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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中新生代构造特征及其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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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地震、地质等资料，结合野外地质及前人研究成果，对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中生代晚期以来后期改造 

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盆地周缘和内部在中新生代都受到后期改造作用，周缘存在挤压逆冲推覆和拉张 

断陷等不同性质的构造改造作用。在盆地北部，盖层中的构造受到了基底断裂的控制，正断层、逆断层和由基底 

断裂控制的挠曲构造等有规律发育，根据构造的发育特点将盆地北部分为东胜、三眼井、准格尔旗、鄂托克旗、乌 

审旗 榆林和定边 绥德构造区。自侏罗纪以来，盆地经历了萎缩消亡和周缘逆冲构造带的形成、挤压隆升剥 

蚀和拉张隆升剥蚀 3大构造演化阶段，现今构造是中新生代多期构造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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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North 

Ordos Basin in Late M esozoic and Cenozo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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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North Ordos basin in the Late Mesozoic and the Cenozoic is re— 

searched with the data of seismic，geological and former achievements．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argin and in- 

side of the basin are all reformed since late Mesozoic．There exist compressional thrust nappe belt and tensional 

faulted depression belt around the Ordos basin．In northern basin，structures developed in cover strata are con- 

trolled by basement faults．Normal faults，reverse faults and flexural structures are developed regularly． Six 

structural areas，Dongsheng，Sanyanjing，Zhungeer，Etuokeqi，Wushenqi—Yulin and Dingbian—Suide，are recog— 

nized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Since the J urassic，basin evolu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of basin die-out and thrust nappe formation，compressional uplift and erosion，tensional uplift and e— 

rosion．The present structure in the north baisn is the result of multi—events from the Jurassic to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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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鄂尔多斯盆地是中新生代盆地叠加在古生代 

盆地之上的叠合盆地 ，现今表现为构造残余盆 

地。长期以来，对鄂尔多斯盆地的认识是盆地处于 

稳定的克拉通内，边界受到强烈的后期改造，断裂、 

褶皱构造发育，内部稳定，对盆地构造的研究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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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周缘 。多数学者认为 ，盆地 内部后期除了 

