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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海陆架盆地的构造单元存在多种划分方案，其分歧在 于东西分带还是南北分块为主。通过对盆地全 

区大量地震剖 面和 重磁 资料 的解释 与分析 ，并结合前人 的研 究成 果，以地 层分布 和盆地 结构特征 为原 则 ，强调“早 

期南北分块、晚期东西分带”的观点，将盆地 自西向东划分为：(1)西部坳陷带，包括长江坳陷、台北坳陷、彭佳屿坳 

陷；(2)中央隆起带，包括虎皮礁隆起、海礁隆起、渔山隆起和福州隆起；(3)东部坳陷带，又称浙东坳陷。这一划分 

方案体现 了盆地 内新生代沉积地层 的分布及厚度 变化 、地质 结构 、构造 演化 等方 面的特征 ，这 对 于认 识全 盆结构 、 

对比东西差异及 区域油气勘探 都具有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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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陆架盆地经过数十年 的油气勘探和研究 ， 

成为我国重要的油气资源勘探区之一，也取得了丰 

富的地质资料、油气储量和科研成果2 引。但鉴于对 

盆地的结构和演化等认识各异 ，在盆地的构造 单元 

划分上存在多种方案，这不利于区域油气资源的探 

寻。本文通过盆地全区大量地震剖面和重磁资料的 

解释与分析 ，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以地层分布、 

盆地结构特征和重磁特征为原则，提出了东海陆架 

盆地构造单元的综合划分方案。 

不同的划分方案及其特征 

东海位于亚洲大陆的边缘，为西太平洋沟弧一 

盆一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海海区及邻域构造 

单元的划分以板块构造理论和现今的大地构造格局 

为主要划分原则，突 出其海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该 

区沟一弧一盆这 3个大陆边缘的主要构造单元 ]。上 

海海洋石油局(原地质矿产部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 

历经多年的地质与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并在参考前 

人传统的划分方法 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和完 

善 ，以板块构造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东西分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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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原则 。对东海的地质构造单元先后提出了“一盆两 

隆、j三盆三隆和两盆三隆”3种划分方案(表 】)。 

在整个东海盆地中仅仅针对东海陆架盆地构造 

单元的划分 ，在国内十多年的研究 中就先后提出了 

4种主要方案。 

(1)20世纪 8O年代初 ，原地质矿产部上海海洋 

地质调查局强调北西西向渔山一久米断裂的控制作 

用 ，从“南北分块”的基本格局 出发 ，将盆地 自北向南 

划分为 3个坳陷(图 1A)：福江坳陷 、浙东坳陷 、台北 

坳陷 ” 。三者只是南北地理位置差异，同属一个等 

级，并没有强调其中次级构造单元的东西差异，从而 

将长江坳陷归人浙东坳陷，基隆凹陷归人台北坳陷。 

构造单元的命名及范围与本文差异甚大：福江坳陷 

对应本文的福江凹陷，瓯江凹陷对应本文的丽水一 

椒江凹陷，闽江凹陷对应本文的福州凹陷，台北低凸 

起对 应本文的渔 山低凸起 。 

(2)1984年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勘探开发研 

究中心提出了“东西分带 、南北分块”的构造格局 ，但 

没有东西分带的具体方案，只是将盆地内一些大的 

负向构造单元命名为福江坳陷、长江坳陷、西湖坳 

陷、温东坳陷、钓北坳陷等 。该方案将盆地内的 

负向次级构造单元均命名为坳陷(图 1B)，没有突出 

东西分带的概念，与本文最大的差异在于将福州凹 

陷和渔山南低凸起统一划分为渔山隆起，钱塘凹陷 

划人 了海礁隆起 ，丽水椒江 凹陷统称为温东坳陷。 

(3)1990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东海公 司和 

浙江石油地质研究所(现为杭州石油地质研究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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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海构造 区划演变(据文献[7]修改 ) 

Table 1 Tectonic divisions of the East China Sea(modified after reference[7~) 

划分年份 1985“两盆三隆” 1982“三盆三隆” 1978“一盆两隆” 

