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５５０（２０１６）０４⁃０７７５⁃１０ ｄｏｉ： １０．１４０２７ ／ ｊ．ｃｎｋｉ．ｃｊｘｂ．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７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８⁃１７； 收修改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１ＺＸ０５０１３⁃００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ｏ： ２０１１ＺＸ０５０１３⁃００２］

鄂尔多斯盆地保德地区上古生界沉积相
与沉积演化特征

王　 越１　 陈世悦１　 梁绘媛２　 王　 剑３　 李天宝１

（１．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山东青岛　 ２６６５８０； ２．中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　 山东东营　 ２５７０００；
３． 新疆油田公司实验检测研究院　 新疆克拉玛依　 ８３４０００）

摘　 要　 山西组与下石盒子组是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主要的勘探目的层系，本溪组和太原组发育的煤层是主要的

烃源岩，深入研究上古生界沉积相及沉积演化特征对油气勘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以保德地区扒楼沟剖面露头实

测为基础，通过岩性和岩石组合、沉积相分析，建立了不同沉积体系的沉积序列，并进一步探讨了该区上古生界沉积

演化过程。 结果表明：保德地区上古生界自下而上发育本溪组、太原组、下石盒子组、上石盒子组、石千峰组，识别出障

壁海岸、碳酸盐台地、曲流河和辫状河 ４ 种沉积相，并建立 ８ 种典型的沉积序列；受区域构造演化控制，本溪组与太原

组时期发生大规模海侵，山西组至石千峰组时期海水逐渐退出盆地，研究区晚古生代经历了障壁海岸—碳酸盐台

地—河流相的沉积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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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重要的大型含油气—含煤

盆地，其上古生界蕴藏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在盆地北

部已发现苏里格、大牛地、榆林、乌审旗等多个大型气

田，并且依然具有很大的勘探潜力［１⁃５］。 太原组、山西

组和下石盒子组是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的主要含

气层系，以低孔、低渗、低丰度、大面积分布的砂岩岩

性气藏为主［６⁃８］。 目前对于主要含气层系的沉积相类

型、沉积序列及储集砂体类型存在多种认识。 多数学

者认为太原组为障壁海岸—碳酸盐台地沉积体

系［９⁃１０］，主要发育障壁砂坝［５］、潮坪砂坝［１１］ 和三角洲

砂体［１２⁃１３］，也有学者认为太原组上部发育辫状河河

道砂体［１４］。 大部分观点认为山西组为陆表海背景下

的海陆过渡沉积演化阶段，主要发育曲流河—三角

洲［１５⁃１７］、河控—潮控浅水辫状河三角洲沉积［１８⁃２０］。
在下石盒子组时期盆地大部分地区以河流—三角洲

相沉积为主［２１⁃２４］，部分地区发育湖泊沉积体系［２５⁃２７］。
明确储集砂体的成因类型、规模及叠置方式对气田开

发技术方案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因此，本文

以保德地区扒楼沟剖面上古生界露头实测为基础，通

过剖面精细解释与岩性、岩石组合及沉积构造分析，
划分沉积相类型，建立相应的沉积序列，并进一步探

讨沉积演化特征，为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上古生界地下

储集砂体成因类型的确定和分布预测提供依据。

１　 区域地质背景

扒楼沟剖面位于山西保德县城东南约 ２５ ｋｍ，构
造位置上属于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的晋西挠摺带（图
１）。 该地区上古生界出露齐全且剖面发育良好，接
触关系清楚，为露头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通过露

头实测、岩性与岩石组合特征分析，结合其他剖面资

料及前人成果，将该地区上古生界自下而上划分为上

石炭统本溪组、下二叠统太原组和山西组、中二叠统下

石盒子组和上石盒子组及上二叠统石千峰组（图 ２）。

２　 地层沉积特征

２．１　 本溪组沉积特征

本溪组为奥陶系风化壳之上的铁铝岩层至保德

灰岩底面之间的所有岩层（图 ３Ａ，Ｂ），自下而上可划

分为本 ２ 段和本 １ 段。 本 ２ 段发育灰色泥岩、灰色粉

砂岩及煤层。 本 １ 段下部在垂向上表现为由砂岩、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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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山西保德扒楼沟剖面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ｌｏｕｇｏｕ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 Ｂａｏｄｅ，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层与泥岩构成的多组沉积旋回（图 ３Ｃ）；上部由扒楼

