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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东南盆地新生代构造研究现状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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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琼东南盆地属于南海北部陆缘拉张盆地，但是由于其不同的发育历史及红河断裂
的影响，具有与东部陆缘盆地不同的构造特征。琼东南盆地和珠江口盆地在地壳结构、基
底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的原因还不清楚。新生代沉降速率发生多期变化，
并存在裂后异常沉降、沉降延迟等现象，其形成机制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平面上，构造具有
迁移性，但是对不同地质时期的构造迁移方向仍存在不同的看法。盆地沉降中心和沉积
中心经历了由裂陷期和裂后早期的较好重合到裂后晚期的逐步分离，直至完全分离的过
程。盆地形成与地幔流的关系，以及红河断裂对盆地裂后沉降迁移的影响，也都是需要进
一步确定的工作。鉴于以上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对琼东南盆地与南沙的共轭关系、盆地异
常沉降、红河断裂及内部构造转换带对构造迁移的影响、以及琼东南盆地与珠江口盆地的
比较等方面的研究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关键词：陆坡；深水盆地；异常沉降；动力学；琼东南盆地
中图分类号：Ｐ５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随着油气勘探开发新技术、新理论的不断发
展和完善，近２０年来国外在深水区的油气勘探取
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如在南大西洋沿岸、墨西哥
湾、北海、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诸盆地
深水区相继发现了一些大型油气田。从中可以发
现，取得重大突破的区域主要是在被动边缘盆地
的陆坡区及与之毗邻的深海平原［１］。南海北部也
属于被动陆缘，并发育了一系列深水盆地，其油气
开发的重点也逐步移向深水区，最近几年继珠江
口盆地白云凹陷之后，琼东南盆地深水区是油气
勘探开发的又一个重点。但是其基底特征、所处
的构造背景、构造演化都与珠江口盆地存在较大
的差异，尤其是其构造运动形式和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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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亟待进一步厘清。本文遵循构造解析理论，从
构造的几何形态、运动学特征以及动力学来源等
方面论述了琼东南盆地构造的发展现状，并对以
后的工作提出了一点建议。

１　构造特征

琼东南盆地是一个新生代陆缘拉张盆地，位
于南海西北陆缘上一个 ＮＥ走向的伸展裂陷带，
西邻莺歌海盆地，东北为神孤隆起，北邻海南隆
起，南与永乐隆起相接（图１）。盆地形态和断裂
体系都表现为向西逐渐发散的趋势，具有“南北分
带、东西分块、上下分层”的构造特点［２－４］。

裂陷期的岩石圈热状态制约了上地壳的伸展
方式。北部坳陷带在相对冷的岩石圈环境下发生
伸展裂解，形成以半地堑为主的单断式裂陷带；而
中央坳陷带在相对热的岩石圈环境下发生伸展裂
陷，形成由半地堑和地堑组成的复式裂陷带［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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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琼东南盆地构造纲要图（据文献［２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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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主要发育有 ＮＮＥ、ＮＥ、近 ＥＷ、ＮＷ—

ＮＷＷ 向４组断裂，自西向东断裂主体走向由

ＮＥ向转变为近ＥＷ 向。另外，地震资料揭示，在
陵水凹陷和松南凹陷之间，存在一条ＮＷ 向断裂
带（图１），在地震剖面上为显著的“堑垒”结构。
该构造带将盆地划分为东部伸展区和西部伸展
区，而且其两侧盆地性质发生变化。如在北部隆
起区，以该构造带为界，在西部伸展区，控凹断层
倾向ＳＥ，而在东部伸展区断层倾向 ＮＷ，即北部
隆起区盆地的极性由西向东发生改变，所以该“堑
垒带”具有构造转换带的性质。转换带两侧盆地
具有不同的构造演化规律，西部盆地张裂顺序自
南向北，而东部盆地构造发育不具此规律。

