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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绵阳一长宁凹槽构造演化的沉积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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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收集了四川盆地绵阳一长宁凹槽内外的露头和钻井资料，根据地层不整合、岩性变化、测井曲线对比和岩石地球化学等

沉积记录，对绵阳一长宁凹槽在震旦纪一早寒武世的构造演化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凹槽内下寒武统存在明显的上超，保留了下

寒武统与震旦系灯影组之间的侵蚀暴露界面，并且残留的灯影组具有早期岩溶现象，表明凹槽在寒武纪沉积前存在暴露侵蚀过程。

地层沉积旋回对比表明，凹槽内黑色岩系较正常的麦地坪组多一套沉积旋回，而且凹槽内资阳1井元素测井显示黑色岩系下部发

育20 m厚的含硅泥质白云岩，结合邻区钻井分层认识，认为凹槽内黑色岩系不止是寒武系麦地坪组，还包括震旦系灯影组三段和四

段。另外，灯影组四段硅质岩具有明显的热水成因特征，也证明当时具有强烈的区域拉张背景。结合中新元古代一寒武纪岩浆岩

活动记录和南华纪地层发育特征，认为绵阳一长-7凹槽是在南华纪裂谷基础上，持续负地貌继承性发育起来的，是间歇性拉张沉降

和暴露剥蚀联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该凹槽的构造属性为拉张一侵蚀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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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 constraints on the tectonic evolution of Mianyang-Chan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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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anyang—Changning trough is developed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he Sinian to Earlv Cambrian in

Sichuan Basin．We systematically collected the outcrop samples and drilling data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trough and

analyzed its tectonic evolution according to stratigraphic unconformity，lithological variation，log correlation and geochemi．

cal data．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pronounced onlaps on the Lower Cambiran sequences in the trough，keeping the

erosional unconformity between the Lower Cambrian and Sinian Dengying Formation intact．In addition．evidences of earlv

stage karstification occur in the residual Dengying Formation，indicating that the trough has experienced exposure and ero．

sion before the Cambrian sedimentation．Meanwhile，the sedimentary cycle correlation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is an addi．

tional sedimentary cycle in the Maidiping Formation with normal proportion of black rocks in the trough．Moreover．ele．

mental logging in Well Ziyang-1 inside the trough shows that there are 20 m．thick siliceous argillaceous dolomites deve．

10ped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black rocks．Thus，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tratigraphic division based on drilling data in

the adjacent areas，we believed that the black rocks within the trough include not only the Cambrian Maidiping Forilla．

tion，but also the 3
rd

and 4m members of the Sinian Dengying Formation．Besides，the hydrothermal origin of siliceous

rocks in the 4“member of the Dengying Formation proves that strong regional extension exists during that time．According

to the Middle Neoproterozoic—Cambrian magmatic activity records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 Nanhua sedimentary strata,we

considered that the Mianyang—Changning trough inherited from the persistent negative landforms on the basis of N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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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ft，and it was formed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intermittent extensional subsidence and denudation from exposure

Therefore，the trough is an extensional·erosional trough in tectonics．

Key words：sedimentary record，Dengying Formation，Cambrian，Sinian，Mianyang—Changning trough，Sichuan Basin