整体抬升剥蚀外，其他构造活动微弱，对盆地内部 

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底 ” 、沉积、演化和地层的不 

整合及其对油气的地质作用_1 等方面。随着 

物探勘探技术的进步和勘探资料品质 的提高 ，盆地 

内部复杂的构造活动特征逐渐被揭示，盆地内部在 

中新 生 代 的 构 造 活 动 开 始 引 起 研 究 人 员 的 关 

注l2 。笔者应用地震 、非地震和野外地质观测等 

资料，对盆地离石一惠安堡以北地区基底断块在中 

新生代的差异活动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 。 

1 盆地北部构造分区及其特征 

盆地北部航磁异常复杂 ，在准格尔地 区为北西 

向条带状展布 ，东胜和榆林 乌审旗地 区为北东 向 

条带 状磁异常 ，鄂托 克旗 地区为低 幅度 平稳磁异 

常，杭锦旗 三眼井地 区为近东西向航磁异常 ，复 

杂的磁异常特征反映了盆地 基底结 构、构造差异。 

应用地表地质 、地震和非地震资料对北 部进行了编 

图研究，发现盆地盖层 内构造主要受到北东 、北西 

和近东西 向基底构造的控制 ，在不 同地区具有不同 

特征，与基底构造的主体发育方向一致，据此对该 

区进行 了构造分区(图 1)，划分 为东胜 、三眼井 、准 

格尔旗、鄂托克旗 、乌 审旗 榆林 和定边一绥德近 

东西 向构造发育区。 

准格尔旗构造变形 区地表出露石炭 二叠系、 

三叠系、侏罗系，地层整体向南西方向倾斜，发育北 

西向的褶皱 和断裂构造 (图 2)。沿准格尔 榆树 

湾 ，河曲 五字湾北、清水存在北西向挠曲构造一 一， 

与挠 曲发育一组同向断裂构造 ，清水北西 向正断层 

带延伸规模在 2O～30 km，形成地堑结构 ；榆树湾地 

区发育一条南西倾正断层 ，延伸 16 km；河曲一五字 

湾北东向南部表现为规模为 2～4 km 的断裂带 ，由 

5条断裂组成 ；在哈镇，三叠纪和石炭 二叠纪地层 

内，相间发育 1～5条北西 向正断层带，形成断阶或 

地堑结构。该区构造的发育具有规律性 ，断层的活 

动具有 由黄河一带向盆地方向减弱的趋势 ，黄河边 

发育正断层 ，而向东胜方 向逐渐为挠 曲构造 ，挠 曲 

构造发育的最新地层为侏罗系。 

东胜北东向构造变形区位于东胜一伊金霍洛 

旗、杭锦旗一达拉特旗之间，南部被伊金霍洛旗南 

近东西向航磁异常带限制 ，该 区航磁异常北东 向条 

带状展布，反映了北东向延伸的基底结构、构造。 

该区地层发育齐全 ，寒武 奥陶系削蚀尖灭线北东 

1圈 2 四 3 团 4 口 5 口 6 口 7 口 8 园 9 团 lo 

1一基底断裂；2一逆断层 ；3一正断层；4一山西组尖灭线；5一太原组尖灭线；6一奥陶系尖灭线；7一寒武系尖 

灭线 ；8一构造分区线；9一盆地边界；1O一图 3剖面位置 ；I一准格尔构造变形 区 ；Ⅱ一东胜构造变形 区；Ill一 

三眼井构造变形区；IV一鄂托克旗构造变形区；V一乌审旗 榆林构造变形区；Ⅵ一定边 绥德构造变形区 

图 1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构造 

Fig．1 Structural M ap of North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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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基底断裂；2一正 断层 ；3一挠 曲构造 ；4一黄洞 

图 2 准格尔地区挠 曲构造与基底断裂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Flexure Structures and 

