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Geosciences 地球科学前沿, 2015, 5, 53-57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15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g
http://dx.doi.org/10.12677/ag.2015.52007

Sedimentology Rate and Palaeogeography
Impact on Layer Thickness in Qikou Sag of
Paleogene
Xianbao Chen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Dagang Oilfield, Tianjin
Email: chencxb@163.com
rd

st

th

Received: Apr. 3 , 2015; accepted: Apr. 21 , 2015; published: Apr. 27 ,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The geological framework is complicated in Qikou sag, and its oil-gas exploration research is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s. Geologist looked for structural trap accumulations previously and
they are looking for lithologic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s at present. The study of single structural unit can not satisfy for oil-gas exploration research’s need. Lithologic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s research need to contect sedimentology rate, palaeogeography and other factors under
sequence layer system to study geological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and synthetically. We can guide
oil-gas exploration research more effectively and achieve approving effects by understanding all
factors affecting sedimentology layer form. Through three episodic movements summarized by
connecting Paleogene of Qikou sag sequence system, we can analyze sedimentology rate, palaeogeography unit and faults influencing on lay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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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岐口凹陷地质结构复杂，油气勘探工作已经处于中后期，由原来寻找构造圈闭油气藏转变为寻找隐形岩
性油气藏阶段，单一影响构造单元研究已经满足不了油气勘探工作的需要。岩性油气藏的研究工作有必
要在层序地层体系控制下结合沉积速率、古地貌等因素耦合起来开展系统、综合地质研究，明晰各种因
素对沉积地层形成发育影响，才能更有效地指导油气勘探工作，获得较好效果。结合岐口凹陷古近纪层
序地层格架下总结出的三幕构造运动，来说明沉积速率、古地貌单元、断层对地层发育的控制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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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歧口凹陷位于渤海湾盆地腹部，其石油地质特征和成藏条件主要为断层发育、对沉积作用控制明显、
凹陷面积大、储量丰富、含油层位多、埋深较大、油气成藏条件复杂。但至今尚未结合沉积速率与古地
貌控制作用对沉积地层厚度方面开展系统、综合的基础地质研究工作。我国东部老油区和近海海域盆地
的南阳-泌阳凹陷、江汉盆地、琼东南盆地、珠江口盆地及渤海湾其它盆地已经做过类似工作，在古近系
及新近系盆地中取得了一定的突破[1]-[5]。因此在歧口凹陷古近纪开展结合沉积速率、古地貌控制作用对
地层发育及形成厚度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油气勘探的实践意义。
本文在等时层序地层格架的基础上，应用盆地模拟系统，通过各种参数(去压实、古水深和湖平面变
化等参数)的校正，定量和动态的模拟了歧口凹陷古近纪沉降史。采用地层的“回剥技术”，通过计算盆
地沉降量，定量地恢复古近纪各同沉积期的原始地貌形态。从沙河街组三三段到东营组一段上部称为裂
陷期，总共发育三幕运动，每一幕又各自有几个阶段。在此框架基础上，结合各种地质因素的演化过程
对地层厚度的演化进行系统研究。

