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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渭北隆起带重磁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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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安石油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2. 甘肃省地矿局第二地质矿产
勘察院，甘肃 兰州 730020；3.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 通过对研究区已有重、磁测量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结合钻井、地质、电法及地震等成果，
讨论了重磁异常分布特征，具此推断断裂构造，划分研究区的构造单元，预测油页岩有利区。研
究结果表明，鄂尔多斯盆地渭北隆起地重磁场具有“东高西低、中间高南北低、高低相间”的基
本特征；主断裂呈北东向展布，近东西向和北西向等次级断裂切断了主断裂，形成了“多”字形
分布的构造特征；根据重磁场特征在南北向和东西向上的显著差异，渭北隆起带可划分为宜君-黄
龙断坡带、土桥-照金断褶带、彬县-灵台褶皱带、麟游-永寿褶皱带、耀县-澄城断褶带和合阳-澄城
断隆带 6 个构造单元。宜君-黄龙断坡带和耀县-澄城断褶带三叠系面积广、分布稳定、沉积厚度大、
烃源岩丰富，是寻找三叠系延长组油页岩层勘探目标的有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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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field in Weibei uplift of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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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neatened and studied the gravity and magnetic measurement data in the study area. It used
these data in combination with drilling, geological, electrical and seisimic results in the study area.The distribution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ies have been discussed, the faulting structures have been speculated, the tectonic
units of the study area have been divided and the favourable areas for oil shale have also been predict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ravity and magnetic fields have the following basic features: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high in the center and low i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the high and the low are alternated”.The main fault of the
study area is NE-trending .Nearly EW and NW-trending secondary faults cut off the main fault, forming
“多”-shaped tectonic features.According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north-south and east-west, Weibei uplift can
be divided into 6 tectonic units, such as Yijun-Huanglong ramp zone, Tuqiao-Zhaojin fault fold belt, Bin county-Lingtai fold belt, Linyou-Yong shou fold belt, Yao county-Chengcheng fault-fold belt, Heyang-Chengcheng
fault-uplift belt. Trissic in Yi jun-Huanglong ramp zone and Yao county-Chengcheng fault-fold belt has wide area,
distributional stability, large sedimentary thickness and hydrocarbin source rocks. They may be favourable exploration target zones for Triassic Yanchang Formation in the study area.
Key words: favourable areas for oil shale; faulting structure; gravity and magnetic field features; Weibei uplift; Ordos
basin

鄂尔多斯盆地是一个稳定沉降、坳陷迁移、扭
[1]

是鄂尔多斯盆地晚三叠世延长期的沉积中心，也是

动明显的多旋回内陆沉积克拉通类含油气盆地 。

烃源岩最发育的地区之一。渭北隆起南以渭河盆地

渭北隆起带位于鄂尔多斯盆地南缘，渭河盆地北侧，

北缘大断裂为界，北部与陕北斜坡相接，西部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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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坳陷逐渐过渡，东与晋西挠褶带逐渐过渡。该区

渭河地区隆起加剧，三叠系遭受强烈剥蚀。喜马拉

构造位置特殊，矿产丰富，有油、气、煤、铀等多

雅运动使研究区主要表现为差异抬升，拉张断陷作

种能源共存。由于该区黄土覆盖、沟壑纵横，地质

用对印支期和燕山期构造进行了改造。渭北地区以

研究工作程度相对较低，研究区及邻区的油气勘探

抬升、剥蚀为主，渭河地区沿渭河断裂、秦岭北缘

至今尚无大的突破，其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勘探初期

断裂等断裂发生拉张断陷，形成渭河断陷盆地，各

阶段，具有很大的勘探潜力。

断块之间差异升降，接受沉积。各期次构造运动形

近年来，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调中心在鄂尔
多斯盆地南部渭北隆起带铜川地区开展油页岩资源

