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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思茅三叠纪弧后前陆盆地的沉积特征!

谭富文
（国土资源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成都 610082）

摘 要 思茅盆地位于古特提斯构造域的东段，西侧为澜沧江造山带，东侧为哀牢山造山带。三叠纪沉积盆地建

立在晚古生代褶皱基底之上，形成于古特提斯洋闭合后，造山早期的弧陆碰撞阶段。前人提出过后陆盆地、滞后型

弧后盆地、裂谷盆地和前陆盆地等多种认识。本文通过对盆地形成的地球动力学背景及盆地内沉积体的性质、结

构、时空叠置关系、古流向、特殊沉积体的时空展布及其所表现出的盆地沉降中心的迁移规律等方面的系统研究，

认为思茅三叠纪盆地属弧后前陆盆地，其演化阶段始于中三叠统安尼期以前，盆地主要受控于澜沧江造山带，晚三

叠世晚期受哀牢山造山带影响，具有复合式前陆盆地特点，三叠纪末过渡为陆内拗陷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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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茅盆地位于古特提斯构造域东段的思茅地块

之上。在东特提斯域中，一个最根本的特点是，该构

造带内含有一系列微陆块，各微陆块间以缝合带相连

接。因此，对东特提斯构造域研究的最基本问题就是

各微陆块和缝合带的性质、归属以及各微陆块的拼合

历史。对这个问题，前人提出过多种模式〔1 ~ 6〕，足以

说明其具有复杂的构造演化历史。思茅地块正是这

样一类微陆块，其东西两侧分别为含有蛇绿混杂岩的

哀牢山造山带和澜沧江造山带（图 1）。对三叠纪思

茅盆地性质的认识，前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罗建宁

等〔7〕认为，该盆地在晚三叠世时总体为金沙江结合带

的后陆盆地系；李兴振等〔8〕认为，中生代初该盆地对

于西侧澜沧江和东侧金沙江—哀牢山来说，是双重后

陆盆地，晚三叠世初金沙江—哀牢山带的“蛇吞蛙”式

碰撞，又使它的东侧成为前陆盆地，稍后又发展成为

滞后型弧后盆地；何科昭等〔9〕、阙梅英等〔10〕和朱创业

等〔11〕认为在中生代早期它属裂谷或裂陷盆地；潘桂

棠等〔5〕则提出早三叠世至侏罗纪属弧后前陆盆地。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前人的结论主要建立在对

特提斯构造演化的认识或对区域地质背景研究的基

础之上，而对盆地沉积填序列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为

此，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盆地内沉

积体的物质组成、沉积学特征、层序地层格架、古流向

以及特殊沉积体的时空分布等多方面进行分析，进一

步对盆地的性质作出判断。

1 区域构造背景

! .! 盆地形成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前人对滇西特提斯构造构造演化已做了深入的

探讨〔4，5，6，12，13〕。晚古生代晚期，思茅地区为弧后盆

地沉积区〔13，17〕。晚二叠世末—早三叠世初，思茅地

块两侧的昌宁—孟连洋盆和墨江洋盆相继关闭，整个

滇西地区进入陆内造山作用阶段〔12〕，区内地球动力

学背景和盆地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古生界与中

生界之间留下了一个明显的造山升隆侵蚀不整合

面〔13〕，表现为中、上三叠统不整合超覆在上古生界不

同时代地层之上，它也是区内三叠纪盆地的底界面。

地史上曾称这次事件为“澜沧运动”〔14〕。

! ." 重、磁异常特征

思茅地区的重、磁异常呈近南北向的狭长状，并

具有正、负相间的展布特点，与造山带和沉积盆地的

展布方向一致。异常强度在盆地内部具有中部较小，

两侧向造山带方向明显增大的特点，反映其沉积厚度

向造山带方向加大。这一特点说明，思茅三叠纪盆地

的沉降及沉积作用可能与造山带的形成和演化过程

有着密切的关系。

! .# 构造单元的划分及其特征

区内构造近南北向展布，自西向东大致可划分为

四个一级构造单元：澜沧江造山带、云县—景洪褶皱

冲断带、思茅盆地和哀牢山造山带（图 1）。

1 .3 .1 澜沧江造山带

可进一步划分为东、西两个次级构造单元。西部



1 .澜沧江断裂；2 .酒房断裂；3.无量山—营盘山断裂；

4 .阿墨江断裂；5.九甲—墨江断裂

图 1 思茅地区构造单元及古流向分布图

Fig.1 Map showing the tectonic units and the Paieocurrent
directions in Simao basin

