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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海域礼乐盆地中生界油气资源潜力

张　莉1 , 2 ,沙志彬2 ,王立飞2

(1中山大学 ,广州 510275;　2 国土资源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广州 510760)

摘要:位于南沙东部海域的礼乐盆地是一大型的中 、新生代叠置盆地 , 其特有的地质背景及巨厚的中生代地层

显示了其与南沙海域其他新生代沉积盆地的差异。盆地内发育的厚度超过 4 000 m 的中生代海相地层 , 主要包括

了上侏罗统—下白垩统的滨—浅海相含煤碎屑岩或半深海相页岩 、上三叠统—下侏罗统三角洲—浅海相砂泥岩和

中三叠统深海硅质页岩等 3 套地层 ,展示出盆地具有良好的油气生成潜力。而早期位于华南陆缘 、现今位于南沙

东部海域的礼乐盆地中生界 ,完全具备了形成油气藏的基本石油地质条件 ,具有较为良好的油气资源潜力 ,其中生

界油气资源勘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将成为我国海域油气勘探的一个重要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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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乐盆地位于南沙群岛东北边缘的礼乐滩附

近 ,范围在 9°00′～ 12°20′N 、115°08′～ 118°30′E 之

间。盆地总体呈 N E—SW 向延伸 , 面积约 5.5 万

km 2[ 1](图 1),主体位于大陆坡上 ,水深变化在 0 ～

2 000 m 之间 ,海底地形起伏变化大 ,盆地内分布有

众多的珊瑚礁 、滩及海山 、海丘 、槽谷 、断陷台地等地

貌单元。迄今为止对盆地的油气勘探表明 ,盆地内

广泛发育的厚度巨大的中生界海相地层 ,将成为进

一步油气勘探的重要新领域。

图 1　礼乐盆地位置及构造区划

Fig.1　Location and structur e unit division of Liyu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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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乐地块位于南海东南部 ,其西北界是南海西

南海盆中部的残留扩张脊及其向西南延伸的断裂 ,

南部为西北婆罗洲地向斜 ,东界以中南—礼乐断裂

与礼乐 —东北巴拉望地块相接 ,新生代之前 ,它与西

沙 —中沙地块相连 ,总属于南海地块[ 2] 。加里东运

动使印支 、南海地块和扬子 —华南地块缝合在一起 ,

继侏罗纪 —早白垩世库拉板块向亚洲大陆俯冲之

后 ,晚白垩世 —古新世的运动速率降低 ,东南亚大陆

边缘出现应力松弛 ,形成了东南亚陆缘张裂带。受

其影响 ,礼乐 、北巴拉望 、西沙及南沙地块相继裂离

华南陆缘。随晚渐新世 —早中新世南海中央海盆扩

张的影响 ,这些地块相应向南漂移 ,到中中新世 ,南

沙 、礼乐地块相继与加里曼丹—苏禄地块发生碰

撞[ 2-4] ,南海扩张停止 ,礼乐地块定位于现今位置。

大地构造位置上礼乐盆地主体奠基于礼乐地块

上 ,为一陆缘张裂的中 、新生代叠置盆地。晚渐新世

之前 ,礼乐盆地位于华南大陆南缘 ,主要处于盆地裂

陷张裂期 ,与其相邻的台西南 、珠江口以及西北巴拉

望盆地处于同一大地构造位置上 。盆地主要发育了

一套厚度超过 10 km 的中 、新生代海相地层 。新生

代盆地继承中生代沉积格局 ,主要由南部坳陷 、东部

坳陷 、西北坳陷和中部隆起四大构造单元组成(图

1)。新生代沉积厚度最大可超过 6 000 m ,中生代

沉积厚度最大可超过 4 000 m
[ 5]
。

2　中生界发育特征

在南海北部陆缘区 ,中生界普遍发育。闽粤沿

海陆区有上三叠统 —下侏罗统海陆过渡相煤系地层

多处出露[ 6] ;在台湾西南海区 ,钻井发现该区存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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垩系滨—浅海相含煤碎屑岩系
[ 7]
;在台西南盆地和

北港隆起 ,至少已有数十口井钻遇中生代地层 ,揭示

其普遍分布有下白垩统和侏罗系两套呈不整合接触

的地层[ 8] ,其中生界地层主要为一套陆缘海沉积体

系 ,沉积地层主要为海陆交互相砂岩 、页岩以及陆缘

滨海 —浅海煤系;在珠江口盆地潮汕坳陷存在有厚

度超过 5 000 m 的中生界 ,且为滨浅海相 —深水

相—海陆过渡相—陆相沉积
[ 9-10]

