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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上丝绸之路深海地质灾害类型众多．主要分析了海
底滑坡、三浅地质灾害和地震海啸这三种类型的地质灾害． 传
统多波束测深、三维地震勘探、深海钻探、声呐成像系统、海底
地理信息系统是识别海底滑坡最有效手段． 然而，准确解释和
量化滑坡参数对于确定滑坡群的机制需要物理实验模拟和数
值模拟;对于“三浅”地质灾害，地球物理技术是最有效的钻前
预测方法，但在超压的定量预测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识别准
确度不高，因而，需要发展海底原位监测技术，提高“三浅”地质
灾害的预测精度．南海海啸最主要的威胁来自其东部边缘的马
尼拉俯冲带，而非印度洋． 我国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已开发
应对南海及其附近区域的潜在海啸威胁的定量海啸预警系统．
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环俯冲带产生的地震海啸，影响甚广，亟待
建立完善的预警系统．
关键词 地震海啸;海底滑坡;天燃气水合物;浅层气;浅水流;
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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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deep-sea geological disaster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Ｒoad．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mechanisms and prediction techniques of three types
of geological hazards，namely submarine landslide，three shallow
geological hazards and earthquake and tsunami． Traditional multi-
beam sounding， three-dimensional seismic exploration，deep-sea
drilling，sonar imaging system and submarin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re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to identify submarine
landslides． However，accurate interpret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landslide parameters for determining the mechanism of landslide
group requires physical experiment simulation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Against the three types of geological disaster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distribution law of geophysical technology is the
most effective prediction before drilling method，but in quantitative
prediction of overpressure there is insufficient，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is not high，therefore，need to the shallow sediments in
situ measurement，in order to deepen to the south China sea three
types of geological hazards accurately forecast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The main threa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tsunami comes
from the Manila subduction zone on its eastern edge，not the Indian
Ocean． China's 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Forecasting Center
has developed a quantitative tsunami warning system to deal with
potential tsunami threats in and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However，the earthquake and tsunami generated by the Subduction
zone around the Maritime Silk Ｒoad have a wide impact，so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 perfect early warning system．
Keywords Earthquake and tsunami; Submarine landslide;
Natural gas hydrate; Shallow gas; Shallow flow; Maritime Silk Ｒoad

0 引 言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以海洋为载体，进一步串
联、拓展和寻求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汇点，激发各
方的发展活力和潜在动力，构建更广阔领域的互利共赢关系

( 刘赐贵，2014) ．然而，海上丝绸之路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从深海地质的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质灾害类型众
多，包括海底滑坡、深水“三浅”地质灾害、地震海啸、海平面
变化、海底浊流等十多种灾害类型( 叶银灿等，2003; Wu et
al．，2018) ．为进一步认识和规避这些地质灾害，需要发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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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手段的预测和预警技术．本文，我们主要分析海上丝绸之
路上海底滑坡、“三浅”地质灾害和地震海啸这 3 种类型的地
质灾害的特点、机理和预测技术，并对未来如何更加深入地
认识这些地质灾害进行展望．

1 海底滑坡

1． 1 概 述
海底滑坡是最危险的海底地质灾害之一，海底滑坡从陡

峭的大陆坡区域到大陆边缘深水区的平坦区域输送大量的
沉积物，是海底设备和工程基础设施的一个重大威胁( 吴时
国等，2010) ．

大规模的海底滑坡代表着对构造事件的沉积响应: 重大
的构造事件会引起大规模的地震活动，从而引发海底滑坡．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东北地震造成了约 27． 7 km2 的海底
滑坡( Tappin et al．，2014) ．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形成于 5. 5 Ma
的华光海底滑坡是红河断裂晚中新世走滑反转的证据．在某
些情况下，海底滑坡也会产生海啸，严重威胁沿海城市人们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例如海底滑坡造成了 2011 日本东北
海啸．
1． 2 滑坡的地球物理识别

海底滑坡具有一定的地球物理特征，它反映了滑坡形成
的应力应变过程( Wang et al．，2018) ．滑坡体的后壁和侧壁
是连续的正断层或陡坡( 图 1) ，是原状和滑动地层之间的连
续边界．海底滑坡的底面为剪切滑动面，顶面为下部混沌层
与上部连续岩层之间的连续面．对海底滑坡的诊断侵蚀特征
的识别和海底滑坡厚度的传导计算，可确定海底滑坡的运移
方向、沉积中心和震源区．

在地震剖面上，海底滑坡通常以未受扰动的沉积地层包
围的丘状、低振幅、混沌和半透明地震反射特征，具有三种不
同的主要地震反射特征: ( 1) 连续的平行反射模式; ( 2) 次平
行连续到次连续和起伏反射; ( 3) 不相干或内部变形为混沌
反射模式．

