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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壳幔拆离断裂活动
对深层大型三角洲沉积体系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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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壳幔拆离断裂活动与沉积体系响应为世界陆缘演变研究的热点，选取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壳幔拆离体系及其沉

积响应开展系统性解剖 . 结合陆缘演变认识新进展、长电缆三维地震和钻井综合解释等揭示白云凹陷南部主控断裂带

主要由 4排 NEE‒NE向断至莫霍面的高角度铲式壳幔拆离断裂组成，裂陷期幕式活动使得白云凹陷经历了均一裂陷、拆

离裂陷和断拗转换三阶段演化；均一裂陷期（下文昌组），控洼断裂未延伸至莫霍面，主要发育断裂转换带控制下的轴向

陡坡辫状河三角洲/湖相沉积体系，缓坡物源体系不甚发育；拆离裂陷期（上文昌组），壳幔拆离断裂断至莫霍面，呈现强

烈水平伸展和垂向落差，导致上盘远离断层一侧强烈旋转翘倾、抬升剥蚀成为最主要缓坡物源体系，靠近断层北侧沉降

深陷成为深湖盆，上盘中段发育大型三角洲沉积；断拗转换期（恩平组），拆离作用减弱而沉降作用显著增强，控制了北部

缓坡挠曲坡折和 NW‒SE向推进的大型三角洲/湖相沉积体系的发育 . 由此，主控断裂由均一伸展到壳幔拆离伸展的构

造演变导致白云凹陷上文昌组至恩平组缓坡大型三角洲、下文昌组东西轴向转换带辫状河三角洲和洼陷周边陡坡带扇

三角洲砂岩三类规模储集体与湖相泥岩满盆叠置的分布格局，使其成为深水勘探向中深层拓展的主要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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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ust-mantle detachment faults and its sedimentary system response are the hotspots of the study on continental
margin evolution in the world. In this paper it focuses on the Baiyun Sag in the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under a systematic
dissection. Combined with the new progress in the evolution of continental margins, it is revealed through long cable three-
dimensional seismic data and comprehensive drilling interpretation that the main control fault zone in the southern Baiyun Sag
is mainly composed of 4 rows of NEE-NE trending high-angle shovel-type crust-mantle detachment faults, which reach to the
Moho Surface. Three stages of tectonic activities were identified，as isostatic rifting, detachment rifting, and fault-depression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isostatic rifting stage (Lower Wenchang Formation), when the depression-controlling fault had not
extended to the Moho Surface, axial steep-slope braided river delta-lacustrine deposition systems were developed, while the
gentle slope provenance system was not well developed. During the detachment rifting stage (Upper Wenchang Formation),
crust-mantle detachment faulted to the Moho Surface, showing strong horizontal extension and vertical drop, which led to the
strong rotation, warping, uplifting and denudation of the hanging wall, and became the main source system of gentle slopes
where large delta system developed. At the meantime, the north downshrown side of the fault became deep lake. During the
fault-depression transition stage (Enping Formation), the detachment effect weakened and the subsidenc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ch controll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rge delta-lacustrine sedimentary system advancing in the NW-SE
direction and the flexure of the gentle slope in the north. As a result, the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main control fault in the
Baiyun Sag led the depositional systems transferred from the east-west axial braided river deltas in Lower Wenchang
Formation to large deltas developed in gentle slopes in the Enping Formation, and fan delta sandstone developed as well in the
steep slope belts around the sags consistently. Three types of large-scale reservoirs and lacustrine mudstone combinations have
been identified, so the deep-water exploration targets have expanded to the middle and deep layers.
Key words: Baiyun Sag; crust⁃mantle detachment fault; crust⁃mantle detachment extension; large delta on gentle slope; deepwater
exploration; petroleum geology.

0 引言

近年来在白云凹陷北坡和东区累计发现了三

级储量天然气约 3 000亿方、原油近 1亿方，证实

白云凹陷为富生烃凹陷，以气为主、油气兼生，油

气资源勘探潜力巨大（陈长民等，2003；施和生等，

2010；庞雄等，2018）. 目前，90%的天然气储量集

中在中浅层系的珠江组下段（米立军等，2016），主

要为陆架边缘三角洲 ‒深水扇砂岩储层，物性优

良，具有下生上储、晚期断裂+底辟+砂体复合输

导成藏特征；同时，针对深部层系文昌组和恩平组

三角洲砂岩储层的探索，也取得了规模超压气藏

的发现进展（田立新等，2020）. 但由于有效储层的

规模和非均质性等因素制约了商业性的突破，裂

陷期大型三角洲砂岩储层与规模烃源岩叠合、近

源超压成藏，有望成为深水区天然气规模储量的

新增长点，成为近期待突破的勘探新领域 . 深入

研究裂陷期裂陷结构与大型三角洲/湖相沉积体

系的响应，对进一步明确白云凹陷深层烃源岩分

布、规模储层发育和成藏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
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位于中国南海北部陆缘

深水区（图 1），水深 300~3 000 m，位于地壳强烈减

薄带，为一巨型新生代凹陷，其控凹断裂、裂陷结构

与沉积充填响应，经历了长期的认识过程：早期基

于二维长电缆地震剖面和有限钻井，类比典型断

陷盆地模式，认为白云凹陷为复式宽地堑，但裂陷

期韧性伸展强度大，拉张因子达到 3.0以上，地震

资料成像的局限导致南部控洼断裂解释和认识不

清（孙珍等，2005；庞雄等，2018）；随着白云凹陷全

三维地震资料的覆盖和勘探实践深入，近年来在

白云凹陷识别出断至莫霍面附近的低角度正断

层，对比大西洋“贫岩浆”型陆缘模式，认为地壳岩

石圈拆离薄化控制白云凹陷大型低角度拆离裂陷

结构的演化，发育宽深断陷 ‒大型三角洲/湖相沉

积体系的响应，低角度拆离断裂的上盘掀斜控制

了主要物源体系的分布（任建业等，2015；庞雄等，

2018；柳保军等，2019）. 然而，对白云凹陷主要控

洼断裂的属性、断裂活动过程与沉积体系，特别

是三角洲/湖相沉积的响应分析都比较少，因此，

有必要对断至莫霍面附近，甚至切过莫霍面的拆

离断裂体系活动与沉积响应开展细致研究 .
长电缆高质量的三维地震、大洋钻探和野外露

头等技术方法的综合应用，推动了对深水区大陆边

缘盆地形成与演化的认识 . 世界范围内伸展陆缘的

最新研究揭示陆缘深水区盆地的形成与演化，与被

动陆缘岩石圈的伸展 ‒薄化 ‒破裂过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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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enzie，1978；Wernicke，1981；Morley，1989；
Roberts et al.，2005；Lavier and Manatschal，2006），

