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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早古生代波状构造及其古地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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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波动是地质作用的基本形式之一，地壳的波状运动和变形是客观存在的。用波动论对鄂尔多斯盆地早古生

代构造、沉积与古地理进行了探讨，将鄂尔多斯及邻区早古生代波状构造单元划分为：阴山波谷带、伊盟波峰带、中部

波谷带、渭北波峰带、北秦岭波谷带、阿拉善波峰带、贺兰波谷带、中央隆起波峰带、东部波谷带、苛兰波峰带。东部波

谷带与中部波谷带的复合形成了东部波谷复合区。早奥陶世马家沟期东部盐洼区就是该波谷复合区的产物。在该

复台区还形成鄂尔多斯盆地最为重要的下古生界烃源中心。中央古隆起波峰带与中部波谷带相复合形成定边波峰

波谷复合区，使得中央古隆起在定边一带呈现出鞍状形态，从而合理解释了中央古隆起向北延伸至定边一带“断掉

了”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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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鄂尔多斯盆地下古生界赋存有丰富的钾盐及天然

气资源，有关研究历来受到广泛重视。但存在很多重

要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解释，诸如中央古隆起的形成，

东部盐洼的成因等，这些严重影响了油气勘探的纵深

发展。本文尝试用波动论对鄂尔多斯盆地早古生代构

造、沉积与古地理格局进行探讨，期望能对这些关键问

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组成地壳的岩石具有弹性、塑性和刚性表象，往往

发生波状运动和变形。物理学研究早已证明，波动现

象是物质运动的基本特征之一。唯物主义哲学也已论

证“万物皆动”及“万物皆流”。地质作用作为物质运动

的一种形式必然广泛存在有波动现象，诸如地表的起

伏，河流的弯曲，地壳的变形等都包含有波动过程，象

盆地充填，基底的升降都可以用波动方程予以描述。

本文认为波动说有其合理的一面，地壳的波状运动和

变形是客观存在的。用波动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一些复

杂的地质现象。近年来，张一伟等人在含油气盆地波

动分析方面开展了很多研究¨’2 o引起人们的重视。

2波状构造单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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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鄂尔多斯盆地及邻区早奥陶世马家沟期

沉积厚度与波状构造单元划分

Fig．1 Sketch map showing the der墒t thickn∞andⅥmve

stnKture．MajiagDu pedod of middle Ordovician．(hdos

Basin and its neighbouring am

鄂尔多斯及邻区早古生代波状构造单元划分见图2．I纬向波状构造单元

I和图2。 阴山波谷带(w1)

收稿日期：1999．03．30收修改稿日期：19994)5-03



沉积学报 第18卷

该带处于古蒙古洋南缘。古蒙古洋主要发育于早

古生代，晚古生代萎缩，在石炭一二叠纪主要表现为残

余洋盆的性质，进入中生代已完全闭合成为造山

带[3]。其规模和级别与下述伊盟波峰带(w2)、中部波

谷带(w3)相当。

J L J 2 J3 J 4 Jc翌立巫受墨磁
Wl W2 W3 W4 Wj

磕近噩娶受巫墨血
南北 [IN洋壳 圆陆壳

图2鄂尔多新盆地及邻区早奥陶世马家沟期波状

构造单元东西及南北向横剖面示意图

Fig．2 Sketch map showing the emf,s section

of east to west and norlh to south Of wave strtlcture

unit．Majiagou period of middle Ordovician

图3鄂尔多斯盐地奥陶系顶酃碳酸盐岩岩溶地貌

(据文献[4])

Fig．3 Carbonate karsl topography on top of Ordovlclam

system in Ordos Basin

伊盟波峰带(W2)

与伊盟隆起相对应。该隆起早古生代为面积较大

的隆起，一直未接受沉积，以古陆的形式存在于盆地的

北部。晚奥陶世至早石炭世风化壳形成期间为盆地北

部的岩溶高地(图3)。中石炭世以后下沉被浅水覆

盖，沉积较薄。与中部地区相比，仍然属于高地。

中部波谷带(W3)