构造级别 一级构造单元 二级构造单元 三级构造单元 一级构造单元 二级构造单元 三级构造单元 一级构造单元 二级构造单元 三级构造单元 

浙闽隆起区 浙闽隆起区 浙闽隆起区 

福江坳陷 福江坳陷 西三凹陷 
虎皮礁凸起 虎皮礁凸起 虎皮礁凸起 

浙 长江凹陷 浙 长江凹陷 
东 海礁凸起 东 海礁凸起 
坳 坳 西二凹陷 

东 陷 钱塘凹陷 钱塘凹陷 
构 西湖凹陷 东 陷 西 西湖凹陷 

海 鱼山凸起 海 鱼山凸起 部 鱼山东隆起 

造 台 瓯江凹陷 台 瓯江凹陷 陆 
雁荡构造带 陆 雁荡构造带 东 坳 

萱 北 北 

架 坳 闽江凹陷 架 坳 闽江凹陷 陷 西 
元 陷 台北构造带 陷 台北构造带 海 

盆 暴隆凹陷 盆 基隆凹陷 盆 带 —— 

名 观音凸起 地 
△  

观音凸起 坳 地 △ 
口 南日岛凹陷 地 称 口 南日岛凹陷 
西 陷 西 彭西凹陷 彭西凹陷 

坳 坳 
陷 彭北凸起 陷 彭北凸起 

新竹 凹陷 新竹凹陷 

的鱼岛隆褶带 钓鱼岛隆褶带 中部坳陷带 

陆架前缘坳雕 

绳海槽盆地 龙王隆起 陆架前缘盆地 东部坳陷带 
吐葛喇坳陷 冲绳海槽盆地 

海槽坳陷 

琉球隆褶区 琉球隆褶区 琉球隆褶区 

全盆地出发，强调基本构造格架 以“东西分带”为主 ， 

将盆地西带自北向南划分出长江坳陷和钓北坳陷， 

将浙东坳陷划为东带口o](图 1C)。该方案首次明确 

反映了盆地的构造格局特征，与本文划分方案差异 

不大，仅区别于将本文的福州凹陷划分为北部的闽 

江凹陷和南部的福州凹陷。 

(4)1992年，东海公司认为“东西分带”是盆地 

区域构造的主要格局，将盆地 自西 向东划分 为 4个 

带 ：西部凹陷、中央凹陷、中央隆起和东部 凹陷 (图 

1D)。该方案将整个盆地中央隆起带以西的西部带 

按地理位置差异分解为两个带，忽略了该带的南北 

差异 ，意义不大 。扩大 了以往温东坳 陷和台北坳 陷 

的概念，二者不仅囊括了盆地的南部区域，还合并了 

长江坳陷的昆 山凹陷和金 山凹陷。 

2 构造单元划分 

东海陆架盆地是在 中生代盆地之上叠置新生代 

复合盆地的多旋回构造单元l_7]，新生代盆地是东海 

陆架盆地的沉积主体，沉积厚度最大可达 15 km。 

基于两家油田公 司(中国海洋石油有 限公司和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盆地全区测网密度 

8 km×16 km 的大量地震剖面(双程走时 6 s左右) 

和重磁资料的解释与分析，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以地层分布、盆地结构特征和重磁特征为原则，强调 

“早期南北分块、后期东西分带”的观点，对盆地构造 

单元进行 了新的划分。 

2．1 构造单元划分原则及命名 

针对东海陆架盆地内地层及断裂展布情况，可 

将构造单元划分为 4个等级。 

一 级：东海陆架盆地。盆地划分的主要依据是 

基底断裂对沉积岩的控制。东海陆架盆地与其东西 

两侧构造单元均有断裂体系控制。 

二级：隆起、坳陷 。新生界沉积厚度 大、面积大 

的单元为坳陷；大面积缺失古近纪的基岩隆起区为 

隆起。 

东海陆架盆地被 中央一系列隆起分割为 3部 

分 ，自西 向东依次为西部坳陷带、中央隆起带和东部 

坳陷带 。 

三级：凹陷、凸起或低 凸起。在二 级构造单 元 

内，面积较小、分割性较强、较薄的古近纪沉积的正 

向构造单元为凸起n 】，划分凸起与凸起之间的负向 

构造单元为凹陷。古近纪剥蚀明显，但仍有一定厚 

度的且其顶界埋深大于4 000 m的凸起称之为低凸 

起 。 

东海陆架盆地二级构造单元自北向南由一系列 

凹陷和凸起(低凸起)组成。 

四级：斜坡带一中央背斜带(中央洼陷带)～陡 

坡带(断阶带)。凹陷与隆起或凸起(低凸起)之间过 

渡的单斜形态区域为斜坡带；凹陷受控制沉积的边 

界断裂影响的陡峭单斜区域为陡坡带，若该陡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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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东海陆架盆地构造单元划分 