陆缘伸展环境下由于岩石圈脆韧性流变结构差异

变化导致不同层次拆离作用和拆离断裂体系的发

育，多类型低角度拆离正断层发育终止于上地壳内

韧性层、上下地壳界面和莫霍面为其显著特征

（Péron⁃Pinvidic and Manatschal，2009；Unternehr et
al.，2010；Huismans and Beaumont，2011；Sutra et
al.，2013）；最大规模的拆离断裂体系是由壳幔边

界拆离作用形成的，深部拆离伸展面为莫霍面，

因此，该类型拆离断裂活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水平

和垂直位移断距，形成大规模的凹陷和断面上盘

的掀斜旋转，最为典型的为大西洋贫岩浆型和富

岩浆型等大陆边缘模型（孙珍等，2016；任建业

等，2018；Zhou et al.，2018；Sun et al.，2019），前

者最显著的特征为沿莫霍面发育倾角小于 30°或
近似 0°的低角度拆离断裂活动导致地幔岩石圈

剥露，直至产生洋壳 . 最新的长电缆高质量三维

地震揭示白云凹陷受控于南侧一组断至莫霍面

附近的拆离断裂体系，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程度

的岩浆底侵（Sun et al.，2019；孙珍等，2021），兼

有大西洋大陆边缘的两种端元模式的特征 .
本文从白云凹陷南部控凹壳幔拆离断裂体系

活动性分析入手，开展裂陷期壳幔拆离主控断裂

组合样式、平面分布和幕式活动分析，明确其对宽

深断陷结构的形成、主力物源体系分布的控制作

用，揭示陆缘幕式壳幔拆离断裂活动与大型辫状

河三角洲/湖相沉积体系的响应过程，指出白云凹

陷区深层规模有效储集体的区域分布，为快速推

进深水天然气勘探提供构造沉积依据 .

1 区域地质概况

珠江口盆地位于中国南海北部陆缘，受太平洋

板块、印度洋板块以及欧亚板块交汇作用影响，为

图 1 白云深水区构造单元、控凹断裂与裂陷期文昌组‒恩平组地层厚度叠合图

Fig.1 The geological framework of Baiyun deep water area composed of tectonic units and depression controlling faults superim ⁃
posed on stratigraphic thickness of Wenchang and Enping 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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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生代及中生代复杂褶皱基底上形成的新生代

含油气盆地；受 NE向断裂主控，与 NWW向断裂共

同控制，盆地整体呈现“南北分带、东西分块、三隆

三坳”的构造格局（施和生等，2010）. 白云凹陷为珠

二坳陷带内的次级负向构造单元，受北部的番禺

低隆起、西南部的顺鹤隆起、东南部的云荔低隆

起和东部的东沙隆起 4个正向构造单元围限，呈

现 NE向展布，面积超过 20 000 km2，沉积地层最

厚达 13 km（庞雄等，2018）. 新生代以来，受幕式

构造作用控制，白云凹陷经历了从断陷盆地到被

动大陆边缘的演化，发育了裂陷期始新世文昌组

‒恩平组陆相河流三角洲/湖泊沉积，以及裂后期

渐新世 ‒中新世珠海组 ‒珠江组大型陆架坡折带

控制的陆架边缘三角洲 ‒深水扇的沉积充填（图

2），造就了深水区的规模烃源岩和主力储盖组合

的有效配置（柳保军等，2011；庞雄等，2018）.
高质量的长电缆地震采集、大洋钻探和勘探实

践揭示南海北部陆缘岩石圈的伸展薄化过程、前新

生代先存体系和岩浆活动共同控制了盆地的形成

与裂陷期的沉积充填（Zhou et al.，2018；Sun et al.，
2019）. 根据陆缘岩石圈薄化的程度，南海北部陆缘

自陆向海可分为近端带、减薄带，珠江口盆地珠一

坳陷带浅水区和珠二坳陷带深水区分别处在近端

带 和 强 烈 减 薄 带（任 建 业 等 ，2018；Zhou et al.，
2018），裂陷期的主要结构样式由高角度断层控制

为主的地堑、半地堑，逐渐演变为受控于低角度拆

离断裂体系的宽深断陷 . 最新的研究揭示自晚白垩

世以来，南海北部陆缘岩石圈伸展‒薄化到破裂的

过程是渐变的，呈现幕式响应的特征，除了初始裂

陷期的神狐运动外，具有区域意义的重要构造事件

响应为三期幕式裂陷作用，分别是始新世早期珠琼

运 动 一 幕（49.0~43.0 Ma）、始 新 世 中 期 的 惠 州

运动（43.0~38.0 Ma）和始新世晚期珠琼运动二

幕（‒38.0 Ma）（施 和 生 等 ，2020）. 相 应 地 ，白 云

凹陷为拆离断裂体系控制的典型宽深断陷 ，表

现为南断北超的特征 ；三维地震反射结构和重

磁对比剖面显示 ，白云凹陷的南部控凹边界断

裂 部 分 可 延 伸 至 莫 霍 面 ，同 时 ，裂 陷 期 也 发 育

了 4 个 关 键 构 造 不 整 合 界 面（Tg、T83、T80、
T70）（图 2，图 3）. 本次研究利用长电缆二维地

震 /三 维 地 震 、OBS 和 重 磁 资 料 对 莫 霍 面 以 及

断 至 莫 霍 面 的 控 凹 断 裂 体 系 进 行 识 别 ，对 其

分 布 、活 动 及 演 化 特 征 进 行 定 量 分 析 ，进 而 开

展 断 裂 幕 式 活 动 与 沉 积 体 系 耦 合 响 应 关 系 分

析 ，最 终 明 确 白 云 凹 陷 区 裂 陷 期 大 型 三 角 洲 /
湖 相 沉 积 体 系 发 育 的 主 控 因 素 和 分 布 规 律 .

