
preＧIndosinianepoch,theformationofembryonicformofburiedhillsbythrustingandnappinginthe
EarlyYanshanianepoch,inceptivetectonicframeworkbytensionalriftingintheMiddleYanshanian
toEarlyHimalayanepoch,andtheacceleratedfaultingandsubsidingintheLateHimalayanepoch．
ThestructuralcharacteristicsofburiedhillsinthestudyareaareobviouslyzonalduetothespaceＧtime
differentiationoftectonicdeformationandstackingpatternsineachcycle．Fromwesttoeast,theburＧ
iedhillscanbedividedintothreetypes,i．e．innerresidualthrusttype,reversalblockＧfaulttiltingtype
andcomplexstrikeslipfaultＧblocktype．
Keywords:westernBohaiSea;MesoＧCenozoic;Indosiniancycle;EarlyYanshaniancycle;LateYansＧ
haniancycle;buriedhillstructure;tectonic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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