成的构造变形，即具继承性又有发展性，最终形成
现今的构造面貌 [2-4]。
渭北隆起经历了多期不同的构造作用，区域地

评价时，在施工验证钻井中获长 41.3 m 的含油岩心，
这一发现意味渭北隆起带不失为重要的油气勘探靶

质构造面貌比较复杂。区内断裂、褶皱较发育，成

区。本文在结合前人资料和研究区成果的基础上，

排性强，发育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南部挤压构造变

通过系统收集、整理、分析研究相关部门已有的重

形剧烈，中生界遭受大量剥蚀；北部地区没有发生

力和航磁资料，推断了断裂构造，探讨了重磁异常

明显的构造变形，地层发育较齐全；从南向北构造

成因，划分了构造单元。该研究对进一步评价渭北

规模由大到小，构造变形由强逐渐减弱；断裂和褶

隆起带三叠系油气地质条件与油气资源前景，具有

皱的走向基本为近东西向、北东向、北北东向或北

一定的参考意义。

西向。

1
1.1

研究背景

地质背景
渭北地区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活动构造带(秦
岭造山带)与稳定地块(鄂尔多斯地块)的过渡带，是
多个性质不同的大地构造单元的复合部位。渭北隆
起总体呈近东西-北东东向展布，且略向东南凸出的
弧形地带。区内地层发育齐全，依次出露有太古界、
中上元古界、下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上古生界
石炭系中、上统、二叠系、中生界三叠系、侏罗系、
下白垩统及新生界等，全区整体缺失志留系、泥盆
系、石炭系中、上统沉积，上古生界石炭–二叠系与
下伏下古生界呈不整合接触 [2-4]，且由南向北、由东
到西出露地层时代具由老变新的特点。下古生界以
海相碳酸盐岩沉积为主，上古生界石炭系、二叠系
山西组以海陆交互相含煤沉积为主，其后转变为陆
相碎屑沉积，其地层厚度总体自北向南迅速减薄。
研究区的基底是由前期的火山岩及沉积岩等经过吕
梁运动后形成的变质基结晶底 [3]。
研究区经历了印支旋回、燕山旋回和喜马拉雅
旋回多期次不同性质的构造作用而发展起来，表现
出一系列的挤压、抬升构造变形事件，具有多演化
性、多期性和叠加性的特点。印支运动在研究区表
现为隆升作用，造成渭北地区大面积抬升并遭受剥
蚀；渭河断裂此时应为挤压性质，与渭北地区及北
秦岭一起组成挤压逆冲断裂系统，构造变形程度较
微弱。燕山运动不但继承和加强了印支期的构造运
动的特点，而且发生了较强烈的逆冲推覆抬升作用，
形成了较完整的褶皱逆冲断裂带。燕山运动末期，

1.2

物性参数特征
研究区岩石密度和磁性测定结果主要来源于陕
西地质调查中心编写的《西安及邻区深部构造与地
震关系研究》中密度和磁性测定统计结果。研究区
密度由新到老其密度大致呈增大趋势。根据地层密
度变化情况，在研究区内划分出 4 个主要密度层和
3 个主要密度界面：第一密度层为第四系，平均密
度值为 1.65×103 kg/m3；第二密度层为新近系-古近
系密度，平均值为 2.40×103 kg/m3，与第一密度层之
间存在 0.75×103 kg/m3 的密度差，是区内的第一密度
界面；第三 密度层为中 生界地层， 密度平均值 为
2.52×103 kg/m3，与新生界地层平均密度 2.22×103 kg/m3
之间存在 0.30×103 kg/m3 的密度差，此为第二密度界
面；从统计结果来看，古生界、元古界、太古界之
间，无明显密度差，可将其地层规划为同一密度层，
平均密度为 2.72×103 kg/m3，与中生界地层之间构成
区内第三密度界面，剩余密度为 0.20×103 kg/m3。
研究区内新生界—古生界沉积地层呈无磁性或
弱磁性，侵入岩具有较强的磁性，而且从酸性-中性基性岩，磁 性逐渐增强 。酸性岩类 磁化率一般 为
848×10–6 ×4πSI，中酸性岩的磁化率为 1 290×10–6×
4πSI，中性岩的磁化率 3 000×10–6×4πSI，而基性岩
的磁化率最高达 12 300×10–6 ×4πSI。剩余磁化强度也
具有从酸性到基性逐渐增大的较严格趋势；且明显弱
于 磁 感 ， 基 性 岩 的 剩 余 磁 化 强 度 一 般 值 为 170×
10–3A/m。太古、元古界老变质岩磁性中等，磁化率为
1 870×10–6×4πSI，剩余磁化强度为 369× 10–3 A/m。
由此可见，本地区利用重力资料研究岩体岩性
变化及空间分布和推断地质构造具备可靠的物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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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地磁场信息利用的物性基础较为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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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南北低、高低相间”的基本特征。渭北隆起北东
向条带状重力高向南西呈斜坡状逐渐减小，并与南

