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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983 年沉积学报创刊至今的 20 年 ,中国河流

沉积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就其进展可以分为 :

(1)河型及其分类研究 ; (2) 现代河流沉积调查 ; (3) 河

流沉积相与相模式研究 ; (4)河流相地层的层序地层学

研究 ; (5)河流沉积砂体建筑结构精细解剖 ; (6) 河流沉

积模拟研究等六个方面。与国际河流沉积学的发展相

比较 ,中国河流沉积学研究有其明显的特色 ,同时也存

在一些不足。

1 　河型及其分类研究

“河相”一词常用于地理和水利界 ,是指河流的宽

度、深度、宽深比、河道沉积物粒度等及其与其它水文

参数之间的关系 ,河型是指河 (流) 道的类型。河相问

题一直是地理和水利界研究的重点 ,而河型则是地理

学家、水利学家和沉积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沉积学教科书一般把河流

分为辫状 (网状 ) 河、(蛇 ) 曲流河和顺直河三种类

型[1 ,2 ] ,有些教材根据辫状河的形态把辫状河又称为

“网状河”。与此同时 ,地理、地貌和水利界早就引入了

游荡型 (辫状河的又一个名字 ,Wandring Stream) ,和分

汊河流 (Anabranching stream) 的概念 ,典型的游荡型河

流以黄河为代表 ,典型的分汊河流以现代上荆江为榜

样[3 ] 。裘怿楠[4 ]在《石油勘探与开发》上发表的题为

“河流沉积学中的河型分类”一文可能是沉积学界第一

次引入网状河 (Anastomosing) 的概念 ,从此河流类型的

四分方案被国内沉积学界广泛接受。张昌民[5 ]认为长

江上荆江为网状河 ,并研究了上荆江网状河的沉积学

特点和上荆江江心洲之一的马羊洲的沉积学特征 ,继

而总结了作为网状河特征的江心洲的沉积模式和建筑

结构要素形态[6 ] ,雷卞军等[7 ]认为青海油砂山油田下

第三系为网状河三角洲沉积 ,李维锋等[8 ]认为珠江口

现代河网属于网状河三角洲平原沉积 ,陈代钊和张鹏

飞[9 ]研究了盘县龙潭组三角洲平原上网节 (状)河的发

育和聚煤规律 ,王随继[10 ]总结了网状河流体系的基本

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王随继[11 ]研究了赣江入湖三角洲

上的网状河流体系。

在河流名称上 ,地理、水利和沉积学家存在一些认

识上的差别和习惯上的差异 ,地理和水利界往往比较

一致 ,他们从河道的稳定性出发提出了游荡型和稳定

型的概念 ,游荡型河流既存在多河道游荡和单河道游

荡 ,也存在高弯游荡和低弯游荡 ,稳定型河道同样存在

多河道稳定型 (网状河) 和单河道稳定 (曲流河) ,也存

在高弯度稳定和低弯度稳定型河道 ,只是我们对许多

河流尚缺乏详细的研究。地理和水利学家十分重视也

从来没有放弃对河型及其演变的研究 ,王平义[12 ]提出

了河型分类的模糊数学方法 ,倪晋仁和张仁[13 ]研究了

河型成因的各种理论及其间关系 ,陈宝冲[14 ]提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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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河型分类方案 ,尹学良[15 ]对河型成因问题进行

了回顾和总结 ,倪晋仁和王随继[16 ]对现代河流的河型

转化问题进行了探讨 ,张欧阳和金德生[17 ]通过模拟实

验研究游荡河型造床过程中河型的时空演替和其他的

复杂响应现象 ,王随继和尹寿鹏[18 ]讨论了网状河流和

分汊河流的河型归属问题 ,许炯心[19～22 ]分别总结了

我国游荡型和江心

运河弯曲河型的成

机理。沉积学家关心

积体、这些沉积体的

间的矿产资源 ,这就

“醉翁之意不在酒”

