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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云岩研究的关键在于对白云石化作用的理解，而岩石结构作为白云石化作用分析的基础，不仅对白云岩

的成因具有指示意义还深刻地影响着白云岩储层的质量。 通过岩芯、薄片、扫描电镜、阴极发光以及碳、氧、锶同位素

等测试手段，结合国际上常用的分类术语，对塔里木盆地中央隆起区寒武—奥陶系白云岩按结构进行了分类，并探讨

了不同结构类型与其成因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白云岩结构与其形成环境和形成过程密切相关，其中保留原始结

构的白云岩（包括泥—粉晶白云岩和颗粒白云岩）属于同生或准同生阶段、与蒸发海水有关的拟晶白云石化作用的产

物，大量过饱和白云石化流体的通过有利于原始结构的保存；晶粒白云岩中，具有平直晶面结构的细晶、自形白云岩

和细晶、半自形白云岩与浅埋藏成岩阶段的低温白云石化作用有关，云化流体以轻微蒸发的海源流体为主，浅埋藏晚

期的过度白云石化作用导致晶体由平面—自形向平面—半自形转化；中—粗晶、他形白云岩是中或深埋藏成岩阶段

的高温 ／热液白云石化或重结晶作用的结果，较高的形成温度导致晶体发生曲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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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白云岩研究的关键在于对白云石化作用的理解，
而岩石结构作为白云石化作用分析的基础，不仅对白

云岩的成因具有指示意义还深刻地影响着白云岩储

层的质量。 前人针对塔里木盆地下古生界白云岩进

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种白云石化机理［１，８］ 和储层

成因模型［９，１３］，为该区白云岩储层的评价和预测提供

了必要的理论支撑。 但由于“白云岩问题”的复杂性

与特殊性，难免在一些基础问题上存在争议：如白云

岩的分类命名方面，目前大部分分类以晶体大小或是

宏观组构特征为依据进行区分［１４，１６］，缺乏对白云岩

微观结构类型（如是否保留原始结构、白云石晶体的

大小、形状、晶面特征以及晶体之间的组合关系等）
更为详细的描述，而这些结构特征往往包含着解读白

云岩成因的重要信息；同时，塔里木盆地寒武系中分

布着大量具有“残余结构”的白云岩，如何命名这类

白云岩并合理解释其成因也值得探索。 此外，近年来

关于白云岩的研究多集中在白云石化模式的建立上，

而很少关注白云岩结构与成因之间的相关关系。 鉴

于此，本文以塔里木盆地中央隆起区寒武—奥陶系白

云岩为研究对象，利用该区近年来的探井资料，在岩

芯观察、薄片鉴定、阴极发光、扫描电镜以及碳、氧、锶
同位素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上常用的分类术语，
尝试建立一套以结构特征为依据的白云岩分类方案，
并对不同结构类型的白云岩所揭示的成因意义进行

讨论，以期加强对白云岩基础理论的研究，增进对白

云岩成因的理解和认识，并最终为白云岩油气储层的

评价提供更多地质依据。

１　 白云岩结构分类研究现状

国际上对于白云岩的分类主要依据其结构特征，
较早 认 识 到 白 云 岩 结 构 重 要 性 的 有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１９６５） ［１７］，他借用岩浆岩和变质岩中的分类术语对

沉积岩中具有晶粒结构的岩石进行了分类，并将白云

石分为自形（ ｅｕｈｅｄｒａｌ）、半自形 （ ｓｕｂｈｅｄｒａｌ） 和他形

（ａｎｈｅｄｒａｌ）三种基本结构类型。 随后 Ｇｒｅｇｇ 和 Ｓｉｂｌｅｙ
（１９８４） ［１８］、Ｓｉｂｌｅｙ 和 Ｇｒｅｇｇ（１９８７） ［１９］ 在大量人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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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白云石实验的基础上，结合晶体生长动力学理论，
以晶体大小分布、形态和晶体边界特征为依据，提出