Table 2 Division of tectonic units of the East China Sea Shelf Basin 

一 级构造单元 二级构造单元 三级构造单元 四级构造单元 

闽浙隆起区 
昆山凹陷 

长江坳陷 金山南一北凹陷 
常熟凸起 

钱塘凹陷一钱塘凸起 
西部坳陷带 椒江凹陷 

丽西凹陷．丽东凹陷 台北坳陷 
灵峰凸起 
雁荡北一南凸起 
福州凹陷一福州凸起 
渔山南低凸起 

彭佳屿坳陌 东海陆架盆地 

虎皮礁隆起 

海礁隆起 中央隆起带 
渔山隆起 

福州隆起 
福 江凹陷．福江低 凸起 

西侧斜坡带l 
西湖凹陷 中央背斜带l龙井、玉泉、玉泉北、平湖、断桥、春晓、天台 

东部坳陷带 浙东坳陷 东侧陡坡带l 

西侧斜坡带 钓北凹陷 

中央洼陷带 
东侧陡坡带 

二级构造单元即隆起与坳陷的边界，主要受古 

近纪地层分布范围的控制，一般为超覆型边界，该界 

限为古新统地层的尖灭线，只有局部地区(渔山隆起 

西北缘和海礁隆起西北缘)受断裂控制。盆地内重 

磁异常的表现特征与隆起、坳陷构造的分布相一致： 

隆起异常值稍高，坳陷异常值稍低口。。 。 

三级构造单元即凹陷与凸起(低凸起)的展布一 

般受断裂控制，少数为超覆型边界，如福江低凸起 。 

隆起带与凹陷之间也均以断裂为界l】 钏 。 

四级构造单元较模糊，单靠地形来界定 ，没有明 

确的界限。 

因盆地东西带存在差异，且不 同时期地层分布 

范围及断裂的性质稍有不同，所以，各构造单元不同 

时期的边界也稍有变化 。因西带主控断裂于古新世 

末期(地震界面 T80)停止活动，后期的构造运动对 

其地质结构已无大影响，盆地基本成型；盆地东带主 

要控 盆 断裂 活 动 终 止 于 始新 世 末 期 (地 震 界 面 

T30)，各构造单元边界基本确定，故以西带 T80、东 

带 T30时期的构造格架来确定盆地 的构造单 元划 

分方案(图 2)。 

3 构造单元特征 

东海陆架盆地是受 NE-一NNE边界 断裂控制 

的东海 大陆 区 的一 级 负 向构 造 单 元，长约 1 400 

km，宽约 80～370 km，面积达 26．7×10 km。[ 。 

该盆地存在着地层和构造上具有不 同结构 、不 同时 

代、不同形成机制和不同演化史的 3种类型沉积盆 

地l9]：沉积地层西老东新，以新 生代为主；盆地平面 

表现为“东西分带、南北分块”的构造格局，垂向上 

表现为双层结构的特征；盆地的构造演化具有 自西 

向东的迁移规律。以上各特征具体描述如下。 

3．1 地层特征 

东海陆架盆地新生代地层发育齐全，自老到新 

共有古新统月桂峰组 (T100一T90)、灵峰组(Tg0一 

T85)、明月峰组(T85-T80)，始新统瓯江组(T80一 

T50)、温州组 (TS0一T40)、平湖组(T40一T30)，渐新 

统花港组 (T30～T20)，中新统龙井组(T20一T16)、玉 

泉组(T16-T12)、柳浪组(T12-T10)，上新统三潭组 

(T10一TO)和第四系东海群(TO至今)12套地层。利 

用可以识别出新生界基底界面的地震剖面，并参考 

重磁资料反演处理求得的重磁基底，绘制出新生代 

基底深度图(图 3)，新生代地层沉积厚度 自东 向西 

减薄 。 

西部坳 陷带新生代沉积 厚度达 10 000 in(图 

3)，主要沉积层为中生界、古近纪，普遍缺失始新统 

上段 、渐新统(仅在椒江凹陷局部地区有沉积 )，新近 

纪(较薄)不整合于古新统之上。 

中央隆起带无古近纪沉积，新近纪厚度达2 000 

～ 4 000 m(图3)，直接不整合于基底之上。 

东部坳 陷带新 生代沉积 厚度达 15 000 m(图 

3)，以巨厚的始新统 、渐新统及 中新统为特征 ，古新 

统仅在西湖凹陷北部沉积，平湖组之上地层发育齐 

全。因地震剖面深部清晰度问题始新统瓯江组、温 

州组在东带部分地区可识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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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结构与构造特征 

图 2 东海陆架盆地构造单元划分 

整个东海陆架盆地平面结构具有“东西分带 、南 

北分块”的特征，垂向双层结构鲜明：西侧主要为箕 

状断陷结构 ，东断西超 ；东段双层结构 明显 ，T30之 

下为地堑式结构、T30之上为东断西超 的箕状断陷 

结构。 

3．2．1 西部坳陷带 

盆地西带断裂总体走向北东，倾向北西，左阶排 

列，古新世活动正断层；褶皱走向北东向，古新统卷 

人变形。自南向北盆地西带中以断裂为边界的各三 

级构造单元之间存在结构构造特征的差异。 

西部坳陷带北部长江坳陷古新统呈南东断北西 

超、南东厚北西薄的箕状凹陷特征(图 4A)。坳陷受 

控于北东向和近东西 向两组断裂，断裂活动分两期 ： 

古新世和始新世 ，其中近东西向断裂活动较晚(始新 

世)，古新世活动断裂控制了坳陷内凹陷、凸起的分 

布 。坳陷内部褶皱发育 ，褶皱走 向北东向，古新统为 

卷入变形地层 。其上地层水平沉降 ，变形微弱 。局部 

构造以背斜构造为主。 

中部钱塘凹陷古近纪双断结构明显(图 4B)。 

北东走向、南东倾 向的基底断裂发育，这些断裂可能 

为盆地西界海礁一东引断裂的分支断裂；凹陷存在 

两期褶皱变形 ，TS0之前古新统地层变形强烈 ，始新 

统下段瓯江组(T80一T50)变形微弱 ，褶 皱走向北东 

向。局部构造以背斜构造为主。 

坳陷带南部断裂最为发育，局部存在始新世活 

动断裂，这一系列断裂将整个南部地区划分为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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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海陆架盆地新生代基底深度 

