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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海北部陆缘深水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等多种资源分布及资源潜力与其深部地

壳岩石圈结构构造特征,尤其是地壳浅表层沉积盆地类型及成盆机制等存在时空耦合配

置关系及成因联系,亦是目前油气及水合物地质勘探研究调查部门和学术界重点关注领

域.基于海洋地质调查地质地球物理资料和油气勘探开发成果,综合分析了南海北部陆

缘深部岩石圈地壳结构构造特征,借鉴陆缘伸展地壳拆离薄化新模式的理念,阐明深部地

壳结构构造特征与深水盆地的时空耦合配置关系,进而揭示了深水盆地成因及其与深水

油气及水合物成藏等的成因联系及资源效应;预测陆坡Ｇ洋陆过渡带深水及超深水盆地油

气资源潜力与勘探前景优于陆架浅水盆地,且水合物资源潜力巨大,是我国海洋油气勘探

可持续发展与油气储量接替的重要战略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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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南海是东南亚陆缘具有典型大洋地壳的最大

边缘海,由于处在欧亚、印Ｇ澳及太平洋Ｇ菲律宾三

大板块汇聚区之特殊大地构造位置,故其大陆边

缘新生代盆地在我国含油气盆地中具有特殊的重

要性和战略地位.鉴此,本文以南海北部陆缘为

代表,重点对其深水盆地深部地壳岩石圈结构构

造特征及成因机制与资源效应等进行分析探讨.
长期以来南海北部陆缘油气勘探及研究均主

要集中在陆架浅水区,海洋地质调查虽然涉及范

围较广,但亦是陆架浅水区及周缘的地质调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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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研究程度相对较高.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

止在南海北部主要盆地已勘探发现油气田及含油

气构造１１９个(含６个深水气田),其中,在生产油

气田６５个(油田４８个、气田１７个).油气总产量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一直保持在２３００万t油当量/年

左右的油气产能,且这些油气田群均主要分布于

陆架浅水区,在南海北部基本上构成了“北油南

气”的油气分布格局[１Ｇ２].然而与南海北部陆架浅

水区相邻的广阔陆坡及洋陆过渡带深水区(水深

３００/５００m~４０００m),其油气勘探及研究程度较

低,虽然近年来深水油气勘探及天然气水合物勘

查均获得了重大突破和长足进展,先后陆续勘探

发现了６个大中型气田和３个储量规模相当于大

气田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探明油气储量规模达

４０亿t左右油当量.总体上,深水区油气资源

潜力大,但油气勘探及研究程度均非常低,属于尚

待深入开拓的我国海洋油气勘探可持续发展及海

洋油气资源滚动接替的重要战略选区,亟需加快

勘探及研究步伐,加大深水油气及水合物勘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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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与研究力度[３].因此,对于南海北部陆缘深水

区的区域构造地质条件及深部地壳岩石圈结构构

造特征与地壳浅表层沉积盆地类型及成盆机制的

时空耦合配置关系,以及与深水油气及天然气水

合物等常规与非常规油气资源相关性及其成因联

系等研究,毋容置疑是目前油气产业界和学术界

的焦点及热点问题.鉴此,本文将以海洋地质调

查地质地球物理资料解释和油气勘探开发中积累

的成果资料分析为基础,结合部分探井资料,综合

分析研究南海北部陆缘深部岩石圈地壳结构构造

单元的基本地质特征,借鉴陆缘伸展地壳拆离薄

化新模式的理念[４],阐明其深部地壳结构构造特

征与浅表层沉积盆地尤其是深水盆地的时空耦合

配置关系,进而揭示深水盆地成因机理及其与深

水油气及水合物成藏等的成因联系及其资源效

应.

１　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区深部地壳结
构特征

　　南海周边陆缘从陆架浅水区到陆坡深水区及

洋陆过渡带均发育有众多不同类型的大中型沉积

盆地,其油气资源分布及资源潜力与不同成因类

型盆地沉积充填特点及展布规模,尤其是深部地

壳结构构造特征等存在成因联系及相关性.限于

目前掌握的地质地球物理资料及研究程度,笔者

以南海北部陆缘为研究区,根据该区地球物理资

料处理解释所获最新成果,重点围绕其陆缘深部

地壳岩石圈结构及不同构造单元地质特点、地壳

厚度与地壳性质的区域演变过程等基本地质特征

进行初步分析探讨.

１．１　南海北部陆缘地壳岩石圈结构构造特征

在南海北部陆缘正常陆壳与正常洋壳之间,
地壳岩石圈总体上主要表现为由陆向海的楔状体

和楔形薄化的形态特征,且地壳岩石圈表层发育

了一系列规模不等的 H 地块、大型拆离断层、伸
展外来体和边缘高地等丰富多彩的构筑陆缘地壳

结构的特殊地质体[５].依据南海北部陆缘地壳岩

石圈厚度变化、地壳拉伸程度和盆地结构构造特

征,从陆缘区到中央洋盆方向,自北而南可以将其

陆缘地壳岩石圈划分为近陆缘区的近端带、远陆

缘区的细颈化带、远端带和洋陆转换带(OCT)４
个主要构造单元[６].

