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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盆地东海陆架盆地菲律宾海盆地

古近纪沉降中心迁移及其动力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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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古近纪渤海湾盆地、东海陆架盆地和菲律宾海盆地的总体盆地结构和沉积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比

分析了三大盆地古近纪沉降中心的迁移规律，提出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远程效应和太平洋板块后退式俯

冲是导致三大盆地演化呈现规律性的原因，且前者是主导因素。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引起地幔流自西向东蠕

动并上涌，使岩石圈拉伸、减薄、破裂，在中国东部盆地产生ＮＥ向断裂的右旋走滑，进一步影响并控制了渤海湾盆

地和东海陆架盆地的构造演化。太平洋板块的后退式俯冲为亚洲东部的岩石圈向东伸展、蠕散提供了应变空间，

太平洋板块晚始新世俯冲方向的改变对东海陆架盆地和菲律宾海盆地向东的构造跃迁及沉降中心迁移产生了重

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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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湾盆地地处我国东部华北平原、下辽河平

原和渤海湾，总面积约２０万ｋｍ２，由于处于周边板

块强烈的汇聚作用之下的华北克拉通中心，属于新

生代断陷拗陷型陆内裂谷盆地（图１）。渤海湾盆

地在前新生代盆地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盆地基底构

造性质极为复杂，受区域大地构造背景的制约，渤海

湾盆地新生代构造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晚中生代

构造格局。

东海陆架盆地是我国东海海域以新生代沉积为

主的大型沉积盆地，总面积约２６．７万ｋｍ２
［１８］，位于

欧亚大陆东缘，是一个发育在克拉通基底之上的中、

新生代断陷拗陷陆缘裂谷盆地，是西太平洋活动大

陆边缘的重要组成部分（图１）。由于东海陆架盆地

地处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海板块交汇处，

其形成受控于多重动力因素的联合与叠加，构造活

动频繁，成盆机制复杂［９１２］。

菲律宾海盆位于西太平洋最深海沟（马里亚纳

海沟）以西的独立的菲律宾板块，作为马里亚纳海

沟的弧后盆地，构成西太平洋大陆边缘沟弧盆系

统的一部分。

虽然具有陆内裂谷盆地性质的渤海湾盆地、具

有陆缘裂谷盆地性质的东海陆架盆地和具有成熟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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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盆地性质的菲律宾海盆地等三大盆地的类型及位

置各异，但作者多年的工作表明，从陆内到陆缘再到

边缘海，三大盆地的古近纪沉积建造特征有一定的

渐变关系，其沉降中心迁移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

处。本文拟就导致三大盆地这些相似性的深部原因

进行探讨。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参考近期的勘探

资料，通过对比分析东海陆架盆地、渤海湾盆地和菲

律宾海盆地古近纪沉降中心的迁移特征和规律，从

区域构造格局角度出发，系统把握渤海湾盆地、东海

陆架盆地和菲律宾海盆地的沉积特征和构造演化规

律，对于认识盆地的沉积建造特征与相应板块间的

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对于探讨

盆地形成机制和油气资源勘探也具有现实指导意

义。

１　渤海湾盆地、东海陆架盆地和菲律

宾海盆地古近纪沉降中心迁移规律

１．１　渤海湾盆地

渤海湾盆地构造演化经历了裂陷、断陷、拗陷３

个阶段。其中，始新世孔店期为裂陷期，渤海湾盆地

西部冀中坳陷最先发育，并接受始新世孔店组沉积；

孔店运动后，盆地进入断陷期，内部形成一系列小型

连通性较差的盆地群或断陷群，渤海湾盆地的沉降

中心向中部黄骅坳陷和济阳坳陷迁移，黄骅坳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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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渤海湾盆地、东海陆架盆地二级构造单元划分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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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坳陷迁移沉积厚层的始新世沙河街组地层；古

