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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轮南低凸起是塔里木盆地塔北隆起上的 一个次级构 造单元, 多年的勘 探开发 实践表

明, 该地区具有多个产层、多种油气藏类型和多期油气充注的特点; 多种类型的油气藏, 垂向上
复合叠置, 横向上连片成带, 共同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复式油气聚集区。渤海湾盆地油气勘探和
研究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复式油气聚集区的理论, 已经成 功地指导 了我国东部 和南方 含油气
盆地的勘探, 轮南复式油气聚集区的认识 , 表明该理论在我国西部挤压型含油气盆地也有广泛
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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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复式油气聚集区/ 带是具有多个产层( 含油气层系) 、
多种油气藏类型和多期油气充
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复合、
叠加、
连片而成的油气聚集区/ 带。复式油气聚集区的理论作
为油气聚集的一条规律,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总结自渤海湾盆地油气勘探和研究的实践,
于 1985 年正式提出( 李德生, 1995) , 在我国东部和南部含油气盆地的勘探中被广泛接受
和应用( 孙龙德, 1995; 陈景达, 1996; 汪泽成等, 1996; 刘兴材等, 1998; 薛世荣等, 1998) , 在
西部含油气盆地的勘探和研究中也相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张义杰等, 1997) 。
轮南低凸起是塔里木盆地塔北隆起上的一个次级构造单元( 图 1) , 面积约 3 000 km2 ,
其与轮台凸起的分界为轮台断裂, 与两侧凹陷的界线跟东河砂岩的尖灭线基本一致。它
的地层剖面结构特点是: 缺失中_ 上奥陶统至泥盆系, 石炭_ 二叠系和中生界遭受不同程度
的剥蚀, 反映该地区为一继承性残余古隆起。这里是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开发的重要基
地, 经过多年的勘探开发, 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油气勘探区带。该地具有多个产层、
多种油
气藏类型和多期油气充注的特点。奥陶系潜山和上覆的石炭系、三叠系、侏罗系、
白垩系
和下第三系等多个层系, 垂向上复合叠加, 横向上连片成带, 共同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复式
油气聚集区。以往所讨论的复式油气富集区基本上都集中在我国东部的断陷盆地中, 轮
南复式油气富集区的形成和发现, 表明我国西部的含油气盆地也有形成复式油气富集区
的石油地质条件。认真研究该复式油气富集区的石油地质特征和油气成藏规律, 不仅有
利于轮南地区的油气勘探, 对整个塔里木盆地以及西部其它含油气盆地的勘探和开发也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批准号: 40072077) 和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共同资助。
孙龙德, 1962 年 3 月生, 博士,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石油地质学和构造地质学专业。
2002- 06- 09 收稿, 2002- 07- 17 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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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轮南复式 油气聚
集区的石 油地质
特征
( 1) 多套烃 源岩多期 油

气充注
油气源是油气藏形成的
首要条件。油气源丰富程度
控制着油气聚集的规模和数
量多 少, 油气 源的性质决 定
着烃类聚集的种类及其展布
规律。轮南地区的油气主要
来自 3 套烃 源 岩, 即: 寒 武
系_ 下奥陶统海相高 成熟_ 过
_

成熟腐泥 型烃 源岩 和中 上
奥陶统海相烃源岩; 石炭_ 二
叠系海陆 交互 相中 _ 高成 熟
混合型偏腐植型的中丰度烃
源岩; 三叠 _ 侏罗系湖相及湖
沼相、低 _ 中成 熟 偏 腐 植 型
中_ 高丰度烃源岩。
_

寒武 系 下 奥 陶统 海 相
生油岩广泛分布于塔北隆起
和满 加尔坳陷, 主要为饥 饿
盆地有机相的黑色灰岩和页
岩, 厚度 50~ 400 m, 母 质类
型为 腐泥型, 有机碳含量 为
1% ~ 5% , Ro = 1 65% ~
3% 。该套 烃 源 岩 经 历了 3
次生 排 烃 高 峰: 中 _ 晚 奥 陶
世、
二叠_ 三叠纪、
晚第三纪。
前两期以生 油为主, 第 3 期
以生气为主。轮南奥陶系古
潜山气藏的天然气主要来自
该套源岩。目前这套烃源岩已达过成熟。
中- 上奥陶统海相生油岩分布于轮南南部和满加尔坳陷北缘, 主要为斜坡相的泥灰岩
和灰岩, 烃源岩厚度 40~ 50 m, 母质类型为腐泥型, 有机碳含量为 0 5% ~ 5 1% , R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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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 1 3% , 正处于生油高峰 _ 后期阶段。其经历了志留纪、二叠 _ 三叠纪和晚第三纪 3
个生排烃高峰期, 以中等成熟度的正常原油为主。油源对比证明( 孙龙德, 2000) , 轮南地
区奥陶系所产的黑油主要来自该套烃源岩。
石炭_ 二叠系源岩分布仅次于寒武_ 奥陶系, 为一套碳酸盐岩及碎屑岩, 烃源岩厚度
100~ 600 m; 有机碳含量平均为 0 793% , 为较好的烃源岩。该套烃源岩于晚第三纪进入
_

