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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琼 东南盆地断裂较 为发 育，主要发 育 NE、近 EW 和 NW 向的三组 断裂，其 中 NE向和近 EW 向断裂是主 

要 的控 盆断裂。盆地早期发育主要 受基底先存断裂的控制 ，形成 了众多裂陷构 造；晚期 主要 受热沉降作 用控 制，断 

裂不太发育 ，对 沉积 的控制作 用较 弱，从而使盆地具有 典型 的裂陷盆地 和双层 结构特征 。琼 东南盆地 受到 太平 洋 

俯冲后撤 、印藏碰撞 和南海张开等 多期 构造 的作 用，盆地的裂陷期可 以分 为两阶段 ：始新世一 早渐新世 的整体 强张 

裂期 ，晚渐新世 一早 中新世的弱张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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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积盆地 的研究 中，断裂在盆地演化 中的重 

要性 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断裂与盆地是一对相 

互影响的伴生构造，空间上断裂作为盆地的重要边 

界控制盆地的展布和形态。在盆地发育时期，断裂 

活动又可以控制盆地内沉积充填和构造样式及后期 

资源分布；而盆地的发育又可以促进断裂的活化和 

再发育，所以说断裂是研究盆地的一把钥匙。通过 

研究断裂构造发育历史可 以了解 盆地 的发育过程 ， 

反演盆地发育的应力机制，预测油气资源的运移、聚 

集等。 

琼东南盆地位于南海北部陆缘，西靠莺歌海盆 

地，东北为神孤隆起，北邻海南隆起，南与永乐隆起相 

接，是一新生代陆缘拉张盆地(图1)。盆地总体呈北 

东一南西向延伸，具有两隆三坳的构造区划格局。盆 

地在构造演化上经历了特征显著不同的两个发育阶 

段：始新世至渐新世的断陷阶段和早中新世 以来的拗 

陷阶段 ，这两个发育阶段使盆地形成了上下两个构造 

层 ，具有明显的双层结构特征。随着近二十年来琼东 

南盆地的油气勘探 ，对盆地的沉积地层l_l。]、断裂及断 

坡带_4 ]、油气系统、地球化学 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认 

识，但对于琼东南盆地的构造演化动力机制仍无定 

论，尚未明确盆地演化与印支挤出作用和南海扩张的 

关系。本文旨在对琼东南盆地地震资料解释的基础 

上，通过对断裂构造发育特征 的分析研究 ，来探讨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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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演化过程和形成动力机制，以及印支挤出、南海 

扩张对盆地演化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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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扩张方向 口 新生代盆地 口 刚性地块E]断裂 

日 断裂走滑方向固 扩张轴 口 海槽 围 洋盆 

图 1 琼东南盆地及周缘区域构造简图 

Fig．1 The tectonic frame of the Qiongdongnan 

basin and neighboring areas 

1 区域地质概况 

琼东南盆地的基底主要为华南加里东褶皱带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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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的延伸部分，陆架厚度较薄，介于 30～20 km 