Basement Faul~ Zhungeer Area 

向展布，石炭一二叠系超覆寒武一奥陶系和前寒武 

系之上。地表在北东部出露三叠系、侏罗系外，大 

部地区被下白垩统覆盖 ，下 白垩统在该 区自下而上 

分为伊金霍洛旗组(罗汉洞组)和东胜组。目前地 

层的残余分布明显呈北东向展布，伊金霍洛旗组 

(罗汉洞组)二段集中出露于东胜一伊金霍洛旗一 

带，其东南和北西都为伊金霍洛旗组三段。东胜组 

分布于东胜西北地区，一段分布较为广泛 ，二段沿 

罕台川一大卡沟北东方 向分布 ，地层 内局部发育北 

东向正断层 。目前对该 区泊 尔江海子断层研究程 

度较高。该断层走 向北东 ，由西北 向南东逆 冲，倾 

角较陡，为基底卷入型断层 ，在断层上盘形成 断层 

传播褶皱；在该断层北部发育数条断距在几米到几 

十米的切基底 和石炭一二叠 系的小型 同期 逆冲断 

层(图 3a)。泊尔江海子断层被下白垩统覆盖 ，该构 

造目前已发现气藏。 

乌审旗一榆林构 造变 形 区在紫金 山一神 木以 

南、鄂托克前旗一东胜以东、马家滩一横山以北的 

广大区域，航磁异常为北东向条带状异常带。该区 

地表自东而西出露三叠系、侏罗系和下白垩统，地 

层走向北东向，北西倾伏，地层向北东延伸到紫金 

山一神木一伊金霍洛旗南以南，走向由北东向北西 

发生改变。该区下白垩统 自下而上发育洛河组、华 

池一环河组 、罗汉洞组，华池一环河组 出露于紫金 

山一神木北西向分界线以南地区，罗汉洞组则主要 

残存分布在其以北地区。该区西部边界地区，地震 

剖面上断层构造发育，主要沿鄂托克前旗、乌审旗、 

东胜方 向断续展布～ ，断裂切割的地层层位具有 由 

南西向北东方 向变新 的特点 ，在鄂托克前旗一带 ， 

断裂的发育层位为二叠系及其以下地层 ，断距为 40 

～ 240 ITI，正断层、逆断层都很发育。在苏里格气 田 

区，断层切割了石炭系一侏罗系，断距在几米到几 

十米之问，断层陡直，密集发育，显示基底断裂的控 

制特点(图3b)。本区乌审旗南和榆林两条基底断 

裂不仅在航磁异常和 MT资料上有清楚显示 ，地震 

资料显示了塔巴庙一大牛地地 区断层 密集带 的发 

育，与这些基底断裂的后期活动有关 。 

三眼井构造变形 区位于三眼井一杭锦旗地 区， 

为近东西向航磁异常带发育区，向东与东胜北东向 

航磁异常区相接，南与鄂托克旗平缓异常区以异常 

梯度带相邻，存在 3个东西向的高磁异常带。该区 

沉积地层 齐全 ，寒武一奥陶系分布在南部 ，石炭一 

二叠系超覆在下古生界和前寒武系之上。地表出 

露地层为下 白垩统华池一环河组 、罗汉 洞组，局部 

发育近东西向断层，断层延伸 5～10 km。地震剖面 

显示，断层集 中发育，倾 角陡直，一般 由 1～2条断 

UL⋯．． km S 

l 9 

0 l km N EE 

I．．．．．．．__J ．．．．．．．．．．．．．．．．． 

0  I．．．．．．．__J ．．．．．： 

A一东胜地区JC3线；B一苏里格地区苏 3515～3417 

连井剖面 ；C一三眼井地 区 JC84160；剖面位置见图 1 

图 3 鄂尔多斯盆 地北 部地区地震地质解 释剖面 

n晷3 Interpretited Seismic Section ofNorternOrdos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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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组成 Y字型或堑垒型断层带(图 3c)，断层上、下 

盘或断 层之间 的地层变 形微弱 ，断层切割深 致基 

底，浅到下白垩统，结合非地震资料，盆地盖层中断 

层发育区与基底深断裂的位置相一致，受到基底断 

裂 的控制 。 

鄂托克旗构造变形区夹持于三 眼井、东胜和乌 

审旗一榆林构造变形区之间，是盆地中央凹陷的北 

部主体位置，西邻西缘构造带，为平缓航磁异常区。 

该区地层发育齐全，古生界 、中生界都有沉积，地层 

厚度由东向西增厚 ，地表主要 出露下 白垩统 ，北部 

为华池 环河组 、罗汉洞组 ，南部 主要 出露 罗汉 洞 

组，局部为泾川组，上被渐新统不整合覆盖，白垩系 

内局部发育 5～10 km的正断层。该 区地震剖面发 

现的断层一般 为逆断层 ，错断石炭 二叠 系，断距 

几米到数十米 ，并 集中带状发育 ，显示 了受基 底断 

裂控制 的特点。此外 ，在近西缘 冲断带地 区，发育 

一 些规模较大的逆冲断层 ，与西缘逆 冲带的形成密 

切相关 。 

盆地中部沿惠安堡一绥德发育近东西 向断裂 ， 

集 中展布于 37。～38。20 之间，南北宽约 300 km，由 

黄湾断层、高原山断层、砖庙一田家岔断层、罗庞 

塬一吴沧堡断层等断层带组成，多表现为张性断层， 

少数为压性l_2 。三叠纪地层沉积以该构造带为界， 

具北薄南 厚北粗南细 的特点 引。三叠纪末 的构 

造抬升表现为北高南低 ，北部剥蚀强烈 ，延长组一 

至三段几乎剥蚀殆尽 ，南部地层保存相对完整。在 

地震剖面上该断裂带为陡直的密集发育断层带 ，一 

些地震剖面具有负花状构造特征 ，一些断层延至地 

表 ，显示在新生代后期改造期仍然具有活动性 ，沿 

断裂带发育有发牛坡、王家场 、马坊、东记庄 、彭滩 、 

郝滩麒麟沟、子洲等一系列的局部隆起或背斜l_2引。 

在区域上，该断层带是青铜峡一石家庄断裂带(卫 

宁一离石断裂带)的组成部分 ，称为 38。断裂构造带 ， 

是华北板块内部规模宏伟、长期活动的东西向构 

造带 。 

盆地 内部构造 区划线就是盆地基底大 断裂存 

在的位置，沉积盖层沿这些断裂部位构造复杂 ，特 

别是这些基底断裂 的相交部位沉积盖层内断裂 最 

发育而且复杂。 

2 构造事件与构造演化 

侏罗纪盆地范 围东 到宁武 、临汾 ，西 到银川I以 

西 3 ，远远超出了现今的侏罗系残留边界。侏罗纪 

以来 的构造事件是盆地北部现今构造格局主要 构 

造因素 。根据侏罗纪以来 的构造演化 特点和构造 

事件的表现特征，将该区的构造演化划分为盆地萎 

缩消亡与周缘冲断带的形成、挤压隆升剥蚀和拉张 

隆升剥蚀三大构造演化阶段 (图 4)。 

年代／ 铡lI 井 鄂 井神杏黄?H] 构造 地层名称 断陷 环境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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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侏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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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残余地层 ；2一缺失地层；3 逆断层 ； 