了更为详细的白云岩结构分类方案：首先根据晶体大

小的分布将白云岩分为单峰或多峰等类型，然后依据

晶体边界形态和晶形特征进一步分为平面—自形

（ｐｌａｎａｒ⁃ｅ）、平面—半自形（ｐｌａｎａｒ⁃ｓ）和曲面—他形晶

（ｎｏｎｐｌａｎａｒ⁃ａ），这里的平面是指晶体具有平直边界；
而非平面 ／曲面则是指晶体具有弯曲的、叶片状或阶

梯状等各种不规则的边界。 平面和曲面白云石都可

以以胶结物的形式存在。 该分类方案特别强调了平

面和曲面晶体之间的差别，并定义了一个由平面晶体

向非平面晶体转化的临界温度，即晶体他形生长的临

界温度（大致为 ５０℃ ～ ６０℃左右），低于该温度时形

成平面—自形或半自形白云石，而高于该温度则形成

曲面—他形白云石；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１） ［２０］ 之后又定义了

一个平面—半自形到非平面—他形之间的过渡类型，
对上述分类方案进行了补充。 至此，该分类方案由于

其简单实用、易于描述又带有一定成因启示意义而在

国际上备受推崇［２１，２４］。
近来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白云岩结构与

其成因之间的相关性，并进行了讨论：如王丹等

（２０１０） ［２５］以单个白云石晶体形态特征为依据对埋藏

阶段形成的白云岩进行了结构—成因分类，并探讨了

不同类型白云石的形态与成岩环境之间的关系；黄思

静等（２０１１） ［２６］以四川盆地二叠—三叠系白云岩为研

究对象，系统对比了不同类型白云岩 ／石之间的差异

以及与白云石化作用之间的联系。 由于这些研究缺

乏相应的地球化学数据支撑，因而未能引起足够

重视。

２　 寒武—奥陶系白云岩结构类型

本次研究中，根据塔里木盆地寒武—奥陶系白云

岩的实际情况，结合国际上常用的分类术语，尝试提

出以下分类方案。 首先根据白云岩中原始结构的保

存状况将其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保留（或残余）原

始沉积结构的白云岩，另一类是原始结构无法识别的

白云岩（即晶粒白云岩）。 对于原始结构保存较好的

白云岩我们可以根据其原有结构类型来分类（如纹

层状泥—粉晶白云岩、颗粒白云岩等）；对于那些原

始结构无法识别的白云岩我们可以根据白云石的晶

体大小和晶体结构特征（如晶体的形状、边界和晶间

关系等） 进行分类， 其中晶 体 大 小 依 据 刘 宝 珺

（１９８０） ［２７］ 的分类标准；晶体结构特征以 Ｓｉｂｌｅｙ 和

Ｇｒｅｇｇ（１９８７） ［１９］的分类为基础，并根据研究区实际情

况进行适当调整和简化，主要分为自形（平面—自形

晶）、半自形（平面—半自形晶为主，少量曲面—他形

晶）和他形（曲面—他形晶）三种类型。 此外，由于白

云石同样可以以充填物的形式出现在孔隙和裂缝中，
且对白云岩成因和储层的形成具有重要指示意义

（如鞍形白云石往往被认为与热液改造有关［２８］ ），因
此也将其列入分类表中。
　 　 根据上述分类标准，研究区寒武—奥陶系白云岩

可分为以下几类（表 １）：（一）保留（或残余）原始结

构白云岩，包括（１）泥—粉晶白云岩，（２） （残余）颗

粒白云岩；（二）晶粒结构白云岩，包括（３）细晶、自形

白云岩，（４）细晶、半自形白云岩，（５）中—粗晶、他形

白云岩；（三）白云石充填物：细晶、自形（半自形）白
云石充填物和中—粗晶、鞍形白云石充填物。
２．１　 保留（或残余）原始结构白云岩

（１） 泥—粉晶白云岩

该类白云岩主要由泥晶到粉晶级（０．００１ ～ ０．０５
ｍｍ）的白云石组成（图 １ａ），晶体细小，晶形较差，多
为半自形—他形晶，晶间可见泥质或膏质充填。 该类

白云岩多为浅灰—灰褐色，薄—中层状，常与膏岩伴

生并具明显的层理构造，如中寒武统中可见膏岩层与

泥—粉晶白云岩呈薄互层状产出（图 １ｂ）；此外，膏质

也可呈结核状或针状出现于泥—粉晶白云岩中；镜下

观察还可见明暗相间的沉积显微层理。 阴极发光显

示该类白云岩发光性极差，基本不发光。
　 　 （２） （残余）颗粒白云岩

该类白云岩最大的特点就是保留或是残余原始

灰岩的结构特征，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结构特征来推断

原岩组构并恢复其沉积环境［２９］。 不过由于这种残余

结构所经历的交代强度不同，原始颗粒的可识别程度

也具有很大差异，根据研究区所观察到的现象大致可

将其分为三类：一类是完整保留颗粒或胶结物轮廓及

其内部结构的白云岩，国外学者常称之为拟晶或拟态

交代（ｍｉｍｉｃ ／ ｍｉｍｅｔｉｃ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３０，３１］，这类白云岩

