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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沉积区物源方向对研究该区的沉积作用、储层特征以及构造演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查明柴

达木盆地鄂博梁地区古近系沉积物源方向，本文对研究区碎屑岩的碎屑组分、岩屑类型、重矿物组合特征、稀土元素

特征和阴极发光特征的平面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合地震资料，确定研究区古近系沉积物源。 综合分析得出鄂博梁

Ⅰ号构造带物源主要来自于北部的阿尔金山物源区，西部的东坪构造带与鄂博梁Ⅰ号构造带具有相对独立的物源；
鄂博梁Ⅱ号构造带属于混源区，同时是受到两个方向物源影响，分别是北部的阿尔金山方向，即来自于鄂博梁Ⅰ号构

造带，是主要的物源区，来自东北部的小赛什腾山经冷湖三号、四号和五号构造带方向的物源，为次要物源区；鄂博梁

Ⅲ号构造带主要是来自东北部赛什腾山经冷湖六号和冷湖七号构造带方向的物源，不受到南八仙方向的“古鱼卡大

型古河流三角洲”物源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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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博梁构造带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北部，包括Ⅰ
号、Ⅱ号、Ⅲ号 ３ 个构造带（图 １）。 该区远离物源区，
其西北部、北部和东北均被老山环绕，沉积物源复杂，
而沉积相和砂体的展布方向与沉积物源关系极为紧

密，因此认清沉积区物源方向就极为重要。 该区的研

究成果虽然较多，但多以沉积相、储层特征研究为

主［１⁃５］，单纯在该区开展物源区研究成果很少。
　 　 目前对于鄂博梁地区物源方向认识存在以下几

点：①普遍的观点认为鄂博梁Ⅰ号构造带物源来自其

西北部的阿尔金山并向南东方向延伸；②鄂博梁Ⅱ号

构造带的物源来自鄂博梁Ⅰ号构造带，还是接受其东

北部冷湖三、四、五号构造带方向的物源，二者存在分

图 １　 柴达木盆地北缘构造带分布及研究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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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③鄂博梁Ⅲ号构造带的物源方向分歧最大，主要