图 2 陆缘深水区构造‒沉积充填综合柱状图（据庞雄等（2018）修改）

Fig. 2 Comprehensive histogram of structure sedimentation filling in deep water area of continental margin (modified from Pang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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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 云 深 水 区 壳 幔 拆 离 断 裂 体 系

特征

2.1 陆缘伸展与壳幔拆离断裂

本文的壳幔拆离断裂是指在地壳岩石圈内断

至莫霍面的大型低角度断裂，一般在陆缘伸展背景

下发育，断面形态呈现犁式或坡坪式，水平断距数

倍于垂直断距的正断层 . 发生在地壳与地幔的壳幔

层次拆离作用导致地壳明显薄化、控凹边界断裂的

低角度化和沉降中心的明显时空迁移，同时伴随一

定规模的岩浆底侵作用的发生 . 拆离断层最早由

Pierce在 1963年提出，主要用于描述挤压背景下叠

瓦状逆冲推覆断层的底板断层，随后基于对北美西

部盆岭区伸展拆离断层的研究，Wernicke在 1981年
提出了岩石圈伸展变形的简单剪切变形模式，到 20
世纪 80年代伊比利亚边缘的大洋钻探发现伸展陆

缘地壳减薄背景下发育大型的拆离断层作用（Mck⁃
enzie，1978；Wernicke，1981；Morley，1989；Rob⁃
erts et al.，2005；Unternehr et al.，2010）；伸展陆缘

最新的研究揭示岩石圈圈层热流变性的不同导致

层间脆韧性层伸展的差异，脆性条件下的伸展往往

形成均一裂陷造成的高角度断裂样式，而韧性条件

下会产生沿韧性层的水平位移，控凹断裂终止在韧

性界面上发生大规模的水平伸展，形成拆离断裂构

造样式；拆离断层在剖面上表现为多期上部呈铲式

或叠瓦状的高角度正断层，向下合并为一条大规模

的低角度正断层，晚期受岩浆底侵或差异抬升作用

而改造，可形成上凸的变质核杂岩构造特征（任建

业等，2015）. 深部的拆离体系根据深部韧性伸展

界面的深度大致具有壳上、壳间和壳幔拆离三种

情况，控制洼陷规模最大的即为壳幔层次的拆离，

壳幔拆离体系的典型特征为一组高角度 ‒低角度

拆离断裂收敛于莫霍面，壳幔拆离伸展使得控凹

断裂上盘出现明显的掀斜旋转（Morley，1989）.
研究区二维长电缆剖面、三维地震和OBS等资

料的解释结果（图 3~图 5）揭示白云主洼南侧发育壳

幔层次的控凹拆离断裂体系，类似于大西洋两岸远

端带上的控洼断裂最终均收敛滑脱于壳幔边界莫霍

面之上 .不同的是，白云凹陷壳幔拆离体系表现为向

陆倾斜、上部高角度向深部逐渐变缓，同时伴随一定

规模的岩浆底侵作用，因此在断裂组合样式、构造位

置和伸展作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图 4）.

图 3 白云深水区构造‒沉积充填解释大剖面

Fig.3 Large section of structural sedimentary filling interpretation in Baiyun deepwater area
剖面位置见图 1；图 a和图 b据庞雄等（2018）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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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珠江口盆地深水区Tg构造地貌与壳幔拆离控凹断裂体系叠合图

Fig. 4 Superimposed map of Tg structure geomorphology and crust⁃mantle detachment controlled sag fault system in deepwater
area of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图 5 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莫霍面、壳幔拆离控凹断裂带长电缆二维地震解释剖面特征（剖面位置见图 1）
Fig. 5 2D seismic interpretation profile characteristics of long cable in Moho and crust ⁃mantle detachment controlled depression

fault zone of Baiyun Sag,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see Fig. 1 for profile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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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和图 5显示白云主洼控凹断裂由南部多