其中,近端带为第１个陆缘地壳岩石圈结构

构造单元.其靠近南海北侧的华南大陆及周缘物

源区,古珠江三角洲物源供给体系和古红河三角

洲物源供给体系是其主要的物源供给区,亦即近

端带处在靠近华南陆缘区的浅水陆架区范围,故
其物源输送供给充分,该区地壳厚度(即基底之下

地壳厚度,以下均同)较厚,一般均在３２km 左

右,基本上接近华南大陆地壳平均厚度.在浅水

陆架区的珠江口盆地北部珠一坳陷和琼东南盆地

北部隆起及坳陷带地壳厚度有所减薄,属于减薄

型陆壳,故其地壳厚度为２０~３２km,地壳拉伸系

数＜１３[５Ｇ６].在其上覆地壳浅表层(盆地基底以

上)则往往形成了以陡倾正断层为边界断层所控

制形成的地堑或半地堑盆地群,且古近系裂陷期

沉积充填的陆相沉积厚度大,新近系裂后海相坳

陷期沉积充填较薄,即以裂陷期湖相沉积充填为

主而裂后期的海相沉积物较薄甚至缺失.南海北

部陆缘近端带构造单元展布面积较大,包括珠江

口盆地北部珠一和珠三坳陷及东南部潮汕坳陷和

台西南盆地北部、琼东南盆地北部隆起及坳陷带

和南部隆起区等.
从陆缘区向洋盆方向自北而南的第２个陆缘

地壳岩石圈结构构造单元为细颈化带.该带分布

于从陆架坡折带开始到外陆坡深水区的广大区

域,由陆坡向南部中央洋盆方向,由于南海北部陆

缘深部地壳厚度,在该区域急剧变化减薄到２０~
１０km,故其地壳拉伸系数迅速增大为 １５~
３０[５Ｇ６],且地壳莫霍面大幅度抬升并向陆缘倾斜

非常明显,其倾角达到３５°.此区域即为南海北

部陆缘深部地壳从陆坡深水区始向洋盆延伸的第

２个结构构造单元———细颈化带.该带以“上凹

型”大型拆离断层发育为其最突出特点,且局部可

见到中地壳岩石剥露现象.该时期断陷盆地形成

演化与沉积充填规模及展布,虽然早期亦受陡倾

正断层控制发育一些半地堑断陷盆地,但中晚期

均主要受控于拆离断层活动及发育演化过程影

响,亦即大型拆离断层控制了主裂陷期的沉积充

填及断陷盆地的发育展布.这种拆离断陷盆地展

布规模较大,不仅裂陷期盆地陆相沉积充填厚,而
且盆地裂后期海相坳陷沉积亦比较厚[７],其构造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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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样式具有从近端带的小幅度掀斜断块向大幅

度旋转的拆离断块转变的特点.珠江口盆地中南

部白云凹陷和琼东南盆地东南部长昌凹陷及西南

部乐东Ｇ陵水凹陷等即是发育在深部岩石圈细颈

化带地壳之上的较典型且规模较大的拆离断陷盆

地.
第３个陆缘地壳岩石圈结构构造单元即远端

带,其处在下陆坡之外沿洋盆方向到洋陆过渡带

内侧之范围.根据任建业等[６]研究,该构造带地

壳拉伸强烈,地壳厚度相对较薄(＜１０km),地壳

拉伸系数(＞３０)总体大于细颈化带.该区域通

常出现强烈活动的大型伸展拆离断层[７];同时,伸
展外来体和剥离地体等也是该带较普遍的构造类

型.在这一区域地壳上部形成的浅表层盆地以饥

饿型海相沉积充填为主,但是沉积充填弱.例如,
位于北部陆坡的琼东南盆地东南部长昌凹陷与珠

江口盆地南部深水区荔湾凹陷是陆缘远端带单元

所形成的断陷盆地,其沉积充填规模相对较小,且
属于欠补偿沉积.

第４个陆缘地壳岩石圈结构构造单元即洋陆

过渡带(OCT).该带处于远端带之外向中央洋

盆过渡的超深水区,其内侧与远端带衔接而外侧

则与中央深海洋盆相连.橄榄岩蛇纹石化地幔是

洋陆过渡带典型特征所组成[８].虽然目前南海北

部陆缘的这种OCT尚未被IODP钻探所证实,但
通过南海北部陆缘至中央洋盆及西南次海盆不同

地震剖面分析解释与推测[９Ｇ１１],该区的 OCT带具

有明显的成分莫霍面和地震莫霍面即所谓的“双
莫霍面”特征,表明其存在的可能性较大.尚须强

调指出,南海北部陆缘 OCT宽度较窄,据地质地球

物理资料解释及推测表明,莫霍面附近组成不仅包

含有蛇纹石化橄榄岩地幔,还有可能出现由强烈的

岩浆侵入体及基底杂岩形成的边缘高地[６].

