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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最新的高分辨率多波束全覆盖测深数据、单道地震和多道地震剖面数据,对

南海北部陆坡一统峡谷群９条峡谷的地形地貌及沉积特征进行了分析:峡谷群自陆坡向

深海盆方向呈聚敛型,横断面主要呈“V”型,谷壁对称发育,坡度较陡;研究区海底地层受

多条断裂控制,呈典型阶梯状发育,海底断陷、重力滑塌面和小型滑坡体等海底不稳定地

质灾害高度发育,说明峡谷群海底环境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在研究区海底峡谷群地貌演

化过程中,西沙海槽区域沉降等新生代构造运动控制着峡谷群地貌格局的形成;来自北部

陆架的充足沉积碎屑物质的输入往往伴随着高密度浊流、海底滑坡、坍塌等海底灾害的发

生,控制着峡谷群的进一步发育;相对海平面变化直接改变了研究区的沉积环境,为陆源

碎屑物质的搬运提供了更加直接的通道,这也是诱发陆坡海底失稳、塑造峡谷群地貌特征

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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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海底峡谷又被称作“水下峡谷”,是发育于大

陆坡之上,连接陆架与深海盆的深切型谷地,也是

陆源物质向深海沉积搬运的重要通道.海底峡谷

通常呈长条“V”型(剥蚀状态)或长条“U”型(堆
积状态),谷壁两侧陡峭,自浅海区以“阶梯状”或
“平滑状”过渡到深海区,偶尔可见峡谷分支.由

于海底峡谷特殊的沉积搬运模式,往往在峡谷底

部形成富含砂、浅水生物碎屑的峡谷扇,这些峡谷

扇是良好的海洋石油、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富集场

所[１Ｇ２].因此,通过识别并探讨海底峡谷的地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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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形成发育机制和控制因素,对于深入了解和开

发海底峡谷的价值意义重大.
海底峡谷最初于１９世纪末由Spencer[３]发现

和提出,近一百多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借助新型

海洋探测技术对海底峡谷进行深入探究并取得了

一系列丰硕成果.Tayor和Smoot[４]通过对波林

前弧海底峡谷的地貌形态进行研究总结,将海底

峡谷划分为直线型、蛇曲型和树枝型３种类型;

Lastras等[５]通过对葡萄牙中央峡谷的地貌及下

蚀特征研究发现,峡谷的形态差异主要是由沉积

运输驱动机制控制,一般分为３种类型:①海平面

较低时,沉积物直接由陆向海沿海底峡谷搬运并

不断侵蚀增大;②高海平面时,峡谷顶部汇聚沿岸

高密度浊流沉积物并向深海侵蚀移动;③早期不

稳定陆坡上的滑塌体发生溯源侵蚀,逐步达到陆

架之上.２０世纪末,国内海洋调查研究单位对我

国周边及邻近海域开展的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工

作,获取了大量高精度地球物理调查数据,海底地

貌形态逐渐引起了国内海洋地质学者的兴趣.进

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近海海底峡谷的研究成果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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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式增长,特别是对发育于南海北部陆坡及台

湾附近海域的琼东南中央峡谷、珠江口外海底峡

谷、神狐峡谷、东沙海底峡谷、台湾峡谷、澎湖峡谷

等海底峡谷的形态特征、发育演化规律及控制因

素关注程度较高[６Ｇ１２].由于受调查手段和精度限

制,直到近几年才发现南海北部陆坡紧邻西沙海

槽东北侧发育有大型峡谷群,笔者暂将其命名为

一统峡谷群.
本文利用最新的高分辨率多波束全覆盖测深

数据,结合多条单道地震、多道地震剖面,详细分

析了南海北部陆坡一统峡谷群９条峡谷的地形地

貌特征和沉积堆积特征,并对一统峡谷群附近的

滑坡地貌等灾害性地质进行识别,最后探讨了其

形成控制因素及地质意义.

