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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岩芯微观描述、宏观观察，三维地震资料解译处理等技术并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对南堡凹陷古近系重力流沉积特征、
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凹陷主要发育滑塌岩、砂质碎屑流沉积、浊积岩三种重力流沉积物，其中砂质碎屑流沉积

发育程度最高，单井钻遇累计厚度达 ２２０ ｍ、单层厚可达 ３０ ｍ，粒度概率累积曲线大都呈现两段式，Ｃ－Ｍ 图与 ＱＲ 段平行，显示沉

积的非牵引流成因；浊积岩具有多期发育的特征，单层厚多小于 １ ｍ，具有正粒序层理，发育不完整鲍马序列 Ｔｃ 段常见 Ｔｄ 段少

见，常见于砂质碎屑流沉积外围及上部；滑塌岩颗粒粒级较细，揉皱构造和包卷层理极为发育，在 ４ 号构造发育程度较高。 沙垒

田、马头营等凸起，古近系活跃的火山、断层活动及地震，东营组及沙河街组发育期深水环境、坡折带的存在为重力流沉积的形成

提供了条件。 综合各种因素为研究区建立了扇三角洲—短陡坡型（１ 号、４ 号构造）及辫状河三角洲—长缓坡型（２ 号、３ 号构造）
重力流沉积模式并对其沉积规律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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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 世纪中期前，绝大多数地质学家们都认为深

海是幽深静谧之地，沉积物的形成是缓慢的，来源主

要为悬浮沉积物且仅存在泥质沉积［１］，直至《浊流是

递变层理的形成原因？》一文［２］ 的发表才结束了人们

对深海沉积物的片面认识，标志着浊流理论的正式建

立，也拉开了深水重力流研究的序幕。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著名的 Ｂｏｕｍａ 序列的建立和广泛应用进一步推动

了深水重力流的发展［３］，随后在 Ｂｏｕｍａ 序列的基础

上多种深水沉积扇模式的建立意味着浊流理论的逐

渐发展完善［４⁃７］。 各种关于深水重力流理论和模式的

建立及应用使深海沉积勘探取得重大突破，如东地中

海列维坦盆地、墨西哥湾深水盆地、北海 Ｈｏｒｄａ 台地、
印度东海岸 ＫＧ 盆地和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等［８⁃１１］。
虽然其后随着研究的深入 Ｂｏｕｍａ 序列及建立在其基

础上的各类扇模式受到质疑甚至严厉批评、彻底否

定［１２］，但从现有的勘探实例来看 Ｂｏｕｍａ 序列有其存

在的实际意义，它可被不断完善但不可完全否定。 地

质学家们关于深水重力流理论的不断质疑和完善逐

步提高了对其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深水沉积领域已成为当前全球油气勘探与研究的

前缘和重点，深水重力流因其潜在的巨大油气资源成

为地质学家追逐的热点［１３⁃１４］。
国内学者王德坪［１５⁃１６］ 最早提出块体砂质碎屑流

沉积理论，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ｍ［１２］ 的研究成果于 ９０ 年代末引

入我国［１７］，国内的相关学者也对其进行了针对性的

研究［１８⁃２０］。 近些年来，深水重力流沉积理论在对鄂

尔多斯、松辽、渤海湾、珠江口等盆地的油气勘探开

发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２１⁃２２］ ，其中最为成功的案

例是对鄂尔多斯盆地深水沉积块体的勘探。 ２０１３
年，渤海湾盆地南堡凹陷构造湖盆深水区发现极具

油气勘探意义的沉积砂体，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

注，然而对该类砂体的沉积特征、影响因素、沉积模

式等问题认识程度还较低，制约了该区深部油气的

勘探开发，本文在仔细调研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采用大量岩芯、测井、地震和分析化验数据，运用沉

积岩石学、储层地质学等相关学科理论、通过岩芯

微观鉴定和宏观描述、储层砂体反演等方法对研究

区重力流沉积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对

其取得更清楚的认识，为进一步勘探开发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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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区域地质概况

