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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中低凸起东端
冲断构造与寒武系内幕白云岩油气勘探
杨海军 1袁韩剑发 1袁李本亮 2袁3袁罗春树 1袁李传新 2袁3

渊1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渊2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曰 3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盆地构造与油气成藏重点实验室冤

摘 要 塔里木南缘早古生代板块构造控制了塔南要塔中从伸展到挤压的演化遥 寒武纪要早奥陶世板缘拉张控制了塔
中北斜坡断陷构造遥中奥陶世北昆仑洋盆关闭后塔中前缘隆起遥 晚奥陶世要晚泥盆世塔中前陆冲断与走滑构造变形遥晚
奥陶世要泥盆纪塔南前陆冲断由东南向西北方向传播袁 形成塘北要塔中南要5 号断裂等弧形断裂体系和塔中低凸起中
西段与玉号断裂带小角度斜交的走滑断裂体系遥 塔中低凸起位于前陆冲断带的前锋位置遥 前陆冲断的传播受控于两个
滑脱层袁一是沿中寒武统内部膏盐岩的滑脱层袁形成弧形冲断构造袁终止于塔中南缘断裂带和塔中北缘断裂带的东端曰
沿该滑脱层形成大量的冲断构造将中寒武统以上的勘探目的层系抬升到浅层袁成为目前主要钻探的对象曰二是沿中地
壳韧性变形带的滑脱层袁形成塔中玉号断裂带北缘东端的弧形构造带袁沿该滑脱层形成的基底卷入的冲断构造袁将中寒
武统膏盐岩封盖层以下的成藏组合抬升到浅层袁一方面成为油气长期运移聚集成藏的重要部位袁同时又使得该部位成
为可以钻探到的潜在勘探领域遥 本文根据塔中寒武系内幕白云岩的油气成藏条件袁提出了油气勘探的建议遥
关键词 塔中地区曰 寒武系曰 冲断构造曰 构造特征曰 白云岩储集层曰 油气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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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塔中低凸起位于塔里木盆地腹部的中央隆起带
中部袁东与塔东低凸起尧西与巴楚凸起相邻袁南接塘古
孜巴斯坳陷袁北临阿瓦提要满加尔坳陷遥 研究区东西
长 300km袁南北宽 80km袁面积约 2.2伊104 km2遥塔中低凸
起的油气勘探始于 1983 年袁二维测网密度已达 1km伊

1 km耀2 km伊2 km袁三维地震逾 4 500 km2袁目前已发现三
级石油地质储量约 3.5伊108 t袁三级天然气地质储量约
2 500伊108 m3遥 围绕塔中低凸起构造地质特征袁前人开
展了一定的研究咱1原7暂袁认为塔中低凸起主要有以下构
造地质特征院渊1冤塔中低凸起是稳定发育的早尧中古生
代时期的古隆起曰渊2冤塔中低凸起西低东高袁西宽东窄
渊图 1冤曰渊3冤 塔中低凸起可划分为 10 个次级构造带
渊图 1冤遥近年来由于中国油气资源战略的需要袁加速了
塔中油气勘探的步伐袁上奥陶统礁滩体油气藏获得整
体连片探明袁下奥陶统岩溶储集体与寒武系内幕白云
岩储层中也获得油气发现袁使得塔中低凸起成了中国
海相碳酸盐岩地层油气勘探的前沿阵地遥 本文通过精
细解释跨越塔南车尔臣断裂要塔中的区域地震剖面
渊剖面位置见图 1 中 A要A爷袁B要B爷冤袁用区域构造地质

分析尧精细构造地震解析及构造变形几何学恢复等方
式来研究塔中低凸起的构造成因与演化过程尧内部结
构和构造变形特征等袁结合塔中低凸起的油气成藏条
件和勘探潜力袁提出了古冲断构造控制下塔中断裂东
端的油气勘探新领域要要
要寒武系内幕白云岩储集层遥

