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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兴城地区上古生界沉积环境识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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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粒度分析结果为依据，结合地层的序列、结构、构造及岩性等方面的特征，在辽西兴城地区的上古生界中

识别出四种沉积环境，每种环境均有独特的粒度特征：①曲流河环境：所在层位为本溪组与石盒子组中下部，沉积物

平均粒径多集中在 ３ ϕ 附近，分选度较好，频率曲线多为微正偏的正态分布，概率累积曲线存在差异，河道为典型两段

式，决口扇为低悬两段式；②三角洲平原环境，所在层位为太原组与山西组，其中平原沼泽沉积物粒度较细，集中在 ３．２
ϕ 之间，但分支河道粒度相对较粗，与曲流河类似，三角洲平原沉积物分选好，频率曲线正偏、负偏均存在，概率累积曲

线存在差异，分支河道为低悬两段式而平原沼泽则为一段式，反映垂向加积特征；③辫状河环境，对应石盒子组上部

层位，沉积物平均粒度 ２．５ ϕ 左右，分选中等至较好，频率曲线多为微正偏态，概率累积曲线介于典型两段式与高悬两

段式之间；④冲积扇环境，所在层位为蛤蟆山组，平均粒径集中在 ２ ϕ 左右，分选中等，频率曲线为正偏态至很正偏态，
表明沉积物以粗组分为主，概率累积曲线均为高悬两段式，代表很高的水动力条件。 从水动力条件及沉积环境的演

化趋势来看，本地区晚石炭世至中二叠世中期处于温暖湿润的濒海盆地环境，中二叠世后期开始，随着地壳抬升，本
地区不断向内陆环境变化，至晚二叠世末期，已经进入干旱炎热的内陆盆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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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华北地台上古生界沉积环境的研究一直是学术

界的热点，前人已经完成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１⁃８］，其中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盆

地以及山西、河南等地区，而辽西地区则尚未得到深

入研究。 对辽西地区上古生界沉积环境的识别与分

析，有助于健全并完善整个华北地台上古生界沉积环

境的研究，并为华北地台晚古生代古地理、古环境的

整体演化提供重要参考。 同时，晚古生代既是古亚洲

洋闭合的重要时期［９⁃１２］，也是华北板块大幅度向北漂

移的时期［１３］，这其中的海退过程以及古纬度升高所

造成的气候变化必然会在当时辽西地区的沉积环境

中得到反映。
沉积岩碎屑组分的粒度分布特征是衡量沉积介

质能量的尺度，当沉积环境和水动力条件变化时，往
往可以在粒度特征上得到良好的响应，因此，与沉积

物粒度相关的数据：如分选度 δ１、偏度 Ｓｋ１、中值 Ｍｄ、
峰度 Ｋｇ 等，和利用粒度参数建立的数学参数模型以

及相关的图解：如 Ｃ⁃Ｍ 图解，粒度概率累积曲线、直

方图、粒度频率曲线等均可以作为判别沉积环境类型

的重要参考标志。 粒度频率分布曲线的形态反映沉

积物的搬运介质类型及动力条件等特征，部分学者利

用数学参数公式，将频率曲线中呈多峰态分布的曲线

分解成多个单峰的、具有特定分布形态的端元，从而

区分出多成因沉积物中的不同成因组分：如孙千里

等［１４］及 Ｃｈｕ［１５］分别在我国北方岱海和四海龙湾湖的

湖泊沉积中识别分离出风、水搬运的两种组分；孙东

怀等［１６⁃１８］利用 Ｗｅｉｂｕｌｌ 函数法在黄土组分中识别出

细粒组分与西风有关，粗粒组分则与亚洲冬季风有

关；Ｌｉｕ 等［１９］利用 Ｗｅｌｔｊｅ 提出的端元分析法模型［２０］

从青藏高原库赛湖沉积的粒度数据中分离出于东亚

冬季风有关的组分。 Ｖｉｓｈｅｒ［２１⁃２３］ 提出利用概率累积

曲线图建立沉积环境的典型模型，由于概率累积曲线

图可以将碎屑组分中含量较少的粗、细尾部放大进而

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便于分析［２４］，因此，许多学者

在利用粒度概率累积曲线方法进行沉积环境研究、判
别的工作中取得了大量进展：加东辉等［２５］ 判定渤中

２５⁃１ 南油田第三系明化镇组为浅水三角洲相沉积，
并识别出三角洲平原亚相及其所包含的四个微相；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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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等［２６］对济阳坳陷上第三系馆陶组河流相沉积的