１　区域地质背景

一统峡谷群位于南海北部陆坡之上,南海北

部陆坡为华南板块的延伸部分,在构造上属于陆

壳性质[１３].白垩纪晚期,太平洋板块俯冲作用减

弱,在地壳Ｇ地幔均衡作用调整下,原以挤压为主

的华南古陆边缘开始向张裂转化,导致新生代华

南陆缘扩张、断裂、解体、沉陷,形成南海北部大陆

架和大陆坡[１４].
研究区所在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为华南大陆

的水下延伸部分,是属于南部坳陷带(珠二坳线)
的一个三级构造单元,位于南海北部陆坡中下部,
是南海北部陆坡面积最大、沉积最厚的新生代构

造单元[６,１５],其整体上呈 NEE向展布,水深主要

介于１０００~３０００m 范围内.对于珠江口盆地

白云凹陷的构造演化,前人已经做过大量研究,特
别是近年来研究成果发现,自始新世以来,白云凹

陷区发生了大规模断陷和张裂迁移活动,形成了

密集的 NWW 向白云凹陷断裂,渐新世与中新世

之间的白云运动,使得该区域产生强烈的热沉降,
并伴随着高沉积速率的滑塌变形,这进一步改造了

断裂等负地形单元的形态,此后,随着南海大规模

海退现象的发生,原本处于半深海沉积环境的白云

凹陷逐步发展为浅水陆架Ｇ陆坡环境,在陆源物质

不断向海输运的过程中,浊流、滑塌等重力沉积物

流对断裂等负地形不断磨蚀改造,在南海北部陆坡

发育了多个切割较深的海底峡谷群[２,６Ｇ９,１２,２０].

图１　南海北部陆坡三维地形图

Fig．１　ThreeＧdimensionaltopographicmapofthenorthernslopeoftheSouthChinaSea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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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研究区调查资料主要来源于广州海洋地

质调查局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在南海北部陆坡进行的

多波束水深地形和高分辨率单道地震测量数据.
多波束水深地形测量采用“海洋六号”调查船

配备的“EM１２２多波束测深系统”以及“海洋四

号”调查船配备的“SeaBeam２１１２多波束测深系

统”进行全覆盖调查获取,数据经过声速改正、水
深校正、交互除错等处理后形成网格化数据,最后

采用 GlobalMapper１７生成三维地形图并对研究

区内的海底峡谷进行剖面提取、分析.
高分辨率单道地震测深采用“奋斗五号”船配

备的IxseaDelphSeismic数字单道地震记录系统

采集,采用 G．I气枪震源,测网精度为２０km×
４０km,完全覆盖研究区一统峡谷群.本文选取

其中３段典型地震剖面进行海底地层反射及沉积

演化特征分析,并结合构造背景、峡谷发育特征进

一步探讨峡谷的成因机制.

３　峡谷形态分布及沉积特征

３．１　峡谷形态及分布特征

通过绘制研究区高精度三维地形图模型(图

２),在南海北部陆坡一统海丘南部水深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m 范围内识别出９条规模、走向不一的海

底峡谷,本文统一暂将其命名为C１—C９峡谷.９
条海底峡谷自陆坡向深海盆方向呈聚敛型,其中,

C１、C２、C３峡谷规模大,分布范围广,C４—C９峡

谷平面形状相近,平行排列,规模小.各峡谷横断

面主要呈“V”型,偶见“U”型,两侧峡谷壁基本呈

对称发育,坡度较陡.为进一步分析海底峡谷群

中各条峡谷形态及平面分布特征,本文针对谷口

较宽的中下段主峡谷段绘制了３条垂直于峡谷的

平行剖面进行对比分析,剖面均始于 C１峡谷左

侧,止于 C９峡谷右侧,相互平行,分别命名为剖

面 AＧA’、剖面BＧB’和剖面CＧC’.