沟灰岩、细砂岩、深灰色泥岩及煤层组成（图 ３Ｄ）。
本溪组沉积时期，鄂尔多斯盆地发生大规模海侵，陆
表海广泛分布，保德地区发育障壁海岸与碳酸盐台地

沉积体系。
２．１．１　 障壁海岸

本溪组下部发育障壁海岸沉积体系，进一步划分

为潮道亚相与潟湖亚相，垂向上表现为由潮道砂体与

潟湖泥炭坪构成的多组沉积旋回（图 ３Ｅ），反映研究

区海侵—海退较为频繁。
（１） 潮道

本 １ 段下部发育 ４ 套潮道砂体，厚度一般为 ２～４
ｍ，呈底凸顶平的外部几何形态，内部侧积现象明显

（图 ３Ｃ）。 潮道沉积自下而上依次为：①底部大型的

冲刷面，冲刷下伏沉积物（图 ３Ｃ）；②深水潮道相，下
部以石英砾岩为主，砾石平均粒径约 ０． ３ ｃｍ，呈棱

角—次棱角状，分选较差，层理不明显（图 ４Ｇ），向上

过渡为具有中型槽状交错层理的石英砂岩（图 ４Ｈ）；
③浅水潮道相，为具有小型羽状交错层理的石英砂岩

（图 ４Ｉ）。
（２） 潟湖

本 １ 段下部发育潟湖泥炭坪，垂向上与潮道砂体

相互叠置，以稳定分布的厚层泥岩、炭质泥岩和煤层

为主，夹少量薄层石膏（图 ４Ｊ）。
２．１．２　 碳酸盐台地

本溪组晚期，海侵范围进一步扩大，保德地区过

渡为碳酸盐台地沉积体系，以局限台地和潮坪亚相为

主，潮坪亚相主要发育泥炭坪。 碳酸盐台地沉积序列

开始于局限台地（图 ３Ｃ，Ｆ），发育生物碎屑灰岩（图
３Ｋ），内部夹有泥炭坪相的薄层煤线（图 ３Ｌ）；上部发

育泥炭坪相的灰色泥岩与煤层（图 ３Ｍ）。
２．２　 太原组沉积特征

太原组为保德灰岩至北岔沟砂岩底面之间的所

有岩层（图 ４Ａ），自下而上可划分为太 ２ 段和太 １ 段。
太原组沉积时期，保德地区仍以碳酸盐台地沉积体系

为主， 进一步划分为局限台地亚相和潮坪亚相

（图 ４Ｂ）。
（１） 局限台地

太 ２ 段的保德灰岩属于局限台地相沉积，以泥质

灰岩（图 ４Ｃ）、生物碎屑灰岩为主，可见保存较完整的

腕足类生物化石以及生物遗迹化石（图 ４Ｄ，Ｅ），表明

当时为低能、静水的沉积环境。
（２） 潮坪

太 １ 段以潮坪亚相的泥炭坪微相沉积为主，底部

为土门页岩，主要发育深灰色钙质页岩，夹有薄层泥

灰岩、灰质结核（图 ４Ｆ），灰质结核内偶见生物化石碎

片（图 ４Ｇ）；上部发育薄层煤线。
２．３　 山西组沉积特征

山西组为北岔沟砂岩至骆驼脖子砂岩底面之间

的所有岩层，研究区发育以河流相为主的含煤碎屑岩

系，按岩性组合、沉积旋回及含煤性自下而上分为山

２ 段和山 １ 段，其中山 ２ 段与山 １ 段上部发育曲流河

相，山 １ 段下部发育辫状河相。
２．３．１　 辫状河

山 １ 段下部发育辫状河相，以河床沉积为主，进
一步划分为河道和心滩 ２ 个微相（图 ５Ａ）。 河道砂体

与心滩砂体在外部几何形态、内部结构、岩性及垂向

沉积序列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图 ５Ｂ，Ｃ）。
　 　 （１） 河道

露头上可见水道砂体呈底凸顶平的外部几何形

态，长约 ７０ ｍ，厚约 １０ ｍ，以浅黄色细砂岩—中砂岩

为主，底部可见明显的冲刷面，冲刷面上发育滞留砾

岩，夹有植物茎干化石，砾石最大粒径约 ７ ｃｍ，平均

粒径约 ３ ｃｍ（图 ５Ｄ）；下部过渡为大型槽状交错层

理，层系宽约 ３ ｍ，高约 ０．５ ｍ（图 ５Ｅ），上部槽状层理

规模变小，层系宽约 １．５ ｍ，高约 ０．３ ｍ，反映了水动力

６７７ 　 沉　 积　 学　 报　 　 　 　 　 　 　 　 　 　 　 　 　 　 　 　 　 　 　 第 ３４ 卷　



