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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应用地质、地震、非地震、钻井等资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中国中西部前陆盆地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中西 

部前陆盆地为复合、叠合盆地，具有双层结构模式，盆地的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盆地内塑性岩层对构造变形具有重要的调节作 

用。各前陆盆地均存在一组与盆地走向近于垂直的断裂构造，对盆地的变形特点、油气的分布具有重要控制作用。前陆盆地烃 

潭岩发育。构造成排成带．是有利的油气勘探区，构造带与烃源岩的位置关系决定了油气勘探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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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存在的前陆盆地及其油气聚集特征．前人曾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论述，并取得了丰富的成 

果 近几年．前陆盆地的地震攻关不断获得突破，地震资料的品质获得了质的提高．落实了一批有利构造．发现了克拉 

2等大型气田；酒泉、塔西南等前陆盆地勘探也相继获得重要突破，中国中西部前陆盆地油气勘探的重要性逐步显现出来 

中国中西部大型含油气盆地均被造山带所围限，在板块 (地块)边缘形成了众多的前陆盆地．这些盆地紧邻造山带。结构 

复杂．构造变形强 地表既有山地．戈壁，也有沙漠，勘探难度很大．勘探程度低，地震资料品质差，圈闭难以落实，直 

接影响了对前陆盆地的综合评价。鉴于此，2001年，石油物探局借鉴在库车前陆盆地油气勘探积累的经验，对中西部的前 

陆盆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总结了中国中西部前陆盆地的特征．研究成果指导了勘探实践并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

、 中西部前陆盆地基本特征 

1．多旋回叠合盆地特征 

中国中西部的前陆盆地有其独特的特征，经历了多旋回盆地演化 如塔西南前陆盆地经历了震旦纪的裂谷盆地——寒 

武，奥陶纪的被动大陆边缘盆地——志留，泥盆纪的前陆盆地——石炭纪、早二叠世的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晚二叠，三 

叠世的弧后前陆盆地一一 侏罗，早第三纪的断陷、坳陷盆地——晚第三纪的前陆盆地。中生代对古生界盆地改造强烈：由 

于中国中西部含油气盆地的多期成盆和多期改造．决定其应具有的特征：多期不整合、多期变形，多套烃源岩、多套储盖 

组合，多期成藏 中生代以来，中西部前陆盆地结构具有双层结构模式．深部为断陷结构，浅层为挤压结构。 

2 垂向构造变形特征 

前陆盆地的垂向构造变形存在两种：一类是由于盆地塑性地层的存在，盆地的构造变形深浅层存在差异 塑性地层主 

要指煤层、泥岩层、膏岩层．盐岩层、页岩层。这些地层不仅是好的盖层，且常成为构造滑脱层。寒武系的膏盐岩 (四川 

盆地 ，塔里木盆地 )，中、下侏罗统煤系，石炭系的煤系 (鄂尔多斯盆地 )，第三系的泥膏岩 (塔西南、库车前陆盆地 )等 

都为十分重要的区域性滑脱层 大规模的逆冲推覆发生在区域性滑脱面之上 (图 i) 多套滑脱层的存在为双重构造，三 

角带及复合构造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另一类是由于盆地演化的多旋回性形成，前陆盆地形成前为断陷盆地发育期，两期盆 

图 l 沿滑脱面形成的逆掩推覆构造 

地构造格局不同．造成深、浅层构造变形的差异。如酒泉早白垩世断陷盆地．受北东——北北东向断裂控制．新生代前陆 

盆地受北西向断裂的控制 柴达木古近纪盆地受近东西向断裂的控制，新近纪受北西向断裂的控制。早期的古断裂、古隆 

起对前陆期构造发育的部位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如吐哈盆地早、中侏罗纪的正断层 (火焰山断层、胜北断层、巴喀南断裂) 

控制了后期逆冲构造带的发育．燕山期形成的火焰山古隆起对后期的逆冲起到了阻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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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曩 一 
图2 前陆冲断带构造发育，成排成带 