;与礼乐地块一起

从华南大陆漂离而来的西北巴拉望地块上的盆地 ,

与礼乐盆地在地层发育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在西

北巴拉望盆地北部至少有 3口井钻遇上侏罗统—白

垩系 ,属浅海—外浅海环境沉积
[ 11]
;在礼乐盆地区 ,

中生代时与华南大陆相连 ,呈滨海环境[ 4] 。桑帕吉

塔-1井在大约 3 400 m处所钻遇的早白垩世含煤碎

屑岩系 ,其岩性可以和巴拉望西北陆架区钻遇的早

白垩世地层和台西南盆地的早白垩世地层对比 ,因

此 ,认为在礼乐滩及邻近岛礁区也存在有中生界地

层[ 12] 。现有的钻井和海底拖网取样资料也充分证

明 ,礼乐盆地的中生界主要包括了上侏罗统—下白

垩统的滨—浅海相含煤碎屑岩或半深海相页岩 、上

三叠统—下侏罗统三角洲 —浅海相砂泥岩和中三叠

统深海硅质页岩等 3 套地层 ,其下白垩统以边缘海

煤系和火山碎屑岩为主 ,含早白垩世珊瑚化石 。

2002年以来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区域地震

调查成果进一步揭示 ,在礼乐盆地坳陷和斜坡区新

生界基底之下广泛分布有一套厚度较大 ,以低频 、

中—强振幅 、中 —低连续或断续反射为特征 ,倾角较

大或与上覆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的反射层组(图

2), 这些特征与中科院南海所 2001 年完成的

973NH-01测线中穿过东沙隆起和潮汕凹陷西部的

地段相比具良好相似性(该套地层被认为属中生界

上部 ,与台西南盆地中钻遇的下侏罗统和下白垩统

相当)[ 8] ,主要为一套滨 、浅海或半深海沉积环境下

的碎屑岩系 。

从礼乐盆地中生界的发育程度来看 ,中生界分

布广泛 ,但不同构造单元其分布特征存在较大差异:

南部坳陷是盆地中生界最为发育区 ,其残留厚度约

3 000 m ,最厚超过 4 000 m ;西北坳陷和东部坳陷次

之 ,中部隆起上则中生界残留厚度最小 ,一般仅约

1 000 m 。

3　石油地质条件

3.1　烃源岩

台西南盆地的勘探表明:中生界主要为海陆交

互相砂岩 、页岩以及陆缘滨海—浅海煤系 ,往下部变

细 ,厚度在 700 m 以上 , 有机质含量最高可达

2.45%以上 ,成熟度高(目前已进入成熟—过成熟阶

段)。其下白垩统为滨海相沉积 ,以 Ⅲ型干酪根为

主 ,有机碳含量 0.6%～ 0.95%,炭质泥岩最高可达

2.45%以上 , Ro 值多在 0.6%～ 1.0%之间 , 属中

等 —良好级为主的成熟产气带凝析油生油岩;侏罗

系滨 、浅海相沉积 ,干酪根类型为 Ⅲ ,有机碳含量为

0.59%～ 1.78%, Ro 值多在 0.68%～ 1.38%之间 ,

属成熟 —高成熟的良好级生油岩
[ 9]
。在万兴-1 井

中灰黑色泥岩的有机质含量为 0.573%～ 0.808%,

镜质体反射率为 0.62%～ 1.69%,厚度大于 3 000

m ,显示出白垩系具有一定的生烃能力;其下伏侏罗

系为高度固结的黑色页岩 ,含木型和煤型干酪根 ,处

图 2　礼东盆地坳陷和斜坡区中生代地层地震反射特征

Fig.2　Seismic reflections of Mesozoic st rata in depression and slope areas of Liyu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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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过成熟阶段;而对致昌构造(CFC)已发现的凝析