4 正断层；5一挤压事件；6一伸展事件 

图4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构造演化阶段 

Fig．4 Structural Evolution Stage of North Ordos Basin 

2．1 盆地萎缩消亡与周缘冲断带的形成演化阶段 

侏罗纪初 ，尤其 是富县 组和延 安组 的早期沉 

积 ，盆地北部受 到古构造和古地形的控制 ，准格尔 

构造变形区富县组呈北西 向条带状展布 ，说 明早侏 

罗世沉积的古构造格局就是北西向。 

晚侏罗世 ，盆地发生了翘倾作用 ，上侏 罗统 与 

中下侏罗统之间表现为平行不整合或角度不整合 

接触 ，上侏罗统局限分布在三眼井和鄂托克旗两构 

造变形区内，地层整体由东向西增厚，但不同构造 

区的厚度变化较大，北部伊 7井钻遇 113 rfl，南部伊 

25井厚 66 rfl。 

侏罗纪末的构造事件是 盆地 非常重要 的一次 

构造事件 ，在盆地周缘形成 了强烈 的逆 冲构造带 ， 

并隆升遭受剥蚀。东部沿大同、临汾、运城等形成 

了雁列展布由东向西推覆 的逆冲带 ，卷入的最新地 

层为侏罗系 ，形成 时代应 为 中侏 罗世末一晚侏 罗 

世 。盆地北部西缘 冲断带、北部泊 尔江海 子断 

层、包头一呼和浩特北部逆冲推覆构造 。 都被下 白 

垩统不整合覆盖。西缘伊 25井揭示下白垩统与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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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统不整合接触 ，而伊 3、伊 16井区与石炭一二叠 