渤海湾盆地是发育在我国东部华北地台上的中

新生代含油气盆地，盆地整体呈仿锤状，长轴近北东

向、短轴近南西向，区域构造上北邻燕山褶皱带，东接

辽东、胶东隆起区，南依鲁西隆起区，西靠太行山隆起

带，行政范围包括京、津、冀全部鲁、豫、辽局部及部分

渤海海域。 研究区位于盆地东北部，长轴近东西向，
北部以西南庄断层、柏各庄断裂为界与老王庄、柏各

庄、马头营凸起相邻，南以沙北断层为界与沙田垒凸

起相接，西以涧东断裂与北塘凹陷相隔，为一典型的

北断南超、东断西超的箕状凹陷［２３］。 南堡凹陷面积

约 １ ９３２ ｋｍ２，其中滩海面积近 １ ０００ ｋｍ２，发育有 ５
个有利构造带：南堡断裂构造带（南堡 １ 号）、老堡断

裂构造带（南堡 ２ 号）、老堡南断裂构造带（南堡 ３
号）、蛤坨潜山披覆构造带（南堡 ４ 号）、北堡背斜构

造带（南堡 ５ 号）；５ 个次凹：拾场次凹、林雀次凹、柳
南次凹、曹妃甸次凹、新四场次凹［２４］（图 １）。 凹陷经

历了先断后拗的演化过程，断裂持续活动广泛发育，
地层发育较为完整，自上而下依次发育第四系平原

组、上第三系明化镇组和馆陶组、古近系东营组（东

一段—东三段）和沙河街组（沙一段—沙三段），中生

界侏罗系和古生界奥陶系地层，而古近系孔店组和沙

四段地层普遍缺失［２５］。 本次研究主要集中在凹陷南

部滩海部分，目的区块为南堡 １～４ 号有利构造，目的

层主要为古近系东营组（东二段、东三段）和沙河街

组（沙一段、沙三段）。 目前区内已发现高尚堡、老爷

庙、柳赞、北堡油田（陆地）和南堡油田（滩海）。 根据

现有的资料来看对南堡凹陷进行详尽研究具有较高

的价值，随着研究程度不断深入、理论的逐渐成熟、三
维地震等相关资料的不断完善对其开展更深一步的

研究也变得越来越有可行性与迫切性。

２　 重力流沉积物特征

关于重力流的分类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不同

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方案，如
Ｄｏｔｔ［２６］以流体的流动机制为依据将沉积物重力流分

为塑性流和黏性流体流；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７］ 以颗粒的

支撑机制为依据将其划分为泥石流、颗粒流、液化沉

积物流和浊流；Ｌｏｗｅ［２８⁃２９］ 将前两者的分类方式结合

起来把沉积物重力流分为流体流和碎屑流，进而又细

分为浊流、流体化流、液化流、颗粒流、黏性碎屑流；

图 １　 南堡凹陷区域地质概况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ｎｐｕ ｓ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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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ｄｅｒ ｅｔ ａｌ．［３０］依据沉积物颗粒的黏结性将沉积物重

力流分为黏性流和摩擦流，后又将摩擦流分为超高密

度流、高密度流和浊流；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ｍ［３１］ 则将沉积物重

力流分为浊流、颗粒流、砂质碎屑流和泥质碎屑流四

类；其中 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ｍ［３１］ 的四分类法因其简洁、明了、
实用而被我国学者广泛接受、运用，同时块体搬运沉

积体系（ＭＴＤｓ）及块体流理论对滑动、滑塌和碎屑流

等重力流成因及沉积特征具有较好的解释［３２⁃３３］。 因

此本文以 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ｍ［３１］的重力流分类方式和块体流

理论为理论基础将研究区重力流沉积划分为块体搬

运体系（滑塌和砂质碎屑流）和浊流等两种类型、将
重力流成因岩石分为滑塌岩、砂质碎屑流沉积岩及浊

积岩进行研究。
２．１　 砂质碎屑流沉积特征

砂质碎屑流是介于颗粒流和泥质碎屑流之间的

中间产物，具有流变学特征，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ｍ 认为是流变

学特征而非粒度分布对其起到主要控制作用，漂浮的

石英颗粒和泥质撕裂屑是其鉴别的明显标志［３４⁃３５］。
研究区砂质碎屑流发育程度较高，在 １ ～ ４ 号构造 ２６
口取芯井不同层段中发现大量砂质碎屑流沉积（表
１），其中南堡 ３ 号构造 ＰＧ２ 井钻遇累积厚度达 ２２０
ｍ、ＮＰ３０６Ｘ３ 井钻遇单层厚度达 ３０ ｍ 的砂质碎屑流

沉积砂体，如此厚度的沉积砂体为优质储层的形成提

供了优越的物质基础。

表 １　 南堡凹陷砂质碎屑流沉积发育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ａｎｄｙ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Ｎａｎｐｕ ｓａｇ