近纪末东营运动形成全区性不整合，盆地转入拗陷

期，沉积中新世馆陶组、上新世明化镇组和第四系平

原组地层，该期的沉降中心进一步向渤海湾盆地中

部的渤中凹陷迁移。在成盆过程中，渤海湾盆地沉

积沉降中心发生迁移，迁移规律具体表现为从早到

晚为从盆地西部向盆地中心再向盆地东部迁移。总

体上自西向东、由南向北，沉积地层越来越新，沉降

中心逐渐向东迁移。

由于盆地沉降中心“由南向北、自西向东”的迁

移，使得渤海湾盆地内部各坳陷含油气体系也发生

相应的变化：古新世孔店组储集岩和成熟的烃源岩

主要在渤海湾盆地西部坳陷———冀中坳陷发育，早

始新世储集岩和成熟的烃源岩主要在渤海湾盆地中

部坳陷———济阳坳陷发育，中晚始新世储集岩和成

熟的烃源岩主要在渤海湾盆地中部坳陷———黄骅坳

陷发育，渐新世储集岩和成熟的烃源岩主要在渤海

湾盆地东部坳陷———渤中坳陷发育（图２）。

１．２　东海陆架盆地

根据地质、地球物理资料，可将东海地区划分为

三隆两坳，自西向东依次为浙闽隆起区、东海陆架盆

地、钓鱼岛隆褶带、冲绳海槽盆地和琉球隆褶带。东

海陆架盆地的构造单元可进一步划分为西部坳陷

带、中央隆起带和东部坳陷带。其中，西部坳陷带包

括长江凹陷、钱塘凹陷、椒江凹陷、丽水凹陷等，以发

育古新统为特征，一般缺失渐新统、下中新统龙井组

和上中新统柳浪组；中央隆起带包括虎皮礁隆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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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渤海湾盆地区域剖面图
［１３］（剖面位置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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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隆起、渔山隆起等；东部坳陷带包括浙东坳陷、福

