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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滑脱褶皱正演模型的分析，提出在时间域地震剖面中开展多滑脱构造分析和深层背斜真实性判识的方法，
主要包括利用均匀速度场对时间偏移地震剖面进行时深转换、对获得的伪深度域剖面进行构造解释和测量、利用测
量的构造起伏面积和深度开展分段相关关系分析。基于构造起伏面积-深度相关关系可开展构造层划分、滑脱面和构
造缩短量厘定以及深层构造真假判识。构造起伏面积-深度的分段性是多滑脱构造的典型特征，而面积-深度的线性不
相关可指示地层未褶皱变形或存在假背斜构造。在不考虑面积-深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分段的斜率可指示各滑脱构
造层的差异缩短量；相邻分段的交点指示了滑脱面与参考面的间距，进而厘定原始时间域剖面中的滑脱面位置。该
方法的提出有助于深入挖掘和利用时间域地震资料、明确复杂构造区的地质结构和评估深层勘探目标风险等，在准
噶尔盆地南缘和川东褶皱带应用后效果较好。图 14 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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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analysis of multi-level detachments and identification of deep-seated anticline
CHEN Zhuxin, LEI Yongliang, HU Ying, WANG Lining, YANG G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PetroChina,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forward modeling of detachment fold, this study presents a method to analyze multi-level detachment structures and
identify the authenticity of deep-seated anticlines using time-domain seismic section. The steps include the conversion of the
time-migrated seismic image into depth domain image using a constant velocity field, struc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pth seismic image,
measurement of each structural relief area and each height above reference level, plotting of area-height relationship chart with piecewise
fitting etc. The area-depth correlation can help the division of structural sequences, the definition of detachment levels, the calculation of
the tectonic shortening,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deep-seated structure. The segment area-height relationship is a feature of multi-level
detachment structures, while little or no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area and height is an indicator of non-deformation or pseudo-anticline.
Regardless of the uncertainty of area-height relationship, the segment slopes will correspond to the differential shortenings of multi-level
detachments,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adjacent segments will give the height of detachment surface above reference level and then help
define the detachment level in original time-domain seismic section. This method can make use of time-domain seismic data to determine
the geologic structure of complicated structure areas and assess risks of deep exploration targets. It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southern
Junggar and eastern Sichu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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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Junggar Basin; eastern Sichuan fold belt

引用：陈竹新, 雷永良, 胡英, 等. 多滑脱构造分析及深层背斜判识[J]. 石油勘探与开发, 2018, 45(2): 265-274.
CHEN Zhuxin, LEI Yongliang, HU Ying, et al. Structural analysis of multi-level detachments and identification of deep-seated
anticline[J].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45(2): 265-274.

0 引言

深层地质结构的分析至少存在 3 方面的影响：①构造

变形往往受滑脱层控制，可能存在深、浅层的结构差
地震和钻井资料是研究和认识复杂构造区地下地

异和多套变形层在垂向上的叠置；②深、浅层地震波

质结构的关键。勘探上获得的人工反射剖面通常是时

速纵、横向变化大，可能导致深层地震反射成像异常，

间域地震资料，利用精细速度模型进行时深转换，可

如浅构造层的强烈褶皱抬升或者异常地质体（如盐聚

以将它转变为深度域地震资料，进而逼近真实的地质

集）的发育会造成深层地震反射在时间域剖面上被异

结构，认识地下的构造圈闭。但在复杂挤压构造区，

常拉升，形成构造假象 [1-4]；③地震波的时深关系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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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精确厘定，速度模型的差异和多解性对地质结构
的解释成果有着直接的影响 [5-6]。构造的叠置、异常地
质体的发育、地震资料的异常以及处理的多解性等因
素制约着复杂构造区深层地质结构的认识，同时也给
油气圈闭的落实带来风险。
滑脱层对中国中西部地区褶皱冲断带地质结构的
影响较为显著。例如准南冲断带 [7-10]、库车冲断带 [11-15]、
川西冲断带 [16-18] 、川东褶皱带 [19-20] 等，在这些构造带
的建模中，对滑脱层的分析通常是认识深层结构的切
入点。但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多数是结合区域地质条
件来分析单滑脱变形，或者利用“面积-深度”法 [21-22]