2. 裂陷期地层沉降速率对地层厚度的控制
在一个时间序列中构造作用相对于沉积作用是瞬时的，沉积作用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6]-[9]。这样
可以得到一个动力控制过程，即构造作用影响和控制了地层沉降，塑造了沉积地形，沉积地形特别是地
形突变带或突变点控制了水动力条件和沉积作用，特别是碎屑流的沉积作用，因此，地层沉降速率对地
层厚度的控制作用显而易见[10] [11]。
裂陷 I 幕包括沙三段底到沙三二段，凹陷从南到北水平拉张明显，沉降幅度大，尤以中北区更明显，
出现了大幅度沉降，结束了孤立小型凹陷的初始断陷阶段，逐步形成北东走向的连通湖盆。该时期燕山
褶皱带和埕宁隆起为主要物源区，地形高差大，水流速度快，形成各类重力流沉积。 Es33 时期主要的沉降
中心分布在歧口深凹、板桥、歧北，歧南次凹，与该时期地层厚度中心吻合，沉降位于控凹断层下降盘，
沉降速率等值线长轴方向平行于断层走向，且靠近断层处较密，远离断层变稀，说明此时期沉降受到控
凹断层的控制，其中滨海歧口深凹最大沉降速率达 1100 m/Ma。 Es32 时期沉降速率继承性发育，主要的沉
降中心与厚度中心均一一对应，最大沉降速率为 600 m/Ma。 Es13 时期歧北次凹沉降速率等值线长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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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与港东断层走向斜交，反映了构造活动对沉降控制的相对减弱，这一特征同时体现在了地层厚度图上。
Es2 时期沉降速率相对减小。总体上，在裂陷Ⅰ幕的各个时期内，地层厚度的演化都与沉降速率的变化息
息相关，从 Es33 到 Es2 的整个过程中，沉降速率变化大呈减弱趋势，反映了在一个构造幕内，构造活动和
沉降过程从强至弱的变化规律。NE 方向为主的沉降中心轴向有向 WE 方向缓慢过渡的趋势，整体格局由
NE 方向断层控制为主转变为 NE+WE 方向断层的联合控制。
裂陷 II 幕是指沙一段，与裂陷 I 幕相比其构造活动性明显变弱，但沉降中心依然位于控凹断层下降
盘，
受到断层的控制。
Es1x 歧北次凹的沉降中心，总体上沿港东断层的走向展布，
沉降速率约为 300 m/Ma，
表明沙一下层序港东断层控制着沉积。到了 Es1z 区域内只有一个较大沉降中心，最大沉降速率约为 400
m/Ma，板桥次凹的沉降速率明显减小，从 300 m/Ma 减小到约 100 m/Ma。Es1s 时期沉降中心集中到歧口
深凹东北部，这正是地层厚度向东北迁移的原因。从整体沉降速率来看，沉降速率具有北部大，南部较
小的特征，这是由于北部为陡坡边界，断控作用强烈，沉降大，而南部为缓坡，断控作用影响较小，故
沉降较小。从 Es1x 至 Es1s ，歧南和歧北次凹沉降速率逐渐变小，沉降中心逐步向东北迁移，并汇聚至歧口
深凹沉降中心，沉降中心由广布于东西部地区演变为东西分区的格局。
裂陷 III 幕主要是指东营组，Ed3 层序继承性发育，板桥、歧北、歧南次凹和歧口深凹均存在沉降中
心，沉降高值区位于控凹断层下降盘，沉降速率等值线长轴方向基本与断层走向一致，说明此时期沉降
仍受到控凹断层的控制。Ed2 层序板桥和歧北次凹的沉降中心已不明显，到了 Ed1x 层序，沉降速率等值
线长轴方向与断层走向斜交，说明此时期断层对沉降控制作用减小，且沉降中心逐渐归一化，Ed1s 时期
区内主要汇集为一个沉降中心，说明了此时断陷作用已经逐渐被区域的凹陷作用所取代。这些特征与地
层厚度的演化与迁移一一吻合，说明正是沉降速率的演化导致了沉积充填和地层厚度的演化与变迁。
总之，在垂向演化的各个时期地层的沉降速率中心对应着各时期的沉积中心，沉降速率大的地方地
层沉积厚，沉降中心的迁移则导致地层厚度中心的迁移。且在各裂陷幕内早期沉降快，晚期逐渐减缓。

