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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
成因机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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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北部陆坡发育着 １７ 条近似 ＮＮＷ—ＳＳＥ 走向的海底峡谷，构成了区域内的陆坡限制型

海底峡谷群。 基于研究区内高密度覆盖的 ２Ｄ 地震资料，通过外部形态、内部结构等反射特征的描述和刻画，建立了

第四纪以来的高精度层序地层格架，将沉积充填序列划分为三个体系域，即低位体系域（ＬＳＴ）、海侵体系域（ＴＳＴ）和
高位体系域（ＨＳＴ）。 根据陆坡进积特征、垂向地层叠加样式、侵蚀特征变化、连续性强振幅同相轴的识别和空间追踪，
将高位体系域进一步划分为两个沉积旋回单元，ＨＳＴ⁃Ｉ 和 ＨＳＴ⁃ＩＩ。 研究表明，白云凹陷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发育在

高位体系域晚期沉积旋回（ＨＳＴ⁃ＩＩ）中。 在此基础上，分别讨论了沉积物供给、沉积物失稳作用、限制型地形和流体渗

漏作用对峡谷群形成和演化的影响。 第四纪以来珠江水系携带的大量沉积物经由陆架进入到陆坡区域，为海底峡谷

群的发育和演化提供了充足的沉积物来源。 在第四纪高位体系域早期水道形成的限制型“负地形”基础上，大量的沉

积物在沿着陆坡坡降方向自北向南的输送过程中发生向下的侵蚀、沉积物失稳，导致了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的发

育。 研究区内广泛分布的气烟囱构造，暗示了含气流体的垂向运移和渗漏，可能促进了海底峡谷群的进一步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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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海底峡谷是大陆边缘常见的海底地貌单元，以窄

而深的长条或梳状的负地形为主要特征，具有“Ｖ”型
或“Ｕ”型的横截面形态和两侧陡峭的峡谷谷壁。 海

底峡谷的宽度约几到十几公里，垂向起伏可达数百

米，在末端常发育海底扇［１］。 近几十年来，随着深

水 ／超深水油气［２］与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探［３］、深水

沉积作用［４］、“源—汇系统” ［５］等研究的发展，海底峡

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根据海底峡谷在陆

架—陆坡区域的发育位置及其与水系的关联，可将海

底峡谷划分为陆架侵蚀型峡谷 （ ｓｈｅｌｆ⁃ｉｎｃｉｓｉｎｇ ｃａｎ⁃
ｙｏｎｓ）和陆坡限制型峡谷（ｓｌｏｐ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ｃａｎｙｏｎｓ） ［１］。
陆架侵蚀型峡谷通常位于陆架区域，与河流或三角洲

关系密切，海平面下降导致的陆架下切作用在这类海

底峡谷的形成演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６］。 陆坡

限制型峡谷，也被称为“无头型”峡谷或“盲峡谷”，峡
谷的头部终止于陆坡区域。 如澳大利亚东北海域的

Ｎｏｇｇｉｎ 峡谷群和 Ｒｉｂｂｏｎ Ｒｅｅｆ 峡谷群［７］、卡斯卡底增

生楔趾部的峡谷群［８］、埃布罗河大陆边缘的上新

世—更新世峡谷群［９］ 等。 由于这类海底峡谷发育的

位置远离陆架坡折，海平面下降对其影响的可能性较

小，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的形成和演化多与浊流或块

体搬运事件［１０］、与流体渗漏相关的沉积物失稳［１１⁃１２］、
退积型（溯源）滑塌［１３⁃１４］、底流冲刷［１５］等因素相关。

南海北部大陆边缘发育了众多的海底峡谷，它们

是陆源碎屑沉积物进入下陆坡和深海平原的主要输

送路径，如琼东南盆地中央峡谷［１６⁃１７］、珠江口外海底

峡谷［１８］、台湾西南部海底峡谷群（福尔摩沙海底峡

谷、澎湖海底峡谷、高坪海底峡谷等） ［１９⁃２０］。 从现今

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海底地形图中，在珠江口外海底

峡谷的东北侧 ６００～１ ６００ ｍ 的水深范围内，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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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个明显的线状海底负地形，呈 ＮＮＷ—ＳＳＥ 向分布，
构成了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

