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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文昌组构造‒沉积响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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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揭示白云凹陷文昌组构造演化与沉积充填间的耦合关系，基于三维地震数据和钻井、测井资料，采用层序原形结构

剖面恢复、增强地震相分析、砂体地震扫描解释等新方法，对白云凹陷文昌组构造演化及其控制下的沉积充填过程进行了详细

研究 . 研究表明，响应于控凹断层“弱‒极强‒较强‒弱”的活动过程，文昌组沉积期白云凹陷经历了初始断陷期（WCSQ1）、强断

陷早期（WCSQ2）、强断陷晚期（WCSQ3）和弱断陷期（WCSQ4、WCSQ5）4个构造演化阶段 .相应地，白云主洼经历了河流‒湖
泊、超深湖发生、超深湖充填、深湖‒浅湖发生等沉积演化过程 . 其中旋转断块翘倾侧的北部缓坡带主要为河流‒浅湖过渡环

境，发育大‒中型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断块倾没侧的南部陡坡带主要为半深湖‒深湖环境，发育近岸水下扇‒扇三角洲沉积

体系；湖盆中心为深湖‒超深湖环境，以泥岩沉积为主，深湖区周缘发育湖底扇沉积；同时期白云东洼为陡坡+岩浆底侵形成的

多隆洼地貌，以小型近岸水下扇‒扇三角洲沉积体系为主，局部发育火山碎屑沉积 . 文昌组沉积砂体的孔隙性受白云凹陷控凹

断裂和岩浆的活动强度、物源体系及次级洼陷古地理特征等因素共同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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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3D seismic data, drilling and logging data, the tectonic evolution and its controlled sedimentary filling process
of Wenchang Formation in Baiyun Sag were studied in detail by using new methods such as the restoration of original form
structure section, enhanced seismic facies analysis and seismic scanning interpretation of sand bod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tructure-sedimentary response relationship of faulted lake basin.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response to the activity process of "weak-

very strong-relatively strong-weak" of sag-controlling faults, Baiyun Sag experienced four tectonic evolution stages during the
Wenchang Formation: initial fault depression stage (WCSQ1), early stage of strong fault depression (WCSQ2), late stage of
strong fault depression (WCSQ3) and weak fault depression stage (WCSQ4, WCSQ5). Correspondingly, Baiyun Main Sag
underwent the sedimentary evolution processes of fluvial-lacustrine, ultra-deep lake occurrence, ultra-deep lake filling, deep lake-
shallow lake occurrence. The northern gentle slope zone located on the tilting side of rotating fault block mainly developed a fluv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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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low lake transitional environment and a braided river delta depositional system of large-medium scale. The southern steep slope
zone located on the plunging side of rotating fault block mainly developed a semi-deep lacustrine to deep lacustrine environment
and a nearshore subaqueous fan-fan delta depositional system. The center of lake basin mainly developed a deep lake-ultra-deep
lake environment and argillaceous deposits. The deposits of turbidite fan were developed around the deep lake. However, the
Baiyun East Sag appeared as a landform of multiple uplift-depression formed by steep slope and magmatic underplating, and
mainly developed small-scale inshore subaqueous fan-fan delta sedimentary system with volcaniclastic sediments. The porosity of
sand bodies of Wenchang Formation was jointly controlled by the activity intensity of sag-controlling faults and magma,
provenance system and paleo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econdary depressions in Baiyun Sag.
Key words: faulted lake basin; extensional structure; tectonic evolution; sedimentary system; sedimentary filling evolution;
Wenchang Formation; Baiyun Sag; marine geology.

在断陷湖盆发育过程中，构造活动控制着湖盆

的结构样式、沉积可容空间及古地貌特征，并对湖

盆的古地理环境、物源体系产生极大影响，最终在

不同时空背景下，湖盆表现出特定的沉积充填特

征 . 因此，湖盆结构变化、地层结构样式、沉积中心

迁移、沉积体系类型及其发育特征等是构造活动的

直观响应和外在表现（李占东等，2015；朱红涛等，

2016；曾智伟等，2017；葛家旺等，2018）.
白云凹陷为珠江口盆地中面积最大、新生代地层

发育最全的深大凹陷，受多幕构造作用控制，其经历

了从早期断陷盆地到现今被动大陆边缘洋盆的演化

过程（柳保军等，2011）.近年来，学者们对白云凹陷下

部断陷地层开展了大量研究，得到 3点重要认识：（1）
白云凹陷发育大型拆离断裂体系及其控制下的拆离

盆地，拆离断裂作用是地壳薄化、地幔剥露和断陷盆

地形成演化的主控因素（任建业等，2015，2018；任建

业，2018；庞雄等，2018；Wang et al.，2018）；（2）裂陷

期白云深水区地壳发育向陆和向洋的 2套拆离断裂系

统，形成 3种类型拆离结构样式及其控制下的洼陷结

构：白云东洼为壳上拆离同改造型前展式箕状断陷，

白云主洼为壳幔拆离扩展型多级断阶式宽深断陷，白

云西洼为弱拆离过渡型双断复式断陷（李洪博等，

2020；庞雄等，2021）；（3）南海北部陆缘地壳持续的

伸展、薄化、剥露导致白云凹陷具有宽深断陷结构

和多样的古地貌特征，为大型三角洲‒湖相沉积体

系和规模烃源岩的发育提供了可容空间（吴湘杰

等，2014；庞雄等，2018；柳保军等，2019；邵磊等，

2019）. 可以看到，针对白云凹陷主裂陷期（文昌组）

的研究，前人主要聚焦于构造动力机制、成盆机理、

湖盆结构样式及演化等方面，而对于构造活动如何

控制古地貌、层序结构样式及沉积充填过程等问题

则一直缺少研究，导致构造研究成果未能较好地应

用到地层的沉积特征研究中 . 当前，白云凹陷文昌

组缺少三级层序格架下的古地貌古环境、沉积体系

发育及垂向上沉积充填演化等重要研究 .
针对上述问题，基于三维地震和钻井资料，首

先利用典型地震剖面开展沉积层序原形结构剖面

恢复，探究构造演化对湖盆古地貌、古环境、地层堆

砌样式、沉积及沉降中心迁移等纵向演化的影响 .
然后在三级层序格架约束下，使用增强地震相分析

及砂体地震扫描解释等新方法开展骨架岩相识别

及 平 面 分 布 刻 画（Xu et al.，2021；Xu and Haq，
2022）. 在此基础上，基于“沉积体系=骨架岩相+
大类沉积环境+水流路径”的思路重建白云凹陷文

昌组三级层序沉积体系（Xu et al.，2021）. 最后结

合构造‒沉积演化，探究构造活动对沉积体系发育

类型、平面展布及砂体孔隙性的影响，期望能加深

对断陷湖盆构造‒沉积之间响应关系的理解，并为

白云凹陷文昌组的储层分布预测提供依据 .