组平行展布、NEE⁃NE走向的向陆倾断裂组成，其

上陡下缓、向深部延伸至莫霍面，平面上由西部的

雁行式组合往东逐渐变为台阶‒树枝状组合，从南

往北由 F01、F02、F03和 F04四排断裂带组成完整

的壳幔拆离体系 . 在新生代基底界面，F01断裂

带长约 76 km，走向为 NEE方向，倾向为 NNW方

向，最大水平位移>8.0 km；F02断裂带与 F01断

裂带以一个向南掀斜的断块为界，走向平行于南

部 F01断裂带，倾向 NNW，长约 51 km，最大水平

位移为 ~7.7 km；F03断裂带长达 167 km，是云开

低凸起和云荔低隆起的北部边界，走向由西侧的

NWW方向逐渐向东转变为 NEE方向，最大水平

位移（>13.5 km）位于东部；F04断裂带位于白云

凹陷中部，走向近 EW 向，倾向 NNW，长 46 km.
过白云主洼的骨架剖面显示控凹断裂呈铲式到坡

坪式（图 5），深入基底后断面转变为近水平且逐

步收敛至莫霍面 . 除 F01断裂带、F02断裂带的西

段在双程旅行时 7 s左右收敛在一起外，其余断裂

随拆离深度的增加，收敛于双程旅行时近 10 s的
滑脱面，通过长电缆深二维地震和 OBS剖面网的

追踪闭合证实其为壳幔边界莫霍面（图 5，图 6）.
受多米诺排列的陆倾断裂的控制，断块强烈旋转

（向南海洋盆倾斜），白云凹陷形成 . 整体而言，白

云主洼的南部控凹拆离断裂体系与北大西洋典型

拆离体系具有地壳高伸展、一系列低角度断裂、强

烈断块旋转和壳幔边界处收敛等类似特征 .
2.2 壳幔拆离断裂系统组合和结构样式

白 云 凹 陷 南 部 控 凹 壳 幔 断 裂 系 统 主 要 发

育在白云西和白云中等两个构造变换带之间 ，

整体呈弧形分布于白云凹陷的南部 ，构成白云

凹陷的南部边界 ，其构造样式呈现明显的东西

分 段 现 象（图 4，图 7）；三 维 地 震 解 释 揭 示 这 些

控 凹 断 裂 逐 渐 由 西 部 的 高 角 度 铲 式 断 裂 变 为

东部的低角度断裂构造样式（图 7）.
2.2.1 白云主洼壳幔离断裂系统西段特征 白云

主洼南部控洼断裂西段主要由 4排拆离断裂系统组

成，由西向东呈扫帚状展开（图 4，图 7中 DD’）. 南

图 6 白云凹陷深地震反射剖面与OBS联合解释的莫霍面深度图

Fig. 6 Moho depth map based on deep seismic reflection profile and OBS joint interpretation in Baiyun Sag
图中红线为图 5剖面位置，OBS测线结果来源于Yan et a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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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拆离断层与中部拆离断层系统呈雁列式交接，

整体呈 NWW 向雁列式展布 . 北侧 F04断裂带成

近 EW 向展布，向东汇聚合并至南侧断裂带 . 韧
性剪切面向下延伸至番禺低隆起下部，地震剖面

上较难识别，但拆离作用导致上盘显著的旋转，

并发育反向调节断层 . 拆离断裂系统的最大累计

水平位移量约 10 km，最大垂向沉降量约 6 km.
2.2.2 白云主洼壳幔拆离断裂系统中部 ‒东段特

征 白云主洼拆离断裂系统中部‒东段也由 4排台

阶式拆离断裂带构成，走向由 NWW向转换为 NE
向，整体呈弧形展布（图 4，图 7中 EE’）.整体呈现为

下凹的犁式或较大幅度的坡坪式，韧性剪切带处于

8~9 s，在莫霍面附近，倾角为 10°~20°，向北延伸至

番禺低隆起之下 . 与拆离断裂系统相伴生，其上

盘的拆离旋转作用形成了北侧番禺低隆起大型滚

动背斜结构 . 拆离断裂系统最大的累计水平位移

量约为 40 km，最大垂直沉降量可达 7~8 km，水

平位移量和垂直沉降量的比值可以达到 3~5.
2.3 壳幔拆离断裂幕式活动与沉积层序充填

通过对白云凹陷区全三维的系统性断裂凹陷

结构以及层序地层解释，在裂陷期文昌组‒恩平组

共识别 Tg、T85‒T82、T80、T72、T71、T70等层序

界面，其中 T83、T80和 T70为典型的区域性重要不

整合界面，也是幕式裂陷过程识别的关键性界面

（图 7）. T70为区域性破裂不整合界面，代表着深水

盆地裂陷期的结束，之后是裂后热沉降期，由于研

究区位于南海北部陆缘，也对应着南海扩张的开

始 . 在地震剖面上可识别出两期主要拆离构造作

用，即始新世 43.0~38.0 Ma和 38.0~33.9 Ma，形成

T83、T80削蚀不整合界面，在白云凹陷的东南部

LW4井钻遇这两个界面（柳保军等，2019）. 其中，

T83界面在地震剖面上表现为显著的角度不整合

界面，界面之上为上文昌组湖相泥岩，可见代表文

昌组的典型孢粉组合，界面之下为厚层砂岩夹泥

岩沉积组合，指示近源沉积特征 . T80界面为下削

上超不整合的特征，恩平组在斜坡部位超覆尖灭，

LW4井缺失恩平组，T80界面之上为珠海组 .
根据地震反射特征和构造变形样式，可将南海

北部陆缘成盆演化过程分为裂陷期（66~33.9 Ma）、

裂 解 期（33.9~23.03 Ma）和 裂 后 期 热 沉 降 期

（23.03~0 Ma）3个基本阶段（柳保军等，2019），裂陷

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均一裂陷期（Tg‒T83）、拆离

图 9 不同层系拆离断陷作用与白云凹陷拆离断裂活动性特征

Fig. 9 Characteristics of activity of detachment faults in Baiyun Sag and detachment faulting in different st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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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陷期（T83‒T80）和断拗期（T80‒T70）3个次级