重磁场特征及断裂构造

侧重力低形成明显的梯级带，反映了基岩面的起伏，

2.1

区域场特征
通过对已有 1︰20 万及局部地区 1︰10 万重力
资料的收集整理，编制了研究区的布格重力异常图
(图 1a)，可以看出研究区布格重力异常等值线走向
宏观呈北东向展布，重力场具有“东高西低、中间

说明了渭北隆起基底大幅抬升。根据重力异常值的
特征推测该区基底由西南向北东呈凹、凸分布；重
力高值区与低值区之间发育的密集梯级带和区内发
育的重力异常等值线同形扭曲部位，推断该区断裂
发育、构造复杂。

(a)布格重力异常图

（b）航磁 ΔT 化极异常图

图 1 布格重力异常图和航磁 ΔT 化极异常图
Fig.1

Map of Bouguer gravity anomaly and map of the magnetic ΔT anomaly

对已有 1︰20 万及局部地区 1︰10 航磁资料进
行化极处理(地磁偏角：–2.979 度，地磁倾角：53.264
度)，得到航磁 ΔT 化极异常图(图 1b)，可以看出研
究区航磁 ΔT 化极异常等值线的走向分布总体趋势
与布格重力异常相一 致 。 即 走 向 宏 观 成 北 东 向 展
布，磁力场亦具有“东高西低、中间高南北低、
高低相间”的基本特征。磁力梯级带或正负异常
过度带与重力梯级带基本吻合。磁异常值的变化
分布主要与岩浆活动、断裂活动和磁性地质体的
分布及埋深有关。

(a)剩余重力异常图

图2
Fig.2

2.2

局部场特征
通过对研究区重磁资料的处理，得到了剩余重
力异常图和剩余航磁异常图(图 2)。由图 2a 可以看
出，渭北隆起的剩余重力异常有 3 个特点：a. 重力
高、重力低的平面形态为长条状，东西向长，南北
向短；b. 由南向北重力低、重力高成带相间分布；
c. 异常高值走向在乾县以北-铜川-合阳之间呈 NE
向，在合阳-宜川之间呈 SN 向；在高值带两侧有低
值分布。局部重力异常的发育特征反映研究区局部
构造发育，且由西向东呈带状分布，可能是南北向

(b) 剩余航磁化极异常图

剩余重力异常图和剩余航磁化极异常图

Map of residual gravity anomaly and map of residual aeromagnetic anom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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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的断裂、隆起及凹陷，隆起上有多个高点，凹
陷内有多个沉积中心，隆起与凹陷之间发育有断裂。

a. 渭 北 隆 起 北 缘 断 裂 (F1)

· 117 ·

位于渭北隆起北

缘，总体走向呈北东向，是渭北隆起和陕北斜坡的

由图 2b 可以看出，研究区局部磁异常发育，航

分界断裂。该断裂为逆断层，规模大、构造活动性

磁 ΔT 剩余异常的走向及平面形态与重力异常的走

强，地表断裂不连续 [3] 。在旬邑走向北东向，断面

向及平面形态基本一致，在研究区东侧形成“n”形

倾向南南西，其倾角为 40°~50°。在宜黄走向为北东

的异常带。结合图 2a 可以发现，大部分重力剩余异

东向，断面倾向南南西，倾角较陡，达 50°。在宜

常与磁力剩余异常平面位置和形态对应较好，如在

川走向为北东向，断面倾向南南西，倾角约为 35°。

富平-蒲城-合阳一带的重力高与磁力高基本对应。

在布格重力异常图和航磁 ΔT 化极异常图上渭北隆

不同之处在于，部分地区发育重力高的范围磁力异

起引起的北东向高值带的北西侧存在一个明显的梯

常不发育或发育磁力高地区重力异常不发育，如在

级带。在不同滤波尺寸剩余重力异常图及不同半径

韩城北侧磁力高对应重力低。这种现象说明：渭北

垂向二阶导数图上表现为重 力 高 与 重 力 低 的 梯 级

隆起磁性体发育，基底岩性不均匀，可能发育有强

过渡带，在水平一阶 0°、45°、135°方向导数图上

磁性岩体；部分局部重磁异常为同源异常，即重力

表现为正或负异常的极值连线，在重力水平总梯度

高、磁力高为高密度和高磁性的岩石引起；部分局

图上为极大值连线。该断裂是中、新生代渭北隆起

部重磁异常为异源异常，即引起局部重磁异常为不

和鄂尔多斯盆地的分界断裂，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鄂

同岩石岩性引起。

尔多斯南缘燕山期构造带与鄂尔多斯稳定地块的

2.3

边界断裂。

断裂构造
为了提取重磁场反映的断裂构造信息，对重磁
场分别进行了垂向二阶导数、水平一阶导数 0°、45°、
90°、135°及水平总体度计算，同时结合布格重力异
常、航磁 ΔT 化极异常及局部异常等图件，分析各
种图件上反映的各种明显变化特征和线性构造息。
在此基础上，结合分析地质背景以及在研究区完
成的钻井和地震成果，进而推断出研究的断裂构
造体系。