１．２　南海北部陆缘地壳薄化基本特点

众所周知,岩石圈系统中的莫霍面、康拉德面

等重要地质地球物理界面,盆地结晶基底及大型

断裂系统是划分地壳岩石圈结构与表征其构造特

征的重要标志及依据.任建业等[６]在分析南海北

部陆缘基底岩石地球物理特征基础之上,通过统

计地球不同圈层岩石密度,提出以３３gcm－３

的密度界面作为划分莫霍面(Moho)的标准,而以

２６５gcm－３作为划分康拉德界面的重要依据.
同时,利用重磁震联合反演方法确定了地壳、上地

壳及下地壳的深度和厚度,然后通过有效的深反

射长电缆地震反射资料及权威的地壳速度等资料

校正核实了这些数据[６].根据以上分析划分原则

及判识依据,结合地震地质解释及重磁反演结果,
南海北部陆缘地壳厚度总体变化特征及地壳薄化

趋势是:处在近陆缘的陆架浅水区即近端带岩石

圈地壳较厚,一般为２２~３０km;其中位于该区域

内的珠江口盆地珠一坳陷及珠三坳陷属于减薄型

陆壳,地壳厚度较薄,为２２~２４km;而离陆缘较

远的珠江口盆地南部珠二拗陷及台西南盆地南部

中部坳陷陆坡深水区即细颈化带岩石圈地壳厚度

较薄,一般在２０km 以下;在远端带及 OCT 区

域,地壳因强烈薄化而进一步减薄,其厚度薄至

１０km 以下;往南再到３km 以下的深海中央洋

盆区,则其地壳厚度进一步减薄至５km 左右,属
于典型大洋地壳.总之,从近陆缘区向远陆缘区

中央洋盆方向,南海北部陆缘自北而南具有明显

的地壳薄化的区域演变特点,具有地壳性质逐渐

转变,地壳厚度大幅度减薄特征,尤其是在陆坡深

水区Ｇ洋陆过渡带超深水区的细颈化带及远端带

和 OCT区域,其地壳强烈薄化的特点更加突出,
进而在该区形成了展布规模大沉积充填厚且受控

于拆离断层的大型宽深断陷盆地,如陆坡深水区

的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和琼东南盆地中央坳陷带

西南部的乐东Ｇ陵水凹陷及华光凹陷等.另外,南
海北部陆缘地壳厚度变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在
深水Ｇ超深水区域,从近陆缘到远陆缘的中央洋盆

方向,自北而南,地壳厚度变化可大致划分为３个

地壳薄化带,并且表现出向海拓展、向陆延伸的特

征[６].①中部薄化带,主要分布在北部陆坡中段

珠江口盆地南部深水区白云Ｇ荔湾凹陷区域,地壳

厚度等值线呈 U型向陆方向内凹,地壳薄化区宽

度达到２５０km,并且具有２条分别向东和向西延

伸的薄化带分支.②向西方向薄化带,其表现为

近EW 向或 NEE向延伸主要经鹤山凹陷及西沙

海槽与北部陆坡西段琼东南盆地中央坳陷带相

连,最终地壳薄化带长度达到约５００km;③向东方

向薄化带,其通过靖海凹陷 NEE向狭窄的地壳薄

化带之后,开始与位于北部陆坡东段的台西南盆地

发育区形成的宽阔地壳薄化区相连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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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南海北部陆缘深水盆地沉积充填
特点