为昌宁—孟连蛇绿混杂岩带，是昌宁—孟连古特提斯

主洋盆向东俯冲关闭后的残迹所在〔6〕，为一组成复杂

的构造逆冲岩片，其上为上三叠统三岔河组不整合覆

盖，说明该蛇绿混杂岩的定位期应在晚三叠世以前。

东部为临沧—景洪岩浆弧带，主要由巨大的临沧复式

花岗岩基构成，其南北长 500 km，东西宽 15 ~ 45 km。

花岗岩均为碰撞型花岗岩〔15〕，形成年龄为 213 ~ 288
Ma，属 海 西—印 支 期，为 弧—陆 碰 撞 高 峰 期 的 产

物〔6〕，中生代期间，曾发生过明显的向东推覆〔16〕。

1 .3 .2 云县—景洪褶皱冲断带

位于临沧岩浆弧与思茅地块之间，东西两侧分别

为澜沧江断裂与酒房断裂分隔。带内卷入的古生代

地层包括具思茅盆地基底特征的中上泥盆统及与火

山弧有关〔12〕的石炭—二叠系火山—沉积体，具有明

显的变形变质特点，其上为中、上三叠统不整合覆盖。

中、上三叠统为一套陆相—滨岸相沉积物，其中含有

丰富的火山沉积物，由老至新可细分为碰撞型、碰撞

后和板内火山岩三种〔12〕，沉积建造及沉积相与东侧

盆地区有截然的变化，酒房断裂为其间醒目的控制界

线。中生代期间进一步发生强烈的褶皱冲断作用，使

中生界紧密褶皱，甚至倒转，伴生一系列向西缓倾的

叠瓦状逆冲断层（1 1 20 万区测资料：思茅幅、景洪

幅）。

1 .3 .3 思茅盆地

中生代沉积盆地具有双重基底，即下部的结晶基

底和上部的晚古生代褶皱基底〔5，15，18〕，中生界不整合

于盆地基底之上，可分为三个次级构造单元，西部的

前陆拗陷带、中部的前陆隆起带和东部的隆后沉积

带。

前陆拗陷带西起酒房断裂，东侧大致以无量山—

营盘山断裂为界，是盆地内沉积最厚的区域。航磁及

重力异常表现为相对低值区，并具有向西部减弱的趋

势，反映沉积基底相对较深，西部深度最大，总体呈箕

状。区内早三叠世为隆起区，中叠世以深水细复理石

沉积为主，随着沉降中心迅速向东迁移，沉积体相应

向东超覆，晚三叠世有少量远源火山碎屑沉积。前陆

隆起带大致位于无量山—营盘山断裂与阿墨江断裂

之间，为重力异常相对高值区。晚三叠世前为隆起

区，晚三叠世卡尼期开始接受沉积，缺少深水复理石

沉积。隆后沉积带大致位于阿墨江断裂以东至墨江

—九甲断裂之间。早、中三叠世隆起剥蚀。晚三叠

世，受哀牢山造山带向西逆冲负载作用的影响，迅速

下沉，叠加一个新生的小型前陆盆地，使该区显示相

对拗陷特点，表现出较大负值的重力异常。

1 .3 .4 哀牢山造山带

位于兰坪—思茅地块和扬子地块之间，呈北西—

南东向展布。造山带内部自东向西分为三个次级构

造单元。东部的哀牢山深变质岩带主体由下元古界

苍山群和哀牢山群深变质岩组成，为一个无根的逆冲

推覆体!，中、新生代抬升至地表。中部的浅变质岩

带（蛇绿混杂岩带）由晚古生代浅变质的砂岩，碳酸盐

岩、硅质岩、基性火山岩及超镁铁质岩组成，是墨江弧

后洋盆关闭的遗迹〔17〕。西部的火山弧带主要由二叠

纪集块岩、火山角砾岩及凝灰岩夹碎屑岩、煤线和灰

岩透镜体组成，地球化学显示其中火山岩具岛弧火山

岩的特征〔18〕。根据蛇绿岩、弧火山岩的形成时代及

造山 带 的 内 部 结 构 判 断，墨 江 洋 盆 形 成 于 晚 石 炭

世〔17〕，晚二叠世向东俯冲，三叠纪初闭合造山〔13〕。

2 三叠系地层对比及主要沉积特征

盆地内三叠系相变大，建组多，但化石丰富，地层

学研究深入。本文主要依据前人资料〔19〕，结合笔者

近年来科研工作中对多条地层剖面的观测，在层序界

面等时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表 1 所列的划分及对

比方案。

! ." 临沧分区

