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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海陆架盆地地处欧亚板块东部边缘，勘探开发实践表明，盆地内西湖凹陷天然气圈闭资源雄厚，具有很好的勘探前

景。 利用 Ｖａｉｌ 层序地层学理论，依托钻录井、地震资料等，将新生代 ７ 次全球海平面显著下降所形成的不整合界面判别为 ７ 个二

级层序界面。 平湖组和花港组组成 ２ 个二级层序（ＳＳＱ３—ＳＳＱ４）和 ６ 个三级层序（ＳＱ１—ＳＱ６），坡折带之下可识别出低位体系

域、海侵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坡折带之上仅识别出海侵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 西湖凹陷西缓坡带发育物源来自海礁隆起—渔

山隆起的三角洲—陆棚（平湖组）或湖泊（花港组）沉积体系，东陡坡带发育物源来自钓鱼岛隆褶带的扇三角洲或近岸水下扇—
陆棚（平湖组）或湖泊（花港组）沉积体系，沉积中心在东次凹。 构造运动和物源供给决定西湖凹陷构造沉积格局，古气候和海平

面升降对三级层序及其内部体系域发育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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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层序地层学已形成 ５ 种主要学派，分
别为 Ｖａｉｌ 层序、Ｈｕｎｔ ＆ Ｔｕｃｋｅｒ 层序、Ｇａｌｌｏｗａｙ 成因层

序、Ｅｍｂｒｙ 海进—海退（Ｔ—Ｒ）层序和 Ｃｒｏｓｓ 高分辨率

层序。 Ｖａｉｌ 层序［１］ 和 Ｈｕｎｔ ＆ Ｔｕｃｋｅｒ 层序［２⁃３］ 均是在

地震地层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前者利用不整合面

将内部体系域三分而后者却是将其四分，后者意在强

调强制性海退，他们在中国影响较大；Ｇａｌｌｏｗａｙ 成因

层序［４］和 Ｅｍｂｒｙ 海进—海退（Ｔ—Ｒ）层序［４］ 均将内

部体系域二分，即强调海退和海侵过程，他们在中国

影响不大；Ｃｒｏｓｓ 高分辨率层序［５］ 强调多级次基准面

旋回，即认为多级次的基准面组合可反映各种地质过

程，在中国影响逐渐变大。
西湖凹陷平湖组和花港组是东海陆架盆地勘探

的重点，利用 Ｖａｉｌ 层序地层学理论，依托钻录井、地
震资料等划分西湖凹陷平湖组、花港组层序地层，建
立层序格架和体系域沉积模式，并揭示沉积层序的主

控因素，对西湖凹陷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１　 区域地质背景

东海陆架盆地盆地位于欧亚板块、菲律宾板块和

太平洋板块相互作用的特殊部位，盆地主要受始新

世—渐新世菲律宾板块向欧亚板块斜向俯冲影响，还
叠加了同期菲律宾板块顺时针旋转及郯庐断裂脉冲

式左行走滑的双重影响，盆地形态明显呈菱形，整体

扩张同时也具左行走滑性质，是钓鱼岛残余弧后的走

滑拉分陆缘裂谷盆地［６］。 盆地自西向东分为西部坳

陷带、中央隆起带和东部坳陷带［７］。 西湖凹陷位于

东部坳陷带内［８］，北接福江凹陷，东为钓鱼岛隆褶

带，南连钓北凹陷，西接虎皮礁—海礁—渔山隆起和

长江坳陷，面积约 ５．１８×１０４ ｋｍ２（图 １）。
　 　 东海陆架盆地西湖凹陷经历了早期多幕裂陷和

断陷、中期拗陷和多幕挤压反转［９］、晚期沉降，凹陷

的构造—地层格架具有深、中、浅层叠加的“三层式”
结构特点。 平湖组沉积期为断陷晚期，花港组沉积期

为坳陷早期（图 ２）。
　 　 平湖组沉积期末，凹陷西缓坡带见有明显的角度

不整合，其余地区多见低角度不整合，钻井揭示花港

组底部为含有风化剥蚀形成的褐红色砾石，属下切水

道充填，是海平面下降构造沉积响应。 该海平面下降

对应了始新世 ／ 渐新世全球变化的Ｏｉ⁃１（ ＦｉｒｓｔＯｌｉｇ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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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东海陆架盆地大地构造位置及构造区划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图 ２　 东海陆架盆地构造沉积演化与新生代全球气候变化