阶段；裂陷期的 3幕构造运动受控于主控断裂伸

展活动的差异性，发育 3幕层序组合，分别为均

一裂陷期箕状断陷层序（Tg‒T83）、拆离裂陷期

拆离断陷层序（T83‒T80）和断拗转换期碟形断

拗层序（T80‒T70）（图 7，图 8）. 由于主控断裂构

造样式具有东西差异 ，层序组合也表现出明显

差异性，造成沉积 ‒构造迁移现象：整体而言缓

坡规模逐渐增大，沉降中心远离盆缘，白云主洼

西侧呈现出多阶铲式半地堑层序组合（图 8）.
白云凹陷控洼断层在裂陷期各演化阶段的水

平位移量、垂直沉降量、沉降速率等定量分析，揭

示白云凹陷主控断裂活动分区差异性明显，由早

到晚裂陷作用显著向主洼集中；西部早强晚弱，而

东部早弱晚强；两侧受岩浆底辟隆起改造较强，中

部受壳幔拆离作用控制，裂陷作用最强（图 9）. 白
云 主 洼 南 部 第 一 排 断 裂 带（F01）控 制 白 云 南 洼

（白云 36洼、荔湾 13洼）的发育，整体呈 NE向展

布，控制白云 36洼的主控断层为一条高角度铲式

断层，特征较为清楚，均一裂陷期（下文昌）断层活

动性最大可达 248.9 m/Ma，平均约 212.1 m/Ma；
拆 离 裂 陷 期（上 文 昌）显 著 增 大 ，最 大 可 达

531.8 m/Ma，平 均 约 492.1 m/Ma，断 拗 期（恩 平

组）则 显 著 减 弱 ，最 大 达 229.2 m/Ma，平 均 约

202.7 m/Ma；第二排断裂带（F02）位于西南断阶

带，呈 NW⁃NEE向雁列式展布，控制二台阶的发

育，形成白云 13洼、白云 22洼、白云 23洼等次洼，

但规模整体较小 . 第三排断裂带（F03）控制白云

主洼的发育，由近 EW向向东逐渐转换为 NE向，

由多条雁列式断裂带所 构 成 ，其 中 西 部 白 云 16
洼规模最大，向东逐渐变为多级断阶带 . 白云 16
洼控洼断层的活动性整体较强 ，均一裂陷期最

大 可 达 379 m/Ma，平 均 约 224.4 m/Ma；拆 离 裂

陷 期（上 文 昌）进 一 步 增 大 ，最 大 可 达 462.8 m/
Ma，平均约 335 m/Ma，断拗期（恩平组）则显著减

弱，最大为 139.2 m/Ma，平均约 96.2 m/Ma. 第四

排断裂带（F04）位于白云中央，控制白云 6洼的发

育，呈近 EW向展布，均一裂陷期（下文昌）活动速

率最大可达 159.7 m/Ma，平均 133.8 m/Ma；拆离

裂 陷 期（上 文 昌）显 著 增 大 ，最 大 可 达 742.3 m/
Ma，平均 591.7 m/Ma；断拗期（恩平组）则显著减

弱，最大可达 173.3 m/Ma，平均约 114.7 m/Ma.

3 幕式壳幔拆离伸展控制下的沉积

响应特征

3.1 裂陷期构造地貌演化（均一裂陷期‒拆离裂陷

期‒断拗期的地貌变化）

受控于南部壳幔体系断裂，裂陷期白云凹陷的

构造沉积地貌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早期均一裂陷

高角度断裂控制形成多个深洼，断裂转换带控制主

要物源体系；拆离期形成统一洼陷，沉降中心偏离

断层，大型缓坡开始发育；晚期拗陷为主，挠曲坡折

带定型稳定发育、断控作用不大（图 4）.
结合地震剖面和 Tg界面三维立体图，可以看

出白云凹陷文昌组‒恩平组沉积期处于深部韧性伸

展的构造背景，属于一个复合断裂组成的大型菱形

宽断陷结构（图 1，图 4），总体呈NEE向，文昌组‒恩
平组的分布面积大于 1.2×104 km2，裂陷期沉积厚

度达 7.5 km；相对宽阔的缓坡带、中央深陷带和相

对狭窄的陡坡区是白云凹陷区的典型地貌特征 . 图
4和图 8揭示均一裂陷期，受控于高角度断裂，白云

凹陷为复式半地堑，多个洼陷呈 NE向展布，具有多

个构造沉积中心、深湖分布分散；拆离裂陷期，沉降

量变大，湖盆显著扩展，统一的大湖盆开始发育，北

部开始发育大型的缓坡三角洲；随着主拆离断裂的

伸展，逐渐形成了一个沉积中心，开始发育挠曲坡

折带 . 断拗期，地貌呈现为以沉降为主的碟形盆地，

发育挠曲坡折控制下的大型河流‒三角洲和滨岸沉

积 . 从图 4和图 5可以看出，裂陷期 2个大型构造变

换带将白云深水区分出西、中和东共 3段：西段受控

于复式地堑，呈现多阶式深陷区；中段为白云凹陷

主体，其西南部发育陡坡轴向转换带，而北侧为继

承性大型宽阔缓坡带，面积超过 6 000 km2；东段由

白云东洼、白云主洼东、荔湾凹陷与白云东低凸起

和云荔低隆起构成的多隆洼相间地貌单元 .
3.2 壳幔拆离三阶段活动控制了大型三角洲体系

的沉积演化

利用三维地震和有限钻井对裂陷期文昌组

‒恩 平 组 开 展 层 序 地 层 格 架 下 的 三 角 洲 /湖 相

沉积体系、主控断裂体系组合与沉积地貌耦合

分析，在白云主洼始新统文昌组 ‒恩平组 8个三

级层序中识别出三角洲相、浅湖相和中深湖相

3种主要优势沉积体系（图 10）.
结合地震相进行了沉积期的盆地原型恢复，开

展了不同伸展裂陷幕裂陷结构与沉积体系响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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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综合裂陷期洼陷结构‒地貌背景，划分出白云凹

陷西侧汇聚型“源 ‒汇”体系和东侧多隆洼散布的

“源‒汇”体系；受主控拆离断裂组合与伸展演化过

程影响，沉积体系响应呈现明显阶段性，主要特征

为拆离断裂上盘缓坡主要物源控制下的大型辫状

河三角洲的发育以及轴向物源的逐渐萎缩（图 8，图
10）：在均一裂陷期（文昌组下段），受控于高角度断

裂、脆性伸展，白云‒荔湾凹陷呈现多个独立、分割

性较强的洼陷，东西轴向主控断裂转换带控制的辫

状河三角洲/湖相体系为主要沉积响应，而缓坡物

源相对较小（图 8，图 10）；在拆离裂陷期（文昌组上

段），南侧控洼的断裂断至莫霍面，应变集中到白云

凹陷，主控断裂的上盘出现超过 20 km的水平和垂

向伸展，发育具有挠曲坡折带控制下的大型三角

洲/湖相沉积响应特征，在北部的缓坡带识别出大

量的向南前积反射层，部分前积反射具有典型的 S
形地震相，呈水平状的顶积层和水平或微倾斜状的

底积层，具有前积和加积的叠置关系，而轴向物源

控制下的转换带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规模显著

减小，在拆离晚期时基本上完全萎缩（图 8，图 10）；

断拗期（恩平组），韧性伸展导致整体沉降控制了凹

陷的沉积充填，白云凹陷整体以拗陷为主，北部缓

坡物源加入了西北部物源的补充，呈现出 NW向物

源优势，挠曲坡折叠加了沉积坡折，大型的复合 S型

前积反射可推进至凹陷的南部边缘（图 8，图 10）.
同时，白云凹陷南部控凹断裂活动性和岩浆底

侵差异导致陡坡地貌解体和湖盆范围的扩大，白云

主洼西南部裂陷期主控断裂呈现高角度、阶梯式和

强活动性特征，沉积中心由中央向外迁移，中深湖

相持续分布于洼陷中心及南部，规模较大，陡坡带

岩浆底侵明显；而白云主洼主体沉积中心继承性地

向南迁移；中深湖相持续发育，受陡坡带岩浆底侵

控制，地层有“一定程度抬升翘倾”；特别是白云东

区强烈的岩浆底侵导致文昌组‒恩平组“中深湖相”