（图 １）。 然而目前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晚中新世发

育的深水水道［１８，２１⁃２３］ 或海底的沉积物失稳［１４，２４］，直
接针对海底峡谷群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海底峡谷

群的成因机制还存在一些争议。 如 Ｚｈｕ ｅｔ ａｌ．［２１］通过

描述深水水道的定向迁移性特征，建立了“低水位时

期浊流侵蚀、高水位时期底流改造”的沉积模式，并
认为这一模式自中中新世一直持续到现今，即浊流和

底流相互作用模式也被用于解释现今海底峡谷群的

成因和演化［２２⁃２３，１８］。 苏明等［２５］通过对晚中新世以来

水道下切和冲刷特征的描述，认为晚中新世以来的迁

移型水道和现今海底峡谷群之间存在差异，不能用上

述模式对峡谷的发育和演化加以解释。 基于地震资

料的解释，Ｈｅ ｅｔ ａｌ．［１４］在研究区识别出了与海底峡谷

群相关的沉积物失稳，根据沉积物失稳的发育位置和

地形坡度的变化，划分出了不同的失稳类型，并提出

溯源的滑塌可能是研究区峡谷群的主要成因。
因此，本次研究通过利用研究区内高密度覆盖的

地震资料，在区域构造—沉积背景下建立研究区第四

纪地层的等时地层格架，并进行体系域和沉积旋回划

分。 在等时地层格架的约束下，分析沉积物供给、沉
积物失稳作用、限制型地形地貌特征和流体渗漏作用

对峡谷群形成和演化的影响，并尝试建立珠江口盆地

白云凹陷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的沉积演化模式。

１　 区域地质背景

珠江口盆地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地理上位于

南海北部神狐海域，东为东沙群岛，西为西沙海槽，构
造上隶属于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图 １ａ）。 与珠江口

盆地的构造演化相一致，研究区可以自下而上划分为

３ 个主要的构造演化阶段：早始新世—晚渐新世时期

的伸展断陷阶段、晚渐新世—中中新世的坳陷沉降阶

段、晚中新世以后的块断升降阶段［２６⁃２７］。 发生于渐

新世与中新世之间的白云运动，使得 ２３．８ Ｍａ 以来白

云凹陷深部地幔上隆产生强烈的热沉降，陆架坡折带

由之前位于南部隆起带附近，突变式的跳跃到白云凹

陷北坡［２６⁃２７］。 此后盆地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陆架

坡折带距今 ２１ Ｍａ 以来稳定持续至今，迁移特征不明

显，白云凹陷也由渐新世晚期的浅海陆架环境转为陆

坡深水环境［２８］。 约 １３．８ Ｍａ，南海北部发生大规模海

退，处于半深海—深海环境背景下的白云凹陷发育陆

架边缘三角洲、陆架—陆坡水道、深水扇等沉积体系。

受沉积物供给和地形地貌等影响，下陆坡广泛发育滑

移、滑塌、浊流。 据估算，１３．８ Ｍａ 以来白云凹陷北部

陆坡先后共发育了至少 ５ ～ ６ 期深水水道沉积体

系［１８］。

图 １　 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的发育

位置图（海底地形地貌底图修改自 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１８］ ）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ｓｌｏｐ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ｃａｎｙ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ｕｎ ｓａｇ，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Ｍｏ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ｂｅ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ｂａｓｅｍａｐ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１８］ ）

２　 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形态—充填
特征

　 　 平面上，在白云凹陷北部陆坡 ６００～１ ６００ ｍ 水深

范围内，１７ 条长约 ３０ ～ ５０ ｋｍ 的海底峡谷呈 ＮＮＷ—
ＳＳＥ 向近等间距线状分布，这些峡谷并没有切穿陆架

坡折（约 ２００ ｍ 的水深线） （图 １ｂ），因此也被称为

“无头型”峡谷或“盲峡谷”。 剖面上，这些海底峡谷

的宽度约 １ ～ ８ ｋｍ，峡谷两侧谷壁陡峭，坡度可达

６．８°，下切最大深度约为 ４５０ ｍ（图 ２）。
峡谷的形态特征将随着空间位置发生变化，以第

８ 条海底峡谷为例（图 １ｂ），自北向南，峡谷的宽度、
下切深度、宽深比等形态参数均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

化［２９］，并可以依据这种变化将 ＳＣ８ 划分为 ３ 个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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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游段，峡谷的剖面为 Ｖ 型形态，宽度较窄，下切