和滞后。王随继和

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基于河道形态和沉积物

特征的河流新分类 ,以求能使沉积学界、地貌学界和水

利学界在一个统一的河型分类的格架中相互借鉴各自

的研究成果 ,但是类似于对辫状河所称呼的辫状河、游

荡型河、网状河、分汊河 ,对网状河所称呼的网状河、网

节河、分汊河等差异 ,由于行业习惯或同一行业中的个

人爱好 ,甚至值得讨论的个人标新立异等各方面的原

因 ,至今仍然没有统一。事实上 ,在地貌和水利学家的

眼中 ,世界上“从来没有同一条河流”,而沉积学家总认

为河流沉积“万变不离其宗”,地貌和水利学家强调“眼

见为实”,而沉积学家的哲学是“将今论古”。

2 　现代河流沉积调查

将今论古的比较研究方法是沉积学的基本研究方

法之一 ,沉积学报在其创刊号上就发表了高健等[24 ]对

滦河中游现代沉积构造与水动力关系的研究 ,第二卷

发表了朱宣清和何可华) [25 ]关于滹沱河现代沉积物的

比重研究 ,在第三卷上 ,张纪易[26 ]发表了可以称之为

中国冲积扇沉积的经典之作的“粗碎屑洪积扇的某些

沉积特征和微相划分”一文 ,次年 ,何鲤[27 ]介绍了对长

江上游重庆段珊瑚坝 (心滩) 现代沉积考察 ,许炯心[28 ]

提出可以根据沉积物的粒度来判别河道类型 ,赖志

云[29 ]介绍了荆江太平口边滩的现代沉积特征。河流

现代沉积调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取得了许多优秀的成

果 ,沉积学界较为熟悉且规模较大的有华东师范大学

对滦河的现代沉积考察[30 ]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对河

北拒马河的现代沉积考察[31 ] ,江汉石油学院对现代荆

江的河流沉积学考察[29 ] 。进入九十年代 ,石油大学对

黄河三角洲的研究[32 ] ,大庆石油学院对东北嫩江的现

代沉积调查[33 ]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地理和水利部

门结合河道整治和防洪的需要 ,对渭河[34 ] 、黄河上游

的阶地与地貌[35 ] 、黄河中下游[36 ,37 ] 、独龙江[38 ] 、长江

三峡[39 ] 、长江中下游[40 ] 、清江[41 ]的地貌特征及其演变

进行了大量调查。环境工作者对现代河流沉积物中的

同位素[42 ,43 ] 、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44 ] 、河流水中

的溶解硅[45 ] 、河流沉积物中的磷[46 ]等水化学和地球

化学以及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进行了跟踪调查研究。

特征以及水文与

用钱宁先生曾经

箧”[47 ] ,这些“他

。

成果大致分为如

究沉积构造和水

自然现象的差

异[24 ,48 ] ; (2)通过现代沉积调查发现一些新的河流沉

积结构和构造特征[27 ,6 ] ; (3)通过对某些河段的系统考

察建立一些特定河型的沉积学模式[24 ,29 ,5 ,49 ,50 ,33 ,51 ] ;

(4)建立局部河流砂体和特殊砂体的沉积学模式和非

均质模型[52 ,53 ,54 ,55 ] 。

河流现代沉积调查使沉积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

识得到广泛的普及和推广 ,使沉积学的过程响应分析

原理更加深入人心 ,这些成果在石油勘探开发和研究

部门的推广对人们认识储层、开发利用储层起到了巨

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 ,我们所进行的

现代沉积调查还只是针对局部的、特殊的、个别的相类

型 ,与国际上已经发表的成果相比仍然显现出模仿性、

滞后性等缺点。由于现代沉积调查成果在国际上发表

的不多 ,加之成果的创新性不够 ,我们的河流现代沉积

调查至今未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

20 年来中国河流现代沉积考察大多受到石油公

司的支持 ,进入 21 世纪以来 ,由于石油公司和石油高

校的体制改革 ,石油公司投入基础性研究的经费支持

明显减少 ,现代沉积调查近几年来进行的不多。

3 　河流沉积相与沉积模式

河流沉积相是指由河流过程形成的沉积物的特

征 ,河流沉积模式是指某些沉积环境下形成的代表性

河流相集合形成的沉积体的特征及其聚集规律。很早

以前 ,人们就发现了河流沉积物的二元结构模式 ,后来

随着河流分类愈来愈细 ,人们把河流沉积归结为不同

的沉积模式 ,最为通用的是曲流河的向上变细模式。

但是人们发现 ,世界上河流的沉积模式千变万化各不

相同。河流相和相模式的研究大致分为沉积构造、沉

积砂体模式和不同类型的河流沉积模式等三个方面。

中国沉积学家对于河流沉积构造的研究给予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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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关注 ,高健等[24 ]对滦河河床沉积构造系列及其与