２．１　南海北部陆缘深水盆地区域展布特征

南海北部陆缘深水盆地(水深＞３００/５００m)主
要分布于陆坡Ｇ洋陆过渡带乃至洋盆周缘,其深部

地壳结构处在南海北部陆缘细颈化带和远端带及

洋陆过渡/转换带(OCT)构造单元,水深范围多

处在５００~４０００m 的广大区域,其中 OCT 带基

本对应４０００m 水深线.这一区域也构成了现今

深水及超深水盆地区域常规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

资源勘查区.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及超深水盆地分

布区,其西部边界以莺歌海盆地１号断层为界,向
东进入２号大型拆离断层所控制的琼东南盆地南

部中央坳陷带深水区,其深部岩石圈地壳是一个

较显著的近EW 向延展的地壳薄化带,从构造上

看,该薄化带由３条弧形次级断裂所构成的２号

拆离断层带所控制[５Ｇ６].该拆离断层带总体南倾,
产状上陡下缓,向下最终可能汇聚到沿莫霍面形

成的主滑脱带之上.受控于此构造条件,２号拆

离断层控制了该区一系列断陷盆地形成,最终形

成了大致自西向东展布的由华光凹陷,乐东Ｇ陵水

凹陷,松南Ｇ宝岛凹陷和长昌凹陷等组成的大型断

陷群(亦称拆离断陷群).陵水凹陷和松南Ｇ宝岛

凹陷的构造样式主要表现为“北断南超”的大型拆

离断层控制的滚动背斜,同时这几个凹陷也是琼

东南盆地中央坳陷带主要的生烃凹陷,为大型天

然气田的供烃来源.陵南低凸起区构成了乐东Ｇ
陵水凹陷及松南Ｇ宝岛凹陷过渡带,其主要构造样

式为受控于北部２号断裂带及南部北礁凹陷边界

铲式断裂的双向滑动背斜,该区域也是目前深水

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聚集区,获得较多油气及水

合物发现.往东从松南Ｇ宝岛凹陷再到长昌凹陷,
则转变为与上述几大凹陷结构构造相反的“南断

北超”大型拆离断陷,且南部发育的控凹边界断裂

一般表现出由多条正断层组成的阶梯式结构.再

向东通过西沙海槽即进入珠江口盆地鹤山凹陷和

白云Ｇ荔湾深水凹陷区,该区相对西部狭窄的地壳

薄化带(琼东南盆地中央坳陷带深水区),其深部

地壳薄化带显著变宽,任建业等[６]研究成果表明,

该区深部地壳主要表现为陆条构造特点,形成大

型凹陷,主要有被云荔凸起所控制并分隔的“北断

南超”的荔湾凹陷及“南断北超”的白云凹陷.由

此向东,深水区逐渐变窄,然后进入同样由中部陆

条分隔及拆离断层控制形成的兴宁凹陷与靖海凹

陷,凹陷结构及构造样式与西部邻区的白云Ｇ荔湾

凹陷非常类似,但是规模更小.再向东,即进入北

部陆坡深水区台西南盆地;依据地震剖面研究分

析,盆地深部表现为较宽的地壳岩石圈地壳薄化

区,发育较明显的拆离断层,并存在莫霍面抬升变

浅特征及可能的地幔剥露现象.由台西南盆地继

续向东则到达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及超深水盆地群

发育展布的东部边界,即马尼拉海沟俯冲带和台

湾弧陆碰撞缝合线一带.最终,在南海北部陆缘

形成了一个展布于南海北部浅水陆架区以南自西

而东分布的深水及超深水盆地群,其展布规模达

１３万km２.
总之,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及超深水盆地群主

要展布于细颈化带及远端带和洋陆过渡带乃至洋

盆区周缘.深水盆地形成演化及其分布均主要受

控于大型拆离断层活动及发育演化特征与展布特

点.尚须强调指出,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区由拆离

断层控制的大型断陷盆地群的认识突破了传统断

陷盆地的“半地堑”理论认识,即南海北部所发育

的浅水与深水盆地均为陡倾正断层控制形成的地

堑、半地堑及复合地堑盆地群的传统认识.与近

陆缘区陆架浅水“半地堑”断陷盆地相比,远陆缘

区为大型拆离断层控制形成的深水及超深水盆

地,其深部地壳结构构造特征与其浅表层盆地沉

积充填特点的时空耦合配置关系等具有明显差

异,远陆缘区重要的地质地球物理特征及构造地

质意义为:①深水/超深水盆地发育区主要分布于

地壳岩石圈细颈化带,远端带和洋Ｇ陆过渡转换带

(OTC);②深水及超深水盆地深部地壳下伏莫霍

面和软流圈顶面强烈抬升,其地壳强烈减薄,地壳

厚度非常薄,故具有比陆缘区及陆架浅水区高得

多的高地温场及高热流背景,因此有利于有机质

成熟演化生烃,且控制影响了深水区油气分布及

烃类产出类型,均主要以天然气资源为主;③由于

以莫霍面为主拆离滑脱面之大型拆离断层系统控

制形成的拆离断陷沉积与其深部细颈化带及远端

带和 OCT等地壳结构构造单元的时空耦合配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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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故在深水区形成了沉积充填及展布规模巨

大的深水及超深水盆地或坳陷.亦即地壳深部岩

石圈细颈化带及远端带和 OCT 展布特征,以及

大型拆离断层发育演化控制了地壳浅表层深水沉

积盆地展布规模及分布特点,进而决定和控制了

深水油气及水合物等多种资源形成分布与资源潜

力大小.

２．２　南海北部深水盆地构造沉积格架及充填特点

南海北部陆缘深水盆地构造沉积充填规模及

展布特点,是深水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等资源形

成的物质基础和基本地质条件.南海北部陆缘深

水Ｇ超深水盆地由于处在陆坡Ｇ洋陆过渡带及洋盆

周缘所特定的细颈化带Ｇ远端带之特殊的地壳岩

石圈位置,其与近陆缘陆架浅水区盆地所在的近

端带之地壳岩石圈构造单元相比,深水及超深水

盆地构造沉积充填规模及展布特点与陆架浅水盆

地存在明显差异(图１).其中,南海北部陆缘浅

水陆架盆地,与中国东部典型断陷盆地构造沉积

及充填特点基本一致,均具有以破裂不整合为分

界面的“断Ｇ坳”双层结构,即主要由裂陷期及拗陷

期形成的２个巨型构造层组成.其中,裂陷期大

量发育高角度板式或犁式正断层,不仅规模大并

且作为边界断层通常控制了裂陷期半地堑、地堑

及复式半地堑等构造样式的发育演化.裂后拗陷

期,构造活动减弱,以热沉降为主,多发育不受断

层控制的蝶形坳陷,沉积充填窄而深,形成系列受

边界主断裂控制的箕状断陷,控凹断层控制了沉

降沉积中心分布,并且造成不同次级洼陷之间出

现较强的分隔性,形成多凸多凹分布格局.典型

实例如珠江口盆地北部浅水区珠一坳陷及珠三坳

陷(图１)和琼东南盆地北部浅水区的崖北凹陷及

崖南凹陷,地震剖面揭示的凹陷结构均属于高倾

正断层控制形成的地堑及半地堑和一些次级洼

陷,其沉积充填物以裂陷期湖相沉积为主,裂后海

相沉积较薄,盆地总体沉积充填规模相对较小(图

２).因此该区油气及大中型油气田的烃源供给系

统均主要来自裂陷期形成的始新统湖相烃源岩.
南海北部远离陆缘的陆坡Ｇ洋陆过渡带深水盆

地,由于处于细颈化带及远端带的地壳岩石圈

强烈薄化区,控凹断层主要由大型拆离断裂所

组成,由于多组上陡下缓的犁式断层向下汇聚

到同一大型拆离面,故构成了倾向大陆的大型

拆离断裂系统,进而控制了凹陷构造样式和沉

积充填规模及展布.如珠江口盆地南部陆坡深

水区白云凹陷和琼东南盆地西南部乐东凹陷沉

积充填规模及展布特点即是其典型实例.这种

大型宽深断陷的沉积充填规模巨大,坳陷面积

近万平方千米,基底最大深度超过万米亦即其

上覆沉积充填厚度超过万米以上[１２].裂陷早期

凹陷结构以大型复式半地堑为主,裂陷晚期则

为断拗式结构(早断晚拗)特征,形成了具有同

一沉积中心的大型碟形拗陷(图２),进而为大型

三角洲含煤岩系Ｇ湖相烃源岩形成发育奠定地质

基础,亦为深水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提供

了充足的烃源供给条件.