粒度特征进行了描述，并且通过 Ｃ⁃Ｍ 图像、粒度离

散图及萨胡判别公式讨论了该地层河流的类型，并
认为不同性质的河流，其粒度在垂向上的变化速率

不同，直接影响到砂体的非均质性；胡耀军等［２７］ 根

据粒度特征及其他证据，对大港滩海区沙一段下部

地层的沉积环境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属于重力流水

道环境的产物；王国光等［２８］识别出临邑洼陷南斜坡

沙河街组三角洲沉积中两个微相的粒度概率累积

曲线特征：水上分流河道微相表现为宽缓上拱式和

典型两段式组合特征，水下分流河道微相表现为低

斜多跳—悬式和高斜两跳—悬式组合特征，并且对

河口坝中河流作用与波浪作用的强弱进行了区分；
陈荣林［２９］通过粒度概率累积曲线识别出苏南上白

垩统赤山组沉积中的风成组分。 由此可见，粒度分

析在不同成因沉积物的识别过程中均可以提供有

力佐证。 朱筱敏［２４］ 提出粒度特征是沉积水动力条

件的沉积响应，不同的亚环境可能具有相同的水动

力条件进而具有相同的粒度特征。 因此，在利用粒

度分析判别沉积环境时，应该结合沉积岩性、构造

等其他地质信息。 本文将以粒度分析结果为依据，
并结合地层的序列、结构、构造及岩性等方面的特

征，对辽西兴城地区上古生界的沉积环境、水动力

条件演化等进行描述、讨论。

１　 采样位置及地层特征

１．１　 采样位置

辽宁兴城地区的上古生界主要分布于杨家杖子

向斜，粒度分析所使用的样品采自兴城杨家杖子向斜

南翼牤牛山上石炭统至二叠系实测剖面以及位于杨

家杖子向斜核部的吉科一井（坐标：４０°４８′１１．９６″ Ｎ；
１２０°３１′２６．４３″ Ｅ）岩芯，位置见图 １。
１．２　 地层特征

本地区地层为典型的华北型，地层分组采用华北

地层区划分方案。 上古生界底部缺失泥盆系与下石

炭统，上石炭统本溪组平行不整合覆盖于奥陶系马家

沟组灰岩之上，本溪组自下而上分别为中粗粒砂岩、
粉砂岩、泥岩夹铝土矿及灰岩（图 ２ａ）、泥灰岩（图
２ｂ），粒度逐渐变细，表现出正粒序旋回特征。 本溪

组之上依次为太原组、山西组、石盒子组及蛤蟆山组，
均为整合接触。 太原组与山西组岩性相似，均为巨厚

的暗色粉砂岩、泥质粉砂岩夹灰岩及煤线的沉积，有
机碳质含量丰富（图 ２ｃ），并含有铝土质夹层，整体无

图 １　 研究区位置、地层分布及剖面、吉科一井位置概图

１．寒武系；２．中奥陶统马家沟组；３．上石炭统本溪组及上石炭统至下

二叠统太原组；４．二叠系山西组、石盒子组及蛤蟆山组；５．下三叠统

红砬组；６．蓟县系；７．第四系；８．青白口系；９．牤牛山上石炭统至二叠

系实测剖面；１０．平行不整合；１１．正断层；１２．平移断层；１３．性质不明

断层；ａ．侏罗系侵入岩；ｂ．下白垩统；ｃ．角度不整合界线；ｄ．平移断层；
ｅ．研究区位置；ｆ．新太古界；ｇ．元古宇；ｈ．下古生界。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ｕｍ ａｎｄ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ｌｌ ＪＫ⁃１

粒序旋回特征。 石盒子组发育三个正粒序旋回层序，
每个旋回底部为含砾粗砂岩、中粗粒岩屑长石砂岩，
矿物间多呈颗粒支撑结构（图 ２ｄ），局部发育斜层理

（图 ２ｅ），向上粒度变细，逐渐过渡到粉砂岩及泥岩夹

铝土矿，顶部旋回不完整，仅发育旋回底部的粗粒部

分，且本组中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在垂向上有逐

渐降低的趋势。 蛤蟆山组相当于石千峰组［３０］，为一

套含砾粗碎屑岩系，下部为厚层巨砾岩（图 ２ｆ），砾石

磨圆较好，成分多为石英砂岩质，粒径 ５～２０ ｃｍ，多呈

叠瓦扇状排列，其上为中粗粒长石岩屑砂岩，分选磨

圆差（图２ｇ，ｈ），长石、岩屑等不稳定组分含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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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兴城地区上古生界岩性柱状图

