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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状河—曲流河转换模式探讨①

———以准噶尔盆地南缘头屯河组露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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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辫状河向曲流河转换的模式，以准噶尔盆地南缘头屯河剖面中侏罗统头屯河组为例，在层序地层学

与沉积学的理论指导下，在层序划分与河流成因岩相类型确定的基础上，通过野外露头实测、剖面精细解剖及沉积观

察描述，对头屯河组辫状河—曲流河（辫—曲）转换进行成因分析与特征总结，明确了辫—曲转换的控制因素，再现了

辫—曲转换的沉积背景。 研究表明：基准面旋回、物源供给、地形坡度及古气候 ４ 个方面控制着头屯河组辫—曲转换

的过程。 随着基准面的逐渐升高，物源供给的减弱，地形坡度的减缓，古气候环境炎热干旱，头屯河组逐渐由辫状河向

曲流河转换。 最终由头屯河组野外露头垂向序列，建立了辫—曲转换的局部沉积构型模式和区域沉积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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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已探明的地质储量中，河流沉积广泛发育

于各陆相含油气盆地中，河流相储层占有重要的比

例。 由于受到油气勘探开发的重视，作为最主要储层

类型的辫状河与曲流河沉积一直是沉积学研究的热

点之一［１～９］。
研究与实践表明，辫状河与曲流河并不是独立存

在于某地质时期中，它们会同时存在于某地质时期的

同一物源体系中，也会随着地质历史的发展而发生相

互转化。 但是，当前对河流沉积体系的研究普遍是针

对某类单一河型，相对缺乏的是不同河型之间相互过

渡、演化的研究［１０～１３］。 因而，加强对河型转化研究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侏罗系在天山北麓出露较好，为研究奠定了直

观、具体的基础。 以准噶尔盆地南缘乌鲁木齐市头屯

河典型露头剖面为研究对象，运用层序地层学与沉积

学的相关理论，综合划分头屯河组层序旋回，精细解

剖辫状河与曲流河沉积特征，尤其是辫状河向曲流河

的演化过程，最终建立辫—曲转换模式。

１　 区域地质概况

头屯河剖面位于乌鲁木齐市西南约 ３５ ｋｍ 头屯

河东岸，紧邻硫磺沟镇（图 １Ａ），该处出露地层齐全，

侏罗系八道湾组至喀拉扎组全部出露（图 １Ｂ）。 喜马

拉雅运动将侏罗系抬升至南缘地表，并在头屯河的下

切作用下，地层北倾单斜出露，易于野外测量、观察

（图 １Ｃ）。 该处头屯河组具有典型的地质特征及广泛

的代表性，是研究准噶尔盆地南缘中侏罗统头屯河组

的标准剖面。 １９５６ 年，头屯河组由新疆油田公司创

立于该处剖面［１４，１５］。
实测从起点（４３°５０＇２２．７０＂ Ｎ、８６°３６＇４３．４０＂ Ｅ）

至终点（４３°４９ ＇４５． ００＂ Ｎ、８６°３６ ＇５９． ４６＂ Ｅ）共分 ７６
段，测绳总长度 １ ７３７．９ ｍ，累计实测地层真厚度为

９０４．４１ ｍ，其中头屯河组实测地层真厚度 ８４９．２ ｍ。

２　 层序地层划分

根据层序地层学原理，沉积速率与可容纳空间变

化的速率的比值决定层序格架的结构和层序界面的

形成。 沉积基准面的升降速率决定着可容纳空间的

变化速率。 目前认为，构造所控制的湖平面变化、气
候和沉积物的供给对陆相湖盆层序界面的形成起主

要控制作用［１６，１７］。
　 　 头屯河组的底部为一角度不整合面，即：中侏罗

统头屯河组灰白色含砾粗砂岩（产状 ４９°∠１５°）与下

覆中侏罗统西山窑组（产状６６°∠２１°）之间呈微角度

　
第 ３２ 卷　 第 ３ 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沉 积 学 报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２　 Ｎｏ ３

Ｊｕｎ．２０１４



图 １　 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剖面位置与野外出露图

Ａ． 准噶尔盆地与实测位置；Ｂ． 头屯河剖面处地层分布；Ｃ． 头屯河剖面卫星图像

Ｆｉｇ．１　 Ｆｉｅｌ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ｕｍｑｉ
Ａ．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Ｂ．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不整合接触关系。 该角度不整合形成于距今约 １７０
Ｍａ 时，是区域构造体制转换和气候转变界面，区域构

