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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位于巴西东岸的南大西洋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桑托斯盆地是我国海外油气勘探的

重要区块。通过地震资料分析，结合叠合盆地演化原理以及南大西洋演化历程，将桑托斯盆

地的构造演化阶段划分为前裂谷期、裂谷期、过渡期、漂移期 4 个阶段，对应克拉通、裂谷、坳

陷、被动大陆边缘 4 类原型盆地。原型盆地的时空匹配关系为桑托斯盆地形成超大型的含油

气系统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构造条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盆地“生储盖”组合分析，得出

桑托斯油气富集成藏的规律，即“厚盐区盐下富集；薄盐区盐上富集”。通过对盆地区域构造

史以及所得的地震资料分析，认为在目前重视不足的盐下东部坳陷地区存在厚层优质的湖相

烃源岩，烃类沿着基底大断裂以及不整合面运移，被过渡期蒸发盐岩所阻挡，形成以构造-地
层复合圈闭和地层不整合遮挡圈闭为主的油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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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洋油气资源约占全球石油资源的 34%。据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评估，世界（不含美国）海

洋待发现石油资源量（含凝析油）为 548×108 t，待发

现天然气数量在 78.5×1012 m3，分别占世界待发现石

油资源量的 47% 和 46%，其中超深水领域、环北极

深水盆地群、滨西太平洋低勘探程度深水盆地群区

域、深层盐下是未来海洋油气勘探的趋势[1]。

位于巴西圣卡塔琳娜州（Santa Catarina）和圣保

罗州（Sa Paulo）海域之间的桑托斯盆地集“超水深”

和“盐下”于一身，与未来油气勘探的方向一致，前

人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西部隆起带、中央

坳陷带、东部隆起带上发现数个程度不一的油气田，

例如，2006 年发现图皮（Tupi）大油气田，2008 年发

现亚拉（Iara）、朱庇特（Jupiter）巨型油气田，2010 年

发现利布拉（Libra）油田，更加引起世界油气公司的

关注[2]。但由于各种原因（比如水深过深、开采成

本过高等因素），在水深较深的东部坳陷地区未公

布有油气田发现。因此，了解盆地构造演化史，寻

求油气富集规律，指明油气聚集的有利区块显得极

为重要。本文通过对桑托斯盆地已有地震剖面的

分析、区域构造演化史的研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

总结盆地油气成藏规律，认为在重视不足的东部坳

陷地区极有可能存在一定规模的油气藏。

1    区域地质概况

1.1    区域地质概况

桑托斯盆地位于南大西洋巴西东南海域，呈

NE－SW 走向，面积 3.52×105 km2，最大水深超过

4 000 m。北部以卡布弗里奥（Cabo Frio）高地与坎

波斯（Campos）盆地相临，南部以佛洛里亚诺波利斯

（Florianopolis）高地、圣保罗（Sao Paulo）背斜和夏

尔科（Charcot）海底山为界[3]。东西方向上，受控盆

断层的影响依次发育西部坳陷带、西部隆起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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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坳陷带、东部隆起带、东部坳陷带 5 个 NE 向的

构造带，在垂直走向的剖面上呈现“三坳两隆”的构

造格架[4-5]；从南北方向上看，盆地受 NW 方向上深

入基底的走滑断裂控制，呈现南北分块的特性，因

而，桑托斯盆地呈“东西分带、南北分块”的“斜向

棋盘”格局[6]（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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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桑托斯盆地构造格架图及测线剖面图