由图 1 可见，典型的海底滑坡的边界地形特征在头、体、
趾之间有所不同．虽然头部和上体部分用陡坎表示，但是下
体和脚趾之间的边界不清楚，因为在内外区域之间的高度差
异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底滑坡的趾部边界表现为与头部相
反的地形，滑动后的坡脚地形由海底滑坡形成的趾部组成．
然而，根据典型的地震相和地形特征，可以在地震剖面和水
深图中容易地识别海底滑坡的边界，包括后壁、侧壁、反转地
形、顶部表面和基底表面．
1． 3 滑坡的致灾机理与风险评价

在过去 50 年里，IODP在海底滑坡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
究工作． 2020 年，IODP将在日本海沟针对日本海沟 3·11 大
地震诱发的海底滑坡和海啸沉积层进行钻探，揭示过去
1500 年以来海底滑坡的形成机理和灾害效应．

地震诱发的滑坡是通过产生流体超压来减小滑坡所需
要的剪应力( Biscontin et al．，2004) ． 然而，虽然地震可能引
发海底边坡失稳，但它们可能不是许多大型海底滑坡发生的
唯一机制( Vlker et al．，2011) ．其他的海底滑坡触发机制还
包括: ( 1) 重力作用; ( 2) 快速沉降; ( 3) 天然气水合物分解;
( 4) 侵蚀性底流; ( 5) 海平面变化; ( 6) 构造运动．下面主要讨

论三种触发机制，包括: ( 1 ) 流体超压和重力作用; ( 2 ) 天然
水合物分解和全球海平面变化; ( 3) 构造运动．

( 1) 流体超压和重力作用
很多海底滑坡发生在坡度较大的区域 ( ＞ 2°) ，例如琼

东南盆地陆坡小规模的海底滑坡、西沙海槽的斜坡和西沙群
岛周边地区．不过海底滑坡即使在小于 2°的区域也可能发
生，如大陆隆起和深海平原，陡峭的斜坡不是海底滑坡的必
要前提．

在大陆斜坡中产生流体超压最常见的过程是低渗透沉
积物的快速沉积( Flemings et al．，2008) ．汇入南海的大型河
流，包括珠江、红河和湄公河等，每年可达到 16 亿公吨．快速
沉积为产生流体超压提供了基本条件．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
进行的数值模拟和直接测量表明，流体超压可以接近上覆地
层压力，并显著降低沉积物抗剪强度，使大陆斜坡处于临界
失稳状态( Stigall and Dugan，2010) ．对于这些区域，海底滑
坡是由坡度和流体超压共同导致的．

( 2) 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和全球海平面变化
海底滑坡可能与海平面和气候变化有直接关系，白云滑

坡可能属于这种类型．天然气水合物层底界与白云滑坡底面
一致，表明白云海底滑坡的形成可能与天然气水合物的分解
和海平面变化有关( Wu et al．，2011; Wang et al．，2014b) ．
因为固相水合物转化为流体的过程提高了沉积物中的流体
压力，降低了剪切强度，这使得斜坡可能失稳，白云滑坡的数
值模拟也证明了这一点( 刘峰等，2010) ．

海底滑坡是亚马逊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气候引起的
海平面变化有关( Maslin et al．，1998) ．其海底滑坡存在以下
两种机制: 第一，海平面的迅速下降破坏了陆坡天然气水合
物储层，造成斜坡破坏和冰川海底滑坡;其次，安第斯山脉的
冰川消融和随后的亚马孙河沉积物冲淤造成海底滑坡．

( 3) 构造运动
在构造运动的长周期尺度特征下，很难确定海底滑坡与

构造运动之间的直接关系．只有利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证
据，才能将海底滑坡与构造运动联系起来．对于华光滑坡，采
用地层序列的时空约束方法，利用区域地层层序追踪海底滑
坡基底面和顶面形成时间．滑坡的形成时间与顶面地质时间
相同，约为 5． 5 Ma． 滑坡主要分布在红河断裂向海的延伸
处，位于莺歌海东部———琼东南盆地( 图 2) ．在时间域上，华
光海底滑坡( 约 5． 5 Ma) 形成于中新世晚期红河断裂的反
转，而在空间域中，海底滑坡发生在受红河断裂逆转影响的
区域．拉伸因子和热模拟结果表明，该构造事件是一次始于
约 5． 5 Ma的加热事件，达到峰值约 1． 9 mA( 图 2b) ．

海底滑坡灾害风险评价一般通过调查船、AUV、ＲOV、深
拖等调查平台，同时借助地质取样、钻孔、孔压测量及原位监
测等方法手段，获取土工、地震等一系列原始数据，查明海底
的地形地貌和断裂构造活动特征，从而建立区域地质模型，
用于预测潜在海底滑坡区域．利用浅地层剖面、侧扫声呐、取
样测试和测年等技术，可确定海底滑坡的年代，有助于认识
海底滑坡机制，评估滑坡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例如，
Haflidason等( Haflidason et al．，2004 ) 根据柱状样以及浅钻
的研究分析，揭示了 Storegga 滑坡规模和发育演化过程．
Fisher等( Fisher et al．，2005) 利用多波束和多道地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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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底滑坡的沉积模式和指示特征( Wang et al．，2018)
( 1) 头壁陡坎; ( 2) 侧缘; ( 3) 伸展脊和块; ( 4) 基底剪切面; ( 5) 残余块; ( 6) 横向补偿压力脊; ( 7) 纵向剪切一级流织物; ( 8) 压力脊;
( 9) 局部脊( 10) 基底剪切面槽; ( 11) 斜坡和平坦; ( 12) 高; ( 12) 侵蚀阴影残留物; ( 14) 褶皱; ( 15) 逆冲断层; ( 16) 前缘; ( 17) 泥石