Ａ．吉科一井上石炭统至二叠系岩性柱状图；Ｂ．杨家杖子牤牛山上石炭统至二叠系实测剖面岩性柱状图；ａ．本溪组灰岩；ｂ．本溪组泥灰岩，含黄

铁矿；ｃ．山西组碳质泥灰岩；ｄ．石盒子组中粗粒岩屑砂岩，矿物间为颗粒支撑结构；ｅ．石盒子组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发育斜层理；ｆ．蛤蟆山组

石英砂岩质巨砾岩，砾径可达 ２０ ｃｍ；ｇ．蛤蟆山组中粗粒含砾岩屑砂岩，矿物间为杂基支撑结构，颗粒多呈尖棱角状；ｈ．蛤蟆山组中粗粒岩屑砂

岩，杂基支撑结构；１．碳质泥岩；２．灰岩；３．泥灰岩；４．泥质粉砂岩；５．细砂岩；６．煤；７．铝土质粉砂岩；８．含碳粉砂质泥岩；９．铝土岩；１０．页岩；１１．砾
岩；１２．含砾粗砂岩；１３．粉砂岩；１４．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１５．中粗粒长石岩屑砂岩；１６．煤线；１７．中细粒长石岩屑砂岩；１８．中细粒含砾岩屑石英

砂岩；１９．中细粒长石岩屑石英砂岩；２０．中细粒含凝灰质岩屑石英砂岩；２１．凝灰质粉砂岩；２２．中细粒长石英长石砂岩；２３．粒度分析样品；２４．中
粗粒含砾岩屑石英砂岩；２５．中粗粒含砾岩屑砂岩；２６．中粗粒含砾长石岩屑砂岩。

Ｆｉｇ．２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ｌｕｍｎ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ｉｎ Ｘ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ａｒｅａ

颗粒间多为杂基支撑结构（图 ２ｇ）。 蛤蟆山组与其上

覆地层下三叠统红砬组整合接触。

２　 粒度特征

２．１　 实验方法及粒度参数

在各组中共挑选 １１ 个样品进行粒度分析。 经计

算［３１］，每个薄片稳定频率的平均统计颗粒数为 ４５０

左右，因此使用薄片法，在每个样品中统计 ４５０ 个以

上的颗粒。 为了使通过薄片统计的颗粒粒径更接近

筛析的粒径，因此将薄片数据通过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回归方

程［３２⁃３３］换算成筛析结果，以减少因切片效应等情况

而造成的系统误差，样品各累积频率所对应的 ϕ 值

见表 １。 统计结果采用 Ｆｏｒｋ＆Ｗａｒｄ 公式［３４⁃３５］ 计算出

各样品粒度参数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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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样品各累积频率所对应 ϕ值

Ｔａｂｌｅ １　 ϕ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

层位 样品号
特定累积概率的 ϕ 值

ϕ１ ϕ５ ϕ１６ ϕ２５ ϕ５０ ϕ７５ ϕ８４ ϕ９５ ϕ９９

蛤蟆山组 Ｂ２１８ １．０７ １．４１ １．７１ １．８１ ２．２ ２．７ ３．０８ ３．８１ ４．２３
Ｂ２１１ ０．７７ １．２１ １．６６ １．８２ ２．２３ ２．７２ ３．０５ ３．７５ ３．８１

石盒子组 Ｐｘ２３⁃１ １．５２ １．８１ ２．２６ ２．４７ ２．９６ ３．４１ ３．６４ ３．９９ ４．１５
Ｂ１９５ １．０１ １．３５ １．７６ １．９８ ２．４１ ２．９８ ３．４８ ３．６５ ３．８９
Ｐｘ１９⁃１ ０．８２ １．２５ １．５３ １．６８ ２．０３ ２．３６ ２．４９ ３．０７ ３．８４
Ｐｘ１８⁃１ ３．２４ ３．５８ ４．０５ ４．３４ ４．８１ ５．２９ ５．５１ ５．９５ ６．４８
Ｐｘ１３⁃１ １．１５ １．５ １．８ １．９２ ２．２２ ２．５５ ２．７６ ３．２３ ３．８９