Fig.1    Tectonic framework map with cross section in Santos Basin
 

1.2    盆地沉积及构造演化特征

桑托斯盆地是一个被动边缘盆地，与晚侏罗−
早白垩世冈瓦纳西部的破裂和南大西洋的张裂有

关。在距今 150 Ma 左右（晚侏罗−早白垩世），由于

超级地幔柱隆升，地幔的对流作用驱使着冈瓦纳大

陆的裂解[7]，随后大西洋开始不对称、持续性扩张，

桑托斯盆地先后经历前裂谷阶段、裂谷阶段、过渡

阶段和漂移阶段[8-9]，对应陆内克拉通、裂谷、坳陷、

被动陆缘 4 类原型盆地（图 2）。
1.2.1    前裂谷阶段（150～138 Ma）

前裂谷阶段（晚侏罗世−早白垩世贝里阿斯期

（Early Berriasian））主要为大面积的玄武岩喷发以

及非洲一侧沃尔威斯脊和南美一侧里约格兰德脊

火山岩的形成，在桑托斯盆地主要发育火山岩和粗

粒火山碎屑岩[10]。此时冈瓦纳大陆还未开始裂解，

在原型盆地上主要属于陆内克拉通阶段。

1.2.2    裂谷阶段（138～123 Ma）
裂谷阶段（瓦兰今期−巴雷姆期），冈瓦纳大陆

开始裂解，并且在赤道附近南美洲与非洲 2 大块体

在接触点摩擦力下使南美洲发生顺时针的旋转[9, 11]，

出现一条 NE－SW 走向的狭长裂谷带，盆地主要发

育一些基底卷入型的、隆坳相间的断裂系统（如

图 1），直至早阿普特期为止，间接地控制了裂谷阶

段的沉积构造演化格局。盆地沉积始于 Camborium
组，由与冈瓦纳断裂有关的玄武岩组成。在巴雷姆

期，砾岩和泥质砂岩沉积在冲积扇近端，而砂岩、粉

砂岩和页岩沉积在湖心部位，构成了 Picarras 组，其

中湖相的页岩是一套优质的烃源岩；Itapema 组为

高能钙质杂岩夹层，由贝壳碎片和较远端富含有机

质的黑色页岩组成[6]；Barra Velha 组岩性以湖相碳

酸盐岩为主，为一套优质的储层。

1.2.3    过渡阶段（123～113 Ma）
在早阿普特期−早阿尔布期，盆地裂谷期的构

造活动已完全停止，热沉降阶段出现。由于南部沃

尔维斯火山的阻挡，盆地处于半封闭阶段，加之气

候干旱且蒸发性强、盆地沉降速率缓慢，海水间歇

性入侵，湖水进一步咸化[11-12] 形成了一套分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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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广的 Ariri 组蒸发岩盐。由于其致密且厚度大，

作为优良的盖层，为以后特大油气田的形成奠定优

良的基础。蒸发盐岩为海陆过渡相地层，与下部裂

谷期湖相地层破裂不整合接触[13]。

1.2.4    漂移期（113 Ma−现今）

从早阿尔布期开始，地层逐渐由海陆过渡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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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Integrated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Santos Bas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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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转变为海相地层。由于深部地幔柱的幕式隆升，

造成了南美块体与非洲块体的进一步分离 [14-15]