流; ( 18) 压力脊; ( 19) 基底剪切面条纹; ( 20) 超越块．

Fig． 1 Sedimentary patterns and indic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ubmarine landslides ( Weimer et al．，2007)
( 1) Head wall ridge; ( 2 ) Lateral margin; ( 3 ) Extending ridges and blocks; ( 4 ) Shear plane of the base; ( 5 ) Ｒesidual block; ( 6 )
Transverse compensation pressure ridge; ( 7 ) Longitudinal shear first-grade fabric; ( 8 ) Pressure ridge; ( 9 ) Local ridge ( 10 ) basal shear
plane trough; ( 11) Slopes and flatness; ( 12) High; ( 12) Erosion of shadow residues; ( 14) Fold; ( 15) Thrust fault; ( 16) Leading edge;
( 17) Debris flow; ( 18) Pressure ridge; ( 19) Shear plane fringe of the basement; ( 20) Transcendental block ( Wang et al．，2018) ．

图 2 琼东南盆地的海底滑坡
( a) 海底多波束地形图和( b) Huaguang海底滑坡厚度图( V1、V2 等代表区域性高点) 详细描述了海底滑坡的平面特征;

( c) 和( d) 海底滑坡的地震剖面清晰地显示了海底滑坡的地震特征( Wang et al．，2014a) ．

Fig． 2 Submarine landslide in Southeast Qiong Basin
( a) Submarine multi-beam topographic map and ( b) Huaguang submarine landslide thickness map ( V1，V2，etc． represent
regional high points) ． The plane characteristics of submarine landslide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 c) and ( d) Seismic profiles

of submarine landslides clearly show the seismic characteristics of submarine landslides( Wang et al．，2014a) ．

了南加利福尼亚芭芭拉海峡的海底滑坡至少发生在 200
Ka前．

原位监测也是一种研究海底失稳现象的主要方法．目前
主要应用在天然气水合物开发过程中的海床变形监测，日本
对于海床监测主要有两条方法: ( 1 ) 高精度水压测量技术;
( 2) 三分量加速传感器监测．美国对墨西哥湾水合物开发区
建立了综合监测系统，其主要由水平监测线阵、垂直监测线

阵、海底边界层监测线阵、海床探针、气烟囱监测阵列等组
成．然而监测海床变形滑动，世界各国均未完全实现监测数
据的实时传输，也并未完全解决海底原位长期观测的电能供
应问题．
1． 4 研究实例
1． 4． 1 华光海底滑坡

在琼东南盆地断裂点区，海底滑坡是将沉积物从陆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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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输送的主要过程．在 150 ～ 1500 m 水深的上坡区，海底
滑坡分布在海床上，覆盖面积约为 13000 km2 ( 图 2a、c) ，它
是由琼东南盆地北缘 40 km和 180 km之间的许多小规模单
元组成的 ( Wu et al．，2011 ) ． 坡度沿坡度逐渐由西向北
递增．

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形成大型华光海底滑坡 ( 面积约
18000 km，最大厚度 930 m) ( Wang et al．，2014a) ( 图 2b、d) ．
泥沙输移的主要方向是南至北，主要的泥沙来源是琼东南盆
地南部，位于印度半岛东部和古角隆起北部．在这一地区，红
河断裂的晚中新世反转、印度支那半岛的隆起和侵蚀加剧，
以及南海西部沉积速率的突然上升，为该大型海底滑坡提供
了触发条件．
1． 4． 2 白云滑坡

白云滑坡面积超过 13000 km2 ( 图 3 ) ，主要分布在珠江
口盆地深水区( Wang et al．，2014b) ，坡度介于 1° ～ 14． 5°之
间，滑坡可分为四个地形单元．这些划分表明，白云海底滑坡
复合体是由众多规模较小的海底滑坡组成的． SLI 受 W-E方
向的浊流影响较大; SLII 为以 NW-SE 运动方向为主的亚尺
度海底滑坡; SLIII主要来源于白云海底滑坡的东缘; SLIV受
两个亚尺度海底滑坡影响，并由一套残余岩层分隔．白云滑
坡主要包括构造活动、流体运移和海底火山作用三个触发机
制．此外，新的因素，如地貌变化、热流体流动和气体逸出，也
可能对海底滑坡的触发起着重要作用( Wang et al．，2014b) ．
1． 4． 3 苏门答腊岛坡海底滑坡