江凹陷、西湖凹陷等，以中—上始新统、渐新统和中

新统发育为特征［１４］（图１）。

早古新世，盆地处于裂陷期，西部坳陷带首先发

生陆缘张裂和下沉，并在长江凹陷、丽水椒江凹陷

和福州凹陷沉积同期的月桂峰组地层。中—晚古新

世，盆地处于断陷期，受东海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西

带各凹陷呈现出开阔的浅海沉积环境，仅北部的长

江凹陷接受陆相沉积。早—中始新世，盆地东部发

生沉降，西带坳陷进入盆地发育的萎缩期，导致了盆

地沉降中心由西带坳陷向东迁移至东带坳陷。期

间，下始新统瓯江组和中始新统温州组两套广阔的

滨浅海沉积地层将西带坳陷和东带坳陷有机地连为

一体。晚始新世，东带沉降进入鼎盛期，沉积了巨厚

的平湖组。渐新世，盆地沉降中心仍然在东部，沉积

范围局限于浙东坳陷、福州凹陷东部及南部的彭佳

屿坳陷。随着钓鱼岛弧后隆褶带的持续隆升，使得

东带坳陷由晚始新世的局限陆表海盆地演化为渐新

世的陆相坳陷盆地。渐新世末期的花港运动及早中

新世末期的龙井运动一、二幕，整个东海陆架盆地整

体沉降，开始接受巨厚的中新世沉积（图３）。

１．３　菲律宾海盆地

菲律宾海位于西太平洋最深海沟（马里亚纳海

沟）以西的一个独立的洋板块，作为马里亚纳海沟

的弧后盆地，成为西太平洋大陆边缘沟弧盆系统

的一部分。菲律宾海总体上受近南北向和近东西向

构造线控制，周围由岛弧海沟系环绕，呈南北向拉

长的菱形构造轮廓（图４）。九州帛琉海岭近南北

向展布纵贯整个菲律宾海，将菲律宾海盆分为构造

特征截然不同的东西两部分。菲律宾海盆地构造演

化过程及沉降中心迁移规律如下：

（１）约６５～４３ＭａＢＰ，菲律宾海表现为以中央

断裂带为扩张中心的近南北向扩张，发育了冲大东

海岭等一系列近东西向构造带。约４３ＭａＢＰ，太平

洋板块俯冲方向由 ＮＮＷ 转为 ＮＷＷ 向，受其影

响，菲律宾海开始了以九州帛琉海岭为残留弧的近

东西向扩张，伊豆小笠原海沟向北后退，在九州帛

琉海岭北部的后面形成了西菲律宾海盆地，接受古

新统沉积。该期东部的四国帕里西维拉盆尚未形

成；（２）约３０～１７ＭａＢＰ，菲律宾海板块以３．５ｃｍ／ａ

的速度向西北运动，与此同时，伊豆小笠原马里亚

纳海沟向东后退，发育了四国帕里西维拉盆地等一

系列近南北向构造带。约１７ＭａＢＰ，菲律宾海的转

动不明显，四国海盆和帕里西维拉海盆发展成形，并

停止扩张，菲律宾海板块以６ｃｍ／ａ的速度向ＮＮＷ

方向相对于欧亚板块运动。四国盆地和帕里

西维拉盆地接受晚始新统—渐新统沉积，其西部的

图３　东海陆架盆地区域地质剖面（据文献［８］修改，剖面位置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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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菲律宾海盆地基本停止发育；（３）约１０～５ＭａＢＰ

相对运动方向变为 ＮＷＷ，约５ＭａＢＰ沿南海海槽

的俯冲停止；约４ＭａＢＰ，马里亚纳海沟几乎与欧亚

板块没有相对运动，菲律宾海板块以４ｃｍ／ａ的速度

向ＮＷＷ方向运动，而东侧受太平洋板块俯冲的影

响，弧后扩张产生了小笠原马里亚纳海槽，岛弧外

侧则形成了伊豆小笠原马里亚纳海沟。该期主要

为马里亚纳海槽盆地接受中—上新统沉积，其西部

的四国盆地和帕里西维拉盆地停止发育。因此，虽

然菲律宾海盆地的性质与渤海湾盆地和东海陆架盆

地不同，但其新生代盆地中心的迁移特征与上述两

个盆地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图４　菲律宾海盆地及邻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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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三大盆地沉降中心迁移特征比较