井号 层位 层数
最大单层厚度

／ ｍ
最小单层厚度

／ ｍ
平均厚度

／ ｍ
判断标志

ＮＰ３⁃２７ 东三段 ２ ２ ０．７ １．３５ 深水泥岩突变线状接触，无粒序的粗粒沉积，泥岩撕裂屑

ＮＰ３⁃１９ 东三段 ４ ４．３ １．２ ２．６１ 深水泥岩，泥岩撕裂屑

ＰＧ２ 沙一上 ３ ４．５ １．５ ３．１ 粗粒沉积，反粒序，中上部漂砾，火山岩

ＮＰ３⁃８０ 沙一上 １ ２．６４ ２．６４ ２．６４ 反粒序，不等粒砂岩，砂砾岩

ＮＰ３０６Ｘ１ 沙一上 ９ ５．２ １．８ ３ 反粒序，静水泥岩，底部与深水泥岩突变线状接触

ＮＰ３０６Ｘ６ 沙一上 １ ８ ８ ８ 漂砾，不等粒砂岩

ＮＰ３⁃８２ 沙一段 ３ ３．４ ０．４ １．９ 中上部撕裂屑，下部也有，块状构造，粗粒沉积

２．１．１　 岩石类型及特征

研究区砂质碎屑流沉积砂体岩石类型以岩屑长

石砂岩为主，岩性主要为灰色的含砾粗砂岩，中砂岩、
砾岩及细砂岩含量也较高，同时也可见黑深灰色粉砂

岩、粉砂质泥岩及黑色泥岩，整体来说粒度较粗，砂岩

中石英含量为 ４３．７％，长石含量为 ２９．３％，岩屑含量

为 １８．８％，成分成熟度较低。 砂体颗粒分选差，磨圆

度级别以次棱角—次圆状为主，接触方式为点—线接

触，呈孔隙式胶结类型。
２．１．２　 沉积特征

通过对 ＮＰ３⁃２７、ＮＰ２８８、ＮＰ３０６Ｘ１ 等井涉及砂质

碎屑流沉积的岩芯段仔细观察发现，该区域砂质碎屑

流沉积具有下述特征：１）砂质碎屑流与下伏泥岩成

简单的线性接触关系，其在运移过程中未对下伏岩层

形成冲刷侵蚀作用，顶部常常表现出砂泥突变关系

（图 ２Ａ）；２）呈现出漂浮状的尖棱角不规则泥岩碎屑

和磨圆的紫红色、浅黄、浅褐色泥砾常发育在砂质碎

屑流块状砂体中上部（图 ２Ｂ，Ｃ，Ｄ），泥岩撕裂屑长轴

方向与层面呈现出平行或近平行状，其不规则尖棱状

形态说明运移距离近，极有可能是原地或近源沉积，

磨圆度较好的泥砾则是远距离搬运而来；３）在砂质

碎屑流沉积块体的细砂岩中上部发育有漂浮状的石

英细砾和生物碎屑，且整体具有逆粒序性和逆粒序层

理与逆—正粒序层理共存的特征（图 ２Ｅ）；４）存在定向

分布的、板条状等面状碎屑组构和易碎页岩碎屑，块状

砂岩顶部发育向上变细的较薄粒序层，砂质碎屑流块

状砂岩常与浊流沉积相伴生；５）砂质碎屑流砂体平面

上呈联合扇状展布、连接性较好，剖面上呈丘状或透镜

状砂体多期发育、相互叠置（图 ２Ｆ）。
２．１．３　 粒度分析特征

粒度概率累计曲线分析：ＮＰ３０６Ｘ１、ＰＧ２ 井样品

的概率累积曲线呈现出两段式和三段式（图 ３），其中

除 ＮＰ３０６Ｘ１ 井 ４ ２２５．６０ ｍ 段之外，其余均为两段式，
表明沉积物以悬浮组分和跳跃组分为主，存在部分滚

动组分，而曲线斜率普遍较低表明各组分次总体分选

较差，说明其沉积的非牵引流成因。 样品 Ｃ－Ｍ 图：由
ＮＰ３０６Ｘ１ 井 Ｃ－Ｍ 图看出（图 ４），该井 Ｃ－Ｍ 图呈现出

两种特征：一种与牵引流 Ｃ－Ｍ 图中的 ＱＲ 段类似，与
Ｃ－Ｍ 基线大致平行，具有典型的重力流特征，另一种

与ＯＰ段相似近乎水平，说明沉积物顶部具有漂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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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砂质碎屑流沉积特征