表现在物源来自东北部冷湖六号和冷湖七号构造带

方向，还是受到东部南八仙方向的“古鱼卡大型古河

流三角洲”的物源的控制［２］。 近年来，随着该区油气

勘探的不断深入，钻井取芯和地震剖面的逐渐增多，
为分析该区的物源方向提供了有利的基础资料。 物

源分析的方法很多，本文主要通过轻、重矿物组合特

征、阴极发光、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和地震资料等多方

面综合分析，对鄂博梁古近系的物源方向进行分析和

探讨，达到更准确的认识该区的物源方向，从而为理

清该区沉积相特征和储层特征提供帮助。

１　 区域地质概况

鄂博梁构造带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北部，构造上属

于柴北缘走滑冲断系内部的次级走滑构造［６］，鄂博

梁走滑构造带，呈北西—南东向展布，南部与一里坪

坳陷相邻，北部与昆特依凹陷和伊北凹陷为界带（图
１），地质条件十分复杂，在地质历史中沉积中心不断

变迁，构造运动改造作用强烈，断裂极为发育［７］。 白

垩世末期至始新世末期发生的晚燕山运动和早喜山

运动，即欧亚板块与向北俯冲的印度板块相撞，形成

了柴达木盆地北缘一系列断层，使柴达木盆地北缘在

侏罗系形成的正断层演变为逆断层［８］，柴达木盆地

受燕山运动影响西部逐渐抬升，使柴北缘沉积中心逐

渐由西南向东北迁移［９⁃１０］。
柴北缘地层自下而上依次为路乐河组（Ｅ１＋２）、下

干柴沟组（Ｅ３）、上干柴沟组（Ｎ１）、下油砂山组（Ｎ１
２）、

上油砂山组（Ｎ２
２）和狮子沟组（Ｎ３

２）。 本文主要研究古

近系的路乐河组（Ｅ１＋２）、下干柴沟组（Ｅ３），其岩性为

棕红色、紫红色砾岩、砾状砂岩、含砾砂岩、细砂岩夹

棕色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组成。 主要沉积相特征为

冲积扇—扇三角洲—湖泊沉积体系［１１］。

２　 物源分析

２．１　 碎屑组分和岩屑类型特征

２．１．１　 碎屑组分平面变化规律

以研究区岩石薄片鉴定资料为基础，通过分析碎

屑组分石英、长石和岩屑的组成特征，可以将鄂博梁

地区的碎屑组分组合分为 ６ 个区块（图 ２）。 东坪构

造带以长石、石英组合为主，其中石英、长石平均含量

分别为 ３２％和 ５１％，二者总计为 ８３％；鄂博梁Ⅰ、Ⅱ
号构造带石英、长石和岩屑平均含量分别为 ５７％、
１５％和 ２８％，为高石英、岩屑的组合，从碎屑组分含量

上表明东坪构造带与鄂博梁Ⅰ、Ⅱ号构造带存在不同

的物源区；潜山地区的石英含量较低，仅为 ２１％，岩
屑和长石含量较高，分别达 ３８％和 ４１％；冷湖三号、
四号和五号构造带石英含量较高，长石和岩屑的含量

接近，三者平均含量分别为 ４０％、２７％和 ３３％。 冷湖

三号、四号和五号构造带与潜山地区比较，石英含量

增加，岩屑、长石含量减少，成分成熟度增加，由此说

明冷湖三号、四号和五号构造带与潜山地区物源具有

一定的相关性；冷湖六号构造带为高石英和高长石分

布区，石英和长石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４２％和 ４１％，岩
屑含量仅为 １７％；冷湖七号构造带则为高石英和高

岩屑区，平均含量分别为 ４０％和 ４４％，长石平均含量

仅为 １６％；南八仙地区位于研究区的东部，该区为石

英、长石和岩屑近似相等的地区。
上述碎屑组分组合分区表明鄂博梁地区古近系

存在多个方向的物源（图 ２）：①东坪构造带物源来自

于阿尔金山中部；②鄂博梁Ⅰ、Ⅱ号构造带物源来自

于阿尔金山东部，③冷湖三、四和五号构造带，物源来

自于小赛什腾山方向，并且在潜参 １ 井和潜参 ２ 井一

带的潜山地区存在次级物源，该方向物源可到达鄂博

梁Ⅱ号构造带；④来自赛什腾山西部和东部的物源分

别横穿过在冷湖六号和七号构造带，最终到达鄂博梁

Ⅲ号构造带；⑤南八仙地区存在独立的物源。
２．１．２　 岩屑类型特征

碎屑岩中岩屑是母岩岩石的碎块，是保持母岩结

构的矿物集合体，岩屑特征能够直接反应沉积物源的

母岩性质。 因此，通过对盆地不同地区岩石轻矿物组

分中岩屑类型及各自含量的分析，可以对物源分析提

供准确的资料。
研究区不同构造区带上岩屑的组合类型存在明

显差异，由于整个研究区内变质岩岩屑含量都很高，
因此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变质岩岩屑不作为分区的依

据，而主要依据沉积岩岩屑和岩浆岩岩屑，由于碳酸

盐岩岩屑的含量变化明显，能直观反映物源，因此在

岩屑鉴定中将其从沉积岩岩屑中单独识别。 根据鄂

博梁地区岩屑类型及其含量的变化，可以划分为七个

不同区域（图 ３）：东坪构造带岩屑类型主要为变质岩

岩屑、碳酸盐岩岩屑，岩浆岩岩屑少量到极少，缺少其

他沉积岩岩屑，该特征明显区别于邻区鄂博梁Ⅰ、Ⅱ
号构造带。 鄂博梁Ⅰ、Ⅱ号构造带岩屑类型主要以变

质岩岩屑、碳酸盐岩岩屑和沉积岩岩屑，该区沉积岩

岩屑发育，而其西侧的东坪构造带不发育沉积岩岩

屑，因此二者存在差异。 鄂博梁Ⅰ、Ⅱ号构造带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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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岩浆岩岩屑，在其东侧的昆特伊和冷湖三、四和五