油油源对比显示有来自中生界的混油源
[ 13]
,说明中

生界可以是非常有利的烃源岩 。近年的研究还表

明 ,潮汕坳陷为珠江口盆地的一个大型残留坳陷 ,其

内沉积了厚度超过 5 000 m 的上三叠统 —下侏罗

统 、下白垩统和上白垩统 3套海相地层 ,与上覆地层

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具备中等程度生烃潜力 ,并可以

和台西南盆地多口井中钻遇的侏罗纪—白垩纪地层

相当
[ 14]
。

对华南沿海地区沉积环境的研究表明 ,晚三叠

世—早侏罗世古气候 、古地理条件对本区煤系烃源

岩的形成最为有利 ,而白垩纪则相对不利。晚三叠

世—早侏罗世 ,华南及南海地区处于中 、低纬度炎热

潮湿气候 ,有利于煤系烃源岩的生成;而台西南盆地

白垩系 Classopol lis的大量分布则表明晚侏罗世 —

白垩世时期该区气候已转变为干旱炎热 。在早白垩

世 ,从华南到南海的巴拉望 ,沉积相从北西向东南由

陆相逐步演变为三角洲 、浅海及深海相 ,在台西南盆

地和礼乐滩盆地的白垩系煤层 ,因垂向和横向分布

局限 ,不可能构成主要的烃源岩[ 12] ,但仍是盆地内

较良好的烃源岩 。

礼乐盆地中生界分布广泛 、厚度较大 ,与地史时

期相邻的台西南 、珠江口盆地具有可比性 ,主要包括

中三叠统—下白垩统等 3套海相地层 ,残留厚度最

大超过 4 000 m ,以 Ⅲ型干酪根为主 ,具有中等—好

的生烃潜力。其上三叠统—下侏罗统砂泥岩 Ro 值

高达 1.0%～ 2.5%
[ 14]
,是盆地内一套具有良好油气

远景的主力烃源岩。白垩系也可构成盆地较良好的

烃源岩 ,这从盆地内的钻井可以得到证实:A-1井下

白垩统一块岩心为暗灰 —黑色坚硬粉砂质页岩 ,具

有好的生烃潜力;B-1井下白垩统上部页岩段有机

碳含量可达 0.2%～ 1.0%之间 ,具有中等的生气潜

力;Sampagui ta-1井下白垩统上部页岩段 ,有机碳丰

度在 0.4%～ 1.0%之间 , 具中等—好的生气能

力[ 8] 。而根据盆地模拟地层顶面温度结果显示 ,中

生界地层在其演化的各个阶段 ,除中部隆起 、西北坳

陷和东部坳陷局部区域地层温度较低外 ,其余地区

温度均超过了干酪根开始生成油气的最低温度 ,对

油气的生成 、演化非常有利。从此意义上讲 ,中生界

烃源岩具备了良好的生烃潜力 ,存在二次成烃作用 。

3.2　储集条件

礼乐盆地从早期位于华南陆缘张裂带到向东南

漂离华南大陆定位于现今的礼乐地块上 ,主要经历

了一系列的滨海 —浅海—半深海(局部深海)相沉积

环境变迁。盆内早期主要沉积了厚度巨大的以砂 、

泥岩序列为主的碎屑岩地层 ,因此 ,盆地内分布较为

广泛的中生界浅海相砂岩可以构成盆地的一套主要

储集层段 ,这从地史时期与之相邻的台西南盆地钻

井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在台西南盆地 ,其白垩系以浅

海相粗砂岩为主 , 部分地区孔隙度可达 10%～

20%,但原生孔隙度低于 10%,渗透率小于 1×10-3

μm
2
;在 CGF-1井白垩系砂岩裂缝气藏中日产天然

气数十万 m
3[ 15]

。但在另一方面 ,礼乐盆地的钻井

也揭示出 ,在盆地内下白垩统砂岩中可能部分存在

胶结致密的砂岩 ,含较多的长石和自生矿物 ,部分为

白云质胶结(B-1井),孔隙度和渗透率均较低 ,仅在

Sampagui ta-1井 3 424 ～ 3 432 m 层段的岩心分析

中获得孔隙度 5.6%～ 20.2%和渗透率(1 ～ 72)×

10
-3
μm

2
(平均孔隙度 17.2%、平均渗透率 10.3×

10
-3
μm

2
)的记录

[ 8]
。因此 ,虽然盆地内白垩系砂岩

可能存在部分储集性能变差的情况 ,但同时也不能

忽视的是 ,其侏罗系砂岩也可能构成盆地主要的潜

在储集岩。盆地中生界仍然具备较为良好的储集条

件 。

3.3　圈闭条件

中生代地层在盆地的发育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多

期构造运动改造 ,地层多次抬升 ,遭受强烈的块断裂

解与差异沉降 、风化剥蚀 ,形成了一系列的断块 、断

背斜 、古潜山以及复合型圈闭体系。礼乐盆地目前

的勘探程度揭示 ,新生界基底反射界面显示的构造

圈闭数大约 40余个 ,主要分布在盆地的南部坳陷和

东部坳陷(图3)。新生代以来 ,多次构造运动的影

图 3　礼乐盆地中生代局部构造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local structures of Mesozoic in Liyu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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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改造则可形成大量的地层型及复合型圈闭 ,而早