Ａ．ＮＰ３０６Ｘ１ 井，４ ２３５．９ ｍ，砂质碎屑流沉积与泥岩呈线性接触关系；Ｂ．ＮＰ３⁃２７ 井，４ ６８９．５ ｍ，砂质碎屑流沉积中大量泥岩撕裂屑；Ｃ．ＮＰ４⁃３１ 井，
３ ９３９．３５ ｍ，磨圆较好的较大砾石；Ｄ．ＮＰ３０６Ｘ６ 井，４ ４１０．７８ ｍ，漂砾特征；Ｅ．ＰＧ２ 井，４ ２５５．４６ ｍ，反粒序特征；Ｆ．ＮＰ３⁃８０ 井，砂质碎屑流剖面上呈

丘状叠置发育，平面上连通性好。

Ｆｉｇ．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ａｎｄｙ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图 ３　 粒度概率累积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图 ４　 砂质碎屑流沉积 Ｃ－Ｍ 图

Ｆｉｇ．４　 Ｃ⁃Ｍ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ｎｄｙ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４４２１ 　 沉　 积　 学　 报　 　 　 　 　 　 　 　 　 　 　 　 　 　 　 　 　 　 　 第 ３５ 卷　



分选系数：通过对 ＰＧ２ 井 ４ ２５０ ～ ４ ２５６． ４４ ｍ 段、
ＮＰ３０６Ｘ３ 井 ４ ２２５．６～４ ２２８．７ ｍ 段 ８ 个样品的粒度分

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为分选性差，砂体是在快

速沉积的环境下发育，具有颗粒大小不等、堆积混杂

的特点。
２．２　 浊流沉积特征

浊流是呈湍动状态具有牛顿流体性质的沉积物

流，颗粒由湍流支撑且悬浮沉降，不具有任何屈服强

度，受到外力作用就发生运动而外力逐渐降低时通过

悬浮沉降方式卸载沉积颗粒形成浊积岩［２６］。 关于浊

积岩的共识有下述几点：１）真正的浊积岩是在且仅

在浊流作用下形成的；２）正递变层理是浊积岩最可

靠的识别标志；３）漂砾和泥岩撕裂屑等碎屑颗粒不

会出现在浊积岩中；其地震响应具有内部平行—波

状，振幅较低，但延续较远的特征（图 ５Ｂ）。 笔者根据

浊积岩具有的上述特征，结合岩芯观察对研究区浊积

岩进行分析与研究。
　 　 从对岩芯观察分析的数据统计来看，研究区浊积

岩以灰色、灰黑色粉砂岩、细砂岩和泥质粉砂岩为主，
灰色或灰黑色砂砾岩、含砾砂岩等粗碎屑沉积也有发

现（发育于流水强度较大的沉积环境）；岩石类型主

要为岩屑长石砂岩和长石岩屑砂岩，颗粒分选性中—
差，磨圆度以次棱角为主，成分成熟度较低。

通过对多口取芯井所得岩芯的观察可知研究区

浊积岩发育程度较高，在区内沙三上段、沙一段及东

营组等古近系地层中广泛发育具有正递变层理的砂

岩。 同时区内浊积岩岩层具有单层厚度小、多期发育

的特征，单层浊积岩岩层厚度大都小于 １ ｍ，极个别

情况下甚至小于 ０．１ ｍ，但多期发育累积叠置现象明

显说明研究区浊流沉积作用频繁发育。
从 ＮＰ３⁃８２ 井沙三上段 ４ ７３１．７６ ～ ４ ７２９．０６ ｍ 段

长 ２．７ ｍ 的岩芯中发现鲍马序列的存在（图 ６），同时

依据岩性及粒序变化可将该段划分出 Ｔａ、Ｔｂ、Ｔｃ 和

Ｔｅ 四段。 Ｔａ 段：发育正递变层理，灰黑色含砾粗砂

岩、不等粒砂岩，砾石大小不一见砂质团块，分选差；
Ｔｂ 段：发育近平行层理或小型交错层理，正粒序状，
灰色钙质中砂岩—细砂岩，分选性差—中；Ｔｃ 段：该
段上部见小型波状层理，灰色粉砂岩—细砂岩，分选

性中等；Ｔｅ：块状层理，黑色泥岩或粉砂质泥岩，含有

介形虫。

图 ５　 不同类型重力流沉积地震响应特征

Ａ．滑塌岩地震响应特征；Ｂ．浊流沉积地震响应特征。

Ｆｉｇ．５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ｆｌｏｗ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图 ６　 不完整的鲍马序列（４ ９３１．７６～４ ９２９．０６ ｍ）
Ｆｉｇ．６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Ｂｏｕｍ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４ ９３１．７６～４ ９２９．０６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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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多期浊流叠置发育