之间 。基底岩性 为前古近系火成岩 、变质岩及 

沉积岩，包括花岗岩、混合岩、角砾岩、凝灰岩、集块 

岩、安山玢岩、英安流纹岩、白云岩等 。 。盆地内部 

受基底断裂控制 ，形成了“三坳两隆”的凹凸格局，即 

北部坳陷带、崖城一松涛中央凸起带、中央坳陷带 、 

南部隆起带和南部坳陷带。凹陷结构以半地堑构造 

为主，北部坳陷带包括崖北凹陷 、松西凹陷和松东凹 

陷等 3个凹陷；中央坳陷带包括崖南凹陷、乐东凹 

陷、陵水凹陷、松南凹陷、宝岛凹陷等 5个凹陷；南部 

坳陷带主要包括北礁 凹陷和华光凹陷。 

琼东南盆地内沉积主要由古新近系组成 ，第 四 

系较薄口 。古新近系沉积 以 T60所代表 的巨大不 

整合为界可以划分出两个沉积构造层：古近系的裂 

陷沉积和新近系的拗陷沉积(图2)。下构造层代表 

早期裂陷作用形成的半地堑或地堑充填的产物，发 

育了 10个独立的凹陷，充填有始新统、崖城组和陵 

水组地层。上构造层则代表盆地发育晚期的裂后热 

沉降期 ，即拗 陷作 用的产物口 引，充填三亚组 、梅 

山组 、黄流组和莺歌海组地层(图 3)。 

图 2 琼东南盆地沉积结构示意图 

Fig．2 The sedimentary architecture of Qiongdongnan basin 

2 断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2．1 断裂时空分布 

琼东南盆地断裂主要发育于古近系裂陷构造层 

中(图 3)，断层主要的走向有 NE、近 EW 和 NW 向 

3组。其中，以 NE 向断裂最多，占 65 左右；其次 

是近 EW 向断裂 ，占 20 左右 ]。以上 2组断裂控 

制了盆地边界、走向及构造分带性。NW 向断裂较 

少 ，仅占 10 左右 。盆地整体受 3条 NE向断裂所 

控制(图 4中阴影带)，这 3条断裂带控制 了盆地的 

基本形态及走 向，形成了“三坳两隆”的构造格局。 

NE向断裂带之间发育有 NW 和近 EW 向断裂 ，控 

制局部的构造发育 。盆地西部断裂主要为 EW 向。 

通过对琼东南盆地断层生长指数分析 (图 5)可 

见，琼东南盆地 断裂发育分为两个 阶段 ，Tg—T60 

阶段是盆地断裂发育的主要 时期 ，三组断裂均表现 

出较高的活动速率，达到 200 m／Ma。T60之后，断 

裂趋于稳定，活动速率逐步降低。不同走向的断裂 

在不同时期，其活动强度亦有差别。Tg—T70期间 

盆地断裂活动以 NE向为主，T70一T60期间以 EW 

向为主。NW 向断裂为两种断裂间的走滑一剪切断 

裂 ，活动强度较为均衡。 

2．2 断裂类型及垂向发育特征 

从地震剖面(图 6)可见琼东南盆地在拉张应力 

场环境中主要发育犁式和多米诺骨牌式板状正断 

层。断层的发育控制了一系列半地堑和二台阶的构 

造发育、沉积充填和块体的旋转，同时断裂表现出多 

幕次发育特征。测线 A—B位于盆地西部 ，主要穿过 

近 EW 向断裂 ，表现为北断南超的平面式断层控制 

的半地堑构造 ，最老的地层为下渐新统崖城组 ；下降 

盘 $7O一$6o(陵水组)地层较 $8o-$7o(崖城组)发育。 

C—D和 E—F两条测线 ，走 向 SE—NW ，主要穿过 NE 

和 NW 向断裂 ，断裂下降盘 S100一$60地层 整体较 

为发育 。综 合 3条 剖面发 现，琼 东南盆 地 的断裂 

可分新近系和古近系两套断裂系统。Tg—T60是 

盆地裂陷阶段 ，基底继 承性 断裂发育，控制 了始新 

统、崖城和陵水三套地层 的沉 积发育，下降盘厚度 

明显比上升盘厚度大，形成众多半地堑。T60之 

上断裂不发育(图 4)，断过 T40断层很少 ，构 造变 

形轻微 ，少有 大型构 造发 育。断裂活动 强度 总体 

上表现为古近纪活动强度大 ，断距大 ，控制沉积发 

育；进入中新世 ，断裂活动减弱 ，断距减小 ，不控制 

沉积发育 。 

2．3 断裂发育机制 

始新世一早渐新世 (Tg—T70)NE向的大型深 

断裂活动性较强。中生代太平洋 NW 向俯冲在华 

南陆缘形成 NE向挤压软弱带，其应力机制见图 

7a。当太平洋俯冲后撤时，在 SE向张应力背景下，在 

南海北部陆缘发生大面积的裂陷作用，形成了以 NE 

向为主导方向的半地堑式的裂陷群，且扩张中心逐步 

南移，受莺歌海盆地 NW 向断裂的影响，盆地西部 

EW 向断裂开始发育 ]。晚始新世(约 46 Ma)，琼东 

南盆地 NE向断裂在原始软弱带的基础上首先活化 

发育 ，在盆地 中形成3个NE向断裂带 ，控制 了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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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层 厚 年 岩 性 层 盆地 葩 
系 度 龄 序 岩 性 简 述 沉积相 工具颁 I艺 

