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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实测剖面和路线地质填图剖面为基础，采用地层优势相（亚相）法和综合分析法首次系统地重建了羌塘盆地

查郎拉地区中生代的岩相古地理。指出晚三叠世以海陆过渡相占主导地位，形成海退沉积旋回；由 NE 向SW 依次出

现三角洲相!滨岸相!滨浅海相带。中侏罗世浅海相沉积较发育，从 NE 向SW 依次发育三角洲!台地相!浅海陆

棚相带，呈NWW"SEE 向展布，沉积中心应在中部偏西南侧，在J2!期和J2"期形成两次海侵高潮，总体组成两个由

海侵!海退的沉积旋回。晚侏罗世海陆过渡相沉积较发育，从NE 向SW 依次发育三角洲相!潮坪相!台地相带，呈

NW"SE 向展布。白垩纪岩相古地理存在早晚差异：早期为残留海背景下的台地边缘浅滩—局限台地相沉积，形成

第三次海侵高潮；晚期全区迅速抬升，形成冲积扇"辫状河流相的磨拉石红色复陆屑沉积旋回及多物源供应格局。

中生代沉积物源主要来自北部的中央隆起带，次为东部高地及西部隆起区；在沉积演化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沉积物源

有所差别，且地形总体保持了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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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塘盆地位于藏北高原“无人区”，平均海拔在

5000m 以上，自然地理条件十分恶劣，油气勘探和研究

程度都很低。大规模涉足该区是从90 年代开始，而涉

及羌南查郎拉地区的沉积学及岩相古地理研究却是寥

寥无几〔1"4 〕。油气的生成和聚集与岩相古地理有极

为密切的关系，为评价该区中生界含油气前景，笔者等

人在野外遥感石油地质填图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其沉

积相展布和演化〔5 〕、地层相对厚度变化、古流向及物

源区分析首次系统地重建了本区中生代的岩相古地

理。

1 区域地质背景

羌塘盆地查郎拉地区地处唐古拉山南坡，地理座

标东经90 00' "90 30' 、北纬32 30' "33 00' ，大地构造

位置处于可可西里—金沙江和班公湖—怒江南北缝合

带之间构造板片内的羌南坳陷的中北部〔6 〕（图1 ）。资

料〔1 〕表明，其南、北边界两缝合带的构造演化直接控

制着该区中生代盆地的性质和沉积型式，晚三叠世弧

后盆地的形成直接与可可西里—金沙江缝合带演化的

岛弧有关，侏罗纪前陆盆地的形成与班公湖—怒江缝

合带的逆冲推覆造山有关。

区内地层区划属羌塘—昌都地层区羌南地层分

区〔7 〕，地层格架严格受区域构造控制，各时代地层多

呈近东西向条带状展布。出露的沉积盖层为中、新生

界，缺失古生界。盆地基底为前泥盆系浅—中深变质

岩系及泥盆—二叠系浅变质岩系，具变质褶皱软基底

和结晶基底叠合的双层基底结构〔1 〕。因地表露头分

布局限，所测地层剖面多无顶底，且剖面点有限，难以

进行全区地层的详细层段对比，增加了研究难度。其

地层格架及沉积相划分见表1 。

依据大量露头资料和前人成果〔1 ，8"14 〕综合分析，

本区所处的羌塘盆地从晚古生代到第三纪接受了厚逾

12 000 m 的以海陆过渡相—滨浅海相为主的中新生

代沉积，并经历了前泥盆纪基底形成期、泥盆纪—侏罗

纪沉积建造期的 D—P 裂谷盆地演化阶段及 T—J 弧

后—前陆盆地演化阶段、白垩纪—第三纪变形改造期

的盆地萎缩阶段及强烈隆升阶段的构造—沉积演化，

阶段性较为明显。在盆地产生、兴盛、萎缩、消亡的过

程中，自加里东运动以来的各期构造运动对盆地产生

了明显不同的控制作用，其中羌南坳陷北缘的中央隆

起带及南缘的板块缝合带对该区盆地的形成发展、相

带展布及碎屑物质来源尤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2 资料来源及分析方法

本文引用的资料来自12 条实测剖面及数10 条路

线地质填图剖面，并结合区域石油地质调查和遥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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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成果。野外完成的实测剖面总长27 071 m，总厚10
918 .07 m；野外地质路线总长709 km ，地质点1 208
个，填图面积2 610 km2 ，构成扎实的第一手资料。

