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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侏罗系为准噶尔盆地重要的含油气层系 ,其层序发育较完整 ,沉积相类型丰富 ,沉积体系多样。露头、钻测井、

地震三位一体研究表明 ,侏罗系发育七个三级层序 ,其沉积相类型包括冲积扇、河流、三角洲、扇三角洲、湖泊和沼泽等。

这些沉积相在各层序体系域内呈有序排列。各期物源及岩相古地理分析表明 ,准噶尔盆地侏罗纪发育八套沉积体系 ,即

克拉美丽山前冲积扇 -辫状河 -曲流河 -三角洲 -湖泊沉积体系、乌伦古扇三角洲—湖泊沉积体系、德伦山前辫状河 -

曲流河 -三角洲 -湖泊沉积体系、哈拉阿拉特山前冲积扇 -辫状河 -三角洲 -湖泊体系、车拐冲积扇 -辫状河 -三角洲

-湖泊沉积体系、四棵树曲流河—三角洲 -湖泊沉积体系、伊林黑比尔根山前冲积扇 -辫状河 - 三角洲 - 湖泊沉积体

系、博格达山前曲流河 -三角洲 -湖泊沉积体系。其中克拉美丽沉积体系的发育最具有继承性。这些沉积体系的展布

在总体上控制了盆地内部油气有利储集层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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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噶尔盆地为我国西部年产量越千万吨的重要的

含油气盆地 ,侏罗系是准噶尔盆地主力含油气层系之

一 ,加强对其沉积体系研究具有重要的沉积学理论及

油气勘探实践意义。本次研究采用露头、钻测井、地震

三位一体方法 ,以露头、钻测井沉积学分析为基础 ,以

地震技术进行沉积相的平面拓展。即利用 6条侏罗系

露头剖面和盆地内 48条基干钻井剖面 ,在层序格架内

进行单剖面沉积微相分析 ,研究沉积相及其垂向变化。

以此为基础 ,编制经过地震大剖面的控制全盆地的 6

条层序地层及沉积相对比大剖面 ,探索沉积体系的横

向变化。同时 ,在横贯全盆地的经过重新处理的 12条

地震大剖面及数十条辅助剖面的层序划分基础上 ,开

展全盆地的地震相研究 ,编制地震相平面图等基础图

件。结合露头、钻测井及地震相研究成果 ,开展了全盆

地以体系域为作图单元的沉积相及沉积体系研究。

1 侏罗纪地层序列格架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发育上中下三统。本次沉积体

系的研究工作是在沉积层序格架中开展的。沉积层序

研究的出发点是不整合面和与之相对应的整合面 ,目

标是建立等时层序地层格架 [ 1～5 ]。在准噶尔盆地侏罗

系层序地层研究中 ,识别层序界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标

志 ,即区域不整合面、古生物组合的断带、岩石颜色的

突变、岩性的突变、岩相的突变、沉积旋回的变化、测井

曲线的形态特征的变化、钻井剖面标志、野外标志、地

震标志。其中广泛分布的煤层既可作为层序边界 ,亦

发育于层序内部。通过地质和地震综合研究 ,建立了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层序地层格架 [ 6 ]。参见表 1。

2 沉积相标志及其相类型

2. 1 沉积相标志

　　岩性标志 岩性标志是沉积相在露头及钻井剖面

上最明显的表现。除了颜色 ,本区岩性标志还包括 : ①

岩石类型与组合序列 ,如煤层多为沼泽相沉积 ,如夏盐

4井Ⅳ层序低位域的湖泊沼泽相含煤沉积序列 ; ②岩石

结构 ,岩石结构是沉积物源及水动力条件的重要参数。

如粒度概率特征 ; ③原生沉积构造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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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层序地层划分方案

