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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建南盆地是发育于南海西部陆缘我国传统疆界线附近的新生代沉积盆地，大部分区域位 于我国传统 

疆界线内。在对盆地近万千米多道地震资料综合分析解释的基础上，对盆地的主要构造样式以及它们与油气的关 

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盆地分布面积广，沉积厚度大，油气前景良好。盆地是属于早期断陷、后期经走滑改造而 

成的复合型盆地，其构造演化经历了3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发育不同的构造样式：早期为断陷阶段，伸展型构造样 

式发育；中期为断坳一压扭或走滑反转阶段，产生走滑或压扭性构造样式；晚期为区域沉降阶段 ，以垂向沉积为主， 

无明显 的构造样 式发 育。 

关键词：构造样式；伸展型构造；走滑反转构造；中建南盆地；南海 

中图分类号：P7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6-1492(2006)01—0053-06 

中建南盆地位于南海西部陆缘，其北为琼东南 

和莺歌海盆地，南邻万安和南薇西盆地，西接南海西 

部陆架，东连西南海盆(图1)。 

中建南盆地是南海屈指可数的大型新生代沉积 

盆地，总体呈NNE走向，面积超过 11．39×10 km 。 

盆地内发育古新统一中始新统 (T 一T )、上始新 

统 渐新统(T。一T )、下中新统一中中新统(T 一 

T。)、上中新统(T。一T )、上新统一第四系(T。一 

T。)5套地层，最大沉积厚度超过 8 500 m，地层由早 

期的陆相演化至现今的浅海 半深海相。盆地由北 

至南划分为西北部隆起、北部坳陷、北部隆起、中部 

坳陷、南部隆褶带和南部坳陷等 6个二级构造单元， 

构造单元呈 NE或 NNE向相间排列，具有明显的 

雁列结构。据调查，盆地油气资源丰富，具有较高的 

油气勘探价值。 

盆地奠基于白垩纪末期～古近纪早期。由于燕 

山运动的造山带岩石圈的拆沉，在亚洲东南边缘产 

生了向东南方向的蠕动_1]，在上地壳中拉开一系列 

NE向的断裂、地堑和半地堑，从而开始了盆地的沉 

积和发育 ．8j。古近纪以来，断裂和拉张作用加强， 

地堑式断陷盆地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坳 陷盆 

地_3]。因此，中建南盆地早期是一个伸展型盆地，其 

古新统一始新统多是受正断层控制的“断陷”，具有 

伸展盆地的基本特征。此外，盆地位于南海西缘断 

裂带的边缘，该断裂带是一条长期活动的大型走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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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由于其活动性质变化而导致万安运动 j，对 

盆地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奠定了盆地的构造格 

局。因此，盆地晚期发育走滑或压扭性构造样式，局 

部构造发育，构造圈闭类型丰富多样。由此可见，中 

建南盆地的构造样式主要包括伸展和走滑两种，并 

以伸展构造样式占主导地位。 

1 伸展构造样式 

伸展构造是盆地中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变形， 

它控制了盆地的形成和发展。从现有的资料分析， 

主要为基底卷入型。盆地或凹陷的边界正断层的几 

何形态和运动学特征的差异，决定了伸展盆地的构 

造样式的不同。伸展盆地的构造样式主要有如图 2 

所示的 4种_2]。中建南盆地主要发育 3种不同结构 

的伸展构造样式：即由非旋转平面式正断层控制的 

地堑和地垒、由旋转平面式正断层控制的多米诺式 

半地堑系和由铲式正断层控制的滚动式半地堑。 

1．1 地堑与地垒 

垒堑构造是由两条或两条以上倾向相背的正断 

层及其所挟持的断块所构成(图 3)，该种构造组合 

是盆地中最常见的构造样式，在盆地的隆起和坳陷 

部位均有分布。构造形态呈近对称的凹凸相问。图 

中的垒堑构造发育于盆地南部的隆褶带上，地垒两 

侧的断裂为继承性断裂，中始新世之前始终控制着 

两侧的沉积，上升盘局部缺失古新统一中始新统。 

断层的活动终止于晚中新世一早上新世。地垒顶 

部 的下中新统一中中新统(T ～T )明显比两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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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海中建南盆地位置 