苏门答腊岛及周边海域位于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交
界处，地壳运动活跃、地震作用强烈． 2004 年的大地震除了
引发印度洋的灾难性海啸之外，还触发了该岛西北部海域深
水区的一处大型海底滑坡，该滑坡的动态发展过程也可能参
与了此次海啸的生成．图 4 为滑坡区域多波束地形图，斜坡
上部可清晰地识别出滑坡划痕，滑坡起始于逆冲褶皱的侧
翼，水深范围约在 3400 ～ 4000 m之间．破坏后的滑坡土体在
深海平原处形成一个三角形沉积体，三角形顶部为大型的拆
离块体．地震剖面显示滑动面与倾斜海床基本平行，研究推
测该滑坡可能是沿着某一连续的软弱层滑动的．
1． 4． 4 地中海大型海底滑坡

图 5 给出了地中海区域海底滑坡分布． 研究数据表明，
地中海附近的海底滑坡分布在地中海大陆边缘所有的地质
环境中，最大的两个海底滑坡为尼罗河三角洲流域 ( Ⅴ) 和
Ｒhone-Ebio河陆缘( Ⅸ) ，有仪器数据显示有地震活动的地
区，如阿尔及利亚边缘也有海底滑坡活动，但是面积范围较
小，构造活跃的地区如希腊弧，也有具有相对较少的斜坡垮
塌事件，地中海地区的海底滑坡的分布与构造和河口的快速
堆积密切相关．

2 深海“三浅”地质灾害

2． 1 概 述
我国南海海域油气储量十分丰富，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2013 年的公开数据，南海石油储量约为 110 亿桶，天然气储
量约为 5． 38 × 1012 m3 ．此外，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调查结果显
示，我国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潜力也十分巨大，具有重大
的开采利用价值．这表明今后南海将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接

替区域( 张功成等，2007; 梁金强等，2014) ．不过，我国南海
深海油气和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既有广阔的前景，同时也面临
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浅层地
质灾害，包括浅层气 ( 杨进等，2015 ) 、浅水流 ( 孙运宝等，
2014) 和天然气水合物( McConnell et al．，2012) ．

浅层气为埋藏深度比较浅的小型天然气油藏，有些来自
海底沉积物分解形成的甲烷气，也有些来自较深部位的油气
藏，经常出现超压，钻遇浅层气时造成的气侵引发井涌或井
喷，导致井控失败，而且大量气体喷出水面可能造成平台倾
覆等严重事故;浅水流存在于原位未固结的超压砂体中，是
深海钻井中经常遇到的浅层地质灾害之一，一般发生在深海
海底泥线下几百米的层位，高压砂体中的砂和水在超压的驱
动下涌进井眼，会造成井壁失稳、井涌和井喷等多种复杂事
故．天然气水合物只有在特定的温压条件下是稳定的，而钻
井打开地层后将改变地层的温压条件，造成近井地带的天然
气分解，一方面分解后产生的大量气体会引发井涌甚至井喷
等事故;另一方面，天然气水合物的分解增加了地层的孔隙
压力、降低了地层强度，导致井壁坍塌、海床沉降甚至引发海
底滑坡( Maslin et al．，1998) 、井涌甚至井喷等事故，对深海
油气开发危害很大．

如上所述，深海钻井和天然气水合物开采过程中的“三
浅”地质灾害问题主要发生在浅部地层，这些问题关系到水
下井口的稳定性、井壁失稳、海床稳定性以及后续油气开发
建设能否顺利实施，对于整个深海油气和天然气水合物开发
工程至关重要．而目前我国南海深海盆地的勘探开发程度较
低，天然气水合物的开发也刚处于试采阶段，对南海浅层地
质灾害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开展南海深海浅层地质
灾害的研究，为南海深海油气和水合物开发提供一定的
指导．
2． 2 地球物理识别

( 1) 浅水流的形成及地球物理识别方法
浅水流是疏松的超压砂体，在深海区一般是深海水道砂

体或再搬运滑塌沉积物快速埋藏( 孙运宝等，2014) ．它的形
成有三个必要条件:疏松未固结且具有较大孔隙度和渗透率
的砂质沉积物、具有低渗透率且可形成有效封闭层的泥质沉
积物和超压．

在钻井之前识别出浅水流等过高压层毫无疑问是最有
价值的． Huffman 和 Castagna ( Huffman and Castagna，2001 )
对浅水流砂体进行了岩石物理实验，结果表明，浅水流砂体
具有较高的孔隙度( 40%左右) 、较低的密度，同时由于具有
很高的孔隙压力，这使得沉积颗粒之间的有效应力大大降
低，颗粒之间的接触面积变小，此时纵横波速度均会降低，然
而由于横波对流体压力反应更加敏感，故横波速度降幅比纵
波速度大，因而在地球物理属性上表现出明显的高 Vp /Vs 异
常( 大于 3． 5，一般达到 9 或 10 以上) 、高泊松比、低阻抗等
特性，在相干体上表现为一种弱相干性，在均方根振幅上表
现为强均方根振幅的地震特征，利用这些地震属性可以对潜
在浅水流砂体进行定性识别．