生排烃高峰期。三叠 侏罗系烃源岩以湖泊、
湖沼和三角洲暗色泥岩为主。暗色泥岩及煤
系地层厚度一般为 300~ 600 m; 有机碳含量丰度高, 干酪根以
该套烃源岩也是晚第三纪进入生排烃高峰期。

型为主, 属于好烃源岩。

多套烃源岩, 多个生排烃高峰期, 加之后期地质构造演化过程中油气的重新调整, 造
成了油气藏的多期油气充注。如奥陶系古潜山油气藏, 石炭系沉积以后, 以奥陶系潜山
_

风化壳为储层, 石炭系为盖层的大型潜山背斜圈闭已经形成, 寒武系 下奥陶统源岩进入
生排烃高峰, 供油条件良好, 第一次油气充注形成大型古油藏。二叠纪末潜山背斜隆起
剥蚀, 顶部石炭系盖层遭到严重破坏而形成 天窗 , 潜山高部位油气逸散, 背斜翼部的部
分油气藏的轻质组份分异散失, 正常原油逐渐变为重油和稠油。三叠 _ 侏罗系沉积以后,
新的潜山披覆背斜圈闭形成; 随着 天窗 被新的盖层覆盖和稠油的封堵, 背斜翼部的油
气藏得到相当规模的保存。第三纪以来, 源自中_ 上奥陶统的正常原油和寒武系_ 下奥陶
统的高成熟气再次充注, 形成了三叠系披覆背斜油气藏和东部奥陶系潜山背斜正常原油
和气分布区。
不仅不同油气藏油气充注的时期不同, 同一油气藏也经常存在多期油气充注。轮南
地区某些油藏同时检出了一系列 25 降藿烷和抗 细菌降解力比 藿烷小得多的完 整的
_

C15 C35 正烷烃系列, 说明这些油气藏至少有两期以上的油气充注或两个以上的油源( 梁
狄刚等, 1992) 。此外, 在某些油气藏的原油中发现不同时代的孢子花粉, 说明轮南地区的
原油是混源的。
( 2) 多套储层形成多个产层
已发现 6 套油气产层: 奥陶系( 如轮南 8、轮南 14、
轮南 44、塔河 2、
塔河 3 和沙 14) 、
石
炭系( 如轮南 14) 、
三叠系、侏罗系( 如轮南 58、
轮南 5 和轮南 22 等) 、
白垩系和下第三系。
_
奥陶系潜山碳酸盐岩储层主要为缝 洞型储层, 基质孔隙不发育, 大致可以划分出 4
个( 种) 碳酸盐岩储层分布区: 潜山风化壳缝_ 洞型储层分布区( 北西部) 、
孔洞型储层分布
区( 南东部) 、
裂缝_ 孔隙型储层分布区( 南西部) 和裂缝_ 孔洞型储层分布区( 北东部) 。塔
里木油田公司 1 207 块样品统计, 平均基质孔隙度为 1. 05% , 渗透率< 1 md; 新星公司
1954 块样品分 析, 82% 的样品孔 隙度 < 1% , 平均基 质孔隙 度为 0 82% ( 据潘 文庆 等,
2001, 未刊资料) 。该套储层发育多期溶洞, 钻井的溶洞钻遇率达 54% , 平均单井溶洞厚
度 14 m, 45% 的溶洞具有生产能力。裂缝发育, 包括构造缝、岩溶缝和成岩缝等多种类
型, 以晚期形成的构造缝为主。储层分布受古岩溶体系控制, 储层主要发育在风化壳下
300 m内, 在平面和剖面上都极不均一, 岩溶斜坡往往是最有利的储层发育区。
石炭系主要为一套海陆交互相沉积, 储层以碎屑岩为主。底部的东河砂岩是塔里木
盆地的主要储层之一, 但在轮南地区大面积缺失, 仅见于轮南低凸起东斜坡。主要产层
集中在卡拉沙依组砂泥岩段, 主要为泻湖