盆地经历了裂陷和裂后两大构造演化阶段，
垂向上具有明显的“下断上拗”的双层构造格
架［５］。

２　基底结构

以珠江口盆地及琼东南盆地为代表的南海
北部陆缘盆地属于伸展的、裂陷的大陆边缘盆
地，但是大陆边缘的性质还存在争论。李思
田［６］依据其构造活动性强，并且与板块汇聚和
碰撞有直接关系，例如中中新世以来菲律宾板
块对吕宋—台湾岛弧的俯冲碰撞、频繁的岩浆
活动、较高的热流值、在珠江口盆地南侧发现地
壳底部地幔物质的侵位等一些事实，认为南海
北部不属于被动大陆边缘。也有学者通过研究
南海北部岩浆的时空分布，发现岩浆活动与南

海扩张不同期，在南海的拉张过程中岩浆供应
不丰富，在陆缘未形成大规模的侵入岩和喷出
岩，认为南海陆缘属于岩浆匮乏型或者非火山
型被动大陆边缘［７，８］。吴世敏［７］认为南海北部
陆缘的构造活动性受到周边板块相互作用的影
响，并将莺歌海盆地从南海北部陆缘划分出去，
因为从成因机制上来讲，其与印—藏碰撞关系
更为密切。笔者认为，讨论南海北部陆缘性质
必须限定一定的时间，只有在一定的时间框架
内，才能界定一定的空间。在时间上应该限定
在从南海扩张到停止这个时间段内，也就是３２
～１６Ｍａ。如此，则南海北部陆缘主要是拉张性
质，并且没有大规模火山喷发，也不存在洋壳俯
冲现象，其应属于非火山型被动大陆边缘。

南海北部陆缘地壳的厚度和结构由陆到洋发
生了有规律的变化。１９８５年，中美联合双船地震
测量发现陆缘地壳厚度从陆架、陆坡至洋盆呈阶
梯状减薄，陆架区２６～２８ｋｍ、上陆坡２３～２４
ｋｍ、下陆坡１３～１５ｋｍ及洋盆５～７ｋｍ［９］。张云
帆等［１０］计算了南海北部地壳在新生代的拉张因
子，发现由陆向洋地壳厚度逐渐减薄，拉张因子逐
渐增大，且下地壳拉张的贡献大于上地壳。佟殿
君等［１１］发现琼东南盆地的地壳和岩石圈伸展系
数均从盆地两侧向盆地中央深水坳陷区逐渐增
大。

垂向上地壳结构呈现上地壳薄、下地壳厚的
特征，但在东西向上有较大变化，上地壳厚度占整
个地壳厚度的百分比由东向西变小，并且陆缘东
部普遍存在速度为７～７．３ｋｍ／ｓ的高速地壳层，
中部和西部则零星出现［１２］（图２）。南海北部陆缘
盆地基底也存在东西差异，珠江口盆地基底相对
年轻，以中生界火成岩和沉积岩为主，花岗岩同位
素年龄为７０．５～１３０Ｍａ；琼东南盆地基底时代较
老，演化历史复杂，属于前寒武系和古生界变质岩
系和沉积岩，如西永１井钻遇同位素年龄为１　４５０
Ｍａ的前寒武系花岗片麻岩［１３］。陆缘东、西部新
生代盆地基底具有不同的沉降特征，东部早期构
造沉降在总沉降速率中占主导地位，而晚期则是
非构造沉降占主导地位；西部的构造沉降一直比
较稳定，表现了西部较为稳定的构造背景。东部
构造沉降速率最大可以达到２００ｍ／Ｍａ，而西部
仅为９３ｍ／Ｍａ，揭示了东西部沉积盆地形成内因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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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南海北部陆缘地壳结构（据文献［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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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东部盆地发育于拉张减薄的陆壳之上，
并伴有地幔隆起与地壳的上拱作用；西部盆地则
主要以地壳的裂陷作用为主［１２］。

南海东北部与西北部的海陆过渡带处的地壳
结构中，发现存在壳内低速层，其深度一般为７～
１８ｋｍ，速度为５．５～６ｋｍ／ｓ，厚度为３～６ｋｍ，在
构造上表现为韧性剪切带，反映岩石韧性、脆韧性
过渡的变形机制，是地壳内的弱化层［１４］。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南海北部陆缘地
壳结构存在很大的不均一性，不但存在由陆壳向