位于澜沧江断裂与酒房断裂之间。中三叠统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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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拉丁阶，称忙怀组，主要沿澜沧江河谷带分布，为

一套冲积扇相沉积，与下伏二叠系不整合接触，可分

为上、下两段。下段由一套杂色厚层状砂砾岩、砂岩

及粉沙质泥岩组成，沉积厚度 3 .5 ~ 423 m 不等，常见

含砾砂岩—砂岩—粉沙质泥岩组成的韵律组合。单

个韵律具河道沉积的二元结构特征，底部见成分复杂

的滞留砾石层，常呈透镜状产出，下部砂岩中发育槽

状交错层理，上部粉沙岩中见砂纹层理。上段由紫

红、灰色厚层块状流纹岩、流纹质角砾状凝灰岩夹少

量粉砂岩组成，底部出现火山角砾岩及砂岩、砾岩，未

见生物化石。上三叠统称为小定西组，主要为一套陆

相—滨岸相沉积，可分为下、中、上三段。下段为砾

岩、砂岩及粉砂岩组合，与忙怀组下段沉积特点相似，

但总体呈紫红色块状—厚层状产出；中段为玄武—安

山质火山熔岩、火山碎屑岩夹泥岩及沉凝灰岩组合；

上段为火山角砾岩夹砾岩及砂岩组合，多数人将该段

单独 划 分 出 来，称 之 为 忙 汇 河 组，相 当 于 瑞 替

阶〔12，19〕。

! .! 思茅分区

位于酒房断与阿墨江断裂之间。中三叠统主要

分布于无量山—营盘山断裂（或称普洱断裂）以西，自

安尼阶至拉丁阶均有发育。自东向西沉积相由冲积

扇—河口湾—陆棚相变化，沉积体向东超覆。在思茅

云仙剖面（图 2），底部以一层厚 20 cm ~ 4 m 左右的海

相粗砂岩或含砾砂岩与下伏的上石炭统呈低角度不

整合，该层向西至小黑江附近迅速过渡为含大量悬浮

砾石的浊积砂岩，正粒序结构明显；下部为河口湾相

砂岩、粉砂岩、泥岩夹少量泥灰岩沉积；中部过渡为台

地相碳酸盐沉积，以大水井组为代表；上部为斜坡—

陆棚相沉积，以臭水组为代表，主要为灰绿色极薄层

状粉砂质泥岩夹少量泥灰岩和硅质岩组成，其中发育

深水浊流沉积（D—E 段），普遍见正粒序层理和生物

扰动构造。向东水体变浅，以普洱德化剖面为代表，

下部下坡头组不整合于二叠系龙潭组之上，以砾岩、

砂质砾岩和砂岩为主，发育河流相二元结构及大型板

状交错层理；上部过渡为河口湾相钙质泥岩和碳酸盐

浅滩，沉积厚度明显减薄，至德化以东尖灭；顶部为河

口湾相沉积，为灰绿色粉砂岩、泥岩夹少量砂岩透镜

体组合。

上三叠统在该分区内广泛分布。卡尼阶称威远

江组，与中三叠统连续沉积。在思茅云仙一带沉积物

主要为含砾砂岩、粉砂岩、泥岩、钙质泥岩及泥灰岩组

成，下部见前三角洲相浊积岩（A—C 段）及分支水道

沉积，其中发育底冲刷、垂直生物钻孔、正粒序层理及

爬升交错层理，向北西至景谷一带，海水明显加深，沉

积物以粉砂岩、泥岩夹砂岩为主，含少量泥灰岩，具有

外陆棚相特点，沉积物中发育浊积岩（C—E 段），见滑

动构造，生物扰动构造十分发育。向东至普洱一带，

前人

图 2 思茅盆地三叠系地层及岩相对比图

Fig.2 Correiation of the Triassic strata and iithofacies in Sima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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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思茅盆地三叠系地层对比表