图２　一统峡谷群三维地形示意图

Fig．２　ThreeＧdimensionaltopographicmapofYitongCanyonGroup

　　根据横切剖面对比图(图３)可以看出,３条剖

面中C１—C９各条峡谷断面形态基本一致,仅在

峡谷谷口宽度、两壁发育和切割深度等方面有细

微差异.C１—C２峡谷自陆坡向海盆谷口逐渐增

大,谷壁渐趋平滑,谷底也逐渐变宽;C３峡谷谷底

形态呈明显的“V”型向“U”型过渡状,谷口下段

０２



　第３６卷 第４期 　　　　　　伊善堂,等:南海北部陆坡一统峡谷群地貌特征及控制因素分析

图３　一统峡谷群横切剖面对比图(剖面位置见图２)

Fig．３　CrossＧsectionsofYitongCanyonGroup(sectionlocationisshowninFig．２)

较上段明显变宽,切割力减弱,切割深度减小,两
侧谷壁坡度相对中上段也逐渐变缓;C４—C９峡

谷规模较小,自上段至下段峡谷“V”型轮廓越来

越明显,下切深度均不断增加,下文将详细分析

C１—C９单条峡谷的平面形态及分布特征.

C１峡谷:峡谷水深２０５０~３３５０m,平面上

呈 NWW—SEE向展布,长约２１km,谷底较平

滑,平均坡度值约２８８°.主峡谷上段谷口宽约

１３１km,切割深度约５００m,两侧谷壁坡度介于

４０５°~５７７°;中段谷口宽约９０km,切割深度

约３５６m,两侧谷壁坡度介于４８２°~５５９°;下段

谷口宽约１０６km,切割深度约４８０m,两侧谷壁

坡度介于４０９°~６５５°,西南侧谷壁较平滑,东北

侧谷壁略起伏.

C２峡谷:峡谷水深２１００~３５２０m,平面上

呈 NNW—SSE向展布,长约２２９km,峡谷谷底

非常平滑,但坡度随水深变化在约３０７０m 处发

生转折,谷底水深２１００~３０７０m 范围内,平均

坡度值约为３９６°,水深３０７０~３５２０m 范围内,
平均坡度值约为２４２°.主峡谷上段谷口宽约

８km,切割深度约 ５７０ m,两侧谷壁坡度介于

７７４°~９３０°;中段谷口宽约１０km,切割深度约

６２０m,两侧谷壁坡度介于８１６°~１２５２°;下段谷

口宽约９６km,切割深度约５６０m,两侧谷壁坡

度介于９０２°~９９９°,C２峡谷谷口宽度和切割深

度较C１峡谷均有明显增大.

C３峡谷:峡谷水深２３５０~３５００m,是该峡

谷群中最长的峡谷,平面上由SN 向转 NW—SE
向展布,长约２４５km,峡谷谷底平滑,平均坡度

值约为２８６°.主峡谷上段谷口宽约９８km,切割

深度约５６５m,两侧谷壁坡度介于８１５°~８８４°;中
段谷口宽约１２５km,切割深度约５４５m,两侧谷壁

坡度介于４８９°~７６５°;主峡谷下段呈扇形展布,
开口较大,谷口宽约１２km,切割深度较小,约

２５０m,两侧谷壁坡度介于４２５°~５５３°.

C４峡谷:从三维地形图上看,C４峡谷平面形

态呈“Y”型,由２条小型海底峡谷汇聚而成,其
中,峡谷左上段长８km,谷口宽约３５km,走向

为 NW—SE向,水深值介于２８００~３４００m,该
段谷底平滑,坡度值介于３２°~５２°,切割深度介

于７５~１４０m,两壁坡度值约为６１７°~７４１°,
呈“V”字型;峡谷右上段长约５km,谷口宽约

２３km,自陆坡向下呈自NNW 向SN向转折,水
深值介于２９５０~３４００m,谷底坡度值较大,约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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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无 明 显 起 伏,两 壁 坡 度 值 约 为 ８１７°~
９２０°,亦呈“V”字型发育.左右两条峡谷在水深

约３４００m 处汇聚,形成一条坡度平缓的宽型沟

谷,其谷底宽约９００m,谷口宽约４３km,下切深

度约１７０m,谷底地形变化分为２段,自汇集点处

往深海延展约２km 段地形平缓,之后谷底转折

向下,坡度约０８°,沟谷两壁坡度值介于４５０°~
６６５°.