造体制由此前早中侏罗世的以弱伸展构造为主转变

为之后中晚侏罗世的以冲断挤压型拗陷沉降为主；古
气候也由水西沟群沉积期的暖温带潮湿气候向石树

沟群沉积期的亚热带半干旱—干旱气候逐渐转

变［１４］。
头屯河组内部，首先根据粒度、颜色、沉积构造类

型与规模以及砂体厚度进行自旋回划分，随后根据自

旋回叠加形式和基准面上升与下降转换面的识别，共
划分出 ２ 个中期基准面旋回，１ 个长期基准面旋回

（图 ２）。 其中，受河道下切作用的影响，下降半旋回

保存程度不好，短期基准面旋回以上升半旋回为主。

３　 沉积特征

蜂窝状砂岩是准噶尔盆地头屯河组野外露头的

典型特征（图 ２ａ）。 正是河流沉积成因造成厚层砂体

的外观呈蜂窝状：河流成因砂体内含大量沿层理纹层

面分布的粗砾石，在地层暴露地表遭受风化侵蚀后掉

落，造成被掏空的外象。 地质工作者就把这种形似蜂

窝的厚层砂岩称为蜂窝状砂岩，作为头屯河组野外露

头识别的标志之一。 通过对露头详细地勘察与全面

地分析，头屯河组发育河流相沉积，且为下部的辫状

河向上部曲流河过渡。
３．１　 岩相类型

岩性粗细和层理类型的不同代表了沉积水动力

条件的强弱变化，所以岩相又可称之为能量单元，它
是分析沉积物形成过程的第一要素。 通过对头屯河

剖面露头岩性、粒度、沉积构造等特征进行分析总结，
头屯河组辫状河与曲流河沉积主要发育以下 １２ 种岩

相类型（图 ３）：
块状层理砾岩相（Ｇｍ）：砾岩由次圆状—圆状、

分选中等、平均粒径为 １．５ ｃｍ 以及呈块状堆积的砾

石组成，厚度通常在 １０ ～ ３０ ｃｍ 之间，为辫状河道底

部滞留砾石沉积。
槽状交错层理砾岩相（Ｇｔ）：砾岩中发育大型槽

状交错层理，且槽状交错层理的纹层面见磨圆较好、
粒径 １～２ｃｍ 的砾石定向排列，属于辫状河道冲刷、迁
移、充填沉积。

板状交错层理含砾砂岩相（Ｇｐ）：由磨圆较好、分
选中等的粗砂岩组成，发育多组下切和下截型板状交

错层理，且在板状交错层理的纹层面见砾石，属于顺

１５４　 第 ３ 期　 　 　 　 　 　 　 　 　 　 　 　 　 　 　 　 谭程鹏等：辫状河—曲流河转换模式探讨



图 ２　 准噶尔盆地头屯河组层序地层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流加积形成的辫流坝沉积。
同心槽状交错层理砂岩相（Ｓｃｔ）：由磨圆、分选较

好的中粗砂岩组成，发育同心槽状交错层理，属于辫

流坝顶部小型冲沟下切并快速充填沉积。
槽状交错层理砂岩相（Ｓｔ）：由磨圆、分选较好的

中细砂岩组成，发育小型槽状交错层理，为曲流河下

切、迁移、充填沉积的产物。
板状交错层理砂岩相（Ｓｐ）：磨圆、分选中等的中

粗砂岩中发育多组板状交错层理，为曲流河点坝侧向

加积的产物。
平行层理砂岩相（Ｓｈ）：由磨圆、分选较好的中细

砂岩组成，发育具裂线理的平行层理，属于辫状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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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流河高流态面状层流沉积。
　 　 流水沙纹层理中砂岩相（Ｓｒ）：发育流水沙纹层理

的中砂岩，属于辫状河道中床沙底形在单向水流作用

下逐步向前迁移沉积。
流水沙纹层理粉细砂岩相（Ｆｒ）：与 Ｓｒ 类似，区别

在于岩石粒度较细，为粉细砂岩；且流水沙纹层理幅

度较低，反映水动力强度相对较弱，属于曲流河床沙

底形在单向水流作用下逐步向前迁移沉积。
水平层理粉砂岩相（Ｆｌ）：粉砂岩中发育水平层

理，属于低能环境下辫状河与曲流河河漫滩或披盖细

粒沉积。
块状层理泥岩相（Ｍ）：块状泥岩层暴露风化后呈

浅灰色，属于辫状河与曲流河泛滥平原沉积或曲流河

废弃河道沉积。
　 　 炭质泥岩相（Ｍｃ）：泥岩中含炭质碎屑，发育水平

层理，属于头屯河组下部温暖潮湿气候下辫状河道带

之间的小型泥沼沉积。
３．２　 沉积环境

通过对头屯河组岩性、粒序、沉积构造、砂体叠置

等方面进行精细刻画、解剖，深入研究典型剖面的结

图 ３　 头屯河组典型岩相类型

Ｆｉｇ．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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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构型特征，为沉积模式的建立奠定基础。
３．２．１　 辫状河