1 地质概况

珠江口盆地位于南海北部大陆架和陆坡边缘，

处于欧亚、太平洋和印度洋三大板块交汇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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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业等，2015；孙珍等，2021）. 自北向

南，盆地可分为北部隆起带、北部坳陷带、中央隆起

带、中部坳陷带、南部隆起带（图 1a）. 白云凹陷位于

珠江口盆地中部坳陷带，其北接番禺隆起，南至云

荔隆起，西连云开隆起，东邻东沙隆起（图 1a），凹陷

面积超过 20 000 km2，是盆地中面积最大、新生代

地层发育最全的深大凹陷 . 根据基底断裂展布特

征和新生代断陷期（Tg⁃T70）盆地沉积地层的残

余厚度，白云凹陷可划分为白云主洼、白云西洼

及白云东洼 3个次级洼陷（赵阳慧，2016），其中

白云主洼面积最大，沉积地层最厚（图 1b）. 白云

凹陷断陷地层整体呈南厚北薄、向北尖灭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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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揭示，南海北部陆缘前新生代存在

EW⁃NWW向与 NEE向两组不同方向的基底先存

断裂体系，其在不同时期的差异性活化控制着白云

凹 陷 的 结 构 及 演 化 过 程（Ye et al.，2018；叶 青 ，

2019）. 自晚白垩世以来，白云凹陷经历了裂陷期、

裂解期和裂后热沉降期 3个构造演化阶段（张功成，

2010；柳保军等，2019），其中始新世为白云凹陷裂

陷盆地发育期（图 2）. 裂陷盆地早期（神狐组）白云

凹陷主要发育含火山碎屑的陆相红层；主裂陷期

（文昌组）发育深湖相地层，沉积地层多为浅灰色中

图 1 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构造位置及地貌背景

Fig. 1 Structural location and geomorphological background of Baiyun Sag in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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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层 泥 岩 与 砂 岩 、粉 砂 岩 互 层 ，局 部 发 育 凝 灰

岩、玄武岩等火成岩（李成海等，2014）；裂陷晚

期（恩 平 组）发 育 三 角 洲 ‒滨 浅 湖 和 深 湖 相 地

层 ，沉 积 地 层 以 砂 岩 与 泥 岩 薄 互 层 为 主 ，普 见

煤 层（图 2）. 根 据 地 震 剖 面 上 识 别 的 关 键 性 反

射界面，文昌组可划分为 5个三级层序，从下到

上分别为 WCSQ1（文六段）、WCSQ2（文五段）、

WCSQ3（文 四 段）、WCSQ4（文 三 段）、WCSQ5
（文二、一段）（柳保军等，2019）（图 2）.

2 文昌组构造演化特征

在白云凹陷裂陷初始阶段，纯剪切伸展的脆性

上地壳破裂，形成断距较小的高角度断层（控洼断

裂倾角为 60°~68°）（图 3a），其控制条状窄断陷群的

形成；此后，脆性层内部的高角度断裂深切进入上

下地壳脆韧性带（图 3b），并产生拆离面（上下地壳

伸展作用的应变差异导致）. 受此影响，应变集中到

下地壳，导致下地壳韧性层开始产生明显的韧性流

变，上地壳断层上盘则因下地壳的韧性伸展沿着拆

图 2 白云凹陷古近系地层综合柱状图

Fig. 2 Comprehensive histogram of Paleogene strata in Baiyun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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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面 拉 开 滑 移（任 建 业 等 ，2015，2018；庞 雄 等 ，

2018）（图 3b）；随着韧性下地壳伸展薄化迅速增

强，大型拆离断裂产生巨大的滑移量（水平和垂

向断距均很大），导致断陷盆地快速地变宽加深

（图 3c）. 同时沿断裂带或隆起高部位易发生岩浆

底侵，其影响局部古地貌（孙珍等，2021；望畅等，

2022）；随着深部应力的释放，拆离断裂的活动性

减弱，此时湖盆基本维持稳定的古地理格局 . 因
此，基于白云凹陷断陷期动力机制、成盆机理分

析，文昌组构造演化可划分为初始断陷、强断陷

早期、强断陷晚期和弱断陷期 4个阶段 .
初始断陷期主要对应 WCSQ1中晚沉积期，

在 NE⁃SW 向拉张作用下，白云凹陷中西部发育

一 系 列 北 倾 高 角 度 断 裂（图 4），而 白 云 东 洼 则

发育较大规模的岩浆活动（图 5）. 受此影响，白

云 凹 陷 形 成 多 个 小 型 箕 状 半 地 堑 ，均 呈 现“ 南

断 北 超 ”的 结 构 样 式（图 4），各 湖 盆 孤 立 分 布 ，

整体呈现隆洼相间的古地理格局 .
强断陷阶段分为早晚期，据层序地层厚度判

断，早期主要对应WCSQ2沉积期，晚期主要对应

WCSQ3沉积期 . 在强断陷早期，控凹断裂活动性逐

渐增强，并在WCSQ2晚期达到高峰，WCSQ3沉积

期断裂活动性开始减弱 . 这一时期白云凹陷早先发

育的多条高角度断裂开始向大型低角度拆离断裂

演化，主拆离面总体向北倾斜 . 在白云主洼南缘，主

断层面上发育多条同向铲式断层，其向下延伸最终

汇聚于主拆离面之上，呈现台阶式组合（图 4），因此

白云主洼由早期的窄条状半地堑快速演变为深大

湖盆 . 白云东洼主断层面呈较复杂的坡‒坪交互样

式，主要为单断式断裂组合（图 5）. 整体来看，这一

时期白云凹陷拆离断裂为 NE⁃SW向展布，水平断

距为 10~23 km，断层倾角为 4°~10°（赵阳慧，2016；
叶青，2019），它们构成了断陷湖盆的南部边界 .