地层翘倾抬升，埋藏相对浅（图 10，图 11）.
综上所述，白云凹陷壳幔拆离断裂体系控制下

的沉积体系响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伸展拆

离导致上盘强烈的持续旋转，控制了主沉积物源区

图 11 三幕裂陷构造演化控制下的沉积体系、古湖盆格局响应模式

Fig. 11 Response model of sedimentary system and paleolake basin pattern controlled by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rifting in three
epis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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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型缓坡三角洲的继承性分布（图 11）；沉积物源

由均一裂陷期的番禺低隆起，逐步扩展到拆离裂陷

期‒断拗期的周边大物源区，导致北部大型三角洲

的沉积可以在恩平组覆盖整个白云凹陷 . 二是由裂

陷早期高角度断层向壳幔拆离断层主控的演变，导

致均一裂陷期发育主控断裂转换带控制下的规模

轴向物源‒三角洲沉积响应，而在拆离裂陷期，物源

沉积体系响应转变为北坡物源为主，大沉降量造成

湖盆面上的扩张 . 因此，在裂陷期发育缓坡和轴向

断裂转换带大型辫状河三角洲两套规模沉积体系

响应，也成为深水下一步深层勘探的主要对象 .

4 控制因素分析

4.1 陆缘地壳岩石圈的强烈减薄控制了大型壳幔

拆离断裂体系的发育和演化

珠江口盆地地壳厚度和结构剖面显示白云凹

陷地壳厚度在裂陷期强烈减薄，特别是在白云主洼

地壳减薄至 8 km，导致南部控凹断裂带延伸至莫霍

面，并在裂陷期沿莫霍面出现大规模的水平伸展和

垂向落差，最大水平位移近 20 km，垂向落差可达

5~6 km（图 2，图 11）；从前期成果看，在白云主洼西

区和白云主洼东区发育延伸至壳间或上地壳的低

角度断裂控制了洼陷的形成与演化，揭示随着白云

凹陷地壳的减薄，形成了由浅至深的多个韧性界

面，随着拉张程度的增加发育多组拆离体系 . 在被

动陆缘研究中，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地壳内部的拆

离体系具有不同的尺度和层次（Ebinger，1989；陈发

景 等 ，2004；漆 家 福 和 杨 桥 ，2007；Masini et al.，
2013），较深的拆离发育较大的水平和垂向伸展，导

致形成的断陷规模也随之变大，按照拆离的深度

大致分为 3种情况 .（1）壳上拆离体系：拆离断层

收敛消失于上地壳上部 ，多由于先存断裂的存

在、蒸发岩与基底岩性分界面或者重力滑脱的驱

动 . 如北海地区，向东逆冲推覆的志留纪加里东

造山作用在泥盆纪早期停止，随即沿着挤压属性

的剪切带发生向西的造山滑脱，形成泥盆纪伸展

盆地（Vetti and Fasson，2012）.（2）壳间拆离体系：

拆离断裂收敛于上、下地壳之间的康拉德面 .（3）
壳幔拆离体系：拆离断裂收敛于莫霍面，在相同水

平伸展量的情况下，垂向伸展量超过正常地堑或

浅拆的洼陷 . 模拟显示（Morley，1989）如果水平伸

展 量 为 20 km，相 对 浅 拆 离 形 成 的 垂 向 落 差

<8 km，而壳幔深层的拆离可达 13.3 km（图 9a）.