从宏观上看，整个头屯河组下部辫状河露头剖面

具有“砂包泥”的特征，从单套厚层砂体来看，表现为

多期辫状河道频繁切割、相互叠置的特征。 准噶尔盆

地南缘侏罗系物源来自南部的依林哈比尔艮山，该剖

面走向为 ＳＥＥ，属于垂直于物源方向横切面（图 ４）。
该套厚层砂体厚约 ３０ ｍ，单期水道外观形态多为顶

平底凹的楔形，底部见滞留砾石，顶部细粒沉积较薄

或不发育，整体呈箱型或弱正粒序，典型岩相垂向序

列为 Ｇｍ→Ｇｔ→Ｇｐ→Ｓｃｔ→Ｓｈ→Ｓｒ→Ｍ。 辫流坝受辫

状河道切割改造，在地质历史中保存较少。

从微观上看，物源较近造成岩石中岩屑含量高，
矿物成熟度较低，粒度变化范围较广，以含砾粗砂岩

为主。 同时，大型槽状交错层理（１～２ ｍ）和板状交错

层理是头屯河组下部辫状河代表性沉积特征，且沉积

构造的规模向上逐渐变小，反映了水动力条件较强，
且向上逐渐减弱。 在河道砂体内部存在大量植物茎

干化石和大型硅化木（图 ５），不仅体现了沉积时古气

候适宜植被生长，还说明了辫状河发源于植被繁密的

山林之中，且发育于地形坡度较陡斜坡之上。 在厚层

砂体之间是辫状河道之间或洪泛期形成的细粒沉积，
以厚层泥岩和粉砂岩为主，发育水平层理和流水沙纹

层理。

图 ４　 头屯河组辫状河厚层砂体剖面解剖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ｉｃｋ ｓａｎｄ ｂｏｄｉｅｓ ｏｆ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图 ５　 头屯河组典型植物化石与石膏

（Ａ～Ｆ 出现位置分别对应于图 ２ 中的 Ａ～Ｆ）

Ｆｉｇ．５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ａｎｄ ｇｙｐｓｕｍ ｉｎ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Ａ～Ｆ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Ｆ ｉｎ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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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头屯河组曲流河剖面解剖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２．２　 曲流河