Ｆｉｇ．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ｉｎ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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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ｅ Ｇｌａｃｉａｌ）骤冷事件［１０］，Ｏｉ⁃１ 事件表层浮游有孔虫

绝灭率高，底栖有孔虫绝灭率中等，浅水软体动物绝

灭率达 ６８％ ～ ９７％［１１］，δ１３Ｃ、δ１８Ｏ 正偏［１２］，反映全球

表层温度骤然降低约 ４ ℃，深水降温 ７ ℃ ～８ ℃，全球

表层海水温度明显下降，赤道附近均温仅 ２０ ℃ ±，两
极 ２ ℃ ±，相当于现在南极冰盖 ８５％ ～ ９５％的冰量已

在南极海域出现［１３］，南极冰盖形成，地球从此由两极

无冰状态过渡到单极冰盖状态，全球平均海平面下降

约 ７０ ｍ（图 ２）；花港组沉积期末，凹陷形成区域性的

角度不整合，凹陷东缘有大规模岩浆侵入，同期全球

平均海平面下降对应了古近纪 ／新近纪全球变化的

Ｍｉ⁃１（Ｆｉｒｓｔ Ｍｉｏｃｅｎｅ Ｇｌａｃｉａｌ）变冷事件［１０］，Ｍｉ⁃１ 事件

δ１３Ｃ、δ１８Ｏ 明显波动［１２］，赤道太平洋底层水温至少下

降 ２ ℃，南极冰盖相当于现今冰盖的 １２０％［１３］，并伴

随约 ５０ ｍ 的海平面下降（图 ２）。

２　 层序地层

根据 Ｖａｉｌ 层序地层学理论，二级层序（简称为

ＳＳＱ）又称“构造层序”，时限一般 ３～５０ Ｍａ，层序界面

（简称为 ＳＳＢ）通常为隆升不整合界面，代表较强烈的

局部性的构造运动，常形成角度不整合，沉积间断时

间较长；三级层序（简称 ＳＱ）主要受控于海平面升

降，三级层序界面（ＳＢ）多为侵蚀不整合，一个完整的

三级层序由海侵体系域（ＴＳＴ）、高位体系域（ＨＳＴ）和
低位体系域（ＬＳＴ）组成。 根据构造演化期次及全球

海平面变化，东海陆架盆地新生界可识别出 ７ 个二级

层序。 平湖组与花港组分属 ＳＳＱ３ 上部与 ＳＳＱ４，他们

又共同组成 ６ 个三级层序（ＳＱ１—ＳＱ６）。 凹陷的坡折

带位于东次凹西侧，西缓坡带至中央反转带的广阔区

域为坡折带之上沉积区。 由于坡折带之上的低位体

系域沉积很薄，地震及钻井识别均很困难，因此仅在

该区域识别出海侵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图 ２，３），低
位体系域位于东次凹。
２．１　 层序界面

２．１．１　 二级层序界面（隆升不整合）
二级层序界面（ＳＳＢ）为隆升不整合界面，它是由

构造隆升和全球海平面升降两种因素共同叠加而形

成的不整合界面。 这类界面通常所反映的构造隆升

常常是局部性的，主要反映造陆作用。 界面上下地层

的接触关系通常为平行不整合或微角度不整合，代表

的沉积间断约为数个至十个百万年。 隆升不整合

ＳＳＢ４ 和 ＳＳＢ５，也是新生代 ２ 次全球气候变化的沉积

响应。 界面之下为遭受剥蚀的老层序高位体系域粗

粒沉积，界面之上为新层序细粒沉积（图 ４）。

图 ３　 西湖凹陷平湖组、花港组沉积序列及层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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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西湖凹陷 Ｃ—Ｄ 剖面平湖组、花港组钻井、地震层序及其界面特征

Ｆｉｇ．４　 Ｃ－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ｈｏｗ 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ｉｎｇｈｕ⁃Ｈｕａｇ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ｈｕ ｓａｇ