在寒武系中常见（图 １ｃ），部分与膏岩层伴生；第二类

为只保留了原始颗粒的形状或轮廓，但其内部结构已

无法识别的白云岩，国内有学者称之为残余粒形结构

白云岩［３２］，研究区中较为常见的是由于铸模孔发育

而保留了原始颗粒轮廓的残余颗粒白云岩（图 １ｄ），
在中下奥陶统鹰山组有见；第三类则为原始颗粒或胶

结物的结构已无法区分，仅仅能够识别出残留颗粒影

像或幻影的白云岩，由于此类白云岩基本由细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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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研究区寒武—奥陶系白云岩结构分类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晶、半自形或他形白云石组成，因此归属于晶粒白云

岩的范畴可能更为合理一些。
２．２　 晶粒白云岩

（１） 细晶、自形白云岩

主要分布在中下奥陶统中，特别是鹰山组中较常

见，岩芯上以浅灰色或灰白色为主，呈中厚层状或是

块状产出 （图 ２ａ）；显微镜下，以细晶 （ ０． ０５ ～ ０． ２５

ｍｍ）为主，少量粉晶，晶体自形程度高，具细砂糖状特

征，部分晶体边缘见明亮的细环带，晶体之间点或线

接触，晶粒支撑，晶间孔发育（图 ２ｂ）。 扫描电镜下，
该类白云岩多由菱面体白云石组成，并具有平直的晶

面边界特征（图 ２ｃ），一些晶体边缘还可见极细的生

长纹层。 阴极发光下该类白云岩显均匀的中等亮度

红色光到暗红色光（图 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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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保留（或残余）原始结构白云岩特征

Ｆｉｇ．１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ｗｉｔｈ ｗｅｌｌ⁃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ｏｒ ｒｅｌｉｃｔ）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ｆａｂｒｉｃｓ
ａ． 泥—粉晶白云岩，单偏光，古隆 ３ 井，鹰山组，６ ２３７．２ ｍ； ｂ． 条带状膏质泥晶白云岩，石膏与白云岩呈互层状产出，和田 １ 井，阿瓦塔格组，
６ ４３６．０ ｍ； ｃ． 颗粒白云岩（拟态交代），原始颗粒及胶结物的轮廓和内部结构保存完好，单偏光，巴探 ５ 井，下丘里塔格组，４ ７４１．４ ｍ； ｄ． 残
余颗粒结构白云岩，颗粒溶蚀后形成的铸模孔被方解石胶结物（茜素红染色）充填，单偏光，中 １９ 井，鹰山组，５ ４７９．５５ ｍ。

图 ２　 细晶、自形白云岩特征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ｉｎｅｌｙ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ｅｕｈｅｄｒａｌ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ａ． 浅灰白色细晶、自形白云岩，中 １９ 井，鹰山组，５ ５２６．０ ｍ； ｂ． 细晶、自形白云岩镜下特征，自形晶为主，晶间孔发育，铸体薄片，中 １９ 井，鹰
山组，５ ５２６．０ ｍ； ｃ． 细晶、自形白云岩扫描电镜（ＳＥＭ）特征，白云石多为菱面体，具有平直的晶面边界特征，中 １９ 井，鹰山组，５ ５２７．７ ｍ； ｄ．
细晶、自形白云岩发均一的红色光，阴极发光照片，中 １９ 井，鹰山组，５ ５２７．７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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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细晶、半自形白云岩特征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ｉｎｅｌｙ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ｓｕｂｈｅｄｒａｌ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ａ． 深灰色细晶、半自形白云岩，中 １９ 井，鹰山组，５ ５４６．８ ｍ； ｂ． 细晶、半自形白云岩，半自形晶为主，少量他形晶，环带或雾心亮边特征常见，正交

偏光，中 １２ 井，鹰山组，５ ６１１．６４ ｍ； ｃ． 细晶、半自形白云岩，晶体仍以平直晶面为主，但许多晶体受生长空间所限致使晶形不完整（黄色箭头）或
是嵌入相邻晶体中，白云石断面处可见生长纹层或包壳（红色箭头），背散射（ＢＳＥ）照片，中 １９ 井，鹰山组，５ ５２９．５ ｍ； ｄ． 细晶、半自形白云岩发