统 组 段 削 面 界 裂陷 
／m ，Ma 面 幕 分期 

∞  
- ● ● _ ● _  

加 叩磊 ●_ ●-●- 浅灰、绿灰色黏土为主，央薄 粉 滨 海 
砂、细砂，富含生物碎片，来成岩。 浅海 速 

．

64 T2() 沉 

上 莺 ．n 降 

大套浅灰、深灰色厚层块状泥岩，央 浅海 期 
新 歌 2 4 薄层浅灰色粉砂岩

、 砂质泥岩 盆地 
t 

海 2 中部夹厚层块状细砂岩 半深海 
新 墨 t 组 卜 裂 

叶 5 5 T30 

黄 叶 浅灰一黄灰色砂岩，芡质砂岩、生物灰 滨海 后 

中 上 流 、。 浅海 充 

组 2 岩、臼垩质眇岩，灰质泥岩不等厚互层 热 填 
0 盆底扇 近 o 3 r4o 

沉 期 1w 浅灰色泥岩夹薄层粉砂
、 细砂岩， 滨海 

梅 ： Tll 可含钙质。 浅海 降 

新 中 山 组 C } 喝色、浅灰色粉、细砂岩，Z蹶 、臼垩 半深海 期 

系 T5C —黄岩与灰岩及深灰色泥岩不等厚互层。 三角洲 
5 

T5l 灰色泥岩与灰白色砂岩互层，顶部为 
●，、 滨 海 

T52 块状泥岩。 统 亚 浅海 

下 组 0 灰—深灰 尼岩、砂厕尼岩与灰白色砂岩 
21 半深海 

； 一 T60 砂砾岩互层，夹煤层 底测面部见灰岩。 
。。 

浅荻色砾状砂岩、砂岩、 }叫 日砂岩与 
2 

陵 0 灰—深灰色泥岩不等厚互层。 滨海 

eq 
T6l 

水 ∞ 灰一深 灰色泥岩为主 ，夹浅灰色 浅海 

2 三角洲 占 上 组 0 24 T62 薄层砂岩 。 
渐 C 灰白一 浅灰色黏士砾状砂岩、含砾砂岩、 

2 30 r7o 中—粗砂岩夹深灰 尼岩，局部见有生 裂 
e 物获岩。 陷 

灰白色砂 驶 、砂状砾岩、砂岩与深灰色 裂 近 

新 崖 i p
、

砂喻尼岩甄层，刘 毒蓖嵬霄。 陷 充 

0 河 流 期 填 浅灰
、 黄灰色泥岩，粉砂质泥岩与浅 城 

2 湖相 期 0 黄灰色泥质砂砾岩
、 中砂岩等厚互层。 

系 统 沼泽 组 
上部为灰白色砂岩与深灰 尼贞岩互层 
夹煤层，F部为灰白、浅灰色砂砾岩含 扇三角狮 

砾砂岩为主，夹薄层深灰色粉砂 岩。 36 
TSO 

始 岭 湖相 
新 央 浅棕红色泥质砂岩与浅灰色含砾 河帜扇 

统 组 砂岩瓦层 扇三角洲 I 6 

Tg 

前古近系 诧岗岩、白云岩、凝灰岩、火I【J集块岩、 基 底 

安山玢岩角岩、沉积岩、混合岩等。 

Fig．3 

图3 琼东南盆地层序地层 

Fig．4 

图 4 琼东南盆地不 同时期 断层分 布(据文献[5]) 

http://www.cqvip.com


海 洋 地 质 与 第 四 纪 地 质 

25O 

200 

三 
害 

蟊"。 
想 

100 

蛭 

50 

0 

／ 

／ 

I I 

／ J 

■NE向断裂 

■EW向断裂 

口NW向断裂 

图 5 琼 东南盆地不同走向断裂活动强度 “ (据文献[14]) 

Fig．5 The activity of different orientating 

faults during different time sp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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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构造格局和沉积充填 。同时 NE向断裂之间发 

育张扭性质的 NW 向断裂，其应力机制见图 7b。 

晚渐 新 世 早 中新 世 (T70一T60)，盆 内 近 

EW 向断裂活动性 比 NE向和 NW 向断裂都强 (图 

5)。且在剖面 A—B(图 6)中可见 ，EW 向断裂 (如 

5号 和 3号 断 裂)两 侧 T70一T60地 层 厚 度差 比 

Tg—T70期 间大，表 明 EW 向断 层在此 阶段 更为 

活跃。推测此时南海开始海底扩张，扩张方 向由 

SSE向变为近 SN向l_1 ，导致近东西 向断裂上的活 

动性变强 。由于扩张轴向南跃迁 ，本区拉张作用在 

后期减弱 ，断裂两侧沉积层厚度差减小 ，断距减小 ， 

其应力机制见图 7c。 

图 6 横穿琼东南盆地 的地震剖面 (据文献[15]) 

(剖面位置见 图 4) 

Fig．6 The interpreted seismic profiles transversing the Qiongdongnan basinDs] 

(See Fig．4 for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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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张 裂期 

