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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 GIS 技术引入含油气盆地研究中 , 阐述了盆地古构造重建的数学建模方法 , 并将该方法与 GIS 集

成 ,扩展了 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 ,建立了基于 GIS 的盆地古构造重建模型 , 实现了盆地古构造重建的数据输

入 、管理 、分析 、处理和可视化表达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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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造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构造格局是盆地模拟

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盆地构造演化史研究 、

油气运移路径模拟的基础 ,在含油气盆地研究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目前盆地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基

于区域构造背景和构造运动期次的古构造演化史

分析只能提供古构造演化方面的定性描述 ,如何

根据现有的地质记录较准确地恢复地质历史时期

某一构造面的古构造格局 ,实现古构造面貌的可

视化表达已成为当今人们普遍关注的研究方向。

笔者曾提出了一种利用回剥分析重建古构造格局

的方法[ 1] ,但该方法只实现了古构造重建的数据

定量处理 ,对处理结果的图形表达只能借助其他

软件实现 。近年来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 ,

GIS技术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其方便快捷的多源

数据采集与输入功能 、强大的地图编辑与空间数

据管理功能 、独特的多种空间分析方法 ,以及直观

的图形和属性数据的可视化表达方法正广泛应用

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 ,在油气勘探领域 ,

GIS的应用才刚刚起步 ,主要涉及基于 GIS 的石

油勘探图形的显示与管理等方面[ 2 , 3] , GIS 的强

大空间分析功能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特别是在

将石油地质定量分析方法与 GIS 集成解决油气

勘探领域的深层次问题方面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尚

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 。本文将 GIS 技术引入含

油气盆地研究中 ,将盆地古构造重建的数学建模

方法与 GIS集成 ,建立了基于 GIS的盆地古构造

重建模型 。

1　盆地古构造重建数学建模

基于 GIS 的盆地古构造重建是建立在石油

地质理论与GIS技术紧密结合的基础上 ,是两种

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石油地质理论是重建盆地古

构造格局的理论基础 ,盆地古构造重建中的相关

算法来源于基于具体石油地质理论指导下的数学

建模 ,而 GIS 为求解这些数学问题提供了技术支

持 ,是古构造重建中数据的输入 、分析处理及分析

结果可视化表达的平台。以现今地质记录为基础

的古构造重建是一个构造反演的过程 ,目前 ,除了

一些基于一定石油地质理论的定性描述方法外 ,

重建盆地古构造格局的定量或半定量方法一般有

两种:①平衡剖面复原法 ,这种方法只能恢复沿一

定剖面方向的构造发育史;②基于回剥分析技术

的古构造恢复法[ 1] ,该方法可以建立不同地质历

史时期盆地某一构造面在三维平面内的古构造格

局。显然 ,后者更能直观准确地反映盆地的古构

造演化历史。本文以回剥分析技术为基础 ,建立

了盆地古构造重建的数学模型 。

回剥分析(backst ripping analysis)是 20 世纪

70年代末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定量的盆地分析

技术 ,该技术最初是基于盆地沉降史定量分析提

出的
[ 4～ 6]

, 随后被应用于盆地分析的其他领

域[ 7～ 9] 。本文提出的盆地古构造重建首先从单

个点入手 ,求取过去一定地质历史时期给定构造

　收稿日期:2002_10_18。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0272060)。

DOI :10.13203/j.whugis2003.02.014



面的古海拔深度 ,然后通过某种插值算法拟合该

构造面的几何形态 。可见 ,其关键是构造面的古

海拔深度的求取 ,可借鉴回剥分析中的沉积物去

压实技术实现 ,其数学建模过程如下。

　　考虑二维平面内的一点 P(x , y)(相当于盆

地内位于该点的钻井井位),通过钻井揭示地下某

一地层 1的顶底海拔深度分别为 H1 和 H 2 ,计算

层 1底面在层 1 沉积期末的古海拔深度 H′2(图

1)。事实上 ,由于沉积物压实效应的影响 , H 2 -

H1 通常不等于 H′2 -H′1 ,图 1自左而右表明了

沉积和压实过程 ,将这一沉积压实过程视为一种

可逆过程 ,即通过去压实(回剥)的方法将上覆地

层剥去(图 1中自右向左),与此同时 ,恢复各沉积

等时面的古海拔深度 。

图 1　去压实过程示意图

Fig.1　Successive Stages in a Decompacted Exercise

　　统计分析表明 ,任一深度(H)处的孔隙度

(Υ)随深度的变化满足指数关系 ,即

Υ= Υ0e
-cH

式中 , Υ0为沉积物位于地表时的孔隙度;c 为压

实因子。

显然 ,去压实前该沉积体的孔隙体积(V w)可

用下式表示:

Vw =∫
H
2

H
1

sΥ0e
-cHdH

式中 , s为沉积层底面积。

上式积分后得:

V w =
sΥ0

c
(e

-cH
1 -e

-cH
2)

相应地 ,沉积物骨架体积(Vs)为:Vs =V -Vw ,

V 为沉积体总体积。

如果考虑单位截面的某一沉积体(S n =1),

则以上体积关系式可转换为深度关系式:

Hs =ΔH -H w = H2 -H 1 -

Υ0

c
(e

-cH
1 -e

-cH
2) (1)

式中 , Hs 、H w 、ΔH 分别为去压实前单位截面上骨

架体积 、孔隙流体体积和沉积体总体积 。

同理 ,去压实后 ,沉积物骨架体积可表示为:

H′s =H′2 -H′1 -
Υ0

c
(e

-cH
1 -e

-cH
2)(2)

式中 , H′s 为去压实后单位截面上的骨架体积。

假设沉积物在压实过程中体积的改变导因于

沉积物中孔隙流体体积的变化 ,而沉积物骨架体

积保持不变 , H′s=Hs ,即

H′2 -H′1 =H 2 -H1 -
Υ0

c
(e-cH1 -e-cH

2)+

Υ0

c
(e-cH′

1 -e-cH′
2) (3)

通过式(3)可以计算出层 1底面在层 1沉积期末 P

点处的古海拔深度 H′2 ,采用迭代法可方便地对上

式求解。显然 ,对于二维平面内任一有钻井控制的

点均可通过上述方法求得该点处的古海拔深度。

值得指出的是 ,以上所求得的古海拔深度是

相对于现今海平面而言的 ,如果需要获得相对过

去海平面的古海拔深度 ,则需要估计过去各地质

时期相对于现今的海平面变化量 。不过 ,不同的

参照面标准只影响不同时期古海拔的相对变化

量 ,而不影响同期的古构造形态 ,因此 ,通常以现

今海平面为参照标准来简化计算。

2　基于GIS 的盆地古构造重建模型

模型是人类对事物的一种抽象 。人们为了解

决复杂的空间问题 ,也试图建立一个简化的模型 ,

来模拟空间分析过程 ,通常称为空间分析建模。

它是通过作用于原始数据和派生数据的一组顺序

的 、交互的空间分析操作命令 ,对一个空间决策过

程进行的模拟[ 10] 。GIS 支持下的盆地古构造重

建涉及原始数据输入与建库 、数据的分析处理 、

DEM 生成及结果的三维可视化显示等过程 ,其分

析流程如图 2所示。

2.1　原始数据输入与盆地古构造重建数据库建

立

盆地古构造重建所需要的原始数据主要包括

每个井点的井位位置坐标 、各井的录井和测井数

据。井点位置坐标可通过两种方式输入:①以收集

到的井点井位分布图为基础数字化输入;②根据钻

井完井报告提供的井位坐标键盘输入。各井录井

和测井数据需要通过统计整理形成统一格式后通

过键盘输入计算机。以上数据构成了盆地古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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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数据库的主体。盆地古构造重建数据库由若