2 塔中低凸起的构造成因与演化
寒武纪—早奥陶世塔中北斜坡伸展构造
震旦纪要早古生代在中昆仑和塔里木板块之间
存在一个拉开的北昆仑洋渊又称库地洋冤咱8-9暂遥 塔里木
板块南尧北缘在寒武纪要早奥陶世为被动大陆边缘袁
整个塔里木板块及其周缘处于拉伸构造环境咱10暂袁 特
别是紧邻库满拗拉槽的塔中地区袁 在最近的 3 维地
震剖面上可以看到比较清楚的张性正断层, 塔中玉
号断裂带北侧广泛分布切穿寒武系要下奥陶统的正
断层袁表现为地震同相轴重复尧错断袁地层向北加厚

渊断层上盘冤袁但是由于后期渊晚奥陶世冤的构造挤压
冲断袁早期的正断层产状变得陡立遥在寒武纪要早奥
陶世期间袁塔中玉号构造带附近发育张性正断裂袁这
些张性正断裂成为克拉通盆地内后期构造变形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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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塔中低凸起断裂系统分布图

力集中部位袁容易发生构造反转袁形成冲断褶皱遥

中—晚奥陶世塔中前缘隆起
乌依塔格要库地要阿其克库勒湖要香日德缝合
带南侧发育的早古生代中酸性花岗岩同位素年龄集
中在 449耀494 Ma袁代表北昆仑洋向南俯冲和中昆仑
地体与塔里木板块之间在中尧晚奥陶世的碰撞咱8原12暂遥

图2

在中尧晚奥陶世袁俯冲作用达到高峰袁造成塔里木盆
地南缘大规模的火山活动和岩浆侵入咱11暂遥 据板块构
造理论可以推测出袁中尧晚奥陶世塔里木板块南缘从
南向北依次为乌依塔格要库地要阿其克库勒湖要香
日德南早古生代岛弧火山深成岩带尧 古板块俯冲与
缝合带渊蛇绿岩套冤尧塔南前陆褶皱冲断带尧塔南周缘
前陆的前渊凹陷和斜坡带及前缘隆起渊图 2冤遥

塔里木盆地中要晚奥陶世沉积相与构造单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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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奥陶世北昆仑洋俯冲消亡袁 中昆仑地体与塔
里木板块碰撞袁 在塔南地区形成了周缘前陆褶皱冲
断带和塔南周缘前陆盆地遥 中昆仑地体的挤压挠曲
使塔中成为塔南前陆盆地向塔里木克拉通盆地过渡
的前缘隆起遥 由于构造蠕变袁前陆盆地下伏的克拉通
板块从刚性向粘弹性转化袁 塔中前缘隆起向塔南迁
移的同时袁抬升幅度进一步加大袁露出海平面袁出现
沉积间断或者遭受剥蚀渊图 3a冤遥 从阿尔金山前到塔

TZ162尧TZ451尧 塔参 1 等井都钻揭下奥陶统风化壳袁
碳酸盐岩间缺失中奥陶统大湾要庙坡要牯牛潭阶牙
形石袁而南北两侧凹陷中的 TZ29尧塘参 1 井均发现了
中奥陶统化石遥 从 TZ451尧TZ452尧TZ35 井与 TZ162尧
TZ12 等井的钻探分析袁 可见西部地区上奥陶统西薄
东厚袁而且中央断垒带西部 TZ2尧TZ19 等井的下奥陶

统剥蚀量大于东部 TZ1尧TZ3尧TZ5 等井袁 表明塔中隆
起西高东低袁 西部地区应为寻找下奥陶统风化壳型

中的区域构造地质剖面显示袁 从塘古孜巴斯凹陷向
塔中袁中尧上奥陶统的厚度逐渐减薄袁为一箕状凹陷袁

储层油气藏更加有利的领域遥 同时由于中昆仑地体
与塔里木板块碰撞隆升而提供大量的外来碎屑物源

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渊O3l冤底塔中不整合面形成渊图
3b冤遥 O3l 沉积期袁塔东南前陆冲断系统开始形成渊图