石油勘探与开发

来定量厘定深度域地震资料中的滑脱面 [23-27] ，很少对

图1

双滑脱变形结构模型

多滑脱构造的分析方法开展研究，并对时间域资料上

深层构造的真实性（如存在假背斜）进行判断。其中，
一方面可能归因于可靠的深度域地震资料难以获得，

另一方面可能受制于深层地震资料信噪比低、成像差。
鉴于复杂构造区精确的深度域地震资料难以获
得，探讨利用时间域地震资料开展构造分析是本文研
究的出发点。本文基于一个双层滑脱结构模型，结合时
深转换模型和地震处理模型结果来分析滑脱褶皱的面
积-深度法在时间域地震资料中的适用性，提出多滑脱
构造的构造层划分、构造缩短量厘定、滑脱面位置计算
和深层背斜判识的方法，并开展相关的剖面案例分析。

1 双滑脱结构模型
预设一个双滑脱结构模型，用以检验多层次滑脱
构造中褶皱的面积-深度关系。模型厚 12 km，垂向上
分 3 个构造层：上构造层（层编号为①—⑩）的挤压
缩短量为 3 km，中构造层（层编号为

—

）的挤压

缩短量为 1 km，下构造层（层编号为 B1—B4）未变形，

图2

双滑脱模型的 St-Ht 关系

分层缩短量 3 km 和 1 km 一致。下构造层由于未变形，
表现为线性不相关和斜率为 0。
此外，从相邻构造层拟合线的交点坐标所对应的

滑脱面置于海拔5.5 km 和10.0 km（见图 1）。模型的

深度和面积来看，交点 A 指示上构造层底部滑脱面位

变形结构由构造正演模拟获得，保持各层面积、厚度

于参考面之上 6.5 km，受中构造层叠置影响的面积为

与层长等参数基本不变（各层面积误差均小于 0.3%），

4.5 km2；交点 B 指示中构造层底部滑脱面位于参考面之

模型暂不考虑构造层内部的层间剪切作用 [28-29]。

上 2 km，构造起伏面积不受下构造层影响。由此，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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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变形结构中各小层顶面的构造起伏面积（St）和

算出两个滑脱面的位置分别为海拔5.5 km 和10.0 km。

层面到预设（任意）参考面（Hr）的距离 Ht（见图 1）

分析表明，多滑脱结构模型的 St-Ht 关系呈分段性。

进行测量 [21-22]。模型中参考面 Hr 的位置为海拔12 km。

理想情况下，在不考虑层间剪切作用的变形构造层中，

尽管滑脱面深度已知，但为了通过相关关系计算来厘

St-Ht 关系通常表现为高度线性相关，拟合的线性斜率

定滑脱面的深度，因此忽略滑脱面附近分层的测量（如

可指示构造缩短量；在未变形层中表现为线性不相关，

图 1 中分层⑩— 和 ，下文同）。

其拟合相关系数和斜率为 0。

从 St-Ht 关系来看（见图 2），二者的线性关系与模
型的 3 个构造层分别对应，呈分段特征。上构造层和中
构造层的线性拟合斜率分别约为 3 和 1，与模型预设的

2 时深转换双滑脱模型
基于图 1 的地层结构模型和预设层速度，采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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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自收方式地震正演模拟获得时间域剖面（见图 3a）。