图１　南海北部陆缘地壳岩石圈结构与地壳浅表层盆地展布规模及时空耦合配置关系(据文献[２]修改)

Fig．１　Sturctureofthecrustanddistributionofthecrustalshallowbasins
inthenorthernSouthChinaSea(modifiedafterreference[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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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南海北部陆缘西部浅水陆架区半地堑盆地与深水陆坡区拆离断陷盆地展布规模对比(据文献[２５]修改)

Fig．２　Comparisonofthedistributionscaleofthedetachedriftbasinsinthedeepwaterslopeareaand
thehalfgrabenbasinsintheshallowwatercontinentalshelfonthewesterncontinentalmargin

ofthenorthernSouthChinaSea(modifiedafterreference[２５])

３　南海北部陆缘深水盆地成因机制
与资源效应

３．１　深水盆地成因机制分析

前已论及,根据南海北部陆缘深部地壳岩石

圈结构构造特征与地壳厚度及性质,尤其是莫霍

面深度等参数,由北向南从陆缘区到中央海盆的

变化规律及特点,可以将其划分为华南陆缘正常

陆壳(厚３０~３２km)物源区、邻近华南陆缘陆架

浅水区减薄型陆壳(２０~３２km)即近端带、深水

陆坡薄化型陆壳(２０~１５km)即细颈化带和陆坡Ｇ
洋陆过渡带混合型地壳(１５~６km)即远端带及

OCT.南海北部深水及超深水盆地(水深为５００~
４０００m)位于陆坡深水区及洋陆过渡带乃至洋盆

超深水区,其深部地壳岩石圈结构构造单元均属

于细颈化带及远端带和洋陆过渡带(OCT),因此,
其与近陆缘的近端带陆架浅水区盆地(水深＜
５００m)相比,具有地壳薄、地壳性质递变、莫霍面

浅、地壳强烈薄化等显著特点,且剖面上由陆向海

地壳厚度总体上呈楔形体变薄或尖灭.正是在这

种深部地壳岩石圈结构构造之特殊构造位置的地

质背景下,造成了其深水及超深水盆地成因机制

与陆架浅水盆地存在明显差异.根据南海北部陆

缘陆坡及洋陆过渡带深水及超深水盆地展布与其

下伏深部地壳岩石圈薄化演变过程的时空耦合配

置关系,可以综合判识确定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及

超深水盆地形成演化,主要经历了以下３个重要

演化阶段及主要裂陷幕[２,１３Ｇ１４],与陆架浅水区盆

地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其所经历的以上陡下缓大型

拆离断层活动为特征的强烈裂陷作用即裂陷期的

第２裂陷幕,在近端带陆架浅水盆地基本上未发

生或缺失.很显然,在这种地壳减薄的强烈伸展

区沉积充填最厚的陆相断陷及晚期海相坳陷沉积

物,构成了规模巨大的生烃凹陷(如展布规模超过

万平方千米的白云凹陷和乐东Ｇ陵水凹陷及华光

凹陷),进而为该区深水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资源

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烃源物质基础,提供了优越的

油气成藏地质条件.以下重点对南海北部陆缘深

水盆地形成的３个主要裂陷幕(裂陷期)进行分析

阐述:
(１)初始裂陷幕

晚白垩世—古新世,南海北部陆缘地壳岩石

圈厚度相对较大,主要发生纯剪切模式伸展构造

活动,形成了以陡倾正断层为控凹边界断层所控

制形成的一系列“半地堑盆地”.同时,受岩石圈

结构及强度差异的控制,形成了 NE向隆坳相间

的展布格局.南海北部陆缘珠江口盆地北部珠一

坳陷及珠三坳陷古新统神狐组杂色砂泥岩和北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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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盆地诸凹陷古新统长流组杂色及紫红色砂泥岩

是这种初始裂陷幕形成的主要产物.南海北部陆

缘深水区勘探程度低,受控于探井探测深度,目前

尚无探井钻达该初始裂陷幕产物.
(２)主裂陷幕(拆离控制裂陷期)
古新世末期—始新世中晚期,南海北部陆缘

深水区进入主裂陷幕活动期,由于处在细颈化带

及远端带地壳强烈薄化区,该阶段以上陡下缓控

制断陷盆地沉积充填的大型拆离断层活动及其发

育展布为其最突出的特征.伴随地壳薄化伸展,
部分区域莫霍面抬升,岩浆发生侵入而改变下地

壳流变性质,地壳脆性减弱而韧性增强,导致拆离

断层系统发育,部分大型拆离断层上陡下缓,向下

可延伸进入地壳韧性层,控制影响了地壳岩石圈

差异伸展及薄化,最终引起陆缘深水区发育的断

陷展布规模及沉积充填厚度等比陆架浅水区大得

多.总之,不同规模拆离断层的发育演化显著提

高了南海陆缘地壳岩石圈的薄化程度,也逐渐减

弱了地壳强度.同时,地壳岩石圈的伸展应变具

有由陆向洋迁移的特点,并逐渐向地壳薄弱区集

中,最终在南海北部陆缘形成不同规模的岩石圈

减薄带,控制凹陷构造沉积充填发育演化特征与

规模,普遍沉积充填了巨厚的陆相及海相沉积物,
为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富集成藏奠定了物质基