Fig．3 Depth of basement below the Cenozoic in the East China Sea Shelf Basin 

三级构造单元，平面结构凌乱，但垂向箕状结构明显 

(图 4C)；该区仅在丽西凹陷南部 XX井附近地区褶 

皱变形 明显(图 4D)，褶皱走 向北东 向，褶皱变形分 

两期：古新统强烈变形和始新统中下段温州瓯江组 

微弱变形 。局部构造 以背斜、断块构造为主 ，次为潜 

山构造 。 

3．2．2 东部坳陷带 

盆地东带构造走向总体呈北北东向，断裂北北 

东向和南北向，左阶排列 ，活动分两期：古新世一渐 

新世和中新世；褶皱发育，走向同断裂走向。 

西湖凹陷双层结构 明显 ：以 T30为界 ，T30之 

下双断结构发育，凹陷西侧一系列北东向断裂 T30 

之前停止活动；T30之上地层依次向凹陷西侧超覆， 

盆地呈“东断西超”的不对称结构。凹陷内部南北向 

左阶排列的逆冲断层发育。凹陷西侧断裂于 T30 

停止活动，断裂呈断阶状 ；凹陷东侧断裂后期逆 冲 

反转，呈地堑式组合，东界为古新世～渐新世活动 

正断裂，但凹陷两侧边缘均有花状结构特征。因 

反转作用褶皱变形强烈 ，褶皱轴 近南北 向、右 阶排 

列；褶皱轴面东倾，自北向南由缓变陡，南部近于 

直立(图 5A、B、C)，这一系列褶皱组成了凹陷中央 

背斜带 。 

钓北凹陷整体发育箕状断陷结构，凹陷西侧虽 

有控制边界的断裂发育，但该断裂未能控制沉积，盆 

地双断结构不明显。仅在凹陷东南部有较弱的挤压 

作用，仍有部分逆冲断层迹象，褶皱较宽缓，发育典 

型的花状构造 (图 5D)。凹陷东界为 中新世活动正 

断裂，较西湖凹陷东界断裂活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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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Features of different tectonic units of the W est Depression Belt in the East China Sea Shelf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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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东海陆架盆地的构造格局存在“早期 

