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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壳密度结构看中国大陆深层油气盆地的分布
杨文采１） ，于常青２） ， 杨午阳３）

１）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２）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３） 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西北分院，兰州，７３００２０

内容提要： 面对 ２１ 世纪的中国能源问题，要研究深埋在 ５ ｋｍ 以下的古生代沉积盆地和潜在油气储层。 由于结

晶基底密度大、磁性较强，盆地沉积岩密度低而磁性弱，可用密度成像及磁性体顶面深度反演来确定深埋沉积盆地
和潜在储层的分布范围。 应用重力异常多尺度分析和密度成像方法，可以计算出反映中国深埋沉积盆地和潜在储
层分布的密度扰动图，预测中国深埋盆地的分布。 密度成像的低密度扰动区与磁性结晶基底顶面深度大的区域吻
合，与反射地震剖面探测结果一致。 通过密度扰动成像预测深埋沉积盆地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的塔里木、柴达木、
四川、准噶尔和鄂尔多斯等盆地深层。 东部岩石圈裂谷带也可形成深埋结晶基底裂隙型储层， 分布在华北和东北下

方。 中国深埋沉积盆地和潜在储层的总面积可达地面沉积盆地面积的 ４５％ 左右，估计陆上面积 １６０００００ ｋｍ２ 左右，
海域面积 ６０００００ ｋｍ２ 左右，具有广阔的天然气勘探前景。

关键词：深埋盆地； 潜在储层； 分布预测； 中国； 密度成像； 多尺度分析； 天然气勘探

解决 ２１ 世纪人类社会高消耗生活方式与资源

之为叠合盆地，深埋海相沉积盆地多数在叠合盆地

一。 我国主要沉积盆地在深度 ５ ｋｍ 以上大多数为

景明等，２００８；宋岩等，２００８；杨文采，２００９； 何登发

枯竭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
中—新生代陆相沉积地层 （ 戴 金 星 等，２００３； 康 玉
柱，１９９７） ，多年来中国石油地质学家发展了陆相生

的下部和底部（ 金之钧等，２００４；戴金星等，２００３；李
等，２０１０） 。 中国深埋海相沉积盆地分布很广泛，在
中国西部的四川、鄂尔多斯和塔里木，都发现了古生

油理论，成功地找到了大量陆相的油气田，取得了举

界、元古宇海相油气田，如四川威远气田（ 震旦系古

世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源问题，我们把目光聚焦

等。 在中国东部，古生界、元古宇潜山型海相油气田

世瞩目的成果，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实现。 面对 ２１

在 ５ ｋｍ 以下深埋的古生代沉积盆地和潜在油气储

风化壳型） 、陕西靖边气田（ 奥陶系裂缝—溶洞型）

也有发现。 东部中—新生代沉积盆地的下部也可能

层上。 古生代深埋的油气沉积盆地面积有多大？ 都

有深埋海相沉积盆地，深埋裂谷盆地底部或侧部结

分布在什么地方？ 其中的油气前景如何？ 地理上的

晶岩中还可能发育裂隙型油气潜在储层。 在上一篇

盆地只代表地表中—新生代沉积物地面上的分布范
围， 而不代表深埋的油气盆地和储层的分布范围。

文章中（ 杨文采等，２０１６ａ） ，我们只报道了有关研究
摘要和中国大陆深层油气盆地的分布图，并没有对

深层油气勘探首先要查明深埋的油气沉积盆地和储

研究结果进行具体分析。 本文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中

层分布范围，本文应用区域重力场小波变换多尺度

国五大区的深层密度成像图，并与反射地震剖面进

深埋盆地和潜在储层分布，可为国家油气勘探和经

陆深层油气盆地分布图的根据。

反演方法（ 杨文采等，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８） ，研究我国 ５ 大区
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决策提供依据。
就全球而言，在北美、欧洲和亚洲，古生代、元古

行了比较（ 杨文采，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介绍了编制中国大

１

中国深埋海相沉积盆地的
地质和地球物理特征

宙的含烃沉积盆地广泛分布，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由于中国大地构造演化的特殊性，中国的沉积盆地
具有演化时间长和结构叠置的特点，石油工业界称