　 　 ＳＳＢ４ 在工区为平湖组 ／花港组界面，地震界面

Ｔ３０，界面在工区西侧海礁隆起与 Ｔｇ 叠合。 界面之下

为平湖组三角洲粗粒沉积，界面之上为花港组三角洲

细粒沉积。 ＳＳＢ４ 具有明显的侵蚀现象，地震上可见

削截现象，全区主要以中—高连续、中—强振幅为主。
ＳＳＢ５ 在工区为花港组 ／龙井组界面，地震界面

Ｔ２０，该界面西侧海礁隆起也与 Ｔｇ 叠合。 界面之下为

花港组三角洲粗粒沉积，界面之上为龙井组细粒沉

积。 ＳＳＢ５ 削截现象明显，主要特征为高连续、中—强

振幅，地震特征稳定在全区易追踪。
２．１．２　 三级层序界面（侵蚀不整合）

三级层序界面侵蚀不整合（ＳＢ）是海平面下降形

成的层序不整合界面，叠加了新层序的海侵上超，存
在低位体系域期短期沉积间断，主要表现为垂向上岩

性岩相突变。 界面下伏浅水岩相突变为上覆深水

岩相。
西湖凹陷平湖组、花港组可识别出 ５ 个侵蚀不整

合（ＳＢ１、ＳＢ２、ＳＢ３、ＳＢ５ 和 ＳＢ６）。 界面下伏遭受剥蚀

的老层序高位体系域三角洲砂体，界面之上为新层序

海侵体系域前三角洲泥岩；地震界面是海侵上超和高

位削截的叠合界面，反射终止关系明显，较易追踪

（图 ４）。
２．１．３　 体系域界面（初始海泛面、最大海泛面）

三级层序内部体系域界面包括初始海泛面（ ｔｓ）
和最大海泛面（ｍｆｓ）。

初始海泛面（ ｔｓ）是三级层序内部跨过坡折带的

海泛面，它是低水位体系域 （ ＬＳＴ） 和海侵体系域

（ＴＳＴ）的物理分界面，在该界面之上水深突然大幅度

增加。 西湖凹陷平湖组、花港组 ６ 个坡折带之上的初

始海泛面（ ｔｓ１、ｔｓ２、ｔｓ３、ｔｓ４、ｔｓ５ 和 ｔｓ６）与三级层序界

面侵蚀不整合（暴露不整合）叠合为一个界面（由于

低位下切谷充填不易识别，所以未划分低位体系

域），表现为海侵上超不整合。
最大海泛面（ｍｆｓ）是三级层序内部海平面上升

到最高后开始下降的拐点界面，是退积与进积的转换

面，是海侵体系域（ＴＳＴ）与高位体系域（ＨＳＴ）的分界

面。 西湖凹陷平湖组、花港组可识别出 ６ 个最大海泛

面（ｍｆｓ１、ｍｆｓ２、ｍｆｓ３、ｍｆｓ４、ｍｆｓ５ 和 ｍｆｓ６），该类界面的

岩性岩相在垂向上为突变，界面之下多为海侵体系域

前三角洲泥岩、粉砂质泥岩，界面之上过渡为高位体

系域三角洲前缘细砂岩、粉砂岩。 测井曲线组合外形

由下部 ＧＲ 微齿状高值向上陡变为 ＧＲ 箱状低值。
地震界面为海侵期上超与高位下超复合界面，反射终

止关系较明显，区域上较易追踪（图 ４）。
２．２　 三级层序及其体系域特征

东海盆地西湖凹陷（西部地区）坡折带之上平湖

组、花港组划分了 ６ 个三级层序、６ 组海侵体系域和

高位体系域（图 ３），坡折带之上（西部地区）发育的

低位体系域下切水道局限于地震剖面密度及分辨率，
将其并入下伏三级层序的高位体系域；东次凹位于坡

折带之下（无钻井揭示）充填低位体系域，依据地震

反射外形及层序沉积模式推断发育湖底扇、斜坡扇和

低位楔；在东陡坡带（东部地区）发育物源来自钓鱼

岛隆褶带的扇三角洲或近岸水下扇砂砾质沉积，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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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特征为丘形、楔形反射外形，亚平行、前积内部反