暗红色光，溶孔处呈亮红色（黄色箭头），阴极发光照片，中 １５ 井，鹰山组，５ ５７１．９ ｍ。

　 　 （２） 细晶、半自形白云岩

该类白云岩也主要分布在下奥陶统中，岩芯上观

察其颜色略深，以深灰色或灰色为主（图 ３ａ），可与细

晶、自形白云岩呈互层状产出。 镜下观察，仍以细晶

（０．０５～０．２５ ｍｍ）为主，晶体自形程度较上一类白云

岩有所降低，多为半自形到他形，大部分白云石晶体

可见雾心亮边或环带结构（图 ３ｂ）；晶间接触关系也

转变为线接触为主，局部甚至呈镶嵌状接触，晶间孔

大幅减少。 扫描电镜下观察白云石紧密堆积，虽然仍

具有平直的晶面边界，但许多晶体受生长空间所限晶

形不完整或是嵌入到相邻晶体中并堵塞原有孔隙空

间（图 ３ｃ），仅在面向孔隙中心方向具有完好的菱面

体晶形；另外，白云石断面处还可见多层生长纹层或

包壳状环带（图 ３ｃ）。 阴极发光下观察，该类白云岩

发光性与细晶、自形白云岩类似或稍弱，仍以均匀的

暗红色光为主，孔隙边缘显亮红色环带或斑点（图
３ｄ）。

（３） 中—粗晶、他形白云岩

该类白云岩主要有两种产出方式：一种是不彻底

的或是选择性白云石化的产物，属于灰岩和白云岩之

间的过渡类型，即灰质或含灰白云岩，在鹰山组中下

部云灰过渡段最为发育。 通常在岩芯上呈现出深浅

不一的斑点状、斑块状或条带状外貌，且白云石斑块

多沿溶蚀缝或缝合线发育处富集（图 ４ａ，ｂ）；另一种

则是以浅黄灰色、灰色或深灰色、中厚层状或块状产

出的纯白云岩，蓬莱坝组以及下丘里塔格组最为常

见；部分岩芯上裂缝及溶蚀孔洞发育程度高，并伴随

有鞍形白云石、自生石英、萤石、重晶石等热液矿物充

填（图 ４ｃ）。 镜下观察，细到粗晶均有出现，但以中—
粗晶（０．２５～２ ｍｍ）为主，白云石自形程度差，多为他

形晶，晶粒之间呈凹凸甚至缝合线状接触，晶间孔匮

乏（图 ４ｂ，ｄ）；部分样品中白云石的粒度具有双众数

分布特征，即粗大的白云石中残留有较细小的白云石

晶体（图 ４ｄ）；正交偏光下波状消光特征明显 （图

４ｄ）；扫描电镜照片中可清晰地观察到其弯曲的、锯
齿状或阶梯状的晶面边界特征（图 ４ｅ）。 阴极发光

下，该类白云岩整体显极暗红色光或基本不发光（图
４ｆ），局部可见暗红色斑块（图 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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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中—粗晶、它形白云岩特征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ｌｙ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ｎｈｅｄｒａｌ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ａ． 斑状灰质白云岩，中 １３ 井，鹰山组，５ ７２１．７ ｍ； ｂ． 灰质中—细晶、他形白云岩，白云岩沿缝合线发育，单偏光，中 １２ 井，鹰山组，５ ５７９．３ ｍ； ｃ．
浅黄灰色中—粗晶、他形白云岩，裂缝发育，见硅质充填孔洞（箭头），ＹＢ１⁃２ 井，蓬莱坝组，５ １３６．８ ｍ； ｄ． 中—粗晶、他形白云岩，他形晶，具波状

消光，部分晶体发育环带，正交偏光，中 ４ 井，下丘里塔格组，５ ８１３．５５ ｍ； ｅ． 中—粗晶、他形白云岩，晶体边界不规则，呈阶梯状或弯曲状（箭
头），扫描电镜（ＳＥＭ）照片，古隆 １ 井，蓬莱坝组，６ ５３３．３４ ｍ； ｆ． 中—粗晶、他形白云岩基本不发光或极暗的红色光，仅缝洞充填物发亮红色光，
阴极发光照片，中 ３ 井，蓬莱坝组，３ ９３８．３ ｍ。