深度较浅，宽深比为 ２１．１，峡谷的侵蚀基底与现今海

底相重合，暗示这一区段的峡谷以侵蚀作用为主（图
２ａ）；②中游段，峡谷的剖面形态仍为 Ｖ 型，宽度和下

切深度明显加大，宽深比可达 １４．８，峡谷的侵蚀基底

位于海底之下，说明侵蚀和沉积作用在这一区段均可

存在（图 ２ｂ）；③下游段，峡谷的剖面形态呈现为 Ｕ
型，宽度继续增大，而下切深度减小，宽深比为 １６．８
（图 ２ｃ），至峡谷的末端为喇叭口状指向深海平原（图
１ｂ），说明峡谷在该区段以沉积作用为主。

研究区海底峡谷的内部沉积建造主要由 ３ 部分

构成，即峡谷侧壁的沉积物失稳、峡谷内部的浊流沉

积体充填、峡谷内部的侧向沉积体（图 ３）。 在峡谷的

两侧谷壁上，常可见透镜状或杂乱的地震反射同相

轴，与周缘地层存在截然不同的接触关系，在中游段

的海底峡谷中尤为常见（图 ３ａ），这些沉积体被解释

为受峡谷侧壁陡峭地形的影响，沉积物发生失稳而形

成的。 峡谷内部的浊流沉积体充填位于峡谷的谷底，
通常表现为中强振幅反射、连续性差的特征，局部可

见小型的冲刷特征（图 ３ｂ），推测是浊流沉积体沿着

海底峡谷发生自北向南的输送，在中游段和下游段沉

积下来的结果。 在下游段峡谷的谷底顶部，常可见一

套弱—中等振幅强度、连续性好的地震反射同相轴

（图 ３ｂ），与峡谷内部的浊流沉积体具有不同的反射

特征，我们推测这套沉积体可能是峡谷中的谷底水道

的侧向迁移形成侧向沉积体。

３　 第四纪高精度层序地层格架

３．１　 层序边界及体系域的识别

基于高密度覆盖的地震资料，通过对地震反射属

图 ２　 第 ８ 条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剖面形态的空间变化特征（剖面位置见图 １ｂ）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８ｔｈ ｓｌｏｐ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ｎｙ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１ｂ）

图 ３　 珠江口盆地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典型的内部沉积建造类型（剖面位置见图 １ｂ）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ｌｏｐ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ｃａｎｙ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Ｍｏ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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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频率、振幅、连续性）的描述，结合前人的区域地