换会加大深度刻度和时间刻度之间相互换算的难度，

其中，上、中、下 3 个构造层均出现褶皱构造的形

因此，利用均匀速度场进行时深转换是最简单、最有

态，尤其是中构造层和下构造层几乎为同步的褶皱变

效的模式。经过简单时深转换后的深度域剖面是一种

形。与图 1 模型相比较，图 3a 反映出在多层构造叠置

伪深度剖面，其与时间域剖面的结构形态基本一致，

的情况下时间域剖面有可能存在构造假象。如果没

仅垂向比例发生了变化，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地下地质

有准确的速度场资料，很难将这一时间域畸变恢复到

结构。这种均匀速度场时深转换的意义在于方便深度

真实的结构状态或者消除构造假象。因此，在时间域

刻度和时间刻度之间的相互换算，最终可以将分析结

剖面中分 析 滑 脱 面 深 度 和 判 识 深 层 背 斜 的 真 假 极 为

果标定回时间域剖面中。

必要。

应用 4 000 m/s 的均匀速度场，将时深转换获得的

为了对时间域数据开展面积-深度分析，需要取得

时间域剖面模型（见图 3a）转换为伪深度域剖面结构

相应的深度数据。基于均匀速度场和构造层速度场的

（见图 3b），参考面海拔 Hr 为14.92 km（见图 3b），

时深转换均是可行的。利用构造层速度场开展时深转

并开展 St、Ht 测量和统计分析（见图 4）。

石油勘探与开发

图3

时深转换双滑脱模型

图 4 与图 2 的分段特征相似，3 组分段与 3 个构造

征可以厘定叠加构造的分层性，利用各分层数据的相关性

分层分别相对应，分段线性拟合的斜率指示上、中、下

可判识背斜构造的真实性。其中，真实变形的构造层将表

构造层的缩短量分别为 3 km、1 km 和 0 km。通过相邻

现出线性相关，且线性拟合的斜率可指示构造缩短量，

构造层拟合线的交点坐标 A（4.34，19.26）和 B（1.14，

而假背斜构造往往表现出线性不相关或斜率趋近于 0。

16.06）可计算出两个滑脱面分别位于剖面中未变形区

3 反射地震处理的时间域双滑脱模型

版权所有

域的海拔10.58 km 和13.78 km（见图 3b）。

但上述计算获得的海拔10.58 km 和13.78 km 并

不同于时深转换模型，勘探上的地震处理实际上

不代表真实的滑脱面位置。由于研究关注的是时间域

包含不断消除构造假象的复杂过程。本文对构造模型

剖面，因此，可以通过速度场反算获得时间域剖面中

（见图 1）进行地震正演处理，得到水平叠加时间剖面

的滑脱面位置为 6.79 s 和 8.39 s，与预设的滑脱面位置

（见图 5a）和叠后偏移时间剖面（见图 5b）。水平叠加

一致（见图 3a）。这一结果证明，上述的处理和分析对

时间剖面在结构上整体与时深转换模型相似，在深层存

时间域剖面中滑脱面的厘定是有效的。

在畸变（见图 5a）
。经过多次偏移处理后获得的叠后偏移

分析表明，对于时深转换时间域数据，结合均匀速度

时间剖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深层畸变的幅度，但并不

场的时深转换得到伪深度数据通过 St-Ht 关系的分段特

能保证完全消除影响（见图 5b）
。因此，对于这种叠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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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偏移剖面，仍有必要判识其深层背斜构造的真假。
以 2 000 m/s 的均匀速度场，对叠后偏移时间剖面
（见图 5b）进行了时深转换，并由地质人员根据地震
同相轴的连续性对地震剖面做出构造解释（见图 6）。
由于叠后偏移剖面的波组复杂，解释的结构和分层特
征并未严格参考初始模型。因此，模型被重新划分为
14 个小层，但结构上，之前的中、下构造层在解释剖
面中无明显区分（见图 6）。
设置参考面海拔 Hr 为10 km，并对 14 个小层分别
开展 St、Ht 测量和统计分析（见图 6、图 7）。分析结果
显示，模型的 3 个构造层可以通过数据的 3 个分段关系

石油勘探与开发

清晰划分，且分段拟合的直线斜率与初始模型的预设值
近似（见图 7）。下构造层的斜率为 0 意味着该层本质上
并未发生变形，因而可以推断下构造层所表现出的背斜

图4

构造是由于速度拉升造成的假象（见图 5、图 6）。

时深转换模型的 St-Ht 关系

图5

双滑脱模型的反射地震处理结果

能通过相邻构造分层来估算滑脱面所处的位置范围。
如图 7 中的阴影部分宽度指示两个滑脱面的位置可能
分别处于海拔5.86～6.38 km 和8.00～8.31 km，反

版权所有

算回时间域剖面（见图 5b），则分别对应 5.86～6.38 s
和 8.00～8.31 s。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由于中、下构

造层的层面解释未严格参考初始模型，可能导致测量
的面积被严重低估。对于这种情况，滑脱面位置需要
综合上述估算结果、地震剖面现象以及地质依据进行
确定。
综上所述，对于叠加偏移的时间剖面，尽管可能