P．扭 张 性 断 裂 

C．压 抑 性 断 裂 

N．张 性 断 裂 

强张 裂期 

裂 后沉降 期 

R．张扭性断裂 

O】‘最大 主应力 

B·挤压 破碎带 

图 7 琼东南盆地不同时期应力机制 

Fig．7 Diagrams showing the stress situation in 

Qiongdongnan basin in different periods 

中中新世一现在(T6O一海底 )，21 Ma以后 ，南 

海西北部整体进入了热沉降期。尽管后期菲律宾板 

块向NW 仰冲，使盆地处于大范围挤压环境中，但 

仰冲作用较弱，对琼东南盆地影响不大，盆地后期断 

裂不太发育，总体上进入了以热沉降为主的裂后拗 

陷期 ，其应力机制见图 7d。 

3 盆地发育机制及构造分期 

根据南海北缘地壳的减薄方式、断裂样式、沉降 

中心的改变及盆地充填序列分析，认为南海新生代 

裂陷过程在从北 向南逐渐迁移 的趋势下，经历了多 

期裂陷过程n ̈ ]。每期盆地及断裂的走 向是不一致 

的 ，表现为顺时针旋转[1。 。通过对盆地断裂构造 

的认识，我们认为琼东南构造发育受太平洋俯冲后 

撤、印支挤出和南海扩张的联合作用，经历了多期张 

裂过程，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应力机制，其发育模式 

如图 8。根据对琼东南盆地不同走向断裂的活动情 

况、地层发育及对本区的力学机制分析，我们将盆地 

的构造演化划分为 3个阶段：整体强张裂期、弱张裂 

期和热沉降拗陷期。 

3．1 始新世一早渐新世 (Tg—T70)整体强张裂期 

Northrup等 对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之 间 

不同时间段会聚方向和速率变化的研究表明，太平 

洋板块 自晚 白垩纪沿 NWW 向相对欧亚板块以 130 

mm／a的速率运动，至古新世，降到 78 mm／a，到始 

新世会聚速率就只有 38 mm／a。这一会聚速率的 

骤降，可能促使板块滚动后退，使华南陆缘处于 SE 

向拉张应力场环境中，一系列 NNE--NE向裂陷开 

始形成 ，且裂陷轴不断向南跃迁 ，形 成一 系列盆地。 

但南海北部陆缘多数盆地表现为被动陆缘性质，因 

此，推测盆地裂陷期还有其他主要应力控制因素，如 

古南海向婆罗洲下俯冲产生的拖曳力等口引。始新 

世晚期(46 Ma)，琼东南盆地开始发育 ，由于南海 扩 

张和印支挤出的联合作用，此期间琼东南盆地的构 

造发育产生东西差异。盆地西部受莺歌海盆地 1号 

断裂剪切作用的影响，EW 向断裂较为发育；而东部 

在南东向伸展应力作用和 NE向先存断裂的影响 

下 ，主要发育 NE和 NEE向断裂 ，EW 向断裂不明 

显 ]。整体上 NE向断裂为一级 断裂 ，它们控制 了 

盆地的走向和形态，以及盆地的构造裂陷沉降及沉 

积充填，最大沉降速率高达 600 m／Mal_2]。因此， 

NE向的大型深 断裂为主控 断裂 ，EW 向断裂 主要 

控制了盆地西北部 的沉积 ，NW 走 向的断裂带与应 

力方向近平行表现出剪切性质，控制了凹陷的局部 

结构，但对凹陷沉积的影响不强烈。根据上述结构 

特点 ，我们推断此阶段研究区主要受 到南海陆缘张 

裂期间 SE向伸展应力作用的控制，在先存基底断 

裂的基础上发育了一系列与应力方向近正交的 NE 

向断裂，强烈的伸展作用使凹陷内发生了明显的断 

块旋转 ，形成众多犁式半地堑构造 。NW 走 向的断 

裂与伸展方 向近平行 ，因此主要表现为走滑特点 ，对 

沉积控制不强。Tg—T70期间，是研究区域的整体 

强张裂期 。 

图 8 琼东南盆地构造发育模式 

(据文献[2o]编制) 

Fig．8 The model diagram showing the evolution 

style of the Qiongdongnan basin 

(slightly modified after Sun et 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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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晚渐新世一早中新世(1'70一T60)断拗期 