Table 1　Sequence stra tigraphy of

the Jura ssic in Junggar Ba sin

　　古生物及地球化学标志 本区侏罗系陆相动植物

化石丰富 ,其中最具指相意义的有双壳类、腹足类、叶

肢介、介形类、昆虫、轮藻等 ;地球化学标志 ,本次沉积

相分析中使用了无机和有机地球化学沉积相标志。

　　测井标志 在钻井剖面相分析中 ,电测曲线的幅度

及形态特征是井筒岩性及其组合的反映 ,不仅可应用

于地层划分和对比 ,也可用于相分析。用于沉积相解

释的电测曲线主要是自然电位 ,电阻率仅起辅助作用。

电测曲线特征可反映沉积粒度变化、水进水退旋回、接

触关系、氧化还原程度等 [ 7 ]。如①箱形 +钟形 :多指示

河流沉积 ,依据其组合形式不同可划分出曲流河与辫

状河 ; ②漏斗形 +箱形 +钟形的反旋回序列 :多为高建

设性三角洲沉积 (参见图 1)。

　　地震标志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为陆相地层 ,岩性、

岩相横向变化较快 ,造成地震相横向变化较大。我们

主要选用 4种地震反射参数 ,即振幅、连续性、结构及

单元外形和区域组合 ,并进一步把振幅分为强、中、弱

振幅 ,把连续性进一步分为连续、较连续、不连续等。

基于这一划分方法和原则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地震相

类型可划分为三个大类 30余亚类。如在强振幅类中

分出强振幅连续平行席状地震相 ,强振幅连续亚平行

席状地震相等。

图 1 石南 3井三角洲在测井曲线上的响应

Fig. 1 Logging response of the delta in W ell Shinan 3

2. 2 沉积相类型

　　结合区域大地构造背景与盆地沉积—构造演化

史 ,根据相标志及钻井地震相分析 ,归纳出准噶尔盆地

侏罗系共发育冲积扇、辫状河、曲流河、扇三角洲、三角

洲、沼泽、湖泊等 7种沉积相类型 [ 8～10 ]。

2. 2. 1 冲积扇相 :旱地扇、湿地扇

　　因气候明显影响冲积扇的特征 ,一般将冲积扇分

为旱地扇和湿地扇两种。

旱地扇 :在准噶尔盆地侏罗纪 ,主要在头屯河期、

齐古—喀拉扎期发育旱地—半旱地扇。Ⅴ层序沉积早

期 (即头屯河期 ) ,在盆地南缘四棵树露头、玛纳斯洪

沟、头屯河露头、东部隆起以及西北缘均有扇体分布。

其中西北缘拐 12井扇体在地震剖面以及钻井上都有

较典型的响应 , 岩性以灰绿色、灰色细砾岩、含砾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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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拐 12井区旱地扇在钻测井与地震剖面上的响应

Fig. 2　Logging and seism ic response of the dry fan in W ell Guai 12

及泥质砂岩为主 ,电测曲线呈箱状 ,地震剖面上有明显

的前积反射结构 (参见图 2)。

　　湿地扇 :湿地扇类似侧向无限制的辫状河。它与

旱地扇区别包括 :整体坡度小、规模大、泥石流少、以辫

状河道沉积为主、沉积物相对较细以粗砂岩为主以及

以均质层理为主 ;测井曲线以箱形为主 ,有机质含量较

高 ,见植物化石。在准噶尔盆地侏罗纪 ,主要在Ⅰ层序

低位体系域沉积期 (八道湾期早期 )发育湿地扇 ,在西

北缘、克拉美丽山前、乌伦古北部湿地扇较发育。如西

北缘玛 2井附近湿地扇在地震剖面以及钻井岩性上有

比较典型的表现 ,地震 99EW3剖面在Ⅰ层序低位体系

域可以见到扇体清晰的丘状反射结构以及扇体表面的

辫状河河道切割反射结构。

2. 2. 2 河流相 :曲流河相、辫状河相

　　河流相是准噶尔盆地侏罗纪最主要的沉积类型之

一 ,沿盆地周缘及盆内陆梁隆起广泛分布 ,规模大 ,时

空分布广。包括辫状河相、曲流河相两大类。

　　曲流河相 :主要分布在陆梁区 ,且以Ⅲ层序低位域

最为发育。典型的曲流河沉综合特征如图 3。

　　辫状河相 :如陆 2井 2 200～2 280 m之间细粒辫

状河沉积 ,岩性为中薄层灰白色中砂岩与灰色泥岩互

层 ,测井曲线呈多个箱形与钟形组合。以西北缘和克

拉美丽山前的辫状河在各层序的低位域最为发育。

　　在地震剖面上 ,河流沉积中的河道较易识别。在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的反射层中 ,河道亚相的地震反射