依据最新钻井分层和地震标定的解释成果，应用印

模法恢复震旦系顶面古地貌，显示四川盆地绵阳一长宁

地区发育一个北西一南东向展布的凹槽，由于其成因、

构造屙陛、演化时间及控油气作用方式等关键问题至今

仍存在争议，因此本文称之为凹槽。该凹槽具有北西和

南东两端宽、中间窄的特征，内部充填厚层下寒武统碎

屑岩沉积(图1)。该凹槽的发现与安岳气田的勘探发

现密切相关，同时也指导了该气田后续的勘探开发。

绵阳一长宁凹槽的识别与刻画来源于新的钻井和

地震资料，在新的钻井分层资料指导下，钟勇等⋯根据

大量地震剖面，识别出深层前震旦系张性断裂，刻画了

凹槽肩部震旦系顶界的“陡坎”的几何特征，认为是早

寒武世拉张作用形成的⋯。刘树根等旧。3o提出兴凯地

裂运动是控制该凹槽形成的主要原因，震旦纪末期一

早寒武世由于深层地幔上涌，震旦系抬升受到剥蚀，之

后的拉张作用造成地面沉降，拉张始于下寒武统麦地

坪组，止于下寒武统沧浪铺组，根据麦地坪组一沧浪铺

组的地层厚度，刻画了凹槽的展布，并将之命名为“绵

阳一乐至一隆昌一长宁拉张槽”。在凹槽发现之后，大

量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成因和控烃、控储和控藏作用

做了详细的研究H。9j。尽管绵阳一长宁凹槽的展布得

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关于该凹槽的成因还存在很多

争议，主要有侵蚀槽H。5]、拉张槽心。3’6“]、克拉通内裂

陷归。121和拉张侵蚀槽¨副等多家观点(表1)。从形成

时间上看，存在寒武纪早期【2。·6’8’14j、前震旦纪裂谷继

承性活动‘10。1 2|、灯一期一龙王庙期‘7 3和震旦纪‘”1等

多种认识(表1)。对拉张槽形成时间和构造成因的不

同认识会影响到对拉张槽两侧储层成因与分布的认

识，一般认为形成于早寒武世侵蚀成因的拉张槽不会

控制灯影组藻滩成因的储层分布，而如果认为震旦纪

灯影期拉张槽开始发育，则拉张槽两侧会发育高能相

带控制的储层。

本文通过地震剖面对凹槽内外地层不整合的识

别、充填物沉积特征和钻井测井曲线的对比，进一步对

凹槽的成因和构造演化阶段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新的

构造演化模型，探讨了凹槽形成的动力学背景，以期能

为全面认识四川盆地震旦纪末一早寒武世构造演化和

油气地质条件提供帮助。

图1 四川盆地下寒武统等厚图及绵阳一长宁凹槽位置(据文献[3]修改)

Fig．1 Isopach map of the Lower Cambrian and location of'Mianyang—Changning trough in Sichuan Basin

(modified from refel‘enc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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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绵阳一长宁凹槽地层侵蚀记录

1．1寒武系地层超覆记录

地层超覆是沉积水体进退的标志，可以直接判断

下伏地层是否受到过侵蚀或剥蚀。从过绵阳一长宁凹

槽的地震剖面上可以见到灯影组顶部存在凹凸不平特

征，而且从凹槽最深部位到边缘可见由低向高多次的

地层上超，表明下寒武统沉积前海水曾经完全退出。

这种上超特征在凹槽中部和北部都可以见到(图2)。

1．2震旦系一寒武系之间地层侵蚀不整合记录

震旦纪一早寒武世，四川盆地经历了多期构造抬

升，形成了至少3期较大规模的不整合，即桐湾运动I

幕形成的灯影组三段与二段之间的不整合，桐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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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幕形成的下寒武统麦地坪组与灯四段之间的不整

合，桐湾运动Ⅲ幕形成的下寒武统筇竹寺组与麦地坪

组之间的不整合。7J。由于地层揭露比较少，这3期不

整合在绵阳一长宁凹槽内表现并不完整。通过野外露

头和钻井岩心的观察与调研，发现凹槽内存在震旦系

与下寒武统之间的侵蚀暴露面。位于凹槽向西北延伸

中心部位的平武金凤村剖面上可以见到，震旦系灯影

组与寒武系邱家河组存在明确的侵蚀面，下伏地层为

灰质白云岩夹硅质条带，上覆地层为邱家河组，主要由

炭硅质板岩夹硅质岩、结晶灰岩及劣质铁锰矿层组成，

两套地层之间发育凹凸不平的不整合(图3a)，而且存

在明显的岩性差异，因此，下寒武统沉积前，凹槽内存

在沉积间断。另外，王家坪剖面向南，同样位于凹槽内

的绵竹清平剖面也见到了震旦系与下寒武统之间的侵

蚀暴露面，下伏地层为灯二段富藻云岩，上覆地层为含

高石1

图2绵阳一长宁凹槽内寒武系上超现象

Fig．2 Onlaps of the Cambrian within Mianyang—Changning trough

a．凹槽中部地震剖面；b．凹槽北部地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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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绵阳一长宁凹槽内震旦系灯影组露头和典型岩心照片