（据文献［19］修改）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ivision
of Triassic strata in Simao basin（Modified from ref.［19］）

分 区

地 层

兰坪—思茅地块

临沧 思茅 墨江

上覆地层

三

叠

系

上

统

中

统

下

统

瑞替阶

诺利阶

卡尼阶

拉丁阶

安尼阶

下伏地层

J2

忙汇河组

小定西组

忙怀组

P2

J2

大平掌组

桃子树组

威远江组

臭水组

大水井组

下坡头组

C3

Jl

路马组

玉碗水组

Dl

（l 120 万区调报告，思茅幅）认为缺失威远江组，但据

笔者观测，原剖面上三叠统连续沉积，在一套厚度几

米至几十米的滑塌角砾灰岩之上的钙质泥岩中见卡

尼期双壳化石 Halobia Parallela，据此认为，该滑塌角

砾灰岩层的形成与西侧威远江组底部浊积事件具有

等时性，泥岩层之上以颗粒灰岩沉积为主，生物化石

十分破碎，为孤立台地及生物滩相沉积物。

诺利阶称桃子树组，在思茅云仙剖面，下部主要

为三角洲前缘—前三角洲相沉积，发育浊积岩（A—E
段），可见两个灰绿色砂岩—粉砂岩—泥岩组成的沉

积韵律，韵律底部为厚层状含悬浮砾石的长石砂岩，

具正粒序层理，见底冲刷及滑动构造，滑塌指示 320 
方向；上部过渡为潮坪—泻湖相沉积，沉积物主要为

灰绿色、黄绿色薄—中层状粉砂岩和粉砂质泥岩，见

透镜状层理和条带状层理。

瑞替阶称大平掌组，为三角洲平原相和泻湖相沉

积，沉积物以砾岩、砂岩、泥岩为主，顶部夹泥灰岩、紫

红色泥岩及蒸发岩（钙芒硝）。

2 .3 墨江分区

位于阿墨江断裂与哀牢山西缘的九甲—墨江断

裂之间。仅发育上三叠统，卡尼阶称玉碗水组，以角

度不整合覆于泥盆系之上，下部厚 20 ~ 2 876 m 不等，

以砾岩、含砾粗砂岩及粗砂岩为主，具磨拉石堆积特

征；上部为粉砂岩、泥岩夹生物介壳灰岩，局部见点礁

和生物丘。诺利阶和瑞替阶称路马组，下部以一套浅

海相深灰色极薄层状泥岩与玉碗水组整合接触，向上

过渡为杂色泻湖—三角洲平原相粉砂岩—泥岩沉积，

区内未见顶，但向北可与兰坪盆地的麦初箐组相连，

为下侏罗统漾江组整合覆盖。

3 盆地内部沉积充填序列

盆地内部沉积序列时空展布见图 2 和图 3。该

盆地沉积层序的形成与发育主要受构造作用控制，一

级层序受区域性（非全球）幕次构造事件控制，代表盆

地的新生；二级层序是非周期性构造作用、海平面升

降、沉积物供应和气候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三级

层序是局部次级构造事件的产物。据此，中、上三叠

统可划分出 5 个准二级层序。

Fl.澜沧江断裂；F2.酒房断裂；F3.九甲—墨江断裂。注：T3i 厚度适当夸大。

图 3 思茅盆地三叠系层序展布示意图

Fig.3 Diagram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riassic seguences in Simao basin

