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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南海北部珠江口盆地白云迁移峡谷群中典型陆坡限制型峡谷为研究对象，利用重力活塞样在峡谷头部晚更新世

—全新世沉积地层中揭示出了5个泥质砂层，其砂粒成分包括石英、生物碎屑和较高含量的有孔虫。研究发现，这些富有孔虫砂

层不仅表现出底部侵蚀、定年倒置等重力流沉积特征，也表现出了明显的牵引流特征，包括：1）累积概率曲线图与C⁃M图显示砂

层中的粗粒沉积物表现出滚动搬运过程；2）滚动和悬浮组分颗粒分选性较好；3）部分位置可见顶、底岩性突变面和双向交错层

理。综合以上证据认为，南海活跃的深水底流对先期重力流沉积的改造可能是形成这些砂层的内在机制。同时，结合三维地震

揭示的峡谷内沉积物波以及南海现今水流实测数据，认为峡谷内改造沉积物的底流主要来源于活跃的内波内潮作用，而砂层层

理厚度的周期性变化与浮游有孔虫的大量富集可能均是该过程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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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底峡谷是陆缘碎屑质沉积物搬运至深海的主

要通道之一[1-6]。长期以来，重力流及其相关过程被

认为是海底峡谷内部的主要沉积动力，在构造活动、

风暴和潮汐作用等触发机制作用下对深水沉积面貌

进行塑造[4,6-10]。而近年来，随着地球物理与海底观测

技术的不断进步，研究人员逐渐发现海底峡谷内的

沉积成因并不仅仅是重力流这么简单，而可能包含

了底流的复杂作用[1,11-17]。其中，内波和内潮是峡谷

内最为活跃的底流。内波是沿着两个不同密度水层

界面（Pycnoclines）传播的重力波，与表层波浪类似，

但是由于其密度差异较小而表现为较低的频率和较

高的振幅，具有潮流频率的内波被称为内潮[18-20]。峡

谷的特殊地形可聚集内波内潮的能量，使得强度比

开阔陆坡高十倍以上[21]，从而对其内部的沉积物进行

改造。例如，Shepard et al. [1]通过观测首次证实在大

西洋和太平洋发育的25个峡谷内部存在潮汐频率的

底流（速度达 30 cm/s），可搬运砂粒级沉积物；随后，

内波作用过程在Hudson峡谷[11]以及Baltimore峡谷[12]

被锚系观测证实存在，同时在Baltimore峡谷形成的

底流（速度大于50 cm/s）也可间歇性地再悬浮峡谷内

的沉积物；Xu et al.[14]在美国Monterey峡谷内部发现

了内潮成因的沙波（sand waves）；类似地，在台湾高

屏海底峡谷内部利用观测[15]和模拟手段[16]同样证实

了内波内潮对沉积物的改造作用；Puig et al. [17]也观

测到内潮作用引起的沿Halibut峡谷轴部传播的双向

底流。由此可见，内波内潮作用对于峡谷的影响不

可忽视，其强度足以对峡谷的形态和内部沉积物进

行明显的塑造。

南海北部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北侧陆坡区发育

了自中新世持续至今的 17条陆坡限制型峡谷，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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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受到了研究人员的持续关注[22-30]。白云峡谷群主

要具有特殊的东北向持续性迁移特征，Zhu et al.[23]将
其成因解释为浊流和等深流的综合作用，且后续研

究多支持这一观点[25,28-29,31-32]。
虽然对等深流的认识大大加深了我们对白云峡

谷沉积过程的理解，但是目前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

开展，而针对峡谷内部精细沉积过程的研究相对较

少。本次研究基于峡谷内部新采集的重力活塞样和

高精度三维地震资料，在峡谷内揭示出多期富含有

孔虫的泥质砂层。通过对样品沉积特征和峡谷地震

地貌的分析，对白云峡谷内部砂层的沉积动力机制

展开了剖析，并建立了相应的沉积动力模式。

1 区域背景

1.1 地质概况

南海是西太平洋最大的半封闭边缘海，主要通

过深约 2 600 m的吕宋海峡与西菲律宾海相连并进

行水体交换[23]。南海北部为典型的被动大陆边缘，自

西向东发育了莺歌海盆地、琼东南盆地、珠江口盆地

和台西南盆地等多个沉积盆地（图 1A），其中珠江口

盆地的面积约为 26.68×104 km²，是南海北部陆缘面

积最大的含油气盆地[37]。研究区主体位于珠江口盆

地白云凹陷北部，23 Ma的陆架坡折事件使得凹陷整

体转变为深水环境并持续至今[38]。

本次研究主要关注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北部的

陆坡峡谷，其在白云凹陷北部陆坡的分布范围由于

受到构造作用（盆地的沉降、东沙运动以及活动断

层）的影响而不断发生改变[28]，并且内部沉积物的沉

积结构受到了沉积物供应、海平面变化、古海洋流体

以及局部构造活动的综合影响，使得白云峡谷在不

同的演化阶段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陆坡限制型和

陆架侵蚀型[29]。现今海底呈现的地貌为陆坡限制型

图 1 研究区位置图
A.南海北部陆缘地貌图，图中矩形框为图B的区域，S2-S7[33]、B1-B2[34]以及P[35]为不同研究的观测站位；

B.白云陆坡峡谷群地貌图，图中矩形框为研究区域，M1和M3为峡谷周围的观测站位[36]

