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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摇 以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的钻井和地震资料为基础袁根据测井相尧地震相综合分析白云凹陷文昌组与恩平组

主要层序的沉积相发育演化特征遥 通过有限的单井资料在白云凹陷共识别出了三角洲相尧扇三角洲相及湖泊相三种

沉积相曰三角洲沉积相在测井曲线上表现为从下至上由细变粗的反旋回袁局部出现次一级的正旋回曰扇三角洲沉积相

测井曲线整体表现为从下至上由细变粗的反旋回及次一级的反旋回曰湖泊沉积相表现为以泥岩沉积为主袁局部夹有

砂坝或碳酸盐滩坝遥 研究区发育 怨 种地震相类型袁地震相证据充足袁为研究沉积相发育规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遥 研究

表明盆地的持续沉降造就了白云凹陷深湖相发育时间长袁形成厚层烃源岩曰受番禺低隆起影响袁白云凹陷北坡缓坡带

发育三角洲相袁在西南至南部陡坡带发育扇三角洲相袁部分三角洲的发育具有继承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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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摇 引言

白云凹陷位于珠江口盆地珠二坳陷的东部渊图
员冤袁是中国南海北部 具代表性的新生代陆坡沉积

区渊水深 猿园园耀源 园园园 皂冤袁北边为番禺低隆起袁南边与

南部隆起带相接袁西侧以云开低凸起为界袁东邻东沙

隆起袁总体呈 晕耘耘 向展布袁面积约 圆园 园园园 噪皂圆咱员袁圆暂 遥
白云凹陷经历了断陷尧断坳和热沉降坳陷三个阶

段咱员袁猿袁源暂 袁形成三层盆地结构袁从而在时间尧空间上构

成了有利的生储盖组合条件咱圆暂 遥 前人对珠江口盆地

白云深水扇及浅海三角洲做了广泛的研究袁取得了巨

大的进展与成果咱员袁猿耀员园暂 遥 但对白云凹陷古近系仅仅

研究了其生烃潜力咱员员袁员圆暂 袁本文通过测井相尧地震相综

合分析白云凹陷古近系沉积相类型及展布袁为该地区

油气勘探提供依据遥
摇 摇 白云凹陷为典型的被动陆缘张裂盆地咱猿暂 袁在始

新世至早渐新世处于裂陷发育时期袁盆地持续沉降袁
以湖盆发育为特色咱员猿暂 遥 白云凹陷古近系时期沉积文

昌组与恩平组两套地层院文昌时期袁白云凹陷处于断

陷阶段袁凹陷被多组不同向断裂分割成多个半地堑尧
宽地堑咱员源袁员缘暂 袁断层控制沉积明显袁在靠近断层一侧袁
沉积 厚袁远离断层一侧袁地层上超袁沉积充填具有分

割性和多沉积中心的特点咱员远暂 曰恩平组时期袁白云凹陷

图 员摇 白云凹陷区域构造位置图渊据陈长民等袁圆园园猿冤
云蚤早援员摇 栽澡藻 早藻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枣则葬皂藻憎燥则噪 葬灶凿 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泽 燥枣 月葬蚤赠怎灶 泽葬早

渊葬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悦澡藻灶 悦澡葬灶早皂蚤灶袁 藻贼 葬造援袁 圆园园猿冤

是一个大的断坳湖盆袁凹陷北部缓坡区钻遇恩平组的

钻井反映为三角洲平原及滨浅湖相沉积袁同时在地震

剖面上识别出大规模的前积反射袁向凹陷中心推进袁
反映恩平组时期物源主要来自西北部的番禺低隆起袁
在北坡形成大的三角洲前积体袁三角洲前方为湖相沉

积环境遥 本文在文昌组要恩平组中识别出来 源 个二

级层序界面和 源 个三级层序界面渊表 员冤的基础上袁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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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析每套地层的沉积相类型及分布遥
表 员摇 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文昌组要恩平组层序地层划分表

栽葬遭造藻 员摇 栽澡藻 泽藻择怎藻灶糟藻 泽贼则葬贼蚤早则葬责澡蚤糟 凿蚤增蚤泽蚤燥灶 燥枣 宰藻灶糟澡葬灶早鄄
耘灶责蚤灶早 云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蚤灶 孕藻葬则造 砸蚤增藻则 酝燥怎贼澡 月葬泽蚤灶