拆离作用使得断层上盘发生旋转掀斜，旋转

断块的翘倾端（番禺隆起）抬升剥蚀，成为白云凹

陷北部最重要的物源（崔宇驰等，2018；侯元立等，

2020）（图 4）. 拆离断层的犁式形态使得上盘地层

滚动形成挠曲带，其通常成为分隔缓坡区（三角洲

环境）和快速沉降区（半深湖 ‒深湖环境）的构造

坡折带（林畅松等，2000）（图 3c，图 6b）. 另一方

面，伴随断裂的强烈活动，白云东洼发育广泛的

岩浆活动，其中部分表现为岩浆底辟（望畅等，

2022），部分表现为火山喷发，为临近洼陷提供物

源，小部分顺断裂或岩层侵入为侵入岩（图 5）.
弱断陷阶段主要对应 WCSQ4和 WCSQ5沉

积 期 ，此 时 拆 离 断 裂 的 活 动 性 明 显 变 弱 . 受 此

影响 ，白云凹陷沉降中心开始远离边界断裂向

凹 陷 中 心 迁 移 ，使 得 湖 盆 的 连 通 性 增 强 ，同 时

白云东洼发生多期岩浆上涌事件 . 弱断陷晚期

白 云 凹 陷 开 始 发 育 NW 向 新 生 断 裂 ，指 示 区 域

应力场可能开始发生偏转（叶青，2019）.

3 原形结构剖面恢复及分析

沉积层序原形结构剖面恢复技术是基于层序

标准化原理（Catuneanu et al.，2009），通过地震线描

将剖面上的地震层序恢复至沉积期形态（图 6b），在

此基础上开展地层结构样式、古地貌、古环境及沉

积相分布等研究（Wang et al.，2019；Xu and Pang，
2021）. 本次研究在白云主洼不同地区选取代表性

测线开展原形结构剖面恢复，展现文昌组层序地层

结构、古地貌、古环境及沉积相等垂向演变 .
3.1 CC’测线原形结构剖面沉积特征

CC’测线为一条 NW⁃SE走向自白云主洼北

缘、过凹陷中心、至主洼东南缘的地震测线（图 1b），

其避开了大断裂、气烟囱及火山等地震反射体，可

很好地展示白云主洼的地层结构、古地貌及沉积相

分布（图 6a）. 原形结构剖面上，层序沉积末期的湖

图 3 白云凹陷主裂陷期地壳拆离薄化与断陷湖盆结构演

化模式（据庞雄等, 2018修改）

Fig.3 Evolution model of crustal detachment thinning and
structure of rifted lacustrine basin during the main
rifting period in Baiyun Sag (modified from Pang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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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通过湖盆两侧湖架上滨岸沉积微相（如滨岸砂

坝、三角洲前缘席状砂）来确定，其常位于湖架坡折

附近 . 为了统一标准，更好判定各层序古水深变化，

本文将层序末期的湖平面定于坡折带附近 . 古水深

为湖盆底部至湖平面的水体深度（大概数值，湖水的

地震波速取 1 500 m/s），其主要为湖盆古地理环境的

判定及纵向演化（如深湖、浅湖等判定，水深增大、

减少等变化趋势）提供依据 .各层序沉积特征如下 .

3.1.1 WCSQ1 原形结构剖面上WCSQ1上、下段

呈现不同的地震反射特征 . 在WCSQ1下段，白云

主洼边缘呈现短轴、不连续、弱振幅反射，指示洪积

扇、河流相沉积 . 主洼中心为中连续、弱振幅反射

（图 6a），指示洪泛平原泥岩沉积 . 在WCSQ1上段，

主洼边缘呈丘状、中‒弱振幅反射（图 6a），指示洪积

扇或冲积扇 . 主洼中心呈现湖架‒斜坡‒盆地的古地

貌特征（图 6b1），地层呈现短轴、不连续、弱振幅反

图 4 白云主洼文昌组典型剖面构造解释及演化（AA’测线, 位置见图 1b）
Fig. 4 Struc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evolution of typical section of Wenchang Formation in Baiyun Main Sag (AA’line, location

is shown in Fig.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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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指 示 浅 湖 泥 岩 沉 积 . 整 体 来 看 ，WCSQ1 上

段由河流相逐渐过渡为湖相 ，湖底的古水深大

致为 50 m（图 6b1），此时湖盆面积较小，主要发

育浅湖 ‒半深湖沉积环境 .
3.1.2 WCSQ2 原形结构剖面上白云主洼东南

缘边界断裂的断距约为 3 500 m，证实了 WCSQ2
沉积期控凹断裂强烈活动，主洼南部可容空间迅

速增大 . 主洼东南侧断陷处沉积地层去压实约 3
200 m，向湖盆中心快速减薄，并且中下部地层表

现出明显的退积堆砌，而上部地层则出现加积和

前积堆砌（图 6b2），指示 WCSQ2晚期基底沉降速

度开始减小 . 整体来看，主洼呈现典型的湖架‒斜
坡 ‒盆地古地理样式，由主洼北缘至主洼中心，依

次发育河流相、滨浅湖相及深湖 ‒超深湖相，层序

末期湖底古水深可达 630 m（图 6b2）. 这一时期白

云主洼发育大面积深湖 ‒超深湖的欠补偿环境，

主洼中心具有优越的烃源岩发育条件 .
3.1.3 WCSQ3 原形结构剖面上湖盆中心的地层

厚度约 960 m，平均沉积速率约为 0.65 mm/a，大概

为白云凹陷始新统平均沉积速率（0.22 mm/a）的 3

倍 . 同时，湖盆斜坡区呈现明显的前积堆砌样式

（图 6b3）. 这些证据表明这一时期控凹断裂活动性

明显减弱，沉积中心开始远离边界断裂，逐渐向主

洼中心迁移，因而主洼中心发生较大规模的沉积充

填 . 湖架坡折之上呈丘状、不连续、中振幅反射，

指示河流相砂质沉积 . 坡折带附近呈光滑、平行、

层状连续、中 ‒强振幅干净反射，指示三角洲前缘

砂泥互层沉积 . 湖盆中心呈低频、平行、连续、强

振幅反射（图 6a），指示泥夹砂沉积 . 湖盆中心经

大规模沉积充填后，至 WCSQ3沉积末期湖底古

水深降至 460 m左右（图 6b3），深湖区范围缩小 .
3.1.4 WCSQ4 WCSQ4属文昌组上段沉积 .原形

结构剖面上，主洼中心地层厚度约 1 100 m（图 6b4），

据此估算的平均沉积速率约为 0.75 mm/a，约为白

云凹陷始新统平均沉积速率（0.22 mm/a）的 3.5倍，

表明这一时期控凹断裂活动性进一步减弱，主洼中

心沉积充填作用进一步加强 . 因而地层呈现明显前

积堆砌，湖盆中心逐渐成为新的沉积中心，地层明

显变厚（图 6b4）.主洼东侧表现为杂乱、近空白、弱振

幅反射，且地层呈现较明显的上拱特征（图 6a），指

图 5 白云东洼文昌组典型剖面构造解释及演化（BB’测线, 位置见图 1b）
Fig. 5 Struc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evolution of typical section of Wenchang Formation in Baiyun East Sag (BB’Line, location

is shown in Fig.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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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火山碎屑沉积 . 据此推测该时期白云凹陷东部

