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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犁盆地南缘是中国重要的煤和砂岩型铀矿富集区，中侏罗统西山窑组是主要的赋矿层位。 基于对野外剖面的实测、
室内岩矿鉴定、碎屑粒度统计分析和钻测井等资料的解释，明确了伊犁盆地南缘中侏罗统西山窑组的沉积环境类型、砂体成因、
展布及其煤系地层分布的耦合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伊犁盆地南缘西山窑组为曲流河三角洲平原—前缘沉积环境，分流河道微

相的砂岩以高含煤屑或碳质、中粗结构、富岩屑和长石、分选性较差、中等磨圆为特征，具有较低的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 粒

度曲线以三段式为主，显示了三角洲平原水道跳跃、滚动和悬浮搬运的特征。 电阻率曲线纵向上表现为粒度向上变粗的逆粒序。
砂体厚度多在 ２０～４０ ｍ 之间，砂地比值在 ０．３～０．８ 之间。 分流河道砂岩与分流河道间沼泽相的煤层或泥炭在平面上毗邻、剖面

上交互产出，古植物茎干化石和植物印痕多处存在。 曲流河三角洲沉积环境和三角洲砂岩与煤系地层共生耦合关系的提出，对
伊犁盆地南缘煤铀富集规律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沉积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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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伊犁盆地南缘，紧邻塔里木地块西北缘，是研究

盆山关系的理想区域。 近年来，许多学者报道了有关

伊犁盆地基底和盆地形成演化的研究成果［１⁃１３］。 西

山窑组是伊犁盆地南缘主要的煤—铀（矿）共生层

系，关于成煤环境和砂岩铀矿成矿模式，已经取得了

共识［１４⁃２２］，然而关于西山窑组沉积环境的判识，长期

以来存在争议。 李胜祥等［１５］、王勋［２３］、江文剑［２４］ 提

出了西山窑组在南缘地区中西段发育的砂体主要为

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微相成因，浅湖沉积体系对砂岩

型铀矿成矿不利的观点，邱余波等［２５⁃２６］ 认为洪海沟

地区西山窑组上段为曲流河沉积，可识别出河床滞留

沉积、边滩微相，阔斯加尔地区西山窑组下段为扇三

角洲前缘沉积，发育水下分流河道和间湾等微相环

境。 这些争议制约了对伊犁盆地沉积充填的深化研

究。 本文基于野外实地考察、原始钻孔编录、镜下薄

片观察，从地层发育特征、岩石类型、沉积构造等典型

沉积相标志出发，绘制连井剖面图、砂地比砂厚图及

沉积相平面展布图，系统研究了伊犁盆地南缘西山窑

组的沉积环境。

１　 区域地质概况

伊犁盆地是一个跨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主体

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中新生代大型陆相盆地，在
中国境内呈东窄西宽的三角形，面积约 ４×１０４ ｋｍ２，其
形成和发展受盆缘断裂控制，归属天山造山带中的伊

犁—中天山微板块［２，２７］，北部科古琴博罗科努隆起和

南部哈尔克那拉提隆起俯冲碰撞，导致差异抬升，平
面结构上别具一格，伊犁盆地由北部褶皱带，中央隆

起带，南部褶皱带组成［２，１９］，其中北部褶皱带由伊宁

凹陷、尼勒克凹陷、巩乃斯凹陷和阿吾勒凸起 ４ 个部

分组成，南部褶皱带由昭苏凹陷、阿登套—大哈拉军

凸起两个部分组成［２８］（图 １）。 本文所研究的伊犁盆

地南缘地区的侏罗系地层主要为一套陆相含煤碎屑

岩建造，自下而上可划分为下侏罗统八道湾组、三工

河组，中侏罗统西山窑组及中上侏罗统头屯河组。 八

道湾组主要发育杂色砾岩和含砾粗砂岩，三工河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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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伊犁盆地构造单元划分图（据陶国强等，１９９７ 改）
Ｆｉｇ．１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Ｙｉｌｉ Ｂａｓ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ａｏ，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要发育杂色粉砂岩和灰黑色泥岩，夹煤线，灰黑色薄