地层
层序地层

二级 三级

地震反射

底界

盆地演化

阶段

区域构造

运动

珠海组 栽苑园 南海运动

恩平组 陨陨陨 耘孕杂匝员 栽苑员 断要拗转化幕 珠琼运动二幕

耘孕杂匝圆 栽苑圆
耘孕杂匝猿 栽愿园

文昌组 陨陨 宰悦杂匝员 栽愿员 裂陷 陨陨 幕 珠琼运动一幕

宰悦杂匝圆 栽愿圆
陨 宰悦杂匝猿 栽愿猿 裂陷 陨 幕

宰悦杂匝源 栽愿源
宰悦杂匝缘 栽早

员摇 沉积相的单井分析

目前袁白云凹陷内仅有 愿 口井渊图 圆冤钻遇文昌要
恩平组地层袁而且揭示的地层较薄袁通过对已有井资

料分析袁在研究区识别出来三角洲相尧扇三角洲相和

湖泊相三种类型的沉积相遥

图 圆摇 白云凹陷构造单元及井位分布

云蚤早援圆摇 栽藻糟贼燥灶蚤糟 怎灶蚤贼泽 葬灶凿 憎藻造造 泽蚤贼藻泽 燥枣 月葬蚤赠怎灶 泽葬早

摇 摇 渊员冤 三角洲相

三角洲相位于河流入湖的河口区袁在该地区袁受
坡度变缓尧流速降低尧水流分支化的影响袁河流携带的

大量陆源碎屑在此沉积咱苑暂 遥 本区 宰源 井位于白云西

洼北部缓坡带袁自下而上钻遇 耘孕杂匝员尧耘孕杂匝圆尧耘孕杂匝猿
层序袁 耘孕杂匝员 层序未完全揭示 渊 图 猿冤遥 恩平 组

耘孕杂匝猿 层序为典型的三角洲沉积袁钻井岩性表现为

明显的进积型沉积序列袁总体从下而上表现为由细到

粗的反旋回袁局部出现次一级的由粗到细的正韵律遥
底部为细粒的前三角洲泥袁伽马曲线为高幅度尧齿化曰
向上依次为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砂岩到三角洲

