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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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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琼东南盆地连片三维地震资料为基础，精细识别盆地浅层多种类型运移通道，系统

总结了盆地深水区浅层运聚系统发育特征，并探讨其对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控制，预测了天

然气水合物有利目标区。研究结果表明：琼东南盆地浅层运移通道主要包括断层、气烟囱、裂

隙、大型侵蚀不整合面和盆缘大型储集体，多种类型运移通道空间上相互组合，共同构建成盆

地浅层流体运聚系统；不同区域浅层流体运移通道发育程度不一样，陵南-松南低凸起浅层流

体运移通道最为发育，中央坳陷发育程度次之，浅水区相对不发育；琼东南盆地深水区浅层流

体运聚系统控制着天然气水合物的分布，对中深层天然气勘探也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总之，

琼东南盆地浅层流体运移通道较发育，其中最为发育的陵南-松南低凸起是盆地天然气水合

物规模成藏最为有利的场所，松南-宝岛凹陷陆坡区也具备优越的水合物成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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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琼东南盆地已发现多个大中型气田，证实盆地

天然气资源丰富[1-2]。琼东南盆地常规天然气勘探

主要针对流体运移通道发育的中深层断陷期及断

拗期地层，而对浅层裂后热沉降期地层关注度不高，

浅部地层以浅海−深海相泥岩沉积为主，构造活动

微弱，常作为区域盖层。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深水

天然气勘探和天然气水合物调查程度的不断深入，

研究人员发现中深层天然气与浅层水合物之间存

在密切联系，例如在墨西哥湾、阿拉斯加、加拿大、

里海及黑海等地区采集的水合物样品气源分析为

热解气[3-4]，证实浅层存在流体运移通道，可以将中

深层天然气疏导至浅层形成天然气水合物。琼东

南盆地开展的水合物调查也发现热解气对该区水

合物成藏具有重要的贡献[5-7]，可见琼东南盆地浅层

也存在流体运移通道。浅层流体运移通道是联系

中深层天然气和浅层水合物的纽带，因此，对琼东

南盆地流体运移通道发育特征开展研究，不但可

以帮助圈定浅层水合物有利发育区，也可以为中深

层天然气勘探提供指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

意义。

相对常规天然气勘探而言，水合物调查更关注

浅层流体运移通道的发育情况。南海北部陆缘盆

地深水区具备较好的水合物发育条件[8]，以往很多

学者对其浅层流体运移通道做了大量的工作[9-21]，

识别出多种类型的浅层流体运移通道并建立了相

应的水合物成藏模式。但是，前人研究多聚焦在水

合物调查较为成熟的珠江口盆地，而对于南海北部

陆缘西端的琼东南盆地，由于基础地震资料较少，

品质较差，对浅层流体运移通道的研究多集中在几

种运移模式的探讨上，缺少对全盆地浅层流体运移

通道类型、分布、空间组合及其与中深层气源沟通

的系统分析，因而制约了对琼东南盆地水合物藏分

布的认识。本文基于琼东南盆地石油地质认识和

区域连片三维地震资料，对盆地浅层流体运移通道

进行了精细识别和刻画，分析了盆地流体运移通道

发育特征及其对水合物成藏的控制作用，以期为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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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盆地水合物调查以及常规天然气勘探提供参考。 

1    区域地质背景

琼东南盆地位于南海北部拉张裂陷型大陆边

缘西端，是在中生代基底上发育的新生代陆内裂陷

盆地，其北靠海南隆起，南接西沙隆起，西部与莺歌

海盆地相邻，东部通过西沙海槽与南海西北次海盆

相通，整体呈 NE−SW 向展布[22]，盆地面积近 8×
104 km2，水深 80～3 000 m，深水区（＞300 m）面积

约 5×104 km2。按照区域构造特征，琼东南盆地划

分为北部坳陷、中部隆起、中央坳陷、南部隆起 4
个一级构造单元，进一步可划分为 13 个凹陷和多

个凸起、低凸起，形成“隆坳相间、多凸多凹”的构

造格局（图 1）。盆地新生代沉积最大厚度位于乐东

凹陷沉积中心，沉积厚度达 1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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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琼东南盆地构造区划及地层综合柱状图