Ａ．ＮＰ３⁃１９ 井，４ １３４．６６ ｍ，两起浊流发育；Ｂ．ＮＰ３０６Ｘ１ 井，４ ２４６．９２ ｍ，三期浊流发育

Ｆｉｇ．７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ｅｒｉｏｄ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从 ＮＰ３０６Ｘ１ 井、ＮＰ３⁃１９ 井、ＮＰ３⁃８２ 井岩芯特征

均可看出多期浊积岩岩层叠置发育，说明有多层浊流

发育。 ＮＰ３０６Ｘ１ 井 ４ ２４６．８６ ｍ 段岩芯显示发育三期

浊流（图 ７Ｂ），其中第一、二期都发育 Ｔａ、Ｔｂ、Ｔｃ 三段，
各段具有其各自特征，Ｔａ 段：正递变层理、灰色含砾

中—细砂岩；Ｔｂ 段：近平行层理、灰色细粉砂岩；Ｔｃ
段：发育小型波纹层理或交错层理、灰色粉砂岩、泥质

粉砂岩为主。 而第三期则只可见 Ｔａ 段。 ＮＰ３⁃１９ 井

４ １３４．６６ ｍ见两期浊流发育（图 ７Ａ），均只见 Ｔｃ、Ｔｅ
段，Ｔｃ 段：波状层理，与底部冲刷突变、灰色泥质粉砂

岩，纹层是快速堆积的产物；Ｔｅ 段：块状层理、泥岩，
其形成于浊流尾部稀薄的雾状悬浮黏土沉积。
２．３　 滑塌岩沉积特征

滑塌岩是指已沉积块体在某种触发机制下沿上

凹滑动面运移，经历旋转变形或崩塌掉入正在沉积的

异地沉积物中的重力流沉积［３６］，其完全由水下重力

滑动和滑塌作用形成［３７］，显著特征是包卷层理和滑

塌变形等同沉积形变，地震剖面上呈丘状、透镜状反

射，边界包络明显，内部蠕虫状、纺锤状中—强振幅短

轴叠置（图 ５Ａ）。
研究区滑塌岩发育较多，空间分布范围较广，在

扇三角洲前缘、辫状河三角洲前缘和深湖区均有发

育，其发育受地形坡度及坡折带影响在斜坡的中部及

附近较为常见，通过对取得的岩芯观察发现南堡 １～４
号构造均有滑塌岩发育，其中由于南堡 ４ 号构造地形

坡度较大、扇三角洲前缘沉积发育，滑塌岩的发育条

件更为有利，因此滑塌岩发育程度最高。
通过对研究区 ＮＰ４３⁃Ｘ４８０５ 井、ＮＰ４３⁃Ｘ４８３０ 井、

ＮＰ２０６ 井、ＮＰ３⁃２７ 井取得的岩芯样品的观察分析知

研究区滑塌岩颗粒粒级以砂—泥级为主，偶尔可见

细—中砾级颗粒，岩性以灰色细砂岩和粉砂岩为主，
沉积厚度较薄的泥质粉砂岩也可见，岩芯中观察到较

多的直径大小不一的砂砾和泥砾（图 ８Ａ），同时各种

沉积体内部滑塌变形构造和包卷构造极为发育（图
８Ｂ，Ｄ）。 从 ＮＰ４３⁃Ｘ４８３０ 井、ＮＰ１⁃８０ 井、ＮＰ２０６ 井和

ＮＰ３⁃２７ 井沙一段到东营组地层的岩芯观察描述可

知，滑塌岩在南堡 １～４ 号构造不同层位均有发育，且
具有滑塌变形构造发育、颗粒分选较差的特征。 在

ＮＰ３⁃２７ 井岩芯可见球枕构造、泄水构造和火焰构造

等重力流构造类型（图 ８Ｃ）。

３　 重力流形成条件

广泛认可的重力流沉积发育所需的条件为：湖盆

古地形及滞水环境（较大水深）、物源供给、触发机

制［３８⁃３９］。 但随着对重力流研究的不断深入，某些条

件必需性和具体量度引起较大争议。 拿“较大水深”
而言，１ ５００～１ ８００ ｍ 的水深被认为是重力流发育的

合适深度，但从已知的案例来看重力流发育的最大水

深可达 ８ ０００ ｍ，而最小水深被认为仅为 ８０ ｍ（Ｋｌｅｉｎ，
１９７８），前后相差 １００ 倍，而近些年有学者研究则认为

深度对重力流的形成没有直接影响。 对“地形坡度”
来说，具体的坡度临界值为多少具有较大争议，国外

众多学者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研究［４０⁃４３］，其中 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４３］认为在 ０．１° ～１．７°最适宜重力流的发生，地形坡