平原分流河道砂岩袁砂体规模逐渐变大袁伽马曲线自

下而上为漏斗型要箱型遥
从地震剖面渊图 猿冤上来看袁该部位向西的前积反

射结构十分清晰袁三角洲持续发育袁层序界面之下普

遍见顶超终止反射遥 宰源 井整体表现为典型的三角

洲沉积体系袁三角洲规模先增大后减小遥
渊圆冤 扇三角洲相

扇三角洲是断陷盆地 常见的沉积相类型袁发育

条件为盆缘地形高差大尧距离物源近尧物源供给充足袁
所以一般发育在强烈活动的控凹断裂带遥 本区 宰圆
井位于白云东洼南缘袁由于该部位恩平组时期控盆边

界断层向北迁移袁造成恩平组全部缺失袁钻遇文昌组

上部层序 宰悦杂匝缘遥 宰圆 井 宰悦杂匝缘 层序在钻井上表

现为加积型沉积序列渊图 源冤袁测井曲线表现为反旋

回遥 底部主要发育扇三角洲前缘袁自然伽马曲线呈指

状袁主要发育薄层的远砂坝袁向上过渡为扇三角洲平

原袁自然伽马曲线呈箱型袁砂体规模变大袁主要发育辫

状分流河道砂遥 扇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及远砂

坝发育袁前缘水下分流河道砂体厚袁测井响应为高幅

齿化箱型尧钟形曲线袁且由于快速堆积袁多个箱型相互

叠置袁向上箱型厚度逐渐变大渊图 缘葬冤遥 扇三角洲前

缘远砂坝袁常以夹层的形式出现袁测井响应为中要低

幅齿化指状曲线渊图 缘遭冤遥
从地震剖面渊图 源冤上看 宰悦杂匝缘 层序地层位于白

云东洼南缘控洼断层上盘袁总体呈楔形袁靠近断层一

侧地层厚度大袁远离断层一侧地层厚度减薄袁内部反

射结构总体以杂乱前积反射为主袁近端前积结构较杂

乱袁前积角度大袁远端前积结构相对清晰袁前积角度变

缓袁主要由于近端断裂活动强袁形成较大可容纳空间袁
同时离物源较近袁物源供给规模大且供给速率快袁导
致前积前积结构杂乱且前积角度大袁而远端受断层活

动影响较小袁形成可容纳空间较小袁同时远离物源袁物
源供给规模减小且供给速率减慢袁导致前积结构相对

清晰且前积角度变缓遥 根据地震相分析袁宰圆 井

宰悦杂匝缘 地层为典型的扇三角洲沉积遥
摇 摇 渊猿冤 湖泊相

湖泊相以细粒沉积物为主袁岩性为泥岩尧炭质泥

岩袁泥岩厚度大袁可划分为滨湖尧浅湖尧深湖亚相遥
滨湖亚相主要发育于盆地缓坡部位袁受湖进湖退

影响较大袁波浪作用为主袁岩性以泥岩为主袁常发育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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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猿摇 宰源 井层序地层综合柱状图及过井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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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源摇 宰圆 井层序地层综合柱状图及过井剖面

云蚤早援源摇 栽澡藻 增藻则贼蚤糟葬造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葬则赠 泽藻择怎藻灶糟藻泽 燥枣 宰藻造造 宰圆 葬灶凿 蚤贼泽 糟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贼燥 泽藻蚤泽皂蚤糟 则藻枣造藻糟贼蚤燥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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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砂坝袁由于单层砂坝厚度薄袁测井响应为中要高幅

平滑指状渊图 远葬冤遥 浅湖亚位于深湖相外围的邻近湖

岸袁波浪和湖流作用为主袁岩性以深灰一灰黑色泥岩

为主袁测井响应为低幅度平滑或微齿化曲线渊图 远遭冤遥
深湖亚相位于水体 深位置袁波浪作用无法涉

及袁水体安静尧封闭遥 岩性以呈灰黑色泥岩为主袁质
纯遥 测井响应为大套的低幅平滑曲线遥
圆摇 地震相分析

我国东部断陷盆地大量的地震相研究表明袁地震

相类型与盆缘背景尧沉积物供给尧基底沉降紧密相关袁
具有特定的分布规律咱员苑暂 遥 前积类型与沉积相类型具

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遥 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袁主要归

纳总结了 怨 类地震相类型渊图 苑冤遥 这些地震相与沉

积相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对应关系袁其反射结构样式尧
分布及对应的沉积相的类型分析如下遥

渊员冤 水道充填地震相院不同层序界面下切谷的发

育程度不同袁这主要与边界断裂间断式的活动导致可

容空间的重新分配有关袁边界断裂活动强时袁湖盆缓

坡带的可容空间迅速减少袁下切谷开始发育袁而下切

谷发育的位置又与物源区的供给速率尧物源规模的大

小有关咱员愿暂 遥 受番禺低隆起丰富物源的供给袁下切谷

在白云凹陷北坡成群发育遥 白云凹陷古近系下切谷

主要分布在文昌组至恩平组下部层序界面袁而恩平组

上部 耘孕杂月圆尧耘孕杂月猿 界面基本不发育遥 文昌组底界

面 栽早 下切谷发育尤为广泛袁规模大袁在文昌组时期长

期侵蚀切割袁输送沉积物袁这与文昌组早期为盆地的

初始裂陷期袁断裂活动强烈有关遥

图 缘摇 扇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和远砂坝测井相

云蚤早援缘摇 栽澡藻 造燥早早蚤灶早 枣葬糟蚤藻泽 燥枣 怎灶凿藻则憎葬贼藻则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葬则赠 糟澡葬灶灶藻造 葬灶凿 凿蚤泽贼葬造 泽葬灶凿遭葬则 燥枣 枣葬灶鄄凿藻造贼葬 枣则燥灶贼

图 远摇 滨湖相滨岸砂坝和浅湖测井相

云蚤早援远摇 栽澡藻 造燥早早蚤灶早 枣葬糟蚤藻泽 燥枣 燥枣枣泽澡燥则藻 遭葬则 燥枣 造葬噪藻泽澡燥则藻 葬灶凿 皂藻则藻

缘远员员摇 第 远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李成海等院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古近系沉积相类型



图 苑摇 地震相类型及其对应沉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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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渊圆冤 野杂冶型前积反射地震相院在研究区分布广