南北分块 、后期东西分带”的特点 ：西带主控断裂走 

向北东向，活动时期较早(古新世)，这些断裂控制了 

凹陷一凸起(低凸起)的分布，造成了西带南北分块 

的格局 ；东带主控断裂走向JCJC东向甚至南北向，活 

动时期较晚(始新世～渐新世)，这些断裂控制了东 

带的东西边界，造成了整个盆地东西分带的格局。 

3．3 新生代构造演化 

根据盆地内地层和角度不整合面分布特征、断 

裂活动规律等 ，可将东海陆架 盆地 的新生代演化划 

分为断陷期、拗陷一反转期和沉降期 3个阶段。东、 

西部坳陷带构造演化阶段的时间界定不同。 

东海陆架盆地西部坳陷带主控断裂多不切穿 

T8O，T80之后活动基本停止 ，故将 T100一T80称为 

西部坳陷带的断陷期；至 T5O及 T3o以上界面，断 

层减少更为明显，且 TS0界面以下地层 多发生了褶 

皱变形，T30一T20花港组地层局部有残存，故渐新统 

时期西部坳陷带可能发生了隆升剥蚀，可将 T80一 

T20定义为西部坳陷带的拗陷一反转期；T20之后 

地层多水平沉积，变形微弱，西部坳陷带进入了稳定 

沉降期 。 

东部坳陷带多数控制沉积 的断裂未切穿 T30， 

T30之后活动微弱，形成 了地堑一半地堑 的构造格 

局，故将 T8O—T3O定义为东部坳陷带的断陷期； 

T30之后，坳陷带内部断裂多发生逆冲反转，地层被 

挤压、褶皱、抬升，直至被 T12界面剥蚀夷平，故将 

T3O—T12定义为东部坳陷带拗陷～反转 期。T12 

之后盆地广泛披覆近水 平沉积的上新世i潭组和更 

新世东海群 ，地层没有明显变形，整个东海陆架盆地 

进入了统一沉降期 (表 3)。 

东海陆架盆地的构造演化具有 自西向东迁移的 

规律 。 

早古新世，西部坳陷带发生断陷 ，坳陷带呈 

“东断西超”的半地堑结构，古新统地层沉积厚度“西 

薄东厚”。晚古新世，盆地断陷中心向东迁移，西部 

坳陷带开始进入断一拗陷期，中央隆起带开始接受 

沉积。西部坳陷带古新世北东向断裂的活动造成了 

其“南北分块”的格局。 

始新世初期，扩张断陷中心向东迁移 至东部坳 

陷带，东部坳陷带进入断陷期，而西部坳陷带和中央 

隆起带过渡为拗陷期 J。 

渐新世，西部坳陷带和中央隆起带抬升并遭受 

剥蚀 ，西部坳陷带隆升反转，缺失渐新统；而东部 

表 3 东海陆架盆地构造演化阶段划分 

Table 3 Stages of tectonie evolution of the East China Sea Shelf Basin 

地层系统 构造演化阶段 
系 统 组 段 年代／Ma 地震代号 构造运动 西部坳陷带 东部坳陷带 

第四系 更新统 东海群Q 

2 6— —— TO —— 一 冲绳海槽运动 一 沉降期 
上新统 三潭组N，s 5 3

—  — — Tl0 —— 

上中新统 柳浪组N 11 
上段 龙井运动 —— 沉降期 

新近系 中中新统 玉泉组N，Y 
下段 

一 Tl6 —— 

上段 
下中新统 龙井组N lj 拗陷．反转期 下段 

23．3— ——T2O 花港运动 
上段 渐新统 花港组E h 

— — T2】一  

下段 32
—  — — T30 玉泉运动 一  

一 二段 
一 T32 一  

平湖组E P 三四段 
— — T34—— 拗陷．反转期 

始新统 五段 
— — T35一 断陷期 

六段 
-— -— — T40 -·—— 

古近系 温州组E，w 
— — T5O 一  

瓯江组E，O 
56．5— ——T8O 瓯江运动 上段 

明月峰组E．m 
下段 

— —

T85 一  
古新统 上段 断陷期 灵峰组E 

1 

下段 
一 T9O一 陆缘裂陷期 月桂峰组E 

y 
65 —— 一 Tl00一  — — ，I 日 

白垩系 

侏罗系 陆缘裂陷期 
2O5一 一 Tg 一 —— 基隆运动 —— 三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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坳陷带转为拗陷期。此时中央隆起带的抬升造成了 

盆地“东西分带”的格局 。 

中新世，西部坳陷带和中央隆起带开始沉降，东 

部坳陷带发生褶皱反转 。 

上新世 ，盆地断陷中心 向东迁移至冲绳海槽盆 

地，东海陆架盆地进入整体沉降期。 

4 结论 

(1)东海陆架盆地东西带存在差异：所控制沉积 

层不同；结构构造特征不同；构造演化特征不同。依 

此为原则，可以将东海陆架盆地 自西向东划分为 3 

个带：西部坳陷带、中央隆起带和东部坳陷带。根据 

各带之间的南北差异又可以将其划分为次级构造单 

元 。 

(2)东海陆架盆地的构造格局存在“早期南北分 

块、晚期东西分带”的特征：西部坳陷带主控断裂走 