沉积袁 塘古孜巴斯凹陷接受阿尔金古陆的硅质碎屑
物源沉积袁库满拗拉槽中也快速充填袁沉积数千米厚

3b袁3c冤遥 中奥陶世塔中前缘隆起部位构造相对平缓袁
无明显的构造位移发生袁 这期构造活动控制了塔中
低凸起上的沉积间断和地层剥蚀袁 发育了第一期广
泛分布的风化壳型岩溶储层袁 如中 1 井上奥陶统良
里塔格组中尧 下部直接超覆于鹰山组下部, 塔中的

图3

的碎屑岩袁岩性主要为浊积相的绿灰尧深灰尧黑灰色
砂岩与泥岩韵律性互层遥 北昆仑洋的关闭致使大地
构造环境改变袁 来自于南部的外来碎屑物开始大量
注入袁改变了塔里木盆地内渊特别是塔中台地冤碳酸
盐岩尧硅质泥岩及泥岩沉积为主的环境渊图 2冤遥

塔中要塔南区域构造演化剖面渊据地震剖面解释袁剖面位置见图 1 中 A-A爷冤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海相油气地质 2011年 第 16 卷 第 2 期

晚奥陶世—晚泥盆世塔中低凸起前陆
冲断抬升
晚奥陶世, 盆地南缘北昆仑洋最终关闭, 西昆
仑要阿尔金古陆与塔里木板块碰撞袁盆地南缘处于持
续收缩的挤压构造环境咱12-13暂袁塔南要塔中地区在晚奥
陶世末期发生强烈的冲断挤压遥图 4 所示的地震剖面
显示袁地震测线右侧中的 Tg5-1(上奥陶统桑塔木组底
界)与 Tg3(下石炭统底部)之间的地层厚度发生明显的
变化袁测线北部的满加尔凹陷中的地层增厚袁塔中低
凸起及其斜坡部位的地层减薄袁反映塔中冲断构造的
抬升控制同期生长地层的沉积遥上奥陶统内部良里塔
格组渊O3l冤与桑塔木组渊O3s冤之间的不整合反映一种快
速充填沉积袁盆地周缘强烈隆升并遭受剥蚀袁向塔中
及其周边地区注入充足的物源曰 从桑塔木组/良里塔

格组之间的上超关系可以判断袁这期不整合主要是沿
寒武系内部膏盐岩层滑脱要冲断导致的褶皱翼部旋
转控制的同沉积生长地层淤遥 塔中玉号断裂带中西部
活动微弱袁中央主垒带构造运动剧烈袁塔中东部大幅
度隆升袁产生广泛的剥蚀遥 地震剖面上袁中尧上奥陶统
顶部波组削截现象明显袁奥陶系碎屑岩从南尧北坳陷
向隆起轴部尖灭减薄袁造成玉号断裂带下盘奥陶系碎
屑岩比上盘厚 500耀1500 m渊图 4冤遥晚奥陶世以来塔里

木盆地南缘板块碰撞使得山系隆升袁南缘阿尔金山系
提供了大量的陆源物质注入盆地袁形成典型的海陆过

渡相碎屑岩与碳酸盐岩互层沉积袁阿尔金山(亚普恰
萨依剖面)上奥陶统岩性为砾岩袁砾状粗砂岩袁厚 488

m遥 沉积特征变化基本反映了东南缘板块拼贴和碰撞
后带来大量的外来碎屑岩沉积袁砂砾岩沉积物的粒径
从东南向西北依次变细遥

图 4 塔中东段地震剖面及其构造解释渊剖面位置见图 1 中 B要B爷冤

志留纪要泥盆纪中昆仑早古生代岛弧和中昆仑
地体间的碰撞持续进行袁 一方面使得前陆褶皱冲断
作用不断加强而且往后陆方向发展袁 另一方面前陆
褶皱冲断带不断向克拉通盆地方向扩展袁 直到将先
前发育的前陆盆地改造成大型的冲断带渊图 3d冤袁类
似中生代早期的库车前陆盆地在新近纪被改造成前
陆冲断带咱14暂遥 早期的塔北前缘隆起之上叠加了新近
纪发育的前陆冲断带构造变形遥 这是这一时期的持
续构造挤压导致前陆冲断带沿着中寒武统的膏盐岩
层滑脱袁从南向北传播扩展到塔中地区袁从滑脱层传
播过来的构造位移量在塔中低凸起的南缘 渊域号断
裂带袁图 1 中断裂 虞尧愚尧余尧俞冤 和北缘渊玉 号断裂