南海北部的张裂轴心逐步向南迁移，32 Ma左 

右(T70)南海开 始 SE向扩张lL2 ，琼东南盆地张裂 

强度减弱。在此阶段印度一欧亚板块的碰撞达到高 

峰，印支半岛向 SSE挤出 4 引。约 30 Ma，南海扩 

张轴由NEE向转为近 EW 向|1 ，扩张方向由SE 

变为近SN向，NE和 Nw 向断裂与伸展应力场交 

角逐渐变大，而表现为张剪特征，而 EW 向断裂与 

伸展应力场近正交，表现出较其他两组断裂更强的 

活动性 。同时，由于印支地块挤出作用的影响，琼东 

南盆地西部区域开始发生反转褶皱，反转 自西向东 

传递，反转作用伴随印支地块左行走滑的结束(约 

15．5 Ma左右)而逐渐停止(图 6中GH剖面)。伴 

随海底扩张脊向南跃迁和西南次海盆开始扩张(24 

Ma)，琼东南盆地逐渐停止裂陷活动，整体热沉降作 

用则逐渐加强，因而认为该期称为断拗期。 

3．3 晚中新世至今，裂后热沉降期(T60m海底 ) 

21 Ma以后，琼东南盆地进入裂后热沉降期。 

从地震剖面中可见，T60之上断裂较少，沉积地层出 

现明显的拗陷特征，尽管盆地中部分断裂仍有活动， 

但总体上琼东南盆地进入了以热沉降为主的裂后拗 

陷期。 

4 讨论 

断裂是盆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盆地的构造格 

局和沉积充填具有较强的控制作用，因此，断裂构造 

的演化特征与盆地构造演化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地球上早期的构造事件通常会由于破裂和岩浆作用 

而导致岩石圈强度的降低和软弱带的形成，在新构 

造事件下，激活老的软弱破碎带通常要 比产生新 的 

破裂带容易得多，从而发育的张裂构造系统很少是 

纯正向的。但是通过细化盆地内不同走向断裂构造 

的发育历史，并结合区域应力场，同样可以推测不同 

时期，盆地内不同走向断裂所对应的应力场方向，从 

而可以反演盆地 的构造发育历史。 

5 结论 

(1)琼东南盆地 断裂分为 3组 ：NE、近 EW 和 

NW 走向。东部 主要以 NE和 NW 向为 主，西部 主 

要展布近EW 向断层，受印支挤出影响明显。不同 

走向的断裂发育 时期不 同，NE走向的断裂是基底 

断裂的再发育 ，在琼东南盆地 中最 先发育 ，强度最 

大 ，控制 了琼东南盆地 的整体 形态和构造格局 ；近 

EW 走向的断裂略晚于 NE向断裂 ，且其 活动性在 

T7O—T60阶段更 为强 烈，受莺歌海盆地一号 断裂 

的走滑影响 ，盆地西部 EW 向断裂尤为发育。NW 

向断裂是 EW 和 NE向断裂间的调节张剪断裂，发 

育强度较弱 。 

(2)琼东南盆地断裂在时间上有较大差别，古近 

系断裂受拉张作用的控制，发育强度较大。新近系 

盆地整体处于裂后沉降期，断裂不太发育，活动性较 

弱 。 

(3)琼东南盆地在不同时期所受应力机制不同， 

张裂强度逐步减弱。南海扩张和印支挤出的联合作 

用控制了盆地的构造发育，使构造发育具有多期性。 

根据断裂活动情况的分析，琼东南盆地的发育经历 

了整体强张裂、弱张裂和热沉降拗陷3个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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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FoRM ATIoN M ECHANISM oF 

FAULTS IN QIONGDONGNAN BASIN 

XIE Wen—yan ，ZHANG Yi—wei ，SUN Zhen。，JIANG Jian—qun 

(1 Faculty of Natural Resour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102249，China,： 

2 Liaohe Oil Field Branch Company，PetroChina，Paniin 124010，China 

3 CAS Key Laboratory of Marginal Sea Geology，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and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Guangzhou 510301，China) 

Abstract：In Qiongdongnan basin，have developed three sets of faults，trending in NE，roughly EW and NW 

respectively．Of which，the NE—and EW—trending faults are major controlling faults．The early rifting 

stage of the Qiongdongnan basin was controlled by pre——existing basal faults and there developed many rif-— 

ting structures．The late stage of the basin wa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rmal subsidence and short of fault 

activity．The sedimentation of the basin shows a typical double—layer structure．Controlled by the retrea— 

ting Pacific subduction zone，India-Tibet collision and South China Sea opening，the rifting of the Qiong— 

dongnan basin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main stages，that is strong extension from Eocene to early Oligo— 

cene and weak extension from late Oligocene to early Miocene． 

Key words：fault；tectonic evolution；kinematics；Qiongdongn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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