条件较强，且向上逐渐减弱。 此沉积序列整体上具有

向上变细的沉积特点，整体以充填型砂质沉积为主。
（２） 心滩

心滩砂体呈底平顶凸的外部几何形态，长约 ９０

ｍ，厚约 １３ ｍ，以浅黄色中砂岩—粗砂岩为主，底部发

育滞留砾岩，由次棱角状—次圆状、分选中等、平均粒

径为 １．５ ｃｍ 的砾石组成，厚度一般在 １０～２０ ｃｍ 之间

（ 图５Ｆ） ；下部发育块状层理粗砂岩，厚度约５ ～ ６ｍ

图 ２　 扒楼沟剖面上古生界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ａｌｏｕｇｏｕ ｐｒｏｆｉ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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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扒楼沟剖面石炭系本溪组地层特征、沉积序列及沉积构造

Ａ．石炭系本溪组与奥陶系分界线；Ｂ．本 ２ 段与太 １ 段分界线；Ｃ．本 １ 段下部沉积旋回；Ｄ．本 １ 段上部沉积旋回；Ｅ．障壁海岸沉积序列；
Ｆ．碳酸盐台地沉积序列；Ｇ．石英砾岩，本 １ 段下部；Ｈ．石英砂岩具槽状交错层理，本 １ 段下部；Ｉ．石英砂岩具羽状交错层理，本 １ 段下

部；Ｊ．煤层夹薄层石膏，本 １ 段下部；Ｋ．生物碎屑灰岩，本 １ 段上部；Ｌ．灰岩之间夹有薄层煤线，本 １ 段上部；Ｍ．泥岩与煤层，本 １ 段

上部。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ａｔ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Ｐａｌｏｕｇｏｕ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Ｂｅｎ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图 ５Ｇ），夹有灰绿色薄层泥岩（图 ５Ｈ），即落淤层；
上部发育小型槽状交错层理中细砂岩，纹层与层系界

面平行，下凹方向一致（图 ５Ｉ）；顶部发育多组低角度

下截型板状交错层理中细砂岩，纹层界面倾角一般为

１４° ～２０°，层系厚度 １０～２０ ｃｍ（图 ５Ｊ），内部夹有薄层

灰绿色泥岩（图 ５Ｋ）。 此沉积序列在垂向上粒度变

化不大，韵律特征不明显，为垂向加积的产物。
２．３．２　 曲流河

山 １ 段上部曲流河沉积垂向上表现为砂岩与泥

岩（含煤层）互层的沉积特征，可进一步划分为河道、
堤岸、牛轭湖和河漫 ４ 个亚相（图 ６Ａ，Ｂ）。

（１） 河道

河道沉积表现为下粗上细的正粒序结构，可划分

为滞留沉积和点坝沉积两个微相。 滞留沉积砾岩位

于河道底部，砾石粒径范围为 １ ～ ２ ｃｍ，磨圆呈次棱

角、次圆状，分选一般，略定向排列（图 ６Ｃ）。 点坝下

部发育槽状交错层理中粗砂岩（图 ６Ｄ，Ｅ），上部发育

板状交错层理中细砂岩，侧积现象明显，夹有倾斜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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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扒楼沟剖面二叠系太原组地层特征、沉积序列及沉积构造