水流状态的关系研究 ,对沉积物粒度、弗劳德数与层理

类型的关系的探索至今仍然值得效仿 ,后来的现代沉

积学研究工作者也曾经作出了许多水深、沉积构造类

型、沉积构造形态参数、沉积物粒度等参数图版和定量

化公式 ,但这些公式尚停留在局部经验的关系上 ,理论

上的研究甚少。张昌民[5 ]讨论了近岸平行层理的成

因 ,何鲤和舒文震[

“人字型”层理 ,这种

钟建华和王冠民 [5研

裂滑塌与塌陷沉积

于黄河断流形成的

由此形成的变形层

物划痕、特殊波痕、特殊流痕等沉积构造 ,尹三泉和张

靖 [55 ]报道了现代曲流边滩中的纹层反韵律、层系反韵

律、层系组的反韵律和层间反韵律等四种反韵律类型 ,

胡斌和吴贤涛[58 ]研究了川西峨眉晚古生代和中生代

河流沉积中的痕迹化石 ,胡斌和黄长春[59 ]研究了豫西

济源晚三叠世河流环境中的五种沉积类型和痕迹化石

组合特征 ,并由此研究河流环境的演化历史 ,叶良苗和

裘怿楠[60 ]运用油田钻井岩心研究了河流相古土壤及

其在河流沉积地层对比中的作用这也是迄今为至国内

关于这一方面的唯一发现。

在河流砂体研究方面 ,赖志云教授从 1982 年开始

在长江荆江段开始现代沉积研究[29 ] ,先后研究了沙市

三八滩和太平口下边滩的沉积特征 ,张昌民[48 ]通过对

荆江马羊洲的详细解剖 ,提出网状河江心洲的沉积模

式和建筑结构要素模型 ,指出较厚的堤岸沉积以及植

被的出现是江心洲区别与边滩和心滩沉积的主要标

志 ,曹耀华[54 ]将长江荆江段的边滩划分为凸岸边滩、

凹岸边滩、顺直边滩和三角边滩四种类型 ,并进一步划

分了一些亚类 ,对各类砂体的形态及其演化的阶段进

行了分析 ,薛培华[31 ]运用大型探槽对拒马河现代点坝

进行了解剖 ,完善了点坝沉积的侧积体、侧积层的概

念 ,提出了点坝相储层的“半连通体”模式 ,由此探讨了

点坝相储层砂体的预测方法。

河流的综合沉积相模式研究是河流沉积学研究中

最为活跃的领域 ,特别是在实际应用中 ,沉积模式往往

是沉积学研究的主要成果。裘怿楠等[61 ] 1984 年完成

了“我国河道砂体储层沉积特征和非均质模式”的研

究 ,他们将湖盆中的河流砂体分为六种类型 , 总结了

各种河道砂体的沉积模式、电性特征和识别标志 ,建立

了砂体的储层地质模型。这项成果在第三届国际河流

沉积学大会发表之后 ,被 Miall 称之为迄今为至所见到

的最出色的应用研究成果 (裘怿楠 2003 ,私人交谈) 。

李维锋和肖传桃[62 ]对湖北荆门海慧沟上三叠统河流

相沉积研究表明 ,本区 1100 m 的地层从上到下分别

发育辫状河、曲流河、辫状河、曲流河两个沉积旋回 ,王

俊玲和任纪舜[51 ]对嫩江下游现代河流沉积进行了详

细考察 ,发现本段河流沉积垂向上自上而下包括了两

