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0-0550(2008)04-0559-06

①中国地质调查局 “ 1∶25万日土县幅 、喀纳幅(国内部分)区域地质调查 ”基金项目(编号:200213000008)资助。
收稿日期:2007-08-01;收修改稿日期:2007-11-29

班公湖 —怒江结合带西段侏罗纪木嘎岗日群
的重新厘定及意义

①

曹圣华
1, 2

　肖晓林
2
欧阳克贵

2

(1.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武汉 430074;2.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南昌 330030)

摘　要　沿班公湖—怒江结合带西段出露的侏罗纪木嘎岗日群是一套复理石碎屑沉积组合 ,代表了班公湖—怒江中

特提斯洋盆早—中侏罗世深海—半深海沉积。本文通过详细的地层剖面研究 , 依据沉积建造 、岩性组合及古地理 、古

生物面貌特征 , 将原木嘎岗日群进行了重新划分。重新厘定的木嘎岗日群可划分为一 、二两个组。在 1∶25万区调成

果的基础上 , 分析了重新厘定的木嘎岗日群的沉积层序 、沉积构造环境及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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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Ｐ512.2　文献标识码 Ａ

　　班公湖 —怒江结合带西段出露的侏罗纪木嘎岗

日群由文世宣(1979)创名于改则县木嘎岗日主峰木

格各波日东南 ,系指沿班公错—怒江结合带中西段分

布的一套复理石碎屑沉积组合 ,它在区域上展布于班

公错—怒江断裂与噶尔 —古昌—吴如错断裂之间 ,沉

积厚度巨大 ,其时代大致定位于侏罗纪
[ 1, 3]

。对该套

地层 ,因总体岩性单调 ,化石稀少 ,研究程度极低 ,故

其时代归属及沉积上限一直争论较大 ,地层序列划分

图 1 西藏班公湖地区木嘎岗日群实测剖面位置及大地构造位置略图

①喀纳—扎甫断裂带;②斯潘古尔—龙门卡断裂带;③狮泉河断裂带;④嘎尔—古昌断裂带;

⑤喀喇昆仑—嘎尔曲断裂带(大地构造单元名称引用潘桂棠等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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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统一。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在 1∶25万日土幅

区域地质调查过程中 ,分别沿班公湖两岸和新藏公

路 ,对该套地层进行了详细的地层剖面研究 ,采获了

较丰富的古生物化石 。依据沉积建造 、岩性组合及古

地理 、古生物面貌特征 ,宜将原木嘎岗日群沿结合带

南界解体 ,北侧划属班公湖蛇绿混杂岩构造地层区 ,

时代归属为早—中侏罗世 ,称木嘎岗日群;而南侧则

归为班戈—八宿分区 ,划属接奴群并新建晚侏罗世多

仁组 、日松组
[ 4]

。重新厘定的木嘎岗日群可划分为

一 、二两个组 ,在分布范围 、岩性组合 、生物面貌等特

征及时代归属方面 ,与原木嘎岗日群有着较大差别 。

　　本文在 1∶25万区调工作成果的基础上 ,分析了

重新厘定的木嘎岗日群的沉积层序及沉积构造环境 。

1 剖面描述

　　本次填图在对原木嘎岗日群解体的基础上 ,野外

实测了 2条地层剖面(剖面位置见图 1)。

　　(1)日土县柴朱日—拉木吉雄剖面 (图 2,Ｎ33°

25′57″,Ｅ79°31′09″)
晚侏罗—早白垩世沙木罗组(Ｊ3 -Ｋ1ｓ):浅灰绿色块状砂砾

岩 、含砾砂岩

木嘎岗日群(Ｊ1-2Ｍ)