潮坪环境沉积的 砂泥岩互层, 发育砂坪、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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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
混合坪等微相。砂体为大套泥岩中的薄夹层。薄夹层之间横向连通差, 单砂体纵向
非均质性强, 横向展布极不稳定, 多为砂岩透镜体。最大砂泥比为 60. 93% ( 轮南 48 井) ,
最小为 7. 55% ( 轮南 33 井) ; 最大砂层总厚为 153. 5 m( 轮南 53 井) , 最小为 2 m ( 轮南 13
10-

井) 。孔隙度一般为 4% ~ 12% , 平均 8. 02% ; 渗透率为( 0. 1~ 100)

3

m 2, 平均 36. 4

10- 3 m2 。该段储层物性总体较差且纵横方向上变化较大, 为低孔低渗的储层。相比
而言, 砂坪中发育的砂体物性较好。相对较为有利的储层分布区为轮南凸起南区的吉拉
克背斜带及桑塔木断垒带东段。
轮南地区的三叠系主要为一套辫状( 扇) 三角洲

湖泊体系, 储集层主 要是辫状河

道、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和前缘席状砂, 砂体总厚度 80 ~ 200 m。从下到上, 依据沉积旋
回可分为 3 个砂层组, 即 T
主; T

、
T

和T

油组。T

和T

油组粒级相似, 以细_ 中砂级为

油组粗度相对较细, 以粉_ 细砂为主。砂体的 储集性能都较好, 油层 段孔隙度达

15% ~ 25% , 甚至高达 30% ~ 45% , 渗透率达( 100~ 1 000)

-3

10

2

m , 纵向上 3 个油组的

物性有从上往下变好的趋势。
侏罗系以滨- 浅湖沉积为主, 下部为辫状三角洲沉积, 厚 390~ 520 m。储集岩以细砂
岩和粉砂岩为主, 次为砾岩, 总厚 110~ 260 m。储层物性主要为中孔低渗, 部分井段变
好。孔隙度主要集中在 10% ~ 20% , 渗透率主要为( 10~ 400)

10-

3

m2 。侏罗系 4 个油

组由北向南, 孔隙度呈递增趋势, 储层物性变好。
白垩系储层发育, 井下仅钻遇下统卡普沙良群。自上而下砂体含量增加, 沉积环境
为河流 扇三角洲、开阔滨湖 高能砂质湖滩相沉积, 储集层以粉- 细砂岩为主, 底部见砾
岩。储集空间主要为原生粒间孔隙, 次为颗粒溶孔和填隙物溶孔, 还有少量的颗粒裂隙
和岩石裂隙。孔隙度和渗透率都较高, 平均孔隙度为 20. 85% , 平均渗透率为 273. 26
- 3

10

2

m , 属物性甚好的优质储层。储层物性横向上向西变好, 纵向上差异不大。

下第三系为河流- 滨浅湖- 泻湖沉积, 油气主要产于底砂岩。砂岩总厚度 40~ 150 m,
轮南地区底砂岩厚度< 20 m。砂岩孔隙度一般为 10% ~ 20% , 渗透率一般为( 30~ 200)
10-