Fig.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A. topographic map of the northern margi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Black rectangle = location of Fig. 1b, S2-S7,
B1-B2; P = oceanographic moorings from previous research. B. geomorphological map of Baiyun migration sub⁃
marine canyons. (Black rectangle = study area; M1 and M3 = oceanographic moorings in the Baiyun canyons[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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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谷，这些峡谷（C1-C17）分布在白云凹陷北部陆坡，

近南北走向分布，具有东北向迁移的特征，位于水深

300~2 000 m范围内（图 1B）[23,29-30]。平面上它们的形

态规模较为相似，除 C1之外头部没有明显分支

（图1B）；剖面上整体呈现东侧陡、西侧缓的特征，部分

侧翼可见滑塌现象。

1.2 现今水动力特征

现今南海环流体系具有复杂而独特的“三明治”

型结构，包括表层流（<350 m）、中层流（350 ~1 350 m）
和深层流（>1 350 m）[39]，其中中层环流主要为顺时针

方向并通过吕宋海峡进入西太平洋，Li et al.[25]在白云

峡谷群200~1 200 m水深发现中层等深流成因的小规

模漂积体（drifts）和沉积物波等，说明了中层流在白云

峡谷群主要向东北方向运移。此外，内波也是南海北

部活跃海洋作用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40]，且规模为全

球最大[41]。多项研究均在南海北部观测到内波内潮

作用过程，如Duda et al.[33] 2001年在峡谷区东部陆架

及上陆坡区观测（S2-S7）（图 1A）到内波内潮从深水

区向浅水区传播；Ramp et al.[42]分析到内波从吕宋海

峡传播超过400 km距离到达南海北部陆坡，其振幅在

29~140 m范围内，且内波是观测区域内能量最强的流

体；Zhao et al.[43]通过1995年—2001年的卫星图像，在

南海北部观测到116个内波群，其中包括南海北部白

云凹陷北侧的陆坡；Guo et al.[35]在东沙岛西南侧运用

ADCP观测分析（P点，图1A），在300 m水深处内波振

幅可达50 m，其传播方向垂直于等深线；Ramp et al.[34]
根据吕宋岛弧到东沙一系列观测点（B1、B2，图1A）的
数据，计算得深水盆地的内波速度达323±31 cm/s，陆
坡的传播速度为222±18 cm/s。
2 数据与方法

2.1 三维地震数据

由于缺少单道和浅剖等高分辨率地震数据，本次

研究主要利用三维地震资料对样品周边和峡谷内部

展开分析。研究所用三维数据体面积约为 800 km²
（图1B），浅层层段（中中新统—第四系）的地震主频为

40 Hz，道间距为 12.5 m，炮间距为 25 m，垂直采样间

隔为4 ms。地震解释工作主要在Schlumberger公司提

供的Petrel软件系统上开展，主要步骤包括：1）对第四

系以来的重要界面进行追踪解释，建立层序地层格

架；2）对该3D地震数据体海底反射层采用人工解释

和自动追踪结合的方式完成追踪，并编制高精度海底

地貌图；3）提取海底反射层均方根（RMS）振幅属性。

2.2 重力活塞样数据

研究区MC1以及MC2重力活塞样位于C6峡谷内

部，由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四号调查船分别在

2017和2016年获取。MC1样品位于C6峡谷头部，水

深767.0 m，样品全长576.0 cm；MC2样品位于C6峡谷

末端，水深1 605.0 m，全长746.0 cm（图1B）。对柱状

样的测试内容主要包括粒径、组分分析以及AMS14C
定年。

样品粒度分析采取如下步骤：以10 cm的间隔进

行取样，获取MC1及MC2共134个样品；沉积物经添

加 H2O2 溶 液 去 有 机 质 ，运 用 美 国 BECKMAN
COULTER公司LS 13 320型号激光衍射粒度分析仪

（颗粒粒径测试范围0.04~2 000 μm）对样品进行粒度

分析，获取所有样品的粒度分布曲线，并且通过数据

处理后在Origin软件中绘制粒度概率累积分布曲线；

最后计算平均粒径、中值粒径以及S值（粒径>63 μm
的粗粒沉积物所占百分比）。针对沉积物组分，对

MC1样品按照约 20 cm间隔取样（共 30个），首先加

H2O2溶液去有机质，而后筛掉细粒沉积物（<63 μm）并
进行烘干、称量中粗粒沉积物重量；最后在体式显微

镜下对不同组分进行详细观察，以上处理过程在浙江

大学海洋学院海洋地质与资源研究所理化实验室

完成。

对MC1及MC2样品部分深度的沉积物样品经烘

干过筛后，在双目显微镜下挑选出每个样品中新鲜未

污 染 的 浮 游 有 孔 虫 Globigerinoides sacculifer 和

Pulleniatina obliquiloculata共 10 mg，送至北京大学，

采用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AMS）方法完成 14C
同位素测年。

3 分析结果

3.1 取样峡谷地震地貌特征

样品所在的C6峡谷位于白云凹陷北部陆坡水深

500~1 500 m范围内（图2A）。随着水体加深，峡谷的

宽度增加而深度减小，在峡谷头部，过MC1横剖面显

示峡谷形态为U型（图2B），宽度约0.85 km，深度约为

130 m；而在峡谷底部，过MC2横截面地形较为平缓

（图2C），宽度约4 km，深度减少到20 m左右。峡谷头

部东侧角度（约10°）陡于西侧（约7.5°）（图2D），虽然

整体坡度较陡，但在C6峡谷头部侧翼未见大规模海

底滑坡后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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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底RMS振幅属性图（图 3），在研究区C6
峡谷内部和陆坡可明显观察到波状底形。在峡谷内