泛袁文昌要恩平组均有分布袁以白云凹陷北坡 耘孕杂匝猿
发育 为典型袁主要发育于缓坡坡折带背景下袁总体

呈梭状袁中间厚两头薄袁前积反射层呈 杂 形反射结构袁
近端顶超于上覆地层袁远端下超于下伏地层遥 前积层

位于斜坡中部袁呈倾斜状袁以侧向加积为主曰底积层位

于斜坡下端袁呈近水平或微倾斜状袁以垂向加积为主遥
研究区野杂冶型前积反射地震相顶积层厚度薄袁前积层

厚度大袁延伸远袁顶积层渊栽冤 辕 前积层渊孕冤 约员袁反映了

基底沉积速率高袁沉积物供给相对较弱袁水流能量低

的河控三角洲沉积遥
渊猿冤 斜交前积反射地震相院在研究区较多见袁主

要分布于白云主洼北坡及白云西洼南侧袁发育于缓坡

坡折带附近尧斜坡带或坡度较缓的断坡带背景遥 与

野杂冶型前积反射相比袁该类型与无顶积层袁只保留底

积层袁具低角度切线状下超袁反映为一种较高水流能

量的沉积袁受沉积物供给快和盆地沉降相对缓慢的共

同作用袁沉积物接近或超过基准面袁在水流过路冲刷

作用下袁顶积层得不到保存袁往往代表水流能量高的

河控三角洲遥
渊源冤 大型丘状双向前积反射地震相院该类型在白

云西洼的 晕晕耘 向测线和白云主洼西侧的 晕耘耘 向测

线发育典型遥 其外部呈上凸下平形态袁内部具向两侧

双向下超和双向前积的反射结构袁对称或不对称遥 大

型的丘状双向前积反射为三角洲横剖面的特点袁与纵

向上的野杂冶型或斜交前积反射地震相相联系遥 不对

称的丘状双向前积反射地震相为三角洲的斜切面的

反射特点遥
渊缘冤 小型丘状双向前积反射地震相院其规模较

小袁一般分布在坡折带下部至平坦湖底部位遥 向斜坡

方向上超袁向湖盆中心方向具前积反射结构袁是湖底

扇识别的良好标志遥
渊远冤 楔状杂乱前积反射地震相院主要分布在控盆

边界断裂的上盘袁尤其以文昌组时期断裂活动较强袁
形成的该类地震相规模较大遥 总体呈近端厚尧远端减

薄的楔状袁近端前积结构较杂乱袁前积角度大曰远端前

积结构相对清晰袁前积角度变缓袁反映断裂活动形成

较大可容纳空间曰同时袁物源供给强袁导致前积角度

大袁指示扇三角洲沉积相类型遥
渊苑冤 帚状前积反射地震相院在控盆边界断裂上盘

文昌组少量发育遥 结构上袁自下而上反射轴前积推进

距离逐渐减小袁前积坡度逐渐增加袁下超于下伏地层

之上袁逐渐向控盆断层收缩呈帚状遥 该类型发育于盆

地的强烈断陷活动期袁反映断裂活动导致的可容纳空

间增加超过了沉积物堆积速率袁以致沉积体渐次向控

盆断裂收缩分布袁形成独特的帚状形态袁指示了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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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坡的沉积背景袁对应于近岸水下扇沉积相类型遥
渊愿冤 低频强振幅连续反射地震相院分布在凹陷中