图1 藏北羌塘盆地构造单元划分及研究区位置

Fig .1 sketch map showing tectonic lnits and location of
t he research area i n t he @iangtang basi n ，Northern Tibet

在分析方法上，是以12 条实测剖面（表2 ）为基

础，以数10 条路线地质填图剖面为素材，排除构造因

素（如褶皱等）的干扰，选择具有相同或相当层位关系

的路线剖面进行对比研究，以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优势

相（亚相）法与综合分析法为指导思想，恢复本区中生

代的岩相古地理面貌。由于区内各时代地层多呈条带

状展布，地表露头分布局限；多数实测地层均无顶底，

难以进行全区地层的详细层段对比，故原则上以世为

成图单位。具体工作中，充分利用沉积相柱状图和岩

相路线剖面图，将一个由多种岩性组成的剖面，压缩成

代表一种或两种优势岩相类型的二维平面图上的一个

点；结合素描图、古流向玫瑰花图、地层相对厚度变化

等基础图件和数据，综合考虑岩相、古生物、相标志、区

域岩相区带界线位置与构造事件以及邻区资料，勾绘

岩相古地理略图。

3 晚三叠世岩相古地理

资料表明〔1 〕，晚三叠世初期区域拉张断陷作用加

强，羌塘盆地早中三叠世形成的中央隆起带呈岛链状

近东西向分布，从而控制了肖查卡组地层呈东西向展

布于工区西北部、地形东西高中段低和中部高南北低

的特点（图2 ）。

3 .1 晚三叠世中期（肖查卡组二段沉积期／T3O2 期）

T3O2 期该区为滨岸碳酸盐海滩—河口湾优势亚

相的沉积，河口湾环境的河道砂坝中产丰富的双壳类

化石，以chlamyssp . 为主。东段麦多日阿一带岩性

组合为砂屑灰岩、薄皮鲕状灰岩夹中细粒次岩屑长石

砂岩与泥晶灰岩、含生屑泥晶灰岩不等厚韵律互层，其

中含一定量的陆屑砂岩且成熟度不高；向西至帮东来

—那鲁江塌一带，相变为不含陆屑的净水碳酸盐沉积；

在北部沉积边缘，可见极少量细砂岩夹层，说明区内地

形为北高南低、稍有起伏，相对较为平坦，海水西深东

浅，东北侧靠近物源区。

表1 研究区地层格架及沉积相划分简表

Table 1 Brief classification of strata and sedi mentary
facies in the research area

3 .2 晚三叠世晚期（肖查卡组三段沉积期／T3O3 期）

T3O3 期为一套平均厚达2 336 m 的三角洲含煤

碎屑岩的优势相沉积，剖面上既含植物及植物茎干碎

片，又见丰富的双壳类化石，具海陆相化石混合的生

态；以粗中粒、中细粒砂岩、泥页岩为主，夹碳质页岩及

劣质煤线，形成下粗上细的沉积韵律。发育大型板状、

楔状交错层理、平行层理、底冲刷构造，以及小型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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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研究区实测地层剖面一览表