Fig．1 Location of Zhongj iannan basi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图 2 伸展型断陷盆地在剖面上的基本构造样式(据漆家福，1993) 

(左图为基本样式；右图为可能的复杂样式) 

Fig．2 Basic structural styles of an extensional basin in the profile(After QI Jia—fu，1993) 

(Basic structural styles(1eft)，and complicated structural styles c。nceivable(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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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建南盆地地堑与地垒构造剖面 

Fig．3 Graben and horst structure of Zhongj iannan basin in seismic profile 

堑的厚度大，可能是顶部发育碳酸盐岩和生物礁所 

致 

垒堑构造由于断块高或古隆起等古地貌的因 

素，往往容易形成潜山披覆背斜构造。这种构造在 

我国含油气盆地中广泛分布，是重要的圈闭类型之 
一

。 古潜山具有捕获油气的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邻近生油坳陷，储集条件好，圈闭面积通常较大，供 

油条件也十分优越，因此，潜山披覆构造具有巨大的 

储油潜能[5]。 

1．2 多米诺式半地堑系 

该构造样式发育于盆地中部的坳陷部位(图 4) 

和南部隆褶带。断陷一侧发育主断层并相互同向倾 

斜，构造形态呈锯齿状，单个断陷为不对称的“箕 

状”。地层产状自下而上由陡倾渐变为平缓，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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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断翘型”或“断超型”。 

图4表明，断层的发育时期主要为古新世 中 

新世，而古新世一中始新世是活动最强烈时期，表现 

为同生性质，下降盘厚度明显增大，由于强烈的块断 

作用，形成掀斜断块，古新统一中始新统(T 一T ) 

呈现为断层与地层构成的东断西翘的楔状 晚始新 

世，断裂活动减弱，地层产状逐渐趋于水平，晚中新 

世断层停止活动。由剖面可见，地层产状深浅层不 
一 致，Ts以下倾斜强烈，T 以上为近水平层。掀斜 

断块控制剥蚀和沉降，抬升一侧常遭剥蚀，地层薄且 

多间断；沉降一侧地层厚且全。掀斜的方向则决定 

着断超的分布，随着掀斜断块作用，沉降中心向主断 

层一侧迁移。 

多米诺式半地堑系往往构成“屋脊”型断块构 

造，“屋脊”型断块具有良好的圈闭条件，而且平面上 

图 4 中建南盆地多米诺式半地堑 

Fig．4 Domino half-graben of Zhongjiannan basin in seismic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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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叠合连片，形成一系列有利的油气圈闭，从而构 