带袁图 1 中断裂于冤的东南端发生冲断袁使中寒武统
以上的构造层抬升到当时的地面遥 除了中寒武统膏
盐岩层滑脱外袁 还有一个沿着中地壳韧性剪切带向
北传播冲断构造位移的滑脱层袁 构造位移量传播到
塔中低凸起北缘渊玉号断裂带冤后向上冲断袁使中寒
武统以下的构造层大幅度抬升遥
晚奥陶世以来袁随着前陆冲断构造位移由东南向
西北渊依现今地理位置为参照系冤传递袁主体构造位移
量消失在冲断带最前锋的塘北要塔中南要塔中 5 号
等弧形断裂带袁在该弧形冲断带之内袁存在两个层次
滑脱的水平冲断推覆构造遥 其一袁沿寒武系内部膏盐
岩滑脱的冲断构造袁 该冲断构造控制了 Tg3 反射层

淤 苗继军. 塔中低凸起构造演化与奥陶系油气成藏研究. 石油大学(北京)博士后出站报告袁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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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相当于上泥盆统东河砂岩底界冤 以下一系列冲断构
造活动遥 地震剖面上袁代表中寒武统底界渊Tg6-1冤的地

震反射为一套连续的尧没变形的强反射同相轴袁这显
示其下为稳定构造层遥 在上寒武统和上泥盆统之间袁
可以看到明显的冲断构造袁主要表现在 Tg5 强反射轴
明显的冲断重复袁代表了加里东晚期的构造变形从南
向北连续的传播袁形成的一系列冲断构造在空间上互
为联系袁呈弧形带和扫帚状展布袁在时间上为晚奥陶
世到晚泥盆世之间的同一期构造活动的产物袁显示该
时期为来自南部冲断构造的前锋带渊图 1冤遥 其二袁根

据地震解释推测袁在埋深 15 km 左右的中地壳韧性变
形层袁沿该滑脱层形成的冲断推覆构造终止于塔中玉
号断裂带东段的弧形带遥该断裂切穿基底进入沉积盖
层后一方面通过断层传播褶皱的方式向前传播部分
水平位移袁这种断层传播褶皱控制了晚奥陶世良里塔
格期礁滩体和桑塔木期同沉积地层的发育曰 另一方
面袁 大部分水平位移量通过向南冲断的楔形构造传
播袁 由于冲断抬升导致地层在 Tg3 沉积以前被剥蚀袁

所以楔形构造南冲的位移终止方式难以确定渊图 4冤遥
从图 1 的断裂分布图上可以看出袁断裂并非是简单的
成排分布的弧形冲断带袁 而是向东收敛的扫帚状展
布袁 这显示构造位移量向北终止于弧形带的同时袁伴
生有向西北传播的右旋走滑构造位移量遥
晚泥盆世开始进入构造夷平阶段袁 石炭系不整
合覆盖在塔中古冲断带之上袁 晚古生代和中新生代
地层平稳沉积在塔中古构造上袁 形成现今塔中低凸
起遥 从地震剖面中反映出的地层削截角度来看袁前石
炭纪渊Tg3冤地层与其下地层之间为高角度不整合袁反
映出塔中地区局部构造活动强烈渊图 3e冤袁而在塔里
木盆地南缘的这一期古冲断带,在喜马拉雅期沿车尔
臣断裂俯冲到阿尔金山之下遥 据地震层析成像显示袁
塔里木板块以 30 度角俯冲在阿尔金山下达到 80 km
的水平距离咱15暂袁所以在塔南地区的该期古冲断带大
部分被俯冲掩埋渊图 3冤遥

3

塔中低凸起内部结构与冲断构造
地震解析

区域构造地震剖面揭示出了塔中低凸起的构造
成因和演化过程袁但是塔中低凸起内部的精细结构和
变形特征袁需要通过更精确的地震资料来解剖遥 本文
利用塔里木油田最新获得的三维地震资料袁开展断裂
几何样式尧运动方式尧变形强度和变形时序等研究袁推