据 统 计， 我 国 海 相 沉 积 总 面 积 大 于 ４５５００００

ｋｍ ，其中陆上海相盆地 ２８ 个，面积 ３３０００００ ｋｍ ２ ；
２

注：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 ４１５７４１１１）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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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海相盆地 ２２ 个，面积 １２５００００ ｋｍ ２ 。 中国海相

北、华北、华南和青藏五大区统一作 １ ∶ ５０ 万比例尺

为主） 、埋藏深度大、演化程度高、成烃过程长、构造

过 １ ｍｇａｌ。 所得数据用于五大区地壳密度扰动成

层系具有发育时代早（ 以早古生代、晚古生代地层
活动期次多的特点。 在多期构造活动背景下，中国

的布格重力异常编图，取得布格重力异常方差不超
像，本文采用的重力测量数据均来源于此。 下面，将

海相层系发育了优质烃源岩，储层以碳酸盐岩为主，

简单介绍深埋沉积盆地和潜在的储层分布的密度成

受沉积环境和构造演化控制。 研究表明，中国深层

像方法。

盆地有多种盖层发育，海相层系多期油气成藏，具有

２

广阔的油气勘探前景 （ 戴金星等，２００３；李景明等，

２００８；宋岩等，２００８；何登发等，２０１０） 。

在表 １ 中对比了常见沉积岩和结晶岩的密度，

重力异常多尺度分析和密度
成像方法
由于重力场包含不同深度场源引力作用的叠

可见结晶岩石一般密度比沉积岩大、磁性较强。 沉

加，直接用地表高精度重力观测资料研究沉积盆地

积岩中碎屑岩石密度远小于结晶岩石，而碳酸盐岩

密度结构非常困难。 沉积盆地密度结构可表为不同

石密 度 一 般 比 较 大， 与 花 岗 岩 相 当 （ 杨 文 采 等，

２００５； 杨文采，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 但是，花岗岩基一般

深度水平面上的密度横向不均匀性，而不同深度场
源引起的重力场的尺度有所区别。 多年来，我们研

出现在造山带中，而在沉积盆地少见，因此容易区分

究重力场的二维离散小波变换多尺度分析方法、并

花岗岩基对应的异常。 深埋海相沉积盆地的结晶基

集成功率谱分析和广义线性密度反演三项方法，以

底的密度总体上大于上面的碳酸盐岩石，在地震剖

描述地壳的密度结构，这种新方法称为多尺度密度

面上大都有明显的反射波，就表明了这一点。 在表

反演方法。

１ 中也对比了沉积岩和结晶岩的磁性，结晶基底的
磁性明显大于上面的沉积岩石。 由于结晶基底密度

多尺度密度反演方法根据布格重力异常确定地
下密度结构，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三大步骤（ 杨文采，

度成像及磁性体顶面深度反演来确定深埋海相沉积

２０１５； Ｙａｎｇ Ｗｅｎｃ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

盆地和潜在储层的分布范围。

异常中划分出对应于不同埋藏深度的等效层异常。

大、磁性较强，盆地沉积岩密度低而磁性弱，可用密

沉积地层水平面上的密度差异反映了盆地沉积
岩层的岩性和地层结构上的横向不均匀性。 沉积岩
内部同一深度的平面上横向密度高低也有可能是地
层起伏引起的。 例如，塔里木盆地浅层为碎屑岩，深
层为碳酸盐岩石，地层的隆起也可能造成同一平面
上由岩性变化引起的密度差异。 但是，在地层平坦
岩性均一的条件下， 沉积岩中孔隙裂缝是影响密度
扰动的最重要因素，孔隙裂缝是流体通道，可以
造成明显的低密度扰动。

自从 １９７５ 年以来，地质矿产部在中国开展

了不同比例尺的高精度重力测量，因此可以用
密度成像揭示深埋的沉积盆地和潜在储层分布

（１） 用小波变换进行异常分解，即从布格重力

小波变换是重力异常多尺度分析的重要工具， 二维
离散小波变换的原理和应用已在前文作过介绍（ 侯

遵泽等，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２０１１，２０１２；杨文采等，２００１ ） 。
对重力异常作多重分解， 我们应用 Ｍａｌｌａｔ 塔式算法
（ Ｍａｌｌａｔ， １９８９） ， 构造出专门的小波基。

（２） 根据布格重力异常的功率谱特征（ 杨文采

等， １９７８； 杨文采，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７） ， 决定
表 １ 常见沉积岩和结晶岩密度磁性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ｒｏｃｋｓ
岩石类型