（图 1），直接影响了 2 个块体的古地理位置，改变了

当地的而气候条件，也进一步影响了海平面升降以

及 CO2 含量，间接控制了盆地的沉积物格架与空间

匹配关系，如在蒸发岩盐之上的碳酸盐就是其所致。

之后，南大西洋水体进一步加深，沉积物发生明显

变化，发育古近纪和新近纪的浊积砂岩等[11]。从整

体岩性上划分，漂移期地层为漂移早期的浅海、滨

浅海相沉积体系并伴随海侵，向漂移晚期的大型三

角洲、扇三角洲、海底扇和浊积体深水碎屑岩沉积

转变。在南美地区，海相巨层可以分为浅海相碳

酸盐沉积层序（早中阿尔布期）−半远洋泥屑灰岩、

泥灰岩、页岩韵律互层序列（晚阿尔布期）以及缺氧

条件下的黑色页岩序列（晚塞诺曼期（Late Cenmo-
manian）、早土伦期（Early Turonian））−深水远洋页

岩、砂岩序列（晚土伦期−早古新世）−浅海浊积砂

岩序列（晚古新世−现今）[16]。

2    桑托斯盆地油气地质特征

桑托斯盆地的油气地质特征总结为：以盐为界，

下湖、上海、中过渡；2 套主力源岩、2 套主力储层、

盐岩为盖层。

2.1    烃源岩特征

桑托斯盆地存在 2 套主力烃源岩，盐上、盐下

各 1 套。其中盐下主力烃源岩为“下湖”，指的是裂

谷巴雷姆阶−下阿普特阶 Guaratiba 群湖湘泥岩是

桑托斯盆地最重要的有效油源岩，已发现油田的原

油绝大多数来自 Guaratiba 群泥岩；盐下主力烃源

岩“上海”指的是赛诺曼阶 Itajai-Acu 组深海相黑色

泥岩和页岩，是桑托斯盆地位居第 2 的有效烃源岩，

因有机质类型为Ⅱ型和Ⅲ型混合型，生油潜力不如

Guaratiba 群油型烃源岩，但成熟度较低，Ro=0.5%~
0.8%，生气潜力不足[17]。

2.1.1    盐下烃源岩特征

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认为盐下湖相优质烃源

岩是桑托斯盆地主力烃源岩[18-22]，其受控于盆地构

造格局的控制，在裂谷期，由于南大西洋不对称的

开裂，大陆架相对于北部、中部的盆地较宽阔，形成

大量的地堑和半地堑−隆坳相间的构造格局[23-24]。

这与邻区坎波斯盆地明显不同，南大西洋间歇性的

进入，又因为海平面的下降以及盆地南部火山的隔

离形成封闭的湖盆，湖盆盐度较高，生物发育，沉积

了大约 200 m 厚优质烃源岩。在盆地剖面上表现

为隆坳相间（内部坳中凸、隆中凹）的特征（图 1），裂
谷分隔性相对较弱，优质湖相烃源岩在全区平面上

广泛分布。整体上看，裂谷期 Picarras 组和 Itapema
组湖相烃源岩有机质丰度高、类型好、生烃潜力大。

TOC 介于 1.0%～15.9%，平均值为 5.12%；IH（氢指

数）为 500～1 084 mg·g−1，均值为 755 mg·g−1，生烃

潜力 S1+S2 平均值为 42 mg·g−1 [4]；干酪根类型为

Ｉ型，含有显著的富含脂类的有机物质，主要为藻

类和菌类有机质，占非晶质有机物的 90%[3]，以生

油为主。烃源岩成熟度总体上表现“东部成熟、西

部过成熟”的分带特征（图 3）[4]，这主要是由于东部

隆起区逐渐向洋壳过渡，地壳较薄，岩石圈放射性

生热显著降低（主要集中在上地壳），大地热流逐渐

降低，减缓了有机质的成熟，使盐下湖相烃源岩仍

具有一定的生烃潜力[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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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Distribution of source rock maturity in the basin[4]
 

2.1.2    盐上烃源岩特征

盐上主力烃源岩为 Itajai-Acu 组海相烃源岩，

位于桑托斯盆地西部中央坳陷带，受中白垩世全

球缺氧环境的影响，海平面周期性的变化[26]，岩

性以富含有机质的钙质泥岩和黑色页岩为主[22]，是

盆地的次要烃源岩，在中新世达到生油期。总有

机碳质量分数为 0.2%～1.9%，氢指数含量为 100～
400 mg·g−1，生烃潜力 S1+S2 平均值为 1～8 mg·g−1 [4]，

有机质类型为Ⅱ和Ⅲ混合型，镜质体反射率 Ro 为

0.5%～0.8%[14]。受晚白垩世盆地北部隆升事件的

影响，北部被剥蚀殆尽，而中南部烃源岩得以保存，

总体上呈现“南好北差”的特征[16]，南部地区 TOC
可达 4%，而北部地区不足 0.5%；现今主要处于低成

熟−成熟阶段，成熟区位于中央坳陷带西南部，东部

隆起区和东部坳陷区目前未能到达油气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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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储层特征

根据前人的资料综合分析，桑托斯盆地共发育 4
套储层[4, 14, 17]，包括：①盐下 Barra Velha 组和 Itapema
组碳酸盐岩；②盐上 Guaruja 组台地碳酸盐岩；