Fig.1    Tectonic map with integrated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the Qiongdongnan Basin
 

琼东南盆地具有明显的“下断上拗”双层结构，

以区域不整合面 T60（23 Ma）为界划分为上、下两

大构造层，下构造层为古近纪断陷期和断拗期沉积，

上构造层为新近纪裂后热沉降沉积[23]。始新世−
早渐新世为琼东南盆地强断陷期，发育一系列 NE
向控凹大断层，琼东南盆地形成“多凸多凹”的构造

格局，这一时期盆地接受了始新统湖相、下渐新统

海陆过渡相沉积[24]，是琼东南盆地的主力烃源岩层。

晚渐新世盆地进入断拗期，在 SN 向伸展应力场作

用下盆地内部发育众多近 EW 向断层，早期 NE 向

断层继承性斜向伸展，这一时期盆地发育上渐新统

滨海相−浅海相沉积，晚渐新世末断裂活动逐渐减

弱。中新世琼东南盆地进入裂后热沉降期，断裂活

动进一步减弱，盆地“多凸多凹”地貌逐渐消失，形

成统一沉积体系，从盆地边缘到内部接受了滨浅海

相到半深海相的连续沉积，中央坳陷内部逐步形成

横贯琼东南盆地的中央峡谷[25]。上新世−第四纪

琼东南盆地陆架陆坡体系成熟，盆地大部分进入半

深海−深海相沉积环境，沉积中心由东向西逐渐迁

移，中央坳陷中、西部接受了巨厚的沉积，断裂活动

仅在局部发育，盆地东部上新世−第四纪沉积层较

薄，断层活动相对较强。 

2    浅层流体运聚系统发育特征

本文基于琼东南盆地石油地质认识和区域连

片三维地震资料分析认为，琼东南盆地浅层流体运

移通道主要包括断层、裂隙、气烟囱、侵蚀不整合

面和盆缘大型储集体，它们共同组成了盆地浅层的

流体运聚系统。以下重点对琼东南盆地流体运移

通道发育特征进行分析。 

2.1    浅层断层

琼东南盆地断至第四系的浅层断层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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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凹陷边缘，凹陷内部不发育（图 2），多为盆地控