火山活动较为强烈，其向临近洼陷提供火山碎屑

物源 . 另外，斜坡区至湖盆中心发育大量光滑、平

行、层状连续、中‒强振幅反射，地层的连续性明显

变好（图 6a），指示湖盆中心发育泥夹砂沉积 . 这
一时期湖盆古水深继续下降，至 WCSQ4沉积末

期，湖底古水深降至 280 m左右（图 6b4），此时白

云主洼超深湖消失，深湖区范围大幅萎缩 .
3.1.5 WCSQ5 原形结构剖面上，湖盆中心的地

层厚度约 1 250 m，而东南侧断陷处沉积地层厚度约

200 m（图 6b5），证实了WCSQ5沉积期控凹断裂活

动性很弱，湖盆中心成为沉积中心，继续发生强烈

的沉积充填作用，地层呈现典型前积堆砌特征（图

6b5）. 湖盆中心呈现光滑、层状连续、强振幅反射（图

6a），指示泥夹砂沉积，表明湖盆中心发育大量砂质

碎屑 . 鉴于主洼东侧火山碎屑沉积明显变薄，推测

这一时期白云凹陷东部火山活动变弱 . WCSQ5沉
积期湖盆古水深发生大幅下降，层序末期湖底古水

深约为 80 m（图 6b5），湖盆整体已演化为浅湖 .
3.2 DD’测线原形结构剖面沉积特征

DD’测线位于白云主洼南部，南北走向（图

1b），可展示白云主洼南部的层序地层结构、沉积环

境及沉积相分布 .各层序沉积特征如下 .
3.2.1 WCSQ1 原形结构剖面上WCSQ1上、下段

表现出不同的地震反射特征 . 其中下段地层整体表

现为短轴、不连续、弱振幅地震反射，成层性较差

（图 7a），指示河流相的陆上粗碎屑沉积 . WCSQ1上
段主洼边界断层周边呈近空白、短轴不连续、弱‒中

图 6 CC’测线沉积层序原形结构恢复剖面

Fig.6 Original form structural profiles of sedimentary sequences of Line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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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幅地震反射（图 7a），指示洪积扇或冲积扇 . 向
主洼中心地震反射的连续性变好，振幅增强，指

示地层含砂率降低 ，由砂包泥沉积过渡到砂泥

互层（图 7b1），表明湖泊环境开始发育 . 凹陷中

心呈现近空白、不连续、弱振幅反射，地层连续

性变好，指示湖相泥岩沉积 .
3.2.2 WCSQ2 原形结构剖面上湖盆古水深迅速

加大 . 主洼南部边界断层周边表现为近空白、弱振

图 7 DD’测线沉积层序原形结构恢复剖面

Fig.7 Original form structural profiles of sedimentary sequences of Line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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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反射，指示近岸水下扇沉积 . 向主洼中心地震反

射的连续性变好，振幅明显增强，并发育大量丘状、

强振幅波谷反射，指示大型扇三角洲中的下切水道

沉积 . 剖面中部发育大量中‒强振幅、连续性中‒好
的侧积和前积反射，为大型三角洲沉积体的侧翼沉

积，指示近东西向的主水流 . 剖面北部（右端）呈近

空白、弱振幅地震反射，指示湖相泥岩沉积 . 这一

时期为主要的成盆期，白云主洼南部广泛发育深湖

相泥岩，可形成优质烃源岩（图 7a、7b2）.
3.2.3 WCSQ3 原形结构剖面上主洼南缘边界断

层周边呈现短轴、不连续、强振幅反射，指示近岸水

下扇中砂夹泥沉积 . 剖面中部呈近空白、杂乱、弱振

幅反射，指示水下扇体的核部沉积（高度水道化，因

而连续性很差）. 湖架坡折之下发育低频、短轴、丘

状、强振幅反射，指示湖底扇沉积 . 湖底扇前端发育

深湖泥岩沉积，呈低频、连续、强振幅反射 . 整体看，

WCSQ3延续了之前的沉积格局（图 7a、7b3）.
3.2.4 WCSQ4 原形结构剖面上湖盆的古水深变

小，但沉积范围明显扩大 . 控凹断裂南侧开始发育

河流相沉积，表现为短轴（或点状）、杂乱、弱振幅反

射 . 河流相前端为水下湖泊沉积，其与下部地层的

沉积特征相似 . 剖面北侧（右端）为湖底扇与泥岩互

层沉积，地层连续性变好（图 7a、7b4）.
3.2.5 WCSQ5 原形结构剖面上WCSQ5与WC⁃
SQ4沉积充填特征相似，不过该时期控凹断裂南侧

的河流相沉积范围进一步扩大 . 同时，剖面北侧（右

端）开始发育三角洲沉积，分析认为这是来自北部

物源区的硅质碎屑沉积，预示这一时期北部物源区

的沉积体规模扩大，推进距离较远 . 另外，湖盆的古

水深进一步明显变小（图 7a、7b5）.