础.
(３)晚裂陷幕

始新世晚期—早渐新世晚期,南海北部陆缘

深水区,在区域大规模热沉降背景下,主要形成断

拗式凹陷结构及沉积充填,伴随地壳岩石圈伸展

减薄过程,软流圈不断拱升,地温场及热流值亦增

高,地壳韧性因此而增强并导致韧性形变为主的

伸展变形.该阶段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沉积充填基

本不受断裂控制而主要受控于大规模的海相拗陷

作用,明显不同于早期的断陷结构受控于拆离断

层发育演化.
总之,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及超深水盆地形成

及其展布,除了与南海独特的三大板块汇聚及相

互作用背景下的破裂扩张过程有关外,而更主要、
更重要的是与其裂陷期地壳薄化过程中大型拆离

断层强烈活动及其发育展布密切相关.亦即处于

深部地壳岩石圈细颈化带及远端带的地壳强烈薄

化区,且与上覆地壳浅表层断陷盆地中大型拆离

断层活动及发育展布时空耦合配置较好,即可控

制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及超深水盆地形成及其时空

展布规模.因此,大规模巨型深水盆地形成演化

及展布等,均主要与深部地壳岩石圈薄化特点及

地壳浅表层裂陷期大型拆离断层活动的控制影响

作用密切相关,而深水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资源

的富集程度及资源潜力与分布富集规律,则主要

与沉积充填规模大的巨型深水盆地具有成因联系

和相关性.典型实例如琼东南盆地中央坳陷带,
珠江口盆地南部深水区珠二坳陷白云凹陷及台西

南盆地等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赋存区.很显然,
这些展布规模巨大的深大凹陷的存在,为该区深

水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成矿成藏等,奠定了地质

基础和较好的油气地质条件.

３．２　深水盆地形成分布与资源效应

南海北部陆缘深部岩石圈结构的分带差异演

化特征表明,处于深水区受大型拆离断层控制的

陆缘断陷盆地与浅水区受控于陡倾正断层的陆内

断陷盆地的成盆演化过程及其展布规律等均存在

明显差异.从南海北部陆缘岩石圈伸展Ｇ薄化Ｇ破

裂的演化过程可知,陆架浅水区断陷盆地其下伏

岩石圈伸展及地壳破裂阶段的地壳减薄程度较弱

(地壳拉伸系数＜１３),与典型陆壳相比虽然属于

减薄型地壳,但其与华南陆缘地壳厚度差异不大.
因此,南海北部陆缘浅水区沉积盆地与中国东部

陆相断陷盆地类似,盆地及凹陷展布规模不太大,
且以古近系裂陷期沉积充填为主,新近系海相坳

陷沉积较薄.古近系中深湖相烃源岩发育,构成

了一套陆相烃源供给系统,而坳陷期海相沉积充

填规模小,形成了一些海相储集层及其储盖组合

类型.南海北部陆缘浅水区油气分布及产出,主
要以大中型油气田为主,大中型气田分布及天然

气产出较少[１５];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区及超深水区

沉积盆地,其盆地及凹陷展布规模大,古近系陆相

及海陆过渡相沉积充填物与新近系海相坳陷沉积

物均较厚,但烃源供给及主要烃源岩仍然来自古

近系沉积的湖相及三角洲煤系泥页岩.深水区储

集层及储盖组合主要为海相拗陷期形成的不同类

型深水重力流沉积之海相砂泥岩[１６Ｇ１７].深水油气

及天然气水合物分布及产出,则主要以大中型天

然气气田和多种类型水合物为主,没有大中型油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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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分布及石油产出.总之,南海北部陆缘自北而

南从陆架浅水区到陆坡深水区及洋陆过渡带,油
气分布及产出具有“北油南气”的分布规律及特

点,或具有近陆缘区即北部陆架浅水区主要富集

石油资源,而远陆缘的陆坡Ｇ洋陆过渡带深水Ｇ超

深水区则主要富集天然气及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之

规律.很显然,这种油气分布富集规律与南海北

部陆缘陆架浅水盆地和陆坡深水盆地分布及其所

处的深部地壳岩石圈结构及其演变特点等,均存

在成因联系及相关性.深水及超深水盆地与油气

资源分布富集的相关性与资源效应具体可总结为

以下几点:
(１)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及超深水盆地,虽然离

陆缘区相对较远,但由于处在深部地壳岩石圈强

烈薄化的细颈化带及远端带特殊构造位置,其地

壳薄化与大型拆离断层活动及发育演化的最终结

果是,形成了展布规模巨大的宽深坳陷/凹陷,如
珠江口盆地南部白云凹陷和琼东南盆地西南部乐

东Ｇ陵水凹陷及华光凹陷等,由于具有沉积充填的

巨大可容空间,加之该区西北部古红河三角洲物

源供给体系和北部古珠江三角洲物源供给体系大

量输送与供给沉积物有机质,使得该区古近纪裂

陷期沉积充填了巨厚的湖相及大型三角洲煤系烃

源岩[１２],进而为深水区天然气藏及天然气水合物

资源形成与富集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尚须强

调指出,由于深水及超深水盆地古近纪裂陷期沉

积充填规模及分布特征,主要受控于大型拆离断

层系统的发育展布,故其裂陷期凹陷结构及沉积

充填规模明显不同于浅水区.尤其是裂陷中晚期

湖盆及海陆过渡相展布规模肯定远远大于陆架浅

水盆地裂陷早期陡倾正断层(控凹边界断层)控制

的典型半地堑箕状断陷沉积.因此,根据深水区

盆地及凹陷展布规模与古近系主要烃源岩展布特

征,可以判识确定和预测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区盆

地油气资源潜力大于陆架浅水区盆地.目前深水

区水合物资源量预测可达８００亿t油当量,而天

然气资源量初步预测可达２００亿t油当量,其油

气资源总量明显大于近陆缘浅水区盆地.
(２)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及超深水盆地下伏深