凹大断层晚期活动的结果，因此，琼东南盆地浅层

断层常与深部大断层连通，形成自深部崖城组至第

四系的垂向运移通道，可以将深部油气输送至浅部

地层成藏。琼东南盆地北部坳陷浅层断层发育规

模有限，主要分布在崖南凹陷西部、崖北凹陷北部

和松东凹陷东北部；中央坳陷浅层断层主要分布在

陵水凹陷北缘和松南凹陷北缘，呈雁列式展布，为

中央坳陷控坳断层晚期活动的结果，断层发育规模

有限，局部可见与断层匹配发育的地震强振幅异常

体（图 3），反映深部油气沿断层运移至浅层；南部隆

起东部浅层断层较为发育，多为隆起区残留凹陷的

控凹断层，部分断层断至海底，控制现今海底地形

地貌（图 3）。琼东南盆地浅层断层整体具有东强西

弱的发育特征，盆地西部乐东-陵水凹陷热沉降期沉

积速率快、厚度大，浅层断层不发育；盆地中东部热

沉降期沉积厚度逐渐变薄，浅层断层逐渐增多，特

别是南部隆起东部和长昌凹陷浅层断层最为发育。

此外，松南低凸起南部发育一条 NE 向延伸的浅层

断层，平面上该断层横穿 3 个气烟囱构造，与气烟

囱构造匹配发育（图 2）；垂向上该断层与陵水凹陷

东次洼控洼断层相接，是差异沉降作用导致该控洼

断层晚期活动的结果，断层向上断至第四系（图 4）。
该断层与气烟囱匹配连通形成该区重要的浅层流

体运聚系统，深部油气汇聚至松南低凸起南部大型

构造脊后，即可沿断层与气烟囱形成的垂向运聚系

统运移至浅层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域成藏。

除晚期继承性活动的控凹断层外，琼东南盆地

浅层还发育一种特殊的断层−多边形断层。多

边形断层一般发育于细粒沉积物中，由一系列具有

微小断距的张性断层组成，断层平面上相互交织呈

多边形形态[26-30]。笔者利用琼东南盆地连片三维

地震资料对多边形断层进行了整体刻画，分析表明，

琼东南盆地多边形断层呈规律性发育。琼东南盆

地多边形断层集中分布在南部深水区，沿南部隆起

北缘呈带状分布，分布面积近 3×104 km2，其中盆地

中西部多边形断层主要发育在中央峡谷以南的陵

南-松南低凸起，中央峡谷北侧不发育，而盆地东部

主要发育在宝岛-长昌凹陷内，中央峡谷两侧均发育

（图 2）。琼东南盆地多边形断层多由近 EW 向和

SN 向 2 组近正交断层组成。近 EW 向断层延伸距

离较长，表现为向凹陷内部倾斜的顺向正断层，对

SN 向断层有明显的控制作用；SN 向断层延伸距离

短但发育数量比 EW 向断层多（图 5）。琼东南盆地

多边形断层为层间断层，主要发育于中新统，部分

断层向下可断至渐新统，少数断层可断至上新统

（图 3）。虽然琼东南盆地多边形断层不能直接沟通

深部烃源，但是其广泛且密集发育于热沉降期沉积

盖层内，降低了盖层的封闭性，其与下部断陷期断

层及砂体的连通有利于深部油气突破上部盖层向
 

南
海

隆

起

区

西

沙

隆

起

区

珠 江 口 盆 地

地

盆

海

歌

莺

海

西

北

次

盆

部

坳

陷

中

北

部

隆

起

中

央

坳
陷

南

部

隆

起

北
凹

陷

西
凹

陷

松

东
凹

陷

松

来
凹 陷

乐

南

凹
陷

松

宝
岛

昌 凹 陷长

南 凹 陷
崖

崖

东
凹

陷

乐

光

凹
陷

华

水

凹
陷

陵

泉
凹

陷

甘

礁

凹

陷

北

水

凸

低

陵

起

南

凸低

松

起

水

凸
低

陵

起

南
凸低

崖

起

1
3

1-

凸
低

崖

起

城 凸
崖

起

涛

凸

松

起

盆地边界

凸起

低凸起

凹陷

水深线

中央峡谷

图例

浅层断层

多边形断层
发育区

气烟囱

0 20 40 60 km

浅

水

区

图 2    琼东南盆地浅层流体运移通道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shallow fluid migration channels in the Qiongdongnan Basin

第 37 卷 第 7 期 宋鹏：琼东南盆地深水区浅层运聚系统及其对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控制 13



浅部运移，上新统局部可见与之匹配发育的流体管

道和地震强振幅异常体（图 3）。 

2.2    气烟囱与裂隙

气烟囱构造是地层深部热流体在超压驱动下

刺穿上覆地层薄弱带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质现象，

裂隙是构造活动或超压导致地层垂向破裂形成的，

气烟囱与裂隙均是由盆地深部向浅层发育的垂向

运移通道，因此可以将深部油气输送至浅层成藏，

二者是超压盆地流体向浅层运移的重要通道[31-33]。

本文根据气烟囱及裂隙地震反射特征对其进行刻

画，在琼东南盆地发现多个气烟囱和裂隙发育区。

琼东南盆地气烟囱成群成带分布，平面上单个气烟

囱常呈圆形或椭圆形，多个气烟囱组合在一起呈串

珠状分布（图 2），剖面上常表现为垂向分布的柱状

或蘑菇状模糊带。琼东南盆地气烟囱构造发育规

模差异较大，规模较大的气烟囱构造主要发育在陵

南-松南低凸起上，气烟囱从基底刺穿至近海底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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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地震同相轴下拉明显且可识别出断层、裂隙等