4．调整构造对盆地构造变形和油气分布的重要控制特征 

对于该组构造对油气聚集的重要性，前人曾进行过研究 I。在库车、塔西南、准噶尔、吐哈等前陆盆地存在一组近SN 

或 NNE向的构造，在鄂尔多斯西缘存在一组东西向构造、这些构造垂直于盆地的走向，对盆地的构造变形具有明显控制 

作用，如塔西南前陆盆地，由于这组构造的存在，使得该区在走向上的构造变形划分为五种不同的构造变形区。柴达木盆 

地西部深层存在的近 SN向及近东西向断裂对盆地结构及油气分布具有重要控制作用。 

5．前陆盆地的形成时期 

四川盆地和鄂尔多斯前陆盆地形成于中生代晚期。西部在中生代主要表现为断陷或坳陷沉积。新近纪和第四纪，印度 

板块向欧亚板块巨大的挤压使中生代几乎夷平的古老的造山带复活，在这些造山带的前部或两侧，形成油气资源丰富的前 

陆盆地 形成的前陆冲断带将中生界改造 

二、前陆盆地的勘探前景 

1．前陆盆地烃源岩发育特征 

中国的生油岩系多数形成于构造拉张裂陷或构造松弛期。寒武——奥陶纪，华北、塔里木和扬子板块彼此以海槽分隔， 

被海水所淹没，以陆表海碳酸盐岩沉积为主要特征，这一时期形成了塔里木、四川、鄂尔多斯最重要的烃源岩 石炭系， 

二叠系、三叠系在阿尔金以西的前陆盆地中都是重要的烃源岩系，特别是二叠系和三叠系的湖相泥岩。 

早、中侏罗世，中西部盆地处于拉张构造背景 。。 ，气候温暖潮湿，广泛发育了陆相含煤沉积，成为盆地重要的烃源 

岩 侏罗系的沉积特征在空间上东西分为三区：阿尔金以西地区煤系发育，为重要烃源岩；阿尔金以东、贺兰山以西煤系 

地层中发育油页岩；贺兰山以东的鄂尔多斯盆地发育煤系，但其烃源岩不如三叠系。 

2．多旋回盆地的叠合特征及对油气聚集的影响 

由于中西部盆地经历了多期成盆地演化，盆地在空间上的叠置特征影响了生油气能力。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盆地在空 

间上的叠置方式按其叠置程度分为局部叠置、复合叠置、披盖叠置，其中披盖叠置对油气的生成和保存最有利⋯】 中国中 

西部的前陆盆地与早期的断陷盆地的叠置均表现为披盖叠置，使得烃源岩埋藏深．油气保存条件好。 

3．最有利的勘探区带——前陆冲断带 

近几年的勘探实践已证明在前陆盆地的前陆冲断带紧邻沉积沉降成烃中心，构造成排成带．是油气运移指向区．埋深 

较浅 塔西南前陆盆地浦沙 苏盖特、阿克莫木构造带及阿图什北深层构造、库车前陆盆地的秋里塔格构造带、酒泉前陆 

盆地的祁连山前构造带 柴达木盆地冷湖构造带及吐哈盆地的火焰山构造带等为有利的勘探区带。 

三、结论与建议 

中西部前陆盆地有巨大的勘探前景．但由于前陆冲断带复杂的地质条件 ．给物探、地质、钻井带来许多难题。因此， 

应针对中西部前陆盆地的特点，完善研究思路，加强前陆盆地的地震，非地震的联合攻关，建立区域骨干剖面网，整体解 

剖盆地结构；加强地震采集——处理——解释一体化及地质——地震——非地震研究的综合统一，确定变形方式及构造模 

式；分析原盆性质，构造沉积演化及盆地的叠合，复合关系；确定成藏期次；评价有利区带．确定靶区。 

致谢：李洪革、潘良云、李树新、范学文、曹春潮、谢结来、张群伟、毛德民、陈元忠等提供了最新研究资料，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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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适应性原则 社会经济在不断前进．评价体系、标准、手段、体制及机制也要与时俱进 

(6)评估结果应当以适当的形式向杜会公布 引导学生的报考和用人单位的录用．使评估起到应有的激励，导向和 

诊断作用。 

2．评价方法、手段 
评价方法包括通过社会中介机构评估以及网络评估 评价手段必须运用现代通讯设备和信息处理工具．即通过研制使 

用计算机网络评价系统．提高评价的速度和广度。 

3．评价结果的认定程序 

评价结果的认定程序是评价的最终环节．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 一要征求广泛的意见．二要经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 

认同．三要事先告知被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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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 Tectonic Deformation of Foreland Basins in Central-western 

China and their Prospects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LI Ming-jie ，ZHENG Meng-lin。 

(1．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 Beijing 100083。China；2．Geological Research Cente~Geophysical Research 

Institute，Bureau of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Zhuozhou 07275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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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eland basins jn the central—western China al’e reseal’ched comprehensively wjth the geology，seismic．non—seismic and 

d rjIling data．The result is that the foreland basins in centra1．western China are composite and supel‘posed basins and have double 

deck ft．amewol’k．The configm’ation of basins is diffel’ent respectively．The ductile strata of the basins play important adjusting roles 
in structural deformation．There exist a group of faults intersected with the basjns extension at right angles、These faults play 

imDortant conti’oIling l’pie in basjn defol‘mation and oil and gas distribution．The fol’eland basins develop source rocks，have groups 

of structure belts and are advantageous areas foi‘oiI and gas prospecting．The ubiety ot’structures and source rocks affects the 

potential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Key words： central—western China： foreland basin； stt’uctural deformation：fol‘eland thl‘ust belt； exploi‘a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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