心袁反射平行连续袁尤其以低频特征区别于其它类型袁
反映了稳定尧静水条件下的慢速细粒沉积袁为深湖相

烃源岩识别的良好标志遥
渊怨冤 中频中要弱振幅连续反射地震相院分布在凹

陷缓坡带中部袁反射连续或较连续袁频率中等袁对应为

中等能量尧岩性较稳定的浅湖相遥 由于沉积环境能

量尧岩性组成的变化袁从深湖要浅湖要滨湖相袁地震反

射的频率由增高至降低尧振幅由强至弱尧连续性逐渐

变差的趋势遥 对于滨湖相袁主要分布于缓坡带湖盆边

缘袁分布较局限袁总体表现为反射连续性差袁波状起

伏袁振幅不均一袁低频多见袁反映环境不稳定尧岩相变

化快遥 总体上袁从湖盆中心向边缘袁地震反射连续性

逐渐变差遥
猿摇 层序格架下的沉积体系平面分布特征

猿援员摇 典型剖面解剖

如图 愿袁该剖面从北到南依次跨越番禺低凸起袁
白云主洼袁为典型的野箕状断陷冶袁地层厚度由北向南

逐渐增厚袁主洼中心为沉降中心袁整体形成野南断北

超冶的半地堑型层序格架袁南端的控凹主生长断层以

铲式正断层为特色遥 文昌组各个层序都发育袁早期初

始裂陷时期袁白云主洼中心并非 早裂陷的地方袁因
此造成 宰悦杂匝员 层序薄且分布局限遥 文昌组的底界

面 栽早 为区域不整合面袁剖面上表现为强振幅同向轴袁
连续性较好袁界面之下地层模糊袁杂乱袁成层性差袁多

见削截反射袁栽早 界面缓坡带下切谷较发育袁且规模较

大遥 文昌组的顶界面 栽愿园 为区域的角度不整合面袁界
面之下袁削截反射普遍且波及范围广遥 内部 宰悦杂月圆
界面少量下切谷发育袁顶超尧削截等反射现象少袁
宰悦杂月猿 界面之下顶超反射清晰袁界面之上上超反射

明显遥 宰悦杂月源 为新厘定的二级层序界面袁靠近断层

一侧袁界面之上可见大型帚状前积反射袁缓坡带界面

之下袁顶超现象丰富袁且角度高袁反映该时期袁断层活

动强烈袁物源供给丰富遥 剖面中部 宰悦杂月缘 界面之下

见少量削截袁顶超袁界面之上见大规模的下超遥 恩平

组顶界面 栽苑园 为区域的角度不整合面袁界面之上上超

清晰袁界面之下袁削截反射清晰遥 恩平组内部层序界

面 耘孕杂月圆 界面之下见清晰顶超反射结构袁界面之上

缓坡带上端见上超反射结构遥 耘孕杂月猿 界面之下向缓

坡及向洼陷中心方向袁顶超现象丰富袁且界面之上见

少量上超遥
总体来说袁番禺低隆起提供物源丰富袁为古近系

的主物源区袁且文昌要恩平组时期都持续供源遥 而南

缘断裂带袁文昌组时期袁构造活动强烈袁物源供给比较

丰富袁形成大规模的三角洲尧近岸水下扇袁而恩平组时

期袁断层活动减弱袁物源供给减少袁扇三角洲小规模发

育或不发育遥
猿援圆摇 沉积相平面展布

通过对研究区剖面的整体分析及地震相的平面

分布袁从而得出了在三级层序控制之下的沉积相平面

分布及演化规律院
摇 摇 渊员冤 宰悦杂匝员院文昌组杂匝员为裂陷玉幕的开始袁为

图 愿摇 白云凹陷文昌组及恩平组地震反射相结构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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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的初始裂陷期袁宰悦杂匝员 地层仅分布在白云主洼

的西部和白云西洼袁表现为受西南缘和东北缘断裂控

制的双断凹陷遥 凹陷形成之初袁边缘断层的活动袁为
此套地层的沉积提供了可容纳空间袁物源从西南和东

北两个方向导入袁南部边界断裂活动强袁发育 源 个扇

三角洲曰东北断裂活动较弱袁形成 圆 个辫状河三角洲曰
此外袁还存在西北缘的轴向物源供给袁形成 员 个小型

辫状河三角洲遥
渊圆冤 宰悦杂匝圆院文昌组 杂匝圆 时期凹陷进一步裂陷袁

宰悦杂匝圆 地层主要分布在白云主洼尧白云西洼和白云

南洼袁此时袁白云东洼从东北缘开始裂陷袁未与主洼连

通遥 白云主洼中心为广泛的深湖相区袁尤其是白云主

洼的西部范围大袁向东逐渐变窄遥 其北缘受番禺低隆

起丰富物源供给袁形成 圆 个大型三角洲复合体袁可细

分为 粤耀耘 共 缘 个朵体遥 西南部受南部隆起要云开低

凸起物源供给袁发育 匀尧陨尧允 共 猿 个较大型扇三角洲曰
东南部受白云低隆起和南部隆起的物源供给袁发育 圆
个扇三角洲 运尧蕴袁扇三角洲 运 的远端在盆内断层形