层划分方案［２６，３０］，可以识别出研究区第四纪的底界

面，即 Ｔ１ 界面（图 ４）。 该界面在地震剖面上表现为

中频、中等振幅、连续性好的地震反射同相轴，在研究

区的北部具有区域上的可追踪性和可对比性（图 ４）。
Ｔ１ 界面往往显示出对下伏地层的冲刷，如 ＮＥＥ 向地

震剖面中显示的 Ｔ１ 界面附近发育的小型侵蚀性水

道，宽 ３３．５ ～ １１９ ｍ，侵蚀深度较浅，通常为 ４０ ～ １４０
ｍｓ ＴＷＴ （ ｔｗｏ⁃ｗａｙ ｔｒａｖｅｌ ｔｉｍｅ，双程旅行时间） （图

４ｂ）。 Ｔ１ 界面至现今海底为第四纪沉积充填序列，构
成了一个完整的三级层序，根据地震反射特征和同相

轴的接触关系（如垂向上由席状平行反射变化为前

积反射、下超接触关系等），可自下而上划分为 ３ 个

体系域（图 ４），分别是低位体系域（ＬＳＴ）、海侵体系

域（ＴＳＴ）和高位体系域（ＬＳＴ）。
　 　 （１） 低位—海侵体系域

Ｔ１ 界面处发育的小型侵蚀性水道，是低位体系

域最为明显的特征。 特别是在研究区的北部，可以观

察到数量众多的小型水道（图 ４ｂ、图 ５）。 此外，从东

北部 ＮＥＥ 向地震剖面中，还可以发现，这些小型水道

的形态、规模和内部充填结构均表现出和北部 ＮＥＥ
向地震剖面中相似的特征，水道的宽度为 ２５～１１０ ｍ，

下切深度为 ３０～１１０ ｍｓ ＴＷＴ（图 ５）。 研究区北部水

道的广泛发育，且自西向东规模的相似性，暗示这些

小型水道为相似背景下的产物，推测为第四纪低位体

系域时期海平面下降所导致的结果。
在小型水道的顶部，可以发现一套弱—中等振幅

强度、连续性好、平行的地震反射同相轴，整体厚度稳

定，在西北部 ＳＳＥ 向、ＮＮＥ 向地震剖面（图 ４ｂ），东北

部 ＮＥＥ 向地震剖面（图 ５）中均可以观察到。 ＳＳＥ 向

地震剖面显示，这套平行反射之上为进积特征明显的

地震反射同相轴，进积的地震同相轴均下超至高频、
强振幅、连续性好的同相轴之上（可视为最大海泛面

ｍｆｓ）（图 ４ａ）。 因此，我们将这套平行特征明显的地

震反射解释为披覆沉积，可能与海侵体系域时期海平

面的上升具有关联性。
小型侵蚀性水道和披覆沉积体的识别，不仅可用

于三级层序内部体系域的识别，也可以为“质疑”晚

中新世水道迁移至现今海底峡谷提供证据［２５］：①自

下而上，水道的规模、形态和内部充填存在着较为显

著的差异；②在晚中新世迁移性水道和现今海底峡谷

之间存在着水道的“跃迁”；③上新世和第四纪中平

行反射的披覆沉积体说明在海侵阶段，水道处于不发

育阶段，主要以细粒泥质沉积为主（图 ４ｂ）。 因此，从

图 ４　 研究区第四纪层序边界、体系域识别及高位体系域内沉积旋回单元的划分（剖面位置见图 １ｂ）
Ｆｉｇ．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ｙｃ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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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研究区东北部 Ｔ１ 界面附近小型侵蚀性水道及披覆沉积体特征（剖面位置见图 １ｂ）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ｄｒａｐ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１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１ｂ）