C５—C７峡谷:这３条峡谷发育规模较小,其
峡谷形态变化特征基本一致,水深主要为２５００~
３５００m,平面上均呈近似SN 向展布,自 N 向S
各条峡谷随水深值增加切割深度逐渐增大,峡谷

上段发育轮廓不明显,下段呈明显“V”型切割.峡

谷长约８５~８７km,谷口宽介于２３~３２km,C５
峡谷、C７峡谷下切深度较大,约１５０~１７０m,C６峡

谷下切深度较浅,约１０５m.这３条峡谷谷底坡度

均在水深３５００m发生明显转折,坡度由陡逐渐变

缓,两壁坡度值基本一致,为５３°~７２°.

C８峡谷:峡谷水深主要介于２６５０~３５００m,
平面上呈近SN 向展布,顶部表现为多条小峡谷

汇聚到一条大型主峡谷,主峡谷长约１４５km,其
剖面形态呈近似“V”型,其中西侧谷壁呈二级阶

梯状发育,转折点位置随水深增加而逐渐下移,中
下段谷壁坡度值基本一致,约４９９°,东侧谷壁较

平滑,其坡度值约为４７°.C８峡谷谷口较宽,约

７５~８０km,其下切深度随水深增加而逐渐减

小,峡谷上部下切深度可达３２０m,中部下切深度

为２５０m,而下部下切深度仅为１８０m,谷底较平

滑,坡度在水深３４００m 处逐渐变缓.

C９峡 谷:峡 谷 水 深 跨 度 较 大,顶 端 水 深

２３５０m,末端水深３５７０m,平面上由 NW—SE
向转为SN向展布,峡谷长约２４km,谷底平滑,
平均坡度值约为２９０°.主峡谷上段谷口宽约

６６km,切割深度约２３０m,两侧谷壁坡度介于

３４５°~８９６°;中段谷口宽约３km,切割深度约

１８０m,两侧谷壁坡度介于７１５°~７９８°;下段谷

口宽约５３km,切割深度约１８０m,两侧谷壁坡

度介于３９５°~７２０°.

３．２　峡谷海底地震反射界面特征

通过对调查区进行高分辨率单道地震剖面资

料进行解释,结合该区地震反射特征并与钻探资

料对比,识别出多个地震反射界面,本文结合地震

剖面变化特征,选取海底面下反射较清晰的３个

连续地震反射界面进行分析,自海底(T０)而下分

别命名为 T１、T２、T３ 界面(图４~６).

T０:呈高频、强振幅、高连续、双相位反射特

征,随海底起伏而起伏;该反射界面为海底地震反

射界面,主要为海底表面,海底峡谷的谷底很难追

踪到该界面.

T１:呈高频、中振幅、高连续、双相位反射特

征,反射同相轴总体上相对平直、稳定,可连续追

踪,部分界面之上可见地震反射波的上超与下超

现象,界面之下局部有削截现象.该反射层在峡

谷顶端(浅水区)中较常见,而在峡谷底端(深水

区)难以识别,说明峡谷底端受断层或滑塌体错断

和底流冲刷影响较顶端更强烈.

T２:呈高频、中—强振幅、中—高连续、１~２
相位反射特征.界面上下反射波总体平行.同

T１ 反射界面一样,在峡谷下切和断层错断作用

下,该反射界面连续性变差,仅在峡谷顶端可见,
在峡谷底端较难追踪.

T３:呈现中频、中—强振幅、中—高连续、双
相位反射特征,且地层遭受断层频繁错断,部分区

域可见对下伏地震层序有明显削截作用,界面上

可见上覆地层的上超现象.该反射层基本可以全

区追踪,仅少量切割较深的峡谷存在轻微中断.
通过对研究区高分辨率地震资料的综合解

释,充分结合已有珠江口盆地的勘探和研究成果,
将 ODP１８４航次(１８°５０１７′N,１１６°３３９４′E)１１４５
和１１４６站位的钻井资料与本区地震测线进行了

系统追踪对比,对本区地层年代进行了划分,地震

反射界面 T１ 为更新世与上新世地层的分界(约
为２５８８Ma),T２ 为上新世与中新世地层的分界

(约为５３３２Ma),T３ 为晚中新世与中中新世地

层的分界.