结构有 2种 ,即切割底形型和杂乱—空白反射型。

图 3 曲流河在钻测井、粒度图和野外剖面上的特征

Fig. 3　Logging, depositional structure and sequence response of the meandering 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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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三角洲相 :曲流河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

在准噶尔盆地侏罗纪各个时期 ,三角洲都有不同

程度的发育。根据入湖的河流或扇体性质 ,将三角洲

分为曲流河三角洲和辫状河三角洲两种类型。

曲流河三角洲 :曲流河三角洲是准噶尔盆地发育

最广的三角洲类型。其中曲流河三角洲前缘因具有较

明显的前积层和丘状反射结构 ,在地震剖面上较易识

别 ,而三角洲平原和前三角洲两个亚相主要依靠钻井

和横向相序来确定 (参见图 4)。

图 4 拐 3井区曲流河三角洲钻测井与地震剖面反射特征

Fig. 4 Logging and seism ic response of the meandering delta in W ell Guai 3

辫状河三角洲 :辫状河三角洲砂体厚度较大 ,粒度

粗、成分复杂、分选略差。如陆 3井Ⅱ层序高位域 ,岩性

主要由灰 -灰绿色粉砂岩、中细砂岩、粗砂岩、砂砾岩

组成的一反旋回序列 ,测井曲线的反旋回特征也较为

明显。

2. 2. 4 扇三角洲相

　　扇三角洲是冲积扇直接入湖在沿岸带形成的锥形

体 ,发育于湖盆的陡岸。与辫状河三角洲和曲流河三

角洲相比 ,其距离物源更近 ,水动力更强 ,形成的三角

洲厚度大 ,成分杂 ,粒度粗 ,分选磨圆较差。如齐 8井

650～900 m深度发育的扇三角洲特征明显。纵向厚度

大 ,横向延伸距离近是扇三角洲的空间分布特点 ,所以

地震剖面上扇三角洲具有较明显的楔状结构。地震

99SN8测线地震剖面上有清楚的前积点 ,钻井、地震有

较好的可对比性。

2. 2. 5 湖泊相

　　准噶尔盆地侏罗纪湖泊沉积发育 ,湖侵期湖泊面

积可达全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 ,主要分布在昌吉

凹陷、东道海子北凹陷、玛湖凹陷和乌伦古坳陷等。本

区湖泊相包括滨湖、浅湖、半深湖和深湖四种亚相及若

干微相。湖泊相沉积连续性较好 ,在地震剖面上一般

表现为中强振幅较连续—断续亚平行席状反射特征。

由于侏罗纪湖盆多为补偿及超补偿沉积 ,浅湖和半深

湖相泥岩厚度较大 ,易造成地震反射较弱。

2. 2. 6 沼泽相 :湖泊沼泽、河流沼泽、三角洲平原沼泽

　　大量煤的出现是沼泽发育的标志。在准噶尔盆

地 ,沼泽可分为河流沼泽、三角洲平原沼泽和湖泊沼

泽 ,以三角洲平原沼泽尤其发育。

　　1)湖泊沼泽 :发育于潮湿气候条件下低能滨浅湖

或湖湾地带的一套含煤沉积 ,表现为泥岩、炭质泥岩并

夹多层煤层。在测井曲线上煤层的低伽玛、高电阻在

泥岩的高伽玛、低电阻背景下显得非常突出 ,如夏盐 4

井湖泊沼泽沉积。

　　2)三角洲平原沼泽 :为在潮湿气候下三角洲陆上

平原发育的一套含煤沉积 ,表现为三角洲平原正旋回

序列上部的含煤沉积 ,如莫北 6井的平原沼泽。