Ａ．太原组与山西组分界；Ｂ． 碳酸盐台地沉积序列；Ｃ．泥质灰岩；Ｄ．分喙石燕化石；Ｅ．生物遗迹化石；Ｆ．钙质页岩夹薄层灰岩；Ｇ．灰质结核内生物化石碎片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ａｔ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Ｐａｌｏｕｇｏｕ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图 ５　 扒楼沟剖面二叠系山 １ 段下部辫状河露头特征、沉积序列及沉积构造
Ａ．辫状河露头剖面特征；Ｂ．河道沉积序列；Ｃ．心滩沉积序列；Ｄ．河道底部滞留砾岩夹植物茎干化石；Ｅ．河道下部大型槽状交错层理；Ｆ．心滩底部的滞
留砾岩；Ｇ．心滩下部的块状砂岩；Ｈ．绿色薄层泥岩；Ｉ．心滩上部的小型槽状交错层理；Ｊ．心滩顶部的下截型板状交错层理；Ｋ．灰绿色薄层泥岩。

Ｆｉｇ．５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ｏｕｔｃｒｏ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Ｐａｌｏｕｇｏｕ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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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扒楼沟剖面二叠系山 １ 段上部曲流河露头特征、沉积序列及沉积构造

Ａ．曲流河露头剖面特征；Ｂ．曲流河沉积序列；Ｃ．滞留砾岩；Ｄ．槽状交错层理；Ｅ．灰色中粗粒岩屑石英砂岩；Ｆ．下切型板状交错层理；Ｇ．灰色中细粒

岩屑石英砂岩；Ｈ．灰色粉细砂岩；Ｉ．粉细砂岩具平行层理；Ｊ．炭质泥岩；Ｋ．炭质泥岩具水平层理。

Ｆｉｇ．６　 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ｏｕｔｃｒｏ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Ｐａｌｏｕｇｏｕ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层状泥岩（图 ６Ｆ，Ｇ）。
　 　 （２） 堤岸

山西组沉积时期，气候湿润，雨量充沛，洪水期常

发育堤岸沉积，进一步分为天然堤与决口扇两个微

相。 天然堤以浅黄色薄板状细砂岩、粉砂岩为主（图
６Ｈ），发育平行层理（图 ６Ｉ），厚度介于 １ ～ ３ ｍ，宽度

介于 ３０～７０ ｍ。 决口扇由多个小型透镜状砂体构成，
底部可见明显的冲刷面，下部为槽状交错层理中粗砂

岩，厚度介于 １．５～２ ｍ，宽度介于 ８ ～ １４ ｍ，宽厚比约

为 ５～７；上部为槽状交错层理中细砂岩，厚度介于 ０．５
～０．８ ｍ，宽度介于 ９～１２ ｍ，宽厚比约为 １５ ～ １８，宽厚

比明显大于下部砂体，反映决口后期水动力强度

减弱。

（３） 牛轭湖与河漫

山西组沉积时期，植被繁盛，牛轭湖常形成小型

沼泽，以炭质泥岩为主（图 ６Ｊ），发育水平层理（图

６Ｋ）。 河漫亚相主要以泛滥平原沉积为主，由具有水

平层理的灰绿色泥岩、泥质粉砂岩构成，厚约 ２～３ ｍ。
２．４　 下石盒子组沉积特征

下石盒子组：指骆驼脖子砂岩至 Ｋ６ 砂岩底面之

间的所有岩层，与下伏山西组为侵蚀不整合接触。 下

石盒子组沉积时期，气候转为炎热干旱，整体表现为

棕红色—灰绿色为主的碎屑岩系，煤层不发育。 岩性

以浅灰绿色含砾粗砂岩、中粗砂岩及灰绿色、棕红色

粉砂质泥岩为主，一般厚 ６０ ～ ８０ ｍ，依据岩性特征自

下而上分为盒 ８、盒 ７、盒 ６ 和盒 ５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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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石盒子沉积时期，研究区以曲流河沉河道亚相、
牛轭湖亚相与河漫亚相为主（图 ７Ａ），共发育两种沉积