ＮＥＥ 向地震剖面中，可以发现，晚中新世以来迁移性

的水道可能并不能 “直接” 追踪至现今海底峡谷

（图 ４ｂ）。
（２） 高位体系域

最大海泛面（ｍｆｓ）至海底为高位体系域，ＳＳＥ 向

地震剖面中，中等—强振幅强度、中等连续性的地震

反射同相轴表现出显著的前积特征，向下陆坡方向，
同相轴发生收敛，下超特征明显（图 ４ａ），这些地震反

射被解释为高位体系域时期发育的陆架边缘三角洲，
说明这一时期来源北部的大量沉积物可以注入到陆

坡区域。 进积背景下，沉积物的不断叠加、堆积往往

在重力势的诱发下发生失稳，形成滑移、滑塌、块体流

等沉积类型［３１］，如图 ４ａ 中的空白—杂乱地震相等。
在 ＮＥＥ 向地震剖面中，高位体系域常表现为中等振

幅强度、中等连续性的地震反射特征，但地层的形态

多为楔状，丘状，甚至波状（图 ４ｂ、图 ５），这可能是地

震剖面延伸方向与陆架边缘三角洲延伸方向具有一

定夹角所导致的结果。
３．２　 高位体系域沉积旋回单元的划分

在高位体系域中，我们还可以识别出一个强振

幅、连续性好的地震反射同相轴。 ＳＳＥ 向地震剖面

中，该地震反射同相轴上下的进积形态和结构存在着

差异：之下，主要表现为斜交前积结构，同相轴下超至

ｍｆｓ 界面；之上，主要表现为透镜状的 Ｓ 型前积结构，
同相轴下超至该界面，上部可见顶超现象（图 ４ａ）。
因此，我们将该界面命名为 Ｔ０

１界面，并根据该界面将

高位体系域划分为 ２ 个沉积旋回单元 （ ＨＳＴ⁃Ｉ 和

ＨＳＴ⁃ＩＩ），代表了两期陆架边缘三角洲的进积事件。

从两期陆架边缘三角洲和海底峡谷群的头部发育位

置来看，ＨＳＴ⁃ＩＩ 单元进积影响的范围靠近峡谷的头部

（图 ４ａ），且 ＨＳＴ⁃ＩＩ 单元的厚度要远大于 ＨＳＴ⁃Ｉ（图
４ｂ），指示出晚期的进积单元与海底峡谷群形成演化

密切的关联性，即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主要发育在

ＨＳＴ⁃ＩＩ 沉积单元之中。
Ｔ０

１界面在研究区北部可进行区域性的追踪和对

比，在 ＮＥＥ 向地震剖面中均可识别出强振幅、连续性

好的地震反射界面，界面上下的厚度均存在显著的差

异（ＨＳＴ⁃Ｉ 厚度为 ５０～ １８０ ｍｓ ＴＷＴ，而 ＨＳＴ⁃ＩＩ 厚度为

７５～３００ ｍｓ ＴＷＴ）（图 ４ｂ），说明在剖面位置处，主要

记录了高位体系域晚期的进积单元（ＨＳＴ⁃ＩＩ 单元）。
除了现今海底峡谷，在高位体系域中还发育了一些小

型的古水道，水道发育的位置分别对应于 ｍｆｓ 和 Ｔ０
１界

面（图 ４ｂ、图 ６），暗示了伴随着两期陆架边缘三角洲

的进积，沿陆坡坡降自北向南的沉积输送，会冲刷和

侵蚀下伏地层。

４　 控制因素分析

４．１　 源自北部充足的沉积物供给

作为珠江口盆地最为主要的沉积物来源，北部的

珠江水系自 ３０ Ｍａ 以来就作为陆架—陆坡区主要的

沉积物来源［３２］，并形成了大量的海底扇沉积体［２６］。
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１］ 也指出古珠江水系带来的大量陆源沉

积物会经由陆坡峡谷群进入到位于深水区域的珠江

口外海底峡谷之中。 特别是在第四纪，由于气候变化

的原因［３３］，南海北部大陆边缘具有较大的沉积速率，
珠江 口 盆 地 内 第 四 纪 的 沉 积 速 率 可 达 １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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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研究区西北部第四纪高位体系域中古水道与现今海底峡谷的垂向叠置关系（剖面位置见图 １ｂ）
Ｆｉｇ．６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ａｃｋ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ｎｙ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１ｂ）

ｃｍ ／ ｋｒ［３４］。 另一方面，该时期内珠江口海岸线发生了

大幅的向海迁移，迁移幅度可达 ２００ ｋｍ［３５］。 上述原

因均会导致第四纪时期，北部的珠江水系为陆坡区提

供非常充足的沉积物来源，ＳＳＥ 向地震剖面中明显的

进积特征可能是大量沉积物输送和搬运的证据

（图 ４ａ）。
当大量的沉积物沿着陆坡坡降方向发生输送和

搬运时，会形成向下的侵蚀性沉积物流［３６］，从而对下

伏地层造成冲刷，地震剖面中记录的 ＨＳＴ 中发育的

小型古水道（图 ４ｂ、图 ６）也证实了侵蚀作用的存在。
高位体系域时期，陆架边缘三角洲强烈的进积带来的

大量沉积物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侵蚀作用的发生，从而

导致海底峡谷的形成。 一旦“侵蚀型“地形出现，强
烈的沉积物供给会导致峡谷地貌进一步的凸显。 一

方面，充足的沉积物会导致峡谷侵蚀能力的不断增

强，峡谷进一步下切，其宽度也会增加，如 ＳＣ８ 在头

部的 Ｖ 型形态，均指示了上游段峡谷以侵蚀作用为

主（图 ２ａ），沉积物将沿着海底峡谷被输送至下陆坡

甚至盆底区域；另一方面，峡谷脊部将接受大量沉积

物的堆积，如 ＮＥＥ 向地震剖面中揭示的 ＳＣ３ 两侧厚

层沉积物主要为陆架边缘三角洲而非天然堤沉积

（图 ４ｂ），这将加剧峡谷侧壁的陡峭程度。
４．２　 沉积物失稳作用

源自北部充足的沉积物供给导致在陆架—上陆

坡区域堆积了较厚的进积型沉积体，随着沉积物的垂

向叠置，也易发生蠕动解离，导致沉积物失稳作用频

发。 同时，地形坡度的大小对沉积物失稳的发育、规
模和类型也具有重要的影响［３７］。 海底多波束资料显

示（图 １ｂ），峡谷脊部自北向南的地形坡度为 １．６° ～

２°左右，峡谷头部地形坡度可达 ５．８°，有利于沉积物

失稳的形成。
在过海底峡谷 ＳＣ４ 脊部的 ＳＳＥ 向地震剖面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套中等反射强度、中等—好连续性的