度大于 ０．１°重力流即可形成。 王颖等［４４］认为斜坡梯

度值为 ６ ｍ ／ ｋｍ 即可发生重力流沉积，且该值并非最

小值，辛仁臣等［４５］ 对松辽盆地青山口组—姚家组砂

质碎屑流的研究中估算出斜坡带的斜坡梯度值约为

９．０９ ｍ ／ ｋｍ，而刘忠保等［４６］ 认为重力流发生所需的

地形坡度受多重因素影响，其值变化较大。 质疑与

争议总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生，为便于探讨本

次研究认为重力流发育的四个因素均为必需，从上

述四个方面尽可能深入的对该区重力流的成因进

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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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滑塌岩的沉积特征

Ａ．ＮＰ１⁃８０ 井、３ ６８６．４ ｍ，深灰色泥岩、粉细砂岩，分选差，粒度大小混杂，砂质漂砾发育；Ｂ．ＮＰ４３⁃Ｘ４８３０ 井、３ ８５３．２１ ｍ，深灰色粉砂

质泥岩，粉砂呈透镜、条带状，滑塌变形构造；Ｃ．ＮＰ３⁃２７ 井、４ ３１８．３８ ｍ，火焰状构造及重荷模；Ｄ．ＮＰ２０６ 井、２ ９６２．４８ ｍ 灰色泥质粉

砂岩，包卷层理及揉皱变形构造。

Ｆｉｇ．８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ｕｍｐ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地形坡度是重力流形成的前提［３８］，在平坦的区域不

会形成重力流沉积。 由坡折带形成的地形坡度变化

是重力流形成的关键因素，而且斜坡的坡度越大越有

利于重力流的形成。 南堡凹陷斜坡带和坡折带发育

程度高，以南堡凹陷 ３ 号构造为例，从其沙一段和东

一段底三维构造图可看出，３ 号构造沙一段发育期地

形起伏较大高低点相差近 １ １００ ｍ，从图中可明显看

出三个低洼区和较陡的斜坡存在，加上充足的物源供

给，致使重力流大量发育，沿斜坡向下运动最终沉积

充填在在低洼区，出现类似于“削高填低”的现象；东
一段构造活动减弱，盆地快速充填、整体地貌深浅变

化不大，以微负地貌和微正地貌为主，东一段底三维

构造图未看出明显的低洼区且斜坡也较平缓、地形起

伏程度较低，不利于重力流的发育（图 ９）。

图 ９　 湖盆古地形构造图

Ｆｉｇ．９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ｔｅｒｒ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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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环境下重力流沉积更易于发生，深水区是一