反射地震处理模型的深度解释剖面

存在地震处理和结构解释上的一些复杂性和不确定

然而，与图 2 有所不同的是，相邻线段之间没有

性，但对于叠加构造的分层特征是可以厘定的，且适

图6

相交点，因而不能精确计算滑脱面位置（见图 7），只

用上文提出的深层背斜构造真假的判识依据。

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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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上述技术方法的应用。
4.1 准噶尔盆地南缘某构造的时间地震剖面分析
以过准噶尔盆地南缘某构造的 1 条时间地震剖面
为例（见图 8a），其结构自上而下整体表现为宽缓的背
斜。为了厘定该构造中可能的滑脱层位置和判识深层
背斜的真实性，研究应用 5 000 m/s 的均匀速度进行时
深转换，并开展构造解释（见图 8b）。
虽然该剖面结构简单，但其 St-Ht 关系复杂（见图
9）。根据其数据分段特征，可划分出 4 个构造层（见
图 9）。其中，由①—④小层组成的上构造层和由⑤—
小层组成的中构造层均表现为线性负相关（R<0），这

石油勘探与开发

在构造上可能与同构造的生长地层相关 [27,30] 而非滑脱

作用的构造分层。对于以白垩系为主的下构造层（ —

图7

反射地震处理模型的 St-Ht 关系（阴影宽度区间内发育滑脱面）

小层），线性拟合斜率指示该构造层约有 1.2 km 的变

形缩短。对于深部底构造层，尽管其结构形态在剖面

4 实例分析

上表现出与下构造层一致，但相关系数和斜率趋近于

选取准噶尔盆地南缘和川东褶皱带的 2 条二维时
间域地震剖面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方便研究者更好地

0，意味着其背斜形态并非真实的背斜构造，而是速度
拉升造成的假象。

版权所有

Q—第四系；N2d—新近系独山子组；N1t—新近系塔西河组；N1s—新近系沙湾组；E2— 3a—古近系安集海河组；E1— 2z—古近系紫泥泉子组；
K2d—上白垩统东沟组；K1tg—下白垩统吐谷鲁群；J2— 3—中—上侏罗统；J1—下侏罗统；PreJ—前侏罗系

图8

准噶尔盆地南缘某构造的地震及地质解释剖面

此外，结合下构造层和底构造层分段拟合直线的交

变形缩短（见图 8a），而滑脱面之下的中—上侏罗统并

点 A（2.5，3.7）
（见图 9）计算出滑脱层位于海拔11.5

未发生褶皱变形。该剖面中存在中—上侏罗统呈背斜

km（见图 8b），对应时间剖面中 5.2 s 的位置。

形态的构造假象。

构造分析表明该构造整体显示有 1 个滑脱褶皱变
形，并有两期生长地层记录。滑脱面位于下白垩统底

4.2 川东褶皱带某构造的时间地震剖面分析
对川东褶皱带某滑脱构造带的 1 条时间地震剖面

部（5.2 s 处），与区域上对该套滑脱层的认识是一致的。

（见图 10a）进行分析。经 4 000 m/s 均匀速度时深转换

剖面中滑脱面之上的白垩系构造层发生了约 1.2 km 的

和构造解释后，获得伪深度域剖面（见图 10b），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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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与滑脱作用相关的上、中、下 3 个构造层。
St-Ht 关系图中参考面海拔 Hr 设置于7.20 km，数
据的 3 分段关系与结构剖面中 3 个构造分层相对应
（见图 11）。3 个分段的拟合直线交点为 A（3.14，2.69）
和 B（2.30，0.80），对应指示伪深度剖面中两个滑脱
面分别位于参考面之上 3.14 km 和 2.30 km，即滑脱面
位于海拔4.06 km 和4.90 km 处。将此结果反算回时
间域剖面（见图 10a），获得两个滑脱面分别位于 2.03 s
和 2.45 s 的位置。
对于中、上构造层，线性拟合的相关性和斜率指
示它们分别发生了 2.25 km 和 0.98 km 的缩短构造变形
（见图 11）。其中，中构造层的构造缩短大于上构造层，