洋壳的过渡，东西方向上也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在
垂向上也发育壳内低速层和高速层不均一的块
体。物质组成的不均一性，导致了其构造演化明
显地不一致。关于南海陆缘东西差异的原因，有
学者认为主要是新生代张性构造运动的强度及其
对地壳之改造作用的差异所致［９，１５］，也有学者通
过对南海及周边地区特提斯构造遗迹的综合分析
认为，南海北部陆缘区存在中特提斯构造，南海北
部陆缘盆地基底是由不同块体在加里东期、海西
期、印支期不同阶段拼合而成的，并经历了燕山期
岩浆活动的频繁作用与改造［１３，１６］。南海北部陆
缘与南部陆缘的对比研究表明［１７］，南海北部陆缘
破裂不整合有从东向西穿时的特征，在珠江口盆
地为Ｔ７０（３２Ｍａ），琼东南盆地为Ｔ６０（２３Ｍａ），中
建南盆地则为 Ｔ５０（１６Ｍａ）。在南海南部陆缘也
存在由东向西破裂不整合逐渐变晚的趋势。南北
陆缘之间存在凸对凸、凹对凹的共轭关系。根据
南海北缘东部中生代俯冲洋壳的发育特征认为，
东部次海盆的扩张是在古洋壳的基础上开始的，
在裂前或裂间形成了南海北部陆缘的下地壳高速
层，而琼东南为陆壳张裂盆地［１８，１９］。可以看出，
南海北部陆缘中生代已经存在基底的差异性，再
加上新生代由东向西的张裂，构造由北向南迁移，
导致了现今南海北部陆缘东西向的差异。

３　构造迁移性

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南海北部陆缘新生代
盆地不但在垂向上的沉降速率发生了多次改变，
而且构造运动在平面上作东西向、南北向的迁移。

姚伯初［２０］结合断裂的剖面、平面展布特征及
其变形机制，将琼东南盆地的断裂活动分为４幕，
以Ｔ６０为破裂不整合面，其中裂陷期２幕（Ｔ１００—

Ｔ７０、Ｔ７０—Ｔ６０），裂后期２幕（Ｔ６０—Ｔ４０、Ｔ４０—Ｑ）。

张云帆等［２１］计算了琼东南新生代盆地的沉降史，
认为主要经历了３期从快到慢的沉降幕：始新世
至渐新世，盆地处于裂陷期，构造沉降速率较大；
早中新世盆地进入坳陷期，构造沉降速率减小；中
中新世以后盆地又出现新一期的快速沉降过程。
袁玉松等［２２］将琼东南盆地新生代沉降史更细致
地划分为３期快速沉降过程和１期缓慢沉降过
程：第１期为始新世，第２期为渐新世—早中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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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第３期为晚中新世—上新世以来；缓慢沉降过
程为中—晚中新世。雷超等［２３］将琼东南盆地新
生代构造演化划分为裂陷幕、断坳幕、裂后热沉降
幕和裂后加速沉降幕４个幕次。

综合以上观点，琼东南盆地的构造演化可以
分为４个阶段：裂陷Ⅰ幕快速沉降（Ｔ１００—Ｔ７０）、
裂陷Ⅱ幕快速沉降（Ｔ７０—Ｔ６０）、缓慢热沉降幕
（Ｔ６０—Ｔ４０）以及裂后异常沉降幕（Ｔ４０—Ｑ）。

北部湾盆地张裂作用最早，大致开始于６５
Ｍａ，珠江口盆地张裂起始于晚古新世—早始新
世［２４－２６］，琼东南盆地张裂作用推测开始于早始新
世［２７］。琼东南盆地单条断层在早渐新世—晚渐
新世期间断裂主要活动中心存在由东向西迁移的
过程，盆地断裂系统活动中心在晚渐新世—早中
新世也存在由东向西迁移的过程，规模较大的复
合断裂带具有区段式活动的特征［２８］。因此，南海
北部陆缘盆地的张裂作用表现出自北向南、自东
向西的传递。