该带在早古生代主要表现为相对于南北较高块体

之间的洼地【50】。奥陶系顶部碳酸盐岩岩溶地貌形

成阶段为横贯东西的岩溶低地【4 J。自东而西包括银

川岩溶洼地，鄂托克旗岩溶鞍地和榆秫岩溶洼地(图

3)。中石炭世华北海自东而西，祁连海自西而东向盆

地侵漫时首先贯通于该岩溶低地、8J。其后，该带成为

北陆南海(湖)的过渡部位。该部位是三角洲形成的有

利地带。从晚石炭世至晚二叠世沿该带发育多期三角

洲沉积体系(图4)。正是它们构成了盆地上古生界最

好的生储盖组合．是寻找大气田的最有利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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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鄂a、多期益地牛一叠世晚期古地理

F皎4 Sketch nlap of pMeogo)graphy of late F_trly

Pem L甜1 in lhe Ord(xs Ba．sin

渭北波峰带(W4)

以中央古隆起为主体。早古生代曾发育定边一庆

阳一黄陵一线呈“L"型展布的古隆起，呈与伊盟隆起

相对的古陆、517J。晚奥陶世至早石炭世风化壳形成

期间为盆地南部的岩溶高地。中石炭世的海侵初期，

这里呈现为高地。此期的构造古地理格局清楚地显示

出该波峰带的存在【9j。

北秦岭波谷带(W5)

该带是从晚元古代开始发育的横贯中国古陆的秦

祁昆大洋北部边缘的一部分。其范围与早古生代北秦

岭云架山一二郎坪弧后盆地lI州相当(图5)。晚古生

代则为古特提斯洋伸进中国古陆内部的边缘海槽““。

2．2经向波状构造单元

阿拉善波峰带(J1)

阿拉善为近三角形的块体，主要以古陆的形式存

在于盆地西北缘，是盆地主要物源区之一，其内部亦可

划分出次级隆坳构造单元。本文未进一步划分其内部

次级波状单元，而统一称之为阿拉善波峰带。

贺兰波谷带(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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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贺兰裂谷为主体。早古生代为贺兰拗拉槽，晚

古生代则为伸进内陆的裂谷。该带尚包括其两侧的裂

谷边缘斜坡，在东侧其范围可能包括了天环凹陷的一

部分。

中央隆起波峰带(J3)

以中央古隆起为主体。向北与伊盟波峰带复合，

向南则与渭北波峰带复合。晚古生代中石炭世的海侵

初期，这里是未接受沉积的高地。此期的古地理格局

清楚地显示出该波峰带的存在(”。该波峰带是形成

中央古隆起的主体。

／，—＼／—＼／／＼，
波形分析

困洋壳
口陆壳
圃岛弧
园陆表海
囡海洋沉积

图5鄂尔多斯及邻区"奥淘世马家沟期波状构造单元划分示意图

Fig 5 Division of wave structure unit of Majiagou period of Early Ordovician in Ord06 Ihin and its neighIx3uring“eas

东部波谷带(J4)

位于中央隆起波峰带东侧，主要组成部分有东部

盐洼。

苛兰波峰带(J5)

山西地块古生代主要为陆表海覆盖，但其水体较

相邻的东部盐洼区为浅。作为一个较阿拉善地块为大

的块体，其内部亦可划分出次级的隆坳带，苛兰一临汾

一线即为相对高的水下隆起。

3波动构造复合分折

不同构造带的叠加复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同

方向、不同时期波状构造的复合同自然界水中的波浪

相互干涉一样明显。构造的复合使得地质构造复杂多

变。通过构造复合分析能更深入理解多变的构造现

象。鄂尔多斯盆地存在非常明显的经、纬向波状构造

带复合现象。正是复合作用形成了盆地内与煤、钾盐

和天然气等资源形成有关的重要地质单元。

3．1银川一天池波谷复合区(A)

银川一天池波谷复合区为纬向的中部波谷带与经

向的贺兰波谷带的复合。发育其内的下古生界较相郐

地区要厚数百米，是重要的奥陶系烃源中心。晚古生

代，这里形成了韦洲、石咀山等烃源中心。

3．2定边波峰波谷复合区(B)