一组(Ｊ1 -2Ｍ
1) >厚度 1 319.23ｍ

～ ～ ～ ～角度不整合接触 ～ ～ ～ ～

9.灰色薄层状细粒岩屑砂岩和灰黑色极薄层板岩近等厚互

层 , 二者之比为 1∶1 ～ 1∶2。产孢粉:Ｃｙａｔｈｉｄｉｔｅｓｓｐ.;Ｏｓｍｕｎｄａ-

ｃｉｄｉｔｅｓｓｐ.;Ｍａｒａｔ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ｓｃａｂｒａｔｕｓＣｏｕｐｅｒ1958;Ｃｙｃａｄｏｐｉｔｅｓ

ｓｐ.;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ｓｐ.;Ｐｉｃｅｉｔｅｓｓｐ., Ｐｉｎｕｓ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ｓｐ.134.28ｍ

8.深灰色极薄层状千枚状板岩夹薄层状岩屑砂岩 95.19ｍ

7.片理化带 79.81ｍ

6.灰色中薄层状细粒岩屑砂岩与灰黑色极薄层状板岩互层 ,

二者之比为 1∶1 ～ 1∶2 107.02ｍ

5.浅灰绿色板岩夹薄层状岩屑砂岩 78.91ｍ

4.灰色中薄层状砂岩互层 , 二者之比 1∶1 ～ 1∶2,底部夹紫红色

砾岩 26.51ｍ

3.极薄层状板岩 23.47ｍ

2.黄灰色细粒岩屑砂岩与灰色粉砂岩互层 82.73ｍ

1.黄灰色中薄层细粒岩屑砂岩与灰黑色薄层状互层 1∶2 ～ 1∶

4。岩层褶皱发育。未见底 , 与班公湖蛇绿混杂岩灰绿色细碧

岩呈断层接触 288.99ｍ

在同一条剖面中 ,于另一夹块出现以下岩性组合 ,现

列述以下:
6.黄灰色中薄层状粉砂岩与板岩互层 , 二者比 2∶1 ～ 4∶1。与

上覆地层呈断层接触 117.24ｍ

5.灰黄色中薄层状粉砂岩与深色薄层状板岩不等厚互层 , 组

元比为 1∶2 ～ 1∶3 47.66ｍ

4.灰色中薄层状细粒岩屑砂岩与深灰色极薄层状板岩韵律性

互层。 产孢粉:Ｃｙａｔｈｉｄｉｔｅｓｓｐ., Ｃｙｃａｄｏｐｉｔｅｓｓｐ., Ａｃａｎｔｈｏｔｒｉｌｅｔｅｓ

ｓｐ., Ｄｕｐｌｅｘ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ｇｙｒａｔｕｓＰｌａｙｆｏｒｄｅｔＤｅｔｔｍａｎｎ1965, Ｐｒｏｔｏｐｉｃｅａ

ｓｐ. 45.1ｍ

3.灰黑色极薄层状千枚状板岩夹灰色薄层状细粒岩屑砂岩

30.19ｍ

2.灰色薄层状岩屑石英砂岩和深灰色粉砂质板岩互层 , 二者

比 1∶1 36.46ｍ

1.灰色薄层状中细粒岩屑砂岩与深灰色板岩近等厚互层 , 1∶

1 ～ 1∶2 125.67ｍ

(2)日土县龙泉山剖面(图 3,Ｎ33°34′46″Ｅ79°17′47″)
超镁铁质岩片(Ｊ)灰绿色块状蛇纹石化辉橄岩

图 2 西藏日土县柴朱日—拉木吉雄木嘎岗日(岩)群一组实测剖面

Ｆｉｇ.2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ｇａｇａｎｇｒｉ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Ｃａｉｚｕｒｉ-Ｌａｍｕｊｉｘｉｏｎｇ, ＲｉｔｕＣｏｕｎ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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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西藏日土县龙泉山侏罗纪木嘎岗日(岩)群二组(Ｊ1 -2Ｍ
2)实测剖面图

Ｆｉｇ.3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ｇａｇａｎｇｒｉＧｒｏｕｐｓ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ｎｇｑｕａｎｓｈａｎ, ＲｉｔｕＣｏｕｎｔｙ