垂向通道，顶部发育众多流体管道，部分流体管道

可上冲至海底形成麻坑，气烟囱周缘及顶部常发育

地震强振幅异常体，反映气烟囱内部及其周缘流体

运移活跃（图 6）。规模相对较小的气烟囱构造多分

布在中央坳陷内部，气烟囱刺穿地层厚度有限，内

部或无明显的同相轴下拉现象，仅表现为一垂向模

糊带，该类气烟囱也常与地震强振幅异常体匹配发

育，证实其也具有流体疏导作用。

琼东南盆地规模较大的气烟囱构造主要分布

在松南-陵南低凸起基底隆起之上，这与莺歌海盆地

底辟（气烟囱）多发育于坳陷内不同。已钻井揭示

松南-陵南低凸起基底隆起区较其他区域存在更活

跃的热流活动，同时基底隆起区上覆沉积盖层受局

部张应力作用封盖能力较差，深部热流体在这一区

域更容易突破上覆盖层发生大规模的流体底辟活

动，这可能是琼东南盆地气烟囱多发育在基底隆起

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乐东-陵水凹陷是琼东南

盆地超压的中心，向其南北两侧隆起区逐渐过渡为

正常压力，乐东-陵水凹陷北部控坳断层是重要的泄

 

N

图 5    琼东南盆地松南低凸起方差体沿 T40层切片

Fig.5    Variance slice along T40 layer of Songnan Low Uplift in the Qiongdongn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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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琼东南盆地陵南低凸起气烟囱典型地震时间剖面

Fig.6    Typical seismic time sections showing gas chimneys of Songnan Low Uplift in the Qiongdongn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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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通道，而南缘基本为缓坡区，缺乏延伸距离长、活

动时间久的泄压大断层，集中发育的气烟囱构造可

能是该区压力释放的结果。

裂隙因发育规模较小、基本未错断地层且近乎

直立而不容易像断层一样在常规地震资料上识别

出来，利用蚂蚁体、方差体及曲率体等地球物理手

段可对其进行刻画表征。分析表明琼东南盆地气

烟囱内部及其周缘裂隙非常发育，在气烟囱内部呈

网状密集分布，烟囱周缘呈条带状展布（图 7）。除

气烟囱外，乐东-陵水凹陷超压盖层内部裂隙也非常

发育，该层系缺乏沟源断层和大型疏导体，超压的

发育促进了裂隙的形成，裂隙是该层系重要的运移

通道，该区中浅层气藏的发现证实了裂隙的存在及

其流体疏导能力。

 
 

气烟囱

裂隙

图 7    蚂蚁体立体显示图

Fig.7    Stereo display diagram of ant body
 
 