层序 l 包括中三叠统下坡头组和大水井组。底

界为与古生界基底间的暴露不整合面，属 I 类层序界

面，与澜沧运动形成的构造升隆不整合面相对应。底

部的河流—河口湾相碎屑岩为低位体系域；海侵面以

钙质泥岩的出现为标志，海侵体系域为下坡头组下部

浅海相泥灰岩夹泥质粉砂岩组合，其顶部的粉砂质泥

岩为凝缩段，代表该层序的最大海泛面；高位体系域

为大水井组台地—浅滩相碳酸盐岩。层序序列发育

365



完整，总体为进积—加积序列，反映了该成盆期一次

沉降事件演化的全过程。

层序 2 由中三叠统臭水组组成，其底界面在云仙

一带表现为含砾砂质的低位楔体超覆在碳酸盐岩之

上，局部可见沟蚀面。楔形体中砾石以远源砾石为

主，夹近源灰岩砾石，砾石呈悬浮状，具杂基支撑，总

体表现出密度流沉积特征，具正粒序。因此，该界面

并非河流回春所留下的底冲刷面，而属于层序!类界

面。与过去确定的平行不整合面所代表的意义相反，

它反映的是盆地基底的又一次挠曲下沉，且海平面的

下降率低于盆地基底的沉降率。海侵体系域为下部

的陆棚斜坡相泥灰岩夹泥岩组合。高水位体系域为

中部的深水远源浊流沉积的泥岩、粉砂岩夹少量硅质

岩系列，在泥岩中可见极为发育的生物扰动构造，为

典型的凝缩段，其上表现为沉积物的加积和进积作

用，沉积水体变浅。

层序 3 为上三叠统卡尼阶的威远江组，沉积环境

为浅海域。层序及其界面在不同沉积带表现出一定

差异，前陆拗陷带（和平乡、云仙）再次挠曲下沉，底部

为一套浊流沉积的水下砂、砾质舌形体（相当于鲍马

系列的 A、B 段），属低位扇，超覆在臭水组顶部的钙

质泥岩之上，以沟蚀面为界，造成海退假象，层序界面

与层序 2 相同，属!类界面。海侵体系域为下部前三

角洲相粉砂岩夹砂岩透镜体，顶部见远源浊积岩（C、

D段）；高位体系域为上部加积—进积系列的泥灰岩

夹粉砂质泥岩。在前陆隆起带（德化），碳酸盐浅滩超

覆在臭水组顶部的钙质泥岩之上，海侵体系域为高能

鲕粒灰岩，高位体系域为上部潮坪相的砂坪和泥坪亚

相组成。在隆后带（墨江玉碗水），该层序为玉碗水

组，下部为巨厚的冲积扇—河流沉积系列，不整合在

古生界基底之上，反映盆地局部的复合、新生及快速

下沉；海侵体系域为上部的河口湾相砂泥岩组合；高

水位体系域为顶部的碳酸盐生物介壳滩。

层序 4 为诺利阶桃子树组，沉积环境以三角洲前

缘为主。层序界面为海退沟蚀面，低位体系域为底部

的砂砾质舌形体（低位楔），向上为海侵体系域和高水

位体系域的复合体组成，以三角洲前缘分支水道沉积

为主，沉积序列向上变浅，顶部形成暴露，主要表现出

加积—进积过程，总体显示基底的沉降作用已大为减

弱。在后陆墨江一带则处于继续下降的过程，表现为

浅海斜坡—泻湖相沉积组合。

层序 5 为上三叠统大平掌组，层序的底界以层序

4 的顶部暴面上的河道冲刷面和滞留砾石为标志，向

上为海侵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的复合体，以三角洲平

原和泻湖相的粉砂岩、泥岩为主，夹少量长石砂岩，普