射结构（图 ４）。
２．２．１　 平湖组层序特征

平湖组沉积期，广海在钓鱼岛隆褶带以东，但海

水从南部进入了西湖凹陷，沉积中心东次凹形成了半

封闭的陆棚。
西缓坡带—中央反转带平湖组 ３ 个三级层序

（ＳＱ１、ＳＱ２、ＳＱ３），在纵向上反映 ３ 次海侵—海退旋

回。 海侵体系域主要发育海侵期的前三角洲—陆棚

泥质沉积，高位体系域主要发育物源来自西湖凹陷西

部海礁或渔山隆起的三角洲平原砂砾质—三角洲前

缘砂质—东次凹前三角洲、陆棚泥质沉积，以及物源

来自西湖凹陷东部钓鱼岛隆褶带的近岸水下扇或扇

三角洲砂砾质—东次凹陆棚泥质沉积。
如 ＳＱ２ 相当于平湖组中段，时限 ３８．８ ～ ３７．２ Ｍａ，

时限约 １．６ Ｍａ（图 ２）。 ＳＱ２ 底界（ＳＢ２）为侵蚀不整

合、海侵上超不整合、整一界面的叠加，顶界（ＳＢ３）为
侵蚀不整合。 在凹陷西部隆起区存在地层缺失，地震

剖面上见削截、上超反射。 ＳＱ２ 仅西缓坡带钻穿，厚
度变化大。 依据 ｔｓ２ 及 ｍｆｓ２，将 ＳＱ２ 划分为低位、海
侵、高位体系域。 ＳＱ２ 低位体系域，发育在东次凹，推

测为湖底扇、斜坡扇及低位楔砂质、粉砂质夹泥质沉

积。 ＳＱ２ 海侵体系域，发育前三角洲泥质—陆棚泥质

沉积，厚度较小。 地震反射特征为席状反射外形，平
行—亚平行反射结构，弱—中振幅，中连续。 ＳＱ３ 高

位体系域主要发育三角洲前缘砂岩、粉砂岩沉积向东

次凹过渡为前三角洲—陆棚泥质沉积；地震反射特征

表现为席状反射外形，亚平行、前积反射结构，中—强

振幅，中—高连续。 （图 ５）。
２．２．２　 花港组层序特征

花港组沉积期，南部与广海的通道关闭，西湖凹

陷为滨海湖泊，但在海侵期可能与广海连通。
西缓坡带—中央反转带花港组 ３ 个三级层序

（ＳＱ４、ＳＱ５、ＳＱ６），在纵向上反映了 ３ 次水进—水退

旋回。 海侵体系域主要发育海侵期的前三角洲—深

湖（可能与广海连通）泥质沉积，高位体系域主要发

育物源来自海礁或渔山隆起的三角洲前缘砂质沉积。
如 ＳＱ６ 相当于花港组上段上部，年龄 ２５． ７ ～

２３．０３ Ｍａ，时限约 ２．６７ Ｍａ（图 ２）。 ＳＱ６ 底界（ＳＢ６）为
侵蚀不整合，顶界（ＳＳＢ５）为隆升不整合，为二级层序

界面。 依据 ｔｓ６ 及 ｍｆｓ６，将 ＳＱ６ 划分为低位、海侵、高
位三个体系域。ＳＱ６低位体系域，发育在东次凹，推

图 ５　 西湖凹陷 Ｃ—Ｄ 剖面 ＳＱ２ 沉积相、地震相特征

Ｆｉｇ．５　 Ｃ－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ｈｏｗ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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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为湖底扇、斜坡扇及低位楔砂质、粉砂质夹泥质沉