太原组 Ｐｘ１０⁃１ ２．１５ ２．５４ ２．７ ２．８ ３．１１ ３．３６ ３．５２ ３．８４ ４．２
Ｐｘ８⁃１ １．５２ ２．１ ２．５６ ２．６６ ３．２ ３．７１ ３．７９ ４．０１ ４．６８

本溪组 Ｐｘ６⁃２ １．４８ ２．０８ ２．４８ ２．６５ ３．１２ ３．６４ ３．８４ ４．２６ ４．７５
Ｐｘ４⁃１ １．３２ １．７９ ２．１４ ２．３１ ２．９４ ３．２７ ３．７９ ４．１４ ４．６８

表 ２　 各样品粒度参数（Ｍｄ、Ｍｚ 单位为 ϕ；δ１与 Ｓｋ１分级据朱筱敏［２４］ ，２００８；Ｋｇ 分级据 Ｆｏｒｋ［３５］ ，１９６６）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ｏｆ Ｍｄ ａｎｄ Ｍｚ ｉｓ ϕ．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δ１ ａｎｄ

Ｓｋ１ ｉｓ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Ｚｈｕ，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ｇ ｉｓ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ｋ， １９６６）

层位 样品号 Ｍｄ Ｍｚ
δ１ Ｓｋ１ Ｋｇ

数值 分级 数值 分级 数值 分级

蛤蟆山组 Ｂ２１８ ２．２ ２．３３ ０．７０６ 中等 ０．３１３ 很正偏态 １．１０５ 中等（正态）
Ｂ２１１ ２．２３ ２．３１ ０．７３２ 中等 ０．１８９ 正偏态 １．１５７ 尖锐

石盒子组 Ｐｘ２３⁃１ ２．９６ ２．９５ ０．６７５ 较好 －０．０３５ 近于对称 ０．９５ 中等（正态）
Ｂ１９５ ２．４１ ２．５５ ０．７７８ 中等 ０．１６１ 正偏态 ０．９４３ 中等（正态）
Ｐｘ１９⁃１ ２．０３ ２．０２ ０．５２ 较好 ０．０５ 近于对称 １．０９７ 中等（正态）
Ｐｘ１８⁃１ ４．８１ ４．７９ ０．７２４ 中等 －０．０４１ 近于对称 １．０２２ 中等（正态）
Ｐｘ１３⁃１ ２．２２ ２．２６ ０．５０２ 较好 ０．１４６ 正偏态 １．１２５ 尖锐

太原组 Ｐｘ１０⁃１ ３．１１ ３．１１ ０．４０２ 好 ０．０６２ 近于对称 ０．９４９ 中等（正态）
Ｐｘ８⁃１ ３．２ ３．１８ ０．５９ 较好 －０．０９６ 近于对称 ０．７４５ 中等（正态）

本溪组 Ｐｘ６⁃２ ３．１２ ３．１５ ０．６７ 较好 ０．０５２ 近于对称 ０．９０２ 中等（正态）
Ｐｘ４⁃１ ２．９４ ２．９５ ０．７６９ 中等 ０．０２６ 近于对称 １．００３ 中等（正态）

２．２　 各样品粒度特征

自 Ｖｉｓｈｅｒ［２１⁃２３］提出利用概率累积曲线图建立沉

积环境的典型模型以来，大量学者通过对不同沉积环

境中的现代沉积物及古老沉积物的研究，已经建立起

较为准确的模型来通过粒度概率累积曲线图对沉积

环境进行判别，现选取所分析样品中的 ９ 个特征较为

明显的进行描述与分析，各典型样品的粒度概率累积

曲线见图 ３。
Ｐｘ４⁃１：所在层位为本溪组底部，岩性为中细粒长

石石英砂岩，局部含砾。 平均粒径 ２．９５ ϕ，中值 Ｍｄ
为 ２．９４ ϕ，分选中等，粒度概率累积曲线发育两个总

体，曲线呈典型的河流型两段式，跳跃总体含量

９５％，斜率为 ６６°，悬浮总体含量 ５％，两总体截点为

４ ϕ，表明水动力条件中等。 本层位岩石粒度较粗，云
母、岩屑等不稳定组分含量较高，分选磨圆中等偏差，
矿物间为颗粒支撑结构，底部具有不太明显的冲刷构

造，在本组地层序列中，该层位构成了典型曲流河下

粗上细的正旋回层序二元结构［３７］ 的下部，因此其沉

积环境应为曲流河河道环境。
Ｐｘ６⁃２：所在层位为本溪组中部，岩性为泥质粉砂

岩。 平均粒径 ３．１５ ϕ，中值 Ｍｄ 为 ３．１２ ϕ，分选较好，
粒度概率累积曲线发育两个总体，呈明显的两段式，
其中跳跃总体含量 ９９％，悬浮总体含量仅不到 １％，
跳跃总体斜率为 ６５°，两总体截点为 ５．３ ϕ，表明水动