向北东向，活动时期较早(古新世)，这些断裂控制了 

该带凹陷～凸起(低凸起)的分布，造成了西带“南北 

分块”的格局。东部坳陷带主控断裂走向北北东向 

甚至南北向，活动时期较晚(始新世一渐新世)，这些 

断裂控制了该带的东西边界，致使东部坳陷带与中 

央隆起带共同造成了整个盆地“东西分带”的格局。 

(3)东海陆架盆地油气勘探方面应以区域寻找 

油气为出发点。东西坳 陷带所控制沉积层不 同，故 

其含油气目的层位不完全一样；东西坳陷带结构特 

征不同，故含油气构造也不同。在盆地中进行油气 

勘探时东西坳陷带应区别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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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ECTONIC UNITS OF THE EAST CHINA SEA SHELF BASIN 

SUO Yanhui ，LI Sanzhong ，DAI Liming ，ZH0U Juntai ，ZHA0 Fengmei 一， 

JIAO QJan ，WU Qi ，ZHANG Jianpei。，XU Lei 

(1 Key Lab of Submarine Geosciences and Prospecting Technique，Ministry of Education，Qindao 2661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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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 to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geological architecture of the East China Sea Shelf Ba— 

sin characterized by“east—west zonation or north—south blocking”．there are debates on the division of tec— 

tonic units．Based on the study of seismic lines combined with gravity and magnetic data in addition to pre— 

vious research，taking the srati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basin architectures as the key，the authors divided 

the East China Sea Shelf Basin into three parts： (1) the W est Depression Belt，which includes the 

Changjiang，Taibei and Pengjiayu depressions；(2)the Middle Uplift Belt，which includes the Hupijiao， 

Haijiao，Yushan and Fuzhou uplifts；and(3)the East Depression Belt or the Zhedong Depression．This 

division scheme has advantages to display the distribution and thickness variation of the Cenozoic deposits， 

basin architectures，and tectonic evolution，and is significant for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geology of 

the basin and the east—west differentiation．The division is also helpful in regional hydrocarbon explora— 

tion． 

Key words：tectonic units；Cenozoic；geological architectures；the East China Sea Shelf Bas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