成的二台阶背景下袁进一步输送形成小型近岸水下

扇遥 白云南洼初具规模袁但总体表现为水体较浅袁以
滨要浅湖相为主遥 除了南缘断控陡坡背景下发育小

型扇三角洲之外袁西北缘十分宽缓袁发育小型三角洲遥
渊猿冤 宰悦杂匝猿院文昌组 杂匝猿 时期袁凹陷范围继续全

面扩张袁白云东洼与白云主洼开始连通袁白云东洼北

部开始裂陷袁但为孤立洼陷袁尚未与东洼的主体相连

通袁云开低凸起上小型次洼开始发育遥 白云主洼东部

深湖相面积明显增加遥 白云西洼要主洼北部继续发

育大型三角洲袁同样地可识别为 粤耀耘 共 缘 个朵体袁分
布位置与 宰悦杂匝圆 层序大体一致袁体现了较强的继承

性袁尤其以三角洲 月尧阅 规模巨大袁朵状特征明显遥 白

云东洼发育 源 个小型三角洲袁相比西部三角洲前积层

厚尧前积距离远的特点袁东部三角洲虽然规模较大袁但
前积层薄遥 白云凹陷南部继续发育 匀耀 酝 共 远 个较

大型扇三角洲袁同样具有较强的继承性袁其中扇三角

洲 匀 规模减小袁而扇三角洲 陨尧允尧运 规模均不同程度

增大袁是文昌要恩平组扇三角洲 为发育时期遥 白云

南洼水体加深袁临近南部断控陡坡带附近发育小范围

深湖相袁并发育小的浊积扇袁南部陡坡带发育小型扇

三角洲袁北缘缓坡带三角洲规模较 宰悦杂匝圆 层序

增大遥
渊源冤 宰悦杂匝源院文昌组 杂匝源 为裂陷域幕的开始袁对

应于一幕新的构造运动袁该时期湖盆迅速扩张袁表现

为白云东洼湖盆水域显著扩大袁白云东低凸起的范围

大幅度萎缩曰白云西洼向西扩展遥 与 宰悦杂匝猿 层序相

比袁该时期不同部位扇三角洲尧三角洲继承性发育袁但
规模均有不同程度减小遥 白云西洼要主洼北部继续

发育大型三角洲袁同样地可识别为 粤耀耘 共 缘 个朵体袁
但与 宰悦杂匝猿 层序相比袁三角洲前缘远端普遍分支为

细枝状袁呈现由朵状至伸长状的演变趋势遥 白云东洼

的北部出现窄条带的深湖相区袁受番禺低隆起和东北

低凸起的物源供给袁发育小型三角洲遥 白云主洼南部

断控陡坡背景下袁继续发育 匀耀酝 共 远 个扇三角洲袁
扇三角洲规模有所下降袁同时在南坡靠近深湖相的断

层的控制下发育两个浊积扇遥 白云南洼北缘缓坡带

坡度小且开阔袁受南部隆起物源供给袁继续发育枝

状要鸟足状三角洲为其主要特色遥
渊缘冤 宰悦杂匝缘院文昌组 杂匝缘 时期袁凹陷范围继续扩

张袁湖盆面积进一步增大袁白云东洼向北扩张袁云开低

凸起上白云 圆猿 洼向东扩张袁与白云主洼开始连通袁凹
陷东南缘袁湖盆面积略有收收缩遥 与 杂匝源 相比袁该时

期三角洲尧扇三角洲仍为继承性发育袁规模有所增大袁
白云西洼要主洼北部的三角洲群依旧发育袁且三角湖

前缘远端细枝化更加明显曰白云东洼北缘三角洲规模

减小袁东侧开始发育小型三角洲袁东北低凸起附近三

角洲规模减小遥 白云主洼南部断层活动增强袁扇三角

洲规模增大遥
渊远冤 耘孕杂匝员渊图 怨冤院恩平组时期盆地演化进入

断要坳转化的新阶段袁恩平组 耘孕杂匝员 时期云开低凸

起范围减小袁低凸起上的小型洼陷都与主洼开始连

通袁东北隆起范围增大遥 相比 宰悦杂匝缘 层序袁该时期

白云主洼北缘三角洲规模明显增大袁前积层普遍厚袁
呈复合朵叶状袁也是恩平组三角洲规模 大的时期遥
白云西洼三角洲主体呈南西方向前积推进袁前积角度

较平缓袁前积层薄袁规模居中遥 东部三角洲 允 是各个

层序中规模 大的时期袁尽管如此袁与西部相比袁东部

三角洲前积角度较平缓袁前积层薄遥 各个三角洲远端

不同程度地发育小型浊积扇遥 南部扇三角洲分布位