Fig．3 Outcrops and typical core photos of the Dengying Formation in Mianyang—Changning trough

a．平武县金凤村剖面，寒武系与震旦系不整合；b．资阳1井，灯一段，泥晶云岩发育溶蚀孔隙；c．绵竹清平，灯二段，藻纹层白云岩岩溶现象；d．资

阳1井，灯一段，泥晶白云岩中硅化现象；e．高石17井，灯二段，瘤状泥晶白云岩；f．广元市朝天区东溪河乡剖面，灯影组顶部的硅质岩碎屑流

硅含磷的邱家河组，推测为与下寒武统麦地坪组同期

的地层。

1．3凹槽内震旦系岩石暴露记录

除了地层不整合以外，凹槽内还可见到灯影组白

云岩的溶蚀现象，如资阳1井钻井岩心可观察到灯二

段泥晶云岩局部溶蚀孔洞、缝发育，见沥青细脉，次生

石英、泥质等局部充填(图3b)。绵竹清平剖面也见到

了灯影组灯二段明显的溶蚀孑L洞，部分藻纹层白云岩

溶蚀后呈花斑状、葡萄状和花边状，溶蚀孑L洞中充填有

白云石、方解石，局部有沥青(图3c)，另外凹槽内资3

和资4井也可见到灯影组二段顶部岩溶和下寒武统麦

地坪组顶部溶蚀孔洞中的碎屑岩充填¨J。这些证据说

明，灯影组二段末期、灯四段末期和麦地坪组末期，包括

绵阳一长宁凹槽在内的整个四川盆地都曾大范围暴露。

2绵阳一长宁凹槽构造拉张记录

2．1 凹槽内拉张期同沉积记录

从凹槽内钻井揭示的沉积来看，资阳1井和高石

17井灯影组均为水动力能量较低的沉积产物，主要岩

性为泥晶白云岩和瘤状泥晶白云，广元朝天东溪河剖

面上还见到了灯影组硅质岩碎屑流沉积(图3d—f)，

证明绵阳一长宁凹槽在震旦纪晚期已经存在，槽内的

沉积环境为陆棚相，向北西方向水体加深，凹槽边缘为

深水斜坡相。从地震剖面上看，沿凹槽两侧灯影组四

段储层具有明显加厚的现象(图2)，厚层的白云岩主

要是藻丘滩白云岩，并且在钻井中获得了证实，沿台缘

带向北东由高石1一磨溪8一磨溪10一女基井一广探

2井，随着灯四段变薄，藻丘滩减薄，储层变

差旧'12-”。16I。这些现象从侧面上证实了灯影组沉积期

凹槽已经存，并且控制了凹槽肩部高能滩相的发育。

2．2硅质岩地球化学记录

灯影组部分白云岩还发育了较为严重的早期硅

化，这种成层性的硅化在四川盆地灯影组四段比较普

遍，主要发生在准同生期，前人对峨边先锋和彭水罗家

湾灯影组硅质岩的主量元素作了分析，结果显示这些

硅质岩具有贫Al，富Fe的特点，其形成主要与海底热

水活动有关l 7．"一8I。本文对四川盆地多个钻井和剖面

的灯影组硅质岩做了稀土元素分析，结果表明硅化白

云岩和硅质岩的REE分布模式普遍显示正Eu异常

(图4)，指示硅质岩的沉积与热液流体密切相关，而且

正Eu异常较明显的资阳1、天星1和高石6井均分布

于古裂陷内部及边缘，揭示热液活动可能与边界断裂

活动有关，由此可以说灯影组沉积时绵阳一长宁凹槽

均发育拉张作用。

2．3 凹槽内残存灯影组三段和四段的证据

绵阳一长宁凹槽是否存在灯影组三段和四段，对

确定凹槽的形成时间与构造构造属性极为重要。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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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元素