4 骨架岩相类型及分布特征

在使用原形结构剖面恢复技术还原文昌组沉

积充填演化之后，基于“沉积体系=骨架岩相+大

类沉积环境+水流路径”的思想来刻画文昌组三级

层序沉积体系分布（Xu et al.，2021）. 本文骨架岩相

为砂岩，通过使用增强地震相分析和砂体地震扫描

解释等新方法来刻画沉积砂体的平面分布（Xu and
Haq，2022）；大类沉积环境通过增强地震相和层序

原形结构剖面分析来确定，即利用原形结构剖面上

识别的岸线点、坡折点、坡脚点来确定湖岸线、湖架

坡折线及坡脚线，在此基础上确定陆相、浅湖、半深

湖‒深湖和盆地 4大类沉积环境；依据砂体平面展布

形态及剖面上识别的河道、水下分流河道、侵蚀沟

谷来确定水流路径（Xu et al.，2021）.
增强地震相分析是在传统地震相标识的基础

上，通过增加光滑性、整洁性和特殊反射波形等新

标识来提高地震岩相的识别能力 . 最终通过空间位

置、外部几何形态、内部反射结构、振幅、频率、连续

性、光滑性、整洁性及特殊反射波形这 9个地震反射

标识的综合分析，在地震剖面上直接识别地震岩相

（为一套地震反射波指示的岩石类型组合，例如砂

夹泥地层）（Xu and Haq，2022）.
研究表明，白云凹陷文昌组发育 3大类岩相：

主要为硅质碎屑岩，其次为火山碎屑岩和少量侵

入岩 . 硅质碎屑岩为砂泥岩沉积，以泥岩为背景

岩性，砂岩为骨架岩性 . 根据地层砂泥比，硅质碎

屑岩可细分为 5类岩相：砂包泥、砂夹泥、砂泥互

层、泥夹砂、泥包砂（图 8）. 结合沉积背景，这 5类
岩相中发育河道砂、河口坝砂、沿岸滩坝砂、水下

分流河道砂、席状砂、湖底扇砂（含水道砂）这 6
种沉积微相骨架砂体（图 9，图 10）. 火山碎屑岩

细分为火山集块岩、火山碎屑沉积岩及含火山碎

屑砂岩（沉积岩）3种类型（图 9，图 10）.
（1）河道砂 . 河道为三角洲沉积的主要输砂通

道，通常发育砂包泥沉积，地层的含砂率高，河道砂

为其骨架岩相，可分为主河道和分支河道 . 主河道

常发育大套砂岩层，地震剖面呈杂乱、弱振幅不干

净反射，成层性差 . 分支河道沉积的含砂率降低，地

层的连续性变好，地震剖面呈短轴、较差连续性、宽

波谷、底面下凹、右下倾斜对称波形、中‒强振幅不

干净反射（横切面）（图 9a，图 10）. 位于白云凹陷周

缘的 P33⁃1、W4⁃1井均在文昌组钻遇大套河道砂

岩，其以细‒粗粒为主（含砾石），主要成分为石英和

长石，GR曲线表现为箱状特征（图 8a、8c）.
（2）河 口 坝 砂 . 河 口 坝 位 于 辫 状 河 道 入 湖

处 ，平面上多个河口坝砂体常相互叠置组成扇

形河口坝复合体 . 相比河道沉积，河口坝的含砂

率 降 低 ，常 发 育 于 砂 夹 泥 地 层 中 . 在 地 震 剖 面

上，河口坝砂体常位于倾斜反射层顶部，呈平行

层状或底面下凹、右下倾斜对称波形、宽波谷、

叠瓦状构型（或杂乱）、中 ‒强振幅反射，地层连

续性变好，反射振幅明显增强（图 9b，图 10）.
（3）沿岸滩坝砂 . 沿岸滩坝砂为被湖浪改造后

沿岸线分布的砂体，其典型标志是平行于湖岸线展

布 . 沿岸滩坝砂一般分布于湖盆边缘，常发育于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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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白云凹陷文昌组骨架岩相类型及其对应增强地震相特征

Fig.9 Skeleton lithofacies types and corresponding enhanced seismic facies characteristics of Wenchang Formation in Baiyun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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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泥地层中，地震剖面上常表现为叠瓦状构型、右

下倾斜对称波形、中 ‒强振幅不干净反射，其与河

口坝砂具有相似的地震识别标识（图 9c，图 10），

因此主要通过平面上砂体发育位置来识别 .
（4）水下分流河道砂 . 水下分流河道砂是三

角洲前缘中发育较多的一类沉积微相，常位于河

口坝前缘小斜坡下方，发育于浅湖环境，其末端常

为湖架坡折，通常发育于砂泥互层的地层中 . 因
此，地震剖面上该类砂体常位于斜交层顶部，呈局

部较连续、右下倾斜对称波形、底面略有下凹（幅

度比河道砂小）、中‒强振幅干净反射，地层连续性

明显变好，且振幅横向变化（图 9d，图 10）.
（5）席状砂 . 席状砂常发育于湖盆斜坡环境，

为河口坝或沿岸砂坝受湖浪改造所形成的席状

或片状砂体，因此常发育于泥夹砂的较低含砂率

地层中 . 地震剖面上，席状砂常表现为较光滑、平

行、层状连续、近对称或左下倾斜对称波形、干净

反射，向盆地方向同相轴变窄、振幅减弱至逐渐

尖灭（图 9e，图 10），这是砂岩和泥岩厚度同时向

盆地减薄的地震响应 . P33⁃1井于恩平组钻遇席

状砂体，单砂体厚度为 4~10 m，以细 ‒中粒为主，

GR曲线表现为齿状或指状（图 8a）.
（6）湖底扇砂 . 湖底扇砂常发育于斜坡及湖底

等半深湖‒深湖环境，是湖架区的砂质碎屑在重力

作用下沿斜坡向下滑动堆积而成，属重力流沉积，

因此常发育于泥包砂的低含砂率地层中 . 在地震剖

面上，湖底扇砂体通常发育于干净反射背景中，呈

短轴、波状或丘状反射，其中薄层浊积砂呈高频、弱

‒中振幅反射（局部也可为平行连续反射）（图 8b）.
高孔隙下切水道砂体横切面呈底面下凹、右下倾斜

对称波形、强振幅反射（图 9f，图 10），其与河道砂反

射特征相似 . 但它们的发育环境有着明显差别，辫

状河道砂常发育于斜坡带上游的陆相环境，而湖底

扇水道砂发育于下斜坡的半深湖‒深湖沉积环境，

可通过砂体发育部位来辨别这两类砂体 .
（7）含火山碎屑砂岩 . 含火山碎屑砂岩主要分

布于火山锥周缘（图 11），为火山碎屑与硅质碎屑一

起沉积的岩石 . 与火山碎屑岩的区别为其含火山物

质较少，沉积特征比较接近正常硅质砂岩 . 地震剖

面上，该类岩石表现为短轴、低频、中等连续、弱‒中

图 10 AA’测线砂岩地震解释剖面（测线位置见图 1b）
Fig. 10 Sandstone seismic interpretation profile of Line AA’(line location is shown in Fig.1b)