然而，有学者认为南海北部陆缘盆地东、西部
具有不同的张裂次序。南海北部盆地新生代构造
沉降特征分析显示，在西半部的北部湾、莺歌海和
琼东南３个盆地中，构造活动自北而南迁移；在东
半部的珠江口、台西南和台西３个盆地中，自西向
东有构造事件发生时间逐步变晚的趋势［２９，３０］。
至于西半部盆地由东向西张裂，而东半部盆地由
西向东张裂，其形成机理仍不清楚。

在南北向的张裂顺序研究中，琼东南盆地由
南向北张裂，具有与区域不一致的张裂方向。谢
文彦等［４］根据地震反射和钻井资料发现，琼东南
盆地北部坳陷带西侧裂陷作用较晚，崖北凹陷未
揭示始新统，最早的沉积为下渐新统崖城组，崖南
凹陷内始新统地层发育范围也比较局限；南部坳
陷带发育较早，接受了较厚的始新统沉积，推测为
早期的裂陷中心，根据地震反射特征对比，南部坳
陷带的华光凹陷可能有比始新统更老的沉积。

关于南海北部陆缘盆地裂陷期的张裂方向，
研究认识主要集中在由东向西的“剪刀式”张裂以
及在由北向南的地幔流作用下，盆地发生自北而
南的张裂；但是东、西部盆地的张裂方向截然相
反，由中间向东西两翼张裂，并且，盆内凹陷级别
更细致的研究成果显示，局部与区域具有不同的
构造发展顺序。

近年来，琼东南盆地裂后沉降方面也取得了
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争议。
雷超等［２３］认为琼东南盆地裂后热沉降幕和加速
沉降期幕盆地沉降中心具有从老到新由 ＮＥ向

ＳＷ迁移的规律。而田珊珊［３１］的计算结果显
示，盆地裂后期沉降中心共发生了４次迁移，主
要表现为由多个中心到单一中心，从西向东的
迁移变化。袁玉松等［２２］根据沉降速率的计算发
现，琼东南盆地早中新世以来的加速沉降存在
西早东晚的特征：在盆地西部乐东凹陷为晚中
新世以来；在盆地中东部陵水凹陷和松南—宝
岛凹陷为上新世以来。缓慢沉降过程亦存在时
空差异，盆地西部中中新世沉降缓慢，盆地中东
部中—晚中新世沉降缓慢，并且由西向东盆地
加速沉降特征逐渐变小［２２］。

Ｘｉｅ等［３２］通过计算南海北部盆地的沉降史发
现在陆坡深水区存在异常沉降，并且越靠近洋盆
一侧异常沉降量越大。虽然南海于３２Ｍａ开始
扩张，但陆缘盆地的构造沉降速率此时没有减小
反而增大，２３Ｍａ左右才显著减小，暗示裂陷作用
一直持续到约２３Ｍａ才结束，地层厚度资料同样
反映出这一现象，即裂陷期出现了延迟，热沉降开
始时间滞后。形成该现象的机制可能有３种：①
南海北部陆缘塑性岩石圈的应变延迟；②岩石圈
分层独立伸展的差异性；③南海扩张脊在２４～２１
Ｍａ之间的向南跃迁及对应的海底扩张增速事件
进一步诱发了研究区２３Ｍａ左右大规模裂后热
沉降的开始［３２］。可见，南海北部陆缘新生代盆地
存在异常沉降以及热沉降滞后现象，但是其形成
机制仍不清楚，尚待更细致的研究工作。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南海北部新生代陆缘盆
地具有由中间向东西两翼、由北向南的张裂顺序。
具体到局部的构造环境，琼东南盆地由于受红河
断裂的影响较大，其构造发育具有与区域相反的
规律，即不是自北而南的张裂，而是由南向北的裂
陷；且对中新世以来的沉降中心的迁移方向还没
有取得统一的认识。