部地壳岩石圈处在地壳强烈减薄的细颈化带及远

端带的薄化区,地壳薄,且属于薄化型陆壳及洋陆

过渡型地壳,地壳厚度仅６~２０km,由于莫霍面

抬升地幔上涌,导致其地温场及大地热流偏高,明
显高于陆架浅水区盆地,加之深水区古近系主要

烃源岩生源母质类型亦属陆相偏腐泥混合型及海

相环境形成的腐殖型或偏腐殖混合型母质,因此,
受控于高热演化条件与生烃母质类型两大主要因

素的制约和影响,决定了深水及超深水盆地油气

等烃类产物应以天然气资源为主(包括天然气水

合物).
(３)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及超深水盆地裂后期

进入海相坳陷环境后,新近系物源供给系统及输

送方式等即发生了改变,由断陷早期周缘(陆缘)
多物源供给体系,逐渐转变为单物源供给体系,自
陆向洋方向新近系地层含砂率和海相储层展布规

律及特点亦明显不同.在陆架浅水区盆地多形成

近陆缘/陆源以牵引流为主的沉积体系及不同类

型浅水三角洲储层,而深水区盆地则形成远陆缘/
陆源以重力流为主的沉积体系及不同类型重力流

成因储层.珠江口盆地南部白云凹陷深水区荔湾

３Ｇ１等深水气田群不同类型深水扇储层[１６]和琼东

南盆地西南部乐东Ｇ陵水凹陷陵水１７Ｇ２等深水气

田群中央峡谷水道砂储层[１８Ｇ１９]为其典型实例.总

之,含油气储集层成因类型的差异及储盖组合不

同,往往控制影响了油气分布特征及其富集程度.
(４)南海北部陆缘地壳伸展薄化程度的分带

(段)差异和裂后阶段差异沉降,导致了深水及超

深水盆地与浅水陆架盆地不同坳陷区带,由于其

深部岩石圈地壳薄化程度不同,热流场与热状态

及热演化史存在明显差异,其烃源岩有机质热演

化程度差异颇大.大量油气勘探及探测结果均证

实,南海北部陆缘盆地自北而南由陆向洋方向,其
地温场及热流值随着地壳减薄及洋陆地壳性质变

化等而显著升高[２０Ｇ２１],尤其是在深水及超深水盆

地区,其热流值达到了热盆—超热盆程度.因此,
深水区高地温及高热流地质背景,必然会深刻影

响深水区不同坳陷区带烃源岩热演化及有机质成

烃作用与储层成岩演化特征,以及储层储集物性

变化等一系列基础油气地质条件,进而导致其深

水及超深水盆地油气成藏地质条件及资源潜力等

均明显不同于浅水陆架盆地.
(５)南海北部陆缘盆地油气勘探及天然气水

合物勘查,长期以来均主要集中在陆架浅水区盆

地或个别陆坡深水盆地局部区块,且已经取得了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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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的油气勘探及研究成果[２２Ｇ２５],迄今为止

勘探发现的大中型油气田及油气储量和天然气水

合物资源主要分布于这些区域,目前已建成了

２３００万t左右油当量的年生产能力,油气勘探开

发程度已达到了一定水平(虽与陆域油气勘探相

比,其勘探开发程度尚低).然而,南海油气(含水

合物)勘探开发可持续发展战略选区/潜力区在哪

里? 油气增储上产及保持稳产高产的滚动勘探靶

区及战略目标在何处? 这些都是需要油气地质勘

探专家认真考虑和深刻思考的现实问题.笔者通

过对南海北部陆缘深部地壳岩石圈结构及分布特

点,以及与地壳浅表层沉积盆地形成分布的时空

耦合配置关系的初步分析研究表明,南海北部陆

缘深水及超深水盆地,由于处在远离陆缘区的深

部岩石圈强烈薄化的细颈化带及远端带特殊构造

位置,其古近系沉积充填及展布规模大,地温场及

热流值高有利于有机质成烃生气,具备了较好的

基础油气地质条件,完全可以作为海洋油气勘探

可持续滚动发展及油气资源不断补充挖潜的重大

突破区和新的勘探领域.虽然深水油气勘探及水

合物勘查目前已在该区局部区域获得突破和重大

进展,但大规模向深水及超深水盆地进军和拓展

油气勘探和水合物勘查新领域,尚须进一步加大

油气勘探及研究力度,重点聚焦和开拓探索深水

及超深水处在陆坡Ｇ洋陆过渡带盆地乃至部分洋

盆区,深刻认识和刻画其深部地壳岩石圈结构及

演变特点及其与浅表层沉积盆地油气及水合物资

源的成因联系与相关性,进而为国家勘探开发海

洋深水多种资源提供可靠的地质依据与重要的基

础研究成果.