范围。 陆上 １ ∶ １００ 万比例尺高精度重力测量
大部分已经完成，许多地区开展了 １ ∶ ２５ 万比
例尺高精度重力测量。 在国土资源部等有关单

根据《 重力测量规范》 “ 五统一” 的要求对全区
重力数据进行了整理与同化处理， 分西北、东

磁性

注： 密度变化

低孔砂岩

２．４ ～ ２．７

微弱

取决于孔隙度

２．０ ～ ２．６

微弱

取决于孔隙度

微弱

取决于孔隙度

微弱

取决于孔隙度

微弱

取决于裂隙

微弱

取决于裂隙

泥岩
沉积岩

页岩
凝灰岩
石灰岩

精度重力测量数据。 由于测量是在不同时间、
力异常数据的舍取与同化处理是必不可少的。

常见密度

粉沙岩

位的大力协助下， 我们汇编了各种比例尺的高
不同仪器和不同精度要求下进行的， 对布格重

岩石

白云岩

结晶岩

花岗岩 ／ 片麻岩
玄武岩
辉长岩

２．４

２．５ ～ ２．７
２．４ ～ ２．６

２．６ ～ ２．７５
２．６５ ～ ２．８

微弱

２．７ ～ ２．８

弱—中

３．０３

强

２．８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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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异常分解成几个层次，也用平均功率谱计算出
各等效层异常源的埋藏深度。 重力场功率谱斜率都
正比于场源埋藏深度。 因此， 由功率谱斜率可以计
算出小波细节对应的场源深度， 使小波分析结果有
对应的平均埋藏深度概念。

（３） 得到分解的各等效层重力异常集和异常源

的埋藏深度后，用广义线性反演方法求取引起它的
各等效层密度扰动（ 杨文采，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７） 。

我们将小波变换多尺度分析和密度反演方法应

用于塔里木盆地、华北、南岭等多地区重力异常的分

解和 盆 地 三 维 密 度 结 构 研 究 （ 杨 文 采 等，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５ａ，２０１６ｃ； 杨 文 采，２０１６ａ， ｂ； 侯 遵 泽 等，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方法技术日趋完善，显示了其在区域地球物
理研究中应用的诸多优点。 本文又应用于中国五大
区地壳密度成像，方法技术没有改变。 研究结果可

１３１７

层分布，因此只讨论 ４ ５ ～ １０ ｋｍ 深度等效层异常源
密度扰动成像的研究结果。

３

３．１

分区等效层异常源密度成像结果
西北区

西北区中心深度 ８ ８ ｋｍ 等效层密度扰动图示

于图 １ａ。 由图可见，很强的低密度扰动区主要反映
造山带内的花岗岩基。 不强的低密度扰动区主要反
映盆地深层，主要有塔里木盆地（ 图中记为 Ｔｍ） 下
方，柴达木盆地（ Ｑｄ） 下方，准噶尔盆地（ Ｊｒ） 下方和
吐哈盆地（ ＴＨ） 下方。 塔里木盆地深层包括满加尔
和塔西南两个坳陷，低密度扰动与孔隙裂缝发育有
关，古生代碳酸盐岩孔隙裂缝发育使密度降低（ 杨
文采等，２０１５ｂ—ｄ） 。 对比地震剖面和钻井剖面可
知，不同深度水平面上的密度横向不均匀性与古流

用于区域地壳上地幔属性和结构研究，结合地质地

体活动带平面分布范围有关，对油气勘查有指导意

球化学成果揭示区域地壳上地幔的演化规律。 由于

义。 密度成像结果与航遥中心的深埋沉积盆地分布

本文只讨论密度成像揭示深埋沉积盆地和潜在的储

研究成果吻合。 图 １ｂ 为新疆区磁性结晶基底顶面

图 １ （ ａ） 西北区中心深度 ８ ８ ｋｍ 等效层密度扰动， 色标单位为 ０ ０１ ｇ ／ ｃｍ３ ； （ ｂ） 新疆区磁性结晶基底顶面深度平面图
（ 引自中国地质调查局航遥中心报告） ； （ ｃ） 一条穿过塔里木盆地中央的反射地震剖面