振幅、层速度、波阻抗等地震参数也可以用来预测浅水
流砂体．从高分辨率地震资料中提取振幅信息预测浅水流砂
体．然而，由于在浅层砂与泥岩的波阻抗差别是比较小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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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白云海底滑坡分布特征
( a) 研究区域的位置．虚线表示白云海底滑坡的边界; ( b) 白云海底滑坡的地形分区和分布特征．

黑色虚线表示每两省之间的边界． SL Ⅰ、SL Ⅱ、SL Ⅲ和 SL Ⅳ代表亚尺度海底滑坡．
黑箭头显示各亚尺度海底滑坡的运移方向( Wang et al．，2014b) ．

Fig． 3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aiyun submarine landslide
( a)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The dotted line indicates the boundary of the baiyun submarine landslide;

( b) Topographic division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aiyun submarine landslide． The dotted black line indicate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two provinces． SL Ⅰ，SL Ⅱ，SL Ⅲ and SL Ⅳ represent subscale submarine landslides． The black arrow

shows the migration direction of each subscale submarine landslide( Wang et al．，2014b) ．

图 4 滑坡区剖面图
Fig． 4 Section map of landslide area

图 5 地中海区域海底滑坡分布图
Fig． 5 A map of sea-floor landslides in the Mediterranean Ｒ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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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反射振幅比较弱，因此单独依靠振幅预测浅水流砂体是
不可靠的．相对于振幅，目前更常用的方法是地震纵横波速
度，根据前面所述的浅水流砂体性质，浅水流层具有相对低
的纵横波速度和相对高的纵横波速度比 ( 或者泊松比) ，这
些比振幅更能反映浅水流的存在与否．例如，吴时国等( 吴时
国等，2010) 利用基于遗传算法的叠前全波形反演得到南海
北部白云凹陷地震测线处的纵横波速度比剖面，对潜在的浅
水流砂体进行了识别．这些反演方法的利用提高了纵横波速
度的反演精度和浅水流砂体的识别精度，与地震属性识别方
法结合可实现不同资料完整度下的浅水流砂体的识别方法．

( 2) 浅层气的形成与地球物理识别方法
浅层气一般指海底以下 1000 m 浅地层内聚集的气体．

浅层气因埋藏浅，又常具有高压性质，其对海底沉积物的胶
结、硬度和强度等均产生较大影响，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海底
地质灾害( 叶银灿等，2003) ．

根据地球化学分析，海底浅层气分为生物气和热成甲烷
浅层气，生物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几乎不含重烃，是大量陆
源碎屑物质带来的生物碎屑和有机质被甲烷菌分解逐步形
成的气体;而热成因浅层气是由深部地层的烃类气体通过一
定的通道运移到浅部地层汇聚而成，常呈超压状态．浅层气
形成后，经过地质时期的运移与聚集，一般稳定地埋藏于海
底之下．通常，浅层气常以层状、团状、高压气囊和气底辟 4
种形态赋存于海底．浅层气在我国渤海湾、东海、黄海和南海
等各大海域均有分布．而南海海域浅层气分布尤其广泛，如
北部湾盆地、莺歌海盆地、琼东南盆地、万安盆地、珠江口盆
地、台西南盆地均分布有浅层气．

利用浅层气在地震剖面上的反射特征可以识别浅层气，
浅层气在地震剖面上主要表现为: 气烟囱、强反射、气体通
道、声波哑区和亮点五种类型( Abrams，2017) ．气烟囱是指
天然垂向运移在地震剖面上形成的含气异常现象，是气藏超
压、构造低应力部位和泥页岩封隔层 3 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强反射是剖面局部振幅增强，是浅层气或含气沉积物与
上覆无气沉积层之间明显的声波阻抗差异导致;气体通道下
部含气区沿断层或断裂上浮聚集在上覆砂层;声波哑区是一
个内部反射突然变弱或消失、内部反射结构不可见的区域，
是由于孔隙气体运移扰乱沉积层或地震波能量被含气沉积
层吸收致使很少或无能量反射导致，多出现于强反射之下;
亮点是地震剖面上的强振幅、反相位局部增强反射，代表了
气顶面，是由浅层气与上覆沉积层显著的波阻抗差异造成．
利用这些地震反射特征可以对浅层气进行定性识别．

( 3) 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条件及地球物理识别方法
天然气水合物的成藏需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足够多的

气和水，足够低的温度; 较高的压力; 一定的孔隙空间． 充足
的气源是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热解气
和生物气都可以作为天然气水合物的气源．温度和压力条件
决定了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水合物稳定带主要受地层的温
度及压力相平衡条件制约．

天然气水合物的存在改变了海底沉积物的物理性质，如
声波速度、波阻抗、电阻率等，这是地球物理方法探测水合物
的基础．海底似反射层( BSＲ) 是识别天然气水合物最重要的
标志，通常解释为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的底，其主要特征有:

与海底近似平行;极性与海底相反;常常斜切沉积层; BSＲ之
上常出现空白反射; BSＲ之下常出现强反射轴．

除了利用 BSＲ 识别天然气水合物，还有很多基于天然
气水合物地层岩石物理性质的地球物理属性识别方法，含天
然气水合物的岩石物理性质是地震研究的基础，一般含天然
气水合物地层具有高阻抗、低密度、高波速、低吸收系数等性
质，可以为天然气水合物地层的识别提供依据．常用的地震
属性识别技术包括 AVO 技术、AVA 技术、波阻抗反演、吸收
系数反演、全波形反演、VSP技术．随着海底勘探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高频 OBS技术、海底电磁法勘探等陆续用于水合物
的探测．随着水合物钻探的实现，常规油气测井应用到水合
物勘探中，应用电阻率、声波、密度、自然伽马等测井技术识
别出更多的水合物类型，并实现了水合物饱和度的高精度
评价．
2． 3 成因机制
2． 3． 1 南海北部浅层气的形成条件

( 1) 气源条件
浅层气的成因主要分为生物气、亚生物气和热成因气 3

类．南海北部盆地中浅层气藏普遍具有混合成因的特征，并
主要以生物气—热成因气为主．这种由生物气与热成因气混
合而成的气藏在琼东南盆地和白云凹陷的的含气构造中普
遍存在．

( 2) 运移通道
南海北部深海区发育有大量的油源断层、不整合面和底

辟构造，构成了良好的流体输导体系，有利于气体沿断层运
移到浅层并在近海底地层中聚集成藏．南海北部盆地内，沟
通断陷烃源岩和陆坡浅层沉积体系的油气源断裂非常发育，
而且这些断层大多数向下延伸至古近系地层，为深部产生的
流体向构造高部位及构造转换带等地层压力薄弱带运移提
供通道．

通过对三维地震测线的分析，并圈定了五种类型的浅层
气在白云凹陷的分布( 图 6) ．强反射分布在整个含有浅层气
的区域．气体通道在目标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部一小
部分，该区域的气体通道主要是由大断层 ( 西部) 和小断裂
组成( 东北部) ．声波哑区主要分布在区域北部．亮点零散的
分布在西部和北部，亮点主要伴随在断裂附近，地层不平整，
导致浅层气零星分布形成亮点．
2． 3． 2 南海北部浅水流的形成条件

南海北部区域的浅水流地层模型可通过二元结构进行
描述，下部为高孔隙沉积物，研究区内主要为深海扇系统，其
为浅水流的形成提供了主要的物质基础，上部为低渗透沉积
物，主要为上新世以来的海相细粒沉积物，其为浅水流的形
成提供了必要的封堵盖层，其演化过程可通过水道的埋藏及
欠压实过程描述．

早期阶段，低位体系域形成，陆坡区深海盆地中广泛发
育水道侵蚀作用，随着区域构造沉降和海平面变化的影响，
浊积水道开始充填浊积砂体，这些巨厚的砂体后来被低渗透
率泥岩或页岩地层所覆盖，随着埋深的增加，地层载荷也不
断增加，层间孔隙流体不能有效排出，同时下伏地层中排出
的流体不断积累，从而形成局部异常超压环境．后期阶段，是
超压异常的破坏．当该区域发生强烈的构造运动或人为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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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南海北部白云凹陷区域五种浅层气类型气烟囱、强反射、气体通道、声波哑区和亮点的分布特征
Fig． 6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ive types of shallow gas in the Baiyun Depression area in the north of

the South China Sea: gas chimney，strong reflection，gas channel，acoustic mute area and bright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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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作用时，下部的砂体在热流体作用和超压作用下便可能沿
断裂构造或套管向上移动，从而形成浅水流．

将叠后反演和叠前反演结合起来的反演方法-混合地震
反演法，来预测浅水流砂体．首先对研究区常规地震资料和
高分辨率资料进行叠前特殊处理，最重要的是做好保幅处
理，通过 AVA反演模块获取 P-剖面和 G-剖面，给定初始纵
横波速度比信息，得到完全基于地震的伪 S-波，然后应用遗
传算法进行叠前全波形反演，将从叠前反演得到的弹性地质
模型作为约束叠后反演的趋势，遗传算法可以有效处理地震
道振幅所产生的干涉效应，最后进行混合反演研究，获取浅
水流预测所需要的各种属性参数．

图 7 南海北部深海区发育的浅水流水道砂体
Fig． 7 The shallow water channel sand body developed in the northern deep sea area of the South China Sea

南海经历了多期次的构造沉降活动，南海北部发育大量
的块体搬运沉积( MTDs) 与峡谷水道，滑坡等这些因海底失
稳而产生的特殊海底地形地貌．这类地貌的发现表明了南海
北部深海盆地沉积中存在浅水流砂层的可能性，特别是白云
凹陷区域发育了大规模古滑坡并伴随多期次峡谷水道沉积
( 图 7) ．白云凹陷通过利用叠前全波形反演处理地震资料，
发现浅层多处存在高 Vp /Vs 区域，部分区域 Vp /Vs 超过 9，泊
松比高达 0． 49，并且连续性好，充分说明这一区域很可能发
育浅水流砂层( 图 7) ．