3. 裂陷期古地貌对地层厚度的控制
同沉积构造主要是通过控制沉积古地貌的变化而对沉积物的堆积和分布产生制约。因此，构造作用
控制下的古地貌沉积充填和地层沉降对地层厚度的控制影响同样重要。
众所周知，岩性圈闭离不开古地貌、沉积地层及断层的控制作用[12] [13]。高效储层是油气藏的载体，
它的发育与沉积体系关系密切，而古地貌是控制沉积体系发育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研究古地貌有助于
揭示物源体系–沉积体系的发育特征与空间配置关系。通过在济阳拗陷和准噶尔盆地的勘探实践证明，
盆地形成期的古地貌直接影响着物源和沉积体系的空间配置，并进而制约着油气的成藏[14]-[16]。
构造运动造就的古地貌对盆地层序的形成和发育以及沉积充填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古地貌中古凹
陷为沉积提供了可容纳空间，古凸起一方面可以为沉积提供物源，同时对沉积充填起到了分割、阻挡和
限制的作用，古沟谷和坡折则往往可以疏导和控制沉积物的展布，因此，古地貌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地
层厚度的分布。
裂陷 I 幕 Es33 时期古地形起伏很明显，受边界控凹断层的影响，盆地内沟谷纵横发育，凹陷分割性很
强，板桥、歧北、歧南次凹和歧口深凹明显，从 Es33 到 Es2 时期主要的古凹陷和古凸起、古坡折带、古沟
谷、古断层均继承性发育，但是主要的凹陷越变越浅，这也与各层序发育时期的沉降中心的变化规律不
谋而合，恰恰响应了在一个构造幕内构造沉降速率从快到慢的变化规律。
裂陷 II 幕 Es1x 主要的古凹陷明显，到 Es1z 和 Es1s 层序，歧北次凹和歧南次凹古凹陷越变越浅，凹陷深
度明显减小，原因是港西、港东断层活动性减弱，构造沉降降低，这与沉降速率的变化恰恰吻合，也正
是该时期地层厚度在歧北次凹减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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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幕 Ed3 时期区内主要的板桥、歧北、歧南次凹、歧口深凹格局依旧存在，到了 Ed2 时期次凹的
凹陷深度明显减小，凹陷的归一化已初见雏形，到了 Es1x 时期，裂陷作用已逐渐被区域性的拗陷作用所
取代，多个次凹演化为一个凹陷， Es1s 时期古地貌继承性发育。
总之，在垂向演化的各个时期古地貌古凹陷的中心对应着沉积厚度的中心，古凹陷越深，则地层厚
度越大，而古地貌相对凸起的地带则对应为地层厚度较薄或被剥蚀的地方；古凹陷中心迁移，则地层厚
度中心随之迁移。

4. 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歧口凹陷古近纪层序地层经历了三次幕式演化：其中裂陷 I 幕歧口凹陷西北断东南超的半地堑样
式变得模糊，由 NE 方向断层控制为主导转变为 NE + WE 方向联合控制，北西、东南分带清楚，厚度中
心广布东西部地区；裂陷 II 幕 NE + WE 方向断层联合控制的局面转变为 WE 方向断层控制能力强、NE
方向断层控制能力弱，东西分区明显，沉积中心向东北迁移。裂陷 III 幕 WE 方向断层控制能力增强，厚
度中心向东部、南部迁移，断陷作用逐渐被区域性的拗陷作用和断层活动的共同控制所取代，沉积厚度
逐渐归一化，凹陷由分割到统一。
(2) 从裂陷 I 幕到 III 幕以及每一个裂陷幕内，构造活动性均呈逐渐减弱趋势，盆地早期相对快速沉
降，然后逐渐减慢，每一个构造幕对应了一次构造沉降从快到慢的变化过程，表明了盆地的沉积充填具
有“时快时慢”的变化节奏，呈“幕式”沉降特征，反映了盆地演化多幕性特征。与此同时，从裂陷 I
幕到 III 幕盆地内断控作用逐渐减弱，拗陷作用逐渐增强，从裂陷 I 幕的断控作用为主到裂陷 III 幕晚期
区域性拗陷作用为主，体现了从强烈差异断陷至整体沉降的过程。因此纵向上体现了继承性发育的断坳
转换幕次演化规律。
(3) 同沉积断层的活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沉降速率的分布，塑造了沉积地形和古地貌。在全区断控作
用以及后期拗陷作用的控制下，沉降速率中心和古地貌的凹陷中心始终对应着地层厚度中心，厚度中心
的迁移与沉降中心以及古地貌凹陷中心的变化不谋而合，体现了横向上三者的相互制约与响应，从成因
的角度阐明了构造活动通过控制沉降速率及古地貌来控制盆地沉积充填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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