部，波状底形延伸长度最长约 500 m，波峰的形态主

要为平直形，也有部分为新月形（图3C）。在C6峡谷

东侧，波状底形（图 3B）在峡谷间陆坡区的延伸长度

较大（约7 km），部分地区波脊线与等高线近平行（图

3B），波峰主要为平直形，局部有轻微弯曲；从过峡谷

轴部和东侧陆坡的地震剖面上（图 4）也相应观察到

海底反射层具有波状形态，其波长在 50~120 m范围

内，波高小于10 m（图4）。
3.2 重力活塞样分析结果

3.2.1 MC1活塞样分析结果

根据粒度分析数据和沉积物岩性特征（图5），将

MC1分为 9个沉积层段，其中层段 2（10~140 cm）、

4（200~245 cm）、6（365~395 cm）以及 8（435~568 cm）
四个层段的岩性为灰绿色粉砂质泥岩，平均粒径在

10 μm左右，S值在0~20%范围内（图5），且泥岩层的

粒度分布曲线为单峰特征，峰值粒径约为 10 μm
（图5）。而另外五个层段为灰褐色泥质砂层，平均粒

径约50 μm，S值约为30%，在岩芯观察、粒度分析、古

生物以及沉积构造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具体

描述如下：

（1）根据MC1柱状样截面特征，在砂层层段的

顶部和底部均发育明显的岩性突变界面（图5），且砂

层厚度大小不一，其中层段 5厚度达 120 cm，而层段

1只有 10 cm厚，由于MC1柱状样的深度限制，因而

层段9的厚度未知。

（2）砂层中的粗粒沉积物主要包括石英、有孔

虫、生物碎屑以及少量岩屑，不同组分在不同层样品

中含量稍许不同，例如，在砂层 1中浮游有孔虫的含

量比其他砂层含量高（图 6C）；而砂层 9中的石英颗

粒含量更大（图6H）；厚砂层5中石英颗粒、生物碎屑

以及有孔虫含量近似相等（图 6F和G）。此外，砂层

中的有孔虫包括底栖和浮游有孔虫，尤其富含太平

洋 特 有 的 浮 游 有 孔 虫 种 属 ，例 如 Pulleniatina
obliquiloculata, Globigerinoides sacculifer等（图6）。

（3）除层段1的粒度分布曲线为近单峰特征外，

其余砂层都为双峰。所有层段泥质部分的平均粒径

为 10 μm，然而砂体在不同层的峰值粒径有些差异，

主要分布在 200~600 μm之间，其中层段 1与 9粒度

较粗（>400 μm）、其余三个层段在 200~400 μm范围

内（图5）。
（4）累积概率曲线采用非等间距的概率坐标，从

而可以将S形概率累积曲线改变为多段直线，以便于

观察不同的搬运方式，而且直线的斜率越大，说明分

选性越好（图 5）。MC1砂层的概率累积曲线均为三

图2 研究区地貌图及过井地震剖面

Fig.2 Bathymetric map of study area and associated seismic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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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式，说明具有滚动、跳跃以及悬浮三个沉积总体。

滚动和跳跃组分的截点粒径在2~4 f范围内，且大部

分砂层滚动组分的含量在30%左右，只有层段1达到

50%（图5）。

（5）MC1砂层 3中部分深度发育典型的双向交

错层理（图 5）。在 240~270 cm深度层理与水平面的

角度约为30°（图5B，C）；在310~360 cm范围内，主要

发育近于水平的交错层理，其中部分薄层的层理角

图 3 A~C为研究区海底 RMS振幅地震属性图，用来显示沉积物波特征；

D为Monterey海底峡谷高分辨率多波束地貌图 [14]

Fig.3 A-C. RMS amplitude extractions showing sediment waves;
D. high⁃resolution multibeam bathymetrical map in the Monterey submarine canyon[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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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大（图5D，E）；对于400~480 cm的水平层理是由

于切割样品不当所致，而不具有参考意义。

（6）此外，对MC1的 AMS14C测年结果表示（图

5），其底部（568~570 cm）大约（42 820±330）a B.P.，其
顶部（0~2 cm）为2 650 a B.P.。
3.2.2 MC2活塞样分析结果

MC2样品岩性主要为粉砂质泥岩，平均粒径在

10 μm左右，S值范围为 5%~15%（图 7A），粒度分布

曲线为单峰，峰值粒径也约为 10 μm（图 7B）。MC2
样品顶底的AMS14C的测年结果分别为 1 255 a B.P.
以及21 300 a B.P.，表明峡谷底部的沉积层年代范围