Table 2 Schedule of t he measured strata sections in research area

序

号

剖面

代号
剖面名称及比例尺

地层

时代

剖面长

度／m

剖面厚

度／m
剖面点起止坐标

1 MMP
买马乡第四系实测地层地貌剖

面（112000）
 465 !150

E90 02*23 .2~ N32 28*08 .9~

!E90 02*38 .7~ N32 27*59 .1~

2 LP
鲁总沟中新世康托组实测地层剖

面（11500）
N1k 150 48 .13

E90 00*23 .2~ N32 31*00~

!E90 00*23 .4~ N32 31*4 .86~

3 GP

叫阿玛晚白垩世阿布山组实测地

层剖

面（115000）

K2a 8790 1534 .89
E90 24*39 .7~ N32 43*47 .8~

!E90 19*42 .0~ N32 44*35 .3~

4 RAP
日阿俊拉玛早白垩世尕查鄂日

组实测地层剖面（112000）
K1g 1066 895 .23

E90 18*13 .0~ N32 33*14 .3~

!E90 17*55 .0~ N32 32*46 .5~

5 JP
加改晚侏罗世雪山组实测地层

剖面（112000）
J 3x 700 394 .43

E90 18*33 .8~ N32 33*49 .9~

!E90 18*24 .0~ N32 33*19 .1~

6  P
曲润戳中侏罗世夏里组实测地

层剖面（112000）
J 2x 1830 752 .9

E90 10*39 .1~ N32 36*33 .3~

!E90 11*07 .5~ N32 35*43 .5~

7 GLAP
改拉曲中侏罗世布曲组实测地

层剖面（112000）
J 2b 1400 818 .46

E90 02*53 .9~ N32 33*27 .8~

!E90 02*57 .9~ N32 32*46 .2~

8 PP
破岁抗巴中侏罗世布曲组实测

地层剖面（112000）
J 2b 1800 1100 .80

E90 28*40 .3~ N32 35*57 .8~

!E90 28*36 .6~ N32 35*07 .2~

9 GLP
改来曲中侏罗世布曲组实测地

层构造剖面（114000）
J 2b 1400 813 .45

E90 01*58 .1~ N32 27*16 .7~

!E90 01*50 .3~ N32 27*41 .2~

10 RP
日阿中侏罗世雀莫错组实测地

层剖面（112000）
J2f 3330 1876 .60

E90 15*24~ N32 43*51~

!E90 14*58~ N32 42*28~

11 CP
查郎拉晚三叠世肖查卡组三段

实测地层剖面（112000）
T3x3 4880 2410 .94

E90 09*58 .2~ N32 51*35 .3~

!E90 10*44 .5~ N32 49*46 .4~

12 MP
麦多日阿晚三叠世肖查卡组二

段实测地层剖面（112000）
T3x2 1050 805 .2

E90 08*51 .6~ N32 49*38 .6~

!E90 08*15~ N32 49*02~

层理、沙纹层理、透镜状层理、水平层理、浪成波痕和垂

直虫孔构造，上述层理构造显示出河道单向水流与潮

汐双向水流的复合作用特点。剖面及路线地质记录显

示，平面上（图2），由东向西，三角洲平原砂体沉积厚

度减薄，前缘砂沉积增厚，沉积物粒度变细，由中粗粒、

中细粒砂岩（局部含砾）及粉砂岩、泥页岩为主变为中

细粒砂岩夹泥页岩为主；由南向北，沉积厚度也由查郎

拉剖面的2 410 .94 m 减薄至G41058 点北一带的不足

2 100m，且含砾，粒度增粗，砂岩成分成熟度略有降

低。测 量 计 算 当 时 的 古 水 流 方 向 是 由 NNE 指 向

SS ，可知沉积中心应在本区中部，本区北东侧更靠近

物源区，物源供给应来自工区以北的中央隆起带和东

部高地。

当时地形特征是北高南低、东高西低，T3x3 为一

套三角洲前缘与三角洲平原的优势亚相组合，以中细

砂岩为主，煤线及炭质泥页岩广泛发育，是沉积在较平

坦的古陆低地形之上，地形高差不大。这一时期，其在

区内空间分布总体尚属稳定，但区域上岩性岩相变化

较大，延出区外至羌北坳陷甚至出现同时异相的碎屑

浊积岩型肖查卡组〔2〕。

4 中晚侏罗世岩相古地理

4 .1 中侏罗世岩相古地理

在燕山运动作用下，盆地南界班公湖—怒江缝合

带在T3 晚期—J1 早期开始扩张，J1 晚期完成扩张裂

陷、大洋增生〔1，7，11〕，本区开始沉降接受了中侏罗世海

相地层为主的稳定沉积。这一时期的岩相古地理格局

发生了重大变化（图3）。

4 .1 .1 中侏罗世早期（雀莫错组沉积期／J2f期）

雀莫错期，随着羌南盆地的沉降，早期区内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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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区晚三叠世岩相古地理略图

Fig .2 Sketch map on lit hof acies- palaeogeography i n late triassic i n t he research area

图3 研究区中侏罗世岩相古地理略图

Fig .3 Sketch map on lit hof acies- palaeogeography i n middle jurassic i n t he research area