3

m 2。同一产层的油气也具有不同的流体类型。如奥陶系碳酸盐岩古潜山的油气,

轮南西部以稠油为主( 塔河 4 号、
6 号油田和轮南西部潜山稠油油藏分布于该区) , 东部以
黑油为主( 如轮南 17 和轮古 2 井区) , 中部断裂发育区以凝析气为主( 如轮南断垒带的轮
南 4 井区、
桑塔木断垒带的解放 123、
126、
127 井区及轮古 12 井区) , 南部灰岩区以黑油为
主( 如轮南 46、
乡 3 及羊屋 2 井区) 。
( 3) 多种圈闭和油气藏类型
轮南地区圈闭类型多, 既有以构造作用为主的披覆背斜圈闭及断块圈闭; 又有以沉
积作用为主的沉积( 压实) 背斜圈闭及岩性圈闭, 以及构造沉积共同作用的构造 岩性及
岩性 构造的复合圈闭等, 各类圈闭均呈有序的分布, 为在该地区油气勘探及目标评价
奠定了地质基础, 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油气藏( 图 2, 图中 LN 即轮南, TH 即塔河) 。
1) 背斜构造油气藏: 这是轮南地区的一种主要油气藏类型, 它的成藏组合以背斜圈
闭作为油气聚集的主要场所。该区的这种背斜绝大多数属于披覆背斜, 即 在潜山背景
上, 由于构造和沉积作用的共同影响, 在上方形成具有继承性的背斜构造。轮南潜山带
上发育有 5 个呈东西向排列的披覆背斜构造, 每个构造都富含油气, 形成轮南地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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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规 模最 大、储量 最
高的背斜构造油气藏群。
根据油气藏的剖面形态,
背斜构 造油 气藏 又可 细
分为块 状底 水构 造油 气
藏和层 状边 水构 造油 气
藏。
2) 沉 积 ( 压实) 背 斜
油气藏: 这种背斜主要由
沉积作用形成, 与构造作
用关 系 不 是 十 分 密 切。
_

如三叠系中 下部的 第三
油组发 育一 套近 百米 厚
的砂砾岩, 砂砾岩之上为
厚约 50 m 的深灰色湖相
泥岩, 构成一个很好的储
盖组 合。 该砂 ( 砾) 岩 体
厚、分布广、连通性好, 属
水下 分 流 河 道 沉 积 体。
由于沉 积过 程中 水道 的
迁移和叠置的不均衡性,
可能还 有成 岩过 程中 的
压实作用, 造成了砂岩体
顶面的高低起伏, 在上覆
图 2 轮南低凸起油藏类型示意 图
Fig. 2

A schemat ic diagram show ing pool types in the Lunnan Lower U pl ift

泥岩的封盖下, 形成了具
有一定 规模 的长 轴或 短
轴 似背 斜 圈闭。我 们

将这种圈闭形式称为沉积( 压实) 背斜。由于这种圈闭类型一般幅度较小, 其下绝大部分
砂岩体为水层所占据, 因而往往形成具有底水的 背斜 油气藏。
3) 断块油气藏: 主要发育在桑塔木断裂带上, 有东西向和北东向两组断裂, 以北东向
断裂较发育。断距一般小于砂岩体厚度, 但断层普遍具封堵性, 形成断块油气藏。
4) 岩性油气藏: 通常见于砂、
泥岩互层中, 由于砂岩体尖灭而形成透镜状油气藏。如
3

轮南 2 井在三叠系第二油组两小层砂岩透镜体中获得日产 306. 8 m 的工业油流。这类
油气藏一般平面分布局限, 规模较小, 储量丰度较低。
5) 岩性 构造油气藏: 油气藏总体表现为背斜形态特征, 但是由于岩性变化而使油
气层厚度和层数在油气藏的不同部位有所变化。这经常会造成油水关系的复杂化, 甚至
出现油水不一致的情况。这种类型往往见于以碎屑岩( 砂岩) 为储层的油气藏。这类油
气藏的基础仍是构造圈闭条件, 岩性变化并未破坏油气藏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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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碳酸盐岩( 古潜山) 油气藏: 轮南古潜山油气藏以下奥陶统灰岩为储层, 石炭系下
泥岩段、
双峰灰岩和上泥岩段为盖层。主力产层主要分布在奥陶系潜山面以下 150 m 范
围内, 个别井可达 230 m, 且以潜山面以下 100 m 产油气层段最为集中。油气藏明显受古
潜山或古风化壳控制, 与局部构造关系不大, 产油气层段从海拔- 4 100 m 到- 4 800 m 均
有分布, 高差达 700 m; 从构造位置看, 构造高部位、斜坡和低部位都发现了工业油气流,
说明轮南奥陶系油气沿潜山面随储层( 缝+ 洞) 的发育情况分布; 油气层底界并非水平,
随构造部位的升高而不断升高; 最高点( 轮南 2 井区) 是含水区域, 油气不受高点控制。
( 4) 以下列 3 种渠道为主的多种油气运移渠道
1) 不整合面: 轮南地区油气运移的主要通道之一。具体表现在石炭系与奥陶系古潜
山之间的不整合, 三叠系与下伏石炭 _ 二叠系之间的区域不整合, 三叠系内中统与下统之
间的局部不整合, 三叠系与侏罗系之间的区域不整合。奥陶系碳酸盐岩工业油气流井段
明显受古风化壳( 不整合面) 控制, 绝大部分分布在潜山面( 不整合面) 以下 150 m 以内, 且
以 100 m 以内比较集中, 是不整合面作为油气运移渠道的一个很好例证。
2) 砂岩输导层: 发育于石炭系以上的层系中。如三叠系, 轮南地区处于扇三角洲前
缘砂体与湖相沉积交错叠置的有利地带, 砂岩不仅厚度大、分布广, 而且具有较好的孔、
渗条件, 这为三叠系本身烃源岩所生油气进行侧向运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3) 断层和裂缝: 总体看, 轮南地区断裂不甚发育, 仅在两个断垒带两侧发育 4 条近东
西向的断层。断层可以使油气沿断层面作垂向运移, 从而使那些远离不整 合面的砂岩
体, 尤其是那些砂岩透镜体获得油气而形成岩性油气藏, 如三叠系第二油组, 含油砂体为
透镜体, 油气分布局限, 仅在断裂带的高部位富集成藏。除了该带具有构造圈闭的优越
条件外, 断层作为油气运移通道, 使油气能顺利地进入砂体内, 亦应是一个重要因素。对
于奥陶系碳酸盐岩潜山, 裂缝则是极为重要的油气运移渠道。
上述油气运移通 道发育并配置 良好时, 可以 形成油气最富 集的场所( 如轮南 断裂
带) , 反之, 含油气情况则较差。