2.3    侵蚀不整合面

不整合面上下地层通常具有高孔渗及明显

的岩性差异特征，可作为流体运移的重要通道。

常规的沉积层之间形成的不整合面只能将流体

限定在固定的层段内斜向运移，而大型的侵蚀不

整合面倾角大、展布广，垂向上可以穿过多套地

层，流体沿其运移时可实现由深部地层向浅层的

运移。琼东南盆地中央坳陷发育横贯盆地的中

央峡谷。中央峡谷发育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其

与围岩呈侵蚀不整合接触，在中央坳陷内形成切

过多套地层的大型侵蚀不整合面，地震资料上表

现为强振幅连续反射特征（图 4）。中央峡谷形成

的侵蚀不整合面分布范围很广，空间上常与盆地

内的断层、气烟囱和裂隙等垂向运移通道连通，

构成浅层运聚系统，盆地深部的热解气进入中央

峡谷后，一方面在中央峡谷内的圈闭聚集形成多

个大中型气田，另一方面也可以沿着侵蚀不整合

面以及其构建的浅层运聚系统向浅部地层疏导。

中央峡谷中东段切穿地层更深、不整合面倾角更

大、分布范围更广，因此，中东段侵蚀不整合面垂

向疏导能力更强。 

2.4    盆缘大型储集体

盆地边缘发育的扇三角洲、三角洲等大型储集

体可延伸至盆地内部，上倾方向可延伸至基底暴露

区，其与盆地内部沟源断层组合构成盆缘大型储集

体+沟源断层的流体运移通道，该类运移通道可以

将深层油气运移至盆地边缘浅部地层，甚至泄漏至

海底形成油气苗[34]。琼东南盆地古近纪处于断陷

期，盆地边缘发育的扇三角洲、三角洲等储集体多

填充在盆地边缘的凹陷内，很难越过凸起区进入盆

地中心大面积分布。新近纪琼东南盆地各凹陷逐

渐填平补齐，盆地边缘发育的大型储集体可延伸至

盆地腹部，与沟源断层匹配形成流体侧向运移通道

（图 8），因此，琼东南盆地盆缘大型储集体+沟源断

层的运移通道主要发育于新近系。新近纪琼东南

盆地北部发育多个海南物源大型三角洲沉积，纵向

上多期三角洲叠置，形成近物源富砂沉积，横向上

延伸距离较长，最远可推进至中央坳陷北缘，其与

北部坳陷、中央坳陷沟源断层匹配形成盆缘大型储

集体+沟源断层的侧向运移通道。盆地南部南沙隆

起区及南部隆起新近系逐渐淹没于水下，缺乏大型

物源供给，因此，盆地南部不发育盆缘大型储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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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浅层流体运移通道的组合

综上所述，琼东南盆地浅层流体运移通道主要

包括浅层断层、气烟囱、裂隙、侵蚀不整合面和盆

缘大型储集体，多种类型浅层流体运移通道空间上

常常组合在一起形成浅层运聚系统。琼东南盆地

不同区域构造演化、沉积充填特征不同，运移通道

的发育类型、发育规模及其空间组合形式也不相同

（表 1）。

琼东南盆地陵南-松南低凸起一线浅层流体运

移通道最为发育，发育断层（多边形断层）、气烟囱、

裂隙等多种类型的运移通道，同时，中央峡谷从该

区北部穿过，其形成的侵蚀不整合面自西向东逐渐

扩大且下切逐渐加深。因此，该区东部松南低凸起

周缘发育“断层（多边形断层）+气烟囱+裂隙+侵蚀

不整合面”的浅层运聚系统（图 4），西部陵南低凸起

发育“断层（多边形断层）+气烟囱+裂隙”的浅层运

聚系统。
 
 

表 1    琼东南盆地运移通道发育特征对比表

Table 1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tion channels in the Qiongdongnan Basin
 

渗漏通道类型 分布区带 发育层系 发育规模

浅层断层

北部坳陷北部

中央坳陷北缘

南部隆起中东部

下部断至古近系

上部多断至中新统−上新统

部分断层断至海底

盆地局部发育

多边形断层
陵南-松南低凸起

宝岛-长昌凹陷

主要发育于中新统

少数断层断至渐新统、上新统
南部隆起周缘极其发育

气烟囱
陵南-松南低凸起

中央坳陷中西部

隆起区自基底刺穿至近海底

凹陷内多刺穿至中新统
盆地局部发育

裂隙

气烟囱内部及其周缘

乐东-陵水凹陷

2号断裂下降盘

主要发育于新近系 中央坳陷中西部极其发育

侵蚀不整合面 中央峡谷周缘 新近系
西段发育规模较小

中东段发育规模较大

盆缘大型储集体 琼东南盆地北缘 新近系 盆地北缘局部发育
 

中央坳陷西部新近系沉积巨厚，断层不发育，

裂隙是该区浅层主要的流体运移通道；而中央坳陷

东部新近系沉积较薄，浅层断层和多边形断层较为

发育；因此，中央坳陷西部主要发育“裂隙+侵蚀不

整合面”的浅层运聚系统，而东部主要发育“断层

（多边形断层）+侵蚀不整合面”的浅层运聚系统。

琼东南盆地北部浅水区气烟囱较少，火山零星

发育，浅层断层仅在大的控凹断裂周缘有限分布，

流体运移通道较不发育。浅水区北部发育多期次

海南物源大型三角洲沉积，且该区具有北高南低的

地形特征，因此，浅水区主要发育“盆缘大型储集

体+沟源断层”的流体斜向运聚系统。 

3    对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控制

天然气水合物成藏规模主要取决于赋存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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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琼东南盆地北缘典型地震时间剖面