力条件较弱，远小于曲流河河道，且该层位在本组地

层序列中构成了典型曲流河下粗上细的正粒序旋回

二元结构中［３７］的中部，岩屑含量有所降低，矿物间为

颗粒支撑结构，具有块状构造和水平层理构造，因此

其沉积环境应属曲流河决口扇至泛滥平原环境。
Ｐｘ１０⁃１：位于太原组下部，岩性为粉砂岩。 平均

粒径 ３．１１ ϕ，中值 Ｍｄ 为 ３．１１ ϕ，分选好，粒度概率累

积曲线图仅发育跳跃总体，斜率７２°，粒度区间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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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样品粒度概率累积曲线图（纵坐标为概率累积百分比，横坐标为 ϕ 值）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ｉ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ｉｓ ϕ 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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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于 ２～３ ϕ 之间，表明水动力条件中等；该层位可

见黄铁矿，磨圆较好，矿物间为颗粒支撑至过渡支撑

结构（图 ４），具块状构造，整体上，其上部为巨厚层碳

质泥岩夹煤线，构成太原组与山西组的巨厚层泥岩、
页岩夹煤沉积，且显示出不明显的反粒序旋回层序特

征，具有三角洲沉积的性质，因此判断该层位为三角

洲平原决口扇环境。

图 ４　 粒度分析样品岩石显微结构特征

Ｆｉｇ．４　 Ｍｉｃｒｏｓｔｕｒｃｔｕ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Ｐｘ１３⁃１：所在层位为石盒子组下部，岩性为含砾

长石石英粗砂岩。 平均粒径 ２．２６ ϕ，中值 Ｍｄ 为 ２．２２
ϕ，分选较好，粒度概率累积曲线图发育两个总体，其
中跳跃总体含量 ９９％，斜率 ７０°，悬浮总体含量 １％，
两总体截点为 ３．５ ϕ，表明水动力条件较强，概率累积

曲线为典型的河流两段式；成分上岩屑、长石等不稳

定组分较下伏山西组地层有所增加，碳质、煤线等有

机质含量大幅下降，矿物间为颗粒支撑结构（图 ４），
该层底部可见冲刷构造，在石盒子组的岩层序列中，
该层位为石盒子组第一个典型曲流河正粒序旋回二

元结构［３７］的下部（图 ５），应属曲流河河道环境。
　 　 Ｐｘ１８⁃１：所在层位为石盒子组中部，岩性为泥质

粉砂岩。 平均粒径 ４．７９ ϕ，中值 Ｍｄ 为 ４．８１ ϕ，分选

中等，粒度概率累积曲线图仅发育跳跃总体，斜率

６５°，粒度区间主要集中于 ３ ～ ５ ϕ 之间，粒度较细，表
明水动力条件较弱，颗粒间为过渡支撑结构，具有块

状构造，该层位在石盒子组的第一个粒序旋回中，构
成典型曲流河正粒序旋回二元结构［３７］ 的顶部，应属

曲流河河漫环境。
Ｐｘ１９⁃１：所在层位为石盒子组中部，岩性为中细

图 ５　 兴城地区上古生界曲流河垂向模式与

曲流河标准垂向模式

ａ．兴城地区上石炭统本溪组及石盒子组中下部曲流河垂向模

式；ｂ．曲流河标准垂向模式［３７］ （据 Ｗａｌ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４，有修

改）；ＳＳ．冲刷面，含河道滞留形成的砾石；Ａ．具不明显的槽状交

错层理的粗砂岩及含砾粗砂岩；Ｂ．具板状或槽状交错层理的中

粗粒砂岩；Ｃ．具斜层理的中细粒砂岩及粉砂岩；Ｄ．具水平层理

的粉砂岩；Ｅ．具块状构造的泥岩及粉砂质泥岩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ｉｎ Ｘ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ａｒｅａ