3

油气富集规律
( 1) 轮南油气聚集区的 4 个油气富集带
1) 北部油气富集带: 该带位于轮南断垒披覆背斜带, 是一个古高今高的地带, 是油气

长期运移的指向中心, 在构造带上自西向东发育轮南 26 井、
轮南 25 井、
轮南 3 井和轮南
10 井等背斜构造, 每个背斜构造内均富含油气, 断层下降盘的轮南 202 井及轮南 40 井,
均见到油气显示, 形成一个油气富集带。
2) 中部油气富集带: 该带主要包括轮南斜坡带, 是一个长期发育的斜坡带, 缺乏相应
的构造圈闭及断层, 发现的一些构造圈闭面积较小( 一般< 0 5 km2 ) 。但整个轮南斜坡带
却是轮南扇三角洲的前缘, 水下河道砂岩体发育带, 故不仅砂层发育, 物性好, 而且储盖
条件配置极佳, 易形成沉积( 压实) 背斜油气藏。目前, 在该带上发现若干个沉积( 压实)
背斜圈闭, 是勘探三叠系第三油组为主的沉积( 压实) 背斜油气藏的重点地区。
3) 南部油气富集带: 位于桑塔木断垒披覆背斜带, 是油气长期运移的指向中心, 在构
造带上有桑塔木、
解放渠东、
吉拉克等背斜或断块构造。每个构造内均富含油气, 该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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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发育、
油藏类型众多, 潜山油气藏也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类型。
4) 西部轮南古潜山油气富集区: 位于轮南 1 号大断层的下降盘, 为一西北倾没的单
斜构造带, 内部由于走滑断层的作用, 可以进一步细分北东走向的 3 排构造。构造相对
平缓, 奥陶纪后期遭受长期的风化淋滤剥蚀, 碳酸盐岩溶蚀作用强, 是潜山型油气藏的重
要富集区, 同时石炭系岩性
( 2) 油气富集模式

构造油气藏也不应忽视。

轮南地区油气成藏具有以下特点。1) 具有多套烃源岩, 既有海相碳酸盐岩及暗色泥
岩, 又有湖相泥岩及沼泽泥岩、
炭质泥岩及煤层。不同产层/ 油气藏具有不同的主力烃源
岩。2) 多运移通道, 即有不整合面、断层以及优质储层输导层, 以不整合面 运移通道为
主。3) 储集类型以水下河道砂 岩体为主。4) 多圈闭/ 油气藏类型, 包括构造背斜、沉积
( 压实) 背斜、断块、岩性、
岩性