浅水流砂体在相干体上( 左) 和均方根振幅上( 右) 的表
现，浅水砂体在相干体上表现出明显的弱相干性，在均方根
振幅上表现为强均方根振幅的地震特征． 通过结合叠前
AVA反演、基于遗传算法的全波形反演及叠后反演的混合
反演方法预测的南海北部浅水流砂体的大致分布范围．
2． 3． 3 南海北部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条件

( 1) 温压条件
南海北部深水区的温压条件满足水合物形成的相平衡

条件．
( 2) 南海气源条件
甲烷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东沙群岛海域、中国台湾西南斜

坡、笔架南盆地、神狐地区、万安盆地等，其次为琼东南盆地、
西沙海槽北部、中建南盆地等．总体上南海北部陆坡区明显

高于西部陆坡区和南部陆坡区，中国台湾西南地区为异常高
值区．

由此可见，南海北部陆坡区是烃类气体异常相对强烈的
地区，其中东沙群岛海域沉积物的烃类气体含量要优于神狐
地区、西沙海槽和琼东南盆地，同时东沙群岛海域的 BSＲ 也
是整个南海北部陆坡区最好的，因此东沙群岛海域天然气水
合物的找矿前景有可能要好于神狐地区．

( 3) 气体运移
水合物的形成需要大量的气体，原位的生物气是不足以

形成水合物的，因此，气体运移成为影响水合物成藏的重要
因素．甲烷气及其他气体在沉积地层中的运移主要通过三种
方式:①溶解气;②扩散气体; ③游离气． 钻探区地震资料分
析在水合物稳定带之下发现了大量的断层、气烟囱及粗粒水
道体系等构造，这些构成了深部气体向上运移的重要通道
系统．

白云凹陷地区超压流体释放与水合物成藏存在着复杂
的动态演化过程．白云凹陷地区由于基底沉降、陆坡迁移和
充足沉积物供应，形成了多期超压地层．晚中新世末期，受东
沙运动的影响，东沙隆起带及其周边的基底发生升降活动，
产生了大量的 NW—NWW 向走滑断裂，诱发超压储层流体
释放，形成气烟囱，在浅部地层富集大量热解气体，吸附在
沉积物颗粒上．东沙运动结束后，地层超压得以释放，深部
储层孔隙压力减小，热流体活动减弱．浅部地层沉积物孔隙
中的热解气逐渐被生物气替代，形成以生物气为主的水合
物层．

天然气水合物的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识别方法如下( 王吉
亮和吴时国，2016) : 首先进行天然气水合物富集的烃源条
件、构造条件、流体疏导条件和沉积条件等基本地质成藏条
件分析，基于热力学平衡方程分析水合物稳定条件，估算天
然气水合物稳定带范围; 然后，结合区域地质条件分析基于
地震数据进行 BSＲ 识别和其他地震属性分析，初步圈定天
然气水合物空间展布;最后基于高分辨率地震数据结合测井
数据进行弹性阻抗 /波阻抗 /全波形反演，获得精细阻抗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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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速度剖面，并结合岩石物理模型对水合物分布进行定量
识别．

3 地震海啸

3． 1 概 述
海啸一词源于日语，主要指由于地质活动，如地震、海底

火山爆发、海底滑坡等，导致海底大规模突然的上下变动而
诱发的大型海浪运动．过去的三千多年历史中，全球共发生
过将近 300 起致命的海啸灾害，造成 600000 多人死亡，俯冲
带地震是诱发灾难性海啸灾害的最主要因素 ( Ｒyan et al．，
2015) ．根据历史海啸记录的统计结果，全球海啸的发生区域
大致与地震带一致，而西太平洋—印度洋区域是诱发海啸灾
害的危险地带．

大型的海啸灾害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2004 年 12 月 26 日印度洋大海啸使全世界对海啸灾害的关
注度空前提升．这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海啸灾难:
9. 3 级地震引发的越洋海啸重创东南亚和南亚至少 10 个国
家，造成将近 22． 8 万人丧生，超过 100 万人流离失所． 另一
方面，海啸造成的次生灾害，如油气泄漏等造成的环境污染，
海底电缆破坏造成通信中断，以及人口密集区疾病流行性爆
发等，也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2011 年 3 月
11 日的日本海啸事件中，海啸和地震造成的福岛第一核电
站核泄漏事故等级高达 7 级，放射性物质泄漏，水质污染扩
散，农产品污染等等连锁影响，至今未能完全消除． 因此，进
一步对大型海底灾害的形成机制、长期实时监测技术的研究
十分有必要．
3． 2 地震海啸监测与预警

海啸灾害可以借助海啸产生到传播上岸的时间差来发
布预警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更新对海啸形成机制的认识
以及多方法结合的海啸观测网，有助于提高海啸预警系统的
有效性．尽管海啸灾难不断挑战海啸预警系统，但是海啸预
警系统，也因此不断更新完善． 例如，2004 年印度洋海啸促
进印度洋海啸预警系统从无到有; 2011 年日本东北海啸揭
示了经验方法预测俯冲带地震的局限性; 2018 年帕鲁海啸
更新了对走滑机制地震诱发海啸的认识．