③Ilhabela 段浊积砂岩；④Marambaia 组深水浊积砂

岩，但具有工业价值的储层只有 2 套，盐下盐上各一

套，其中盐下的储层为下白垩统阿普特阶 Barra Velha
组和 Itapema 组碳酸盐岩，占油气储量的 76.6%；盐

上储层为漂移期 Ilhabela 段深海相浊积砂岩，占油

气储量的 20.2%；其他储层的油气含量占 3.4%[14]。

2.2.1    盐下油气储层特征

（1）下部生物碎屑灰岩（Itapema 组）

Itapema 组生物碎屑灰岩由贝壳灰岩组成[26]，

在盆地裂谷阶段（早白垩巴雷姆期），湖盆水体较浅

但动力较强，远离物源区，在波浪和沿岸流的影响

下，在古隆起构造高部位上发育贝壳灰岩，贝壳类

化石以腹足类和瓣鳃类为主，含量高达 95%[8]。沉

积相类型主要为生屑滩亚相，向下过渡为滩缘微相；

岩层厚度在 30～70 m，可见波状层理；物性较好，其

中孔隙类型以粒间孔隙、粒内孔隙以及粒间溶孔、

溶洞和溶缝等为主，孔隙度均值为 16.9%，部分区域

孔隙度高达 25%[2]，渗透率均值在 101.8×10−3 μm2[5]，

为一套中孔中渗的储层。

（2）上部微生物灰岩（Barra Velha 组）

Barra Velha 组微生物灰岩由叠层石和鲕粒灰

岩组成[26]，是一套公认的主力储层[27-29]，在盆地广

泛分布。由于沉积物距离物源区较远，水体干净且

温度适宜，在基底隆起的浅部区域适合藻叠层石的

发育[18]。该套地层孔隙度为 5%～26.5%，均值为

13.4%；渗透率为（1～3 234）×10−3 μm2，平均 183.7×
10−3 μm2[4]，为一套低孔中渗的储层。

2.2.2    盐上油气储层特征

Ilhabela 段深海相浊积砂体是盐上油气藏的主

要储层，在近年来的油气开采中（特别是 Mexilhao
大气田）已被证实，主要沉积在古陆架斜坡之上[14]。

此套浊积储层由细−粗粒岩屑和分选中−差的块

状砂岩组成，厚度可达 60 m[14]，，原生孔隙保存较好，

孔隙度为 15%～21%，渗透率为（1.5～8）×10−3 μm2[30]，

为一套中孔特低渗的储层。

2.3    盖层（盐岩）特征

桑托斯盆地的重要盖层是阿普特期的蒸发盐

岩，盐岩的本身的特性（高热导率）不仅影响了盆地

烃源岩东西分布的差异（东部成熟、西部过成熟），

而且由于其类似于流体的黏度特征（岩盐黏度高于

岩浆、沥青、蜂蜜等，但比页岩、地幔和泥岩的黏度

低），易发生塑性变形，产生如盐焊接（salt weld）、盐

底辟（salt  diapir）、盐撤离（salt  withdrawal）、盐滚

（salt roller）等盐构造，对盐上烃源岩成熟度、分布

以及油气成藏类型产生重大影响[5, 31]。目前，石油

地质领域公认盐构造是重要的油气聚集成藏构造，

如波斯湾、墨西哥湾、北海以及塔里木盆地等油气

资源丰富的区块。

在地震剖面上，从陆区到海域可以清晰地将盐

岩划分为 3 个构造区块：伸展区、过渡区以及挤压

区（图 4）[9]，这是由于在阿普特期形成的蒸发岩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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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桑托斯盆地岩盐构造区划图

Fig.4    Division map of rock salt structure in Sant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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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坡折带（晚白垩世形成）上受重力作用往下

滑动，发生塑性变形所致[5]。伸展区主要在对应中

央坳陷带的西斜坡，盐岩厚度最薄且连续性极差，

主要是由于盐岩向下倾方向滑动，上覆沉积物促进

盐岩滑脱所致，故发育盐窗、盐枕、盐焊接等；过渡

区分布在中央坳陷带的中、东部，盐层连续性好、厚

度相比伸展区厚但分布不均，是由于伸展应力和挤

压应力相互作用，不稳定的地质条件造成大量的盐

岩底辟构造，使上覆地层（漂移期阿尔布期地层）不

连续分布，盐岩构造样式主要为盐塔或盐脊，伴有

少量盐窗发育；挤压区分布在东部隆起带和东部坳

陷带局部，盐岩构造样式以盐被为主，厚度最厚且

连续性好，是最佳的盖层，其下已发现大型油气藏。

2.4    油气成藏模式

以过渡期盐岩为界，根据上述生-储-盖的时空

匹配关系，将盆地分为盐下成藏模式和盐上成藏模

式。盐下成藏模式简单概括为“下生-下储-上盖”；

而盐上成藏模式概括为“下生-上储-上盖”和“上生-
下储-上盖”2 种模式（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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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桑托斯盆地油气成藏模式图