为晚更新世至近现代，为本次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年

代学约束。值得注意的是，MC1和MC2样品距离较

远，两者的地层对比具有一定难度（图2F）。
4 分析与讨论

4.1 白云峡谷粗粒沉积层的成因：是否重力流？

以浊流为主的重力流过程长期被认为是海底峡

谷内的主要沉积过程。然而，针对MC1样品多期砂

层的分析发现，其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与典型浊流沉

积的差异。

（1）粒度分析：浊流中的沉积物以递变悬浮为主

要搬运方式，而MC1样品中砂层的累积概率曲线表

现出明显的三段式特征，体现出滚动组分所占比重

较大（图 5）；此外，根据Passega[44]提出的粒径分析方

法绘制了MC1活塞样砂层的C⁃M图，其中OP与 PQ
段均明显地说明粗粒沉积物为滚动搬运，这与浊流

搬运机制有显著差异，而更多地体现出了牵引流的

特征（图8）。
（2）分选性和磨圆度：概率累积分布曲线图中滚

动和悬浮组分的直线斜率较高，体现出两个组分沉

积颗粒的分选性较好（图5）；在显微镜镜下的图片中

也可观察到砂粒的分选性较好（图6），而且颗粒无棱

角，具有较高的磨圆度。然而，重力流作用为快速堆

积，一般砂层的分选性较差，故认为MC1中砂层具有

牵引流改造的特征。

（3）岩性突变界面：浊流为能量减弱的流体，通

常形成连续过渡的垂向序列，底部表现为突变面，与

上覆细粒泥岩段多呈渐变接触[45⁃46]，而MC1样品中粗

粒层段5、7、9不仅存在底部突变界面，而且与上覆泥

岩层也为突变接触（图5）。
（4）沉积构造：在MC1层段5中识别出了多处双

图4 地震剖面显示的沉积物波（剖面位置见图3）
Fig.4 Seismic profiles showing the sediment waves at the location in Fig.3

803



第37卷沉 积 学 报

向交错层理（图5），这与浊流形成的水平层理和波状

层理有一定差别，而与牵引流沉积构造的特点更加

相似。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MC1样品揭示的多期砂

层表现出了多处牵引流成因的特征，这与通常认为

的海底峡谷内沉积物搬运以重力流作用为主的观点

有一定差异。考虑砂层出现的位置（峡谷头部），同

时结合南海较为活跃的深水底流机制，本次研究认

为这些砂层的形成可能并非是单一牵引流（底流）或

者单一重力流作用的结果，根据MC1样品同位素测

年结果，砂层的时间倒置现象以及底部岩性突变界

面说明这些砂层是在重力流的先期搬运后，受到后

续底流的持续改造作用而形成，其形成过程体现出

了重力流和底流的交互作用[46]。由此提出本次研究

图5 MC1样品柱状图、不同深度的粒度分布曲线、概率累积曲线以及岩芯放大图
A，B，F.显示岩性突变接触界面；B~E.显示交错层理

Fig.5 Lithological chart for MC1 core,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curves, and cumulative frequency diagrams. Close⁃ups of MC1,
A, B, F. show lithological sharp⁃contact interfaces; B-E. show cross⁃b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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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解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即该底流的动力来源。

通过与南海海盆现今的水动力背景类比，并结合峡

谷内部样品、地震地貌特征等分析，认为内波内潮可

能是对峡谷内沉积物进行改造的主要动力。

4.2 白云峡谷内波内潮作用

4.2.1 现今水动力实测证据

前已述及，南海北部陆缘区发育活跃的内波作

用过程[42]。研究区及周边区域开展的原地水流观测

实验，为证明内波内潮的存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利用分别位于C14峡谷内、C15与C16峡谷间的两个

测流计的数据（位置见图1B），Wu et al.[36]首次揭示出

在白云迁移峡谷内和峡谷间存在有潮汐频率的底

流，且在峡谷内的流动方向主要沿峡谷轴向，其分析

直接证实了峡谷内部内潮汐的存在。他们同时发

现，白云峡谷的局限地形条件对内潮流的速度产生

了明显的影响。其观测数据表明，峡谷内部V形横

截面处的流体速度可达 40 cm/s，而峡谷间的站位则

主要测到了20~30 cm/s的底流流速[36]。由此可见，活

图6 重力活塞样MC1的显微镜照片
A、B. MC1样品0~2 cm深度中挑选出来的两个不同种属的浮游有孔虫；C~H.不同深度粗粒沉积物的显微镜照片

Fig.6 Micrographs from gravity piston core MC1
A, B. two kinds of planktonic foraminifera from 0~2 cm depth; C-H. coarse sediment at different dep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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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的内波内潮作用过程通过与峡谷复杂地形的相互

影响，将有极大可能会产生继发的底流作用（沿陆坡

向上和向下），造成研究区峡谷内部沉积物的再悬浮

和沉积。C6峡谷与C14峡谷距离不远，应有较为类

似的水动力条件。因此，有理由相信C6峡谷内应发

育有类似的内波作用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内

波内潮底流外，水流观测数据中还解析出了速度为

2 cm/s的等深流的作用，使得研究区的水动力机制更

加复杂[36]。通过分析认为，该等深流作为背景流场是

一直存在的，不过在局部水动力和地形作用产生强

水动力条件时，例如内波内潮或者涡流等，该水流对

沉积的影响将可忽略，且在沉积物中难以记录下来。

但是，推测在局部水动力较弱的开敞陆坡区，等深流

将可能对沉积产生持续的影响，形成典型的沉积物

波、漂积体等[25]。
4.2.2 峡谷内的沉积物波

沉积物波是一种波状沉积底形，波长一般为数

十米至数十千米，波高为数米至数十米，广泛分布在

不同水深、多类型沉积环境（河流、湖泊、海洋等）且

可由不同粒级的沉积物组成[47]。本次研究根据研究

区的RMS振幅属性图及地震剖面，在峡谷内部和峡

谷间的陆坡上均识别出了典型的沉积物波（图3，4）。

值得注意的是，Xu et al.[14]利用高精度多波束资料，在

美国Monterey海底峡谷内部揭示出了类似特征的沉

图 8 重力活塞样MC1砂层 C⁃M图
C值为累积曲线上颗粒含量为1%处对应的粒径；M值为累积概率曲线上50%处对应的粒径，即粒度中值

Fig.8 C⁃M cross⁃plot of cumulative content in sand layers from core MC1
C = particle size for 1% cumulative content; M = particle size for 50% cumulative content, i.e., median particle size