层泥岩风化后呈灰白色，单层厚度可达 ２８ ｍ；西山窑

组顶部发育灰白色细砾岩，向下为灰白色、灰黄色中

细砂岩，砂质泥岩夹杂煤层，中间发育 ２３ ｍ 左右的砖

红色烧变岩，由煤自燃形成［２９］，底部为泥岩与褐色粗

砂岩的碎屑岩组合，出露完整，厚度约为 １４０ ｍ；上侏

罗统头屯河组在区内露头发育不全，多为剥蚀区域，
少见清晰露头（图 ２）。

２　 沉积相标志

通过露头剖面、薄片鉴定和钻井岩芯所获得的沉

积体岩性、岩石结构、碎屑颗粒特征、沉积构造、剖面

结构特征和古生物等信息是揭示沉积环境最直接的

依据，同时，结合粒度分析所表达的水动力环境，准确

判识了西山窑组沉积环境。
２．１　 颜色

西山窑组主要发育灰色、灰白色、棕红色细砂岩，
黄色粉砂岩及浅灰色、灰绿色含碳屑泥岩组合，顶部

发育灰白色砾岩或含砾粗砂岩，中部可见砖红色、深
褐色烧变岩，新鲜面为褐黄色、砖红色，风化后呈深褐

色，颜色变化与其烧变程度有关。 夹杂的煤层反映该

时期为温暖潮湿气候，其中灰色、浅灰色为砂体原生

色，未含铀矿物。 不同氧化带颜色不同，氧化带砂体

呈现红色，过渡带呈现黄色、浅黄色，还原带保持原生

灰色（图 ３）。
２．２　 岩石学特征

研究区采集砂岩样品镜下鉴定结果显示（图 ４）：
碎屑成分中（表 １）石英含量较高，达 ５０％ ～ ８０％，以
单晶石英为主，含有少量多晶石英。 部分单晶石英可

见平直晶面边界，呈不规则六边形，以非波状消光为

主；多晶石英多以线接触为主，少见嵌入式接触，粒径

在 ０．３ ～ １． ５ ｍｍ，表明其主要来源于中酸性火山

岩［３１］。 样品中岩屑含量较高，约在 １５％ ～ ４５％，类型

主要为硅质岩屑、砂岩岩屑、流纹岩屑，少量沉积岩屑

（图 ５）。 碎屑粒度大小不一，分选性较差，磨圆中等，
粒径介于 ０．４～１．６ ｍｍ，少数可达 ２ ｍｍ 以上；长石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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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伊犁盆地南缘中侏罗统苏阿苏沟综合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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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低，约为 ５％～８％，以微斜长石为主，具有明显格

子双晶，部分绢云母化，呈次圆状，磨圆中等。 少数样

品发育钙质胶结物、硅质胶结物，多为黏土杂基填隙，
黏土矿物中部分已蚀变为伊利石和水云母。 总体上，
砂岩具有较低的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
２．３　 粒度特征