———断 层———

木嘎岗日群(Ｊ1-2Ｍ)

二组(Ｊ1 -2Ｍ
2) 厚度 >2 218.41ｍ

15.深灰色—灰黑色薄板状含炭绢云母板岩夹浅黄色中层状

粗晶灰岩 , 上未见顶 ,与上覆辉石橄榄岩呈断层接触

>30.65ｍ

14.深灰色—灰黑色薄板状粉砂质含炭绿泥绢云板岩夹薄层

状砂质板岩 , 岩石板理发育 , 板理与层理产状一致。产:Ｐｕｎｃ-

ｔ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ｓｐ., Ａｐｉｃｕｌａｔｉｓｐｒｉｓｓｐ.,Ａｃａｎｔｈｏｔｒｉｌｅｔｅｓｓｐ.,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ｕｍ-

ｓｐｏｒｉｔｅｓｓｐ.,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ａｎｎｕｌａｔｕｓ(Ｖｅｒｂ)Ｌｉ1974,Ｐｒｏｔｏｐｉｎｕｓｓｐ.

141.72ｍ

13.深灰色气孔状杏仁状强蚀变基性岩(玄武岩),蚀变矿物∶

绿帘石 25%、阳起石 41%、石英 5%, 残留组分 ∶斜长石

10%、杏仁石 15%、角闪石 1% 11.6ｍ

12.深灰—灰黑色粉砂质绿泥绢云母板岩 , 夹薄层状钙质粉砂

岩 , 钙质砂岩 ,岩石板理发育。板理与层理近于一致 352.06ｍ

11.灰—灰白色薄中层状细晶灰岩 , 由方解石组成 , 普遍出现

动态重结晶 , 形成拉长定向排列的方解石集合体 222.98ｍ

10.深灰 、灰黑色含炭含砾砂屑灰岩与含炭砂屑灰岩组成基本

层序 , 岩石糜棱岩化 36.72ｍ

9.深灰—青灰色薄层状钙质粉砂岩 , 或岩屑砂岩与青灰色绢

云母板岩呈不等厚层互层组成基本层序。单层厚分别为 5 ～

15ｃｍ, 1～ 5ｃｍ。岩石板理发育 234.90ｍ

8.深灰色中薄层状中细粒岩屑砂岩与青灰色粉砂质绢云母板

岩 , 绢云母板岩呈不等厚互层组成基本层序 , 单层分别为 5 ～

15ｃｍ, 1～ 5ｃｍ 240.93ｍ

7.青灰—深灰色钙质粉砂岩或钙质岩屑砂岩与青灰色薄层状

含粉砂绢云母板岩或绢云母板岩组成基本层序 , 单层厚 5 ～

10ｃｍ, 1～ 5ｃｍ。板理发育 80.31ｍ

6.深灰 、灰黑色千枚状含粉砂绢云母板岩夹浅黄色含菱铁矿

岩屑砂岩 , 单层厚分别为 1 ～ 5ｃｍ, 5～ 10ｃｍ。岩石板理发育 ,

含菱铁矿 236.91ｍ

5.深灰色薄中层状中细粒岩屑砂岩与青灰色含粉砂 、菱铁矿

绢云板岩组成基本层序 , 单层分别为 5 ～ 15ｃｍ, 1 ～ 5ｃｍ。岩

石发育水平层理 , 粒序层理 392.37ｍ

4.灰黑色深灰色含炭绿泥绢云母板岩 、含粉砂炭质绿泥绢云

板岩夹薄层状细粒岩屑砂岩。单层厚分别为 1 ～ 3ｃｍ, 5 ～ 10