Fig.8    Typical seismic time section in the northern margin of the Qiongdongn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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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合物稳定域）的发育和充足的气源供给。赋存

场所控制着矿藏的发育范围，气源供给决定了矿藏

的丰度和饱和度，二者的时空耦合配置是水合物规

模成藏的必备条件。琼东南盆地水合物稳定域厚

度较薄，稳定域内气源不足以支撑水合物规模成藏，

需要下部生物气或热解气的充足供给，因此，盆地

浅层流体运移通道的发育对水合物成藏至关重要。

琼东南盆地发育浅层断层、气烟囱、裂隙、侵

蚀不整合面和盆缘大型储集体等多种类型的浅层

流体运移通道，不同类型运移通道沟通深部烃源能

力不同，因此，不同类型浅层流体运移通道对天然

气水合物矿藏分布的控制能力也不一样。控凹大

断层晚期活动形成的浅层断层、气烟囱和裂隙多沟

通深部烃源，对天然气水合物气源的疏导能力强，

因此多控制着天然气水合物矿藏的分布；多边形断

层和侵蚀不整合面虽然也能起到流体垂向运移的

作用，但是该类运移通道多限制在固定层段内发育，

需与深部运聚系统沟通才能实现油气大规模、长距

离垂向运移；而盆缘大型储集体与沟源断层组合虽

然能将琼东南盆地深部油气通过“垂向+斜向”运移

的方式运移至盆地北缘浅部地层，但是盆地北缘为

浅水区，不具备天然气水合物成藏条件。因此，控

凹大断层晚期活动形成的断层、气烟囱和裂隙等流

体运移通道发育且与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域匹配的

地区，是天然气水合物勘探的重点区。陵南-松南低

凸起是琼东南盆地浅层断层、气烟囱和裂隙等流体

运移通道最为发育的地区，也是深部热解气的一个

汇聚中心，一方面，陵南-松南低凸起发育“断层（多

边形断层）+气烟囱+裂隙”的浅层运聚系统，该套垂

向运聚系统自基底发育至第四系，深部热解气汇聚

于陵南-松南低凸起之上后容易沿着气烟囱、断层

等发达的垂向流体运移通道向浅层运移，另一方面，

深部热解气沿着气烟囱、裂隙等垂向运移通道进入

中央峡谷后除了在峡谷内圈闭聚集形成气藏外，也

可以沿着峡谷壁侵蚀不整合面、断层、气烟囱构建

的浅层运聚系统进入浅层水合物稳定域，因此，陵

南-松南低凸起浅层具有充足的气源供给，该区浅层

富砂储集体是水合物规模成矿非常有利的场所[35]。

此外，中央坳陷东部浅层流体运移通道也较为发育，

适合水合物规模成藏，特别是松南-宝岛凹陷北部陆

坡区，该区下部发育断层、气烟囱、裂隙等运移通道，

浅层发育重力流富砂沉积，地震资料上可识别出横

穿地层的典型 BSR（图 9），具备优越的水合物成藏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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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琼东南盆地陆坡区、深海平原区水合物目标地震特征

Fig.9    Seismic characteristics of hydrate exploration targets on the continental slope and deep sea plain of the Qiongdongnan Basin
 

琼东南盆地浅层流体运移通道发育特征对天

然气水合物类型具有重要的影响。琼东南盆地发

育孔隙型水合物和裂缝型水合物，中央坳陷南缘发

育的气烟囱构造是裂缝型水合物最为有利的发育

场所，深部天然气通过气烟囱向上运移至水合物稳

定域时会在气烟囱内断层、裂缝及上部流体管道内

形成裂缝型水合物。而当浅层流体运移通道与稳

定域内海底扇、水道等重力流富砂储集体沟通时，

天然气进入储集体形成孔隙型水合物。

此外，琼东南盆地浅层流体运移通道对中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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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天然气勘探也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琼东南