序列，分别位于河流凸岸一侧和凹岸一侧（图 ７Ｂ，Ｃ）。
在曲流河凸岸一侧，自下而上沉积物具有明显变

细的特点，底部发育大型冲刷面，以滞留沉积的砾岩

和含砾粗砂岩为主（图 ７Ｄ），向上过渡为点坝沉积的

槽状交错层理中粗砂岩（图 ７Ｅ）和下切型板状交错层

理中砂岩（图 ７Ｆ），侧积现象明显，并夹有薄层泥岩。
河道上部为河道废弃后充填的灰绿色粉砂质泥岩和

棕红色粉砂质泥岩，分别为牛轭湖和泛滥平原沉积，
此沉积序列垂向上具有砂多泥少的沉积特征，为曲流

河点坝沉积序列。
在曲流河凹岸一侧，下部发育薄层滞留砾岩与厚

层槽状交错层理中粗砂岩，上部为厚层灰绿色、棕红

色粉砂质泥岩，有时夹有薄层流水沙纹粉细砂岩（图
７Ｈ），即漫溢砂。 与曲流河凸岸沉积序列相比，此序

列垂向上具有泥多砂少的沉积特征，为曲流河废弃河

道沉积序列。

２．５　 上石盒子组沉积特征

上石盒子组：指 Ｋ６ 砂岩至 Ｋ８ 砂岩底面之间的

所有岩层，以灰绿色、棕红色泥岩为主，夹薄层灰绿色

含砾粗砂岩、中粗砂岩及粉砂岩等，一般厚 １４０ ～ １６０
ｍ，自下而上分为盒 ４、盒 ３、盒 ２ 和盒 １ 段（图 ２）。 上

石盒子组以曲流河相的泛滥平原厚层棕红色粉砂质

泥岩为主，河道砂体较薄。
２．６　 石千峰组沉积特征

石千峰组：指 Ｋ８ 砂岩至刘家沟组底部砂岩之间

的所有岩层，以灰绿色、棕红色、灰白色含砾粗砂岩、
中砂岩、细砂岩为主，夹有棕红色泥岩、粉砂岩，自下

而上分为千 ５、千 ４、千 ３、千 ２ 和千 １ 段（图 ２）。 石千

峰组以曲流河河道砂体为主，泛滥平原相的棕红色粉

砂质泥岩减薄。

３　 沉积演化

晚石炭世本溪组时期盆地东部地台持续沉降，海
水自东北方向侵入［２８⁃３１］ ，研究区再次接受沉积。本

图 ７　 扒楼沟剖面二叠系盒 ６ 段曲流河露头特征、沉积序列及沉积构造

Ａ．曲流河砂体叠置关系；Ｂ．曲流河凸岸沉积序列；Ｃ． 曲流河凹岸沉积序列；Ｄ．滞留砾岩；Ｅ．槽状交错层理；Ｆ．下切型板状交错层理；Ｇ．下切型板

状交错层理砂岩夹侧积泥；Ｈ．粉细砂岩具流水沙纹层理。

Ｆｉｇ．７　 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ｏｕｔｃｒｏ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Ｐａｌｏｕｇｏｕ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Ｓｈｉｈｅｚ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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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组早期主要发育障壁海岸沉积体系，在垂向剖面上