b. 渭 河 盆 地 北 缘 断 裂 (F2)

位于渭北隆起南

缘，为渭北隆起与渭河盆地之间的边界断裂。北盘
古生界和中生界地层中发育逆断层，南盘陷入渭河
盆地，上覆第四系黄土。该断裂为北升南降的高角
度正断层，构造活动复杂、规模大、活动期长，近
期仍在活动。在乾县走向为北东向，渭北北山下古
生界灰岩与第四纪沉积物接触；断裂北侧为中更新
统以上地层，南侧有较厚的第四系及上新统分布，
表明该断裂近期仍在活动。在耀县—白水走向为北
东向，倾向东南，在主要断裂附近往往还分布着一
系列的次要断裂，这些断裂断开新近系-古近系，在
局部地带形成垒、堑构造，并控制了新生界的沉积。
在合阳走向为北东向，断面倾向东南，倾角较陡，
为 60°~80°，下古生界灰岩与第四系接触，可见断层
崖和断层角砾岩 [3]。该段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
二叠系岩层陡立，由一系列雁列倒转的背向斜和逆
掩断层组成。钻孔资料揭示，断裂南北两侧新生代

图3
Fig.3

重力水平总体度与断裂分布叠加图

Superposition of the total gradient of gravity anomaly
and faults in Weibei area

沉积厚度相当巨大，北侧基岩埋深浅，大部分地区
接近或出露于地表；南侧在东部同渭河断裂共同组
成固市凹陷。在布格重力异常图和航磁 ΔT 化极异常图

研究区共推断出 17 条断裂(图 3)，这些断裂按

上断裂南东侧为低值带，断裂北西侧表现为高值带，断

走向可明显分为北东向、近东西向和北西向等。区

裂表现为密集梯级带。在不同滤波尺寸剩余重力异常图

内断裂交错复杂，形成了以北东向为主干，近东西

及不同半径垂向二阶导数图上表现为重力高与重力低

和北西向斜交分布的“多”字形分布的构造特征，

的梯级过渡带，在重力水平总梯度图上为极大值连线，

显示了研究区内构造活动的多期性和复杂性。主断

在水平一阶 0°、45°、135°方向导数图上表现为正或负异

裂 F1、F2 呈北东向展布，规模大、延伸距离长，是

常的极值连线。在地质图上表现为渭河盆地新生界与北

主要控制渭北隆起的大断裂。

山古生界露头的接触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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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解释
为了进一步对渭北地区的构造特征进行深入研

究，确定渭北隆起的中新生界的分布、断裂展布特
征及其相邻构造单元的接触关系，结合研究区地质、
钻井和地震资料，选择了两条南北向重力异常剖面
并结合航磁 ΔT 化极异常进行了定量拟合解释(剖面
位置见图 1)。
a. AA′剖面

该剖面(图 4)由南向北，布格重力

异常显示为低-高-低的特征，航磁 ΔT 化极异常显示
为高-低-高。南端渭河盆地整体重力异常值较低，
最低值接近–140×10–5 m/s2，新生界巨厚的沉积导致
整个盆地重力异常值较低。根据拟合结果显示，渭
河盆地中固市凹陷新生界最厚为 6 000 m，平均在
3 000 m 左右，发育第四系、新近系以及古近系，新