新生代开始的多期裂陷作用使得南海北部陆

缘区发生大规模的岩石圈拉张减薄，形成了一系列

陆缘裂陷，直到早渐新世（~33 Ma）南海大陆岩石圈

发生完全破裂，随后开始海底扩张（孙珍等，2016）.
长电缆地震、OBS联合解释及重磁震反演精细构建

了白云凹陷区莫霍面深度图和地壳结构图，显示新

生代地壳存在明显拆离薄化，白云凹陷位于北部陆

缘强烈减薄带，对应地壳厚度从北部的 40 km快速

减薄至 8 km，由此控凹断裂断至莫霍面，控制了巨

大宽深断陷的形成 . 白云凹陷南侧主控断裂与地壳

厚度的叠合图（图 5，图 6）显示壳幔拆离断裂主要发

育在地壳岩石圈最薄的地区，西侧高角度断裂组合

区的岩石圈厚度稍大，而往东和洼陷中心岩石圈薄

化的程度逐渐增大，在东侧的地震剖面上还能看

到一定规模的岩浆底侵作用 . 莫霍面脆韧性变化

层的发育决定了白云凹陷拆离面的发育位置 ，

控洼拆离断层的拆离面越深，伸展位移量越大，

洼陷的沉降量就越大 . 细颈化带白云凹陷主洼，

断裂和薄化作用几乎使地壳缺失 ，伸展系数为

4.5，白云凹陷主洼壳幔拆离系发育宽深断陷 .
4.2 大型壳幔拆离断裂活动控制了上盘断块的旋

转、湖盆扩展，形成大型缓坡物源和继承性高地貌

研究区壳幔拆离幕式断陷活动对沉积体系展

布具有明显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拆

离断裂活动造成上盘强烈掀斜旋转，在凹陷缓坡带

形成挠曲坡折；受控洼断层深部变缓的影响，深水

区挠曲坡折带在白云主洼的北坡继承性发育 . 二是

控凹断裂由裂陷早期的高角度演变为拆离期的低

角度时，拆离断裂下降盘同时也发生了旋转，断控

作用降低而沉降作用变强；下盘由裂陷期的活跃性

物源演变为局部差异隆升‒剥蚀供源，导致在均一

裂陷期主控断裂带控制的轴向转换带、走向斜坡和

横向凸起转化带提供了主要物源，而在拆离裂陷期

变弱，直至断拗期的几乎完全萎缩（图 8~图 11）.
壳幔拆离断裂在地壳深层减薄的不同阶段发

育不同的断裂样式，其断层上盘旋转掀斜作用和深

切形成的断陷沉降作用控制了主要物源供给体系、

湖盆的水体深度‒规模和沉积中心的迁移 . 南部控

洼断裂在均一裂陷期还未延伸至莫霍面，主要以断

控作用为主，陡坡带和控洼断裂转换带控制了进入

湖盆的物源及沉积体系的发育，发育轴向辫状河三

角洲和陡坡扇‒湖相沉积响应，缓坡物源‒沉积体系

不发育 . 对东非裂谷系、贝加尔裂谷等裂陷盆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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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构造‒沉积响应研究（Ebinger et al.，1989；郭瑞

婧等，2019）揭示大陆裂谷盆地内，沉积作用和充填

作用的首要控制因素是高角度断裂伸展过程中形

成的构造分区和构造起伏，沉降中心主要沿主控边

界断层滑动的方向发育，导致基本沉积单元为半地

堑，不对称沉降、沉积中心位于主边界断层附近，物

源供给主要来自断陷轴向和上盘，沉积体系主要为

大型河流体系供源的轴向三角洲体系和陡坡下盘

隆起物源供给的陡坡扇三角洲‒湖相浊积岩 . 而在

拆离期的上文昌组沉积时期，控洼断裂延伸至莫霍

面，并伸展拆离持续深切使得凹陷落差加大、盆地

范围扩大，壳幔拆离作用形成两个典型的作用：（1）
形成相较于伸展作用早期阶段断陷盆地的深度、宽

度、面积和体积均更大的沉积可容空间，水平伸展

量和垂向伸展量都能达到 5~6 km.（2）使得断层上

盘发生旋转掀斜作用，旋转掀斜的翘倾端强烈抬升

剥蚀，成为断陷最主要的物源区，断层上盘旋转掀

斜的倾没端控制了盆地的深沉降区，发育欠补偿的

大型深湖或中深湖相沉积，而断层上盘中段的缓坡

带则为主要供源的过路区，发育河流、辫状河三角

洲和三角洲沉积（图 12）；拆离断层的犁式形态往往

导致上盘地层挠曲形成滚动背斜，控制了盆地缓

坡一侧的地貌形态，挠曲背斜轴成为分隔缓坡区

三角洲沉积环境和倾没端快速沉降区湖相沉积

环境的构造坡折带 ；拆离断层下盘的旋转掀斜

作用会导致基岩面倾向背离断陷盆地 ，被剥蚀

的沉积物较少进入断陷 ，宽深断陷具有更大比

例的欠补偿沉积，因而具备形成大规模三角洲 ‒
规模烃源岩的可容空间 . 壳幔拆离断裂活动控

制下的沉积洼陷与之前认识到的相对浅低角度

拆 离 断 裂 控 制 的 洼 陷（陈 发 景 等 ，2004）的 最 大

区别是其能形成宽且较深的洼陷 ，同时会在拆

离期形成大规模的缓坡和周边物源供给体系 .
壳幔拆离断裂活动造成的均一裂陷、拆离裂

陷和断拗转换三幕构造演化，也使得白云凹陷古

近系物源供给体系整体呈现出从周缘隆起局部物

源到裂后古珠江流域源 ‒汇体系的阶段性演变 .
基于碎屑锆石 U⁃Pb定年等综合物源示踪（曾智伟

等，2017；崔宇驰等，2018；侯元立等，2020），揭示

从均一裂陷下文昌组沉积时期物源供给体系主要

是盆内近源的中生代花岗岩，到拆离裂陷期东侧

神狐隆起有古生代变质岩物源的加入，而在断拗

期的恩平组，北侧大型三角洲体系则接受来自盆

外华南褶皱带的沉积物供给，与古珠江物源体系

古老远物源体系供给有一定相似性；反映出从均

一裂陷到断拗期，白云凹陷物源体系由局部物源

扩展至盆外‒盆内复合供源体系的变化 .

5 勘探意义

5.1 壳幔拆离断裂的发育演化控制下的深层规模

储集体分布

基于上述分析，受控于壳幔拆离断裂上盘强

烈旋转和主控断裂组合形成的两大源‒汇体系，白

云凹陷区在深部文昌组 ‒恩平组发育规模储集体

（图 12），一是缓坡挠曲坡折带控制下的大型河

流/三角洲砂岩储集体从文昌组到恩平组在白云

凹陷北坡规模分布，从均一裂陷开始发育，到文昌

组上段发育成一定规模，覆盖白云西区和番禺低

隆起区的部分区域，到恩平组沉积时则从白云西

洼扩展至白云主洼、白云东洼；二是拆离主控断裂

转换带控制下的大型辫状河三角洲和陡坡扇体的

分布，大型的轴向物源体系主要发育在下文昌组

沉积时期，东西两翼云开低凸起和白云东低凸起

分散型物源体系控制了白云凹陷轴向辫状河三角

洲体系的分布 . 因此，白云凹陷下组合的主要规

模储集体为裂陷期陆相河流‒三角洲砂体，包括上

文昌‒恩平组拆离翘倾缓坡大型三角洲、下文昌轴

向三角洲和洼陷周边扇三角洲三类砂岩储集体 .
受大型拆离作用影响，白云凹陷缓坡强烈旋转

抬升，以缓坡带供源为主，上文昌‒恩平期发育北西

缓坡大型三角洲，持续向洼陷输送沉积物（图 12，图
13a）；晚文昌期，白云凹陷发育以缓坡物源为主，即

规模储层分布在白云北坡周缘，以番禺低隆起花岗

岩为母岩，母质类型优越，且缓坡抬升掀斜作用强，

物源充足，形成规模沉积体 . 以文昌组上段为例，缓

坡物源体系控制三角洲体系分布宽广，砂岩分布面

积为 4 719 km2，以较近源辫状三角洲平原河道‒滩
相沉积为主，推测粒度粗 . 文昌组中段北部大型三

角洲整体埋深较大（>4 500 m），而西南、白云东隆

起周缘埋深相对浅，主要分布在 2 000~4 000 m，埋

深条件优越 . 恩平组沉积期，白云凹陷仍受拆离作

用影响，缓坡持续抬升提供物源，而西南断阶带及

白云主洼东基本处在水下，不提供大型物源（图

13b）. 缓坡带发育大型缓坡三角洲，由白云北坡一

直推进到白云东，规模大；发育多种类型砂岩，白云

北坡发育厚层平原河道及滩砂、向白云主洼过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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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缘改造砂及湖底扇 . 其沉积背景与文昌组类