渤海湾盆地从晚始新世孔店运动开始，在盆地

西部冀中坳陷出现大面积断陷，沉积中心向东迁移，

东海陆架盆地虽然从晚古新世开始断陷中心向东迁

移，但在晚始新世东部坳陷带和渤海湾盆地同时进

入沉降鼎盛期。从晚始新世—渐新世早期，渤海湾

盆地进入断陷阶段的中期，沉积速率高，沉积范围

大，表现为沉降中心向中部黄骅坳陷和济阳坳陷迁

移（图５）；同期，东海陆架盆地向东具有明显的构造

跃迁，其东部沉降进入鼎盛期，并呈现出明显西高东

低的构造特征。渐新世中晚期，渤海湾盆地处于断

陷阶段的晚期，沉积范围大，但沉积速率小，沉降中

心进一步东迁，向渤中凹陷移动；而东海陆架盆地沉

降中心仍在东部，此时期东带处于拗陷期，并在西湖

凹陷沉积了巨厚的花港组地层。通过东海陆架盆地

和渤海湾盆地的比较发现，两个盆地均具有沉积沉

降中心向东迁移的特征，且进入沉降鼎盛期的时间

大致相同。

晚白垩世晚期—早古新世，东海陆架盆地西部

坳陷带发生裂陷，此时，中央隆起带和东部坳陷带遭

受剥蚀，致使中央隆起带东部上白垩统剥蚀殆尽。

晚古新世，随着盆地裂陷由西向东逐渐迁移，中央隆

起带开始接受沉积。始新世，东部坳陷带开始裂陷，

而西部坳陷带和中央隆起带转为拗陷。始新世末—

中新世初，西部坳陷带和中央隆起带抬升并遭受剥

蚀，而东部坳陷带除短暂抬升外，一直保持沉降。中

新世，裂陷盆地东迁至冲绳海槽盆地，陆架盆地转为

整体沉降。因此，东海陆架盆地新生代具有裂陷由

西向东迁移的特征。西部坳陷带以晚白垩世—古新

世的断陷沉积为特征；中央隆起带以巨厚的中生代

沉积为特征，其上叠加了较薄的晚古新世—始新世

沉积；东部坳陷带以巨厚的始新世—中新世沉积为

主要特征（图４）。

菲律宾海盆地位于马里亚纳海沟之后，代表一

种“成熟”了的弧后盆地。如果将东海陆架盆地的演

化，从时间和空间上，与其相邻的菲律宾海盆地对

比，则发现菲律宾海盆地沟弧盆“三位一体”的整

体成因与东海陆架盆地沟（琉球）弧（冲绳及其西侧

的钓鱼岛）盆体系十分类似，尤其是东向构造跃迁、

弧后成因特征及盆地组成等方面二者均有可类比之

处 （表１）
［１５］。

表１　东海陆架盆地与菲律宾海盆地特征对比

Ｔａｂｌｅ１　Ｂａｓ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ｈｅｌｆ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盆地名称 东海陆架盆地 菲律宾海盆地

盆地位置
琉球海沟以西或琉球岛弧隆起以西

西带坳陷 东带坳陷 广义的冲绳海槽

马里亚纳海沟以西或马里亚纳岛弧隆起以西

西菲律宾海盆地 帕里西维拉盆地 马里亚纳海槽盆地

盆地开启时间 古新世 始新世 中—上新世 古新世 晚始新世渐新世 中上新世

盆地走向 ＮＥ ＮＥ ＥＷ—ＮＥ ＳＮ—ＮＮＷ ＳＮ—ＮＮＷ ＮＮＷ—ＥＷ

盆地性质 陆缘裂陷盆地 弧后断陷弧后前陆 弧后断陷 弧后 弧后 弧后

盆地基底属性 大陆壳（向东减薄） 洋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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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动力学意义

２．１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远程效应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印度板