Ｆｉｇ． １ （ ａ）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ｄｅｐｔｈ ８ ８ ｋｍ，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
ｉｓ ０ ０１ ｇ ／ ｃｍ３ ； （ ｂ） ｔｏｐ⁃ｄｅｐｔｈ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Ｘ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 ｃ）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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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ａ） 东北区中心深度 ７ ８ ｋｍ 等效层密度扰动， 色标单位为 ０ ０１ ｇ ／ ｃｍ３ ； （ ｂ） 一条穿过双辽盆地中央的
反射地震剖面。 字母“ Ｍ” 标记 Ｍｏｈｏ 面，“ Ｓ” 标记中生代沉积层底面

Ｆｉｇ． ２ （ ａ）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ｄｅｐｔｈ ７ ８ ｋｍ，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 ｉｓ ０ ０１ ｇ ／ ｃｍ３ ； （ ｂ）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ｏ ｂａｓｉｎ

２０１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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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９

深度平面图，它表示的深层沉积层分布与图 １ａ 的低

３．２

动区的反射地震剖面上（ 图 １ｃ） ，结晶基底顶面深度

于图 ２ａ，四周很强的低密度扰动区主要反映造山带

密度扰动区的显示基本上吻合。 此外，在低密度扰
范围与低密度扰动区也很吻合。

东北区

东北区中心深度 ７ ８ ｋｍ 等效层密度扰动图示

内的花岗岩基。 由图可见，低密度扰动区主要有 ２

图 ３ （ ａ） 过华北裂谷带的一条重力剖面； （ ｂ） 由重力剖面反演取得的密度剖面； （ ｃ） 过华北裂谷带的一条反射地震剖
面； （ ｄ） 华北区中心深度 ８ ４ ｋｍ 等效层密度扰动， 色标单位为 ０ ０１ ｇ ／ ｃｍ３ ； （ ｅ） 过辽河裂谷带西部的一条地质剖面

Ｆｉｇ． ３ （ ａ） Ａ Ｂｏｕｇｕ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ａｏｈｅ ｂａｓｉｎ； （ ｂ）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ｎ
ｉｎ （ ａ） ； （ ｃ）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ａｏｈｅ ｂａｓｉｎ； （ 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ｄｅｐｔｈ ８ ４ ｋｍ，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 ｉｓ ０ ０１ ｇ ／ ｃｍ３ ； （ ｅ） ａ ｇｅｏｌ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ａｏｈｅ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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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个： 松辽盆地下方（ 图中记为 Ｉ） 和通辽下方（ 图中

北—南黄海盆地下方（ Ⅳ） 。 反射地震表明，四川盆

双辽盆地中央的反射地震剖面。 字母 “ Ｓ” 标记中生

例如深层威远震旦系古风化壳型气田。 四川东北部

记为 ＩＩ） ，密度降低的幅度很小。 图 ２ｂ 为一条穿过
代沉积层底面。 由此剖面可见，松辽盆地中生代沉

积层底面下有深埋盆地分布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
白垩纪松辽盆地的早期裂谷作用也有可能在结晶基
华北区

华北区中心深度 ８ ４ ｋｍ 等效层密度扰动图示

于图 ３（ ｄ） 。 由图可见，低密度扰动区主要有 ６ 个：
鄂尔多斯盆地下方（ 图中记为Ⅰ和Ⅰａ） ，下辽河断
陷下方（ Ⅱ） ，环渤海盆地群下方（ Ⅲ） ，郯庐断裂带
北段下方（ Ⅳ） ，南华北盆地群