碎屑岩的粒度特征能够直接有效的反映沉积物

被搬运时的水动力强度，是判断介质搬运能力的指

标，也是判别碎屑物沉积环境良好的手段［３２］。 野外

采集的 ４８ 个砂岩样品的粒度分析计算表明：
细粒级—粉砂级碎屑岩：细粒级碎屑岩粒度分布

图表现为两段式（图 ６Ａ），具有明显截点，主要为悬

浮次总体和跳跃次总体，缺少滚动次总体，跳跃总体

占 ４０％～６５％，悬浮总体斜率中等，显示分选良好，跳
跃总体斜率变陡，混合度较小，表明分选性较好，粗粒

较少，沉积速度慢。 频率曲线呈双峰式，偏度 ０．３６，峰
度为 ３．２５，偏差 １．２８，表现为天然堤或次级河道沉积

特征。
中—细粒级碎屑岩：中—细粒级碎屑岩粒度分布

图表现为三段式（图 ６Ｂ），跳跃总体、悬浮总体、滚动

总体为主要形式，跳跃总体和滚动主体斜率相近，悬
浮总体斜率变缓，跳跃总体累计曲线变陡，混合度逐

渐减小，较粗粒级沉积物减少，分选性逐渐变好；相交

点 ϕ 值在 ２ ～ ３ 之间，呈双峰态，偏度 ０． ４，峰度值

３．６３，偏差 １．２１，属正态分布，反映了中等的粒度区

间，说明其水动力作用强，水体环境变化频繁，显示出

分流河道沉积特征。
粗粒级碎屑岩：粗粒级碎屑岩分布图表现为三段

式（图 ６Ｃ），表现为跳跃总体、悬浮总体、滚动总体三

种形式，悬浮总体斜率平缓，为 ３０°左右，表明分选较

差，跳跃总体斜率较大，分选较好，跳跃与悬浮总体相

交点 ϕ 值在 ２～３ 之间，跳跃总体含量占 ３０％ ～７０％，
其粒度变细，分布范围变窄，滚动总体占比较小，曲线

较陡，混合度较小，表明碎屑岩分选较好，滚动颗粒组

分变少，沉积时坡度变缓，分选较差；偏度 ０．１１，峰度

值 １．２７，偏差为 １．５６，反映宽的粒度区间，表现为水下

分流河道砂特征。
２．４　 原生沉积构造

原生沉积构造是碎屑岩在搬运—沉积过程中所

形成的构造，其特征取决于搬运介质的水动力条件，
根据保存位置，可以分为层面构造和层理构造。

底面冲刷构造：是水流速度加快，造成对沉积物

的冲刷、侵蚀而形成高低不平的沉积样貌，冲刷面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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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伊犁盆地南缘西山窑组颜色特征

ａ，ｂ，ｃ．西山窑组颜色宏观图；ｂ．西山窑组黄色粉砂岩；ｃ．西山窑组灰绿色碳质泥岩；ｄ．西山窑组灰白色细砂

岩；ｅ．西山窑组棕红色细砂岩；ｆ．西山窑组砖红色烧变岩

Ｆｉｇ．３　 Ｃｏｌ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ｌｉ Ｂａｓｉｎ

图 ４　 伊犁盆地南缘西山窑组显微结构特征

ａ．硅质岩屑，×４，正交偏光，南缘苏阿苏沟剖面西山窑组；ｂ．流纹岩岩屑，×４，正交偏光，南缘苏阿苏沟剖面西山窑组；ｃ．细砂岩，钙质胶结，颗
粒支撑，×４，正交偏光，南缘苏阿苏沟剖面西山窑组；ｄ．微斜长石，具有格子双晶，×４，正交偏光，南缘苏阿苏沟剖面西山窑组；ｅ．钙质胶结，×

２，正交偏光，南缘苏阿苏沟剖面西山窑组；ｆ．硅质胶结，少量钙质胶结，杂基支撑，×１０，正交偏光，南缘苏阿苏沟剖面西山窑组；ｇ．粉砂岩，基
底式胶结，×２，偏光，南缘苏阿苏沟剖面西山窑组；ｈ．单晶石英，颗粒具有平直边界，非波状消光

Ｆｉｇ．４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ｌｉ Ｂａｓｉｎ

沉积时，被冲刷下来的下伏岩层的碎屑和砾石，堆积

后，发育成三角洲相的河道沉积，为西山窑组常见沉

积构造（图 ７ａ，ｅ）。
　 　 交错层理：通常也称之为斜层理。 它是由一系列

斜交于层系界面的纹层组成。 其特点是细层面与层

间的分隔面呈斜交关系，在西山窑组中常见，多见于

曲流河河道，发育于中厚层状中粗粒砂岩中。 区内多

出露大型槽状和板状交错层理，反映水动力条件较强

的环境。 区内西山窑组多见于曲流河三角洲分流河

道中粗粒级碎屑岩中（图 ７ｂ）。
　 　 水平层理和平行层理：水平层理形成于水动力条

件较稳定的环境，细粒沉积物在物质上发生变更，在
区内出现较多，常见于粉砂岩，泥岩中；平行层理多发

育在砂岩中，在较强的水动力条件下形成，在西山窑

组中常与大型交错层理、底冲刷相伴生，砂泥互层现

象则多出现于湖泊相中（图 ７ｃ，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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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伊犁盆地南缘西山窑组砂岩碎屑颗粒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ｌｉ Ｂａｓｉｎ