块与欧亚板块初始碰撞在约５０～５５ＭａＢＰ期间，但

仍有少数学者倾向于初始碰撞应该发生在更早的时

候，即大约７０ＭａＢＰ
［１６］。晚白垩纪末期以来，印度

板块向北漂移速率逐渐降低，从开始的１５～２０

ｃｍ／ａ到始新世中期（约４８ＭａＢＰ）急剧降低为＜１０

ｃｍ／ａ，标志着新特提斯洋的完全封闭和印度板块与

欧亚板块的碰撞焊接。始新世末期，印度板块与欧

亚板块完全碰撞拼合，二者的聚敛速度下降为５

ｃｍ／ａ左右
［１７］。因此，在晚始新世，印度板块和欧亚

板块的碰撞由软碰撞转变为硬碰撞。

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和 Ｍｏｌｎａｒ
［１８１９］对东亚大陆构造提

出了开创性的论点，认为印度板块对欧亚大陆的楔

入是造成东亚大陆构造变形的主导因素，这种楔入

构造模式是三叠纪以来东亚大陆构造的主要特征。

对于我国西南部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域发生

的大规模地质事件即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汇聚、碰

撞和隆起成山所产生的应力场能否远程影响到中国

东部甚至西太平洋，不同学者看法也不同。基于分

析前人研究成果［２０２４］，笔者认为，印度板块与欧亚板

块的汇聚碰撞不仅对中国西部、西南部的构造格局

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其远程效应也是中国东部甚至

西太平洋新生代发生构造跃迁的主导因素。

对于渤海湾盆地，新生代处于太平洋板块俯冲

和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挤压两大构造应力场下

（图５）。由于印度板块俯冲的远程效应，加之太平

洋板块后退式俯冲的配合，盆地拉张方向为 ＮＷ

向，其拉张的主要动力应来自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

碰撞的远程效应。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硬碰撞在

深部产生了自西向东的侧向地幔流，使渤海湾盆地

从沙三期开始大量伸展断陷，沉积沉降中心发生自

西向东的迁移。同时，太平洋板块俯冲方向由

ＮＮＷ改为ＮＷＷ向，使盆地左旋走滑的剪切应力

减小，右旋剪切应力增大，在渤海湾盆地形成３个

ＮＮＥ或ＮＥ向的右旋走滑剪切带
［２５］。

对于东海陆架盆地，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

撞能否影响到东海陆架盆地，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

的看法［１８１９，２６］。尽管解释思路不同，但都强调了印

度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造成板内远距离和大范围的

影响。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所产生的远程效应

是东海陆架盆地在晚始新世发生构造跃迁的主要因

素，太平洋板块俯冲方向的改变是次要因素。印度

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地幔流自西向东蠕动，运移到

东部上涌，使岩石圈拉伸、减薄、破裂，沉降中心迁移

到东部。

图５　新生代渤海湾盆地、东海陆架盆地和菲律宾海

盆地沉降中心迁移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ｈｅｌｆ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对于菲律宾海板块，由于冲绳海槽的存在，可以

认为其构造发展主要受太平洋板块的影响，没有受

到上述碰撞远程效应的影响，而是演化为具有平行

俯冲带的对称的弧后盆地［２７］。

因此，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汇聚、碰撞和俯冲

楔入，造成了欧亚板块前缘岩石圈增厚，在深部产生

强大压力，激发了地幔向东的蠕散形成地漫流，驮伏

于地幔流之上的脆性岩石圈由于地幔流蠕动不均

一，发生了破裂，并进一步诱发了热地幔向上涌动，

加快了岩石圈进一步破裂［２６］，并引起东亚大陆边缘

新生代ＮＥ或 ＮＮＥ向断裂的右旋走滑，大型断裂

的发育进一步影响和控制了渤海湾盆地和东海陆架

盆地的构造演化。同时，辅之以太平洋板块的后退

式俯冲，为亚洲东部的岩石圈向东伸展、蠕散提供了

应变空间。深大断裂的分割作用造成中国东部岩石

圈向东位移的速率发生变化，从而形成渤海湾盆地

和东海陆架盆地沉降带和隆起带相间排列的构造格

局［２８］。

２．２　太平洋板块后退式俯冲

太平洋海底火山链或夏威夷热点证实了晚始新

世（４３ ＭａＢＰ），太平洋俯冲方向由 ＮＮＷ 转向

ＮＷＷ，由对欧亚板块东南缘的斜向俯冲转为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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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冲。这次对欧亚板块的后退式俯冲对我国及周边