号构造带却发育岩浆岩岩屑、而缺乏碳酸盐岩岩屑，
表明二者的物源存在明显差异。 冷湖六号构造带岩

屑类型以变质岩岩屑、碳酸盐岩岩屑为主，极少量的

沉积岩岩屑和岩浆岩岩屑与鄂博梁Ⅲ号构造带的鄂

７ 井和鄂深 ２ 井的岩屑组分相似，而区别于冷湖五号

构造带。 冷湖七号构造带岩屑类型以高岩浆岩岩屑、
低变质岩岩屑和沉积岩岩屑，缺乏碳酸盐岩岩屑为特

征与鄂博梁Ⅲ号构造带的鄂深 １ 井岩屑组分相似，区
别于两侧的冷湖六号构造带和南八仙地区，由此说明

冷湖六号和冷湖七号物源相对独立，分别是来自赛什

腾山西部和东部，但共同影响鄂博梁Ⅲ号构造带。 南

八仙地区岩屑类型为高变质岩岩屑、低碳酸盐岩岩屑

和岩浆岩岩屑，少量沉积岩岩屑与冷湖七号构造带差

别较大，表明二者物源不同。
　 　 通过岩屑组合特征可以看出鄂博梁地区古近系

图 ２　 鄂博梁地区古近系碎屑组分平面变化规律及物源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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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鄂博梁地区古近系岩屑组合特征及物源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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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以下物源方向（图 ３）：①东坪构造带物源来自于

阿尔金山中部；②鄂博梁Ⅰ、Ⅱ号构造带，物源来自于

阿尔金山东部；③冷湖四、五号构造带，物源来自于小

赛什腾山，存在潜山次级物源，并且可以到达鄂博梁

Ⅱ号构造带；④来自赛什腾山方向西部和东部的物源

分别横穿过在冷湖六号和七号构造带到达鄂博梁Ⅲ
号构造带；⑤南八仙地区存在独立的物源。
２．２　 重矿物分布特征

重矿物的定义为碎屑岩中相对密度大于 ２． ８６
ｇ ／ ｃｍ３的陆源碎屑矿物，岩石中的重矿物普遍含量很

少，大多数不超过 １％［１２⁃１３］。 重矿物是物源变化极为

敏感的指示剂［１３⁃１４］，重矿物随着沉积物离开物源区

的距离增加，其中不稳定重矿物相对含量会逐渐减

少，而稳定矿物相对含量会逐渐增加，稳定重矿物和

不稳定重矿物的组合类型就随之发生变化，可以利用

重矿物这种变化特征来指示沉积物源方向［１５］。 重矿

物根据其稳定性可以从超稳定—极不稳定划分为 ５
个等级［１６］。 抗风化能力强的稳定重矿物，在区域上

分布范围较为广泛，随着搬运距离的增加，其含量逐

渐增加，而抵抗风化的能力弱的不稳定重矿物，在区

域上分布范围较为局限，随着与物源区的距离增加其

含量相对减小，以至逐渐消失［１５⁃１６］。
经过对鄂博梁地区钻井样本鉴定统计结果表明，

重矿物组合在平面上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在不同地区

各类型重矿物含量差别较大，据此可以分为以下几个

区域（图 ４）：①东坪构造带：重矿物组合为磁铁矿＋石
榴石＋锆石，三者的总含量占 ８４％；②鄂博梁Ⅰ、Ⅱ号

构造带：重矿物组合为石榴子石＋磁铁矿＋锆石＋白钛

矿，占重矿物含量的 ８９％；③冷湖三、四、五号构造

带：重矿物矿物组合为石榴石＋磁铁矿，二者总计含

量占 ８０％；④潜山地区：重矿物矿物组合为绿帘石＋
角闪石，含量占 ７０％；⑤冷湖六号构造带：重矿物组

合为磁铁矿＋锆石，二者含量占 ７４％；⑥冷湖七号构

造带：重矿物为磁铁矿＋锆石＋白钛矿，含量占 ７２％；
⑦南八仙地区：重矿物组合为石榴石＋锆石＋白钛矿，
含量占 ６３％。
　 　 根据上述重矿物的分区特征，反应鄂博梁地区古