盆地水合物规模成藏离不开深部充足的气源供给，

浅层水合物富集区常常也是深部热解气汇聚区，琼

东南盆地多个水合物目标与已发现中深层气藏相

伴生（图 10），浅层流体运移通道是联系二者的重要

纽带，可作为寻找常规气藏的重要指引。但是，由

于浅层流体运移通道破坏了沉积盖层的封闭性，在

利用浅层运移通道寻找中深层气藏时还需对其发

育规模、分布位置、疏导能力、疏导时间及与中深

层勘探目标匹配关系等方面加以研究。

 
 

中深层气藏

水合物目标

K K′

a

b

（a）地震瞬时频率剖面；（b）地震反射量级剖面

图 10    琼东南盆地气烟囱构造典型时间剖面

Fig.10    Typical gas chimney time section in the Qiongdongnan Basin
 
 

4    结论

（1）基于琼东南盆地连片三维地震资料的研究

表明，琼东南盆地深水区浅层流体运移通道比较发

育，主要包括断层、气烟囱、裂隙、侵蚀不整合面和

盆缘大型储集体，多种类型运移通道空间上常常组

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盆地的浅层流体运聚系统。

（2）琼东南盆地不同区域浅层流体运移通道发

育类型、规模不一样，陵南-松南低凸起发育断层

（多边形断层）、气烟囱、裂隙和不整合面等多种类

型运移通道，是琼东南盆地浅层流体运移通道最为

发育的地区；中央坳陷主要发育断层、裂隙、侵蚀不

整合面等浅层流体运移通道，发育程度次之；盆地

浅水区主要以“盆缘大型储集体+沟源断层”的斜向

运移为主，浅层流体运移通道相对不发育。

（3）琼东南盆地浅层流体运移通道控制着天然

气水合物的分布，浅层运移通道最为发育的陵南-松

南低凸起是盆地水合物规模成藏最为有利的场所，

松南-宝岛凹陷北部陆坡区也具备优越的水合物成

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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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LOW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SYSTEMS IN THE DEEP
WATER AREAS OF THE QIONGDONGNAN BASIN AND THEIR CONTROL

ON NATURAL GAS HYDRATE ACCUMULATION

SONG Peng
（Zhanjiang Branch of CNOOC Limited, Zhanjiang 524057, China）

Abstract:  Continuous 3D seismic survey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Qiongdongnan Basin, and various types of
migration channels are discover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llow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system in
the deep-water areas of the basin,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mechanisms which controls the deposition and accu-
mulation of natural gas hydrate (NGH). Favorable target areas for NGH exploration are predicted upon the basis.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shallow fluid migration channels of the Qiongdongnan Basin mainly consist  of faults,  gas
chimneys,  fractures,  erosion unconformities  and large reservoirs  along the border  of  the basin.  Various types of
migration channels are always combined in space to form shallow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systems. The de-
velopment status of the shallow fluid migration channels system varies from place to place. The most developed
areas include the Lingnan - Songnan Low Uplift and the Central Depression of the basin, while in the shallow wa-
ter  areas,  the  systems  are  relatively  undeveloped.  The  shallow fluid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systems  in  the
deep-water areas of the Qiongdongnan Basin not only control the distribution of NGH, but also influence the gas
exploration of the middle and deep layer deposits. To sum up, the shallow fluid migration channels are relatively
developed in the Qiongdongnan Basin, and the Lingnan-Songnan Low Uplift is the most favorable zone within the
basin, and the continental slope areas of the Songnan-Baodao Sag also have excellent conditions for NGH accu-
mulation.
Key  words:  Qiongdongnan  Basin;  shallow  fluid  migration  channels;  natural  gas  hydrate(NGH);  gas  chimney;
polygonal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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