中央古隆起波峰带与中部波谷带相复合形成定边

波峰波谷复合区。该复合区最为典型的特征是一个鞍

部形态。这是因为中央隆起波峰带在与中部波谷带复

合处被后者降低了，而后者又被前者提高了，从而合理

解释了中央古隆起向北部延伸至定边一带“断掉”了这

一现象。

3 3东部波谷复合区(c)

该区为东部波谷带与中部波谷带的复合区，为盆

地内最大的坳陷。每当海平面降低时，其内海水与外

海隔绝逐渐成化，从而形成多层盐岩¨“。此外在该复

合区还形成了鄂尔多斯盆地最为重要的上下古生界两

大烃源中心【7’【3J。

4讨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动构造是发展变化的，先前的

波谷可以变成波峰，而波峰又可以变为波谷。古生代

以后，这种波动构造格局有很大的变化。最为显著的

是秦岭及阴山两大波谷变成了波峰。先期的波动系统

对后来的波动系统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多数波状构造

单元仍然保留下来，如阴山波峰带、秦岭波峰带等，只

不过其构造性质有所变化。现今鄂尔多斯及邻区地貌

呈现出的波动构造格局，是对早先波动构造的继承与

发展，这正体现出地质构造演化过程中继承与发展的

规律性。

地质作用过程中的波动现象广泛存在是不容置疑

的客观事实，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对诸多复杂地质现象

的阐明不无助益。

有关鄂尔多斯波状构造现象的成因，还难于做出

明确的结论，只能提出一些可能的分析。该经向和纬

向的波状构造属于一种巨型的横跨构造【I“。通常认

为其形成于古生代，这主要依据古生界沉积岩相和沉

积厚度变化确定的，即认定为形成构造；但如果地层厚

度变化可由后来形变构造过程中的流变作用造成，则

中新生代也可以形成由古生界呈现的横跨构造。再

者。通常认为，这种横跨构造是受到来自南、北向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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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构造力同期或非同期先后序次作用的结果。就纬

向波状构造带的原因，势必关系到北侧古蒙古洋(兴蒙

洋)和南侧古中国洋(秦祁昆仑洋)的开合作用及其后

效。如若循此思路，经向波状构造带的起因，则要从东

西方向寻找作用力了。当然，来自西南一北东和东南

--：1E西方向力的作用，完全可以造成现今方位的横跨

构造。好比中新生代的印度板块与库拉一太平洋板块

活动对华北克拉通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所产生的效

应。尽管现在认识还存在困难，但有一点值得考究：华

北克拉通作为罗迪尼亚(Rodinia)超大陆的裂解块体，

在鄂尔多斯盆地呈现的横跨构造，反映出现今呈现在

经向和纬向的方向上，发生先裂而后合的地质构造作

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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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 Structre in Paleozoie Era of Ordos Basi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Paleogeography

FANG Guo．qin91一LIU De—lian91 FENG Jian92
(I)epa^n瑚t 0t Earth＆Slmoe Sienoes。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啊．University，Hefei 230026)

2(Laazhau Institute of Ge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LanTmou 7300013)

Abstract

Undulation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models of the geological effect，the undulation motion and variation in

shape of earth crust is an geologic facts．In this paper，the undulation theory is applied to discuss the structure，de—

posit and paleogeography pattem of Paleozoic of Ordos Basin．The units of wave structure of Ordcs and its neigb—

houring areas are divided as：Yinshan wave trot】gh，Yimeng wsve crest，Central wave trough，Weibei wave crest，

Qingling wave crest，Alashan wave crest。Hdan wave trough，Central doming wave crest，Eastem wave trough and

Kelan wave crest structure belt．The compound of Central wave trough and Eastern wave trough f01T11ed eastern salt

depression This area has also formed the big center of hydrocabon soul'ce that are the rn(Ht important in under Pa—

leomie group of Ordos Basin．Central doming wave crest structure belt and Central wave trough structure belt were

formed Dinbian compound areas，which D28ke the central doming appear saddle in Dinbian．h also reasonably ex—

plains the phenomenon that Central doming is suspended in Dinbian area．

Key words wave structure Paleogeography Early Paleozoic Ordos Bas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