石油勘探与开发

可能与中构造层的挤压楔入作用有关。下构造层中拟
合的斜率为 0，指示该层在该时间剖面中的背斜构造是

图9

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某构造的 St-Ht 关系

图 10

假象，真实深度结构中应未发生褶皱变形。

川东褶皱带某构造的地震及地质解释剖面

传统上，它可以通过构造解释提供地下地质结构的信
息。但这些信息在可靠性和定量性方面是有限的，尤
其对于复杂构造区而言，结构上的多构造层叠置和深
层的虚假构造信息可能导致勘探目标不落实。
本研究基于模型正演和勘探实例解剖提出了一种
在时间域地震剖面中开展构造分析的方法。其处理过

版权所有

程主要包括对时间域剖面进行均匀速度的时深转换、
对获得的伪深度域剖面进行地震构造解释和测量、利
用测量的构造起伏面积和距参考面距离开展分段相关
关系分析等。综合分析，该方法对于解析多滑脱构造
是适用的。如在受多滑脱或多层次构造叠置影响的地

图 11

川东褶皱带某构造的 St-Ht 关系

5 讨论
5.1 时间域地震资料的多滑脱构造分析
时间域地震资料是油气勘探中常用的基础资料。

质结构中，通常可以表现出分段的相关性（或不相关
性）；不考虑层间剪切作用，真实的构造变形中起伏面
积和距参考面距离将表现出一定的线性相关（其正相
关斜率通常代表构造缩短量），而虚假的构造变形则表
现出线性不相关（相关系数和线性斜率趋近于 0）。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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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利用时间域地震资料，

的地质结构通常是分层的，对应的 St-Ht 关系在理想条

从中提取出更多确切的构造信息，用以区分构造分层、

件下也将会表现出分段的相关性（R>0 为正相关），且相

厘定构造层的缩短量、量化滑脱面位置、判识深层构

邻分段的交点通常与滑脱面所处的位置有关，分段拟合

造的真实性。这有助于复杂构造区的地质结构解析和

的斜率指示构造层的缩短量（D），斜率越大则构造层

深层勘探目标风险评估。

的缩短量越大。缩短量大于 0（D>0），意味着构造层

5.2 时深转换速度模型的有效性

存在挤压缩短，而等于或趋于 0 则意味着地层未变形。

严格说来，对时间域地震数据进行时深转换需要

利用 St-Ht 关系区分的多滑脱构造层，相邻构造层

依赖准确的速度模型。但这在多数情况下难以实现。

之间的变形缩短必然存在差异。因此，根据构造缩短

实例分析表明，应用均匀速度对多滑脱构造的分析是

量的变化，多滑脱的构造分层可能存在多种配置关系

可行的。均匀速度便于时间域和深度域的地震数据在

（见图 12a—12c）。对于自上而下分 3 个构造层Ⅰ、Ⅱ

比例上进行简单的互算，且不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和Ⅲ的模型，图 12a 和图 12b 均表明层缩短量自上而