粒长石岩屑石英砂岩。 平均粒径 ２．０２ ϕ，中值 Ｍｄ 为

２．０３ ϕ，分选较好，粒度概率累积曲线图发育两个总

体，表现为典型的河流两段式；其中跳跃总体含量

９７％，斜率 ７３°，悬浮总体含量 ３％，两总体截点为 ３
ϕ，跳跃总体主要集中于 １ ～ ３ ϕ，表明水动力条件较

强；矿物间为颗粒支撑结构，斜长石与岩屑含量明显

增加（图 ４），且具有不明显的交错层理，该层位在石

盒子组的第二个粒序旋回中，构成典型曲流河正粒序

旋回二元结构［３７］的底部，应属曲流河河道环境。
Ｐｘ２３⁃１：所在层位为石盒子组上部，岩性为中细

粒长石岩屑石英砂岩。 平均粒径 ２．９５ ϕ，中值 Ｍｄ 为

２．９６，分选中等，粒度概率累积曲线图发育两个总体，
其中跳跃总体含量 ８０％，斜率 ６５°，悬浮总体含量

２０％，斜率 ５４°，两总体截点为 ３．６ ϕ，表明水动力条件

较强；该层位岩石成分成熟度低，含有岩屑及凝灰质

物质，未发现有机质及植物化石，矿物间为颗粒支撑

结构（图 ４），整体具有不明显的波状层理，本层为构

成石盒子组第三个粒序旋回的底部，该旋回下部粗碎

屑成分厚度远大于上部细粒组分，与曲流河标准垂向

模式［３７］具有明显的差别，而与辫状河标准垂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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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３８］相似，因此判断该层位沉积环境应属辫状河心

滩（图 ６）。

图 ６　 兴城地区上古生界辫状河垂向模式与

辫状河标准垂向模式

ａ．兴城地区石盒子组上部辫状河垂向模式；ｂ．辫状河标准垂向模

式［３８］（据 Ｃａｎｔ，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６，有修改）；ＳＳ．冲刷面，含河道滞留形成的

砾石；Ａ．具不明显的槽状交错层理的粗砂岩及含砾粗砂岩；Ｂ．具板状

或槽状交错层理的中粗粒砂岩；Ｃ．具斜层理的中细粒砂岩及粉砂岩；
Ｄ．具水平层理的粉砂岩；Ｅ．具块状构造的泥岩及粉砂质泥岩。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ｂｒａｉｄｅｒ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ｄｅｒ
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ｉｎ Ｘ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ａｒｅａ