系不整合接触 ，显示了下白垩统沉积前的重要构造 

事件。这次构造事件不仅导致了侏罗纪盆地消亡 

和周缘的冲断带形成，盆地内部遭受了较为强烈的 

构造改造，准格 尔构造变形 区的挠 曲构 造、东胜地 

区的逆冲断层以及乌审旗一榆林构造变形区的一 

些断层构造形成，都是该构造事件的结果。东胜和 

准格尔构造变形 区隆升相对强烈 ，三叠 系、侏罗系 

遭受剥蚀强度较大，根据地震资料，杭锦旗以西地 

区中下侏 罗统被 上 侏 罗统 覆 盖，地层 厚度 约 

1 000 m，在东胜、准格尔地区的残余厚度在 400~500 

m，一些地区剥蚀殆尽，地层被下白垩统不整合覆盖， 

显示侏罗纪末挤压构造事件后到下白垩统沉积前该 

区剥蚀厚度在 500~600 m，最大可达1 000 m。 

早白垩世，盆地北部、西部邻区发生了较为强 

烈的伸展构造事件，并伴随着大量玄武岩的侵入， 

形成了系列的伸展断陷湖盆地，在阿拉善地块上巴 

彦浩特 、雅布赖盆地 、六盘 山盆地虽然也是伸 展背 

景下 的断 陷盆地，以干旱环境 的碎 屑岩建造为特 

征。磷灰石裂变径迹研究成果证实，盆地在 135 

Ma存在一次构造热事件_2 ，这与银额盆地、西缘 

汝萁沟地区发生的玄武岩岩浆侵入时间以及盆地 

东部紫金山碱性岩体的活动时代一致。鄂尔多斯 

盆地西缘冲断带在经历了剥蚀夷平后于早白垩世 

沉降接受沉积。上述事实说明，鄂尔多斯早白垩世 

盆地处于伸展构造背景中。该区早白垩世沉积具 

有西厚、东薄的特点，东部伊 17井残余厚度 643 m， 

而西部伊 7井厚度 965 m，沉积中心在西部凹陷区。 

1．1 挤压隆升剥蚀构造演化阶段 

早白垩世末一古新世 ，是挤压构造背景 中的隆 

升剥蚀阶段。紫金山一神木以北的准格尔地区三 

叠系、侏罗系开始大面积出露；下白垩统主要分布 

在紫金山一神木以南地区。乌审旗一榆林构造变 

形区，以榆林 北东 向基底 断裂为界东部抬升强烈 ， 

白垩系的残余分布向西退缩，不仅下白垩统遭受了 

较为强烈的剥蚀 ，侏 罗系、三叠系也遭受 了不 同程 

度的剥蚀。 

晚白垩世一古新世 的构造挤压 隆升 是盆地 主 

要的剥蚀期 。在定边 、盐池和伊 25井区，渐新统分 

别不整合在下白垩统泾川组、罗汉洞组和华池一环 

河组之上。泾川组在渐新统沉积前，仅残存于鄂托 

克前旗 以西地区，其他地区已经剥蚀殆尽 。向西缘 

冲断带和银川断陷方向，下白垩统沉积除超覆减薄 

外 ，更具特征的是在始一渐新统沉积前 ，白垩系 已经 

遭受 了强烈剥蚀 ，白垩系 随断块 的翘倾而 向西倾 ， 

厚度 由伊 25井的 1 135 m 减薄到伊 3、伊 16井 的 

309 m 和 242 m。 

2．3 拉张隆升剥蚀构造演化阶段 

古近纪始新世开始，周缘的银川、河套断陷都 

表现为断陷，并向鄂尔多斯方向翘倾，鄂尔多斯盆 

地区成为这些断陷沉积 的物源区。河套断 陷新生 

代最大沉积厚度在 i0 000 m以上，从始新世到上新 

世 ，断层活动强度逐渐增大 ”]。在这种周缘伸展 

构造背景中，盆地北部受基底断裂控制的断块再 次 

发生不均衡调整 ，在不同的断块 内形成了不 同方 向 

的断距在几米到几十米的小正断层 ，在基底断裂发 

育地带最为发育，显示了断块在拉张构造背景中的 

差异活动特征。三眼井地区近东 西向正 断层 以及 

盆地内密集 的小断层下切基底，上至下 白垩统 ，都 

形成于该时期。 

上新世，盆地北部发生沉降接受沉积，北部乌 

审旗、伊金霍洛旗以及紫金山等众多地区零星分布 

的上新统证实了盆地 的沉降作用 。乌 审旗地 区局 

限分布的上新统不整合在华池一环河组之上 ，在伊 

金霍洛旗南伊 14井附近，残余分布的上新统分别 

不整合在洛河组、华池一环河组和罗汉洞组之上， 

盆地东缘紫金山、兴县、河曲等地的上新统不整合 

在三叠系、石炭一二叠系以及下古生界之上。乌审 

旗伊 15井的下白垩统与西部伊 25井相比残余厚 

度要薄，仅逾 600 m。这种厚度减薄除沉积因素外， 

主要应为发生在 上新统沉 积前 的构 造剥蚀所致 。 

因此，盆地大 规模 的隆升剥蚀 应发生在上新世 之 

前。更新世，盆地再次隆升，上新统在盆地腹部剥 

蚀殆尽，零星残存分布，盆地现今构造格局定型。 

3 结论 

鄂尔多斯盆地 北部构造复杂 ，可划分 为东 胜、 

三眼井、准格尔旗、鄂托克旗、乌审旗一榆林和定 

边一绥德等构造变形区。各构造变形区之间虽然 

只证实了基底深断裂的存在，但各区主体构造特征 

存在差异，在中生代晚期和新生代隆升剥蚀强度存 

在差异 ，残存 地层 不 同，显示 了其 差 异构 造活 动 

特征。 

盆地在晚中生代一新生代经历了盆地消亡、挤 

压隆升和拉张隆升 3大演化 阶段，侏 罗纪末的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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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事件导致了盆地周缘冲断带，盆地北部逆冲断 

层和挠曲等构造形成。根据地层的接触关系确定 

盆地的主要剥蚀期 可能在前 始新世 。拉张隆升 阶 

段导致 了盆地内众多小断距断层 的发育 ，是基底构 

造的差异活动结果 ，盆地的剥蚀强度明显小于挤压 

隆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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