３．３　峡谷群海底沉积特征

一统峡谷群自西向东分为９条规模、走向不

一的海底峡谷,整体呈梳状发育.根据各条峡谷

的分布位置和发育形态,将峡谷群分为西段、中段

和东段３部分.其中,西段峡谷群包括 C１、C２、

C３峡谷,发育规模大,分布范围广;中段峡谷群包

括C４—C７峡谷,平面形状相近,平行排列,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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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段峡谷群包括C８—C９峡谷,其切割深度较

中段明显增加,近平行排列.
(１)峡谷群西段沉积特征

测线aＧa’穿越峡谷群西侧,呈SN向,自N向

S海底由南海北部陆坡逐渐过渡到南海海盆,中
途切过C３峡谷顶部和C２峡谷底部(图４).地震

剖面显示,海底地层受多条断裂控制,地层呈阶梯

状,在剖面上表现为“V”型和“U”型发育,海底斜

坡重力滑塌面高度发育,下部第四纪地层明显减

薄,但未完全缺失,T２—T３ 层之间偶见杂乱反射,
自陆坡向海盆海底地层顺斜坡向下尖灭,峡谷谷

底部分地层缺失.
(２)峡谷群中段沉积特征

测线bＧb’穿越峡谷群中部,亦呈SN向,穿切

C７峡谷底部附近.地震剖面显示,整段剖面地层

完整,未见明显缺失.剖面上半部发育２组断层,

图４　测线aＧa’地震剖面反射特征

Fig．４　ReflectioncharacteristicofseismicprofileaＧa＇

地层呈平行或亚平行反射结构,具有良好的连续

性;剖面下半部以平行反射结构为主,其上发育２
组明显的大型滑坡,滑坡体地震剖面放大图可见

(图５),该滑塌体主要分为２级滑坡,２条滑坡线

基本平行,均呈近似长条弧形,２级滑坡体顶部滑

坡壁上均存在明显的滑坡残留,顶部滑坡体较完

整,未发现明显划裂.
(３)峡谷群东段沉积特征

测线cＧc’穿越峡谷群东部,呈SN 向.地震

剖面显示,该陆坡斜坡海底地层主要以平行和亚

平行反射结构为主,地层连续性和整体性均较好,
仅在斜坡中部和上下两端可见零星几条断层,规
模不大(图６).斜坡中段的发育大规模海底滑

坡,其特征与测线aＧa’和测线bＧb’识别的海底滑

坡基本一致,但测线cＧc’上单条滑塌体的规模、滑
坡残留厚度及分布范围均较大.

图５　测线bＧb’地震剖面反射特征

Fig．５　ReflectioncharacteristicsofseismicprofilebＧ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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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测线cＧc’地震剖面反射特征

Fig．６　ReflectioncharacteristicsofseismicprofilecＧc＇

４　峡谷群地貌特征控制因素分析

一统峡谷群地处南海北部陆坡,珠江口外侧

海域,其地貌演化特征受控因素存在多样性,包括

新生代地质构造、陆源沉积物输入和海平面变化

等均是控制海底峡谷地貌特征演化的典型因

素[７,１０,２１Ｇ２２].

４．１　南海北部陆坡新生代构造运动

地震剖面显示,研究区峡谷群切穿中新世晚

期地层,晚中新世以来,由于受到地球深部构造机

制调整,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逐渐活跃,下地

幔物质上涌至西沙海槽槽底的薄弱带,造成海槽

周围海 底 加 速 沉 降,并 伴 随 着 强 烈 的 断 裂 活

动[２３Ｇ２５],研究区一统峡谷群及北部陆坡限制型峡

谷群[８]在地貌形态上均表现为近海槽的峡谷西侧

规模大于峡谷东侧规模,而发育于西沙海槽西北

部的琼东南盆地中央峡谷体系[６]表现为相反的东

深西浅的特征,说明西沙海槽晚中新世的沉降活

动引起周围峡谷群海底下切,一统峡谷群离西沙

海槽较近,受拉张幅度较大,且在此过程中伴随着

海底坡度的明显增大,海底断裂、断陷等负地形成

为该区域海底地形的薄弱带,为海底峡谷群的进

一步发育提供了可能.