近系存在以下物源方向：①阿尔金山物源区：该区包

括东坪构造带、鄂博梁 Ｉ、Ⅱ号构造带。 相应的钻井

是东坪 １ 井、东坪 ３ 井、牛参 １ 井、鄂 ３ 井、鄂 Ｉ２ 井和

昆 １ 井等，重矿物组合主要为磁铁矿、石榴石和锆石

稳定矿物。 据此认为该区沉积物是经长距离搬运而

来，距离物源区较远，主要来自阿尔金山方向，利用重

矿物组合特征推测其母岩性质，认为其母岩类型为基

性火山岩、变质岩和酸性岩浆岩。 ②小赛什腾山与赛

什腾山物源区：该区包括冷湖的三—七号构造带和潜

山地区。 相对应的钻井是冷六 １ 井、冷七 １ 井、冷七

２ 井、冷七 ３ 井、冷四 １ 井、潜参 １ 井、潜参 ２ 井、深 ８６
井、深 ８８ 井等。 冷湖三—五号构造带的重矿物组合

主要为石榴石和磁铁矿稳定矿物，根据其稳定矿物含

量较高，沉积物被经过长距离搬运，说明离沉积物源

区较远。 而潜山地区重矿物组合以绿帘石和角闪石

为主，重矿物组合以不稳定矿物为主，说明沉积物未

经过长距离搬运，沉积区距离物源区较近，由此认为

物源主要来自距该区较近的小赛什腾山物源区；冷湖

六构造带重矿物组合是磁铁矿和锆石，稳定矿物含量

高，说明搬运距长，远离物源区，物源主要来自赛什腾

山西部物源区，冷湖七号构造带的重矿物组合是磁铁

矿、锆石和白钛矿，稳定矿物含量高，说明沉积物搬运

距离长，沉积区距离物源区远，可以认为该区物源主

要来自赛什腾山东部物源区，利用重矿物组合特征推

测母岩性质，认为其母岩为基性火山岩和酸性岩浆

岩，与赛什腾山东部地区老山基岩岩性符合。 ③祁连

山—绿梁山物源区：该区主要是南八仙地区，相对应

的钻井是仙 ６ 井、仙 ７ 井、仙 ８ 井和仙 ９ 井，重矿物组

合是石榴石、锆石和白钛矿，稳定矿物含量高，说明搬

运距长，远离物源区。 根据重矿物组合特征推测母岩

为变质岩、酸性岩浆岩和基性火山岩。
２．３　 阴极发光特征

矿物的阴极发光是其成分、结构、构造等特点的

直观反映［１７］。 研究表明不同长石其发光颜色不同，
一般情况下，碱性长石以亮蓝色发光为主，斜长石多

以暗蓝色为主；长石中正长石多为红色发光，钠长石

为粉红色发光，更长石则发黄绿色光；低温变质岩常

常使长石的发光颜色受到影响，发褐色光或近于不发

光；长石的蚀变作用、黏土化作用的深浅不同也会对

它的发光产生猝灭效应［１８］。 因此，根据长石的发光

颜色可为物源的分析提供支持。 对研究区周围老山

基岩进行采样，分析基岩中长石的阴极发光特点，根
据不同基岩中长石的发光性不同，可以将老山基岩分

为 ４ 种类型（图 ５）：①来自阿尔金山东部Ⅰ０１１ 采样

点的花岗片麻岩中的长石发暗蓝色光；②来自赛什腾

山鄂Ⅰ０１２ 采样点的黑云斜长片麻岩中的长石发暗

绿色光；③来自赛什腾山鄂Ⅰ０１３ 采样点的黑云斜长

片麻岩中的长石发亮绿色光；④来自赛什腾山鄂

Ⅰ０１４采样点的钾长花岗岩中的长石发暗绿—暗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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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通过对鄂博梁地区长石阴极发光组合特征分析，
可划分出 ５ 个区带（图 ６）：Ⅰ区：东坪构造带长石不