WCSQ1：1~4均为河道砂体，呈底面下凹、右下倾斜对称波形、短轴反射，表明WCSQ1从河流向湖盆转变，5为水下分流河道（近岸水下扇）；

WCSQ2：1~3均为河道砂体，4为河口坝砂体（叠瓦状构型），5为前缘席状砂，6为斜坡水道砂，7为水下分流河道（扇三角洲），8为河口坝；

WCSQ3：1~2为河道砂，3为河口坝，4为沿岸砂坝，5为前缘席状砂，6~7为斜坡扇砂，8为河口坝砂；WCSQ4：1~2为河道砂，3为河口坝砂，4
为席状砂，5为斜坡扇砂，6为湖底扇砂，7为斜坡扇砂，8为河口坝砂；WCSQ5：1为河道砂，2为沿岸砂坝、河口坝，3为斜坡扇砂（短轴点状反

射），4为湖底扇砂，5为斜坡扇砂，6为水下分流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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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幅不干净反射（图 9g，图 11）. 与火山碎屑砂

岩 相 比 ，其 地 层 的 层 状 和 低 频 化 特 征 较 明 显 ，

并且发育部位更加远离火山锥 .
（8）火山碎屑沉积岩 . 火山碎屑沉积岩主要

分布于火山锥边缘（图 11），为火山喷出物（火山

砾、火山灰、火山渣等）飘落堆积或经水流搬运

至临近洼陷区快速堆积所形成 . 因此，整体上该

类岩石为含较多火山碎屑颗粒的沉积岩 . 地震

剖 面 上 ，火 山 碎 屑 沉 积 岩 呈 短 轴 或 点 状 、不 连

续、弱振幅、不干净反射，地层的层状特征不明

显（图 9h，图 11）. 其与火山集块岩的区别在于

发育部位不同，并且反射振幅变强 .
（9）火山集块岩 . 火山集块岩多分布于火山

锥核部及边缘（图 11），为大小不一、分选极差的

火山碎块（如火山渣、火山弹、火山灰等）压实固

结形成的岩石 . 地震剖面上，火山集块岩呈近空

白、弱振幅、不干净反射，地层表现出典型的上拱

形态和较差的层状特征（图 9i，图 11）.
（10）火 山 侵 入 岩 . 火 山 侵 入 岩 常 分 布 于 火

山锥或断裂周边，为火山熔岩侵入早期地层中，

通常横向侵入或纵向切割层面 . 地震剖面上，该

类岩石呈低频、左下倾斜对称波形、极强振幅、

不光滑反射（图 9j，图 11），识别较容易 .

5 文昌组构造‒沉积演化特征

一个完整的构造旋回由不同的构造阶段构成，

反映了断层初始活动、活动增强、达到高峰、活动减

弱、直至活动停止的过程（李占东等，2015；葛家旺

等，2018）. 在断陷湖盆发育过程中，构造活动控制

着湖盆的结构样式、可容空间、地貌特征及古地理

环境（刘蓓蓓等，2015；朱红涛等，2016；曾智伟等，

2017；葛家旺等，2018），最终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湖

盆表现出特定的沉积充填特征 . 因此，湖盆结构、地

层堆砌样式及沉积体系发育等是构造活动的直观

响应和外在表现 . 以珠江口盆地为例，构造对沉积

的控制主要表现为控凹断裂和深部岩浆活动对沉

积体系的影响 . 当控凹断裂活动性强时，湖盆开始

强烈扩张（常发育箕状半地堑），并形成陡坡带、缓

坡带及深洼区等地貌单元，可容空间主要位于控凹

断裂周边，沉积地层常表现为退积堆砌 . 此时，陡坡

带易发育短距离搬运（相对）的沉积体系，缓坡带易

发育长距离搬运的沉积体系，深洼区易发育欠补偿

的深湖环境，其利于烃源岩发育 . 当控凹断裂活动

性弱时，湖盆表现为坳陷特征，其内部斜坡变缓，地

貌逐渐变平缓，湖区面积变大，沉降中心向凹陷中

心迁移，地层常表现为前积堆砌 . 与此同时，局部地

区间歇式的岩浆上涌会使地层隆升，改变局部古地

形，进而影响水流方向和沉积物分布 . 另外，当岩浆

图 11 EE’测线砂岩地震解释剖面（测线位置见图 1b）
Fig. 11 Sandstone seismic interpretation profile of Line EE’(line location is shown in Fig.1b)

1为火山集块岩，2为火山碎屑沉积岩，3为含火山碎屑沉积岩，4为火山侵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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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涌冲出地表为火山喷发时，会为临近洼陷提供