遍含有钙质芒硝集合体形成的团块，顶部出现陆上暴

露。之后，早期的前陆拗陷带及前陆隆起带全面上升

成陆，并在早侏罗世成为剥蚀区，而隆后带（墨江、向

北至巍山等地）则处于相对沉降区。

4 盆地内部特殊沉积体的时空展布

盆地内特殊沉积物是指具有特定沉积环境意义

的标志性沉积物。思茅盆地内部的特殊沉积物包括

浊积砾岩、洪积砾岩和孤立台地相碳酸盐岩。

浊积砾岩主要出现在盆地边缘斜坡带的前缘，做

为事件沉积物，与盆地西缘造山带向前陆方向逆冲推

覆，沉积盆地受负荷而快速挠曲沉降事件相对应。思

茅盆地中浊积砾岩呈水道舌形体的形式产出，底界均

表现出!类层序界面特征，其形成环境包括两层含

意，其一是滨岸坡折带（或盆地边缘）的沉降速率高于

海平面的下降速率；其二是总体处于海平面相对上升

期。在时间上，浊积砾岩的形成有五个明显期次（图

4），前三次分别位于安尼早期、拉丁期和卡尼期；后两

次位于诺利早期。在空间上自中三叠世向晚三叠世，

浊积砾岩从云仙以西地区逐步向东侧的德化一带迁

移。

洪积砾岩，是盆地新生或河流回春时期的产物，

盆地内主要出现在三个时期。一是安尼早期的下坡

头组底部，分布于普洱德化一带，相当于前陆隆起向

前陆拗陷过渡地带，是盆地快速沉降初期的产物。二

是卡尼早期，出现在墨江地区玉碗水组下部，是前陆

盆地隆后沉积带受哀牢山逆冲造山作用影响而发生

局部快速下沉的结果，具盆地的新生性；二是瑞替早

期的大平掌组下部，是盆地挠曲作用减弱，在快速加

积作用下，沉积水体变浅、暴露，河流回春作用的产

物。

孤立台地相碳酸盐岩，是在盆地相对稳定期，清

水环境下的沉积产物，形成于盆地快速挠曲下沉后的

一个短期宁静阶段。在空间上，出现于前陆隆起前缘

滨岸坡折带近岸一侧。因此，其时空展部及迁移规律

是盆地沉降中心迁移的指示剂。从图 4 可以看出，思

茅盆地内部孤立碳酸盐岩台地自早期向晚期明显有

由西向东逐步迁移的特点，反映前陆盆地沉降中心由

西向东的迁移过程。

5 盆地内各沉积单元的古流向标识

通过对思茅盆地中各地层沉积构造（斜层理、波

痕、槽模、滑塌构造等）进行三维测量，结合水下透镜

状分支水道砂（砾）体的三维形态特征，测定出可靠的

古水流方向，并投影在平面图（图 l）上。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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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盆地西侧的褶皱冲断带上，古流向自西向东，物源

来自于西侧造山带；在前陆拗陷及前陆隆起带，古流

向大致自东向西，物源多来自于前陆隆起带本身；总

体上，盆地

图 4 思茅盆地三叠纪浊积砾岩及碳酸盐时空分布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riassic turbidite and carbonate rocks in Simao basin