ｃｍ。岩石板理发育 184.28ｍ

3.深灰色青灰色含菱铁矿 、粉砂绿泥绢云母板岩夹细粒钙质

岩屑砂岩 、钙质粉砂岩。单层厚分别为 1 ～ 3ｃｍ, 5 ～ 10ｃｍ

52.98ｍ

2.深灰色中层状含陆屑砾屑灰岩与中薄层状微细粒钙质岩屑

砂岩组成基本层序 , 单层厚分别为 10 ～ 30ｃｍ, 2 ～ 10ｃｍ

74.26ｍ

1.灰白色厚层状细晶灰岩 , 单层厚 1 ～ 2ｍ, 少数 30 ～ 50ｃｍ。

岩石具糜棱岩化特征。下未见底 127.63ｍ

　　木嘎岗日群总体为一套砂泥质复理石建造 ,在东

部巴尔穷 —日土县一带仅发育一组 ,而在西侧发育较

全 。区域上均未见底 ,上与沙木罗组呈不整合接触

(日土县幅巴尔穷一带),厚度 >3 537.64ｍ。

　　一组分布广泛 ,东至宽长沟 、巴尔穷 ,西至日土—

班公湖一带均有较大面积的展布 ,岩性组合较为单

调 ,总体以砂板岩沉积为特征 ,岩性组全为灰色中薄

层状细粒岩屑砂岩与灰黑色薄层状板岩 ,局部夹少量

浅紫红色砾岩 、板岩 ,色调较深 ,常含有炭质成分 ,产

植物孢粉 。

　　二组分布较为局限 ,仅出露于日土县幅的甲告

曹 —曲垄电站一带 ,呈断块状分布 ,为一套细碎屑岩

夹少量灰岩组合 ,以石英岩屑砂岩为特色 ,常发育有

条纹条带特征 ,平行层理 、水平层理极为发育 ,局部发

育斜层理 ,底面常发育槽模构造而所夹灰岩可能泥质

成分较高 ,风化后表现出不同的深浅色调 ,显现为螵

虫状。

2 沉积环境对比分析

　　侏罗纪是中特提斯发展的重要时期 ,也是沉积环

境分化最激烈的时期
[ 6]

。原木嘎岗日群地跨蛇绿混

杂岩构造地层区和班戈 —八宿分区 ,重新划分的木嘎

岗日群则仅归属蛇绿混杂岩构造地层区 ,该时期地层

层序和沉积环境显示了二个分区的明显特点(图 4)。

　　日土 —班公湖一带构成蛇绿混杂岩构造地层区

的主体 ,此时属于深水洋盆环境 ,蛇绿岩套 、深海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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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沉积交织在一起。木嘎岗日群沉积层序较为清晰 ,

总体岩性单调 ,沉积物以厚度巨大的复理石碎屑岩为

特征 ,以细粒岩屑砂岩和粉砂岩 、泥岩为主体 ,局部夹

有少量砾岩 、砂砾岩 ,细碎屑岩中发育平行层理 ,水平

层理 ,常见有遗迹化石:Ｃｏｓｍｏｒｈａｐｈｅ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ｏｐｓｉｄｅａ,