Fig.5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model of Santos Basin
 

2.4.1    盐下成藏模式

在东部厚盐区下，裂谷早期 Guaratiba 群湖相

泥岩作为优质烃源岩，Itapema 组生物碎屑灰岩以

及 Barra Velha 组微生物灰岩作为储层，盖层为厚层

盐岩，烃类沿着基底断层往上迁移，在过渡期岩盐

底（破裂不整合之下）高部位构成披覆背斜圈闭，将

这种模式称为“下生-下储-上盖”。由于其近源成

藏，油气迁移距离短，油气损耗小，易形成大型油气

藏（Lula 油巨型气田为该模式）。

2.4.2    盐上成藏模式

（1）下生-上储-上盖

根据地震资料的解释情况，这种模式主要发生

在中西部地区，由于其岩盐本身低黏度且易发生位

错蠕变，在重力作用和上覆沉积物的负载作用下沿

着陆架滑动，造成中西部地区发生盐焊接和盐窗构

造。盐下的烃源岩形成的油气沿着这些“阙口”往

上迁移，在上部浊积体中储存起来，形成构造圈闭、

岩性圈闭油气藏。裂谷早期 Guaratiba 群湖相泥岩

为烃源岩，早阿尔布期 Guaruja 组碳酸盐岩为储集

层，古近纪−新近纪 Marambaia 组的泥岩为盖层，构

成“下生-上储-上盖”的成藏模式。虽然其含有优

质湖相烃源，但由于盐岩较薄，处于过成熟阶段导

致埋藏较浅，且远源成藏造成部分油气的损失，形

成次级大型气藏。

（2）上生-下储-上盖

盐上的烃源岩主要为漂移期赛诺曼期−土伦期

全球缺氧环境下形成的海相烃源岩（泥岩），储集层

主要为早白垩世阿尔布期的浊积砂岩，盖层为古近

纪−新近纪 Marambaia 组泥岩，形成岩性圈闭，构成

“上生-下储-上盖”的成藏模式。由于其烃源岩生

烃潜力有限，故油气藏规模相对较小。

3    油气成藏规律认识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盐岩为界，按照“生储

盖”组合的时空匹配关系，油气成藏规律分为盐上

和盐下，总结为“厚盐区盐下富集；薄盐区盐上富集”。

3.1    盐下油气成藏规律

东部盐岩挤压区之下，由于具有优质的“生储

盖组合”−优质烃源岩、优质的碳酸盐储层、绝

对的盐岩封闭，沿着基底断裂在构造高部位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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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巨型油气田，这在近几年的勘探中得到证实。