内具有双向物源特征。在隆后带，于墨江玉碗水村测

定玉碗水组存在两个方向的古流向，下部冲积扇自东

向西，上部河流相砂岩中则测出自西向东的古水流方

向，反映盆地局部的新生性和独立性。

6 盆地内中生代火山岩与盆地性质

火山活动强度及火山岩的性质是判别盆地类型

的一个重要标志。裂谷盆地形成于拉张背景，火山活

动异常发育，火山岩以碱性双峰式火山岩系列为特

征。而弧后前陆盆地形成于洋陆（或陆内）汇聚的挤

压背景，一方面具有前陆盆地特征，盆地内部具“冷

盆”性质；另一方面，盆缘的弧陆碰撞带属火山活动强

烈地带，可向盆地内部提供火山沉积物质。

思茅地区中生代火山活动在中、晚三叠世均有表

现，火山岩性质具有钙碱性系列与亚碱—碱性系列并

存的特点，但火山活动主要出现于盆缘造山带前缘。

中三叠世—晚三叠世早期，火山岩以钙碱性基性

—中性—酸 性 组 合 为 特 点，属 陆 内 俯 冲 作 用 的 产

物〔l2〕，仅分布于澜沧江造山带东侧的褶皱冲断带上。

晚三叠世火山活动分布在盆地两侧的造山带前

缘，盆地内部主要出现在上三叠统上部的路马组，以

远源沉积的凝灰质沉积岩和沉积凝灰岩为主，火山岩

性质属亚碱—碱性系列，局部（云县一带）见由高钾粗

面玄武岩和高钾流纹质火山岩组成的“双峰”式火山

岩。

上述火山岩的另一个特征是其地球化学性质介

于板内裂谷型火山岩与弧火山岩之间，因而被作为判

断思茅中生代沉积盆地属裂谷盆地的重要证据〔ll〕。

但笔者认为，火山岩的上述特征并不足于说明思茅中

生代沉积盆地属裂谷盆地。首先，火山活动主要出现

在盆地两侧的造山带前缘而不是盆地内部，拉张作用

仅限于造山带前缘局部地段；其次，钙碱性系列与亚

碱—碱性系列火山岩并存本身是陆内汇聚阶段的一

种普遍现象〔2l〕。

7 结论

思茅盆地三叠纪期间属弧后前陆盆地性质，前陆

盆地演化阶段始于中三叠世安尼期以前，三叠纪末向

陆内拗陷盆地过渡。其主要证据是：（l）盆地形成于

挤压造山阶段，盆地的形成、演化受控于盆缘造山带

向前陆方向的逆冲推覆作用；（2）盆地呈箕状，沉积物

具有双向物源，一个来自造山带，另一个来自前陆隆

起带；（3）盆地内沉积充填序列及特殊沉积体的时空

展布显示，盆地内大致经历了 5 次明显的构造沉降事

件，沉降中心逐次由西向东迁移；（4）盆地内部发育部

分火山沉积岩，物源主要来自盆地两侧造山带前缘推

覆带上。晚三叠世卡尼期盆地东缘受哀牢山造山带

构造作用事件的影响发生短期快速下沉，总体构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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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式前陆盆地。晚三叠世末期，盆地内大部分地区

过渡为准平原化沼泽区，接受陆相含煤沉积。

本文得到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许效松研究员和

尹福光研究员的帮助，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余谦和谭

钦银两位副研究员，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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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Simao Triassic
Rear Arc Foreland Basin，Yunnan Province

TAN Fu-wen
（Chengdu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Chengdu 610082）

Abstract Simao basin iocates in East part of Paieo-Tethys tectonic zone. To its west is Lancangjiang orogenic beit and
east is Aiiao-shan orogenic beit . Based on the iate Paieozoic foid basement，Simao Triassic sedimentary basin formed in
the eariy continentai-isiand arc coiiiusion stage after the ciose of Paieo-Tethys ocean. Lots of viewpoints have been given
to interpret its property，such as rear-iand basin，”deiayed”back-arc basin，rift basin and foreiand basin .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argue，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the texture，property，stacking pattern，the provenance（or paieo-current
directions）of the deposits，the earth dynamics of the basin and the transfer mode of the basin center，that Simao Triassic
basin was a rear-arc foreiand basin . Its deveiopment started before Anisian of Middie Triassic and controiied mainiy by
Lancangjiang orogenic beit . In Late Triassic，effected by Aiiao-shan orogenic beit，the basin had the properties of com-
piex foreiand basin . At the end of Triassic，it transformed into an intracontinentai downwarped basin .
Key words Tethys， Simao basin， foreiand basin，

!!!!!!!!!!!!!!!!!!!!!!!!!!!!!!!!!!!!!!!!!!!!!!!!

Triassic

（Continued from page 536）

and highstand systems tracts iike Vaii’s marine seguence modei .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basin texture，fauit activity
and materiai suppiy，the main controiied factors of seguence styie were different in steep siope，deep-water area and gen-
tie siope. The major controiied factor of seguence styie on steep siope was fauit activity and materiai suppiy，and the
nearshore subagueous fan was main sedimentary type；the factor controiied seguence styie in deep water area was reiative
change of iake ievei，the sedimentary facies was characteristic of shaiiow-deep iake；the factor controiied seguence styie
on gentie siope was reiative change of iake ievei and materiai suppiy，fan-deita or river-dominated deita was major sedi-
mentary type. Therefore，the seguence modeis were estabiished separateiy on steep siope，deep-water area and gentie
siope. A seguence was made up of iowstand，transgressive and highstand systems tracts with topographic break on gentie
siope of Luxi depression. Lastiy，authors anaiyzed the condition of hydrocarbon accumuiation in different seguence frame-
work，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iowstand and highstand systems tracts of seguence ! were rich in hydrocarbon resource，
and were the main section for finding new hidden traps .
Key words seguence boundary， fiooding surface， systems tract， seguence styie， hydrocarbon evai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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