种河型沉积 ,底部是以砾石沉积为主的辫状河沉积 ,上

呈现出在一个辫

流河沉积。孙俊

别出六种河道岩

岩石相组合特征

低弯度暂时性河

尤溪地区侏罗系

河) 两种沉积类

型 ,廖保方和薛培华[49 ]对永定河的高坡降辫状河和冲

积平原区低坡降辫状河进行了研究后指出二者的河流

形态和沉积物不同 ,但是却显示相近的沉积作用机制

和沉积模式 ,各油田地质工作者结合油田勘探开发进

行了大量的河流沉积相模式重建工作[65 ,66 ,67 ] ,在此不

加赘述。

由此可见 ,我国沉积学家运用现代沉积考察的方

法在河流沉积构造和河流滩、坝沉积特征研究方面作

出了许多特有的贡献 ,识别并发现了一些新的沉积构

造类型和河道砂坝类型。但是 ,我们的研究定性的多 ,

定量的少 ,描述的多 ,对规律和预测方法研究的少 ,现

代沉积中发现的多 ,在古代历史沉积物中发现的少。

除此而外 ,我国河流沉积学相模式研究的理论基础仍

然没有摆脱国外现有河型分类和相模式研究理论的束

缚 ,虽然在实际应用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但如何结合

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河流相模式仍然是中国河流

沉积学的努力方向。

4 　河流相地层的层序地层学研究

层序地层学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由 Vail P R 等

(1977)在地震地层学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一门独立的地

层学分支学科 ,国内河流层序地层研究可归纳为以下

几个方面 : ①经典层序地层学在河流沉积研究中的应

用。张周良[68 ]通过分析河流相层序地层的相关概念

和河流类型变化规律 ,总结出河流相地层的层序地层

模式 ,并探讨了不同时期河流相砂体的发育分布规律 ,

方石等[69 ]应用层序地层学理论 ,深入分析了不同层序

演化时期及不同沉积体系域内河型的变化特点及其发

育规律 ,罗立民等[70 ]运用层序地层学模式预测了准葛

尔盆地东部河流相砂岩储层 ,樊太亮等[71 ]研究了鄂尔

多斯盆地上古生界基准面变化对河流沉积物源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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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物源供应情况的影响 ,总结出该盆地上古生界不

同沉积体系域内河流地貌单元的变化规律 ,张哨楠[72 ]