干属性表组成 ,主要包括钻井基本参数表 、声波测

井数据表 、砂泥岩百分含量表 、沉积时间序列表和

古海拔深度表 ,各表包含的字段见表 1 ～表 5。

原始数据

输入

古构造重

建数据库 →

↑

钻井

基本

参数

表

声波

测井

数据

表

砂泥

岩百

分含

量表

沉积

时间

序列

表

古海

拨深

度表

回归 ←

↑

泥岩孔隙度

深度关系

砂岩孔隙度

深度关系

↑空间分析

古海拨深度
存储

↑ 空间插值

古构造面 DEM

可视化

↑ ↑ ↑ ↑

T 1 时刻古构造再造图 T2 时刻古构造再造图 …… Tn 时刻古构造再造图

图 2　基于 GIS 的盆地古构造重建模型

Fig.2　Basin Palaeotectonic Reconstruction Model Based on G IS

表 1　钻井基本参数表

Tab.1　Basic Parameters of Drilling Well

井点号 X 坐标 Y 坐标
层位 1

底深

层位 2

底深
…
层位 n

底深

No.1 … … … … … …

表 2　声波测井数据表

Tab.2　Sonar Log Data

井点号 岩性 深度 声波时差

No.1 … … …

表 3　砂泥岩百分含量表

Tab.3　Centesimal Content(%)of Sandstone and

Mudstone in Stratum

井点号 层位 砂岩含量 泥岩含量

No.1 … … …

表 4　沉积时间序列表

Tab.4　Deposition Time Sequence

层位 起始沉积时间/Ma 结束沉积时间/Ma

层位 1 … …

层位 2 … …

… … …

层位 n … …

　　以上各表中 ,表 1 ～ 表 4 由原始数据输入时

建立 ,表 5用于存储空间分析处理后的结果 。对

于同一地区 ,表 4一旦建立后一般不再改变 ,而表

1 ～ 3可随着盆地钻井的增加实时更新。由于只

涉及点的位置信息 ,通常每个点的 X 、Y 坐标都

为定长字段 ,将反映井点空间位置信息的 X 、Y

坐标放在钻井基本参数属性表中存储管理。
表 5　构造面古海拔深度表

Tab.5　Structural Surface Palaeo_depth

Relative to Sea Level

井点号 层位 1沉积末 层位 2沉积末 … 层位 n 沉积末

No.1 … … … …

2.2　空间分析及构造面古海拔深度求取

空间分析是基于地理对象的位置和形态特征

的数据分析技术 ,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是 GIS 区

别于其他信息系统的显著特征之一[ 10] 。然而 ,一

个面向大众的 GIS 软件通常提供的是一些通用

的空间分析模型 ,无法满足特定 GIS 用户的所有

需求 ,但一些商品化程度较高的 GIS 软件大都具

有二次开发功能 ,以便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

建立以实际用户工作环境为基础的应用模型 。在

基于 GIS 的盆地古构造重建中 ,除了应用空间数

据查询 、统计分析等常规空间分析方法外 ,通过二

次开发 ,将前述盆地古构造重建的数学建模方法

嵌入到 GIS的空间分析模型中去 ,对 GIS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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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功能进行扩展 ,生成古构造重建模块 ,以满足

盆地古构造重建的需要。

为求取构造面古海拔深度 ,首先以“岩性”为检

索字段在盆地古构造重建数据库中的声波测井数

据表中分别检索出砂岩和泥岩的深度和声波时差 ,

通过回归分析拟合砂岩和泥岩孔隙度和深度变化

关系(即求取式(3)中的 Υ0和 c值),然后结合钻井

基本参数表和砂泥岩百分含量表中的相关数据 ,运

用古构造重建模块求取各井点不同时期的古海拔

深度 ,将结果存入古构造重建数据库中的构造面古

海拔深度表中 ,供生成古构造面 DEM 使用。

2.3　DEM 生成与古构造面形态再造

以上获得的不同时期的古海拔深度(H)与相

应点在二维欧氏空间的平面坐标(x , y)共同确定

了三维空间的一个惟一点 ,代表相应时期特定构

造面在该点的空间定位。这些点是三维空间的一

些离散点 ,无法表征古构造面在三位空间的连续

变化 ,为了再造盆地古构造面在三维空间的构造

形态 ,笔者借鉴了 GIS 生成三维地形表面的方

法 ,从古构造重建数据库构造面古海拔深度表中

提取同一时期同一构造面的古海拔深度作为“原

始”采样点的“高程” 值 ,并以“井点号”作为关键

字段从钻井基本参数表中检索出相应井点的位置

坐标 ,通过空间插值运算生成该时期该构造面的

数值高程模型(DEM)。

DEM 生成后 ,利用 GIS 的三维图形显示技

术 ,通过三维到二维的坐标转换 、隐藏线 、面消除 、

阴影处理 、光照模型等技术[ 10 ,12] ,将三维空间数

据投影在二维屏幕上 ,便可实现古构造面形态的

逼真再现 。

3　应用

以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开发的 GIS 基础软件

平台 SuperM ap 提供的 GIS 二次开发控件为基

础 ,在 VB环境下开发基于 GIS 的古构造分析软

件 ,将古构造分析数学建模方法与 GIS 核心模块

集成 ,对我国南方某地区二叠系底面开展古构造

重建研究 。图 3为该地区二叠纪末 、中三叠世末 、

三叠纪末 、侏罗纪末四个时期二叠系底面的古构

造重建 ,与笔者 1999年基于回剥分析和其它图形

显示技术对同一地区的研究结果[ 1]吻合较好 ,且

与以往的方法相比 ,基于GIS的盆地古构造重建

(a)　二叠纪末　　　　　　　　　　　　　　　　　　　　　(b)　中三叠纪末

(c)　三叠纪末　　　　　　　　　　　　　　　　　　　　　(d)　侏罗纪末

图 3　我国南方某地区二叠系底古构造重建

Fig.3　Palaeo tecton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Base of Permian in Some Area o f South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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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明显存在以下优点:①由于采用了 GIS 的三