成可能的复式油气聚集带。而且，由于箕状半地堑 

的地形反差大，沉积物源近，往往形成特有的沉积系 

统，常在陡侧形成粗厚的沉积物和水下扇；在缓坡一 

侧则有三角洲体系或带状砂沉积，构成 良好的油气 

储集体。因此，此类构造对油气勘探有现实意义。 

I．3 滚动式半背斜 

该构造样式发育于盆地的南部坳陷(图5)，断 

陷西侧发育主断裂，断裂的几何形态为铲式。地层 

上盘滚动掀斜运动，基底产状倾斜，且由断层一侧向 

斜坡上方产状渐变平缓，形成基底滚动半背斜，为非 

对称结构。 

由图5可见，主断裂的发育时期为古新世一上 

新世，下降盘地层明显增厚，落差大、延伸远，同生性 

质明显，控制作用强烈，具有生长断裂的典型特征； 

在半地堑的构造斜坡上，发育有与坳陷边界断层倾 

向相同的基底次级正断层。沉积层朝断层方向滚动 

超覆，背离断层方向则被削截退覆 断层下降盘还 

可见一些块状的杂乱反射，可能是滑塌的结果。 

生长断裂与油气的生成、运移和聚集都有密切 

的成因联系。生长断裂的主要生长期往往也是生油 

坳陷的主要发育期，直接控制着生油坳陷的分布；沉 

积坳陷内次级断裂常呈弧形向生油坳陷中心阶梯状 

下掉，断面朝向油气运移聚集的最有利部位；生长断 

裂伴生的滚动背斜和掀斜断块是最有利的圈闭类 

型；由于生长断裂发育早，活动时间长，促使油气长 

期处于运移、聚集和重新富集的状态，因而可能造成 

深、浅部含油层叠合连片，形成多种圈闭类型叠合的 

复式油气聚集带 。 

2 走滑构造样式 

盆地中的走滑构造样式主要为花状构造，为基 

底卷入型。该花状构造即为南海西缘断裂(图 6)， 

剖面上可见主干断层向上分支，构成下窄上宽的貌 

似“花朵”的断裂带。该构造为负花状构造，断层具 

有正断性质，组成断层总体表现为向形特征，断层问 

为地堑式断块。负花状构造是在张扭作用下产生 

的，表明断层在走滑的同时局部受引张。 

南海西缘断裂白始新世形成以来长期活动。从 

剖面可见，该断裂切割了T 以下的所有地层直达海 

底，3条倾向与主干断层相对的断裂亦切割了上新 

统一第四系，表明该断裂一直活动至第四纪。 

走滑断裂带的位移常可在断裂带附近形成各种 

伴生构造，常见的伴生构造有断层和褶皱，它们通常 

是成组斜列于主干走滑断层的一侧或两侧。 

3 结语 

构造样式往往与变形机制、地层的力学性质、岩 

层变形与地层形成的年代关系、先存构造的影响等 

因素有关l4]。故不同的演化阶段决定了不同构造样 

式的发育。综上所述，中建南盆地是属于早期断陷、 

后期经走滑改造而成的复合型盆地，其构造演化经 

历。T 3个时期：早期为断陷阶段，断裂发育，其伸展 

型构造体系决定了伸展构造样式的形成；中期为断 

坳一压扭或走滑反转阶段，由于南海西缘断裂的强 

烈活动，应力场由拉张转为压扭，发育走滑或压扭性 

构造样式，产生花状、压扭性背斜和褶皱隆起等局部 

图 5 中建南盆地滚动式半背斜 

Fig．5 Rollover half-anticline of Zhongj iannan basin in seismic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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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建南盆地花状构造 

Fig．6 Flower structure of Zhongj iannan basin in seismic profile 

构造；晚期为区域沉降阶段，区域应力场渐趋平静， 

盆地整体沉降，以垂向沉积为主，无明显的构造样式 

发育。 
L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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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TRUCTURAL STYLES OF ZHONGJIANNAN 

BASI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EN Ling ‘ 

(Guangzhou Marine Geological Survey
，Guangzhou 510760，China) 

Ab。tract．Zhongjiannan basin is a Cenozoic sedimentary basin developed in the west continental margi
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mostly inside the territory of China
，and confined by the traditiona1 boundary line 

ot the countrY·W ith vast area and considerable sedimentary thickness
，the basin has preferable persp ective 

ot nydrocarbon— As a composite basin，it underwent fault subsidence in the e
ar1y time and then foilowed 

‘k l p 。fom ation·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the basin has gone thrOUgh th
ree steps．①fau1t subsid— 

ence,with extensional structures developed；Qstrike—shp inversion，with strike—slip and extrusion struct
ura1 

stY es formed accordingly；(~)regional subsidence，with vertical sedimentation mainly occurring and no 0b
vi— 

OUS structural tyles coming into being
．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early 10 000 km seismic data of the 

basm’some mam structural styl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were comp
rehensive1y 

analyzed． 。 

Key words：structural style~extensional structure；strike～slip inversion；Zhongjiannan basin
；the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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