石油勘探与开发
但并非所有的速度模型都适用于时深转换处理。

下减少（DⅠ >DⅡ >DⅢ ），但图 12a 的下构造层（Ⅲ）存

例如，本文曾尝试利用水平层状速度模型和垂向梯度

在构造变形（DⅢ >0），而图 12b 的下构造层（Ⅲ）则未

速度模型来开展时深转换和多滑脱构造分析，但发现

发生变形（DⅢ =0，RⅢ =0）；图 12c 的配置中 DⅠ <DⅡ 说

所得到的伪深度剖面存在很严重的结构畸变，其 St-Ht

明中构造层（Ⅱ）的缩短量大于上构造层（Ⅰ），这一

的相关关系极不合理。因此，基于水平层状速度模型

模式与川东地区的实例（见图 11）相类似。

或垂向梯度速度模型的时深转换在多滑脱构造分析中

然而，并非所有的构造层叠置都与滑脱作用相关。

并不适用。

从准噶尔南缘的实例中可以发现，除滑脱构造分层外，

5.3 多构造层叠置结构中的 St-Ht 关系

St-Ht 的负相关（R<0）可以揭示由生长地层或披覆地层

在多滑脱挤压构造中，由于滑脱面的分隔，剖面上

所组成的构造层（见图 9）。在滑脱构造中，如果同时

版权所有
R>0（正相关）对应滑脱构造；R<0（负相关）对应生长或披覆地层；R 等于或趋于 0 为未变形

图 12

多构造层叠置结构模型的 St-Ht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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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生长或披覆地层 [30]，St-Ht 关系往往是复杂多变的
（见图 12d—12f）。在图 12d 的 3 个构造层Ⅰ、Ⅱ和Ⅲ
中，构造层Ⅰ由生长或披覆地层组成（RⅠ <0），Ⅱ为滑
脱构造层（RⅡ >0），Ⅲ为未变形层（RⅢ =0）；在图 12e
和图 12f 的 4 个构造层Ⅰ、Ⅱ、Ⅲ、Ⅳ中，构造层Ⅰ和
Ⅱ均由生长或披覆地层组成（R Ⅰ <0，R Ⅱ <0），其中图
12e 的模式与准噶尔盆地南缘实例相类似，D Ⅰ <D Ⅱ <0
指示构造层Ⅰ发育期间的沉积/抬升比率较构造层Ⅱ要
小得多，而图 12f 的情况则相反。
5.4 St-Ht 关系的不确定性
基于 St-Ht 关系分析多滑脱构造，地震解释、地层

石油勘探与开发

剥蚀或测量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引起 St 或 Ht 的高估或低

估，这对于变形层滑脱面位置或构造缩短量的精确厘

Ⅰ—上构造层，Ⅱ—中构造层，Ⅲ—下构造层，Ⅱ′—面积低估的实测中

定有一定影响。

构造层，Ⅲ′—面积低估的实测下构造层，A—构造层Ⅰ和Ⅱ理想交点，

图 13 展示了 1 种中、下构造层 St 可能被低估的情

况，类似关系已出现在上文的案例中（见图 7）。

A′—构造层Ⅰ和Ⅱ′的实测交点，B—构造层Ⅱ和Ⅲ理想交点，B′—构造

层Ⅱ′和Ⅲ′实测交点，h1—理想的上滑脱面与参考面间距，h2—理想的下
滑脱面与参考面间距；h1′—面积低估实测的上滑脱面与参考面间距，
h2′—面积低估实测的下滑脱面与参考面间距

理想条件下，根据 3 个构造层Ⅰ、Ⅱ、Ⅲ的交点 A、
B 对应的深度 h1、h2 可以厘定滑脱面的位置。然而，

图 13

中、下构造层 St 被低估情况下的 St-Ht 关系

由于中构造层（Ⅱ）、下构造层（Ⅲ）的 St 被低估，它
们的实测数据分别分布于Ⅱ′和Ⅲ′，导致拟合交点 A′

Ht 的值将随测量位置的不同而变化。根据褶皱左翼地

和 B′的位置与地质解释不匹配，因而通过深度 h1′、h2′

层距参考面深度、右翼地层距参考面深度及二者的平均

不能合理地推导出滑脱面所处的位置。

深度建立 St-Ht 关系（见图 14b）。对于上构造层而言，

深度 Ht 被高估或低估的情况通常可能出现在原始

3 组 St-Ht 关系的线性拟合斜率左翼小（1.824）、右翼

地层非水平或不等厚的结构中。据此可建立一个底部

大（2.383），只有按平均深度拟合的斜率（2.068）与

非水平、上部地层不等厚的滑脱褶皱模型（见图 14a）。

褶皱的缩短量相吻合。如果以构造缩短量为检验标准，

其中，上构造层褶皱缩短量为 2.068 km，下构造层未

对于原始地层非水平或不等厚的褶皱变形，在其 St-Ht

变形，滑脱面倾斜。由于剖面中地层非水平展布，褶

关系中 Ht 的高估可导致构造缩短量被低估，反之则导

皱左、右两翼的地层距离参考面的深度是不一致的，

致构造缩短量被高估。

版权所有
图 14

非水平地层结构的挤压滑脱模型及 St-Ht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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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中，构造层的配置模式可能是多样的，包含了滑

[6]

HERRON D A. Pitfalls in seismic interpretation: Depth migration
artifacts[J]. The Leading Edge, 2000, 19(9): 1016-1017.

[7]

汪新伟, 汪新文, 马永生. 准噶尔盆地南缘褶皱-冲断带的构造变

脱构造的叠置和生长地层或披覆地层的叠置等。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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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Xinwei, WANG Xinwen, MA Yongsheng. Characterist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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