所夹硅质岩中亦含有丰富的深海浮游放射虫 ,局部砂

板岩中出现浊积岩特征 ,出现不完整的鲍马层序 ,一

般表现为 ａ—ｅ,ａ—ｂ—ｅ组合;可能由于受深部紊乱

洋流的影响 ,碎屑岩中还见及有鱼骨状层理。由于班

公湖—怒江洋双向俯冲 ,其沉积主体趋于萎缩 ,总体

表现出从早期到晚期海水变浅的特点 。

　　班戈—八宿地层分区 ,区内岩性组合出露不全 ,

仅见有拉贡塘组上部和多仁组 、日松组沉积 ,以复理

石 —类复理石沉积为特征 ,含大晕的菱铁质 ,显示出

滞留还原环境的特点。岩石中以丰富的腹足类和珊

瑚化石为特色 ,微体化石发育较差 ,在沉积水体深度 、

古生物面貌上 ,与木嘎岗日群均有着较大差别。

　　本次调研分析了木嘎岗日群砂岩 、泥岩 、硅质岩和

其上覆沙木罗组杂砂岩的岩石化学特征(表 1)。木嘎

岗日群砂泥岩 ＴｉＯ2含量 0.32% ～ 0.93%,Ａｌ2Ｏ3 /ＳｉＯ2

为 0.25 ～ 0.32,Ｆｅ2Ｏ3 +ＭｇＯ含量 10% ～ 12%,Ａｌ2Ｏ3 /

(ＣａＯ+Ｎａ2Ｏ)为 1 ～ 1.8,Ｋ2Ｏ/Ｎａ2Ｏ为 0.37 ～ 0.39。

利用ＲｏｓｅｒＢＰ和ＫｏｒｓｃｈＲＪ(1986)的Ｋ2Ｏ/Ｎａ2Ｏ—

ＳｉＯ2关系图 ,样品落入大洋岛弧区内(图 5)。砂泥岩

表 1 木嘎岗日群和沙木罗组碎屑岩化学成分特征

Ｔａｂｌｅ1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ｃｌａｙｓｔｏｎｅｏｆＭｕｇａｇａｎｇｒｉ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Ｓａｍｕｌｕ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项目
ＲＥＥ

/10-6

Ｌａ

/10-6

Ｃｅ

/10-6
ＬａＮ/ＹｂＮ Ｅｕ/Ｅｕ*

ＴｉＯ2

/%
Ａｌ2Ｏ3 /ＳｉＯ2

Ｆｅ2Ｏ3 +ＭｇＯ

/%

Ａｌ2Ｏ3 /(ＣａＯ

+Ｎａ2Ｏ)

Ｋ2Ｏ/

Ｎａ2Ｏ

木嘎岗日群 136 ～ 207 23.7～ 49.8 46.8～ 91.2 1.857 ～ 6.378 1.09 0.32～ 0.93 0.25～ 0.32 10 ～ 12 1 ～ 1.8 0.37～ 0.39
沙木罗组 104 ～ 119 13.72 20.8～ 42.6 - - 0.35 0.1± 2 ～ 3.8 0.5 1.5

大洋岛弧 58 ±10 - 19±3.7 - 1.04 ±0.11 0.8～ 1.4 0.24～ 0.33 8～ 14 1 ～ 2 0.2～ 0.4

大陆岛弧 146±20 27±4.5 59±8.2 7.5 ±2.5 0.79 ±0.13 0.5～ 0.79 0.15～ 0.20 5 ～ 8 0.5 ～ 2.5 0.4～ 0.8
活动大陆边缘 186 37 78 8.5 0.6 0.25～ 0.45 0.10～ 0.2 2 ～ 5

　　注:数据来源于江西省地质调查院①

图 4 木嘎岗日群与其南侧日松组 、多仁组沉积层序对比(据欧阳克贵等 [ 4] )

Ｆｉｇ.4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ｕｇａｇａｎｇｒｉ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ＤｕｏｒｅｎａｎｄＲｉｓｕ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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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西省地调院.西藏 1∶25万日土县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2004



的稀土元素特征为 ＲＥＥ为 136 ～ 207 ,Ｌａ为 23.7 ～

49.8,Ｃｅ为 46.8 ～ 91.2,ＬａＮ /ＹｂＮ为 1.857 ～ 6.378,

Ｅｕ/Ｅｕ
*
为 1.09,经与ＢｈａｔｉａＭＲ(1985)提供的参考

值相比较(表 1),显示出大洋岛弧—活动大陆边缘的

构造背景。

3 时代讨论

　　木嘎岗日群为一套深水复理石碎屑岩组合 ,所含

化石较为稀少 ,本次工作首次在微体化石方面有较大

的收获 。柴朱日 —拉木吉雄剖面含炭板岩中产孢粉:

Ｃｙａｔｈｉｄｉｔｅｓｓｐ.,Ａｃａｎｔｈｏｔｒｉｌｅｔｅｓｓｐ.,Ｄｕｐｌｅｘ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ｇｙｒａ-

ｔｕｓＰｌａｙｆｏｒｄｅｔＤｅｔｔｍａｎｎ1965,Ｐｒｏｔｏｐｉｃｅａｓｐ.,Ｏｓｍｕｎｄａ-

ｃｉｄｉｔｅｓｓｐ., Ｍａｒａｔ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ｓｃａｂｒａｔｕｓＣｏｕｐｅｒ1958, Ｃｙｃ-

ａｄｏｐｉｔｅｓｓｐ.,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ｓｐ.,Ｐｉｃｅｉｔｅｓｓｐ.,Ｐｉｎｕｓｐｏｌｌｅｎｉ-

ｔｅｓｓｐ.。龙泉山剖面采获孢粉:Ｐｕｎｃｔ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ｓｐ.,

Ａｐｉｃｕｌａｔｉｓｐｒｉｓｓｐ.,Ａｃａｎｔｈｏｔｒｉｌｅｔｅｓｓｐ.,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ｕｍ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ｓｐ.,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ａｎｎｕｌａｔｕｓ(Ｖｅｒｂ)Ｌｉ1974, Ｐｒｏｔｏｐｉｎｕｓ

ｓｐ.,Ｎｅｏｒａｉｓｔｒｉｃｋｉａｓｐ., ＯｓｍｕｎｄａｃｉｄｉｔｅｓｗｅｌｌｍａｎｉｉＣｏｕ-

ｐｅｒ1953, Ｂａｃｕｌ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ｓｐ., Ｃｙｃａｄｏｐｉｔｅｓｓｐ., Ｃｌａｓ-

ｓｏｐｏｌｌｉｓｓｐ.,Ｐｉｃｅｉｔｅｓｓｐ.(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层古生

物研究所鉴定)。区域上采获放射虫:Ｃｅｎｅｌｌｉｐｓｉｓ

ｚｏｎｇｂａｉｅｎｓｉｓＬｉ, Ｒａｄｉｄａｒｉａｉｎｄｅｔ., Ｓｔｉｃｈｏｃａｐｓａｃｏｎｖｅｘａ

Ｙａｏ(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 ,王乃文鉴定)。前人

的划分中 ,时代多笼统定位于侏罗纪
[ 7]

,本次工作所

采获的孢粉和放射虫 ,均为早中侏罗世分子 ,具有浓

郁的早中侏罗世色彩;区域上先后采获的珊瑚:Ｐｒｏｒ-

ｅｒｈｍｏｓｎｌａｎｔｏｒｄ, Ｅｐｉｔｒｅｐ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ｗｒｉｇｈｔｉ, Ｍｏｎｔｌｉｖａｌｔｉａ

ｆｒａｓｔｒｉｆｏｒｍｉｓ、双壳:Ｐｓｅｕｄｏｌｉｎｅａｃｆ.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ａ及腹足等

化石 ,也表现出早中侏罗世特点 。因此将本群归入

早 —中侏罗世。

4 地质意义

　　侏罗纪是中特提斯发展的重要时期 ,沿班公湖 —

怒江结合带西段出露的侏罗纪木嘎岗日群是一套复

理石碎屑沉积组合 ,代表了班公湖—怒江中特提斯洋

盆早—中侏罗世深海 —半深海沉积。因此 ,本区侏罗

纪早中世木嘎岗日群地层层序的重新划分与对比 ,为

班 —怒带西段蛇绿混杂岩构造地层区和班戈 —八宿

地层分区的地层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地质资料 ,

无论是对该区的沉积学研究 ,还是探讨班公湖—怒江

结合带西段侏罗纪时期海域的古地理特征 、沉积环境

及其发展历史 ,都有着重要的地质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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