　　3)河流沼泽 :是在河漫平原上发育的沼泽相 ,表现

为在河流“二元结构”上部出现砂泥岩的含煤沉积 ,如

陆 8井的河流沼泽。

3 各层序及体系域中沉积相展布

3. 1 Ⅰ层序及其体系域中沉积相展布

　　Ⅰ层序中的化石以植物为主 ,热带及亚热带的杪椤

科、双扇蕨科、紫箕科和石松尤为发育 ,广布的煤层反

映当时雨量充沛、温暖潮湿的气候特点。地层厚度、砂

泥百分含量比、重矿物及岩屑定量分析表明 ,该时期主

要物源为西北缘哈拉阿拉特山及克拉美丽山 ,北缘和

南缘为次要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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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Ⅰ层序低位体系域沉积相平面展布

　　Ⅰ层序低位体系域一般厚 100～300 m,古构造格局

总体上呈北西西方向展布 ,三个主要的沉降中心分别

位于昌吉凹陷、盆 1井西—玛湖凹陷、乌伦古坳陷。

　　Ⅰ层序低位体系域以冲积扇、河流及局部湖泊沉

积为主 (见图 5)。在西北缘、北部乌伦古北缘和东部

克拉美丽山前发育规模巨大的扇叠合体 ,呈条带状展

布 ;河流相很发育 ,曲流河相主要分布在昌吉凹陷周

缘和马桥凸起 ;细粒辫状河相带在陆梁隆起、乌伦古

坳陷北缘、西北缘、东部隆起、南缘有广泛分布。湖泊

主要分布在昌吉凹陷、盆 1井西凹陷、乌伦古坳陷西

北部等 ,以滨浅湖环境为主。

　　本期古构造形态呈以陆梁隆起分割的南北两坳

形态 ,昌吉及玛湖坳陷具有坳陷型湖盆的特点 ,沉降

中心与沉积中心一致 ;乌伦古坳陷具有断陷湖盆的特

点 ,沉降中心与沉积中心不一致 ,沉积中心偏南。

图 5 准噶尔盆地 Ⅰ层序低位体系域沉积相图

Fig. 5　Low system tract facies map of the sequence I in Junggar basin

3. 1. 2 Ⅰ层序水进体系域沉积相平面展布

　　Ⅰ层序水进体系域厚度展布特点与低位体系域

相似。沉积环境以湖泊为主 ,盆地大部分为湖泊覆

盖。沉积相以浅湖相 —滨浅湖相为主 ,半深湖相分布

在昌吉凹陷及其以西及玛湖凹陷地区。乌伦古坳陷

湖泊环境以浅湖为主 ,呈南东东 -北西西方向展布。

　　由于湖泛的影响 ,该时期冲积扇及河流相不太发

育。河流体系以曲流河为主 ,主要分布在盆地东部隆

起地区 ;辫状河主要分布在西北缘哈拉阿拉特山前。

与低位体系域相比 ,水进体系域湖盆明显扩大 ,反映

了侏罗纪早期盆地充填夷平后的首次大规模湖侵 ,也

是侏罗纪最大规模的一次湖侵。

3. 1. 3 Ⅰ层序高位体系域沉积相展布

Ⅰ层序高位体系域沉积格局与湖侵体系域具有

明显的继承性。陆梁地区的隆起 ,把湖盆分割为两部

分 ,南部为统一的湖盆 ,以半深湖为特点 ;乌伦古此时

已形成独立的分割湖盆。本期最大特点是三角洲相

广泛发育于盆地周缘 ,在西北缘、陆梁南斜坡及准东

斜坡分布裙带状三角洲复合群。受莫索湾隆起影响 ,

盆 4—盆参 2井区发育有滨浅湖水下浅滩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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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准噶尔盆地 Ⅰ层序高位体系域沉积相图