２．３　 白云石充填物

这里的充填物主要是指围绕孔洞或裂缝内壁生

长的白云石，对于这类白云石我们很难判断其成因是

由胶结作用还是交代作用所致，因此用“充填物”而

非“胶结物”这个术语可能更合适一些。 虽然这类白

云石含量很少，但其存在对成岩流体性质、孔洞形成

机理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在研究区白云岩地层中

发育有两类白云石充填物：

（１） 细晶、自形（半自形）白云石充填物

这类白云石通常作为孔洞或裂缝的首期充填物

附着其内壁生长，以细晶为主，少量粉晶或中晶，面向

孔洞或裂缝中心方向晶体自形程度变好，发育平直的

晶面边界，晶体清澈明亮，含较少的包裹体和杂质

（图 ５ａ）；阴极发光测试表明其发光性较差，以暗红色

光为主，局部见发光环带，总体上显示出与细晶、半自

形白云岩类似的发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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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白云石充填物特征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ｏｉｄ⁃ｆｉｌｌｉｎｇ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ａ． 细—中晶、自形白云石充填物，单偏光，中 １２ 井，鹰山组，５ ５７８．８ ｍ； ｂ．中—粗晶、鞍形白云石充填裂缝，显波状消光特征，正交偏光，中 ４ 井，下丘

里塔格组，５ ８１３．５５ ｍ； ｃ． 溶蚀孔洞中的鞍形白云石充填物，晶面弯曲呈阶梯状（黄色箭头），背散射（ＢＳＥ）照片，中 ３ 井，鹰山组，３ ９３８．３ ｍ； ｄ．
中—粗晶、他形白云岩显斑状暗红色光，裂缝中充填的鞍形白云石具有暗红色的核心和明暗相间的环带（黄色箭头），阴极发光照片，古隆 １ 井，蓬
莱坝组，６ ５４４．３４ ｍ。

　 　 （２） 中—粗晶、鞍形白云石充填物

充填溶孔和裂缝的鞍形白云石一般都比较粗大，
岩芯上观察以乳白色为主，既可围绕洞壁生长成一个

壳层也能完全充填孔洞。 单偏光下晶面较污浊，可见

大量固相或液相包裹体，晶体内微裂缝及解理发育，
晶体边界弯曲似镰刀状，正交偏光下具有明显的波状

消光特征（图 ５ｂ）；扫描电镜下观察可见晶体向孔洞

内部生长时发生扭曲甚至小的错断，形成锯齿状或阶

梯状的形态（图 ５ｃ）；阴极发光以发暗红色光为主，部
分样品边缘可见明暗相间的环带（图 ５ｄ）。

３　 各类白云岩 ／石成因探讨

３．１　 保留（或残余）原始结构白云岩成因

该类白云岩在结构上有两个特点，一是组成岩石

的白云石晶粒极为细小（泥晶为主），二是原始结构

保存完好。 细小的白云石晶粒通常被认为是典型的

近地表、低温、高盐度条件下白云化的产物［３３］，而且

这些极细的白云石很可能是交代未固结或半固结的

灰泥而来（因为细小的颗粒相对它们的体积而言具

有更大的表面区域，有利于白云石成核作用的快速进

行［２１，３４］）；另外，阴极发光下基本不发光或是发均匀

的极暗红色光也反映了锰含量很低的海水成岩环境

特征［３５］，亦说明这类白云岩形成时间较早。 能够完

好保留原生灰岩组构的特点可能与拟晶交代作用［３１］

以及较低的成岩温度［２４］ 有关，这种交代作用通常需

要高密度的白云石晶核，以确保碳酸钙质颗粒及胶结

物复杂的内部结构得以保存下来［３１］；而高密度的成

核点又与高度可溶的反应物（如高镁方解石相比低

镁方解石具有更高的溶解度，由高镁方解石组成的生

屑颗粒通常会优先被白云石交代，并能够完好的保留

原始组构特征［３６］ ）以及高度过饱和的白云石化流体

有关，特别是后者能够促使白云石成核点的大量生

成，极为有利于原始沉积物组构的完好保存。
研究区泥—粉晶白云岩以及颗粒白云岩多分布

在中下寒武统与蒸发岩伴生的地层中，说明当时海水

盐度高、Ｍｇ ／ Ｃａ 比值大，具备形成高度过饱和的白云

化流体的条件；地球化学数据同样支持这种观点：其
Ｓｒ 同位素比值（０．７０８ １７０～０．７０８ ４０２）和 Ｃ 同位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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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０．２‰）（表 ２）均接近当时的海水值（分别