似，以番禺低隆起花岗岩为母岩，母质类型优越，

以较近源辫状三角洲平原河道‒滩相沉积为主，推

测粒度粗；该时期缓坡物源体系分布最为广泛，砂

岩分布面积为 3 504 km2，规模大 . 与文昌组埋深

条件类似，恩平组埋深由北向主洼逐渐加大，主洼

向南部周缘隆起逐渐减小 . 白云北坡及主洼砂体

发育，由北向南埋深逐渐加大 . 白云北坡平原河

道埋深 3 000~4 500 m，主洼埋深 4 500~5 500 m.
5.2 中深层有效规模储层发育机制与分布

前期深水勘探主要对象为中浅层珠江组和珠海

组等常规勘探层系（埋深<3 500 m），研究揭示高热

流背景下储层成岩演化具有特殊性（张丽和陈淑慧，

2017），一是热压实作用为高地温梯度区储层原生孔

隙丧失的主要成岩作用之一，白云凹陷地温梯度从

3.8逐步上升到 4.0直至 5.0以上，压实减孔作用快速

增强；二是高地温梯度下粘土矿物的快速转化加快，

储层成岩演化程度高，储层表现为明显的低渗化；三

是深部热流体、底辟作用和构造作用导致部分溶蚀

和裂缝性储层的发育 . 白云凹陷近年的勘探向深层

恩平组和文昌组（埋深 3 500~5 000 m）拓展，对比世

界范围内深部优质储层发育的条件（张光亚等，

2015；Xiao et al.，2021），认识到深埋藏恩平组、文昌

组石英砂岩具有发育甜点储层的条件 . 图 13c中的

B1井在 T70附近埋深超过 4 500 m的恩平组三角

洲平原河道相砂岩，其储层孔隙度能达到 10%左

右、渗透率近 1 mD，结合该类河道砂体垂向上近

500 m井段规模分布及地层超压（压力系数为 1.2~
1.53）的出现，揭示深部层系具有很好的勘探潜力 .

考虑到白云深水区不同地温梯度下不同粒级

砂岩储层的物性随深度变化的规律性，编制了文昌

组、恩平组砂体分布与埋藏深度叠合图（图 13），揭

示文昌组‒恩平组整体为中‒深埋藏，有效砂体主要

受埋深控制，“中埋优相‒优储”为规模储集体分布

预测的基础；文昌组‒恩平组主要受控于北部、西北

部和少量东侧物源，发育规模分布的三角洲和滨岸体

系，砂体规模大，以粗砂沉积为主，文昌组整体处在深

埋藏区，中埋优相带位于白云西南及白云主洼东

图 12 壳幔伸展拆离体系控制下的规模储集体发育模式

Fig. 12 Development model of large-scale reservoir controlled by crust⁃mantle extensional detachment system and reservoir char⁃
acteristics of typical deep gas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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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缘隆起少数地区；恩平组处在中 ‒深埋藏区，

中埋优相带位于白云西南、白云北坡及白云主

洼东周缘隆起 . 白云主洼北坡和白云东区已发

现气田的下方发育恩平组和文昌组大型辫状河

三角洲砂体，整体中 ‒深埋藏，整体连片规模分

布，具有较大的勘探潜力 .

6 结论

（1）珠 江 口 盆 地 白 云 凹 陷 深 水 区 在 裂 陷 期

发育多组断至莫霍面的大型拆离断裂 ，其幕式

伸展控制了白云凹陷宽深断陷的形成 ，使得白

云凹陷经历了均一裂陷、拆离裂陷和断拗等三

期幕式构造运动 ；拆离裂陷期控凹断裂延伸至

莫霍面，产生近 20 km 的水平位移和 6~7 km 的

垂向落差 ，使得主控断裂上盘强烈旋转作用控

制了裂陷期缓坡大型坡折带及主要物源体系的

形成 ，导致上文昌组至恩平组发育宽深断陷缓

坡带大型辫状河三角洲 /湖相沉积体系 .
（2）在陆缘地壳强烈减薄背景下的宽深断陷

结构和幕式伸展作用导致白云凹陷在均一裂陷

期表现为多分割的半地堑组成的复式半地堑结

构地貌，到拆离裂陷期和断拗期的基本统一的大

湖盆，使得均一裂陷期的多物源体系演变为拆离

裂陷期挠曲坡折带控制下的单物源陆相辫状河

三角洲 ‒湖底扇响应体系；在均一裂陷期控凹断

裂未断至莫霍面 ，白云凹陷呈现复式半地堑特

征，多沉降和沉积中心，主控断裂转换带控制轴

向辫状河三角洲/湖相主要沉积体系的发育 .

图 13 白云凹陷三角洲砂体、湖相泥岩叠合与典型中深层气藏储层发育特征（BY1井位置见图 1）
Fig. 13 Superposition of delta sand body、lacustrine mudstone and reservoir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deep gas reser⁃

voir in Baiyun Sag (see Fig.1 for Well BY1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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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缘地壳强烈减薄区壳幔拆离断裂活动控

制下的特殊沉积响应导致有利湖相烃源岩、超压体

系及纵向台阶式储盖组合的有效配置，形成了白云

凹陷区的中深层天然气优势规模聚集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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