维图形显示技术 ,再造的古构造格局更直观 ,更具

表现力;②由于采用数据库形式管理原始数据和

分析结果数据 ,数据的复用 、更新非常方便。随着

盆地勘探程度的提高 ,可以随时将新增数据添加

到数据库中 ,通过 GIS 的相关操作 ,方便地对古

构造再造图进行更新;③借助 G IS 的空间叠加 、

变值运算等操作 ,可以方便地为盆地古构造演化

史的地质分析提供许多中间图件 ,使地质分析逐

渐从定性向定量发展。例如 ,将图 3中的中三叠

世末古构造图(图 3(b))与二叠纪末古构造重建

图(图 3(a))进行地图代数运算(两图对应的

DEM 相减)可以得到中三叠世二叠系底的隆升/

沉降幅度图(图 4),定量地反映该时期二叠系底

面在不同地区的差异隆升/沉降情况 。藉此可以

定量地分析沉降中心的迁移方向及构造运动强度

与盆地沉降之间的定量关系。

图 4　我国南方某地区二叠系底面中三叠世沉降幅度

Fig.4　Subsidence Amplitude of the Base o f

Permian During M iddle T riassic in Some

Area o f Southern China

4　结　语

通过将盆地古构造重建数学建模方法与 GIS

集成 ,扩展 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 ,并借鉴 GIS 的

多种三维可视化表达方法 ,不仅可以实现盆地古

构造重建的数据输入 、管理 、分析 、处理和可视化

表达的一体化 ,而且可以为盆地构造演化史分析

提供更多的定量方面的信息 ,实现分析数据的实

时更新 ,使分析结果建立在最新的资料基础之上。

同时 ,基于 GIS的盆地古构造重建的核心是特定

地质事件的数学建模 , GIS 只是为实现这些建模

方法提供了一种平台 ,地质事件的复杂性和不可

逆性决定了任何数学建模过程都只是对实际地质

事件的近似 ,分析结果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地质模型与数学模型之间的拟合程度。盆地

古构造重建的数学建模过程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

的问题 ,如对于存在明显沉积间断的地区如何正

确估计剥蚀量 ,对有较大水平位移的地区井点如

何归位等。相信随着 GIS 和盆地模拟技术的不

断发展 ,二者的结合将为解决地学领域的复杂问

题提供更加快捷 、简便 、可行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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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lly ,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 of input and output data sets in cadast ral management and

land subdivision , the paper extends the functions of popular GIS platform (MapInfo Professional

6.0)in order to demonst rate the efficiency of the new data model.The method is to create two re-

lation tables:one is Event table and the o ther is Object table(the format of Object table is TAB of

M apInfo)in database.All events should be sto red in Event table acco rding to time sequence , and

spat ial entities including spatial and at t ribute information are recorded in Object table.Through

processing the tw o relation tables ,we can display , analy ze and query simply spatio_temporal infor-

mation of entities in land management.

Key words:T_GIS;geographical event;time_varying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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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for Basin Palaeotectonic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GIS

LIU Xuefeng
1 , 2 　MENG Lingk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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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UANG Changqing

1

(1　School of Remote Sensing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C hina , 430079)

(2　Departmen t of Geoscience , Jianghan Petroleum Institute , 1 Nanhuan Road , Jingzhou , Hubei , China , 434023)

Abstract:In this paper , first , we have expounded the mathematical modeling method about basin

palaeotectonic reconstruction.Then ,we integrate this modeling method wi th GIS in order to ex-

pand the spatial analysis functions of GIS.Finally , a basin palaeo tectonic reconst ruction model

based on GIS has been made ,which includes a series of procedures , such as data_input ,build_up of

palaeotectonic reconst ruction database , spatial analysis , generation of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of palaeotectonic surface , visualization expression of DEM , and geological analy sis of

palaeotectonic reconstruction map in different geological history period.As a case of application ,

using the model proposed in this paper ,we has successfully reconst ructed the palaeotectonic f rame-

works of the base of Permian in some area of souther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Permian , Middle

Triassic , Late Triassic and Middle Jurassic , respectively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with the re-

search productions w e obtaine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backst ripping analysis method and

o ther g raphic display techniques in the same area in 1999 , it is clear that reconstructing the basin

palaeotectonic pat tern based on GIS can no t only g ain satisfactory results , but also has a lot of ad-

vantages in aspects of graphic display , renewal of data and g raphics , and assistance geological anal-

y sis.

Key words:GIS;basin;palaeotectonic;spatial analy sis;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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