　 　 Ｂ２１１：该样品位于蛤蟆山组底部，岩性为含砾中

粗粒岩屑砂岩。 矿物间为杂基支撑结构，颗粒多呈尖

棱角状（图 ２ｇ）。 总体上看，蛤蟆山组在垂向上，具有

不太明显的旋回性，即以底部砾岩、含砾粗砂岩，中部

中粗粒砂岩，顶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为特征构成的

冲积扇扇根—扇中—扇缘旋回以及由三个上述冲积

扇小旋回构成的蛤蟆山组层序。 该样品平均粒径

２．３１ ϕ，中值 Ｍｄ 为 ２．２３，分选中等，粒度概率累积曲

线图发育两个总体，其中跳跃总体含量 ８０％，斜率

７４°，悬浮总体含量 ２０％，斜率 ６４°，两总体截点为 ２．８
ϕ，可以看出，悬浮总体粒度较粗且含量较高，表明水

动力条件较强；蛤蟆山组底部为一层 １０ ～ １２ ｍ 厚的

巨砾岩，砾石成分多为石英砂岩，粒径 ５～２０ ｃｍ，且磨

圆极好，表明其为经能量巨大的山洪搬运的再沉积砾

石，蛤蟆山组也应该对应为山麓—冲积环境，Ｂ２１１ 应

与这层巨砾岩同属一个旋回且在其之上，粒度特征显

示其水动力条件有所下降，且概率累积曲线呈现与河

道类似的两段式特征，但悬浮总体含量明显较高，因
此判断其沉积环境应属湿润型冲积扇中河道环境。

Ｂ２１８：该样品采于蛤蟆山组顶部，岩性为中粗粒

含砾长石岩屑砂岩。 平均粒径 ２．３３ ϕ，中值 Ｍｄ 为

２．２０ ϕ，分选中等，粒度概率累积曲线图发育两个明

显的总体，其中跳跃总体含量 ４５％，斜率为 ７２°，悬浮

总体含量 ５５％，斜率为 ６０°，两总体截点 ２．２ ϕ，可以

看出，悬浮总体含量较高且粒度较粗，表明水动力条

件强，与 Ｂ２１１ 类似；但 Ｂ２１８ 所在旋回底部砾石砾径

较蛤蟆山组底部巨砾岩小，因此断定其水动力条件整

体下降，趋于正常冲积扇环境，应为干旱型冲积扇旋

回；该层位样品颗粒间为杂基支撑结构，分选磨圆均

较差，富含大量长石、岩屑等不稳定组分，其沉积环境

应为干旱型冲积扇根河道。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经过对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具有典型代

表性的砂体的研究，提出可以用矩法标准偏差和矩法

偏度所做的散点图来有效地区分出河砂、湖砂及海滩

砂［３６，３９］。 将计算得出的各层位的分选系数 δ１和偏度

Ｓｋ１的值在弗理德曼散点图坐标系［３９］中进行投点（图
７）。 除 Ｐｘ８⁃１ 与 Ｐｘ１０⁃１ 外，其他各点均位于河砂一

侧，显示出河流砂体的粒度参数特征；而 Ｐｘ８⁃１ 与

Ｐｘ１０⁃１ 则位于河砂与海滩砂界线附近，偏海滩砂一

侧，属于河砂向海滩砂过渡的三角洲砂体；此结果与

经频率概率累积曲线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

图 ７　 各样品粒度参数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散点图

（底图据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７ 修改）
Ｆｉｇ．７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 ｏｆ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Ｂａｓ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１９６７）

　 　 由此可见，辽西兴城杨家杖子地区晚石炭世至晚

二叠世先后经历了曲流河、三角洲、曲流河、辫状河、
冲积扇环境（表 ３）。 各层位样品分选度 δ１的变化及

平均值 Ｍｚ 的可以揭示水动力条件的变化特征

（图 ８）。
　 　 由于同一沉积环境中的不同亚环境之间的水动

力强度、颗粒搬运方式等存在的较明显的差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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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各样品频率累积曲线、频率曲线形态及所反映的沉积环境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时代 层位 样品号 概率累积曲线样式
频率曲线