潮道与潟湖沉积呈互层状产出，构成反复叠置的沉积

序列。 本溪组晚期至太原组沉积时期，东部海水侵入

范围继续扩大，研究区以碳酸盐台地相的泥质灰岩、
生物碎屑灰岩、煤层和钙质页岩为主。 早二叠世山西

期，鄂尔多斯盆地北缘抬升，海水从盆地东西两侧开

始逐渐退出，研究区发育以河流相为主的含煤碎屑岩

系。 山 ２ 期以厚层曲流河河道砂体沉积为主，在河道

顶部发育厚度较大、区域性分布的炭质泥岩、煤层。
山 １ 段早期本区过渡为辫状河相，主要发育厚层河道

砂体与心滩砂体，横向分布较广，砂体顶部可见薄层

煤线；山 １ 段晚期物源供给能力减弱，泛滥平原相的

泥岩沉积增多，曲流河河道砂体与堤岸砂体常呈孤立

状分布。 中二叠世下石盒子期，盆地北部构造活动进

一步加剧，海水向南继续退去，古气候向干旱—半干

旱转变，发育棕红色—灰绿色为主的碎屑岩系，主要

以曲流河河道砂体沉积为主。 中二叠世上石盒子期，
北部物源区抬升幅度减缓，陆源碎屑物质供给减少，
本区以曲流河泛滥平原相的棕红色泥岩沉积为主，夹
有薄层的河道砂体。 晚二叠世石千峰期，华北地台整

体抬升导致海水从盆地完全退出，加之气候趋于干

旱，发育以曲流河相为主的红色碎屑岩系。

４　 结论

（１） 鄂尔多斯盆地保德地区上古生界自下而上

发育上石炭统本溪组、下二叠统太原组和山西组、中
二叠统下石盒子组和上石盒子组及上二叠统石千峰

组，识别出障壁海岸、碳酸盐台地、曲流河和辫状河 ４
种沉积相类型。

（２） 在保德地区，障壁海岸相主要在本溪组下部

发育，垂向上表现为潮道与潟湖呈互层状产出的沉积

序列；碳酸盐台地相主要在本溪组上部和太原组发

育，表现为局限台地与台地泥炭坪间互的沉积序列；
曲流河相主要在山 ２ 段、下石盒子组、上石盒子组及

石千峰组发育，共存在 ３ 种典型的沉积序列；辫状河

相发育在山 １ 段，以河道和心滩砂体沉积为主，分别

发育不同的沉积序列。
（３） 研究区上古生界本溪组至石千峰组整体为

海侵—海退的沉积过程，海侵开始于本溪组初期，在
太原组时期海侵规模达到最大，山西组至石千峰组时

期海水逐渐退去，该地区经历了障壁海岸—碳酸盐台

地—河流相的沉积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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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Ｐｅｒｍｉａｎ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 Ｊ］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７， １６（４）： ３７９⁃３８６．］

１０　 郭英海，刘焕杰，权彪，等． 鄂尔多斯地区晚古生代沉积体系及古

２８７ 　 沉　 积　 学　 报　 　 　 　 　 　 　 　 　 　 　 　 　 　 　 　 　 　 　 第 ３４ 卷　



地理演化［Ｊ］ ． 沉积学报，１９９８，１６（３）：４４⁃５１． ［Ｇｕｏ Ｙｉｎｇｈａｉ， Ｌｉｕ
Ｈｕａｎｊｉｅ， Ｑｕａｎ Ｂ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Ｌａｔｅ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ａ⁃
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ｄｏｓ ａｒｅａ［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
ｃａ， １９９８， １６（３）： ４４⁃５１．］

１１　 杨辰雨，田景春，张翔，等． 基于砂体构型精细刻画潮坪砂坝优质

砂体———以大牛地气田 Ｄ１７ 井区太原组 ２ 段为例［Ｊ］ ． 石油与天

然气地质，２０１５，３６（２）：２４８⁃２５４． ［ Ｙａｎｇ Ｃｈｅｎｙｕ， Ｔｉａｎ Ｊｉｎｇｃｈ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ｆｉｎ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
ｔｙ ｓａｎｄ 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ｉｄａｌ⁃ｆｌａｔ ｂａｒ⁃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ｇｈｔ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ｔｈｅ ２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１７ Ｗｅｌｌｂｌｏｃｋ ｉｎ Ｄａｎｉｕ⁃
ｄｉ ｇａｓｆｉｅｌｄ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 ． 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３６（２）：
２４８⁃２５４．］

１２　 罗东明，陈舒薇，张广权． 大牛地气田上古生界沉积相与天然气富

集规律的再认识［Ｊ］ ．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１１，３２（３）：３６８⁃３７４．
［Ｌｕｏ Ｄｏｎｇｍ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Ｓｈｕ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ｑｕａｎ． Ｎｅｗ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ａ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Ｄａｎｉｕｄｉ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Ｊ］ ． 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３２（３）：
３６８⁃３７４．］