图 7 重力活塞样MC2粒度分析图及粒度分布曲线图

Fig.7 Grain size and distribution diagram for core M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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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波，其波长约在 30~60 m范围内，波高在 1~2 m
之间，分布范围遍及海底峡谷轴部（图 3D）。结合水

流实测数据，Xu et al.[14]将沉积物波归因为海底峡谷

内部活跃的内潮作用过程。本次研究揭示的C6峡
谷轴部沉积物波的分布范围、大小和形态与Monterey
峡谷内的极为相似，但是规模与其相比稍大（波长约

50~100 m、波高约3~7 m）（图3，4）。两处沉积物波发

育的另一共同点是均出现沿峡谷轴部向下迁移的特

征（图4A’— C’）。但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

研究区内的沉积物波不仅发育在峡谷内部，在峡谷

间的陆坡也同样发育，且波脊线近平行于等深线

（图3，4）。有研究发现，振幅仅为5 m的内波可以产

生速度为 0.5 m/s的底流，进而引发不同粒径沉积物

的再悬浮而在海底形成沉积物波[48]。类比美国

Monterey峡谷，并结合南海北部内波内潮发育的区域

背景，认为白云峡谷内沉积物波的发育是内波内潮

作用的直接结果。此外，与美国Monterey海底峡谷

相比，白云峡谷区沉积物波的较大规模可能是内波

内潮更加强烈的体现。

4.2.3 砂层沉积特征分析

（1）砂层有孔虫的聚集：海洋中生物生成量的大

小不是随机的，而是与海洋水动力过程引发的养分

分布密切相关。通常来说，海底峡谷的复杂地貌易

于引发较为强烈的流体活动，使得该区域具有较高

的生物多样性和生产量。Retailleau et al. [49]通过对

Capbreton海底峡谷头部位置的表层水体进行实测，

发现其中富含浮游有孔虫，推测内波内潮作用在峡

谷头部引起水流上涌（upwelling），使得峡谷上方表层

水体富含有机质等营养物质，进而有利于浮游有孔

虫的生产，导致了其沉降埋藏后的局部富集。本次

研究通过对C6峡谷头部MC1样品的镜下观测，发现

5个砂层层段均表现出浮游有孔虫富集的特征，尤其

是层段1中粗粒部分有近50%为浮游有孔虫（图6）。

因此，推测 C6峡谷内的有孔虫富集机制可能与

Capbreton海底峡谷类似，也是内波内潮作用的一个

直接结果。

（2）砂层双向交错层理特征：通过与潮汐能量旋

回和层理厚度呈正相关的类比[50]，结合 MC1柱状样

砂层层段5的层理厚度统计，发现层理厚度大小的旋

回性变化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图9），可解释为峡谷内

部内波内潮沉积信号的记录，这也是白云峡谷内沉

积物受到内波内潮改造的另一重要证据。

4.3 沉积模式与相标志

4.3.1 沉积模式

对南海北部现今水动力、峡谷内和峡谷间沉积

物波及峡谷内沉积物特征等多方面的分析表明，

MC1样品中的粗粒沉积层很可能受到了内波内潮流

的持续改造作用。由此，对该沉积样品的沉积过程

进行了恢复，并建立了相应的沉积模式（图10）。
首先，在海平面低位期活跃的重力流作用携带

河流或陆架上的粗粒沉积物进入峡谷并在峡谷头部

发生沉积。进而，南海北部陆坡活跃的内波内潮过

程在峡谷的复杂地貌特征下，形成沿着峡谷轴部上

下方向持续运动的底流，对峡谷内部先期沉积的浊

流沉积物进行改造，使其原始的沉积特征发生改变

而具有特殊的沉积构造并形成沉积物波等沉积地

貌。由于峡谷的特殊地貌，使得其内部内波内潮汐

底流速度较快（速度>40 cm/s），而作为背景流场存在

的等深流影响微弱（约2 cm/s）[36]，但是在峡谷间的开

阔陆坡处，由于内波内潮流相对较弱，在等深流的叠

图 9 层理厚度变化柱状图

Fig.9 Variations in cross⁃bedding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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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响下形成了不同方向的沉积物波（图 3B）。此

外，MC2样品中并未出现泥质砂层，推测砂层的出现

仍然与物源远近密切相关，内波内潮作用似乎并不

能将峡谷内部的粗粒沉积物搬运较远距离，其多数

情况下仅仅能在近物源地区对重力流带来的粗粒沉

积物进行改造。

4.3.2 相标志

内波内潮作用作为峡谷内沉积物被改造的主要

成因，使得白云峡谷内的沉积层具有特殊的沉积相

和地震相特征。以C6峡谷MC1柱状样的分析结果

为参考，峡谷内的粗粒沉积层主要为灰褐色泥质砂

层，粗粒沉积颗粒为石英、有孔虫及生物碎片等，顶

部岩性突变界面、双向交错层理、砂粒分选磨圆较好

以及有孔虫的富集均为内波内潮改造沉积物的典型

沉积特征。其中，双向交错层理是内潮沿峡谷上下

两个方向运移的沉积响应，这与单一受到等深流改

造的沉积构造不同，而且MC1样品中也没有发育强

烈的生物扰动作用。根据前人对沉积物波的研究，

其成因主要有重力流、等深流以及内波内潮等。综

合峡谷内部的水动力情况、沉积特征以及与其他内

波成因沉积物波的类比，将峡谷内部广泛存在的沉

积物波解释为内波内潮成因，该类型沉积物波的迁

移方向主要沿峡谷轴部，波高和波长规模较小，主要

分布在峡谷等复杂地貌附近。

5 结论

针对南海珠江口盆地白云陆坡峡谷群中的 C6
峡谷，利用新获取的深水重力活塞样并通过与3D地

震资料相结合的手段，通过对样品沉积特征和峡谷

地震地貌特征等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在峡谷头部重力活塞样MC1中识别出了 5
个富有孔虫的泥质砂层，通过对粒度和沉积构造特