海啸监测可以通过潮位站、海底或井孔压力监测等仪器
设备进行．潮位站监测是一种传统的监测方式，以日本为例，
目前日本沿岸有超过 200 个潮位站，但是受限于潮位站距离
岸边较近，对于海啸早预警工作而言并不是很理想，相反，如
果布放在开阔大洋，有利于对海啸的早探测．
3． 3 典型地震海啸
3． 3． 1 印度洋海啸

印度洋区域历史海啸灾害记录不多，人们对于海啸灾害
的预防不足，后此次事件之后的第一个科学共识就是，缺乏
海啸预警系统、海啸知识和信息是这次海啸过程中死亡人数
巨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
洋学委员会 (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of
UNESCO) 大会第 23 届会议决定，建立印度洋海啸预警系统
( IOTWS，Indian Tsunami Warning and Mitigation System) ．该海
啸预警系统通过包括地震仪、GPS台站和海岸潮汐探测器的
300 个观测点提供的数据为印度洋区域海啸预警服务． 自

2011 年以来，该海啸预警中心共向公众发布 6 次海啸预警，
同时，巴基斯坦在卡拉奇、伊斯兰堡等多个城市进行地震监
测，组建海啸预警系统，2009 年该海啸预警系统测试成功，
并逐渐开展与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的通信合作．但是，在印
度尼西亚，由于经费预算问题，用于检测海啸的海上浮标无
法发挥功效而作废，这为 2018 年 9 月 28 日的帕鲁海啸灾难
埋下了隐患．
3． 3． 2 日本东北地震海啸

日本地震海啸多发，2011 年日本东北地震-海啸事件中，
尽管已有自 1984 年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太平洋海啸预警中
心( Pacific Tsunami Warning Center，PTWC) ，并且日本气象
厅(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JMA) 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
海啸实时预警系统，但是地震震级远远超过日本东北部中长
期地震预测的 MW 8． 0 级大地震，震级高达 MW 9． 0，近岸激
发局地海啸，时间差大大缩短，地震后仅 15 min，海啸就到达
日本东北部的东海岸，造成非常巨大的损失．这些情况表明
了地震破裂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人类对于俯冲带地震-海啸机
制的认识不足．

日本是世界上海上观测仪器数量最大的国家，拥有
GNSS(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浮标系统、DONET
( Deep Ocean-floor Network system for Earthquakes and
Tsunamis) 和 S-net 观测系统( Mulia and Satake，2020) ．日本
近海有 18 个 GNSS浮标，布放在水深约 100 ～ 400 m，距离岸
边 12 km的海域．该系统最早在 2004 年 4 月建立．这种浮标
监测仪器的监测精度为在距离基准站 20 km的范围，精度为
4 cm． DONET系统布放在水深超过 3，000 m 的海底，并且其
精度不受距离的限制．目前 DONET系统已经拥有 49 个 OBP
监测仪( Ocean Bottom Pressure gauges) ． 2011 年日本东北地
震-海啸事件之后，为了加密海底地震观测网络而布设了 S-
net观测网．该观测网目前拥有 150 个 OBP监测仪，覆盖范围
相当广，涵盖 2011 年日本东北大地震的整个震源区及其周
边地区，该网络电缆总长度为 5800 km．不过，日本的海啸观
测网络布设及维护成本较高，且存在使用寿命限制的问题．

4 结论与建议

传统多波束测深、三维地震勘探、深海钻探、声呐成像系
统、海底地理信息系统是识别海底滑坡最有效的手段．然而，
准确解释滑坡机制需要物理实验和数值模拟．但理论模型往
往与实际大尺度的实地资料、流变参数有较大出入，如模拟
海底滑坡对海底管线的冲击，很难测量其角度、法向力、切向
力之间的关系，难以实验验证．

针对“三浅”地质灾害的形成机制和分布规律认识不
足．此外，虽然国内外在浅水流和浅层气的钻前地球物理预
测方面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在超压的定量预测
方面还存在着不足，识别准确度不高; 关于天然气水合物地
层的厚度和饱和度也缺乏高精度的预测方法，因而，需要对
浅层沉积物性进行原位测量，以便加深对南海“三浅”地质
灾害的准确预测．

2004 年印度洋海啸中，在海南三亚的验潮站记录的海
啸浪高也只有 8 cm．南海海啸最主要的威胁来自其东部边缘
的马尼拉俯冲带，而非印度洋．我国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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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着手开发了应对南海及其附近区域的潜在海啸威胁的定
量海啸预警系统; 2018 年 2 月 8 日，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中
心宣布正式开始业务化试运行．但是，海上丝绸之路俯冲带
产生的地震海啸，影响甚广，未来亟待建立完善的预警系统．

致 谢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编辑部的大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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