也有大面积深埋沉积层，古生代潜在储层可达 ８ ～ １１
ｋｍ。

图 ４ａ 的密度平面扰动图上有 ３ 个陆架区深埋

盆地或潜在储层区，北部湾（ Ⅳ） ，南海北部（ Ⅴ） 和

底内形成潜在储层。

３．３

地深埋沉积盆地深度在 ６ ～ １３ ｋｍ，富有天然气，典型

南黄海（ Ⅵ） 。 南海北部新生界陆缘盆地分布面积
很大，深层天然气资源丰富，尤其值得重视。

关于青藏高原，羌塘盆地有较好的油气显示。
但是，从新近的地震勘探结果看来，中生代沉积层底
面下有大深埋盆地分布的可能性不太大。 图 ４ｂ 是

下方（ Ⅴ） ，苏北—南黄海盆地
群下 方 （ Ⅵ） 。 鄂 尔 多 斯 盆 地

下方深埋沉积盆地有两大块，
中北部低密度扰动区 （ Ⅰ） 和

西南部低密 度 扰 动 区 （ Ⅰ ａ） 。
反射地震表明靖边气田奥陶系
裂缝—溶洞型油气储层和济阳
盆地古生代潜在储层可下达 ８

～ １１ ｋｍ。 图 ３ ａ 为过华北裂谷

带的一条重力剖面； 图 ３ｂ 是
由此重力剖面反演取得的上地
壳密度剖面； 图 ３ｃ 为过华北

裂谷带的一条反射地震剖面。
由此剖面可见，华北盆地中生
代沉积层底面下有深埋古生代
盆地分布的可能性比较大，在

东营 坳 陷 深 度 可 达 ８ ～ ９ ｋｍ。
图 ３（ ｅ） 为过辽河裂谷带西部
的一条地质剖面，沉积盆地最
深不超过 ６ ｋｍ。 不过，有钻孔
在结晶基底中打到了油气。 裂
谷带内结晶基底常发生破裂，
由此华北东部的裂谷作用也有
可能在结晶基底内形成潜在天
然气储层。

３．４

华南区和陆架区

在图 ４ａ 为华南 ４ ５ ｋｍ 深

度密度平面扰动图上，有 ４ 个
深埋盆地或潜在储层：四川盆
地和重庆下方（ 图中记为Ⅰ和
Ⅱ） ， 江 汉 盆 地 下 方 （ Ⅲ） ， 苏

图 ４ （ ａ） 华南区中心深度 ４ ５ ｋｍ 等效层密度扰动， 色标单位为 ０ ０１ ｇ ／ ｃｍ３ ；
（ ｂ） 一条穿过羌塘盆地中央的反射地震剖面

Ｆｉｇ． ４ （ ａ）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ｄｅｐｔｈ ４ ５ ｋｍ，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ｓｃａｌｅ ｉｓ ０ ０１ ｇ ／ ｃｍ３ ； （ ｂ）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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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穿过羌塘盆地中央的反射地震剖面。 由此可

的分布的密度扰动图，预测中国深埋盆地和潜在储

见，羌塘盆地下面构造非常复杂，地层倾斜严重，表

层区的分布。

明盆地在成盆之后经历了强烈的构造运动，不利于
油气的成藏和保存。 现在青藏区的油气勘探刚进入
浅层，深埋沉积盆地的资料太少，本文还不能深入讨
论。

４

（２） 密度成像结果的低密度扰动区与磁性结晶

基底顶面深度反演结果，和反射地震剖面成果吻合。

（３） 通过分区密度扰动成像预测深埋沉积盆地

主要分布在西部塔里木、柴达木、四川、准噶尔和鄂

中国大陆深层油气盆地分布的预测
通过以上分区密度扰动成像可以得到中国大陆

深层油气盆地分布图。 综合图 １ ～ ５ 的成像成果并
结合已有油气勘探资料，得到了中国深埋沉积盆地

和潜在储层的分布预测图，示如图 ５。 图的底图用

尔多斯等盆地深层，东部岩石圈裂谷带可形成结晶
基底裂隙型储层， 分布在华北和东北下方。

（４） 中国深埋沉积盆地和潜在储层的总面积可

达地面沉积盆地面积的 ４５％ 左右， 估 计 陆 上 面 积

１６００ ０００ ｋｍ ２ 左右，海域面积 ６００ ０００ ｋｍ ２ 左右，具有
一定的天然气勘探前景。

地面沉积盆地图，用红色区域表示古生代深埋沉积

参

盆地分布，用紫红色区域表示推测基岩中潜在储层
区可能的分布。 由图可见，深埋沉积盆地主要分布
在西部塔里木，柴达木，四川，准噶尔和鄂尔多斯等

盆地深层， 面积可达地面沉积盆 地 面 积 的 ５５％ 左
右，含有多种类型的油气储层和圈闭。 东部岩石圈
裂谷带可形成结晶基底裂隙型储层，分布在华北和
东北下方，可含有多种类型的天然气储层。 中国深
埋沉积盆地和潜在储层的总面积可达地面沉积盆地

面积的 ４５％左右，估计陆上面积 １６００ ０００ ｋｍ 左右，
２

海域面积 ６００ ０００ ｋｍ ２ 左右，具有广阔的天然气勘探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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