以气候及海平面变化作为主控因素 ,讨论了河流沉积

对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响应关系 ,张柏桥等[73 ]通过分

析河流沉积体系砂岩的叠置关系 ,总结出不同可容纳

空间条件下河流相地层的层序地层划分识别标志。②

河流相地层的高频

层序地层学理论的

序地层学原理 ,对层

以贵州盘县西部龙

积占优势地层中的

辨率的等时地层格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

层序地层学研究及应用 ,是以科罗拉多矿业学院 Cross

T A 的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理论为基础 ,探讨河流沉

积地层的高分辨率层序地层样式及其变化规律 ,建立

河流沉积高分辨率层序地层模型 ,进而研究河流相储

集砂体的发育分布规律[76 ] 。邓宏文和王洪亮[77 ]讨论

了河流相地层基准面旋回划分对比问题 ,邓宏文和徐

长贵[78 ]研究了陆东凹陷辫状河流地层高分辨率层序

地层特点 ,彭立才等[79 ]运用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理论

方法 ,针对柴达木盆地大煤沟侏罗系冲积扇上辫状河

道发育特点 ,总结出辫状河流的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

特征。

国内河流相沉积层序地层学研究 ,存在着重视应

用而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问题 ,应用成果较为丰富 ,而

理论研究突破不大 ,大多套用国外层序地层学理论体

系。所研究的河道体系多为近海 (湖)河流或三角洲上

的分支流河道 ,这是由于它们容易受海 (湖) 平面变化

的影响 ,而海 (湖)相地层发育分布较为稳定 ,从而使研

究更方便 ,对于远离海 (湖)的河流相沉积 ,由于受控因

素更复杂 ,常常缺乏明显的划分对比标志 ,研究起来难

度较大。应该大力发展和完善河流层序地层学理论体

系 ,全面探讨河流相地层层序发育的控制因素。

5 　河流沉积砂体建筑结构精细解剖

作为 20 年来河流沉积学的重要进展之一的建筑

结构要素分析法在中国河流沉积学研究中受到重视和

推广 ,河流沉积学中的结构要素分析法一改过去沉积

相分析采用的“岩性 —层理 —层序 ———沉积模式”程

序 ,它引入沉积界面的概念 ,将河流沉积物中形成的

“微相”归纳为 8 种建筑结构要素 ,并认为所有河流沉

积物都可以归结为这 8 种建筑结构要素中的一种 ,而

不同类型的河流具有不同的结构要素组合 ,因此河流

的类型并不仅仅只有四种 ,而是多种多样的。河流沉

积学中的结构要素分析法由加拿大沉积学家 Miall A

D[80 ]提出 ,由柯保嘉[81 ]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也出现了

一些不同的译法 ,裘怿楠建议将之译为建筑结构要素 ,

王德发称之为构型要素 ,李思田等称之为构成要素 ,这

些译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储层建筑结构要素分析方法的提出与油田进入高

细预测的时代要

,这一思想不但

三角洲[82 ] 、障壁

沉积考察 ,而切

,从而推动了我

在河流沉积学研究方面 ,张昌民[6 ]提出网状河流

的江心洲砂体由正常的向下游加积 (NDA) 、汇流区向

下游加积 (DAC) 、反向双侧积 (LABB) 、向上加积 (UA)

等四种建筑结构要素组成 ,赵翰卿和付志国[84 ]研制出

依据油田密井网测井资料和大型河流 - 三角洲特有的

沉积规律和模式 ,由大到小 ,由粗到细分层次逐渐解剖

砂体几何形态和内部建筑结构 ,精细地质模型 ,系统描

述储层宏观非均质体系的方法。李阳和李双应等[85 ]

根据钻井资料分析胜利油田孤岛油区馆陶组上段河流

沉积的结构单元 ,在其中分出 11 个岩石相类型 ,划分

出河道滞留沉积 (CHL) 、侧向加积砂坝 (LA) 、天然堤

(LA) 、决口扇 ( CS) 、决口水道 ( CR) 和洪泛平原细粒

(FF)等 6 种建筑结构要素 ,张昌民等[82 ]在分析了南襄

盆地西大岗的河流砂体露头 ,在一个厚十米左右的河

道砂体内部划分出四个河流沉积时件和六级沉积界面

系列 ,张昌民等[82 ,86 ]通过对青海油砂山剖面第 68 层

分流河道砂体的精细解剖 ,在其中识别出 12 种岩石相

类型 ,6 种岩石相组合和 6 种建筑结构要素类型 ,并对

各种建筑结构要素的几何形态和储层特征进行了详细

的描述 ,中国地质大学李思田教授领导的研究组在陕

甘宁地区作了大量的河流沉积露头精细解剖研究 ,并

组织了野外考察培训 ,对推进本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好

的推动作用。中国地质大学与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合

作开展的大同辫状河露头精细解剖取得了丰富的成

果。

以建筑结构要素分析为指导 ,以探索砂体几何形

态、内部结构和储层非均质性为目的的露头调查和现

代沉积研究虽然在国内已经进行了十多年 ,但是与国

际上相比较 ,这样的工作还开展的远远不够 ,特别是针

对陆相盆地的露头调查更应当不断加强。如何结合地

下地质资料进行建筑结构要素的定量分析是目前这一

研究方法在推广中遇到的最大困难 ,我们已经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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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建筑结构要素分析与储层层次分析相结合 ,但是如