１３　 付锁堂，田景春，陈洪德，等． 鄂尔多斯盆地晚古生代三角洲沉积

体系平面展布特征［Ｊ］ ．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３，３０
（３）：２３６⁃２４１． ［ Ｆｕ Ｓｕｏｔａｎｇ， Ｔｉａｎ Ｊｉｎｇｃｈｕｎ， 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ｄｅ，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ｅｌｔａ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ｅ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Ｅｒａ ｉｎ Ｏｒ⁃
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 ３０（３）： ２３６⁃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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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Ｊ］ ． 沉积学报，２００８，２６（２）：２０２⁃２１０． ［Ｙｅ Ｌｉｍｉｎｇ， Ｑｉ Ｔｉａｎ⁃
ｊｕｎ， Ｐｅｎｇ Ｈａｉｙａ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８，
２６（２）： ２０２⁃２１０．］

２１　 王国茹．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上古生界物源及层序岩相古地理研究

［Ｄ］． 成都：成都理工大学， ２０１１． ［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ｒｕ．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ｑｕｅｎｃｅ⁃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ｅｓ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ａｅｏｚｏ⁃
ｉｃ，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Ｏｒｄｏｓ［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２２　 李明瑞．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上古生界主要含气砂体沉积特征及储

层控制因素研究［ Ｄ］． 成都：成都理工大学，２０１１． ［ Ｌｉ Ｍｉｎｇｒｕｉ．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ａｎｄｂｏｄｙ ｉｎ ｍａ⁃
ｊｏｒ ｇａｓ⁃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２３　 陈全红． 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沉积体系及油气富集规律研究

［Ｄ］． 西安：西北大学，２００７． ［ Ｃｈｅｎ Ｑｕａｎｈ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ａｅｏｚｏ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Ｄ］． Ｘｉ＇ａ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７．］

２４　 张满郎，李熙喆，谷江锐，等． 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层序地层划

分及演化［Ｊ］ ． 沉积学报，２００９，２７（２）：２８９⁃２９８． ［Ｚｈａｎｇ Ｍａｎｌａｎｇ，
Ｌｉ Ｘｉｚｈｅ， Ｇｕ Ｊｉａｎｇｒｕｉ， ｅｔ 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ｐ⁃
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９， ２７（２）： ２８９⁃２９８．］

２５　 方少仙，侯方浩，杨西燕，等． 鄂尔多斯盆地内部中二叠统石盒子

组盒 ８ 下亚段砂岩中的风暴岩［ Ｊ］ ． 沉积学报，２０１１，２９（１）：２３⁃
３０． ［Ｆａｎｇ Ｓｈａｏｘｉａｎ， Ｈｏｕ Ｆａｎｇｈａｏ，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ｘｉ， 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ｅｓｉｔｉｔｅｓ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ｓｕｂ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８ ｏｆ Ｓｈｉｈｅｚ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ｅｒ⁃
ｍａｉｎ） ｉ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１， ２９
（１）： ２３⁃３０．］

２６　 吝文，姜在兴，向树安，等． 鄂尔多斯盆地大牛地气田下二叠统下

石盒子组盒 ２ 及盒 ３ 段风暴岩研究［ Ｊ］ ． 古地理学报，２００８，１０
（２）：１６７⁃１７４． ［Ｌｉｎ Ｗｅｎ， Ｊｉａｎｇ Ｚａｉｘｉ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Ｓｈｕ’ ａｎ， ｅｔ 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ｔｅｍｐｅｓｔｉ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 ２ ａ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３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Ｐｅｒ⁃
ｍｉａｎ Ｘｉａｓｈｉｈｅｚ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ａｎｉｕｄｉ ｇａｓｆｉｅｌｄ，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８， １０（２）： １６７⁃１７４．］