地震反射同相轴，局部表现为杂乱的反射特征，海底

地形则表现为粗糙不平的特征（图 ７），我们将上述滑

移或滑塌沉积体统称为沉积物失稳。 这些沉积物失

稳由 ２ 部分构成，即沿陆坡坡降方向自北向南的沉积

物失稳（图 ７）和从峡谷脊部朝向峡谷谷底的沉积物

失稳。 虽然在 ＮＥＥ 向地震剖面中很容易识别出峡谷

侧壁发育的沉积物失稳，但 ＳＳＥ 向剖面中揭示的粗

糙不平的海底地形（图 ７）很可能是两者共同作用的

结果。
大量沉积物失稳的存在暗示着受沉积物供给和

地形地貌影响，研究区内沉积物的不稳定性特征，为
海底峡谷的形成提供前提条件，如 Ｈｅ ｅｔ ａｌ．［１４］ 认为

研究区内的沉积物失稳可能是海底峡谷的起始阶段

（ｉｎｉｔｉａｌ）。 另一方面，海底峡谷所形成的地形地貌也

会促进沉积物失稳的发育，如峡谷侧壁处存在的沉积

物失稳（图 ３ｂ）、峡谷头部导致沉积物形成多期滑

移体。
４．３　 高位体系域早期古水道形成的限制型负地形

研究区北部第四纪高位体系域中发育着多个小

型的埋藏水道，其发育位置与现今海底峡谷的位置在

垂向上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特征，也就是说现今海

底峡谷头部区域的地震剖面显示，ＨＳＴ⁃ＩＩ 单元中的现

今海底峡谷多发育在 ＨＳＴ 已形成的埋藏型水道之上

（图 ４ｂ、图 ６）。 在巴西 Ｇｏｉｔａｃａ 峡谷、西非加蓬海岸峡

谷、澳大利亚Ｏｔｗａｙ盆地中的峡谷均可以发现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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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过第 ４ 条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脊部发育的沉积物失稳特征（剖面位置见图 １ｂ）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４ｔｈ ｓｌｏｐ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ｃａｎｙｏｎｓ ｒｉｄｇｅ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 １ｂ）

叠置型的水道 ／峡谷［２１，２４，３８］。 这些峡谷系统中，早期

形成的水道 ／峡谷可以提供限制型的“负地形”，导致

后期峡谷将优先在“负地形”位置处发育起来。
高位体系域早期形成的小型水道，提供了“限制

性”的轴向负地形，为后续沉积物的注入提供了潜在

路径。 高位体系域晚期大量源自北部的沉积物进一

步向南推进，进入到这一区域时，受“限制型”地形的

影响，将优先在这些部位形成侵蚀性的沉积物流，导
致早期水道不断加深加宽，最终形成海底峡谷。 因

此，在研究区的北部能够从 ＮＥＥ 向地震剖面中观察

到 ＨＳＴ 早期埋藏水道和现今海底峡谷的垂向叠置关

系（图 ６）。 随着峡谷的向南演化，侵蚀能力增强，谷
底不断下切下伏地层，甚至切穿第四纪底界面（Ｔ１ 界

面），在研究区南部，即中游段和下游段的峡谷中，这
种叠置性的特征就不能被保存下来了（图 ３ｂ）。
４．４　 流体渗漏作用

水合物分解形成的含烃流体渗漏和逃逸将可能

诱发沉积物的失稳，导致海底滑坡、海底峡谷的发

育［３９］。 如日本海东部边缘 Ｊｏｅｔｓｕ Ｋｎｏｌｌ 地区，水合物

的分解造成麻坑和滑塌体的形成，沉积物沿着麻坑形

成的负地形发生搬运演化为浊流，最终导致了海底峡

谷的形成［１２］。 珠江口盆地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发育

的区域，是我国 ２００７ 年首个海域水合物的钻探区域。
从 ＮＥＥ 向地震剖面中可以发现，在海底峡谷的下部

存在多个狭窄而陡直的地震杂乱反射带，被解释为气

烟囱构造，并认为是含气流体垂向运移的主要通道，
且与峡谷的发育位置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图 ８）。
这种垂向上的对应关系暗示，当含烃流体经由气烟囱