何量化表征各层次的结构要素并建立各层次的地质模

型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6 　河流沉积模拟研究

河流沉积模拟可以分为两类 ,即物理模拟和数字

模拟。物理模拟最

型研究河道的演变

治、防洪和航运提供

础性的定性研究 ,但

自然界现代河流的

年代 ,国家地理研究

槽实验室 ,地理研究所在河流地貌模拟研究方面所取

得的有关不同类型河流演变过程 ,构造对河流地貌影

响等成果[87 ]非常值得沉积学家学习和借鉴 ,80 年代中

期 ,吴崇筠和裘怿楠等倡导建立用于模拟湖盆沉积过

程的水槽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于 90 年代初正式在江汉

石油学院立项建设 ,王泽中和汪崎生[88 ]关于含砂河流

入湖后砂体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是在国内沉积学水槽中

完成的第一篇研究报告 ,刘忠保和曹耀华[89 ]通过实验

研究了不同粒径条件下定床曲流河的边滩分布特征 ,

发现曲流边滩的规模、形态及水动力特征均与河流弯

曲系数关系密切 ,随着曲率增大 ,边滩上顶点向上游移

动 ,边滩外缘的水下倾角也随之增大 ,边滩形状由长条

形到非对称弧形和对称弧形。刘忠宝和汪崎生[90 ]还

对拓宽河段心滩的形成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实验研究。

河流沉积的数值模拟也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模

拟河流沉积过程及其形成的砂体几何形态 ,其原理是

河流动力学与河流沉积学中的过程响应模型 ,另一个

方面是运用地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河流相储层

的随机建模 ,建立河流相储层的地质模型。虽然泥沙

动力学家和河流演变学家已经能够在计算机上模拟不

同水流状态下不同河道的冲刷堆积作用 ,但是对于地

质历史时期河流的沉积学模拟至今尚未发表有影响的

论文 ,尽管已经进行了相关的努力。

19 年前 ,裘怿楠等就建立了湖盆河道砂体的六种

定量储层地质模型[61 ] 。河流沉积储层的随机建模是

最近十多年来储层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布尔模拟方法

是基于目标的随机模拟方法中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也

是国内引入最早的一种河流相储层随机建模技术[91 ] ,

针对传统的布尔方法只能在背景相基础上产生一种岩

石相类型的限制 ,李少华[92 ]对此作了改进 ,使之可以

用来建立具有多种岩石相的骨架模型。冯国庆[93 ]针

对布尔模拟中存在的模拟结果很难忠实于条件数据、

数据不易条件化等问题 ,提出了实现布尔条件模拟的

两步模拟方法。在研究区资料较少的情况下 ,通常需

要借助露头或密井网区的资料为建模提供有用信息 ,

吕晓光[94 ]利用深度开发阶段老油田密井网提供的丰

富的动、静态资料 ,将沉积过程分析、界面分析、测井曲

线分析及油田动态资料分析相结合的思路应用于油田

地下研究 进行河流相储层平面连续性精细描述 ,为老

埕岛油田曲流河

,利用相邻成熟

序指示模拟分别

井网井距与各类

比率关系研究。

单河道砂体定量

几何学数据 ,采用标点过程方法 ,对井网较稀的目标研

究区进行了三维沉积微相建模研究。伍涛[97 ]在露头

砂体密集取样的基础上建立了砂体的地质模型 ,探讨

了辫状河储层的建模方法 ,认为分形几何模型是一种

相对比较好的模型。张永庆[98 ]采用确定性内插与随

机模拟相结合的建模方法 ,建立 FJC 油田砂质辫状河

Y9 储层的地质模型 ,较好地揭示了河流相叠置砂岩分

布连通性和传导性的一般特征。王仲林[99 ]针对河流

相储集层非均质性强 ,在孤东油田对多种建模方法进

行了二维、三维对比研究和分析 ,认为指示模拟方法是

河流相储集层定量建模的最优方法。王家华[100 ]等设

计了河流储层的随机游走算法。赖泽武[101 ]提出了一

种基于目标的储层结构模拟方法 ,开发了相应建模程

序MOD-OBJ ,并进行了初步应用。胡向阳[102 ]应用标

点过程随机模拟方法对沉积微相进行定量表征及三维

建模。

7 　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河流沉积学是沉积学最活跃的分支领域 ,国际

上迄今为止已经召开了 7 次专门性的国际河流沉积学

大会 ,每次会议都有大量的地质、地理、地貌和水利工

作者参加 ,也都出版了相应的论文集 ,除此之外 ,国际

沉积学大会等国际和地区性学术机构的有关会议收集

了大量有关河流沉积学的论文 ,也有一些专门的著作

出版。与国际河流沉积学研究相比较可以发现 ,我国

河流沉积学研究的组织工作比较松散 ,迄今为止没有

召开过专门的学术会议 ,河流沉积学的学术论文主要

在国内的沉积学大会、岩相古地理大会和有关地矿类

刊物上发表 ,中国河流沉积学研究的论文数量在沉积

学论文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在沉积学报上发表的

论文数与学报创刊初期相比不断减少 ,河流沉积学研

781　第 2 期 　　　　　　　　　　　　　　　张昌民等 :中国河流沉积学研究 20 年



究的专门队伍始终没有形成而且有减少的趋势。

2)国际河流沉积学研究能够积极主动吸收地理地

貌和水利学家参加 ,以便多学科联合研究 ,使研究成果

更加定量化和富有理论性 ,以利于创造新的成果。国

内河流沉积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沉积地质学家进行的 ,

现代沉积考察中至多从水文和河道管理部门收集一点

关于河流水文和演变的资料作为背景 很少有其他学

科的专家参与 ,长期

沉积学大会从来没

到一些地理地貌领

式是影响我国河流

之一。

3)综观 20 年来

我国的河流沉积学研究虽然没有取得对国际河流沉积