偏态 峰态
沉积环境

晚二叠世 蛤蟆山组 Ｂ２１８ 高悬两段式 很正偏态 中等（正态） 干旱型冲积扇根河道

Ｂ２１１ 高悬两段式 正偏态 尖锐 湿润型冲积扇中河道

石盒子组 Ｐｘ２３⁃１ 高悬两段式 对称（微负偏） 中等（正态） 辫状河心滩

Ｂ１９５ 典型两段式 正偏态 中等（正态） 辫状河河道

中二叠世 Ｐｘ１９⁃１ 典型两段式 对称（微正偏） 中等（正态） 曲流河河道

Ｐｘ１８⁃１ 一段式 对称（微负偏） 中等（正态） 曲流河河漫

Ｐｘ１３⁃１ 典型两段式 正偏态 尖锐 曲流河河道

早二叠世 太原组 Ｐｘ１０⁃１ 一段式 对称（微负偏） 中等（正态） 三角洲平原决口扇

晚石炭世 Ｐｘ８⁃１ 低悬两段式 对称（微正偏） 中等（正态） 三角洲平原分支河道

本溪组 Ｐｘ６⁃２ 低悬两段式 对称（微正偏） 中等（正态） 曲流河决口扇

Ｐｘ４⁃１ 典型两段式 对称（微正偏） 中等（正态） 曲流河河道

图 ８　 各样品粒度中值与分选度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

图 ８ 中选取各个时代中河道沉积的样品，代表当时沉

积环境中水动力强度较大的部分，以消除分析误差。
图 ８ 中分选度 δ１与样品平均值 Ｍｚ 存在负相关关系，
即分选度随颗粒平均 ϕ 值得增高而降低，此为河流

水动力体系中的沉积物的特征，湖 ／海滩砂因为经过

湖 ／海浪的反复淘洗，无论粒度大小其分选度均高，风
成砂因为其介质的特殊属性，也呈现与湖 ／海滩砂一

致的特点。 Ｐａｓｓｅｇａ 在描述 Ｃ⁃Ｍ 图解模式时提出累

积曲线上 ５０％处对应的粒径 Ｍ 值（即为 Ｍｄ）代表了

水动力的平均能量［４０］，Ｍｄ 的值与水动力的平均能量

成负相关，因此图 ８ 明确显示出水动力的平均能量整

体上具有逐渐升高的变化趋势。 本地区水动力条件

自晚石炭世 （ Ｐｘ４⁃１） 开始下降，至中二叠世中期

（Ｐｘ１０⁃１）达到最低，此期间，本地区为曲流河与三角

洲平原环境，且本溪组与山西组中发育有数层海侵成

因的薄层灰岩、泥灰岩；因此，晚石炭世至中二叠世中

期本地区应属于濒海盆地环境；随后，由于地壳抬升，
河流下切作用变强，水动力强度增高，先后经历曲流

河（Ｐｘ１３⁃１）、辫状河（Ｂ１９５）环境，表明本地区逐步向

内陆盆地环境转变，蛤蟆山组（Ｂ２１１、Ｂ２１８）冲积扇环

境的出现则表明本地区晚二叠世末期地壳抬升达到

顶峰，已彻底进入内陆盆地环境。

沉积物的颜色可以指示沉积物形成时期的古气

候特征，紫色、紫红色等表示沉积物形成于干旱炎热

的氧化环境之中，暗色如黑色、灰黑色等则表示沉积

物中有机质含量较高，形成于温暖湿润的还原环境之

中，浅色如灰白色、灰色、土黄色等则为前二者的过渡

类型。 图 ９ 中可以看出，本溪组至石盒子组下部地层

颜色以暗色为主，发育大量碳质泥岩及少量煤层、煤
线，颜色的波动多由铝土质沉积导致。 从石盒子组中

部开始，地层颜色以浅色为主，至蛤蟆山组中上部，已
经逐渐转变到紫色占据主导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本

地区晚古生代的气候在总体上呈现由温暖湿润到干

旱炎热的发展趋势：晚石炭世为温暖湿润的气候，植
物繁盛，中二叠世中期开始逐渐向干旱气候变化，直
至晚二叠世末期已经彻底转变为干旱炎热的气候。

３　 结论

（１） 通过对各层位样品进行粒度分析，得出各样

品粒度参数与相关曲线图，再加以对样品所在地层的

综合分析研究，在辽西兴城地区的上古生界中共识别

出四种沉积环境，分别为曲流河环境、三角洲环境、辫
状河环境以及冲积扇环境。

（２） 归纳总结出本地区每种沉积环境中的沉积

物所表现的粒度特征：曲流河环境沉积物分选较好，
粒度较细，频率曲线多为微正偏的正态分布，概率累

积曲线为两段式类型，其中河道为典型两段式，决口

扇为低悬两段式。 三角洲环境沉积物粒度较细，分选

较好，频率曲线正偏、负偏均可见；而概率累积曲线则

呈现出两种类型，分支河道为低悬两段式，平原沼泽

则为一段式，反映垂向加积特征。 辫状河环境沉积物

粒度较粗，分选中等至较好，频率曲线多为微正偏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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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兴城地区上古生界地层颜色变化

Ａ．吉科一井上石炭统至二叠系岩芯剖面；Ｂ．杨家杖子牤牛山上石炭

统至二叠系实测剖面

Ｆｉｇ．９　 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ｉｎ Ｘ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ａｒｅａ

概率累积曲线表现为河流典型两段式与高悬两段式

的过渡类型。 冲积扇环境沉积物粒度较粗，分选中

等，频率曲线为微正偏态至很正偏态，概率累积曲线

为高悬两段式，代表很高的水动力条件。
（３） 通过对本地区晚古生代各时期的沉积环境

演化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 本地区晚石炭世至中二

叠世中期处于温暖湿润的濒海盆地环境，中二叠世后

期开始，随着地壳抬升，本地区开始向内陆环境变化，
至晚二叠世末期，已经进入干旱炎热的内陆盆地环

境。
致谢　 在本文的修改过程中受到了审稿专家和

编辑的悉心指导，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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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ｕｌｔ⁃Ｂｌｏｃｋ Ｏｉｌ ＆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 ２００２， ９（１）： １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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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辽宁省地质矿产局． 辽宁省区域地质志［Ｍ］． 北京：地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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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ｇｙ， １９５８， ６６（４）： ３９４⁃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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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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