征的分析，发现样品中砂层表现出明显牵引流沉积

特征，进而提出认为这些砂层在沉积过程中可能受

到了深水底流的改造作用。

（2）进一步类比南海北部的水动力实测数据，并

结合三维地震资料揭示的峡谷内和峡谷间的沉积物

图10 白云峡谷动力过程和沉积模式

Fig.10 Dynamic processes and depositional model for Baiyun canyons

808



第4期 高胜美等：南海北部白云峡谷群富有孔虫砂层沉积特征及发育机制

波及MC1砂层的沉积特征，本文提出对峡谷内沉积

物改造的底流可能主要来源于内波内潮的作用

过程。

（3）研究提出了海底峡谷中内波内潮改造先期

重力流沉积物的沉积模式，并建立了诸如双向交错

层理、顶部岩性突变接触界面、浮游有孔虫的富集、

广泛分布的沉积物波等沉积相和地震相标志。

（4）本次研究丰富了深水储集体的成因机制和

沉积过程，对深水油气和天然气水合物储层勘探方

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致谢 感谢 Schlumberger 公司向浙江大学海洋

学院捐赠Petrel地球物理解释系统。英国阿伯丁大

学Benjamin Kneller教授对柱状样沉积解释方面提供

了有益建议，阿伯丁大学王明晗博士、浙江大学周

家伟硕士在样品处理实验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

此一并感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Shepard F P，Marshall N F，McLoughlin P A，et al. Currents in

submarine canyons and other seavalleys［M］. AAPG Studies in

Geology，1979.

［2］ Shepard F P. Submarine canyons：Multiple causes and long-time

persistence［J］. AAPG Bulletin，1981，65（6）：1062-1077.

［3］ Gaudin M，Berné S，Jouanneau J M，et al. Massive sand beds at‐

tributed to deposition by dense water cascades in the Bourcart can‐

yon head，Gulf of Lions（northwestern Mediterranean Sea）［J］.

Marine Geology，2006，234（1/2/3/4）：111-128.

［4］ Talling P J. On the triggers，resulting flow types and frequencies

of subaqueous sediment density flows in different settings［J］.

Marine Geology，2014，352：155-182.

［5］ Puig P，Palanques A，Martín J. Contemporary sediment-trans‐

port processes in submarine canyons［J］. Annual Review of Ma‐

rine Science，2014，6（1）：53-77.

［6］ Allin J R，Hunt J E，Talling P J，et al. Different frequencies and

triggers of canyon filling and flushing events in Nazaré Canyon，

offshore Portugal［J］. Marine Geology，2016，371：89-105.

［7］ Masson D G，Harbitz C B，Wynn R B，et al. Submarine land‐

slides：processes，triggers and hazard prediction［J］. Philosophi‐

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Mathematical，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2006，364（1845）：2009-2039.

［8］ Piper D J W，Normark W R. Processes that initiate turbidity cur‐

rent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urbidites：A marine geology perspec‐

tive［J］. Journal of Sedimentary Research，2009，79（6）：

347-362.

［9］ Talling P J，Masson D G，Sumner E J，et al. Subaqueous sedi‐

ment density flows：Depositional processes and deposit types［J］.

Sedimentology，2012，59（7）：1937-2003.

［10］ Allin J R，Hunt J E，Clare M A，et al. Eustatic sea-level con‐

trols on the flushing of a shelf-incising submarine canyon［J］.

GSA Bulletin，2017，130（1/2）：222-237.

［11］ Hotchkiss F S，Wunsch C. Internal waves in Hudson Canyon

with possible geological implications［J］. Deep-Sea Research

Part A. Oceanographic Research Papers， 1982， 29（4）：

415-442.

［12］ Gardner W D. Periodic resuspension in Baltimore canyon by fo‐

cusing of internal waves［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989，94（C12）：18185-18194.

［13］ Shanmugam G. Deep-marine tidal bottom currents and their re‐

worked sands in modern and ancient submarine canyons［J］.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2003，20（5）：471-491.

［14］ Xu J P，Wong F L，Kvitek R，et al. Sandwave migration in

Monterey Submarine Canyon，Central California［J］. Marine

Geology，2008，248（3/4）：193-212.

［15］ Lee I H，Lien R C，Liu J T，et al. Turbulent mixing and inter‐

nal tides in Gaoping （Kaoping） Submarine Canyon，Taiwan

［J］. Journal of Marine Systems，2009，76（4）：383-396.

［16］ Chiou M D，Jan S，Wang J，et al. Sources of baroclinic tidal

energy in the Gaoping Submarine Canyon off southwestern Tai‐

wan ［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2011， 116：

C12016.

［17］ Puig P，Greenan B J W，Li M Z，et al. Sediment transport pro‐

cesses at the head of Halibut Canyon，Eastern Canada margin：

An interplay between internal tides and dense shelf-water cascad‐

ing［J］. Marine Geology，2013，341：14-28.