４　构造沉积响应

琼东南盆地与珠江口盆地的层序对比分析发
现有以下几个异同点：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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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从深水层序发育特点来看，２个盆地都发
育了广阔、巨厚的陆坡层序；不同点在于断陷期和
坳陷期最大地层厚度的关系，琼东南盆地深水凹
陷坳陷期层序厚度较大，珠江口盆地深水凹陷裂
陷期层序厚度较大，预示着琼东南盆地裂后期沉
降量更大。

（２）陆架宽度决定着陆坡离物源的距离，也影
响到沉积物的输送和分类。南海北部陆架东宽西
窄［９］，琼东南盆地陆架较窄，离海南岛较近，沉积
物搬运距离近，较易造成分选差，沉积物在陆架坡
折带处垂向加积较明显，陆坡较陡；而珠江口盆地
有宽阔的陆架，物源经过长距离搬运，分选较好，
易于输送到陆坡，陆坡坡度相对较缓［３４］。

琼东南盆地裂陷期古地形演化与构造演化之
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Ｔ１００时期的古地貌地
形起伏最大，隆凹格局最为明显；Ｔ８０—Ｔ７０处于琼
东南盆地构造演化的断陷期，其古地形主要受控
于大断裂作用；Ｔ７０—Ｔ６０处于琼东南盆地构造演
化的断坳期，其古地形主要受控于古近系断裂构
造。从古地貌可以看出，琼东南盆地古近系沉积
范围逐步扩大，地形逐步平缓。一般说来，沉降高
值区对应于沟谷发育的地区，沉降速率较大的区
域则对应于沉积速率最大的区域。但对于琼东南
盆地来说，断裂活动影响古地貌形态，进而产生沟
谷、凸起相间的古构造格局。在盆地不同的构造
部位，沉积速率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沉降和沉积的

不均衡性使得沉降中心不一定是沉积中心。在陵
水组发育晚期（Ｔ６０），大面积海侵己经形成，虽然
沉降中心仍然在中央凹陷区带，但由于受海侵影
响中央凹陷区演化为浅海甚至半深海相，各隆起
提供的物源无法推进到盆地的中心，使得盆地的
沉降中心并不是沉积中心，但对于古近系早期的
典型断陷时期，二者有很好的对应关系［３５］。

盆地裂后期沉降中心共发生了４次迁移，主
要表现为由多个中心到单一中心，从西向东的迁
移变化。同样的盆地的沉积中心在裂后期也逐渐
从多中心向单一沉积中心转变，裂后早期沉积中
心分布在盆地西部的各个凹陷的中心，到了黄流
组时期（Ｔ４０），盆地演化成一个沉积中心，位于盆
地西南部的乐东凹陷，之后沉积中心一直位于盆
地西南部。在裂后早期的三亚组和梅山组（Ｔ６０—

Ｔ４０），盆地的构造沉降中心和沉积中心是重合的，
较分散地分布于盆地的西北部，基本上构造沉降
和沉积中心都位于主要凹陷的中心，这反映了构
造沉降对沉积的控制作用。到了黄流组和莺歌海
组二段时期，构造沉降中心沿中央坳陷带展布，而
沉积中心则是由多中心变成单一中心，并向盆地
西南部迁移，沉降和沉积中心逐渐分离。莺歌海
组一段２个中心彻底分离，沉降中心位于盆地的
东部，沉积中心位于盆地的西部。造成这种现象
的原因有２个：一是物源的影响；二是构造活动的
影响［３１］（图３）。

图３　琼东南盆地裂后期沉降中心与沉积中心迁移对比（据文献［３１］）

Ｆｉｇ．３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ｃｅｎｔｅ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ｐｏｓｔ　ｒｉｆ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ａｆｔｅ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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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动力学背景