定范围内最低洼区，是流态物质最可能的自然汇聚

区，且一般而言深水区具有安静的环境有利于沉积物

的留存，而浅水区虽然也可能发育重力流沉积，但动

荡的浅水环境会对沉积物产生破坏［３８］，因此较大的

水深是重力流沉积物形成和保存的重要条件。 在沙

三段、沙一段时期南堡凹陷古近纪古湖泊分别达到最

大深度［４７］，在岩芯中可见螺类、腕足类化石，显示较

深水的沉积环境，在研究区沙一段厚层块状砂岩中

广泛发育的大套暗色泥岩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

这一点。 东营组东三段盆地边缘扇三角洲、辫状河

三角洲发育，东二段为东营组最大水侵期，沉积了

厚的湖相泥岩，东一段湖泊开始萎缩水深降低，因
此东二段为重力流发育的有利阶段。 笔者认为深

水环境和斜坡存在是因果关系，有深水区必然就有

浅水区，而深浅水之间的过渡带即为斜坡，深浅之

间的高差与过渡带的长短造就了两种不同的斜坡：
长缓坡与短陡坡。

对 ＺＴＲ 指数分析可知研究区存在三个主要物

源：南部的沙垒田凸起、西部的涧南物源和东部的马

头营突起。 １ 号、４ 号构造分别受西部和东部物源的

控制发育扇三角洲—湖泊—重力流沉积体系，２ 号、３
号构造受控于南部物源发育辫状河—湖泊—重力流

沉积体系。 沉积演化过程中三角洲前缘不断向前扩

展，为重力流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物源，沙一段属于

深湖—半深湖环境，经历了湖侵期—最大湖侵期的沉

积旋回，沙一下段丰富的前积—加积型辫状河三角洲

砂体为上段最大湖侵砂质碎屑流的形成提供充足的

物质来源。 从凹陷 ３ 号构造沙一上亚段顺物源方向

的反演剖面可看出研究区沙垒田凸起物源砂体非常

丰富，辫状河三角洲前缘砂体向湖盆内部不断延伸，
形成多期叠置规模较大的前积体，在其前方形成了丰

富的砂质碎屑流沉积砂体，同时快速沉积于前缘砂体

之上的欠压实的半固结—未固结的沉积物也可为重

力流的形成提供物质供给（图 １０）。
　 　 诱发重力流沉积的因素较多，地震、断层、火山、
海洋风暴、陨石撞击等影响为外力诱发，三角洲前缘

不断加积致使前缘斜坡角超过休止角可引发自然滑

塌。 相对而言外部因素对其的影响更重要，地震、火
山喷发、断层活动为最常见且高效的诱发因素，室内

水槽实验也已经证实了触发机制对重力流形成的重

要性［４８］。 东营组沉积期研究区断层活动普遍而强

烈，断层活动速率高达 ５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 ／ Ｍａ［４９］，同时南

堡凹陷古近系火山活动具有多期性，在不同层位地层

中均可找到岩浆岩发育的证据，前人研究表明无论在

沙河街组还是东营组沉积时期火山活动期次都大于

５ 次［５０］。
在对 ＰＧ２ 井沙一段 ４ ２４９．８０ ｍ、ＮＰ１⁃８０ 井东三

段 ３ ６５４． ４０ ｍ 和 ３ ６８６． ３０ ｍ、 ＮＰ２８０ 井东三段

３ ７４５．５７ ｍ岩芯的观察中均发现火山岩的存在，通过

地震剖面反射特征在南堡 ３ 号构造带识别出清晰的

火山机构（图 １１）。 频繁的断层活动及多期的火山运

动是该区域重力流沉积的重要触发机制，而自然滑塌

也是研究区重力流发育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

图 １０　 南堡 ３ 号构造沙一上亚段顺物源方向反演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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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南堡 ３ 号构造火山机构地震反射特征及岩芯样品

Ｆｉｇ．１１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ａｎｐ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ｓａｍｐｌｅ

４　 重力流沉积模式

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ｍ ｅｔ ａｌ．［５１］在对北海白垩系和古新统深

水块状砂岩的长期研究中认为：沉积物在深水环境中

经历滑动、滑塌、碎屑流及浊流等重力驱动作用从陆

架边缘沿斜坡向下运动至深海斜坡和盆地平原等处

二次沉积。 重力流沉积物的物质源头为泥、砂、砾等

物质，在原始沉积位置由某些因素引起运动，运动能

量和水对流态物质进行改造进而在斜坡不同位置形

成不同类型的重力流沉积物。

４．１　 沉积模式建立

南堡凹陷 １～４ 号构造中典型的构造样式有 ４ 号

和 ３ 号构造，南堡 ２ 号、３ 号构造地形坡度相对较缓，
发育辫状河三角洲—湖泊—重力流沉积体系，为长缓

坡型重力流沉积模式（图 １２Ｂ），向湖盆推进较远的辫

状河三角洲前缘砂体为深水区重力流沉积提供物质

补给，触发机制最有可能为活跃的火山及断层活动；１
号、４ 号构造地形坡度较陡，发育扇三角洲—湖泊—
重力流沉积体系，为短陡型的重力流沉积模式（图
１２Ａ），扇三角洲前缘砂体为主要物质来源，砂体更易

图 １２　 南堡凹陷重力流沉积模式图

Ａ．短陡坡型沉积模式；Ｂ．长缓坡型沉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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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自然滑塌，滑塌岩发育程度较高。 三角洲前缘砂

体在的斜坡上不断前积，为重力流的发育提供充足的

物质来源，向湖盆不断加积的前缘砂体在诱发因素作

用下发生断裂，前缘砂体与主体砂体脱离在自身重力

的作用下沿势能减弱方向运动。 砂体刚开始运动时

能量较高运动剧烈流体流态复杂，常在前缘斜坡中上

部及附近形成滑塌岩沉积，流体不断向前运动能量逐

渐降低内部呈现均一化趋势，随之流体呈整体块状沉

积在斜坡收尾处（斜坡与深湖平原过渡处）及附近形

成砂质碎屑流沉积，此时流体能量、流速已变的极低，
流体中所携带的沙、泥等在重力的作用下由粗到细逐

渐沉积形成具有正粒序的浊积岩。
４．２　 沉积规律分析

以 ４ 号构造为代表的短陡坡型重力流沉积规律：
１）由于斜坡短而陡，坡折带具有又窄又陡的特点，扇
三角洲前缘砂体更易因快速沉积失衡而引发滑动、滑
塌而形成重力流，物源以线性补给为主，无固定补给