［18］ 何幼斌，罗顺社，高振中 . 内波、内潮汐沉积研究现状与进展

［J］. 江汉石油学院学报，2004，26（1）：5-10.［He Youbin，Luo

Shunshe，Gao Zhenzhong. Current situation and advance of in‐

ternal wave and internal tide deposit study［J］. Journal of Jiang‐

han Petroleum Institute，2004，26（1）：5-10.］

［19］ 李华，马良涛，严世帮，等 . 深水大型沉积物波的成因机制

［J］. 海洋地质动态，2007，32（12）：1-7.［Li Hua，Ma Liang‐

tao，Yan Shibang，et al. Genesis of large scale deep sea sedi‐

ment waves［J］. Marine Geology Letters，2007，32（12）：1-7.］

［20］ Pomar L，Morsilli M，Hallock P，et al. Internal waves，an un‐

der-explored source of turbulence events in the sedimentary re‐

cord［J］. Earth-Science Reviews，2012，111（1/2）：56-81.

［21］ Kunze E，Rosenfeld L K，Carter G S，et al. Internal waves in

Monterey submarine canyon［J］. Journal of Physical Oceanogra‐

phy，2002，32（6）：1890-1913.

［22］ 柳保军，袁立忠，申俊，等 . 南海北部陆坡古地貌特征与 13.

8Ma 以来珠江深水扇［J］. 沉积学报，2006，24（4）：476-482.

［Liu Baojun，Yuan Lizhong，Shen Jun，et al. Northern conti‐

nental slope palaeogeomorphology and deep-water fan system re‐

sponse of Pearl River since 13. 8Ma，South China Sea［J］. Acta

Sedimentologica Sinica，2006，24（4）：476-482.］

［23］ Zhu M Z，Graham S，Pang X，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t‐

ing submarine canyons from the Middle Miocene to present：Im‐

809



第37卷沉 积 学 报

plications for paleoceanographic circulation，northern South Chi‐

na Sea［J］.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2010，27（1）：

307-319.

［24］ 丁巍伟，李家彪，李军，等 . 南海珠江口外海底峡谷形成的控

制因素及过程［J］. 热带海洋学报，2013，32（6）：63-72.［Ding

Weiwei，Li Jiabiao，Li Jun，et al. Formation process and con‐

trolling factors of the Pearl River Cany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 Journal of Tropical Oceanography，2013，32（6）：63-72.］

［25］ Li H，Wang Y M，Zhu W L，et al. Seism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ocesses of the Plio-Quaternary unidirectionally migrating chan‐

nels and contourites i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J］.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2013，43：370-380.

［26］ 苏明，沙志彬，乔少华，等 . 南海北部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钻探区第四纪以来的沉积演化特征［J］. 地球物理学报，2015，

58（8）：2975-2985.［Su Ming，Sha Zhibin，Qiao Shaohua，et

al. Sedimentary evolution since Quaternary in the Shenhu hy‐

drate drilling area，northern South China Sea［J］. Chinese Jour‐

nal of Geophysics，2015，58（8）：2975-2985.］

［27］ Li X S，Liu L J，Li J G，et al. Mass movements in small can‐

yons in the northeast of Baiyun deepwater area，north of the

South China Sea［J］.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2015，34（8）：

35-42.

［28］ Ma B J，Wu S G，Sun Q L，et al. The late Cenozoic deep-water

channel system in the Baiyun Sag，Pearl River Mouth Basin：

Development and tectonic effects［J］. Deep Sea Research Part

II：Topical Studies in Oceanography，2015，122：226-239.

［29］ Zhou W，Wang Y M，Gao X Z，et al. Architecture，evolution

history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of the Baiyun submarine canyon

system from the Middle Miocene to Quaternary in the Pearl Riv‐

er Mouth Basin，northern South China Sea［J］. Marine and Pe‐

troleum Geology，2015，67：389-407.

［30］ Li X S，Zhou Q J，Su T Y，et al. Slope-confined submarine

canyons in the Baiyun deep-water area，northern South China

Sea：variation in their modern morphology［J］. Marine Geo‐

physical Research，2016，37（2）：95-112.

［31］ Sun Q L，Wu S G，Cartwright J，et al. Shallow gas and focused

fluid flow systems in the Pearl River Mouth Basin，northern

South China Sea［J］. Marine Geology，2012，315-318：1-4.

［32］ Ding W W，Li J B，Li J，et al. Morphotectonics and evolution‐

ary controls on the Pearl River Canyon system，South China Sea

［J］. Marine Geophysical Researches， 2013， 34 （3/4） ：

221-238.

［33］ Duda T F，Lynch J F，Irish J D，et al. Internal tide and nonlin‐

ear internal wave behavior at the continental slope in the north‐

ern south China Sea［J］. IEEE Journal of Oceanic Engineering，

2004，29（4）：1105-1130.

［34］ Ramp S R，Yang Y J，Bahr F L，et al. Characterizing the non‐

linear internal wave climate in the nor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

［J］. Nonlinear Processes in Geophysics， 2010， 17（5）：

481-498.

［35］ Guo P，Fang W D，Gan Z J，et al. Internal tide characteristics

over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continental slope［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06，51（S2）：17-25.

［36］ Wu L Y，Xiong X J，Li X L，et al. Bottom currents observed in

and around a submarine valley on the continental slope of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J］.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2016，15（6）：947-957.