发光，推测母岩为阿尔金山中部的低温变质岩［１２］；Ⅱ
区：鄂博梁Ⅰ、Ⅱ号构造带，长石发暗蓝色的光，与来

自阿尔金山东部花岗片麻岩中长石发光相同；Ⅲ区：
冷湖二号、冷湖三号、冷湖四号构造带，长石发暗蓝—
暗绿—亮绿色光，分别与来自赛什腾山的粗粒黑云斜

长片麻岩、细粒黑云母斜长片麻岩及钾长花岗岩中长

石阴极发光特征相似；Ⅳ区：冷湖五号、潜山地区，长
石发浅蓝色光；Ⅴ区：南八仙地区长石发暗蓝色的光。
２．４　 稀土元素特征

稀土元素（ＲＥＥ）包括镧（Ｌａ）、铈（Ｃｅ）、镨（Ｐｒ）、
钕（Ｎｄ）、钷 （ Ｐｍ）、钐 （ Ｓｍ）、铕 （ Ｅｕ）、钆 （ Ｇｄ）、铽

（Ｔｂ）、镝（Ｄｙ）、钬（Ｈｏ）、铒（Ｅｒ）、铥（Ｔｍ）、镱（Ｙｂ）、
镥（Ｌｕ），钪（Ｓｃ）和钇（Ｙ）１７ 种元素，其在沉积岩中的

图 ４　 鄂博梁地区古近系重矿物组合特征及物源方向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ｉｎ Ｅｂｏｌ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图 ５　 鄂博梁地区物源区老山基岩阴极发光特征

ａ．花岗片麻岩，普通薄片，（－），阿尔金山东部Ⅰ０１１ 采样点；ｂ．黑云斜长片麻岩，普通薄片，（ －），赛什腾山鄂Ⅰ０１２ 采样点；ｃ．黑云斜长片麻

岩，普通薄片，（－），赛什腾山鄂Ⅰ０１３ 采样点；ｄ．钾长花岗岩，普通薄片，（－），赛什腾山鄂Ⅰ０１４ 采样点；ｅ．花岗片麻岩：长石发暗蓝色光，阿
尔金山东部Ⅰ０１１ 采样点，阴极发光；ｆ．黑云斜长片麻岩：长石发暗绿色光，赛什腾山鄂Ⅰ０１２ 采样点，阴极发光；ｇ．黑云斜长片麻岩：长石发亮

绿色光，赛什腾山鄂Ⅰ０１３ 采样点，阴极发光；ｈ．钾长花岗岩：长石发暗绿—暗蓝色光，赛什腾山鄂Ⅰ０１４ 采样点，阴极发光。

Ｆｉｇ．５　 Ｃａｔｈｏｄ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ｂｅｄｒｏｃｋ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Ｅｂｏｌ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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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鄂博梁地区古近系阴极发光平面分布特征及物源方向指示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Ｃ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ｉｎ Ｅｂｏｌ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特征为难溶、化学性质稳定，因此在沉积物从物源区