积。 ＳＱ６ 海侵体系域，发育前三角洲泥质—深湖泥质

沉积，厚度较小，地震反射特征为席状反射外形，平
行—亚平行反射结构，弱—中振幅，中连续。 ＳＱ６ 高

位体系域，发育两期进积砂体，西缓坡西缘为三角洲

平原砾岩、含砾砂岩、粗—中砂岩，向东过渡为三角洲

前缘砂岩，东次凹沉积前三角洲—深湖砂泥岩及扇

体；以见大量向西次凹前积现象为特征，为席状、楔形

反射外形，亚平行—杂乱反射结构， 中—强振幅，
中—差连续（图 ６）。
２．２．３　 层序格架

平湖组和花港组共同充填 ６ 个三级层序（ＳＱ１—
ＳＱ６），即代表 ６ 期三级层序时限内的海侵—海退旋

回（图 ７）。 低位体系域主要充填于沉积中心的东次

凹（图 ７ 未见，后述）。
ＳＱ１—ＳＱ６ 海侵体系域（ＴＳＴ）主要保留了前三角

洲—深湖泥质沉积，越靠近东部沉积中心泥岩厚度越

大。 三角洲平原和前缘向海礁或渔山隆起（剥蚀区）
退积，但受后期海退（水退）剥蚀影响未保留（图 ７）。

ＳＱ１—ＳＱ６ 高位体系域（ＨＳＴ）西缓坡带向东直至

东次凹依次发育三角洲平原砂砾岩、砂岩—三角洲前

缘前积砂体—前三角洲砂泥岩—深湖泥岩或低位扇

体，期间充填多期次级海侵泥岩。 高位体系域海平面

下降速度缓慢，三角洲向东进积，可容空间决定沉积

砂体厚度；随着海平面继续下降，早期沉积的三角洲

砂体遭受暴露剥蚀为当期的三角洲提供物源，因此高

位体系域三角洲砂体由东向西残余厚度越来越薄、由
西向东保留越来越多，如 Ｙ１ 井的砂体厚度明显大于

Ｎ１、Ｂ２、Ｂ１、Ｂ３ 井的残余厚度，Ｙ１ 井顶部还可见三角

洲向东部推进过程中保留的三角洲平原砂砾岩

（图 ７）。

３　 体系域沉积模式

３．１　 低位体系域

西湖凹陷平湖组、花港组沉积中心位于东次凹，
坡折带位于东次凹以西。 低位体系域充填于东次凹，
地震识别为湖底扇、斜坡扇和低位楔砂质、粉砂质沉

积。 低位体系域在坡折带之上的下切河道充填砂砾，
由于厚度不大， 将其并入老层序的高位体系域

（图 ８）。
　 　 低位期，海平面（基准面）下降到了坡折带之下

①→②→③→④时期，西湖凹陷西缓坡带老层序高位

体系域砂质沉积暴露剥蚀改造，坡折带之上发育深切

谷砂砾质充填。西湖凹陷东陡坡带发育物源来自钓

图 ６　 西湖凹陷 Ｃ—Ｄ 剖面 ＳＱ６ 沉积相、地震相特征

Ｆｉｇ．６　 Ｃ－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ｈｏｗ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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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西湖凹陷 Ｃ—Ｄ 剖面平湖组、花港组层序地层及沉积相剖面图

Ｆｉｇ．７　 Ｃ－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ｈｏｗ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ｉｎｇｈｕ⁃Ｈｕａｇ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ｈｕ ｓａｇ

图 ８　 西湖凹陷平湖组低位体系域沉积模式

Ｆｉｇ．８　 ＬＳ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ｉｎｇｈ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ｈｕ ｓａｇ

鱼岛隆褶带的扇三角洲和近岸水下扇砂砾质沉积。
在坡折带之下的东次凹依次发育湖底扇、斜坡扇和低

位楔砂质、粉砂质沉积，海平面①→②时期下降，发育

湖底扇，物源经由深切谷来自西部海礁隆起—渔山隆

起，或来自东部钓鱼岛隆褶带近岸水下扇扇缘；海平

面②→③时期下降到最低点，可能发育斜坡扇，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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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西部海礁隆起—渔山隆起；海平面③→④时期上

升但仍在坡折带之下，发育向东前积特征明显的低位

楔，物源来自西部海礁隆起—渔山隆起。
３．２　 海侵体系域

ＳＱ１～ ＳＱ６ 海侵体系域，海平面（基准面）上升到

了坡折带之上的初始海泛面④→最大海泛面⑥时期。
在西湖凹陷西缓坡带发育物源来自海礁隆起—渔山

隆起的西湖凹陷西缓坡带三角洲退积，残留前三角

洲—陆棚（或深湖）泥质沉积。 在西湖凹陷东陡坡带

发育物源来自钓鱼岛隆褶带的扇三角洲或近岸水下

扇砂砾质—陆棚（或深湖）泥质沉积（图 ９）。

３．３　 高位体系域

ＳＱ１～ ＳＱ６ 高位体系域海平面（基准面）从最大

海泛面⑥⑦开始下降，经海平面⑧下降至坡折带之下

的海平面⑨。 由于海平面下降，物源来自海礁隆起—
渔山隆起的西湖凹陷西缓坡带三角洲进（前）积，三
角洲依次以前积斜层形态向东次凹陆棚（或深湖）推
进，下超于最大海泛面之上。 同样由于海平面下降，
近物源的西湖凹陷西缓坡带边缘高位体系域早期沉