４．２　陆源沉积物质输入

深水峡谷体系的发育和深水沉积体系密切相

关,大体量的沉积体运移可以大幅度加剧海底峡

谷的发育规模,特别是快速变化的高速沉积体,往
往以高密度浊流等形式对海底形态进行刻画和塑

造.中新世以来,南海北部陆坡陆架坡折线的向

下迁移,使得华南大陆古珠江有机会直接穿越陆

架到达陆坡附近,随着陆缘沉积物不断由陆架向

陆坡进积,当其重力达到或超过堆积阻力时,会造

成沉积物失稳,碎屑自陆坡顺势滑下,形成较强密

度的重力流,这为峡谷的形成及切割地形提供了

初始动力,本文aＧa’地震剖面上揭示的杂乱反射

和多级滑坡,以及陆坡斜坡上发育的陡坎、滑动

面、滑坡残余等特征均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中全

新世季风降雨的增强,出现了洪水高发期,也带来

了大量的陆源碎屑物质,上新世以来,随着在全球

性沉积作用背景下,研究区第四纪沉积物的供给

速率显著增加,高速率的沉积物供给增加了陆坡

斜坡发育的不稳定性,成为诱发海底重力沉积物

流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高密度重力沉积物流

的向下运动对下伏地层的冲刷是形成海底峡谷地

貌的主因.

４．３　海平面变化

晚中新世以来,珠江口盆地经历了多次大规

模地海平面升降变化,众多学者通过对该区域深

海钻井资料(如珠江口盆地６０口油气钻井资料、

ODP１８４航次连续深海沉积物资料)进行微体古

生物定量分析,建立了相对海平面变化曲线.前

人研究认为,２１Ma以来南海海平面变化经历过

多达１６期次比较明显的海平面升降旋回,南海北

部海域海平面在１１６Ma和５７Ma时期存在２
次较明显的海平面大幅下降活动,而自５７ Ma
始至现今海平面基本维持在相对稳定水平[２６Ｇ２７].

相对海平面下降使得南海北部陆架坡折线向

深海大幅度移动,峡谷群所处研究区由沉积环境

转变为侵蚀环境,陆上河流搬运的沉积物质可直

接输送到陆坡区,海底在沉积碎屑的搬运、磨蚀和

快速堆积等重力流的强侵蚀作用下,极容易在陆

坡区形成峡谷等负地形;同时,相对海平面下降,
近岸波浪、潮流影响范围由陆架向陆坡过渡,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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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生明显后移,海底不稳定性因素增多更容易

触发陆坡失稳机制,从而发生陆坡滑塌、浊流沉积

等,进一步增加海底峡谷形成的可能性.

５　结论

(１)研究区水深１５００~３０００m 范围内发育

有９条规模、走向不一的小型海底峡谷群,自陆坡

向深海盆地呈聚敛型.各峡谷壁两侧基本呈对称

发育,其中,C１—C３峡谷规模大,自陆坡向海盆

谷壁渐趋平滑,谷底渐宽,切割深度减小;C４—C９
峡谷规模较小,自上段至下段峡谷“V”型轮廓越

来越明显,下切深度不断增加.
(２)地震剖面显示研究区海底地层受多条断

裂控制,其中,峡谷群西段可见明显的重力滑塌面

和小型滑塌体发育,陆坡斜坡地层与海盆海底地

层呈不整合接触,且峡谷谷底部分地层缺失,推测

为受海底底流冲刷而成;峡谷群中段斜坡下部发

育２组大型滑坡,两级滑坡体顶部均存在明显的

滑坡残留;峡谷群东段地层连续性较好,海底滑

坡、零星断层等均有发育.
(３)一统峡谷群的形成控制因素多样,主要与

新生代构造运动、陆源沉积物质输入和海平面升

降等相关:晚中新世以来,受西沙海槽区域沉降活

动的影响,一统峡谷群周围海底在拉张作用下逐

渐下切,海底坡度的明显增大,并伴随着强烈的断

裂活动,初步形成构成峡谷的负地形地貌单元;同
时,来自北部陆架的充足沉积碎屑自陆坡顺势滑

下,形成较强密度的重力流,为峡谷的形成及切割

地形提供了初始动力;相对海平面变化直接改变

了研究区的沉积环境,为陆源碎屑物质的搬运提

供了更加直接的通道,在此基础上,海底峡谷等负

地形的发育演化更加容易.