套海陆过渡环境的三角洲碎屑岩优势相沉积，岩石组

合为粗中粒、中细粒长石岩屑砂岩、岩屑砂岩、石英砂

岩为主夹钙质泥岩、粉砂质泥岩及粉砂岩。发育大型

板状及楔状交错层理、平行层理、粒序层理、印模构造

及冲刷面等，常含植物茎干及碎片、个别双壳、腕足类

生物碎屑，反映出三角洲进入海盆的前缘分流水道和

席状砂的沉积特征。中晚期盆地逐渐下沉，海域扩大，

开始走上海盆发展的高潮阶段，形成一套开阔海台地

优势相的碳酸盐岩沉积。其岩石组合为亮晶鲕粒灰

岩、砂屑灰岩、生屑灰岩及少量豆粒灰岩与泥晶灰岩、

微—粉晶灰岩的互层韵律，含双壳类、腕足类、腹足类

为主的生物碎屑组合，部分双壳类化石个体较大且较

完整，纹饰清楚。

由沉积区中部向西至边部，晚期沉积的雀莫错组

二段岩性有变化，表现为由纯灰岩—!灰岩夹砂岩、且

局部呈互层出现—!纯灰岩；由沉积区中部向东也出

现砂岩夹层。说明向东西两端局部地段距岸较近，可

能有次要物源区存在。测量计算的古流向以SSW 为

主，少量为SSE—SE 向，表明次要物源区应来自本区

西北高地，但均应是本区北部物源区向西北的扩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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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中央隆起带（即其西部隆起区———玛依岗日高隆