3.2    盐上油气成藏规律

在盐岩中西部伸展、过渡区，本文同样从“生储

盖”角度分析，按照盐上油气田成藏模式（下生上

储），盐下裂谷期湖相泥岩作为优质烃源岩，其烃类

沿着断层或者盐构造窗（由于盐岩低黏度、易变性

的特性产生的）向上运移，在盐上孔隙度较高的 Il-
habela 段深海相浊积砂岩中储存，古近纪−新近纪

深海相泥岩作为盖层进行有效封堵，易于形成岩性

圈闭油气藏。

4    油气勘探前景

目前盆地的油气勘探在西部隆起带、中央坳陷

带、东部隆起带已经发现有商业价值的油气藏

（图 1），在东部坳陷区由于技术开采等多种问题还

未探明是否含有可供商业开采的油气藏。通过对

盆地区域构造演化及地震剖面分析，认为重视不足

的东部坳陷盐下地层仍具有一定规模的油气田。

4.1    区域构造分析

由于受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热点隆升的影响，

地壳拉伸减薄，发育巴拉那河三联点，其中 Ponta

Grossa Arch 这一支衰退消失（图 6），北支和南支持

续性地拉张并接受两侧沉积物充填，加之南大西洋

开裂时美洲板块的顺时针旋转，受简单剪切作用力

的影响，沿着低角度剪切带张裂从而形成桑托斯和

纳米贝这一组不对称的共轭盆地，使得裂谷中轴线

更加偏向于桑托斯盆地一侧[9, 32-34]（图 6）。这种不

对称伸展结构使得东西两侧的共轭盆地在分布范

围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桑托斯盆地比纳米贝盆地有

更加宽阔的大陆架，形成更大范围的地垒−地堑式、

书斜式构造的基底结构（图 1、7），有利于裂谷期

Picarras 组湖相烃源岩在低洼之处大面积保存；同

时裂谷发育期双向物源的沉积充填保证了在靠近

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热点西侧的盐下东部坳陷地层

极有可能存在裂谷期 Picarras 组湖相烃源岩。因此，

认为盐下东部坳陷地层存在一定规模的油气藏。

4.2    地震资料分析

通过对地震剖面进行层位解释，追踪地震同相

轴，划分出 9 个构造层位（如图 1、4），可以断定盐下

东部坳陷地带存在厚层裂谷期地层，为 Picarras 组

湖相烃源岩。湖相的烃源岩沿着基底大断裂以及

不整合面运移，被过渡期蒸发盐岩所阻挡，形成以

构造-地层复合圈闭和地层不整合遮挡圈闭为主的

油气藏（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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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南大西洋大洋中脊迁移示意图
[32]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igration of the mid ocean ridge in the South Atlantic Ocean[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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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桑托斯盆地经历前裂谷期、裂谷期、过渡期、

漂移期，对应陆内克拉通、裂谷、坳陷、被动大陆边

缘 4 类原型盆地；在剖面上，盆地构造格架为

“三坳夹两隆”，在平面上，为“南北分块、东西分带”

的“斜向棋盘”格局。

（2）桑托斯盆地油气地质特征为“以盐为界，下

湖上海中过渡；2 套源岩（主力）、2 套储层（主力）、

盐岩为盖（重要）”。

（3）桑托斯盆地以盐岩为界，盐下油气成藏模

式为“下生下储上盖”；盐上油气成藏模式为：“下

生上储上盖、上生下储上盖”；盆地油气富集规律为

“厚盐区盐下富集；薄盐区盐上富集”，特别是盐下

地区的优质湖相烃源岩，烃类沿断层和不整合面运

移，易形成大规模的油气田。

（4）通过对盆地区域构造史以及所得的地震资

料分析，认为在目前重视不足的盐下东部坳陷地区

存在厚层优质的湖相烃源岩，烃类沿着基底大断裂

以及不整合面运移，被过渡期蒸发盐岩所阻挡，形

成以构造-地层复合圈闭、地层不整合遮挡圈闭为

主的油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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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model of the lower salt eastern depression in Sant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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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ONIC EVOLUTION OF SANTOS BASIN, BRAZIL AND ITS
BEARING ON OIL-GAS EXPLORATION

SUN Xudong1,2, ZHENG Qiugen2*, GUO Xingwei1, WEN Zhenhe1, ZHANG Xunhua1,
WANG Jinzhou2, LI Jie2, LI Ziyuan3

（1 Qingdao Institute of Marine Geology,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Qingdao 266071, China；2 School of Ocean 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3 Petrochina Southwest Oil & Gas field Company,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Santos Basin, a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 basin in the South Atlantic Ocean on the east coast of
Brazil, is an important target for oil-gas exploration for the time being.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ismic data,
combined  with  the  evolutionary  model  of  a  superimposed  basin  for  the  South  Atlantic  Ocean,  the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Santos Basin can be sub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pre rifting stage, rifting stage, transitional stage
and drifting stage,  corresponding to the four prototype basins of craton,  rift,  depression,  and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 The well-matched spatiotemporal relationship of the prototype basin provides ideal tectonic conditions for
the generation of  super  large oil-gas systems in the Santos Basin.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source-reservoir-cap  system",  the  oil-gas  distribution  patterns  are  clear,  that  is,  "accumulated  under  salt  in  the
area with thick salt; and above the salt in the area with thin salt ". The analysis of regional tectonic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basin with seismic data has revealed that there are thick and high-quality lacustrine source rocks in
the neglected eastern depression area under salt, oil and gas generated may migrate following the major basement
faults and unconformities. Blocked by the evaporite rocks deposited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il-gas accumula-
tions  are  dominantly  formed  in  the  composite  structural  and  stratigraphic  traps  and  stratigraphic  unconformity
blocked traps.
Key words:  Santos Basin; conjugate basin;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eastern depression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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