断塔中 I 号断裂带东段的冲断推覆构造变形特征遥
塔中低凸起的构造变形样式在前人的研究中一
直被视为克拉通内部基底卷入的走滑构造遥 由于受
过去地震资料品质的限制袁 只能大致描述出塔中古
隆起的整体形态袁不能刻画内部的地质结构袁更没有
认识到塔中低凸起前陆冲断带构造变形的特征要要
要
板缘水平位移主导的挤压冲断构造遥 本次研究采用
先进的断层相关褶皱理论咱16-17暂来指导构造解释遥 首
先从图 4 所示的地震剖面上可以看出袁 中寒武统为
一套区域性分布的膏盐岩袁 在地震剖面上为一套易

于识别的强反射同相轴渊Tg6-2冤遥 以 TZ53 井为界袁北
部为满加尔坳陷袁 南部为塔中古隆起袁 Tg6-2 存在约
1 000 m/s 的高程差袁但是在塔中隆起内部袁这套强反
射同相轴具有明显的重复袁 重复的两套波阻向右下
方收敛袁向左上方分散开袁呈喇叭形遥 初步估计玉号
坡折带下端的寒武系膏盐岩强反射层具有大约 5 km

的重复袁说明存在大位移量的水平收缩遥 通过精细的
构造几何学分析袁 认为来自南缘的冲断位移量一方
面通过断层传播褶皱咱16暂的形式被吸收袁在 Tg5-1 反射
层之下可以清楚看到断层上方的褶皱袁 但是断层传
播褶皱吸收的位移量大约 1.2 km袁 另一部分位移量
渊约 4.4 km冤通过楔形构造 咱18暂 向南反冲被吸收渊图

5冤遥在反冲断层切层冲断的部位袁可以明显看到在断
层面上下之间的地震同相轴大角度相交遥 TZ78 井
渊位于图 4 中 TZ53 井对应的构造带上冤的倾角测井
资料显示袁从北向南的楔形反冲断层 F22渊图 5冤上盘
的地层倾角约 40毅耀45毅, 而断层下盘地层接近水平遥
在剖面南段要要
要TZ1 井以南的构造带袁 沿寒武系内
部的膏盐岩层滑脱形成由南向北冲断的推覆构造袁
从地震反射同相轴 Tg5 和 Tg5-1 的影响可以看出冲
断层上盘的地层倾角约 30毅耀40毅袁 下盘地层倾角近
于水平袁 根据上盘地层的膝折带宽度大致可以确定
该断层沿寒武系膏盐岩的位移距离约 2.2 km遥 在玉
号构造带最下部袁 由于基底内部发生剪切变形致使
基底塑性增厚袁形成一个单斜遥 F1 断裂向上切穿了
奥陶系袁志留系变形相对减弱袁奥陶系与志留系之间
大角度不整合接触遥 其次袁塔中 I 号断裂带以北的下
斜坡区桑塔木组同沉积地层分析表明袁 构造位移量
以断层传播褶皱向北传播的活动时间为桑塔木组沉
积时期遥 另外通过 Tg3 与以下地层的接触关系袁大致
推测志留纪要泥盆纪的构造位移量通过楔形构造翼
的迁移变形机制向南传播渊图 4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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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塔中玉号断裂带东段构造演化剖面渊据图 4 分析冤
O3 l 良里塔格组曰 O3 s 桑塔木组

图 5 是根据图 4 的构造地震解释成果而编制的
构造平衡恢复剖面袁 从下向上依次为塔中东段构造
变形与演化的过程遥在寒武纪要早奥陶世袁玉号断裂
带以北由张性正断裂控制了北斜坡地层沉积的增
厚遥到中奥陶世袁由于塔中成为当时塔南前陆盆地的
前缘隆起袁 塔中低凸起成为克拉通内部挠曲隆升部
位袁塔中隆起的南尧北两翼有中奥陶统的地层沉积袁
而中央隆起部位没有接受地层沉积曰 大致估计该条