４　结论与认识

通过南海北部深水盆地成盆机制与油气资源

效应的分析研究,可以获得以下３点结论与认识:
(１)南海北部陆缘深水—超深水盆地类型及

结构型式,属于大型拆离断层控制的拆离断陷盆

地,其与近陆缘的陆架浅水断陷盆地主要受控于

陡倾正断层的“半地堑”结构样式差异明显.由于

其处在远陆缘区深部岩石圈地壳细颈化带及远端

带和洋陆过渡带的构造位置,且与地壳浅表层受

控于拆离断层的断陷盆地时空耦合配置较好,故

这种类型的深水及超深水盆地具有巨型宽深断陷

结构且沉积充填厚展布规模大、深部地壳薄地温

场及热流值高等基本地质特点,具备了形成深水

油气及天然气水合物的较好基础油气地质条件.
(２)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及超深水盆地成因机

制与相邻的陆架浅水区断陷盆地明显不同.近陆

缘区的陆架浅水断陷盆地,处在深部地壳岩石圈

近端带构造位置,属于陆壳及减薄型陆壳,其地壳

相对较厚,沉积充填以裂陷期古近系陆相沉积为

主,裂后热沉降海相坳陷沉积较薄,虽然物源供给

丰富但总体沉积充填厚度较薄,盆地及坳陷展布

规模均相对较小.加之盆地沉积基底之下地壳较

厚地幔软流圈热效应较弱,故地温场及热流值较

低.因此古近系烃源岩有机质热演化生烃主要以

大量石油产出为主.远陆缘区的深水及超深水盆

地,处于深部地壳岩石圈细颈化带及远端带和洋

陆过渡带位置,受大型拆离断层控制形成了展布

规模颇大的断陷盆地,由于处在深部地壳岩石圈

强烈薄化区,地壳薄地温场及热流值高,加之由于

拆离断层控制的断陷盆地展布规模大,虽然其远

离陆缘区,但沉积充填规模仍然较大,具备了较好

油气地质条件.由于受深水区高地温场和海相陆

源偏腐殖型烃源岩之“源热”因素所控制,故深水

区烃源岩有机质热演化生烃主要以产大量天然气

为主,其是目前深水油气勘探发现的大中型气田

的主要烃源和部分天然气水合物的主要气源.
(３)根据南海北部陆缘深水及超深水伸展拆

离断陷盆地成因机制与沉积充填特点及展布特

征,尤其是与相邻陆架浅水区半地堑断陷盆地油

气地质条件的差异,可以综合判识预测陆坡Ｇ洋陆

过渡带深水及超深水盆地油气资源规模及资源潜

力与勘探前景,均明显优于陆架浅水盆地,且其油

气资源类型及产出的烃类物质更加丰富,不仅具

有丰富的以天然气为主的深水油气资源,而且其

非常规天然气———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潜力亦巨

大.因此,该区应是我国海洋油气勘探可持续发

展与油气储量接替及油气资源潜力持续增长的重

要战略选区和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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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ICMECHANISMOFDEEPWATERBASINSANDTHEIREFFECTS
ONOILANDGASRESOURCESONTHECONTINENTALMARGIN

OFTHENORTHERNSOUTHCHINASEA

HEJiaxiong１,LIFuyuan２,３,WANGHoujin２,３,ZHAOBin２,３

(１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１０００４９,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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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SouthernMarineScienceandEngineeringGuangdongLaboratory(Guangzhou),Guangzhou５１１４５８,China)

Abstract:OnthenorthernslopeoftheSouthChinaSea,boththegenesisanddistributionofenergy
resources,suchasdeepwateroilandgasandgashydrates,showaspatialＧtemporalcouplingpattern
andgeneticrelationshipwiththeircrustalandlithosphericdeepstructures,especiallythetypesof
shallowcrustalsedimentarybasinsandbasinＧformingmechanisms．Theyarealsothehotfocusand
keyconcernsamongtheoilandgasexplorationresearchersandacademicscholars．BasedonthegeoＧ
logicalandgeophysicaldatacollectedfromthemarinegeologicalsurveysandoilandgasexploration
anddevelopmentsectors,thebasicge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deeplithosphericcrusttectonicunits
alongthenorthernmarginoftheSouthChinaSeaareanalyzedinthispaper．Basedonthenewmodel
ofcrustaldetachmentandthinningalongthecontinentalmarginbyextension,westudiedthespatial
andtemporal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thedeepcrustalstructuresandthedeepＧwaterbasins,and
discussedthegenesisofdeepＧwaterbasinsanditsresourceeffectsaswellastheirrelationshipwith
deepＧwateroilandgasandhydrateaccumulations．Itispredictedthattheoilandgasresourcepotential
andexplorationprospectsofdeepＧwaterandultraＧdeepＧwaterbasinsinthecontinentalslopeＧoceanＧ
contilentaltransitionalzoneareobviouslybetterthanthoseinshallowwaterbasinsonthecontinental
shelf．ThepotentialofnaturalgashydrateisalsohugeindeepＧwaterandultraＧdeepＧwaterbasins．In
conclusion,thedeepwaterbasinsareimportantstrategicreplacemntarea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offshoreoilandgas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inChina．
Keywords:deepwaterbasin;lithospheredeepstructure;basinformationmechanismanalysis;sedimenＧ
taryfillingcharacteristics;petroleumresourceeffect;northernSouthChina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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