起）。这一时期，陆源物质供应早期充分而形成三角洲

砂体，晚期匮乏而形成巨厚的清水碳酸盐沉积；古地形

基本上继承了早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面貌。

J2!期，由早期的三角洲相到晚期的开阔台地相，

构成本区第一次海侵高潮。之后，受区域构造运动的

影响，盆地抬升，海水迅速向SW 方向退出，全区再次

遭受短暂沉积间断。

4 .1 .2 中侏罗世中期（布曲组沉积期／J2"期）

J2"期，海水由SW 向 NE 迅速侵进，达到本区第

二次海侵高潮。主要为浅海陆棚—碳酸盐台地优势相

或三角洲—潮坪相—半局限海台地优势相沉积，东西

分异相变极大。在西段的改来曲剖面其为厚度大于

813 .45 m 的浅海陆棚相沉积，岩石组合为钙质泥岩、

泥钙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及少量岩屑细砂岩夹瘤状

灰岩、含生屑泥晶灰岩，富含双壳、腕足类及孢粉化石，

个别珊瑚、菊石化石及草莓状黄铁矿晶粒。菊石属游

泳生物；珊瑚为单体类型，呈小型锥形；双壳类具海扇

型外壳，显示出海水深度相对较大、海水动力较弱及还

原环境的特点。

中段果龙一带，为开阔台地相的泥晶灰岩、泥灰岩

互层夹鲕粒灰岩、鲕粒生屑灰岩、钙质页岩和砂岩沉

积。至东段的破岁抗巴剖面，布曲组一段相变为厚达

282 .34 m 的三角洲—潮坪相沉积，岩石组合为中细砂

岩与泥页岩不等厚互层或生屑灰岩、泥晶砾屑灰岩、介

壳灰岩、鲕粒灰岩与泥岩互层，海陆相化石混生，发育

对称流水波痕、微细交错层理、韵律层理及水平层理

等。布曲组二段则为818 .46 m 厚的半局限海台地相

沉积，为泥晶及微晶灰岩、条带状灰岩与页岩互层韵律

组合，沉积构造不发育，见黄铁矿及少量白云石晶粒。

布曲组沉积时处在大规模海泛期，早期（J2"1 ）沉

积了一套三角洲—滨岸相深灰—灰绿色岩系，常含碳

屑、泥砾及单体珊瑚化石；晚期（J2"2 ）形成大套碳酸盐

为主的浅海沉积。根据剖面及路线地质记录，该组总

体厚度西段大于东段，且东段砂岩粒度较粗。J2"期

地形仍表现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但在海侵过程中，

盆地沉陷幅度存在东西差异，形成东西段坳陷略深、中

段地形稍高且较平坦的微地貌景观。东部相对更靠近

主物源区，西部较多的细碎屑岩及陆棚相沉积反映同

时存在来自本区西侧的次要物源，在海侵过程中被携

入该区而沉积。根据岩屑组合特征，也得出J2"期出

现了多物源供给现象，主物源区仍在中央隆起带，同时

存在来自西部隆起区和东部盆内高地的次要物源。

4 .1 .3 中侏罗世晚期（夏里组沉积期／J2#期）

夏里期，受燕山运动影响，盆地开始缓慢抬升，海

水由NE 向SW 小规模退却，形成滨岸浅滩优势亚相

沉积。岩石组合主要为一套细—中细粒石英砂岩、长

石岩屑砂岩与砂—粉砂质泥晶灰岩、介壳灰岩、鲕粒灰

岩、含砂质生屑灰岩不等厚互层，化石以双壳类及珊瑚

为主，次为腕足、腹足、海星及海百合茎碎片。平面上，

向西至那从夏改一带，灰岩呈增多趋势，岩性以泥—微

晶灰岩、（含）生屑灰岩、介壳灰岩为主夹泥岩、粉砂质

泥岩及细砂岩，发育大型交错层理、沙纹交错层理、粒

序层理及水平层理。向东至玛冒荣格·劳丁一带，砂岩

呈增多趋势，岩性变为中细砂岩、泥质粉砂岩夹鲕粒灰

岩、砂屑灰岩、粉砂质介壳灰岩和少量砾屑灰岩，发育

流水波痕、水平层理及斜层理。沉积厚度由中部曲润

戳剖面的752 .9 m 向西增大至超过1 000 m，向东呈

减小趋势。在沉积区中西部，由北向南，砂岩粒度也呈

减小趋势，由中粗、中细砂岩!细粉砂岩、泥质粉砂岩。

故本区地形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部相对靠近物源

区；古地形稍有起伏，海岸线近东西向延伸。

根据区域资料〔1 ，7 ，11 〕，本区东邻的土门尕尔琼地

区之古水流方向朝SSW；结合砂岩岩屑组合特征分

析，其沉积物源来自本区以北的中央隆起带。当时沉

积水体总体处于中性—弱碱性的弱氧化环境，局部出

现还原环境；水体环境时清时浊，陆源物质为间歇性供

应，从而形成碳酸盐与陆源碎屑岩混和的滨岸浅滩沉

积。

!." 晚侏罗世岩相古地理

晚侏罗世，本区的岩相古地理变化主要受燕山运

动的影响和控制，既继承了中侏罗世晚期的基本格局，

又形成其鲜明特色（图4 ）。

4 .2 .1 晚侏罗世早期（索瓦组沉积期／J3$期）

索瓦期，受燕山中期断陷运动的影响，羌塘盆地略

有下沉，海平面又复上升，形成一套碳酸盐开阔台地—

台地潮坪优势相或三角洲—台地潮坪优势相及海湾相

沉积。其在本区中部及东部边缘成带状或片状分布，

东西相变、差异较大。区内中部由西向东，发育了由开

阔台地相到台地潮坪相沉积的索瓦组，西段岩性组合

为鲕粒灰岩、豆粒灰岩、介壳灰岩与泥微晶灰岩互层夹

砂屑灰岩及长石岩屑砂岩，见水平层理、正粒序层理

等，含双壳类化石；中段岩性组合以微晶、泥晶灰岩为

主，夹砂岩、鲕粒灰岩、砾屑灰岩；向东至玉寨曲及巴陇

一带，则为砂岩与介壳灰岩、鲕粒灰岩或豆粒灰岩、微

晶灰岩互层，沉积构造发育波状层理、水平层理、水平

潜穴及交错层理等，富含双壳类、腹足类化石。由西向

东，其沉积厚度具减薄趋势、砂岩呈显著增多特点，说

明古地形东高西低，东段更靠近物源区。

在该区东部边缘，索瓦组已演变为三角洲—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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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研究区晚侏罗世岩相古地理略图

Fig .4 Sketch map on lit hof acies- palaeogeography i n late Jlrassic i n t he research area