被搬运到沉积区过程中，发生的物理和化学反应对其

影响极小，所以沉积岩中的稀土元素含量特征与其母

岩的特征极为相似，稀土元素特征能够准确反应其母

岩性质［１９⁃２０］，据此，可利用沉积岩中的稀土元素特征

分析沉积物源，并且可以与其他追踪物源的研究方法

互相参考［２０⁃２５］。
　 　 对鄂博梁地区古近系钻井样品的稀土元素测试，
发现东坪构造带稀土元素配分模式为 Ｇｄ 表现轻微

负异常，鄂博梁Ⅰ、Ⅱ号构造带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

为 Ｅｕ 表现轻微负异常，对比北阿尔金山地区前寒武

纪片麻岩稀土元素的配分模式［２３］（图 ７ａ）与鄂博梁

Ⅰ、Ⅱ号构造带稀土元素的配分模式（图 ８）， 可以看

出鄂博梁Ⅰ、Ⅱ号构造带与阿尔金山东部的片麻岩区

存在着良好的一致性，由此可以得出阿尔金山东部地

区前寒武纪片麻岩是鄂博梁Ⅰ、Ⅱ号构造带的主要物

源。 冷湖三、四号构造带的 Ｇｄ 表现轻微负异常，冷
湖五号、潜山地区的 Ｅｕ 表现明显负异常（图 ８），说明

二者沉积物源来自不同的方向，冷湖三、四号构造带

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图 ８）与来自小赛什腾山北部采

样点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相似（图 ７ｂ），冷湖五号、潜
山地区物源则来自小赛什腾山方向；根据南八仙地区

稀土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部分样品 ＬＲＥＥ 富集、
ＨＲＥＥ 亏损、Ｅｕ 表现出严重亏损，稀土元素配分模式

为 ＬＲＥＥ 富集，配分模式图中曲线特征为较大斜率的

“右倾”型，而 ＨＲＥＥ 曲线特征表现为出平坦的“右
倾”型（图 ８），这种特征与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绿梁

山地区早古生代片麻岩稀土元素特征（图 ７ｃ）极为相

似［２４］，说明南八仙地区物源来自于柴北缘鱼卡、绿梁

山早古生代片麻岩区，对比南八仙地区与锡铁山早古

生代花岗岩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南八仙地区的样品

中 Ｅｕ 表现出严重亏损，而锡铁山地区早古生代花岗

岩样品中 Ｅｕ 表现出不亏损或微亏损的特征（图 ７ｄ），
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２４］。
２．５　 地震资料分析

地震相分析中前积反射特征能够揭示古水流方

向，前积的上倾方向一般指向物源［２６］，本文通过对研

究区内古近系地震资料的详细解释，在研究区内见到

大量的前积地震反射特征，为判断研究区物源方向提

供又一证据，根据冷湖地区 Ｌ８２２２３０ 与 Ｌ８５１７２ 两条

测线上发育的冲积扇体的前积方向分析（图 ９ａ，ｂ），
冷湖地区至少在 Ｅ１＋２和 Ｅ１

３物源来自小赛什腾山北西

方向，沉积物流向为近北西—南东方向。 从鄂博梁Ⅲ
号构造带的 Ｌ００＿９９ｈｙ１８２ 地震测线上发现前积反射

特征（图 ９ｃ），该剖面呈近北东—南西向展布，而前积

呈南西向前积，表明该区的物源自于冷湖六号构造

带，证明鄂博梁Ⅲ号构造带物源来自北东方向的赛什

腾山。 鄂博梁Ⅰ号构造带的 Ｅ１９９８．５ 测线上可见北

西—南东方向前积（图 ９ｄ），由此表明在鄂博梁Ⅰ号

构造带物源是来自于北西方向的阿尔金山物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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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鄂博梁地区稀土元素分布模式图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Ｅｂｏｌ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图 ８　 鄂博梁地区古近系稀土元素平面分布特征及物源方向指示图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ｉｎ Ｅｂｏｌ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３　 鄂博梁地区古近系沉积物源方向

上文分别通过碎屑组合特征、岩屑组合特征、重
矿物组合特征、稀土元素配分模式、长石阴极发光特

征和地震剖面的研究对鄂博梁地区及周边沉积物来

源进行了分析讨论。 在此将通过概括对比，对研究区

及周边的物质来源进行整体分析（表 １、图 １０），可将

研究区及周边地区划分为六个区带：东坪构造带物源

来自于阿尔金山中部；鄂博梁Ⅰ号构造带物源来自在

自阿尔金山东部，鄂博梁Ⅱ号构造带属混源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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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柴达木盆地鄂博梁地区地震剖面上前积反射特征