学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成果 ,但我们能够及时地把国

际河流沉积学的最新动向与国内的应用研究相结合 ,

并取得了富有自己特色的成绩 ,使我们的河流沉积学

研究能够赶上国际学术研究前进的步伐。这些进步表

现在诸如 :网状河概念的引入与普及、建筑结构要素分

析法的推广、界面层次的划分和及其概念的扩张、岩石

相类型和岩石相组合概念的应用、河流砂体露头调查

的方法与技术、沉积构造的沉积动力学解释、层序地层

学在河流沉积研究中的应用、河流沉积过程的模拟实

验、河流相储层的建模技术等方面。

4)中国河流沉积学研究 20 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要

想使我国的河流沉积学研究取得更多国际上公认的一

流研究成果 ,我们必须改善研究的组织工作 ,加强学术

交流。重视多学科交叉 ,尽量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

成果 ,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和部门基金加大

对河流沉积学研究的经费支持 ,沉积学家在重视传统

应用研究领域的同时 ,应当不断把自己的研究应用领

域扩大到河道的整治与防护、国土资源的分析与管理、

河流的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城市和城镇的规划和建

设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 ,从而引起社会经济

建设的浓厚兴趣 ,争取多方开拓资助渠道。同时应当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大力宣传中国河流沉积学的学术

成果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河流沉积学 ,让中国的河流沉

积学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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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Chinese Fluvial Sedimentology from 1983 to 2003

ZHANG Chang2min ZHANG Shang2feng LI Shao2hua DAN Wei2dong HOU Lu
( School of Geosciences of Yangtze University ,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Progress in Chinese fluvial sedimentology , beginning with the initial issue of ACTA SEDIMENTOLOGICA SINI2
CA in 1983 , have been reviewed respectively from the aspects of classification of stream , modern present deposits investiga2
tion , fluvial facies and depositional models , fluvial deposits sequence stratigraphy , fluvial architecture element analysis and

fluvial sedimentological simulation. The great achievements , which have been made in this duration by Chinese fluvial sedi2
mentologists , inclu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concepts of anastomosing stream , architecture element analysis , lithofa2
cies and facies assemblages , sedimentary structure research , outcrop investigation , physical and digital simulation of fluvial

sedimentology and fluvial sequence stratigraphy , have been concluded in this paper.

However , there are no our own new theory which has been known worldwide. To make Chinese fluvial sedimentology

front rank in the world fluvial sedimentology , the organization of such research should be reinforced , achievements in geog2
raphy and hydrology should be absorbed , the domain of the research should be expanded with the demanding of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ctivities should be encouraged positively.

Key words 　fluvial stream , sedimentology , fluvial sedimentology , advances , review and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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