参考文献:

[１]　苏　明,沙志彬,匡增桂,等．海底峡谷侵蚀Ｇ沉积作用与天

然气水合物成藏[J]．现代地质,２０１５,２９(１):１５５Ｇ１６２．
[２]　朱　林,傅命佐,刘乐军,等．南海北部白云凹陷陆坡海底

峡谷地形地貌与沉积地层特征[J]．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

质,２０１４,３４(２):１Ｇ９．
[３]　SpencerJW．ThesubmarineGreatCanyonoftheHudson

River[J]．AmericanJournalofScience,１９０５,S４Ｇ１９(１０９):

１Ｇ１５．

[４]　TayorB,SmootNC．MorphologyofBoninforeＧarcsubmaＧ

rinecanyons[J]．Geology,１９８４,１２(１２):７２４Ｇ７２７．
[５]　LastrasG,ArzolaRG,MassonDG,etal．GeomorpholoＧ

gyandsedimentaryfeaturesintheCentralPortuguesesubＧ

marinecanyons,WesternIberianmargin[J]．GeomorpholＧ

ogy,２００９,１０３(３):３１０Ｇ３２９．
[６]　苏　明,解习农,王振峰,等．南海北部琼东南盆地中央峡

谷体系沉积演化[J]．石油学报,２０１３,３４(３):４６７Ｇ４７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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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Ｇ７２．
[８]　刘　杰,苏　明,乔少华,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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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沉积学报,２０１６,３４
(５):９４０Ｇ９５０．

[９]　陈泓君,蔡观强,罗伟东,等．南海北部陆坡神狐海域峡谷

地貌形态特征与成因[J]．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２０１２,

３２(５):１９Ｇ２６．
[１０]　殷绍如,王嘹亮,郭依群,等．东沙海底峡谷的地貌沉积特

征及成因[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２０１５,４５(３):２７５Ｇ

２８９．
[１１]　徐　尚,王英民,彭学超,等．台湾峡谷的成因及其对沉积

的控制[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２０１４,４４(９):１９１３Ｇ

１９２４．
[１２]　聂　鑫,罗伟东,周　娇．南海东北部澎湖峡谷群沉积特

征[J]．海洋地质前沿,２０１７,３３(８):１８Ｇ２３．
[１３]　姚伯初,万　玲．中国南海海域岩石圈三维结构及演化

[M]．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４]　丁巍伟,陈汉林,杨树锋,等．南海西南次海盆与东部次海

盆地质与地球物理分析[J]．高校地质学报,２００２,８(３):

２６８Ｇ２７９．
[１５]　孙　珍,庞　雄,钟志洪,等．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新生代

构造演化动力学[J]．地学前缘,２００５,１２(４):４８９Ｇ４９８．
[１６]　LiuZ,ZhangGC,LuR,etal．FeatureofmultisedimentＧ

sourcefillingduringthelateoligoceneatBaiyunDepresＧ

sioninthedeepＧwaterregion,theNorthernSouthChina

Sea[J]．Geoscience,２０１０,２４(５):９００Ｇ９０９．
[１７]　PangX,YangSK,ZhuM,etal．DeepＧwaterfansystems

andpetroleum resourcesonthe NorthernSlopeofthe

SouthChinaSea[J]．ActaGeologicaSinica,２００４,７８(３):

６２６Ｇ６３１．
[１８]　SunZ,XuZY,SunLT,etal．ThemechanismofpostＧ

riftfaultactivitiesinBaiyunSag,PearlRiverMouthBasin
[J]．JournalofAsianEarthSciences,２０１４,８９:７６Ｇ８７．