潮坪相，其西段岩性组合为泥微晶灰岩、生屑灰岩、介

壳灰岩、鲕粒灰岩与次长石岩屑砂岩、长石岩屑砂岩互

层，砂岩底见冲刷面、及重荷模构造。东段岩性组合为

中粗砂岩、粗砂岩夹中砾岩与微—泥晶灰岩、鲕粒灰

岩、含生屑灰岩及页岩互层，见水平潜穴、平行层理、水

平层理、交错层理、粒序层理等发育，其砂岩粒度明显

较西段变粗，砾岩、角砾状灰岩增多，也反映东段地形

高且靠近物源区。其砂岩岩屑绝大多数为变质岩屑，

成分以千枚岩为主，少量石英片岩，推测沉积物源仍来

自就近的中央隆起带。在本区东部边缘，由北向南，索

瓦组砂岩粒度有变粗趋势，说明南部古地形的隆起幅

度略大于北部，但差异并不明显。

邻区处在同一层位的索瓦组下部见有膏泥岩，或

夹石膏层及灰质白云岩，反映早期向东干热化增强。

这一时期，水体环境时清时浊，陆缘物质为间歇性供

应，表现出与夏里组相似的特征。

4 .2 .2 晚侏罗世晚期（雪山组沉积期／J3!期）

雪山期，古构造背景发生了较大变化，盆地南界班

公湖—怒江缝合带开始闭合〔l ，7 ，ll 〕，海水变得动荡不

定，在来自南部块体的挤压作用下，本区又开始整体抬

升、发生海退。

雪山组总体为潮坪及海陆过渡优势相沉积。潮坪

环境主要为滨岸台地潮坪—河口湾—曲流河相组合，

沉积厚度394 .43 m。早期海水缓慢退却，形成台地潮

坪相碳酸盐沉积，发育大型 U 型生物潜穴等沉积构

造，局部温暖干净的动荡潜水中发育小型沿岸点礁，剖

面上呈丘状、平面上呈透镜状展布。其岩石组合为介

壳灰岩、珊瑚灰岩、生物灰岩、泥晶灰岩及含生屑泥晶

灰岩夹泥灰岩，富含群体珊瑚、双壳类化石、少量单体

珊瑚、腕足、腹足及苔藓虫等。

中期随着盆地的抬升，海水变浅且动荡加剧，构成

海陆交互的河口湾相沉积。岩石组合为砂砾岩、粉砂

岩及中细砾岩与泥晶灰岩、泥晶生屑灰岩互层。化石

以双壳类为主，少量腕足及珊瑚，镜下见棘屑及介形

虫，显示正常海—半咸水的特点。此时，陆源物质供给

具间歇性，由于海水的动荡与平静交替，形成垂向上河

道沉积与潮间、潮道沉积交替出现的序列。

晚期，全区迅速抬升成陆，海水向西南撤出本区，

开始了陆相沉积，形成红色岩系组成的曲流河沉积。

岩石组合为粉砂岩、泥岩、含砾粗砂岩及中粗粒岩屑砂

岩、次长石岩屑砂岩，成熟度较低；见小型交错层理、粒

序层理、印模构造及砾石的定向排列，沉积构造显示出

河道单向水流的特点。

区内由西南向东北，相变较大、差异明显。在东北

边缘雪山组演变为三角洲相，其岩石组合下部为中细

粒砂岩夹页岩、炭质泥岩及煤线，上部为中粗粒岩屑砂

岩夹粉砂岩、页岩及中细砾岩，富含炭屑、植物碎片、钙

质及铁质结核。发育交错层理、粒序层理、水平层理、

大型斜层理、沟模及冲刷面构造。其砂岩岩屑成分以

变质岩屑、火山岩屑为主，少量沉积岩屑。较多火山岩

屑的出现，说明晚侏罗世晚期有火山物源的加入，沉积

背景由稳定转为活跃，燕山晚期构造火山活动加剧；沉

积岩屑的出现，反映本区附近尚存在次级隆起或高地

———即较新的沉积岩物源区。雪山组砾岩中砾石定向

结果表明，古水流向为SSE—SSW，也反映多物源方向

的特点，推测中央隆起带仍为主物源区，同时存在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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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源区。

5 白垩纪岩相古地理

白垩纪，受侏罗纪末燕山期挤压造山运动和不均

匀隆升作用的影响，工区形成了早晚截然不同的岩相

古地理面貌。

!." 早白垩世（尕查鄂日组沉积期／K1g 期）

K1g 期，由于整个盆地不均匀抬升沉降作用的影

响，在整体海退背景下，本区又复沉陷，接受残留的海

水入侵，形成最后一次海侵高潮。尕查鄂日组为碳酸

盐台地边缘浅滩—局限海台地相沉积。岩石组合为介

壳灰岩、生屑灰岩、泥晶灰岩、细—粉晶灰岩夹角砾灰

岩及含生屑泥晶灰岩，总体以低能环境沉积的泥晶灰

岩为主。沉积构造不发育，生物化石呈小的碎片，反映

水体流动不畅、较为平静。所见个体较大的瓣鳃类化

石已全部方解石化，难以鉴定；但邻区在同一层位发现

浮游 有 孔 虫 化 石：Orbitolina bir manica Sahni ，Or-
bitolina trochus Mamgai n ，Hedbergella si ngnli ，Tex-
t uaria sp . 等。