构造( 复合) 和古潜山 6 种类型的圈闭/ 油气藏类型。它

们构成了多套储盖组合及多套油水系统的复式油气聚集区( 图 3) 。
对于奥陶系以上的碎屑岩产层, 构造是油气富集成藏的主导因素, 约 80% 以上的油
气藏为构造油气藏或与构造有关的断块油气藏, 可以说, 只要找到构造就能找到油气藏。
奥陶系油气藏的分布则与构造关系不大, 而是受古风化壳/ 古潜山面控制; 油气沿潜山面
随储层( 缝+ 洞) 的发育情况分布; 油气层的底界也不是水平的, 随构造部位的升高而不
断升高, 油气不受高点控制。

图 3 轮 南低凸起油气分布模式
Fig. 3 A distribution model for oil and gas in the Lunnan Lower U pl 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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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讨论
( 1) 轮南地区的油气藏具有多个产层、
多种油气藏类型、多期油气充注的特点。多种

类型的油气藏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复合、叠加和连片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复式油气聚集区。
( 2) 轮南复式油气聚集区是我国西部含油气盆地复式油气聚集区的一个典型范例,
它证明复式油气聚集区/ 带的理论不仅可应用于中国东部的裂谷型含油气盆地, 在西部
挤压型含油气盆地也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 3) 轮南复式油气聚集区的认识将进一步指导该地区的油气勘探和勘探开发一体化
工作。进一步的勘探和开发, 将使该地区成为一个巨型的油气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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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UNNAN LOWER UPLIFT: A MULTIPLE OIL-GAS
ACCUMULATION PLAY IN THE TARIM BASIN, NW CHIN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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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 Yuejun

(1. Tarim Oi l Field Branch Company , China N ati onal Petrol eum Corp . , Korla , Xinjiang
2.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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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9)

Abstract
The Lunnan Lower Uplift, a sub- unit of the North Tarim Rise in the Tarim Basin, was characterized with multiple product ive reservoirs, various pool types and mult-i phases of hydrocarbon generation, migration and filling to the pools. Superimposed vert ically and located one next to another
in lateral, the pools of various types in the Lunnan Lower Uplift constituted a typical multiple oi-l
gas accumulation play. The petroleum geological theory of mult iple oil gas accumulat ion play was
inducted out from the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Bohai Sea Basin. It was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the petroleum exploration in the rift petroliferous basins in East and South Chi
na . The Lunnan multiple oi-l gas accumulation play indicated that this theory could also bright
prospect of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mpressive petroliferous basins in West China.
Key Words Multiple oil gas accumulat ion play, The Lunnan Lower Uplift , The Tarim
Basin, Compressive petroliferous basin, Rift petroliferous basin
( 上接第 283 页)
件, 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了南方海相含油气保 存单元, 对勘探方向和评价研究提出了若干建议。
本书首次将盆地和造山带作为对立的统一体, 研究中国 南方显生 宙以来的 盆

山基本 构造

沉积

格架及其演化和转换, 从而将该区定位在东亚乃到 全球构造 中最复 杂区域 之一, 明确指 出南方 古生代中生代盆地的基本性质是多旋回叠合构造改造型盆 地, 后造 山期强大 的陆内造山 运动和盆

山 脱耦作

用对同造山期前陆盆地的强烈破坏和改造是该区盆地演化的重要特色。该书对含油气保存单元赋 予了
新的内涵, 提出了海相油气勘探的新思路, 即 整体封闭 保存条件下的晚期成藏及其有效成藏组合 是南
方海相油气勘探和评价研究的基本思路。对南方各主要 海相构造残 留盆地进 行综合评价 和排队, 通过
渝东- 鄂西区块与川东、
南鄱阳坳陷与盐城凹 陷、
楚雄盆地 与四川 盆地和思 茅坳陷 与泰国 呵叻盆 地的对
比研究, 及对中- 下扬子叠合盆地和南盘江坳 陷秧坝区块油气 保存条 件的深 入剖析, 强调 这是一 个高复
杂、
高难度、高风险的勘探领域, 进而提出了勘探方向。
书中既有大量珍贵的第一手的实际资料, 又有中肯的归纳和高层次的理论总结; 既将南方置于 东亚
大地构造格局中来分析盆地保存和油气成藏, 又以盆地动态发 育的大量 资料丰富和 深化了对东 亚地区
大地构造演化和 盆

山 耦合

脱耦关系的认识。本书可 供油气勘探 部门的决 策层、
区 域地质 和油气

田地质的广大科研和生产人员使用, 也可作为 大专院校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 吴根耀, 关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