构造发生垂向上的渗漏和逃逸时，可能会对上覆沉积

物造成影响，使其更容易发生沉积物失稳作用，进一

步凸显了海底峡谷的地貌特征。

５　 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的沉积演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将研究区内海底峡谷群的沉

积演化划分为 ２ 个阶段（图 ９）：
（１） 高位体系域早期（ＨＳＴ⁃Ｉ）埋藏古水道形成

阶段

高位体系域早期（ＨＳＴ⁃Ｉ），进积特征明显的陆架

边缘三角洲带来的大量沉积物，在随着地形坡降发生

自北向南输送的过程中，易于发生沉积物失稳，并对

下伏地层造成冲刷，形成数量众多的小型水道，这些

水道的延伸方向垂直陆坡走向，形成了一系列的轴向

“负地形”。 源自北部充足的沉积物供给，导致这些

小型水道被覆盖，垂向上形成明显的“负地形”叠置

关系。
（２） 高位体系域早期（ＨＳＴ⁃ＩＩ）海底峡谷群形成

阶段

随着陆架边缘三角洲不断向海盆方向的进积，大
量的沉积物将会进入到陆坡区域，并沿着陆坡坡降的

方向发生自北向南的输送。 一方面，进入到高位体系

域早期轴向“负地形”的沉积物，沉积动力得到增强，
产生对下伏地层明显的冲刷和侵蚀；另一方面，大量

的沉积物会以沉积物失稳的形式在陆坡区堆积下来，
这两个过程共同导致了现今海底峡谷的发育。 随着

峡谷向南的沉积演化，不断侵蚀高位体系域早期的沉

积地层，在中游段和下游段，垂向叠置的关系无法被

观察到。 在峡谷的演化过程中，由于较陡的峡谷侧

壁，沉积物易于从两侧向谷底发生失稳。 此外，含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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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沿着气烟囱构造发生的渗漏和逃逸，也会进一步

凸显海底峡谷的地貌特征。

６　 结论

（１） 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北部陆坡发育着 １７ 条

长约 ３０～５０ ｋｍ 的海底峡谷，呈 ＮＮＷ—ＳＳＥ 向线状分

布，构成了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自北向南，根据峡

谷的剖面形态参数，可以划分为 ３ 个不同的区段，即
上游段、中游段和下游段。 自北向南峡谷的侵蚀作用

先增强后减弱，沉积作用逐渐增强。 峡谷的内部沉积

建造由浊流沉积体、滑移 ／滑塌块体和侧向沉积体

构成。

图 ８　 研究区气烟囱构造与海底峡谷的垂向对应关系（剖面位置见图 １ｂ）
Ｆｉｇ．８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ａｓ ｃｈｉｍｎｅｙ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ｎｙｏｎ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ｉｇ．１ｂ）

图 ９ 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的沉积演化模式

Ｆｉｇ．９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ｌｏｐｅ⁃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ｃａｎｙ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ｕｎ ｓａｇ，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Ｍｏ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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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通过外部形态、内部结构等反射特征的描述

和刻画，将海底峡谷群发育区域第四纪沉积充填序列

划分为三个体系域，即低位体系域、海侵体系域和高

位体系域。 基于陆坡进积特征、垂向地层叠加样式、
侵蚀特征变化、连续性强振幅同相轴的识别和空间追

踪，将高位体系域进一步划分为两个沉积旋回单元。
白云凹陷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发育在高位体系域

晚期沉积旋回（ＨＳＴ⁃ＩＩ）中。
　 　 （３） 陆坡限制型海底峡谷群的形成演化受沉积

物供给、沉积物失稳作用、地貌地貌特征和流体渗漏

的影响。 源自北部充足的沉积物以陆架边缘三角洲

的形式进入到陆坡区域，为侵蚀性沉积物流的形成提

供了物质来源。 受沉积物供给和陆坡坡降的影响，沉
积物失稳在研究区内广泛发育，导致了峡谷的雏形并

促进了峡谷的沉积演化。 高位体系域早期（ＨＳＴ⁃Ｉ）
形成的一系列小型埋藏水道，为后期沉积物的注入提

供了限制型的“负地形”，埋藏水道和峡谷在垂向上

表现为叠置关系。 区域内含烃流体沿着气烟囱构造

的渗漏和逃逸可能会更加凸显海底峡谷的地形地貌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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