水道，常随三角洲的推进而推进；２）重力流沉积经过

滑动、滑塌、砂质碎屑流及浊流 ４ 个形成阶段，滑塌岩

更为发育，分布范围多局限于深水坡折斜坡上部或斜

坡角，以液化滑塌而形成的同生变形构造为特征；砂
质碎屑流分布范围较广，在深水斜坡及深湖湖盆均有

发育，常发育厚层块状砂岩；浊流沉积则常见于湖盆

平原，沉积具有单层厚度薄多层叠置发育的特征，底
部的递变层理为典型识别标志；３）单次重力流事件

形成的砂体规模较小，在剖面上呈透镜状平面上呈片

状、舌状，在纵向上深水坡折带之下多个透镜状砂体

叠置分布，在横向上基本连片，近于平行于坡折带

展布。
以 ３ 号构造为代表的长缓坡型重力流沉积规律：

１）由于斜坡长而缓，深水坡折带具有宽缓的特征，辫
状河三角洲前缘砂体向湖盆推进较远，为深水区重力

流沉积提供丰富、稳定的物源补给，有利于砂质碎屑

流的形成与发育；２）三角洲前缘砂体在频繁的火山、
断层活动及地震等诱发机制下发生滑动滑塌而形成

重力流，物源为线—面性补给；３）由于宽缓的斜坡，
重力流的形成演化更为充分，滑动、滑塌、砂质碎屑流

及浊流 ４ 个形成阶段展现的更为完美。 其中，滑塌岩

分布范围多局限于深水坡折斜坡上，但是延伸距离有

所增加，砂质碎屑流成为重力流沉积的主体，浊流沉

积常分布于砂质碎屑流的上部及外缘；４）重力流沉

积的范围和厚度较大，在平面上，重力流沉积砂体垂

直坡折带方向延展，从斜坡到深湖平原，由条带状展

布逐渐演变舌状或扇体形状；在纵向上，砂质碎屑流、
浊积岩及滑塌岩等三种类型重力流沉积常互层出现，
其中以砂质碎屑流与浊流或者砂质碎屑流与滑塌岩

两种互层组合方式最为常见。

５　 结论

（１） 南堡凹陷滩海地区发育砂质碎屑流沉积物、
浊积岩和滑塌岩三种重力流沉积物，砂质碎屑流为重

力流沉积的主体，在钻探过程中钻遇几率较高，厚度

较大，岩石以岩屑长石砂岩为主，整体粒度较粗，成分

成熟度较低，分选磨圆差；沉积砂体顶底面较平整，内
部含有泥岩碎屑和砾石，平面上联通度较高，剖面上

呈丘状多期发育。 浊积岩以灰色细粒砂岩为主，偶见

含砾砂岩，分选中—差，磨圆程度低，成分成熟度低，
区内浊积岩发育程度较高，具有发育层数多、层厚低

的特征，浊积岩见明显的正递变层理，发现不完整鲍

马序列，多发育在砂质碎屑流前端也可见于其上端；
滑塌岩颗粒粒级以砂—泥级为主，含有较多的砾石，
分布范围广，沉积砂体内滑塌变形、包卷构造发育。

（２） 研究区周围的沙垒田、柏各庄等凸起是重力

流沉积重要的物质来源，三角洲前缘砂体及未固结的

沉积物是重力流的直接物质来源，古近系活跃的火山

运动和断层活动为重力流启动提供了动力，自然滑塌

也是重力流形成的常见原因。 １ 号、４ 号构造坡度较

大的斜坡为重力流运动和发生沉积提供有利条件，沙
三、一段，东二段较大的水深为重力流沉积物的形成

保存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３） 结合各种因素建立了两种重力流沉积模式：

１ 号、４ 号构造的扇三角洲—短陡坡型重力流沉积模

式，２ 号、３ 号构造的辫状河三角洲—长缓坡型重力流

沉积模式。 重力流发育演化经历滑动、滑塌、砂质碎

屑流及浊流四个阶段，沿斜坡下行方向发育滑塌岩、
砂质碎屑流沉积、浊积岩，不同类型沉积具有不同的

发育规模，沉积砂体常见丘状、透镜状，剖面上叠置发

育，平面上连片分布。 ２ 号、３ 号构造触发机制最可能

为火山、断层活动及地震，以线性补给物源为主；１
号、４ 号构造自然滑塌也是重要的诱发机制，以线—
面补给物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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