南海北部陆缘带岩石圈之下地幔总体由西北
向东南方向流动，带动北部大陆边缘向洋扩张、离
散和断裂解体。在向洋离散过程中，由于上地壳
温度低、黏滞性大，下地壳温度高、黏滞性小，形成
低黏滞通道。在新生代构造扩张活动中，岩石圈
内出现分层变形，扩张的陆缘发生差异性块断运
动，形成陆缘地堑系［３６］。地震层析资料发现南海
北部岩石圈底面及内部存在 ＮＷ 向巨型异常低
速带，表明中生代末至新生代早期的神狐运动不
仅在华南与南海北部陆缘产生ＮＥ向张裂构造体
系并催生出内陆—陆架—陆坡沉积盆地，还导致
南海海盆的早期扩张。软流层ＮＮＷ 向的异常低
速带则反映岩石圈ＳＳＥ向的蠕动直接导致南海
中央海盆的海底扩张及陆缘地区的持续裂解［３７］。
而且，ＮＷ—ＳＥ方向流动的地幔流的存在使得伸
展活动具有由北向南发育的机制［３８］。佟殿君
等［１１］发现琼东南盆地的岩石圈伸展系数随深度
发生变化，认为在西北次海盆扩张之前，盆地表现
为有限程度的岩石圈均一伸展的陆内裂陷过程；
此后，受西北次海盆的扩张影响，岩石圈深部的离
散上涌流逐步向上扩展，导致了温度较高且黏滞
性较低的下地壳发生塑性流动，下地壳和岩石圈
地幔强烈伸展减薄，岩石圈发生与深度相关的伸
展作用过程。以上观点均强调了深部地幔流在华
南大陆边缘裂解，南海早期扩张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Ｙａｎ［８］发现在
南海的拉张过程中岩浆供应不丰富，并且南海海

区残留多个刚性断裂陆块，反映了裂谷拉张过程
中脆性破裂，根据这些特征，南海形成难以用印—
藏碰撞引起的软流圈物质上涌导致岩石圈破裂这
样的模式来解释。然而笔者认为，岩浆供应量不
应该成为否定地幔流对南海北部盆地形成作用的
依据，因为南海洋中脊的扩张会消耗更多的地幔
岩浆，导致南海北部岩浆减压，岩浆喷发量减少。

李绪宣等［３］提出始新世—早渐新世琼东南盆
地的裂陷作用是在印支地块旋转挤出相关的左行
旋转力和东侧古南海俯冲产生的近ＳＳＥ向拉伸
力联合作用下发生的，而晚渐新世盆地伸展作用
的主要构造动力是南海海底扩张。这从时间序列
上给出了盆地发育的动力学背景，而谢文彦等［４］

则更多地从空间上详细分析了盆地的动力来源。
谢文彦等［４］认为琼东南盆地中央坳陷带主要受控
于ＳＥ—ＳＳＥ向的伸展作用；南部坳陷带的发育主
要受控于琼东南盆地的伸展及其沿ＮＮＷ向边界
断裂右行走滑作用的构造叠加；而北部坳陷带的
发育主要受控于ＮＷ 向红河断裂左行走滑作用。
且红河断裂左行走滑作用可能开始于晚始新世，
晚于琼东南盆地的伸展裂陷作用［４］（图４）。红河
断裂晚期右旋走滑作用对盆地构造的影响，也取
得了一些进展。红河断裂晚期右旋走滑活动对盆
地构造沉降的影响由西往东逐渐减弱。西部的莺
歌海盆地１０．５Ｍａ以来的快速沉降特征非常显
著，沉积了巨厚的黄流组、莺歌海组和乐东组；琼
东南盆地１０．５～５．３Ｍａ以来的晚期快速沉降过
程由西往东逐渐变弱；珠江口盆地则不存在１０．５
～５．３Ｍａ以来的快速沉降过程，可见，离红河断
裂越近的地区，晚期快速沉降越强烈，这更进一步

图４　琼东南盆地动力学机制物理模拟（据文献［４］，图中１、２、３代表了构造发育的顺序）

Ｆｉｇ．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ａｆｔｅ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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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红河走滑断裂对琼东南盆地构造沉降的影
响［２２，３２，３９］。谢文彦等［４０］通过研究琼东南盆地西

南部新生代的火山分布特点发现，始新世—早渐
新世岩浆活动较多，而海盆扩张期，凹陷内缺乏岩
浆活动，推测具有由复式半地堑和复式地堑构成
的复式裂陷特点，这与较多的岩浆活动与陆坡区
地幔上涌较高及较高的地温梯度导致的岩石圈弹
性厚度降低有关。