剖面上通过克拉通内部挠曲的方式地壳整体缩短约
1 km遥 晚奥陶世袁沿着中寒武统的滑脱冲断开始形成
中央断垒带袁向北传播的构造位移量约 1.8 km,地层
缩短和抬升剥蚀曰 沿中地壳的滑脱冲断控制了塔中
1 号断裂的形成袁同时由于发育的断层传播褶皱使褶
皱翼的南端旋转抬升袁 控制了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
礁滩体和上奥陶统桑塔木组同生长地层的沉积袁北
部地层厚曰 以断层传播褶皱向北传播的构造位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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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2km遥 同时由于中地壳深层基底的滑脱冲断袁使
得整个塔中地区地层旋转抬升袁塔中南缘抬升袁沉积
较北缘明显减薄遥这种古冲断形成的不对称前翼与后
翼之间的构造对沉积的控制作用明显有别于早期的
塔中前缘隆起对沉积的控制作用遥 志留纪要泥盆纪袁
来自东南方向的冲断构造进一步加强袁构造后翼的中
央断垒带水平位移量进一步加大袁向北传播的构造位
移量约 1.6km,造成更多地层抬升被剥蚀曰玉号断裂带

前翼的构造水平位移量主要通过楔形构造向南反向
传播袁构造位移量约 4.4km袁地层缩短隆升后被剥蚀遥

随后袁在整个石炭纪沉积前剥蚀夷平袁上覆没有构造
变形的沉积地层袁形成现今结构遥 在整个加里东期塔

中玉号构造带东段的构造缩短量累计约 8.8km袁其中
中奥陶世挠曲缩短 1 km袁 晚奥陶世冲断推覆缩短
1.8 km袁志留纪要泥盆纪冲断推覆缩短 6 km遥

4 塔中寒武系内幕白云岩油气藏勘探
塔中寒武系内幕白云岩油气成藏条件
塔里木盆地寒武系为白云岩尧 白云质灰岩为主
的碳酸盐岩沉积袁总体上为水退序列袁气候由温暖潮
湿向炎热干旱转化袁 这套地层具有重大的油气资源
勘探前景遥 巴楚凸起上的和 4 井 5 880耀5 031 m 井段
的下寒武统中尧上部及中寒武统的肖尔布拉克组尧吾
松格尔组以及和田河组袁岩性主要为层状尧纹层状黑
灰色灰岩尧白云岩袁向上为膏泥岩尧膏岩尧膏盐岩尧盐
岩夹白云岩袁后者反映蒸发澙湖相沉积环境袁在其中
的 5 780耀5 515 m 井段存在约 200 m 厚的烃源岩袁残
余有机碳含量大于 0.9%袁这套烃源岩在塔中低凸起
的 R o 为 1.4%耀1.7%袁为有效烃源岩遥 烃源岩与其上
覆的白云岩储层尧 膏盐岩盖层组成很好的生储盖组
合袁是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重要潜在领域遥
塔参 1 井是塔中地区唯一的钻穿寒武系的探井袁
盐下 7 116耀7 124 m 段取心发现大量的溶洞袁 白云岩
半充填或未充填袁岩心出筒时明显冒气袁表明具有较
好的储集条件遥在 6 800耀7 085 m 井段为泥质白云岩尧
膏质白云岩和膏岩袁它在作为塔中地区重要的构造滑
脱层的同时袁也是下伏白云岩储层的关键区域性封盖
层遥 塔参 1 井在 7108耀7132m 井段发现 4 层 10 m 厚
的气测异常袁最高全烃显示达到 22.25%袁活跃的气测
显示表明塔中寒武系盐下内幕白云岩具有较好的成
藏条件遥塔中 1 井寒武系白云岩直接与石炭系泥岩接

触袁表现为断背斜特征遥 塔中低凸起寒武系白云岩储
集层保存完整袁内部结构清楚遥 TZ4尧栽在5 井区位于膏

盐岩滑脱层向上冲断最集中的部位袁 构造抬升最高袁
是深部油气垂向尧侧向富集的有利地区遥

塔中寒武系内幕白云岩油气勘探建议
白云岩是中国海相地层油气勘探的主要储集体
类型之一袁 塔中寒武系内幕白云岩主要指寒武系中
统膏质白云岩之上的丘里塔格组开阔台地相粉要细
晶白云岩袁塔参 1尧TZ43 和 TZ408 井等钻遇该储层遥