图4
Fig.4

近系厚度大。推测渭河盆地可能存在石炭–二叠系、
奥陶系以及其他地层。渭河盆地航磁 ΔT 化极异常特
征与重力异常呈负相关，整体航磁 ΔT 化极异常较高，
尤其是蒲城一带，航磁异常明显，该异常推测是磁
化强度较大的太古界片麻岩引起。渭北隆起重力异
常值高，最高值接近–100×10–5 m/s2，是由基底隆起
产生，导致整个隆起重力异常值较高。根据拟合结
果显示，渭北隆起中-新生界被剥蚀 [5]，地表出露有
三叠纪和石炭–二叠纪。石炭–二叠纪地层，平均厚度
为 2 000 m，地层向南翘北倾。渭北隆起航磁 ΔT 化
极异常特征与重力异常呈负相关，整体航磁 ΔT 化极
异常较低，推测该区磁性体发育，基岩磁性呈不均匀
分布。该异常是磁性较弱的酸性、中–酸性岩浆岩引起。
剖面北部陕北斜坡重力异常值与磁异常值都较低。
b. BB′剖面 该剖面(图 5)结合大地电磁解释剖面[6-8]

AA'重力异常拟合剖面图

Fitting profile AA' of the gravity anomaly

图5
F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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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重力异常拟合剖面图

Fitting profile BB' of gravity anom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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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强等: 鄂尔多斯盆地渭北隆起带重磁场特征
b. 土 桥 -照 金 断 褶 带

进行拟合，走向近南北向，布格重力异常显示为高-

该断褶带北邻庆阳单

低-高的特征，航磁 ΔT 化极异常亦显示为高-低-高。

斜，南邻耀县-澄城断褶带，西与彬县-灵台褶皱带

南端渭北隆 起整体重力 异常值较高 ，最高值接 近

相邻，呈北东东向展布的不规则条带，布格重力异

–5

2

–130×10 m/s ，推测是由基底隆起引起，形成该区

常值和航磁 ΔT 化极异常值均较小，反映基底埋深

地层向南翘升，导致整个隆起重力异常值较高。南

较深，上覆盖层较厚。带内从东南向西北依次出露

端航磁异常较低，推测该异常是磁性较弱的酸性、

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该带经历多次构造活动，

中-酸性岩浆岩引起。渭北隆起整体航磁 ΔT 化极异常

局部构造发育。
c. 彬县-灵台褶皱带

较低，表现弱磁或无磁。北部陕北斜坡重力异常值在

位于渭北隆起西部，老

富县—甘泉段重力值较高，最高达–135×10–5 m/s2，该

龙山-圣人桥断裂以北，彬县-官庄断裂以西。区内

异常推测是由密度较高的岩浆岩沉积引起。航磁 ΔT

东部出露有侏罗系和三叠系，西部出露白垩系，地

化极异常与重力异常呈负相关，整体航磁 ΔT 化极

表无断层显示。受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冲断带影响，

异常值为负值，最低值接近–140 nT，该异常推测是

发育有一些规模较大背斜，轴向基本为近东西向。
d. 麟游-永寿逆冲带

由沉积的中-新生界弱磁性地层和磁化强度较弱的
中等变质火山-沉积岩和浅变质粗碎屑-碳酸盐岩

[6]

引起。

4

该逆冲带位于渭北隆起

的西南部，属于华北板块南缘对冲构造系，有向北
逆冲的叠瓦状冲断构造特征。由北部圣人桥断裂和
南部乾县斜坡北缘断裂围成三角形区域，南部出露

构造单元划分

地层有奥陶系和寒武系，走向近东西。该带具有长

关于渭北隆起构造单元的划分，前人提出过多

期复杂的区域构造背景和发展历史，经历了不同时

种方案(张军等，1995；毛明陆，1997；陈五泉等，

期、不同构造层次的构造叠加，具有长期复杂的区

2008)。前人划分构造单元更多考虑渭北地区构造特

域构造背景，使得现今的地质构造十分复杂。

征在南北向上的差异。笔者根据重磁资料并结合地

e. 耀县-澄城断褶带

该带西南端以口镇断层

质、钻井和地震等资料，考虑了渭北隆起构造特征

为界，与麟游-永寿逆冲褶皱带相邻，南以渭河地堑

在南北向和东西向上的显著差异。渭北隆起带可划

北缘断裂为界限，是本研究区中的高隆起地带，呈

分为宜君-黄龙断坡带、土桥-照金断褶带、彬县–灵

北东向展布。布格重力异常值和航磁 ΔT 化极异常

台褶皱带、麟游–永寿褶皱带、耀县–澄城断褶带和

值均较大，反映基底隆升，上覆盖层较薄。该带在

合阳–澄城断隆带 6 个构造单元(图 6)。

耀县以东主要出露奥陶系，在耀县以西主要出露二
叠系，石炭系、三叠系也有分布，但二叠系和三叠
系受剥蚀比较严重，残存较少。该带受燕山运动和
喜马拉雅运动构造活动强烈影响，部分地层发生强
烈变形，造成内部构造复杂。
f. 合阳-澄城断隆带