头屯河组由下向上砂体厚度逐渐减薄，泥岩颜色

由浅灰色逐渐过渡为紫红色，逐步由辫状河向曲流河

过渡。
从宏观上看，头屯河组上部曲流河露头剖面具有

“砂泥间互”的特征，从单套砂体来看，表现为单期曲

流河道沉积（图 ６）。 该剖面河道砂体厚度为 １．５ ～
３ ｍ，外观形态为定平凹的宽缓楔形，底部也可见薄

层滞留砾石沉积，呈正粒序，典型岩相垂向序列为 Ｓｔ
→Ｓｐ→Ｓｈ→Ｆｒ→Ｍ。

从微观上看，无论是河道砂岩还是滞留砾石相对

下部辫状河地层较细，且岩石矿物成分中石英含量增

大，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均较高。 槽状交错层理

规模相对头屯河组下部较小，河道侧积成因的板状交

错层理发育。 泥岩中发育水平纹层，且灰绿色与紫红

色条带状互层。 与下部辫状河沉积不同的是，上部曲

流河中未见植物碎屑，体现了头屯河组晚期古气候趋

于炎热、干旱，植被不发育，地形坡度较缓，水动力条

件减弱。

４　 辫—曲转换模式

４．１　 控制因素

从基准面旋回、物源供给、地形坡度及古气候 ４
个方面入手，对头屯河组辫—曲转换进行成因分析与

特征总结，明确辫—曲转换的控制因素，再现辫—曲

转换的沉积背景（图 ７）。
基准面旋回：头屯河组沉积早期，基准面最低，此

时发育辫状河沉积。 随着基准面的上升，辫状河下切

能力逐渐减弱，继而转为侧向侵蚀，逐步向曲流河过

渡。 在基准面最高时期，河流侵蚀能力最低，泛滥平

原广泛发育，易于形成厚层泥岩夹薄层透镜状砂岩。
物源供给：物源持续供给越充沛，沉积规模越大，

粗碎屑沉积厚度所占比例越大；物源越近，沉积物粒

度越粗，分选越差。 头屯河组下部辫状河砂体规模与

砂地比大，且沉积物分选相对上部较差，表明物源充

沛且为近源。 随着物源的减弱、增远，头屯河组砂体

规模与砂地比逐渐减小，沉积物分选变好，进而转换

为曲流河沉积。
地形坡度：地形坡度陡缓决定着沉积时水动力的

强弱：坡度越陡，水动力越强，反之则弱。 沉积构造的

规模大小、沉积物的磨圆好坏以及可搬运沉积物的大

小均体现了水动力的强弱。 在头屯河组下部辫状河

沉积时期，沉积构造的规模大，砾石磨圆度较好，且植

物茎干化石粗壮，可见大型硅化木。 头屯河组由下向

上辫状河向曲流河的逐渐转换，其相关特征也逐渐发

生变化，反映地形坡度的逐渐变缓。 因而，地形坡度

也是控制辫—曲转换的外界因素。
古气候：古气候环境主要是通过降雨量对沉积产

生影响：潮湿气候，降雨量丰富，地面径流量大，易于

形成大型辫状河；干旱环境，降雨量少，地面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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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头屯河组辫—曲转换特征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ｔｏ 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小，河流规模较小。 植被的发育反映了古气候温暖潮

湿，石膏则体现了古气候炎热干旱。 植物化石出现于

头屯河组下部，到上部几乎不发育，而石膏出现在头

屯河组中上部；与此同时，泥岩颜色也从下部的浅灰

色、杂色向上过渡为紫红色与灰绿色薄互层。 这些特

征均体现了头屯河组古气候由温暖潮湿向炎热干旱

过渡。
４．２　 演化模式

将野外观察描述与室内图件描绘相结合、空间展

布与成因分析相结合、演化规律与模式建立相结合，
由头屯河组垂向序列到局部沉积构型模式，再到准噶

尔盆地南缘区域沉积模式，深入探讨头屯河组辫—曲

转换的演化规律，最终建立其演化模式（图 ８）。
头屯河组下部，辫状河沉积于基准面低、物源供

给足、坡度大、温暖潮湿气候的条件下，河流以推移质

与悬移质混合搬运为主。 辫状河的河床较宽，辫流坝

发育于河道中，以纵向坝和横向坝为主；河道频繁切

割叠置，地貌单元频繁被改造，堤岸和决口扇通常不

发育。 在区域范围内，自盆地南缘的山地发源多条辫

状河流带，水道间面积较小。
头屯河组中部，随着基准面的提升、物源供给的

减弱、地形坡度的变缓、气候条件逐渐炎热干旱，辫状

河河床宽度变窄，辫流坝以斜列坝为主，并向河道边

部迁移沉积，形成窄长的边滩；河道开始分叉，且弯曲

度逐渐增大。 斜列坝的出现是辫状河向曲流河转换

的沉积标志。
头屯河组上部，随着基准面、物源供给、地形坡度

及古气候条件的持续变化，河流下切减弱，侧向加积

增强，辫状河完全转换为曲流河沉积。 曲流河以悬移

质搬运为主，推移质搬运为辅，宽度较窄，逐步侧积形

成点坝，天然堤和决口扇发育。 多条曲流河带在区域

范围内发育，泛滥平原沉积面积较广，且由低弯度向

高弯度转换。

５　 结论

（１） 中侏罗统头屯河组与下覆中侏罗统西山窑

组之间呈微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二者之间的界面是

区域构造体制转换和气候转变界面。 头屯河组划分

为 ２ 个中期基准面旋回，１ 个长期基准面旋回，其中，
受河道下切作用的影响，下降半旋回保存程度不好，
短期基准面旋回以上升半旋回为主。

（２） 头屯河组辫状河与曲流河沉积主要发育 １２
种岩相类型。 头屯河组下部为发源于植被繁密的山

林之中，发育于地形坡度较陡斜坡之上的辫状河沉

积。 从宏观上看，辫状河露头剖面具有“砂包泥”的

特征，从单套厚层砂体来看，表现为多期辫状河道频

繁切割、相互叠置的特征，单期水道外观形态多为顶

平底凹的楔形，底部见滞留砾石，整体呈箱型或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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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头屯河组辫—曲转换演化模式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ｔｏ 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粒序。
（３） 头屯河组由下向上砂体厚度逐渐减薄，砂岩

相对下部较细，且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均较高，
泥岩颜色由浅灰色逐渐过渡为紫红色，逐步由辫状河

向曲流河沉积过渡。 从宏观上看，曲流河露头剖面具

有“砂泥间互”的特征，从单套砂体来看，表现为单期

曲流河道沉积，底部见薄层滞留砾石，整体呈正粒序。
（４） 基准面旋回、物源供给、地形坡度及古气候

４ 个方面控制着头屯河组辫—曲转换的过程。 随着

基准面的逐渐升高，物源供给地减弱，地形坡度减缓，
古气候环境炎热干旱，头屯河组逐渐由辫状河向曲流

河转换。 最终由头屯河组垂向序列，建立了不同时期

局部沉积构型模式和区域沉积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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