ａ．冷湖地区 Ｌ８２２２３０ 测线在 Ｅ１＋２发育的冲积扇体的前积反射特征；ｂ．湖地区 Ｌ８５１７２ 测线在 Ｅ３１发育的冲积扇体的前积反射特征；ｃ．博梁

Ⅲ号构造带 Ｌ００＿９９ｈｙ１８２ 测线在 Ｅ３发育前积反射特征；ｄ．鄂博梁Ⅰ号构造带 Ｅ１９９８．５ 测线在 Ｅ３可见北西—南东方向前积发射特征。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ｏｆ Ｅｂｏｌ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表 １　 鄂博梁地区及周边地区古近系物源分析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ｉｎ Ｅｂｏｌ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构造带
物源分析

轻矿物组合 岩屑组合类型 重矿物组合 稀土元素特征 长石阴极发光

东坪 高长石＋石英
高变质岩＋碳酸盐岩，缺沉积

岩
磁铁矿＋石榴石＋锆石

平直型 Ｇｄ 轻微负异

常
不发光

鄂博梁Ⅰ、Ⅱ号 高石英＋岩屑
高变质岩＋沉积岩＋碳酸盐岩，
缺岩浆岩

石榴石＋磁铁矿＋锆石 ＋

白钛矿

平直型 Ｅｕ 轻明显负

异常
暗蓝色

冷湖四、五号 石英＋岩屑
高变质岩＋岩浆岩，缺碳酸盐

岩
磁铁矿＋石榴石＋绿帘石

倾斜型 Ｇｄ 轻微负异

常
暗绿、暗绿、亮绿色

潜山 高岩屑＋长石
变质岩＋岩浆岩＋少量沉积岩，
缺碳酸盐岩

绿帘石＋角闪石
倾斜型 Ｅｕ 明显负异

常
浅蓝色

冷湖六号 高石英＋长石 高变质岩＋碳酸盐岩， 磁铁矿＋锆石 — —

冷湖七号 高石英＋岩屑
高岩浆岩＋变质岩＋沉积岩，缺
碳酸盐岩

磁铁矿＋锆石＋白钛矿 — —

南八仙 石英＋长石＋岩屑接近均等高变质岩＋岩浆岩＋碳酸盐屑 石榴石＋锆石＋白钛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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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鄂博梁地区古近物源方向分布图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ｉｎ Ｅｂｏｌ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６５６ 　 沉　 积　 学　 报　 　 　 　 　 　 　 　 　 　 　 　 　 　 　 　 　 　 　 第 ３３ 卷　



是受到两个方向物源影响，分别是北部的阿尔金山方

向，即来自于鄂博梁Ⅰ号构造带，是主要的物源区，其
次是来自冷湖三、四、五号构造带方向的物源；冷湖

三、四、五号构造带，物源来自小赛什腾山，并在潜参

１ 井和 ２ 井一带的潜山地区存在次级物源；冷湖六号

和七号构造带物源来自赛什腾山方向，是鄂博梁Ⅲ号

构造带的物源方向；南八仙地区存在来自东部鱼卡地

区的独立物源，并且这一物源无法到达鄂博梁Ⅲ号构

造带。

４　 结论

柴达木盆地鄂博梁地区古近系沉积物源比较复

杂，存在多个物源供给区，通过对研究区碎屑组分特

征、岩屑类型、重矿物组合、阴极发光、稀土元素及地

震资料等研究，可知鄂博梁地区同时受到来自北西、
北部和东北三大物源供给的影响和控制，因此最终可

得出以下结论：
（１） 东坪构造带物源主要是来自阿尔金山中部

地区，属于北西物源区。
（２） 鄂博梁Ⅰ号构造带物源主要来自阿尔金山

东部；鄂博梁Ⅱ号构造带受到两个方向的物源，主要

受到北部经过鄂博梁Ⅰ号构造带的阿尔金山方向物

源影响，其次还受到经过冷湖三、四、五号构造带的小

赛什腾山方向的物源影响。
（３） 来自赛什腾山方向西部和东部的物源分别

横穿冷湖六号和七号构造带到达鄂博梁Ⅲ号构造带，
南八仙地区的物源不能影响鄂博梁Ⅲ号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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