该带南以渭河地堑北缘

断裂为界限，北与宜君-黄龙断坡带，东与吕梁隆起
相接，是本研究区中的最高隆起地带，呈北东向展
布。布格重力异常值和航磁 ΔT 化极异常值均较大，
受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构造活动强烈影响，该
带发生差异升降，即北升南降，渭北地区以抬升、
图6
Fig.6

渭北地区构造单元划分图

Division of tectonic units in Weibei area

a. 宜君-黄龙断坡带

位于渭北隆起北缘，北

剥蚀为主，渭河断陷盆地以沉积为主。该带出露地
层主要有三叠系延安组、石炭系、二叠系，以及有
少量奥陶系和寒武系地层。

临陕北斜坡，总体呈北东向条带展布，为一向陕北
斜坡呈断坡状断褶。由南向北，由构造复杂的隆起

5

油页岩有利区预测

断块转变为构造简单的西倾大单斜。该带新生界地

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油页岩资源最丰富的盆地

层遭受剥蚀，在地表主要出露三叠系延长组，形成

之一。研究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南部，是鄂尔多

于印支运动期，在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期强烈，

斯盆地晚三叠世延长期的沉积中心，烃源岩丰富且

中生界和上古生界均强烈变形。

厚度大，油页岩资源规模巨大且自生自储。其油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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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层位主要分布在中生界，三叠系延长组是主要产

褶带中生界三叠系面积广、分布稳定、沉积厚度大、

出层位。近几年，渭北地区油气勘探又取得了重大

烃源岩丰富，是寻找三叠系延长组油页岩层勘探目

进展

[9-14]

标的有利带。

。

渭北隆起三叠系延长组长 10-长 7 油层组沉积期
为湖进期，表现为纵向上的正旋回沉积和平面上各
期岸线逐步向外扩张的特征，其中在长 7沉积期，湖
盆进入全盛时期，面积最大，几乎覆盖了整个盆地，
湖水深度较大，南部达30~50 m，形成浅湖-半深湖

致谢：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地质调
查局西安地调中心、陕西省地矿局第二综合物探大
队相关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在修改过程中审稿
专家亦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
一并表示感谢！

相的大型生油坳陷，由于此时湖盆沉积环境稳定，有
利于有机质的保存[11-13]。研究区三叠系延长组油页岩埋
3

深在2 000 m 以内，平均密度为1.81 g/cm 。三叠系延
长组长7油页岩分布面积广，厚度较大，分布稳定，含
油率较高，可形成大型—特大型油页岩矿床[9-11]。
通过对研究区地层发育、构造体系以及结合石
油地质特征的研究，认为渭北隆起内宜君-黄龙断坡
带和耀县-澄城断褶带三叠系沉积厚度大、分布稳
定、分布范围广，其中三叠系深度在 2 000 m 以内，
最厚可达 2 000 m(图 4)，可形成良好的油页岩分布
层。另外，根据剖面 BB'(图 5)可知，三叠系深度与
剖面 AA'深度大致相同，厚度可达 1 500 m，且分布
稳定。因此，渭北隆起内宜君-黄龙断坡带和耀县澄城断褶带可形成面积广、分布稳定、沉积厚度大、
烃源岩丰富，可能是寻找三叠系延长组油页岩层勘
探目标的有利带。

6

结 论
a.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活动构造带(秦

岭造山带)与稳定地块(鄂尔多斯地块)的过渡地带，
经历多演化阶段、多沉积体系、多原型盆地叠加以及
多期次构造运动改造，最终形成北升南降地质面貌。
b. 区内构造变形强烈，断裂褶皱发育。共推断
出 17 条断裂，这些断裂按走向可明显分为北东向、
近东西向和北西向等。区内断裂交错复杂，形成了
以北东向为主干，近东西和北西向斜交分布的“多”
字形构造特征，显示了研究区内构造活动的多期性
和复杂性。
c. 根据在南北向和东西向上显著的差异，渭北
隆起带可划分为宜君-黄龙断坡带、土桥–照金断褶
带、彬县–灵台褶皱带、麟游–永寿褶皱带、耀县–
澄城断褶带和合阳–澄城断隆带 6 各构造单元。
d. 渭北隆起宜君-黄龙断坡带和耀县–澄城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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