前人的研究成果表明，琼东南新生代盆地是
在深部地幔作用、红河断裂走滑以及古南海俯冲
等多重作用下发育的，只是在不同的演化阶段和
不同的构造部位，主要的动力来源是不同的，且其
对构造的影响方式也不相同。地幔上涌主要影响
地壳的流变学特征，进而制约其变形样式；而红河
断裂是通过平面上的应力传播影响构造样式的发
育。值得注意的是，仅仅通过分析盆地裂后沉降
的迁移方式来推测红河断裂对构造迁移的影响规
律是不严谨的。只有扣除了正常热沉降量，以及
垂向上由动力地貌、异常热源、沉积负载等引起的
沉降量之后的异常沉降量，才能用来分析平面上
的应力状态。

除了深部地幔流的主导作用以及红河断裂的
影响之外，有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对南海
北部边缘盆地的动力学来源持有不同的看法。林
长松等［４１］根据南海北部新生代与太平洋板块运

动方向及速度改变的耦合关系认为，太平洋板块
之下的软流层流动方向和强度的振荡式改变引发
了前者与之“共舞”，使其构造运动与太平洋板块

的构造运动密切相关；而朱炳泉等［４２］依据东亚边

缘海盆的地幔域地球化学特征表现出强的印度洋
域信息，几乎不存在太平洋板块俯冲的影响，认为
其形成在动力学机制上是印度洋扩张的结果，将
东亚边缘海盆称为新特提斯域或印度洋的边缘海

或许更合理一些；邹和平［４３］根据陈国达先生的地

洼理论体系认为，南海北部陆缘扩张是该区大陆
构造演化到大陆活化造山带后期，在深部壳—幔
的相互作用下，岩石圈所发生的垂向减薄和侧向
伸展所致，华南陆缘岩石圈发生拆沉落入下地幔，

地幔流受到北部陆内巨厚岩石圈的阻挡作用，向
东南方流动，带动陆缘的伸展张裂，既不同于弧后
扩张，也不是受控于大西洋式的海底扩张。

６　问题与建议

（１）琼东南盆地内部ＮＷ 向构造转换带是盆
地“东西分块”的基础，然而其形成机制仍不明确，
这将使分析盆地东西部构造、沉积以及油气成藏
的差异变得困难和缺少依据。应从地震剖面上观
察断裂的几何特征，计算其活动性质，并进一步结
合物理模拟等方法研究其形成机制。

（２）琼东南盆地与珠江口盆地地壳结构和基
底性质不同，并且所处构造背景也具有差异，琼东
南盆地受红河的断裂的影响较大；此外，琼东南陆
坡深水盆地与南海洋盆之间隔着中西沙，属于分
隔型陆坡，而珠江口盆地陆坡深水盆地直接与南
海洋盆接壤，二者受南海扩张的影响作用是不相
同的。所有这些导致其构造演化的差异，然而这
种差异性的来源还不是很清楚。甄别这种差异是
来源于中生代大陆块体拼接，还是新生代东西向
构造演化差异，尚需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南沙与
南海北部共轭大陆边缘的研究，应有利于进一步
弄清其基底结构、运动学特征及动力来源。

（３）琼东南盆地１０．５～５Ｍａ的快速沉降的
迁移方向，是由西向东还是由东向西，仍没有一致
的认识。破裂不整合在琼东南盆地比珠江口盆地
晚了７Ｍａ左右，那么异常沉降会不会也晚７Ｍａ？
对比与珠江口盆地１７Ｍａ的异常沉降，这２个异
常沉降是在统一的区域应力场中产生的吗？其动
力来源是什么？

（４）琼东南盆地和珠江口盆地均存在裂后异
常沉降［３２，４４］，并且在珠江口盆地已经有了初步的
研究成果，阐明了异常沉降的分布规律及形成机
制［４５，４６］，而在琼东南盆地还缺少类似或者更加细
致的工作。研究琼东南盆地异常沉降的分布规
律，并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结合物理模拟
等方法研究其形成机制，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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