[１９]　PengX,PengDJ．FromshallowＧwatershelftodeepＧwaＧ

terslope:thestudyondeepＧwaterfansystemsinSouth

ChinaSea．ActaSedmentologicaSinica,２００５,２３(３):１Ｇ

１１．
[２０]　付　超,于兴河,何玉林,等．南海北部神狐海域峡谷层序

结构差异与控制因素[J]．现代地质,２０１８,３２(４):８０７Ｇ

８１８．
[２１]　李学杰,王大伟,吴时国,等．三沙海底峡谷识别与地貌特

５２



MarineGeologyFrontiers　海洋地质前沿　　　　　　　　　　　２０２０年４月　

征分析[J]．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２０１７,３７(３):２８Ｇ３６．
[２２]　孙美静,高红芳,李学杰．台湾东部海域台东峡谷沉积特

征及其成因[J]．地球科学,２０１８,４３(１０):３７０９Ｇ３７１８．
[２３]　刘方兰,吴庐山．西沙海槽海域地形地貌特征及成因[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２００６,２６(３):７Ｇ１４
[２４]　丁巍伟,黎明碧,何　敏,等．南海中北部陆架Ｇ陆坡区新

生代构造Ｇ沉积演化[J]．高校地质学报,２００９,１５(３):

３３９Ｇ３５０．

[２５]　王家豪,庞　雄,王存武,等．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中央底

辟带的发现及识别[J]．地球科学,２００６,３１(２):２０９Ｇ２１３．
[２６]　庞　雄,陈长民,彭大钧,等．南海珠江深水扇系统的层序

地层学研究[J]．地学前缘,２００７,１４(１):２２０Ｇ２２９．
[２７]　赵泉鸿,汪品先,成鑫荣,等．中新世“碳位移”事件在南海

的记录[J]．中国科学(D 辑:地球科学),２００１,３１(１０):

８０８Ｇ８１５．

GEO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ANDCONTROLLING
FACTORSOFTHEYITONGCANYONGROUPONTHENORTHERN

SLOPEOFTHESOUTHCHINASEA

YIShantang１,２,HUXiaosan１,２,LUOZongjie３,LUO Weidong１,２

(１GuangzhouMarineGeologicalSurvey,CGS,Guangzhou５１０７６０,China;

２KeyLaboratoryofMarineMineralResources,MinistryofNaturalResources,Guangzhou５１０７６０,China;

３ZhejiangHuadongConstructionEngineeringCo．,Ltd．,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４,China)

Abstract:BasedonthelatesthighＧresolutionmultiＧbeambathymetricdata,aswellasthesingleＧchanＧ
nelandmultiＧchannelseismicprofiles,thispaperanalyzedthetopographicanddepositionalfeaturesof
thegroupofninecanyonsonthenorthernslopeoftheSouthChinaSea．Thecanyongroupconverges
fromthecontinentalslopetothedeepＧseabasin,in＂V＂shapedcrossＧsections,withrathersymmetriＧ
calvalleywallsandsteepslopes．Thesubmarinestratainthestudyareaaredisturbedbyfaults,and
developedinasteppedmanner．Unstablegeologicalhazards,suchassubmarinefaults,gravitysliding
surfacesandsmalllandslidesarehighlydeveloped,whichsuggeststhatthesubmarineenvironmentof
thecanyongroupisveryunstable．Cenozoictectonicmovements,suchastheregionalsubsidenceof
XishaTrough,doubtlesslycontributedtotheformationofthegeomorphicpatternofthecanyon
groups．AgreatamountofsedimentdebrisfromthenorthernshelfwasmainlycontributedbyhighＧ
densityturbiditycurrentsderivedfromsubmarinelandslides,collapsesandothersubmarinedisasters,

whichacceleratedthefurtherdevelopmentofthecanyongroup．Relativesealevelchangesdirectly
changethesedimentaryenvironmentofthestudyareaandprovideamoredirectchannelforthetransＧ
portofenormousterrigenousclasticmaterials．Thisisalsooneoftheimportantfactorsthatinduced
theinstabilityoftheseabedontheslopeandshapedthegeo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thecanyon
group．
Keywords:northernslopeoftheSouthChinaSea;groupofcanyons;geomorphicfeatures;controlＧ
ling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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