［37］ 施和生，何敏，张丽丽，等 . 珠江口盆地（东部）油气地质特征、

成藏规律及下一步勘探策略［J］. 中国海上油气，2014，26（3）：

11-22.［Shi Hesheng，He Min，Zhang Lili，et al. Hydrocarbon

geology，accumulation pattern and the next exploration strategy

in the eastern Pearl River Mouth Basin［J］. China Offshore Oil

and Gas，2014，26（3）：11-22.］

［38］ 柳保军，庞雄，颜承志，等 . 珠江口盆地白云深水区渐新世—

中新世陆架坡折带演化及油气勘探意义［J］. 石油学报，2011，

32（2）：234-242.［Liu Baojun，Pang Xiong，Yan Chengzhi，et

al. Evolution of the Oligocene-Miocene shelf slope-break zone

in the Baiyun deep-water area of the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oil-gas exploration［J］. Acta Petrolei Sini‐

ca，2011，32（2）：234-242.］

［39］ Chen C T A，Wang S L. Influence of intermediate water in the

western Okinawa Trough by the outflow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1998，103（C6）：

12683-12688.

［40］ Hsu M K，Liu A K. Nonlinear internal waves in the South Chi‐

na Sea［J］. Canadian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2000，26（2）：

72-81.

［41］ Alford M H，Peacock T，MacKinnon J A，et al. Corrigendum：

The formation and fate of internal wav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 Nature，2015，528（7580）：152.

［42］ Ramp S R，Tang T Y，Duda T F，et al. Internal solitons in the

nor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 Part I：sources and deep water

propagation［J］. IEEE Journal of Oceanic Engineering，2004，

29（4）：1157-1181.

［43］ Zhao Z X，Klemas V，Zheng Q A，et al. Remote sensing evi‐

dence for baroclinic tide origin of internal solitary waves in the

nor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

ters，2004，31（6）：L06302.

［44］ Passega R. Grain size representation by CM patterns as a geo‐

logic tool［J］. Journal of Sedimentary Research，1964，34（4）：

830-847.

［45］ Shanmugam G，Spalding T D，Rofheart D H. Traction struc‐

tures in deep-marine，bottom-current-reworked sands in the Plio‐

cene and Pleistocene，Gulf of Mexico［J］. Geology，1993，21

（10）：929-932.

［46］ 徐尚，王英民，彭学超，等 . 台湾峡谷HD133柱状样中重力流、

底流交互沉积的证据［J］. 地质学报，2012，86（11）：1792-

1798.［Xu Shang，Wang Yingmin，Peng Xuechao，et al. Evi‐

dence for the interactive deposition between gravity and bottom

currents revealed by Core HD133 from Taiwan Canyon［J］. Ac‐

810



第4期 高胜美等：南海北部白云峡谷群富有孔虫砂层沉积特征及发育机制

ta Geologica Sinica，2012，86（11）：1792-1798.］

［47］ Wynn R B，Piper D J W，Gee M J R. Gen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coarse-grained sediment waves in turbidity current channels

and channel–lobe transition zones［J］. Marine Geology，2002，

192（1/2/3）：59-78.

［48］ Drake D E，Cacchione D A. Field observations of bed shear

stress and sediment resuspension on continental shelves，Alaska

and California［J］.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1986，6（3）：

415-429.

［49］ Retailleau S，Eynaud F，Mary Y，et al. Canyon heads and river

plumes：how might they influence neritic planktonic foramin‐

ifera communities in the Se Bay of Biscay？［J］. The Journal of

Foraminiferal Research，2012，42（3）：257-269.

［50］ Mazumder R，Arima M. Tidal rhythmit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J］. Earth-Science Reviews，2005，69（1/2）：79-95.

Sedimentary Features and Genetic Mechanisms of the Foraminifera-
rich Sand Layers in the modern Baiyun Submarine Canyons,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GAO ShengMei1，ZHUO HaiTeng2，3，WANG YingMin1，4，WANG XingXing1，JIA KaiYu4，ZHOU Wei5
1. Ocean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Zhoushan, Zhejiang 31602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Mineral Resources,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Guangzhou, 510075, China
3. CAS Key Laboratory of Ocean and Marginal Sea Geology,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Guangzhou 510301, China
4.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and Prospect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5. College of Energy,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Two gravity piston core samples were taken for investigation from a typical Late Pleistocene ⁃Holocene
slope⁃confined canyon in the Baiyun Sag，Pearl River Mouth Basin. Sediment analyses from the core located at the
canyon head revealed the presence of five sand layers containing particles of quartz，shell fragments，and abundant
foraminifera. Sedimentary features（e.g.，inverted ages and eroded base）showed that the sand in each layer was trans⁃
ported by gravity currents，but other features also revealed the action of traction currents，evident from（1）cumula⁃
tive frequency diagrams and C⁃M cross⁃plots，which showed that the coarse particles were transported by rolling；（2）
well⁃sorted sand particles；and（3）top or basal lithological contacts and bidirectional cross⁃bedding within some in⁃
tervals. These sedimentary features，considered together，indicate that the sediments were deposited at the canyon
head by gravity current，which itself was possibly modified by active bottom currents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The sediment waves recognized in the canyon，together with in⁃situ mooring observations，have raised the postulation
that the bottom current was caused by the interplay of complex canyon morphology and internal waves and tides，
which would have also led to the observed cyclic variation of cross⁃bedding thickness and the exceptional abundance
of planktonic foraminifera. These conclusions increase the knowledge of possible mechanisms of sand sedimentation
within the canyon，and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prediction of deepwater reservoirs for both hydrocarbons
and natural gas hydrate.
Key words：Pearl River Mouth Basin；submarine canyon；piston core；sediment waves；internal waves；internal 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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