Fig. 6　H igh system tract facies map of the sequence I in Junggar basin

3. 2 Ⅱ层序～Ⅳ层序体系域中沉积相展布

　　Ⅱ层序早期气候温暖湿润 ,真蕨类繁盛 ,银杏和

松柏类等发育 ;晚期柯拦索粉 ( classopollis)急剧增

加 ,反映气候变为干热。沉积物源主要集中在盆地

东、西缘及北部。古构造仍呈北西西方向展布 ,沉降

中心总体上仍分布于昌吉凹陷—玛湖坳陷和乌伦古

坳陷。沉积相以浅湖相 —滨浅湖相为主体 ,半深湖相

仅分布在昌吉凹陷 ;莫索湾凸起和盆 4—盆参 2井附

近为水下浅滩相。三角洲主要发育于乌伦古北部等

盆地周缘。河流相主要分布在陆梁隆起和盆地周缘。

陆梁隆起上 SN4地震测线上识别出较多的河道沉积

体 ,反映隆起区存在近东西方向的古水流。

　　Ⅲ层序发育时 ,湖相生物繁茂 ,气候温暖潮湿 ,有

利于成煤环境的形成。本期准噶尔构造格局发生了

重大变化 ,沿车拐 —莫索湾 —陆南出现了一个巨型低

隆。湖盆西部抬升 ,东部沉降 ,其中心有向东迁移的

趋势。湖盆的物源供给主要来自东部克拉美丽及西

部哈拉阿拉特、扎伊尔山等 ,盆地北部及南部也有次

要物源供给。Ⅲ层序沉积环境以三角洲、河流为主。

湖泊环境主要分布在昌吉凹陷及乌伦古坳陷等局部

地区 ,以滨湖相 —滨浅湖相为主。

　　中侏罗世中晚期 ,准噶尔盆地西部地区构造运动

日渐活跃 ,盆地西部逐渐抬升 ,隆凹相间的古构造格

局日趋明显 ,这一古构造背景明显地控制了 Ⅳ层序的

沉积面貌。与层序 Ⅱ、Ⅲ相比 , Ⅳ层序时期气候潮湿

温暖 ,真蕨类植物繁盛 ,蚌壳蕨科发育 ,松柏、银杏类

常见 ,桫椤科孢子十分丰富 ,各类沼泽发育 ,成为准噶

尔盆地侏罗纪以来的第三次聚煤期。其主要物质来

源为东部的克拉美丽山及西部的哈拉阿拉特山 ,南缘

和北缘仅为次要物源。

3. 3 Ⅴ层序～Ⅶ层序沉积相展布

　　Ⅴ层序沉积前发生较显著的构造运动 ,使其与下

伏 Ⅳ层序呈不整合接触。Ⅴ层序在盆地西北缘和盆

1井西凹陷水进 —高位体系域保存较少 ,而在东部地

区层系保留较全 ,表明 Ⅳ层序沉积后构造运动主要活

动于盆地中西部地区。Ⅴ层序沉积环境仍以湖泊、河

流环境为主 ,三角洲不太发育 ,在地震剖面上仅在彩

参 2井 —滴南附近、阜 5井区识别出三角洲体。侏罗

纪以来的广阔湖盆在本期被河流相分割为几个小型

湖盆 ,这是 Ⅴ层序沉积格局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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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后期的剥蚀作用 , Ⅵ～Ⅶ层序分布局限。其岩