由区域资料〔1 ，7 ，10 〕分析，海水来自南侧，古地形基

本上继承了早期的格局。受燕山晚期强烈挤压造山运

动的影响，尕查鄂日组沉积之后，全区再次迅速隆升为

陆开始经受漫长的剥蚀、夷平作用，从而彻底结束了本

区的海相沉积历史。

!.# 晚白垩世（阿布山组沉积期／K2a 期）

在燕山晚期构造运动的作用下，K2 全区发生断

陷、拉分裂离，形成一系列小型的断陷盆地及山间盆

地。阿布山组为冲积扇—辫状河流优势相的磨拉石红

色复陆屑沉积。岩石组合为细—粗砾岩、小砾岩、砂砾

岩、含砾砂岩、粗砂岩及粉砂岩夹泥（晶）灰岩，未见化

石，仅泥晶灰岩中含生物碎片，含石膏、膏泥岩薄层或

白云岩夹层，可见韵律层理及水平层理。

在剥蚀夷平作用下，陆源碎屑大量供给，在山间盆

地中堆积了一套厚逾1 534 .89 m 的粗碎屑岩。观察

发现，阿布山组砾岩中砾石成分均为沉积岩，各类灰岩

砾石可占90 % 以上，极少量细砂岩、粉砂岩及单晶石

英砾石；其砂岩岩屑成分以沉积岩屑为主、变质岩屑次

之。沉积岩屑有泥晶灰岩、砂屑灰岩、生屑灰岩及石英

粉砂岩；变质岩屑有片岩、石英岩、变质砂岩等。上述

特征与下伏侏罗系地层面貌相似，变质岩屑则来自变

质基底。因此，到 K2a 期，前白垩纪沉积区均已隆升

为陆地剥蚀区，成为该期主要的沉积物源，中央隆起带

已成为次要物源区。

根据砾岩中的砾石定向测算结果，58 个数据的砾

石倾向玫瑰花图反映古水流向为SE 及SSW—SW，具

多向性，但 总 体 向 南；用 数 学 方 法 计 算 的 平 均 流 向

197 .2 ，标准偏差58 .31 ，这些均表明晚白垩世具多物

源供给特点。沉积物源主要来自西北及东北高地，次

为本区北邻的中央隆起带。这时的古流向数据已不具

全区代表性，只显示所测局部地区的情况。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晚白垩世地形大体继承了侏罗纪末

期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格局。

6 中生代沉积变迁及岩相古地理演化

特征
综合上述及区域资料〔1 ，7 ，11 〕，早中三叠世，由于印

支运动的拉张断陷和羌塘盆地南北断裂的共同作用而

形成近东西走向、岛链状分布的中央隆起带，具东西两

端隆升幅度高、中段低的马鞍形，羌南盆地总体呈北高

南低、东高西低的地形特征。它们不仅控制了区内地

貌和水系分布，也明显控制了沉积类型和岩相展布。

由于羌塘板块同昆仑板块拼接和碰撞，可可西里

—金沙江洋盆向南俯冲消减，前晚三叠世地层遭受构

造挤压，地壳全面抬升，海水撤退，统一的陆地形成并

遭受剥蚀，中央隆起带持续隆升，从而导致其南邻的本

区缺失中下三叠统。晚三叠世初期，在温暖湿热的古

气候条件下，随着羌塘盆地的整体沉陷，本区才又下降

接受沉积。

晚三叠世由北东向西南，本区呈现由三角洲—!
滨岸相—!滨浅海优势相的展布规律（图2 ）。随着中

央隆起带的隆升，海域逐渐变小，总体形成海退沉积旋

回，以海陆过渡相占主导地位。三叠纪末盆地在印支

晚期造陆运动作用下，盆地南界班公湖—怒江缝合带

开始扩张，而受盆地北界可可西里—金沙江缝合带板

块碰撞闭合和班公湖—怒江洋盆东端弧—陆碰撞造山

作用的影响、控制，本区迅速全面抬升，海水向南退出，

造成T3x 3 之后的沉积间断，全区缺失下侏罗统。

中侏罗世总体以浅海相沉积较发育，本区从 NE
向SW 依次发育三角洲相—台地相—浅海陆棚相带，

优势相带呈 NWW—SEE 向展布（图3 ）。地形特征是

东北高、西南低，沉积中心应在中部偏西南侧。沉积物

源来自本区以北的中央隆起带，但在早中期有西部隆

起区或东部高地的次要物源供应。

晚侏罗世总体以海陆过渡相沉积较发育，从 NE
向SW 该区依次发育三角洲相!潮坪相!台地相带，

优势相带呈NW—SE 向展布（图4 ）。地形总体仍呈东

北高、西南低，但古地形的隆起幅度南北略有差异。中

央隆起带为主物源区，晚期有其他次要物源（如南部的

班公湖—怒江洋盆内与逆冲造山楔有关的若干岛（弧）

链〔1 ，7 〕）加入。沉积水体由时清时浊，最终变为混水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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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境。侏罗纪上述地形和物源供应特点也印证了前