区域的构造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且后退式俯冲发

生的时间与东海陆架盆地、渤海湾盆地和菲律宾海

盆地发生构造性跃迁，沉积沉降中心发生迁移的时

间惊人地吻合。同时，在我国东部以大兴安岭太行

山武陵山为西界的滨太平洋构造域在这个时间从

左旋压扭（Ｔ３—Ｋ１）向以大量古近系地堑系为背景

的右旋张扭进行转变［１５］。因此，笔者认为太平洋板

块在晚始新世俯冲方向的改变对当时的中国东部盆

地的构造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太平洋板块晚始新世发生后退式俯冲的同时，

渤海湾盆地刚刚发生过孔店运动，盆地进一步拉张

伸展，沉积区域扩大，同沉积断层活动强烈，沉积沉

降中心向东迁移。前人对渤海湾盆地各坳陷沉降速

率研究较多［２５，２９３０］。即从沙三期开始渤海湾盆地的

临清坳陷、渤中坳陷、冀中坳陷、黄骅坳陷、济阳坳陷

的沉积速率和构造沉降速率在约４３ＭａＢＰ发生２

～５倍的突然增加，盆地的断陷活动在该阶段最为

强烈［２９］，在沙三段沉积期形成了渤海湾盆地最重要

的一套烃源岩。可以认为，太平洋板块在约４３

ＭａＢＰ时俯冲方向的改变对渤海湾盆地的构造及沉

积建造特征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东海陆架盆地，太平洋板块晚始新世开始的

后退式俯冲对其构造演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中—晚

始新世也是东海陆架盆地沉积史上的重要转折时

期，盆地沉降中心由西带坳陷东移至东带坳陷。首

先，俯冲方向的改变对亚洲东南缘产生了较强的挤

压作用，使西带断陷盆地全面隆褶回返，西部坳陷带

和中部隆起带抬升并遭受剥蚀，上、下地层间形成了

一个区域性角度不整合面。其次，后续的板块俯冲

使大陆边缘地幔在断裂处发生局部隆起，地壳断拗

下陷，拉开了东带晚始新世断拗型盆地发育的序

幕，使东海陆架盆地发生构造和沉积大规模的东向

跃迁。之后，除“花港”末期有过短暂的抬升外，东部

坳陷带一直保持沉降。

在菲律宾海盆地，晚中生代以来的太平洋板块

的运动是菲律宾海构造演化的主要地球动力来源。

特别是４３ＭａＢＰ左右，太平洋板块俯冲方向由

ＮＮＷ转为ＮＷＷ向，对菲律宾海盆的构造演化产

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导致了西菲律宾海盆的形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Ｌｏｕｄｅｎ和Ｓｈｉｈ曾认为西

菲律宾海盆在４４ＭａＢＰ以来有约６０°的顺时针转

动。ＲＨａｌｌ等根据东印度尼西亚的古地磁资料认

为菲律宾板块自古近纪以来以幕方式顺时针转动了

约９０°
［３１］。西菲律宾海盆顺时针转动开始的时间和

太平洋板块对欧亚板块俯冲方向改变的时间大致相

同，因此笔者大胆推测，菲律宾海板块的顺时针转动

与太平洋板块俯冲方向的改变或许具有某种成因上

的联系。

３　结论

（１）东海陆架盆地沉降中心在古近纪具有自西

向东迁移的趋势，中—晚始新世是东海陆架盆地沉

积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渤海湾盆地新生代沉积沉

降中心自南向北、自西向东迁移。菲律宾海盆地中

生代以来的构造受太平洋板块影响剧烈，约４３

ＭａＢＰ的中晚始新世盆地也发生自西向东的构造跃

迁，西菲律宾海盆停止扩张，东部帕里西维拉海盆则

扩张开始，并伴随沉降中心的东移。三大盆地在晚

始新世沉积沉降中心迁移规律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性。

（２）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远程效应和太

平洋板块在晚始新世向欧亚板块俯冲方向由ＮＮＷ

向ＮＷＷ 的改变是导致三大盆地演化呈现规律性

的原因，其中前者是主导因素。印度板块与欧亚板

块碰撞引起地幔流自西向东蠕动，运移到东部上涌，

使岩石圈拉伸、减薄、破裂，在中国东部盆地产生

ＮＥ向断裂的右旋走滑。同时，太平洋板块的后退

式俯冲为亚洲东部的岩石圈向东伸展、蠕散提供了

应变空间。至于菲律宾海盆地，其中生代以来的形

成演化主要受太平洋板块的影响，与印度板块与欧

亚板块碰撞的远程效应无关。

（３）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对我国甚至亚洲

东部的影响是持续存在的，是主导我国东部盆地新

生代演化的主要因素。太平洋板块发生后退式俯冲

和三大盆地发生沉降中心迁移发生在同时并不是巧

合。东海陆架盆地西带裂陷东带断陷东缘岛弧系

（冲绳海槽）与菲律宾海盆地“三位一体”的沟弧盆

体系的相似性及渤海湾盆地沉降中心迁移规律使得

我们必须重视我国东部陆内断陷盆地、聚敛陆缘断

陷盆地和弧后边缘海盆地某些相似之处，这就促使

我们思考东部陆缘盆地是否就是陆内裂陷盆地和边

缘海盆地的过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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