期的断块构造也可在后期的沉积中形成古潜山和披

覆背斜。尤其是新生界基底界面以下地层 ,由于多

次构造运动的影响 ,多与上覆新生代地层呈角度不

整合接触(图 2),形成上倾尖灭不整合圈闭;而部分

中生代地层更出露至海底 ,长期遭受风化剥蚀 ,但其

中大部分则被新生代地层披覆 ,形成古潜山构造 。

因此 ,盆地具备良好的圈闭条件。

3.4　保存条件

白垩纪晚期 ,礼乐块体出露水面遭受剥蚀;古新

世时 ,开始发生海侵 ,盆地广泛沉积了一套滨海—海

相碎屑岩 、灰岩地层 ,早期发育的薄层白垩质灰岩以

不整合覆于下白垩统之上 。古新世钻井也揭示 ,其

主要为一套外浅海环境沉积地层 ,下部为陆架致密

白垩质灰岩 ,上部为三角洲相碎屑岩 ,钻遇厚度约

310 m ,而且具有向邻近凹陷厚度加大 ,岩性变细的

特征 。早 —中始新世时 ,盆地仍位于华南陆块的东

南缘 。在这一时期 ,南海北部各 NE —SW 向断裂中

填充式沉积了大套有机质富集的湖相泥岩 ,东南部

广泛海侵 ,而此时礼乐滩 、沙巴等地区 ,构造活动相

对平静 ,盆地稳定沉降 ,海侵进入高峰期 ,盆地处于

浅海 —深海环境 ,沉积物岩性细 ,以松软的页岩和粉

砂岩为主 ,厚度大。钻井资料也揭示该套地层主要

为半深海环境下的灰绿 —褐色含钙页岩 ,偶见粉砂

岩 、砂岩 ,钻遇厚度约 520 m 。

从礼乐盆地古近纪沉积环境特征可以看出 ,其

主要发育的滨 、浅海 —半深海相碎屑岩沉积中广泛

分布有厚层海相泥岩地层 ,它们既构成了新生界盆

地的主要烃源岩 ,同时 ,也构成了盆地中生界局部构

造良好的盖层条件。

礼乐盆地内断层十分发育。在前新生代 、古新

世—中始新世 ,断层性质均以张性为主 ,具有较好的

连通性;晚始新世 —中中新世以张性 、张扭性为主 ,

部分具压扭性。因此 ,断层除具有一定的疏导能力

外 ,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封堵能力 。而盆地内断层主

要活动时期在早白垩世—晚中新世 ,至上新世—第

四纪时只有极少数断层及新发育的后期断层仍然在

活动 ,因此 ,断层对盖层的封盖性能存在一定的破坏

性 ,但总体而言盆地仍然具有较好的封盖能力 。

盆地内岩浆活动微弱 ,零星分布 ,以中基性岩为

主 ,为新生代晚期的产物 ,具有从东北向西南活动逐

渐增强的趋势。多数岩体刺穿海底并形成海山或海

丘 ,但规模较小 ,对盖层的整体封盖性能影响不大 。

3.5　含油气组合

礼乐盆地一带发育的大套中 、新生代海相地层

内存在多套含油气组合 ,其中最主要的有 3 套[ 16] ,

而中生界含油气组合是其中之一 ,其烃源岩主要为

中生界和古近系古新统—中始新统 ,储层为中生界

海相砂岩 ,盖层为古近系泥岩 ,圈闭主要为一系列构

造型和中生界风化 、剥蚀形成的岩性和地层圈闭 ,主

要形成自生自储 、新生古储倒装式成油组合
[ 17]
。由

于存在二次成烃作用 ,该套含油气组合最有可能形

成高产富集的古潜山油气藏 ,可以构成盆地内较有

远景的一套油气组合 ,并主要分布于南部坳陷内 。

4　中生界油气资源潜力

从 1975 年菲律宾政府将礼乐滩面积约 2.5

km2的海域出租给法国 、瑞典等国的石油公司进行

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始 , 1976 年至 1984 年底之间 ,

在礼乐滩上共钻探了 7 口井 ,仅有两口井在古新

统 —始新统砂岩中钻遇少量天然气和凝析油 ,由于

地质条件较差 ,无重大突破 ,于 1987年放弃了这里

的勘查 。究其原因 ,主要有:①由于钻井均位于盆地

的中部隆起上 ,而其目的层主要是新生界 ,自渐新世

以来中部隆起及盆地内的凸起上碳酸盐岩地层占据

了主导地位 ,因此缺乏封盖性能良好的盖层条件;②

虽然该区储层条件良好 ,但有机质则较为缺少 ,加之

埋藏浅 、成熟度低 ,油气源主要来自古近系及中生

界 ,同时缺少构造圈闭 ,因此 ,早期勘探未能取得突

破 。但从 1992年开始 ,菲律宾政府改变了对礼乐滩

的态度 ,重新邀请外国石油公司在该区开展地球物

理调查 ,迄今为止 ,未曾中断 ,并于 2002 年在“Off-

sho re”上指出:斯特林能源公司最近获得巴拉望近

海礼乐滩地区的勘探许可证 ,估计在礼乐滩盆地“一

油气田”中赋存有 1 145亿 m
3
的天然气 ,并与菲律

宾签定了 60∶40的产量分成合同[ 18] 。这些迹象表

明在礼乐滩盆地的勘探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并获

得了新的油气发现 。

从全球油气资源量的层系分布看 ,无论是石油

还是天然气 ,中生界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世界大油气

田储量按层系分布统计 ,中生界大油气田储量占

51%,而新生界大油气田储量只占 41%。根据第二

次全国油气资源评价结果 ,中国油气资源量按层系

分布所占百分比为:中生界石油占 34.6%,古 、新近

系石油占 51.8%;中生界天然气占 15.8%,古生界