+小洋乡剖面+城门东安剖面十杨坝剖面+贵民关剖向
+资阳1井 +天星1井 +林l井 +高石6井

图4四川瓮地灯影组pq段硅质岩稀土元素配分图

ng．4 REE distribution of siliceous rocks in the 4“

member of the Dengying Formation in Sichuan Basin

凹槽内的钻井在灯影组白云岩顶部揭示了厚层的黑色

泥岩、页岩和硅质云岩，普遍认为是下寒武统麦地坪

组。8’b1，但也有人认为该套黑色岩系包含灯影组三段

和四段{12]。

麦地坪组最早作为震旦系一寒武系分界的金钉子

剖面在云南昆明梅树村剖面被详细的研究过¨9-22]。

麦地坪组自下而上可以分布小歪头山段、中谊村段和

大海段。小歪头山段主要发育灰黑色中薄层硅质岩、

硅质白云岩，向上渐变为含浅灰色磷质白云岩、泥质

岩，顶部薄层泥质白云岩、硅质泥岩及粉砂岩互层；中

谊村段主要发育蓝灰色薄一中层鲕粒状白云质硅质磷

块岩，中间加灰白色凝灰岩；大海段主要发育灰白色中

厚层砂质细晶白云岩夹白云质页岩，含磷质和硅质条

带。自下而上麦地坪组经历了一次海侵一海退的旋

回，发育两段含磷层系(图5)，主体为还原一弱氧化的

沉积环境。多年来依据生物化石、碳同位素和稀土元

素异常和锆石定年对寒武系底界的界定逐渐取得了较

为一致的认识，即寒武系底界应该位于小歪头山段底

界，该界面首次发现了小壳生物化石，而且沉积年代上

更接近寒武系底界标准年龄值542 Mal22-23]。

通过灯影组四段和麦地坪组都齐全的2口井(老

龙1井和窝深1井)对麦地坪组特征进行了总结。麦

地坪组测井曲线具有自然伽马呈尖峰状起伏，电阻率

明显降低的特征，而上覆筇竹寺组主要为高伽马和

低一中电阻特征，下伏灯影组主要为稳定的低伽马和

高电阻特征。从自然伽马和电阻率曲线上可以看出自

灯三段到麦地坪组主要经历了二次海侵和海退旋回，

麦地坪组自身经历了一次海侵和海退旋回。凹槽内的

资4井、资阳1井和高石17井，从测井曲线上看，凹槽

内黑色岩系主要经历了二次海侵和海退旋回，与地层

齐全的麦地坪组相比多了一个沉积旋回(图6)。另

外，前人对高石17井灯影组进行了重新划分¨1I，认为

该井灯四段残留15 rn厚的浅灰色泥质云岩，灯三段沉

积厚度仅为2 in，岩性为深灰色泥岩。资阳l井从麦地

坪组往下，存在约20 In的GR值突然升高段，5 222～

5 228 In井深段GR值高达600API，与高石17井GR

值尖峰相似。这种高GR值响应，在很多钻井和露头

中都得到证实¨J，如峨边先锋剖面灯三段中发育

0．5 m的凝灰质泥岩和凝灰岩层，其GR值高达

285API；威远古隆起上灯三段主要以蓝灰色泥岩为主，

这种蓝灰色泥岩为火山灰蚀变的产物，其GR值也较

高，如威117和威28井蓝灰色泥岩的GR值可达

100API，这些证据说明资阳1井存在灯三段和灯四段。

根据元素测井结果来看，资阳1井在寒武系黑色

岩系底部5 225～5 240 in层段，Ca，Mg，Si含量较高而

Al含量低，说明该段含硅质为白云岩，碎屑物源输入

较少，与高石17井灯三段和灯四段岩性相似，为较深

水沉积的产物。另外该段之上出现低Ca和Mg，高含

Si和Mn层段，指示岩性转变为含锰的硅质岩，与川西

清平剖面下寒武统底部邱家河组特征相似，因此推断资

阳1井5 225 m之上，含锰硅质岩为下寒武统，5 225～

5 240 In层段硅质白云岩为震旦系灯影组三段和四

段。根据测井曲线解释，灯三段厚约4 ITI，灯四段厚约

11 rn。对震旦系灯影组三段、四段和寒武系麦地坪组

3个层段的地层厚度进一步细分发现，灯三段厚度横

向上比较稳定，而灯四段和麦地坪组厚度横向上变化

大(图6)，说明尽管凹槽内自灯三段沉积以来存在持

续的较深水沉积，但是不排除灯四段末期和麦地坪组

末期发生地层剥蚀的可能。

3绵阳一长宁凹槽构造演化

绵阳一长宁凹槽在早寒武世存在大规模拉张已经

取得了共识，但是在此之前凹槽经历了侵蚀还是拉张，

不同的学者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根据凹槽内外地层

的沉积记录，认为该凹槽是多期拉张和侵蚀综合作用

的结果。灯影组一段和二段沉积期凹槽存在负地貌雏

形，但差异不大；灯二段末期桐湾运动I幕，整体抬升，

凹槽受深切侵蚀，灯二段变薄；灯三段沉积期海侵，初

期为浑水沉积，泥质含量多，GR值升高，碎屑沉积物沉

积在古地貌低洼处；灯四段沉积期第一次强拉张，硅质

岩和硅质云岩发育，在凹槽肩部高部位白云岩沉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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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进一步扩大了地形高差；灯四段末期桐湾运动Ⅱ幕，