火山碎屑物源，其影响湖盆局部物源体系 .
5.1 初始断陷期

初始断陷期，白云凹陷发育多个小型箕状半地

堑，湖盆整体表现为“小盆浅湖”特征，广泛发育过

补偿环境 . 其中白云主洼北坡发育粗碎屑构成的洪

积扇及扇三角洲沉积，平面上分布 3~4个较大规模

沉积体，呈NW⁃SE向展布，推进距离约 25 km，扇体

前端由河流相逐渐过渡为湖泊相；主洼西南陡坡带

发育 2个大型扇三角洲沉积体，呈 SW⁃NE或近WE
向展布，推进距离约 20 km；主洼东南陡坡带发育小

型 近 岸 水 下 扇 ‒扇 三 角 洲 沉 积 体 ，推 进 距 离 约

13 km，砂质碎屑局限于边界断层周缘分布，且普遍

受到火山碎屑影响；主洼中心发育浅湖‒半深湖环

境（水深约 50 m），主要发育泥质沉积（图 12a）.
这一时期白云东洼表现出与白云主洼明显

不同的地貌及沉积特征 . 剖面上可大致识别出 7
个规模不等的岩浆体，呈近空白、弱振幅、不干

净反射特征 . 该岩浆体周边地层主要表现为杂

乱 、弱 振 幅 、不 干 净 反 射 ，地 层 连 续 性 很 差（图

11），指示火山碎屑（或含火山碎屑）沉积 . 因此，

初始断陷期白云东洼主要发育岩浆底辟和火山

碎屑沉积，以短程快速堆砌为主，沉积体规模普

遍较小，扇体推进距离为 5~10 km（图 12a）.
5.2 强断陷早期

强断陷早期（WCSQ2）湖盆古水深从约 50 m
迅速增大为约 600 m，湖盆从浅湖快速演变为深

湖‒超深湖（图 6b2）. 在此古地理背景下，白云主洼

西北缓坡区主要为河流‒深湖过渡环境，发育辫状

河三角洲‒湖相沉积体系 . 平面上分布 2个大型三

角洲沉积体，推进距离约 30 km，呈 NW⁃SE向展

布；主凹东北部为硅质碎屑与火山碎屑混合物源，

平面上分布 2~3个中‒小规模的扇三角洲‒湖底扇

沉积体，呈近南北向展布，其中湖底扇规模相对较

大（面积约 200 km2）；主洼南部主要为半深湖 ‒超
深湖环境，发育近岸水下扇、扇三角洲沉积体系，

沉积物局限于边界断层周边，推进距离约为 10~
15 km. 其 中 主 洼 西 南 部 2 个 中 等 规 模（面 积 约

150~400 km2）的扇体以云开隆起供源，为纯陆源

碎屑沉积 . 而主洼东南部 2个小规模（面积小于

120 km2）的扇体以云荔隆起和临近火山碎屑混合

供源；主洼中心为深湖 ‒超深湖环境，广泛发育深

湖泥岩，具有良好的生烃条件（图 6b2，图 12b）.

同时期白云东洼并未同主洼一样发生强烈

沉降（与岩浆活动有关），因而广泛发育浅湖环

境 . 其 中 南 部 地 区 以 泥 质 沉 积 为 主 ，砂 质 碎 屑

较 少 . 北 部 地 区 主 要 发 育 近 岸 水 下 扇 ‒扇 三 角

洲沉积体系，于 H28⁃1至 H26⁃1井区间分布多个

南 北 向 展 布 的 中 ‒小 规 模 扇 体 ，面 积 普 遍 小 于

350 km2. 受 火 山 强 烈 活 动 影 响 ，白 云 东 洼 局 部

发育火山碎屑沉积（图 6b2，图 12b）.
5.3 强断陷晚期

强断陷晚期（WCSQ3）湖盆古水深开始下降，

湖盆逐渐向深湖‒半深湖演化，但整体仍表现为“大

盆深湖”特征（图 6b3）. 这一时期砂质碎屑向湖盆推

进更远，发育规模变大，白云主洼西北、东北两个物

源方向的砂体开始叠置连片，并且湖架北侧的辨状

河道沉积范围扩大 . 平面上主洼北坡分布 3个相互

叠置的大型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其推进距离普遍

达 40 km. 同时，大量砂体越过湖架坡折推进至下

斜坡区（深湖区），最长推进距离达 45 km，其中部

分砂体表现出典型的舌形、条形特征（图 12c），指

示被湖浪改造形成的前缘席状砂；主洼南部陡坡带

主要为浅湖‒深湖环境，发育 3个中等规模的扇三

角洲 ‒湖底扇沉积体（面积约 300~450 km2），砂体

向湖推进距离明显变大，最长达 25 km；深洼区发

育一定规模的湖底扇砂体（图 12c）.
受岩浆活动减弱影响，这一时期白云东洼基

底沉降加强，半深湖‒深湖范围有所扩大（图 12c）.
其中北部斜坡区以近岸水下扇 ‒扇三角洲沉积为

主，平面上分布 4~6个规模不等的扇三角洲朵叶

体，呈近南北向展布，推进距离约为 15~45 km，部

分砂体向洼推进距离较远；南部地区以近源的近

岸水下扇沉积为主，扇体规模普遍较小，推进距离

普遍小于 10 km（图 12c）. 位于东部低凸起南缘的

W3⁃2井于文昌组下段发育厚层泥岩（图 8b），推断

该时期白云东洼南部以泥质沉积为主 .
5.4 弱断陷期

弱断陷期湖盆古水深持续下降，湖盆逐渐由深

湖演化为半深湖‒浅湖，浅湖区范围明显扩大，同时

湖盆水域面积扩大，斜坡变缓，湖盆整体呈“广盆浅

湖”特征 . 在弱断陷早期（WCSQ4），白云主洼西北、

东北斜坡带发育 2个超大规模的辫状河三角洲沉积

体，呈 NW⁃SE向展布，砂质碎屑越过坡折带向湖盆

中心大规模推进，推进距离最远达 46 km；主洼南部

延续先前的沉积发育特征，但沉积体规模和单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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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明显变大（前缘砂体推进距离达 30 km）；主

洼东侧主要发育厚层火山碎屑沉积 ；受洼陷周

缘隆起范围缩小及地貌高程变小的影响 ，这一

时期白云东洼硅质碎屑物源供给减弱 ，平面上

砂体呈零散状分布，扇形特征不明显，且单砂体

面积明显变小（图 12d）. 位于东部低凸起南缘的

W3⁃2井文昌组上段主要发育厚层泥岩夹薄层粉

砂岩（图 8b），据此推断弱断陷早期白云东洼南

部以泥质沉积为主，砂质碎屑不发育 .
至弱断陷晚期（WCSQ5），断陷湖盆开始向坳

陷湖盆演化，湖盆高低起伏的地貌被逐渐夷平，湖

盆持续向浅湖环境演化 . 这一时期白云主洼整体上

延续了先前的沉积发育格局，不过沉积体规模略为

变大（图 12e）. 另外，位于白云东洼南侧的W4⁃1井
文昌组下段为砂夹泥沉积，指示陆相沉积环境；而

文昌组顶部（WCSQ5）发育一套约 65 m的泥岩（图

8c），并且该泥岩的孢粉组合揭示河湖类浮游藻类的

含量占绝对优势，同时无定形有机质含量为中等‒
高（图 8d），指示这一时期白云东洼南缘部分高地已

没入水下（图 1b，图 12e），演变为浅湖‒半深湖环境，

证实了弱断陷晚期白云凹陷湖泊面积扩大 . 这一时

期白云东洼火山活动较弱，以陆源硅质碎屑沉积为

主 . 其中白云东洼北部主要发育浅湖环境（深湖、半

深湖基本消失），且平面上分布 2~3个较大规模的

扇三角洲沉积体，呈 NW⁃SE向展布，扇体规模明显

变大，最远推进距离达 35 km. 白云东洼南部及东部

主要发育近岸水下扇或扇三角洲沉积，扇体规模均

很小，砂体少量发育，呈零散状分布（图 12e）.