２７　 杨西燕，沈昭国，方少仙，等． 鄂尔多斯盆地乌审旗气田中二叠统

下石盒子组盒 ８ 段下亚段滩坝砂体沉积特征［ Ｊ］ ． 古地理学报，
２００７，９（２）：１７５⁃１８３． ［Ｙａｎｇ Ｘｉｙａｎ， Ｓｈｅｎ Ｚｈａｏｇｕｏ， Ｆａｎｇ Ｓｈａｏｘ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ｂａｒ ｓａｎｄ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ｓｕｂ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８ ｏｆ Ｘｉａｓｈｉｈｅｚ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ｅｒ⁃
ｍｉａｎ ｉｎ Ｗｕｓｈｅｎｑｉ ｇａｓｆｉｅｌｄ，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ｙ， ２００７， ９（２）： １７５⁃１８３．］

２８　 张鹏飞，邵龙义，代世峰． 华北地台晚古生代海侵模式雏议［ Ｊ］ ．
古地理学报，２００１，３（１）：１５⁃２４． ［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ｆｅｉ， Ｓｈａｏ Ｌｏｎｇｙｉ， Ｄａｉ
Ｓｈｉｆｅ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Ｐａｌａｅｏｚｏ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１， ３
（１）： １５⁃２４．］

３８７　 第 ４ 期　 　 　 　 　 　 　 　 　 　 　 王　 越等：鄂尔多斯盆地保德地区上古生界沉积相与沉积演化特征



２９　 陈世悦，刘焕杰． 华北石炭—二叠纪层序地层格架及其特征［ Ｊ］ ．
沉积学报，１９９９，１７ （ １）：６３⁃７０． ［ Ｃｈｅｎ Ｓｈｉｙｕｅ， Ｌｉｕ Ｈｕａｎｊｉｅ．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
ｅｒｏｕｓ⁃Ｐｅｒｍｉａ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９９， １７（１）： ６３⁃７０．］

３０　 郭英海，刘焕杰． 鄂尔多斯地区晚古生代的海侵［ Ｊ］ ． 中国矿业大

学学报，１９９９，２８（２）：１２６⁃１２９． ［Ｇｕｏ Ｙｉｎｇｈａｉ， Ｌｉｕ Ｈｕａｎｊｉｅ． Ｔｒａｎｓ⁃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ｅ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ｅｒａ ｉｎ Ｏｒｄｏｓ ａｒｅ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９， ２８（２）： １２６⁃１２９．］
３１　 李增学，王明镇，余继峰，等． 鄂尔多斯盆地晚古生代含煤地层层

序地层与海侵成煤特点［Ｊ］ ． 沉积学报，２００６，２４（６）：８３４⁃８４０． ［Ｌｉ
Ｚｅｎｇｘｕｅ，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ｚｈｅｎ， Ｙｕ Ｊｉ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ｔｅ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ａｌ⁃
ｆｏｒｍ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６， ２４（６）： ８３４⁃８４０．］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ｏｆ Ｂａｏｄｅ Ａｒｅａ，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ＮＧ Ｙｕｅ１ 　 ＣＨＥＮ ＳｈｉＹｕｅ１ 　 ＬＩＡＮＧ ＨｕｉＹｕａｎ２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３ 　 ＬＩ ＴｉａｎＢａｏ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６６５８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５７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Ｋａｒａｍａ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８３４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ｈａｎ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Ｘｉａｓｈｉｈｅｚ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ｉ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ａｒ⁃
ｇｅｔ ｚｏｎｅ．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ｓ ｏｆ Ｂｅｎ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
ｚｏ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ｌｏｕｇｏｕ ｏｕｔｃｒｏｐ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 Ｂａｏｄｅ ａｒｅａ，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ｏｃｋ⁃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ｂｕｉｌ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Ｂｅｎ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ｏｗｅｒ Ｓｈｉｈｅｚ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ｐｐｅｒ Ｓｈｉｈｅｚ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ｉｑｉａｎｆｅ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ｔｏｍ ｔｏ ｔｏｐ ｉｎ Ｂａｏｄ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ｂｅａｃｈ，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ａ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８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ｔａｋｅｓ ｐｌａ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Ｂｅｎ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ｎ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ｈｉｑｉａｎｆｅ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ａｔｅ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ｅｒ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ｂｅａｃｈ，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ｆｌｕ⁃
ｖｉ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Ｂａｏｄｅ ａｒｅａ；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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