天然气占 50.5%,新生界天然气占 29.5%。中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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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资源量仅次于古 、新近系 ,但在部分盆地中生界

油气资源量则占据主要地位 ,如松辽盆地以及中 、西

部的一些盆地。而对中国周边地区的 30个中生代

和古近纪早期盆地的统计表明 ,大部分盆地都具有

生烃能力 ,尽管各盆地的勘探程度差异很大 ,但目前

已在 16个盆地内发现了油气田 ,在 9个盆地中见到

了油气显示;而在这 30个盆地中中生界可能具有生

烃能力的盆地有 22个 ,占总数的 73%
[ 19]
。地史时

期与礼乐盆地相邻的台西南盆地在 CGF-1 井白垩

系砂岩裂缝气藏中日产天然气数十万立方米[ 15] ,台

南盆地白垩系砂岩中日产天然气25×10
4
～ 50×10

4

m3[ 7] 。渤海湾 、北黄海等盆地均在中生界中钻获工

业油流。这些统计都说明了全球范围内中生界具有

非常巨大的油气勘探潜力 。而早期位于华南陆缘 、

现今位于南沙海域的礼乐盆地中生界同样也具备形

成油气藏的基本石油地质条件 ,具有较为良好的油

气资源前景 ,虽然由于勘探程度限制 ,对盆地中生界

的生油气潜力及油气资源分布状况未能有较明确的

评价 ,但中生界油气资源勘探应是今后值得探索的

一大热点 ,在南沙海域今后的油气勘探评价中除立

足新生界外还应充分重视前新生界 ,这将成为我国

南沙海域油气勘探的一个重要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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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CARBON RESOURCES POTENTIAL OF MESOZOIC IN LIYUE BASIN ,
NORTHEASTERN NANSHA SEA AREAS

ZHANG Li
1 , 2
,SHA Zhi-bin

2
,WANG Li-fei

2

(1 Zhongshan U niversi ty , Guangzhou 510275 , China;2 Guangzhou Marine Geological Su rvey , Guangzhou 510760 , China)

Abstract:Liyue basin is a larg e-size M esozoic-Cenozoic superpo sed basin , which is lo cated in the east of

Nansha sea areas and characterized by special g eological set ting and huge thick Mesozoic st rata , show ing

great dif ference f rom o ther basins o f Nansha sea areas.The Meso zoic marine st rata , w ith a thickness of

mo re than 4 000 m , mainly consist of th ree sets of strata , that is , lit toral-neritic coal-bearing clastic rocks

or hemipelagic shales of Upper Jurassic-Lower Cretaceous , delta-neri tic sandstone and mudstone of Upper

T riassic-Lowe r Jurassic and pelagic si licite o f M iddle Triassic , display ing good hydro carbon-gene ra tion po-

tential.Liyue basin w as located in the continental margin of South China in the past , now in the east of

Nansha sea areas , and its M esozoic st rata have the basic pet ro leum geological conditions to form oil reser-

voir and good hydrocarbon resources potential.Meso zoic oi l and gas explorat ion has very important signifi-

cance and probably become an impo rtant new window for sea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Key words:Hydrocarbon resources potential;Meso zoic;Liyu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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