置与 宰悦杂匝缘 层序相当袁规模略有增加遥 白云南洼北

缘缓坡带坡度小且开阔袁受南部隆起物源供给袁枝
状要鸟足状三角洲的继续发育遥 扇三角洲尧三角洲远

端发育小型浊积扇是该层序的重要特色遥
渊苑冤 耘孕杂匝圆院恩平组 耘孕杂匝圆 时期袁西部隆起范围

进一步缩小袁东北隆起范围增大遥 相比 耘孕杂匝员 层序袁
白云西洼要主洼北缘三角洲位置相当袁但规模大为减

小袁前积层厚度减小遥 其中袁三角洲 阅 规模 大袁具
有前积结构 清晰尧前积角度高尧前积层厚等特点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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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 粤 面积较大袁但前积层薄遥 东洼三角洲少且规

模小袁耘孕杂匝员 层序较大型的三角洲 云 在该时期消失袁
由于构造活动减弱导致盆缘坡度缓袁深湖相范围减

小袁早期的扇三角洲普遍转变为辫状河三角洲遥
渊愿冤 耘孕杂匝猿院该时期袁盆地构造活动减弱要停滞袁

云开低凸起再次暴露袁主洼迅速萎缩袁地层厚度小曰白
云东洼强烈萎缩袁几近消亡遥 由于构造活动减弱导致

盆缘坡度缓袁深湖相范围减小袁早期的扇三角洲普遍

转变为三角洲曰隆起区范围扩大袁但三角洲的规模并

未因此增加袁相反呈现减小的趋势遥 在白云西洼要主

洼北缘袁三角洲发育位置与 耘孕杂匝圆 层序相当袁包括 粤
耀耘 共 缘 个三角洲遥 其中袁三角洲 阅 朵体规模 大袁
前积结构清晰袁厚度大袁前积距离远袁甚至越过凹陷中

心曰三角洲 悦 次之袁纤细袁前积距离远袁推进至凹陷中

心袁呈鸟足状曰三角洲 月 规模小袁前积层薄曰三角洲 粤
位于白云西洼袁分布面积大袁呈朵状袁但前积层较薄遥
总体上袁由于盆缘坡度缓袁在低位和高位体系域时期袁
三角洲远距离推进袁但三角洲规模大为减小袁与此前

的叠合连片呈朵状的面貌不同袁该时期三角洲彼此独

立遥

图 怨摇 耘孕杂匝员 层序沉积相平面展布

云蚤早援怨摇 栽澡藻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泽 燥枣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葬则赠 枣葬糟蚤藻泽 蚤灶 耘孕杂匝员 泽藻择怎藻灶糟藻

源摇 结论

渊员冤 白云凹陷的持续沉降造就了凹陷内深湖相

持续发育袁形成了大面积尧巨厚的烃源岩袁主要分布在

白云主洼袁在西洼和东洼十分有限遥
渊圆冤 受番禺低隆起物源供给袁白云西洼要主洼的

北部缓坡带持续发育 粤耀 耘 共 缘 个三角洲袁具有前积

层厚袁推进距离远袁普遍叠合连片袁构成超大型朵状沉

积体曰东部物源供给弱袁三角洲规模小袁前积层薄袁推
进距离近遥

渊猿冤 在西南要南部陡坡带持续发育 匀耀 蕴渊酝冤等
缘耀远 个较大型的扇三角洲袁在多级断阶背景下袁扇三

角洲的远端还发育水下扇和浊积扇遥
渊源冤 文昌组时期袁断陷作用强烈袁盆缘坡度大袁陡

坡带发育扇三角洲和近岸水下扇遥 恩平组时期袁断陷

作用减弱袁坳陷作用增强袁盆缘坡度变缓袁扇三角洲逐

渐演化为三角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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