四川盆地整体抬升，海水全部退出，凹槽进一步受到河

流的深切侵蚀；麦地坪组沉积期第二次强拉张，初期碎

屑沉积GR值升高，晚期海水变浅，在上升洋流和陆缘

碎屑联合作用下，沉积了胶磷矿；麦地坪组末期，桐湾运

动Ⅲ幕，四川盆地再次整体抬升，凹槽内海水未完全退

出，在凹槽西北部存在连续的寒武系沉积；筇竹寺组沉

积期，再次大规模海侵，同时伴随同沉积沉降，该期的

拉张作用较弱，直至早寒武世晚期凹槽被碎屑物质充

填，该拉张一侵蚀槽结束了构造演化(图7)。

学者们普遍认为绵阳一长宁凹槽的构造演化与扬

子板块中一新元古代以来持续的拉张背景有关¨0。B]，

部分学者认为造成Rodina大陆裂解的地幔上涌动力

一直持续到震旦纪末日’14 J，地幔上涌造成了震旦系的

剥蚀和下寒武统的快速沉积。部分学者认为绵阳一长

宁凹槽是扬子西缘被动大陆边缘拉张作用向陆内扩展

的一种表现¨2|。实际上根据扬子地块周缘中一新元

古代岩石学证据，与Rodina大陆裂解有关的基性岩浆

岩年龄主要集中在820～750 Ma，主要分布在扬子西

缘、北缘和东南缘，分布比较广泛Ⅲ。271。最新研究表

明，四川I盆地深层也存在该时期的碱性花岗岩，代表地

幔和地壳物质重融后的混合产物。28I，说明中一新元古

代大陆裂解作用在克拉通内部形成了新的裂谷。中一

新元古代一早寒武世最晚期的基性岩年龄为650～
635 Ma，主要分布在扬子北缘武当山地区，分布比较零

星和局限【29|。结合扬子区南华纪裂谷盆地的充填特

征，认为Rodina裂解的开始期为820—800 Ma，华南岩

石圈减薄，同时伴有强烈的裂谷作用；790—760 Ma裂

组 段 层 层序 地层划分标志与环境变化

60

、歪头山段

自岩哨段

★

▲中国C点高铱值，”C异常

▲中国B点

小壳化石Ⅱ组合

★凝灰岩锆石年龄536 7Ma

▲中国A点

小壳化石l组合

舀目目目圉目
白云岩 凝灰岩 磷块岩 泥页岩 粉砂岩 砂岩

图5云南昆明梅树村剖面早寒武世沉积与地质事件(据文献[21—23]汇编)

Fig．5 Sedimentation and geological events of the Early Cambrian recognized on Meishucun section。

Kunming，Yunnan Province(compiled from references[21—23])

万方数据



第
5
期

李
双
建
，
等
．
四
川
盆
地
绵
阳
一
长
宁
凹
槽
构
造
演
化
的
沉
积
约
束

8
9
5

一皇oo砖。^JI一一。；oL{一曾JJ一．址一曲∞o∽一t{∞_=矗一∞c一皇∞c卿I{ol∽皇耐}c为一岂Jt．t。一v—z上_c({co口。一一删—皇-ok∞c一蠢￡o口|Jc岛墨e名《—皇-ckKc一4Il。一日善。上一-o皇。口≈一o-I’Iot)。一I{(：I础．HK一一≈-I_∽心．Ⅱ—!I