人关于“班公湖—怒江洋盆的关闭是自东南转向西部

逐渐进行，碰撞作用是斜向进行”的论断〔l 〕。

白垩纪，区内形成了早晚截然不同的岩相古地理

面貌。早白垩世Klg期，由于整个盆地不均匀抬升沉

降作用的影响，在整体海退背景下，本区接受了残留的

海水入侵，形成尕查鄂日组的碳酸盐台地边缘浅滩—

局限海台地相沉积。

晚白垩世K2a期，在燕山晚期挤压造山运动影响

下，全区迅速抬升并发生断陷、拉分裂离，形成一系列

小型的山间断陷盆地及多物源格局。在高低相间的地

形背景下，广泛接受了一套近源、高能、快速堆积的阿

布山组冲积扇—辫状河流相的磨拉石红色复陆屑沉

积，仅在局部发育短期的洪泛湖泊和膏盐湖亚相沉积。

总之，在中生代沉积演化过程中，本区经历了中侏

罗世早期J2C期、中期J2b期及早白垩世 Klg期共三

次海侵高潮，构成一定的成油气条件。三叠纪—侏罗

纪各期地层均呈近东西向展布、向北侧中央隆起带逐

层超覆减薄的分带格局，古地形总体呈北高南低、东高

西低的特点，沉积相展布表现为南北分带、东西分区的

沉积格局，奠定了油气生成运聚和成藏分布的沉积背

景。白垩纪开始进入盆地长期隆升、断褶和变形改造

阶段，形成早期的残留海沉积和晚期的山间小型断陷

湖盆沉积，对油气有一定的破坏和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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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 minary Research on t he Mesozoic Lit hofacies —Palaeogeography
i n t he Chalangla Area ，Oiangtang Basi n ，Nort hern Tibet

YU Yuan-jiang1 ，2 SUN Ji ng- mi n1 Z~U Ging-zhong3

YANG Bi ng3 S~EN Jun-shan4 Li U Xian-bi n1 ~AN Chun- mi ng1

1（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 ，Beijing 100083 ）

2（Instit 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etrochina ，Beijing 100083 ）

3（Huabei Oilfield fift h Extraction factory ，RenIiu Hebei 062552 ）

4（Huabei Oilfield Research Instit ute ，RenIiu Hebei 062552 ）

Abstract For t he first ti me ，t he paper systematically rebuilds t he mesozoic lit hof acies and palaeogeography i n
t he Chalangla area of Giangtang Basi n i n Nort hern Ti bet by usi ng methods of strati graphically domi nant f acies／

subf acies and i ntegrated analyses . This is on t he basis of t he measured sections and route geologic survey profiles as
well as sedi mentary f acies analyses . mari ne-conti nental transition f acies were domi nant i n Late Triassic ，f or mi ng
regression sedi mentary cycles and conseCuently developi ng delta f acies ，coastal f acies ，and littoral- neritic f acies belt
f rom NE towards SW. in t he middle Jurassic epoch developed neritic f acies deposits ，conseCuently delta- platf or m-
neritic conti nental shelf f acies occurred f rom NE towards SWand displayed i n NWW!SEE direction . Twice ma-
ri ne transgression peaks occurred at J2!Period and J2"Period ，and constit uted t wo sedi mentary cycles f rom mari ne
i ngression to regression . in t he Late Jurassic epoch developed sea-conti nental transitional f acies ，which were delta ，

ti dal flat ，platf or mf acies belts and displayed i n NW!SE direction .in t he Cretaceous period discrepancy i n lit hof a-
cies and palaeogeography was present f romthe early to late . in t he early stage developed platf or medge shallowf a-
cies to restricted platf or mf acies on t he background of remnant sea ，which f or med the t hird mari ne transgression
peak . After rapi d overall swelli ng ，i n t he late stage occurred all uvial f an- brai ded ri ver f acies sedi mentary cycles
made of red polyterri genous molasse deposits wit h multi-source supplyi ng . The mesozoic provenance was mai nly
t he central uplift belt i n t he nort h ，and secondly t he highland i n t he east and uplift region i n t he west . in t he pro-
cess of sedi mentary evolution ，sedi mentary source areas were diff erent i n diff erent geologic ages ，and t he terrai n i n
general ，was characteristic of bei ng higher i n nort h and east but lower i n sout h and west .
Key words sedi mentary f acies ， lit hof acies- palaeogeography ， mesozoic ，Chalangla Area ，Giangtang Bas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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