积暴露并遭受剥蚀，形成顶界侵蚀不整合面。 西湖凹

陷东陡坡带发育物源来自钓鱼岛隆褶带的扇三角洲

和近岸水下扇砂砾质沉积（图 １０）。

图 ９　 西湖凹陷平湖组海侵体系域沉积模式

Ｆｉｇ．９　 ＴＳ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ｉｎｇｈ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ｈｕ ｓａｇ

图 １０　 西湖凹陷平湖组高位体系域沉积模式

Ｆｉｇ．１０　 ＨＳ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ｉｎｇｈ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ｈｕ ｓ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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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层序演化主控因素

构造运动和物源供给决定西湖凹陷构造沉积格

局，古气候和海平面升降对三级层序及其内部体系域

发育的影响更大。
构造运动对层序的控制主要表现在构造运动对

层序可容空间（沉积区）形成所起的主要作用。 东海

陆架盆地属于残余弧后的走滑拉分陆缘裂谷盆地，为
西湖凹陷平湖组、花港组沉积可容空间持续扩大提供

了保障。 西湖凹陷东西部双物源供给形成了西部海

礁隆起—渔山隆起剥蚀区—西缓坡至东次凹沉积

区—东部钓鱼岛隆褶带剥蚀区的沉积格局。
受古气候的影响，平湖组沉积末期对应了同期全

球平均海平面下降约 ７０ ｍ，西湖凹陷西缓坡带平湖

组顶部暴露剥蚀；花港组沉积末期对应了全球同期全

球平均海平面下降约 ５０ ｍ，西湖凹陷西缓坡带花港

组顶部暴露剥蚀。 古气候还是海平面（基准面）周期

性升降变化的主要控制因素，是三级层序及其内部体

系域沉积相带展布的主要控制因素。
海平面（基准面）周期性升降变化控制了三级层

序发育及其内部体系域演替，同时也控制了体系域沉

积相展布，不同体系域的相带展布明显不同（图 ８，
９，１０）。

４　 结论

（１） 西湖凹陷西缓坡带发育物源来自海礁隆

起—渔山隆起的三角洲—陆棚（平湖组）或湖泊（花
港组）沉积体系，东陡坡带发育物源来自钓鱼岛隆褶

带的扇三角洲或近岸水下扇—陆棚（平湖组）或湖泊

（花港组）沉积体系，沉积中心在东次凹。
（２） 根据构造演化期次及全球海平面变化识别

出划分出 ７ 个二级层序。 西湖凹陷平湖组、花港组划

分为 ２ 个二级层序（ ＳＳＱ３—ＳＳＱ４）和 ６ 个三级层序

（ＳＱ１—ＳＱ６）。 由于将坡折带之上下切谷河道充填归

在老层序的高位体系域中，所以坡折带之上仅发育

ＴＳＴ 和 ＨＳＴ。
（３） 构造运动和物源供给决定西湖凹陷构造沉

积格局，古气候和海平面升降对三级层序及其内部体

系域发育的影响更大。 构造运动控制层序可容空间。
东西部双物源供给形成剥蚀区—沉积区—剥蚀区沉

积格局。 受古气候的影响平湖组和花港组沉积末期

全球海平面分别下降约 ７０ ｍ 和 ５０ ｍ。 同时古气候

和海平面共同控制体系域交替及沉积相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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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ｅｏｕｓ ｆａｎ ｄｅｌｔａ ｓ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ｓｈｅｌｆ （ｏｒ ｄｅｅｐ ｌａｋｅ） ｍｕｄ ｔｈａｔ ｓｏｕｒ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ａｏｙｕ ｕｐｌｉｆｔ ｚｏｎ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ｐａｌｅｏ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Ｘｉｈｕ Ｓａｇ； Ｐｉｎｇｈ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ｕａｇ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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