为０．７０８ ０～０．７０９ ０，－１．５‰～ ０．５‰） ［３７，３９］，而 Ｏ 同位

素明显偏重（图 ６，７），暗示其成因与高盐度流体（如
蒸发海水）有关［２３，４０，４１］。

综上，研究区原始结构保存完好的白云岩，其白

云石化过程有以下共性：如云化时间早、形成温度低、
白云化流体饱和度高以及被交代的矿物以未发生新

生变形的高镁方解石为主等特征；因此认为该类白云

岩属于同生或准同生成岩阶段、与蒸发海水有关的拟

晶白云石化作用的产物，大量过饱和白云石化流体的

快速通过以及较低的成岩温度均有利于原始结构的

保存，其中分布于蒸发台地相中的泥—粉晶白云岩可

用蒸发泵模式解释，而分布于局限台地内的（残余）
颗粒白云岩则主要由高盐度蒸发海水交代所致。
３．２　 晶粒白云岩成因

（１） 细晶、自形白云岩

平直的晶面结构、呈砂糖状松散堆积的晶体、均
一的红—暗红色阴极发光以及缺乏缝合线等特征均

说明该类白云岩形成于强烈的压实、压溶作用之前，

属于早成岩阶段低温白云石化的产物；且这种结构类

型也与经典的、由高盐度蒸发海水回流形成的白云岩

极为类似［４２，４３］。 但研究区该类白云岩所发育的区域

（塔中地区下奥陶统）缺乏大面积膏岩层，说明当时的

海水盐度并不是很高，更可能是一种半咸水或轻度蒸

发的海水（未达到膏岩沉淀的盐度），因此很难用传统

意义上的超咸水回流模式来解释。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

究表明，中等盐度的海水（ｐｅｎｅｓａｌｉｎｅ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或轻微

蒸发的海水同样具备白云石化作用的潜力［４４，４６］；
地化方面，该类白云岩略重的 Ｏ 同位素组成（图

６）以及与当时海水值相似的 Ｓｒ 同位素值（图 ７）也说

明其成因与轻微蒸发的海水有关。 从另一角度理解，
这类饱和度或盐度不是很高的白云石化流体还可以

防止过度白云石化（ ｏｖｅｒｄｏｌｏｍ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作用的发生，
有利于晶间孔的大量保存。 因此，这类具有平直晶面

的白云岩应形成于成岩早期温度不高的环境中，浅埋

藏阶段轻微蒸发的海水发生回流或下渗扩散可能是

一种主要的云化模式，而且这种“适度的”云化对于

晶间孔隙的发育和保存极为有利。

表 ２　 研究区各类碳酸盐岩样品碳、氧、锶同位素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 Ｏ ａｎｄ Ｓｒ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岩石类型
δ１３Ｃ（ＰＤＢ） ／ ‰ δ１８Ｏ（ＰＤＢ） ／ ‰ ８７Ｓｒ ／ ８６Ｓｒ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样品个数

泥—粉晶白云岩 －０．８～ －０．２ －０．５ －５．７～ －４．７ －５．２ ０．７０８ １７０～０．７０８ ３６２ ０．７０８ ２９７ ４
（残余）颗粒白云岩 －１．０～ －０．７ －０．８ －５．８～ －３．２ －５．０ ０．７０８ ２１７～０．７０８ ４０２ ０．７０８ ３３４ ４
细晶、自形白云岩 －１．７～ －０．１ －０．６ －６．８～ －５．８ －６．３ ０．７０８ ０２１～０．７０８ ４４５ ０．７０８ ２８２ ５

细晶、半自形白云岩 －１．８～ －０．２ －０．８ －８．７～ －７．０ －７．９ ０．７０８ １９３～０．７０８ ５２６ ０．７０８ ３６０ ４
中—粗晶、他形白云岩 －２．３～ －０．５ －１．１ －１０．７～ －７．１ －８．５ ０．７０７ ４８７～０．７１４ ２８７ ０．７０９ ９３６ ９
鞍形白云石充填物 －２．４～ －１．１ －１．９ －１０．８～ －７．５ －９．０ ０．７０７ ２９６～０．７１９ ２１３ ０．７１１ ３５９ ５