性主要为绿色及红色砂岩、粉砂质泥岩及泥岩互层 ,

沉积环境以河流相和冲积扇相为主 ,气候干旱 ,反映

盆地经过较长期沉降后的快速回返充填过程。

4 侏罗系各层序沉积体系发育特征

　　纵观各层序的沉积相展布 ,可知准噶尔盆地侏罗

纪共发育八大沉积体系 ,参见图 7及表 2。

　　 (1)克拉美丽山前冲积扇 - 辫状河 - 曲流河 -

三角洲 -湖泊沉积体系。物源为克拉美丽山 ,沉积体

系呈近东西向延伸。该沉积体系可分为南、中和北三

个分支 : ①北支沿滴南 2—滴西 2等井 E→W 进入湖

盆 ,常与德伦山沉积体系交汇叠合形成复合型三角洲

沉积体系。如 Ⅰ层序、Ⅱ层序低位域与高位域及 Ⅲ层

序高位域的陆梁 - 莫索湾三角洲即属两大沉积体系

叠合后形成的三角洲 ; ②中支和南支分别沿彩参 2、

沙南 1—阜 5等井进入阜东斜坡区形成分支沉积体

系。在 Ⅰ层序低位域、Ⅰ层序、Ⅱ层序、Ⅲ层序高位域

中发育最为完整。

表 2　准噶尔盆地侏罗纪沉积体系表

Table 2 D epositiona l system s fram eworks of the Jura ssic in Junggar Ba sin

沉积体系 沉积相组合 物 源 延伸方向

克拉美丽山前 冲积扇—河流—三角洲—湖泊 克拉美丽山 E→W /SW、NE

乌伦古
扇三角洲—湖泊

冲积扇—河流—三角洲—湖泊

乌伦古北部及伦 3

井 NE方向
N→S

德伦山前 河流—三角洲—湖泊 德伦山及以北地区 N→S, NE→SE

哈拉阿拉特山前 (乌尔禾 ) 冲积扇—河流—三角洲—湖泊 哈拉阿拉特山 NW→SE

扎伊尔山前 (车拐 ) 冲积扇—河流—三角洲—湖泊 车拐以西 W→E

四棵树 河流—三角洲—湖泊 依林黑比尔根山 S→N

伊林黑比尔根山前 冲积扇—河流—三角洲—湖泊 依林黑比尔根山 S→N

博格达山前 河流—三角洲—湖泊 博格达山 SE→NW

图 7 准噶尔盆地侏罗纪沉积体系纲要图

Fig. 7　Map showing depositional system frameworks of the Jurassic in Jungga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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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乌伦古扇三角洲 - 湖泊沉积体系及冲积扇