目前塔中地区在下奥陶统的风化壳岩溶储集体尧上
奥陶统的礁滩体和志留系要石炭系的碎屑岩储层中
均发现了工业油气藏获得突破, 下一步对塔中寒武
系白云岩储层的勘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遥

塔中地区寒武系沉积相在纵向演化上由下部的
蒸发台地相尧局限台地相尧开阔台地相组成袁说明塔中
地区并没有利于烃源岩发育的盆地及斜坡相带遥通过
对塔里木盆地古生界各层系流体矿化度尧组分等研究
认为袁地层流体垂向上具有较强的分隔性,古生界油
气以侧向运移方式为主遥塔中地区的油气主要来自于
相邻满加尔坳陷中的寒武系要下奥陶统的烃源岩咱19暂袁
作为紧邻寒武系烃源岩的寒武系内幕层状分布的白
云岩是油气运移与聚集的良好场所袁TZ162 井发现的
工业气流和塔参 1 井尧TZ43 井活跃的气测显示证实
了这一点遥过去制约寒武系内幕白云岩勘探的关键因
素是埋藏深袁难以钻及袁这主要是因为对塔中古隆起
内部结构描述不准遥现今对于塔中古冲断弧形构造带
的精细刻画袁认识到寒武系膏质白云岩是一套主要的
滑脱层袁滑脱层之上的白云岩段在如图 5 所示的断层
F1 与 F22 控制下冲断到浅层袁白云岩储层与不整合面
上的志留系要泥盆系泥岩段形成储盖组合袁成为有利
的地层油气藏发育部位袁 同时也使得钻探变得容易遥
对于塔中寒武系白云岩勘探袁首先应注重推覆断层上
盘或保留了中尧上奥陶统盖层的自生自储原生古油藏
的勘探遥对于塔中古隆起的南带及塘古孜巴斯坳陷内
部的弧形冲断带袁由于台缘礁滩体不发育袁应重点考
虑寒武系白云岩的原生古油气藏袁 在 TZ3 井和 TZ52
井分别见到良好的油气显示和油流袁 证明塘古孜巴
斯坳陷具备油源条件袁 南斜坡曾经有过油气运移和
聚集的过程遥
塔中低凸起是中国海相碳酸盐岩地层油气勘探
的主要阵地之一袁 通过塔中低凸起内部构造地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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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尧成因与结构特征的研究袁旨在为进一步的海相地
层油气勘探提供科学理论支持遥同时袁对叠合盆地深
层的古构造演化与变形特征尧 构造变形样式与构造
地震解释方案的深化认识袁 可以促进勘探向更多的
潜在领域延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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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rust Nappe in the Eastern Segment of Tazhong Arch
and Oil Prospecting of Cambrian Dolostone Reservoirs, Tarim Basin
Yang Haijun袁Han Jianfa袁Li Benliang袁Luo Chunshu袁Li Chuanxin
Abstract院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geology and the seismic interpretation, it is deemed that tectonic evolution
from extension to compression in Tazhong Arch was controlled by activity of the south margin of the Tarim plate dur鄄
ing early Paleozoic time. Extension and rifting occurred in the north margin of Tazhong Arch under the control of ex鄄
tension in passive continent margin during Cambrian to early Ordovician time. The thrust nappe and strike-slip defor鄄
mation formed from late Ordovician to late Devonian. The foreland thrust deformation was propagated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during late Ordovician time, which resulted in two detachment layers. One is the Cambrian evaporite layer
and the other is the ductile layer in the middle crust. The thrusting uplifted the inner dolostone reservoirs in the detach鄄
ment layers be shallow, which advanced the achievement of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and also becomes the potential
reservoirs that is easy to drill now. it is suggested to pay an attention to oil exploration of the primary paleo-reservoirs
that are located at the hanging wall of thrust faults or are capped by Middle-Upper Ordovician rocks.
Key words院 Cambrian; Thrust; Structural deformation;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Dolostone reservoir; Petroleum Ex鄄
ploration; Tazhong Arch; Tar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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