灰岩 －１．６～ －１．４ －１．５ －８．８～ －８．４ －８．６ ０．７０８ ２３１～０．７０８ ２３１ ０．７０８ ２３１ ２

　 　 注：碳、氧同位素测试由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中心完成，测试仪器：ＭＡＴ⁃２５３ 质谱仪；检测依据：ＤＺ ／ Ｔ０１８４．１７⁃１９９７；分析误差±０．００５％。
锶同位素由成都理工大学同位素实验室测试，测试仪器：ＭＡＴ⁃２６１ 质谱仪；检测依据：美国国家标准局标样 ＮＢＳ９８７；分析误差±０．００２％。

图 ６　 研究区各类碳酸盐岩的碳、氧同位素交汇图

Ｆｉｇ．６　 Ｃｒｏｓｓ⁃ｐｌｏｔ ｓｈｏｗｉｎｇ δ１８Ｏ ｖｓ． δ１３Ｃ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图 ７　 研究区各类碳酸盐岩的锶、氧同位素交汇图

Ｆｉｇ．７　 Ｃｒｏｓｓ⁃ｐｌｏｔ ｓｈｏｗｉｎｇ ８７Ｓｒ ／ ８６Ｓｒ ｖｓ． δ１３Ｃ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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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细晶、半自形白云岩