-河流 -三角洲 - 湖泊沉积体系。物源为伦 3井以

北地区的青格里底山区 ,冲积扇扎入湖泊 ,即沉积体

系 NE→SW 方向延伸进入乌伦古坳陷。在 Ⅰ层序低

位体系域中发育最为完整。

　　 (3)德伦山前辫状河 - 曲流河 - 三角洲 - 湖泊

沉积体系。物源为德伦山及其北部地区。延伸方向

NNW→SSE。在 Ⅰ层序、Ⅱ层序、Ⅲ层序的低位域和

Ⅰ层序的高位体系域中这一沉积体系发育最为完整。

　　 (4)哈拉阿拉特山前 (乌尔禾 )冲积扇 - 辫状河

-三角洲 -湖泊体系。物源为哈拉阿拉特山 ,延伸方

向 NW→SE。在 Ⅰ层序低位体系域中发育最为完整。

Ⅰ层序、Ⅱ层序、Ⅲ层序高位体系域较发育 ,但不完

整。

　　 (5) 扎伊尔山前 (车拐 )冲积扇 —辫状河 - 三角

洲 -湖泊沉积体系。物源为扎伊尔山 ,沉积体系呈

W→E方向伸展。在 Ⅱ层序的低位和高位体系域中

均发育较为完整。

　　 (6 )四棵树曲流河 —三角洲 - 湖泊沉积体系。

为盆地内的次要沉积体系 ,物源为北天山 , SSE →

NNW方向延伸。在 Ⅰ层序、Ⅱ、Ⅲ、Ⅳ、Ⅴ层序低位体

系域和高位体系域均发育。

　　 (7)伊林黑比尔根山前 (红沟 - 齐 8井 )冲积扇

-辫状河 -三角洲 -湖泊沉积体系。次要沉积体系 ,

物源为南缘界山。延伸方向 S→N。在 Ⅰ层序、Ⅱ、

Ⅲ、Ⅳ层序低位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均发育。

　　 (8)博格达山前台 2井区曲流河 - 三角洲 - 湖

泊沉积体系。次要沉积体系 ,博格达山为可能的物源

区。SE→NW方向延伸 ,在 Ⅰ层序、Ⅱ、Ⅲ层序高位体

系域中发育最为完整。

　　上述八套沉积体系在侏罗系不同层序发育状况

各不相同。克拉美丽沉积体系发育最具有继承性 ,在

不同体系域均较连续发育 ,反映克拉美丽物源区在侏

罗纪为继承性物源 ;盆地西北缘、西缘、车拐和乌伦古

沉积体系在各体系域也基本连续发育 ,成为仅次于克

拉美丽的重要沉积体系。这些沉积体系对盆地充填

及后期油气储层发育起着重要作用 [ 11～13 ]。其它几个

发育于盆地南缘的沉积体系在各层序仅断续出现 ,但

却是盆地南部油气勘探的重要的储集体发育区带。

5 结论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发育 7个三级层序 ,层序体系

域内发育了冲积扇、辫状河、曲流河、三角洲、扇三角

洲、湖泊及沼泽等沉积相。这些沉积相在测井曲线及

地震反射剖面上具有明显的响应。地质、测井和地震

综合分析恢复的各体系域沉积相图显示 ,准噶尔盆地

侏罗纪共发育了八套沉积体系 ,即 : ①克拉美丽山前

冲积扇 -辫状河 -曲流河 -三角洲 -湖泊沉积体系、

②乌伦古扇三角洲 - 湖泊沉积体系及冲积扇 - 河流

-三角洲 -湖泊沉积体系、③德伦山前辫状河 - 曲流

河 -三角洲 -湖泊沉积体系、④哈拉阿拉特山前 (乌

尔禾 )冲积扇 -辫状河 - 三角洲 - 湖泊体系、⑤车拐

冲积扇 -辫状河 -三角洲 -湖泊沉积体系、⑥四棵树

曲流河 -三角洲 -湖泊沉积体系、⑦伊林黑比尔根山

前冲积扇 -辫状河 -三角洲 -湖泊沉积体系、⑧博格

达山前曲流河 - 三角洲 - 湖泊沉积体系。其中 ①～

⑤沉积体系控制了盆地内侏罗纪沉积格局 ,并进而控

制了侏罗系的砂体展布。这些沉积体系的展布在总

体上控制了盆地内部油气有利储集层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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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sitional System Frameworks of the Jurassic in Junggar Basin

BAO Zhi2dong1 L IU L ing1 ZHANG Dong2ling1 L I Ru2feng1 GUAN Shou2rui1

KANG Yong2shang1 WANG Ying2m in1 Q I Xue2feng2 ZHAO Xiu2qi3

1( Ch ina Un iversity of Petroleum, Be ijing　102249)

2( X in jiang O ilf ield Com pany, CNPC, Ka lamay X in jiang 834000)

3( Ea st Geophysic Com pany, CNPC, Zhuozhou Hebe i 072751)

Abstract 　The Jurassic is one of significant oil2bearing strata in Junggar basin with relatively well2reserved se2
quences, various sedimentary facies and diversiform depositional system s. Based on outcrop p rofiles, well data, log2
ging data and seism ic data, the Jurassic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sequences consisted of alluvial fan, stream, delta,

fan delta, lacustrine and swamp facies which assemblaged in the tracts orderly. Research on p rovenance and lithofa2
cies paleogeography indicates that there were eight sedimentary system s in the Jurassic in the Juggar basin, i. e. , allu2
vial fan2braided stream 2meandering stream 2delta2lacustrine depositional system off Kalamay Mountains, delta fan2la2
custrine depositional system in W ulungu, braided stream2meandering stream 2delta2lacustrine depositional system off

Delun Mountains, alluvial fan2braided stream2delta2lacustrine depositional system off Halaalate Mountains, alluvial

fan2braided stream2delta2lacustrine depositional system in Cheguai, meandering stream2delta2lacustrine depositional

system off Sikeshu Mountains, alluvial fan2braided stream2delta2lacustrine depositional system off Yilinhebier

Mountains, meandering stream2delta2lacustrine depositional system off Bogeda Mountains. Among the eight deposition2
al system s the depositional system off Kalamay Mountains was well developed in some sequences. These depositional

system s controlled the favorable reservoir development of the Jurassic in Juggar Basin.

Key words　Juggar Basin, Jurassic series, deposit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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