6 文昌组砂体孔隙发育条件分析

断陷湖盆发育多种沉积体系和沉积微相砂

体，受构造活动、物源体系、古地貌特征及湖平面

升降等因素影响，各类砂体的空间分布、岩石学特

征及储集物性呈现较大差异（葛家旺等，2018；曾

智伟，2020；Xiao et al.，2021）. 白云凹陷文昌组

主要发育冲积扇、近岸水下扇 ‒扇三角洲、辫状河

三角洲及湖底扇 4种沉积体系，其内部发育河道

砂、河口坝砂、沿岸滩坝砂、水下分流河道砂、席状

砂、湖底扇砂 6类沉积微相砂体 . 这 6类砂体的孔

隙性受白云凹陷控凹断裂和岩浆活动强度、物源

体系及各次级洼陷古地理特征等因素共同控制 .
白云凹陷文昌组沉积砂体孔隙发育条件为：

（1）白云主洼西北缓坡带为纯陆源硅质碎屑物源，

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向湖盆推进较远距离，发育于

湖架坡折之下（大致斜坡‒深洼区）的水下分流河道

砂、远端砂坝及席状砂等被湖浪充分改造、筛选，理

论上它们具有最好的孔隙发育条件 . 振幅属性图

上，WCSQ3于主洼北部的半深湖区发育舌形、条形

砂体（图 12c），证实了湖浪对沉积砂体的改造 .（2）

图 13 白云凹陷文昌组砂岩发育特征

Fig. 13 Sandston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Wenchang Formation in Baiyun Sag
a.W9‒1井古近系砂岩类型三角图（井位置见图 1b），文昌组砂岩的岩屑含量较高，且岩屑类型为火山喷出岩，表现出成分成熟度低、近物源沉

积的特征；b.白云凹陷南缘云开、云荔隆起区文昌组砂岩孔隙度分布图，其中云开隆起区文昌组砂岩主要表现为低孔特征，云荔隆起区文昌组

砂岩则表现为中低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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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洼东北、东南斜坡带沉积砂体的孔隙受东侧火山

活动影响较大，位于主洼东南缘的W9⁃1井文昌组

砂岩表现出岩屑含量较高、岩屑类型为火山喷出岩

的岩石学特征（图 13a），指示该地区文昌组砂体成

分成熟度低、近物源沉积的特征 . 另外，通过统计云

开、云荔隆起区文昌组砂岩的孔隙度（图 13b），发现

文昌组砂岩主要表现为低孔‒中低孔（溶蚀作用是

形成中孔的主要原因）（廖计华等，2022），钻井资料

证实了火山碎屑对文昌组砂体孔隙的影响 . 据此推

测在火山较弱活动期（WCSQ3、WCSQ5）东北斜

坡带和东南陡坡带三角洲前端砂体具有相对较好

的孔隙发育条件 .（3）主洼西南陡坡带为纯硅质

碎屑物源，在WCSQ1-WCSQ3沉积期，沉积体推

进距离较短，主要发育于近岸洼陷区，推测沉积砂

体的孔隙性相对较差 . 而在 WCSQ4、WCSQ5沉

积期，扇三角洲沉积体发育规模变大，其前端砂体

向湖推进距离较远（图 12d、12e），推测部分三角洲

前端砂体具有较好的孔隙发育条件 .（4）白云主

洼中心区域主要为深湖环境，发育数量较多的浊

积砂体，其与深湖烃源岩直接接触，容易形成构造

‒岩性复合圈闭 .（5）受火山活动影响，白云东洼

沉积大量细粒火山碎屑 ，其对砂岩孔隙发育产

生不利影响（图 13），加之各洼陷主要为近源、短

程、快速堆积（图 13），推测该地区砂体孔隙发育

条件较差 . 相对而言，白云东洼北坡部分砂体经

历较长距离的搬运（图 12），推测这类砂体具有

较好的孔隙性，不过砂体规模有限 .

7 结论

（1）响 应 于 白 云 主 洼 南 缘 拆 离 断 裂 经 历 的

弱 ‒极强 ‒较强 ‒弱的活动过程，文昌组沉积期白

云凹陷经历了初始断陷期（WCSQ1）、强断陷早

期（WCSQ2）、强 断 陷 晚 期（WCSQ3）和 弱 断 陷

期（WCSQ4、WCSQ5）4 个 构 造 演 化 阶 段 . 同 时

期白云东洼发生多期岩浆活动 ，部分岩浆喷出

地表，为临近洼陷提供火山碎屑物源 . 同时岩浆

底侵对边界断裂和凹陷结构产生侵位改造 ，形

成白云东洼多隆洼相间的古地貌格局 .
（2）受控于湖盆构造演化过程，白云主洼文昌

组经历了河流‒湖泊、超深湖发生、超深湖充填、深

湖‒浅湖发生 4个沉积演化过程 . 在此构造‒沉积演

化背景下，白云主洼西北缓坡带发育纯硅质碎屑的

大型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 . 主洼东北斜坡带为硅

质碎屑与火山碎屑混合物源，早期发育扇三角洲沉

积体系，晚期发育大‒中型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 .
主洼西南陡坡带发育纯硅质碎屑的近岸水下扇‒扇
三角洲沉积体系 . 主洼东南陡坡带发育硅质碎屑与

火山碎屑混源的中‒小型近岸水下扇‒扇三角洲沉

积体系 . 主洼中心主要为深湖环境，发育湖底扇沉

积 . 受控于岩浆活动、多隆洼地貌及混源、多变的物

源体系，白云东洼以近源的小型近岸水下扇‒扇三

角洲沉积体系为主，局部发育火山碎屑沉积 .
（3）白云凹陷控凹断裂和岩浆活动强度、物

源体系及各次级洼陷古地理特征等因素共同控

制文昌组沉积砂体的孔隙发育条件 . 相对来讲，

白云主洼西北缓坡带为纯硅质碎屑物源，辫状河

三角洲沉积体系向湖推进距离较远，湖架坡折之

下的砂体理论上具有良好的孔隙发育条件，尤其

以 WCSQ3-WCSQ5等 3个充填层序为最佳 . 而
在 主 洼 西 南 陡 坡 带 ，WCSQ4 和 WCSQ5 沉 积 期

扇三角洲沉积体规模变大 ，坡折之下的扇三角

洲前端砂体也具有较好的孔隙发育条件 . 另外，

主洼中心发育数量较多的深湖浊积砂体 ，它们

可形成储集性较好的构造 ‒岩性复合圈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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