该类白云岩与上述细晶、自形白云岩具有相似的

阴极发光性和 Ｓｒ 同位素值（图 ７），说明两者的成岩

环境和云化流体性质差别不大，仍以浅埋藏阶段的海

源流体为主；而相对较轻的 Ｏ 同位素组成（表 ２、图
６）则与其形成时的埋深增加、温度略有升高有关。
埋藏过程中云化流体的持续供给以及逐渐增加的成

岩温度可使白云石在交代方解石之后又继续胶结增

生，发生过度白云石化：过度白云石化作用使新的白

云石围绕早期形成的白云石再生长，形成多层加大边

或包壳状环带（图 ３ｂ，ｃ），从而导致白云石由自形晶

向半自形晶转变，晶间孔隙也不断减少。 由于该类白

云石仍发育相对平直的晶面边界，说明其形成时的温

度未达到晶体曲面化的临界温度，因此推断其形成阶

段为浅埋藏晚期。 总体上，细晶、半自形白云岩和细

晶、自形白云岩的成因具有相似性和继承性，埋藏过

程中的过度白云石化可能是导致晶体自形程度变差

的主要原因。
（３） 中—粗晶、他形白云岩

该类白云岩主要由非平面 ／曲面—他形白云石组

成，与前几类晶粒白云岩的结构差别明显。 已有研究

表明，弯曲的晶面特征与较高的形成温度［１８，１９］、高度

过饱和的白云石化流体［４７］以及晶体为争夺生长空间

而产生的竞争性生长［４８］等因素有关。 对于研究区这

类白云岩而言，相对较粗的晶粒、波状消光以及与压

溶缝合线相伴生的现象均说明其形成于温度不断升

高的中或深埋藏成岩环境中［４９，５１］。
地化方面，该类白云岩的 δ１８Ｏ 值明显偏负（较上

述几类白云岩低 １．９‰～ ３．５‰左右），而碳同位素变

化不明显（可排除大气淡水的影响），亦说明其成因

与高温有关（图 ６）。 特别地，少量８７Ｓｒ ／ ８６Ｓｒ 值明显低

于当时海水值的样品（图 ７）指示了贫８７Ｓｒ 的幔源锶

的存在［５２，５３］，说明幔源热流体参与到了白云石化过

程中；而部分放射性成因８７Ｓｒ 明显增加的样品，可能

与埋藏过程中的成岩蚀变有关［５４］，或是幔源贫８７ Ｓｒ
的热流体流经前寒武系碎屑岩输导层后吸附了大量

放射性成因８７Ｓｒ 而导致８７Ｓｒ ／ ８６Ｓｒ 值变高所致［２８］，前人

对塔里木盆地下古生界热液白云岩的研究中也显示

出类似的特征［５５］。 显然，中—粗晶、他形白云岩在形

成过程中有大量高温或热液流体的参与，这也与岩芯

上观察到的裂缝或溶孔局部富集并伴随热液矿物充

填的现象相吻合。
在形成方式上，除了直接交代灰岩之外，该类白

云岩也可由早期形成的细晶白云岩经重结晶而

来［５６，５８］，从而使部分中—粗晶、他形白云岩中呈现双

峰态分布的粒度特征（图 ４ｄ）以及斑状阴极发光现象

（图 ５ｄ）。 另外，许多晶粒白云岩的 δ１８ Ｏ 值和８７ Ｓｒ ／
８６Ｓｒ值具有不同程度的重叠，很可能是早期形成的白

云岩（如细晶、自形 ／半自形白云岩）受后期白云石化

流体（形成中—粗晶、他形白云岩的流体）影响而发

生重结晶作用的结果。
综上，中—粗晶、他形白云岩是中或深埋藏成岩

阶段高温 ／热液白云石化或重结晶作用的产物，较高

的形成温度是导致白云石晶体发生曲面化的主要

原因。
３．３　 白云石充填物

细晶、自形（半自形）白云石充填物通常作为缝

洞首期充填物紧贴孔洞和裂缝壁生长，由于其晶体结

构特征和阴极发光性与细晶、自形白云岩或半自形白

云岩类似，因此两者具有相似的成岩环境或白云石化

流体来源。
鞍形白云石独特的晶体结构预示其生长环境的

特殊性，结晶学和地球化学特征表明这种晶体是在高

温过饱和溶液中快速形成的［５９］，但也有少量鞍形白

云石可能与埋藏压实过程中宿主白云岩的自调节作

用［６０］以及热化学硫酸盐还原作用有关［６１，６２］。 与北美

地区鞍形白云石多以灰岩为宿主岩层所不同的是，塔
里木盆地这类白云石往往分布于白云岩地层中，虽然

较高的均一温度以及高于海水 ５～８ 倍的盐度值均表

明其形成与深部热卤水有关［６３］，但其形成方式更可

能是对先存基质白云石的重结晶或是直接从热流体

中沉淀，而非交代灰岩而来；其氧、锶同位素组成与

中—粗晶、他形白云岩具有明显相似性（图 ６，７）也说

明这种白云石化流体具有亲缘性和继承性的特点。
无论其形成方式如何，这些充填溶蚀孔洞的鞍形白云

石的出现均表明研究区寒武—奥陶系碳酸盐岩经历

了热液流体改造，而且部分鞍形白云石中明暗相间的

阴极发光环带似乎暗示着多期热液活动的影响（图
５ｄ），这对于深埋藏条件下碳酸盐岩中次生孔隙的形

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白云岩地层的油气勘探提

供了新思路。

４　 结论

（１） 根据国际上对白云岩研究的通用术语，结合

研究区实际情况，尝试提出了塔里木盆地中央隆起区

寒武—奥陶系白云岩的结构分类方案。 首先根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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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结构保存情况将白云岩分为保留（或残余）原始沉

积结构的白云岩和原始结构无法识别的晶粒白云岩。
保留（或残余）原始结构的白云岩包括了泥—粉晶白

云岩和（残余）颗粒白云岩；而晶粒白云岩则由细晶、
自形白云岩、细晶、半自形白云岩和中—粗晶、他形白

云岩组成。 另外研究区还发育两类白云石充填物：细
晶、自形（半自形）白云石充填物和中—粗晶、鞍形白

云石充填物。
（２） 保留（或残余）原始结构的白云岩属同生或

准同生期、与蒸发海水有关的拟晶白云石化作用的产

物，大量高度过饱和白云石化流体的通过有利于原始

结构的保存。
（３） 晶粒白云岩中，细晶、自形白云岩和细晶、半

自形白云岩与浅埋藏成岩阶段的低温白云石化作用

有关，半咸海水的回流或下渗扩散可能是一种主要的

云化模式，适度的白云石化作用有利于孔隙的形成和

保存，而过度白云石化则导致晶体由自形向半自形转

化，并逐步堵塞孔隙空间。 中—粗晶、他形白云岩多

与中或深埋藏成岩阶段的高温 ／热液白云石化及重结

晶作用有关，较高的形成温度使晶体发生曲面化。
（４） 细晶、自形（半自形）白云石充填物形成于

浅埋藏阶段；中—粗晶、鞍形白云石充填物则属于热

液活动的产物，其形成方式以重结晶或是从热流体中

直接沉淀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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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１ ／ ２）： ７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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