一一匝囤稠遐去若一羞莨喽簧舞辨爿聪岬蔫醛虫暮窿墼E*半-目iI婚∞匝

琅怕皿琅嚼蜒咐皿琅赠峰世

求略琅憾峰器

杂食宴

永蜮琅怕皿葵礞姬

永咐皿峰撑琅怕皿攒

求咐皿峰赠

永咐皿葵橱糖

永怕皿峰毯

万
方
数
据



896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第39卷

老龙1 金石1 威28 资阳1 高石17 高石1 女基井

萎篓黧、U．一⋯⋯ ‰⋯一。土——⋯、～～⋯。 。一～～l～．——⋯【⋯。
一广一一鞯冬 =二二心． ；：石≯矗—一⋯一一一j

灯四段 ，

灯三段歹广一翟翟’警、一
⋯

灯一段+灯二段、≮告；：．二二≥岔≯碲
————————T————～—～ —=～ 一‘；==彳22司

陡山沱组+基底 ——_=二=二_—、≤二二二—，=；—、=≥乡 1、—／h

0

200

400 o

600划

800韪
1 000簧

1 200

灯四段—硐要耵
灯一段+灯二段

陡山沱组+基底

灯四段
灯三段／ 、二N一一酬∥一一灯一段+灯二段

陡山沱组+基底二==歹多泰∑·—二=么- 一d

—、一_，—————————————～灯一段+灯二段

r～———厂—二=二、、———／r 一／陡山沱组+基底
_—■■■●▲————l＼V——

一 a

图7绵阳一长宁凹槽构造演化模式

Fig．7 A model for the tectonic evolution of Mianyang—Changning trough

a．灯影组二段沉积期；b．灯影组二段末期，桐湾运动I幕；c．灯影组三段沉积期；d．灯影组四段沉积期；e．灯影组四段末期，桐湾运动lI幕；

f．麦地坪组沉积期；g．麦地坪组末期，桐湾运动Ⅲ幕；h筇竹寺组沉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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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峰期，岩石圈的厚度可能进一步变薄，这一时期地幔

柱活动主要在扬子西缘和桂北地区，证据是基性岩墙

群以及细碧岩等高温玄武质岩石；700～635 Ma裂谷

充填与被动大陆形成阶段，随着能量的消耗，地幔物质

的逐渐冷却，裂谷作用减弱，大陆裂谷带中块体差异升

降运动停止，形成受区域性热沉降作用控制的被动大

陆边缘，随着陡山沱组盖帽白云岩的出现，华南地区南

华纪的地堑式沉积被广泛的浅海沉积取代。虽然南秦

岭随枣地区可以见到650～635 Ma左右的基性岩侵人

体，它仅代表扬子北缘在新古代的晚期仍有比较强烈

的拉张活动，其他地区整体上进人了比较稳定的克拉

通演化阶段，地幔柱的活动趋于平静。

由四川盆地中新元古代一寒武纪大陆裂解的构造

演化过程来看，绵阳一长宁凹槽的形成和演化与热地

幔上涌的关系不大，不存在震旦纪末隆升与拉张再沉

降的动力背景。该凹槽可能与四川盆地深层南华纪裂

谷充填后再活动有关。震旦纪末一早寒武世期，四川

盆地在早期裂谷基础上，于裂谷肩部形成碳酸盐岩高

地，裂谷核部形成相对深水沉积，桐湾运动的区域隆

升，造成早期凹槽内河流深切侵蚀，进一步加强了凹槽

内外的地貌差，经历了间歇性的拉张和侵蚀，逐步形成

了现今的绵阳一长宁拉张一侵蚀槽。

4结论

1)绵阳一长宁凹槽内存在明显的侵蚀作用，保留

了下寒武统与震旦系灯影组之间的侵蚀暴露面，并且可

以见到下寒武统与震旦系之间的大范围的上超记录。

2)绵阳一长宁凹槽内也存在明显的继承性深水沉

积记录，凹槽内残留的震旦系灯影组二段白云岩较两侧

水体沉积能量更低，发育台缘斜坡环境下的硅质岩碎屑

流，台缘带地层加厚，发育藻丘滩，凹槽内灯影组四段相

变为硅质云岩和硅质页岩。岩石地球化学特征显示，硅

质岩沉积与同期拉张作用导致的热水活动有关。

3)综合沉积记录与区域构造背景分析认为，绵

阳一长宁凹槽是在南华纪裂谷基础上，持续负地貌继

承性发育起来的，是灯影组二段以来间歇性拉张与区

域抬升剥蚀切联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该凹槽的构造属

性为拉张一侵蚀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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