样品 组名 Ｑｍ Ｑｐ Ｑｔ Ｆ Ｌｓ Ｌｖ Ｌ Ｌｔ

Ｊ２ｘ⁃１６ 西山窑组 ６７ １２ ７９ １０ ８ ３ １１ ２３

Ｊ２ｘ⁃２ 西山窑组 ６２ １６ ７８ ８ １２ ２ １４ ３０

Ｊ２ｘ⁃５ 西山窑组 ５２ ４ ５６ ５ ３０ ５ １８ ４３

Ｊ２ｘ⁃６ 西山窑组 ５４ ２２ ７６ ６ １６ ４ ２０ ４２

Ｊ２ｘ⁃７ 西山窑组 ５０ ８ ５８ ５ ３２ ４ １６ ４５

Ｊ２ｘ⁃１１ 西山窑组 ７４ ８ ８２ ３ １０ ５ １４ ２３

　 　 注：Ｑｔ．石英颗粒总数 Ｑｍ＋Ｑｐ；Ｑｍ．单晶石英；Ｑｐ．多晶石英质碎屑

（包括燧石）；Ｆ．长石总量；Ｌｔ． 岩屑总量（ Ｌ＋Ｑｐ）；Ｌ．不稳定岩屑总量

（Ｌｖ＋Ｌｓ＋Ｌｍ（变质岩屑）；Ｌｖ．火成岩岩屑；Ｌｓ．沉积岩（燧石和硅化灰岩

除外）；据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５［３０］

图 ５　 伊犁盆地南缘西山窑组砂岩分类图

Ｆｉｇ．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ｌｉ Ｂａｓｉｎ

图 ６　 伊犁盆地南缘西山窑组粒度分析特征

Ａ．西山窑组细粒级—粉砂级碎屑岩粒度分布图；Ｂ．西山窑组中—细粒级碎屑岩粒度分布图；Ｃ．西山窑组粗粒级碎屑岩粒度分布图；判
别函数据 Ｓａｈｕ，１９６４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ｌｉ Ｂａｓｉｎ

２．５　 古生物标志

伊犁盆地中侏罗统西山窑组煤层及泥炭沉积发

育，厚度较大，在泥岩中碳质含量较高，古植物茎干化

石和植物印痕多处存在，化石纹路清晰可见，反映温

暖潮湿气候下的沼泽环境（图 ８）。
２．６　 剖面结构

剖面结构特征是指垂向上各种沉积特征的综合，
是沉积相识别的重要手段［３３］（图 ９，１０）。 伊犁盆地

南缘西山窑组主要有 ３ 种剖面结构类型：向上变细

型、向上变粗型、均一型。
向上变细型：西山窑组底部发育一套块状底砾

岩，粒度向上逐渐变细，层系变薄，岩性由中、细砂岩

过渡为粉砂岩及泥岩，发育平行层理、大型板状交错

层理、水平层理。 自然伽马值向上逐渐增大，测井曲

线表现为钟型，主要出现在水下分流河道微相。
向上变粗型：与向上变细型相反，粒度向上逐渐

变粗，层系变红，岩性由泥岩、粉砂岩过渡为中、细砂

岩，发育水平层理、渐变成大型板状交错层理。 自然

伽马值逐渐减小，测井曲线表现为漏斗形态，主要出

现在分流河道间微相。
均一型：该类型结构可分为两类，一类多见于中、

细粒沉积物中，粉砂岩及泥岩中较少，主要发育平行

层理或大型板状交错层理，在测井曲线上表现为箱

型，主要出现在分流河道微相中；另一类则发育于泥、
粉砂岩中，在西山窑组上部多表现为砂泥互层结构，
水平层理发育，测井曲线表现为微齿化平直型，主要

出现在分流河道、沼泽等微相中。
　 　 通过电阻率曲线可以看出沉积地层的垂直层序

（图 ９），底部为砂砾岩、粗砂岩，曲线的幅度最大，且
与上部突变型接触十分明显。 往上，随着岩性由粗砂

岩到中砂岩至细砂岩的过渡，曲线幅值逐渐减小。 再

往上，岩性过渡为粉砂岩或泥岩，曲线幅值最小。 顶

部再次出现砂砾岩、粗砂岩，曲线幅值再次增大。 总

体上，曲流河三角洲纵向上呈沉积物粒度向上变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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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伊犁盆地南缘西山窑组原生沉积构造

ａ．西山窑组底面冲刷构造；ｂ．西山窑组大型交错层理；ｃ．西山窑组平行层理；ｄ．水平层理；ｅ．冲刷面；ｆ．西山窑组平行层理

Ｆｉｇ．７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ｌｉ Ｂａｓｉｎ

图 ８　 伊犁盆地南缘西山窑组古生物特征

ａ，ｂ，ｃ．伊犁盆地南缘植物印痕；ｄ，ｆ．伊犁盆地南缘植物叶片化石；ｅ．伊犁盆地南缘煤层

Ｆｉｇ．８　 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ｌｉ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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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伊犁盆地南缘 ＺＫ６８７７ 西山窑组剖面结构特征

Ｆｉｇ．９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ＺＫ６８７７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ｌｉ Ｂａｓｉｎ

图 １０　 苏阿苏沟剖面结构

Ｆｉｇ．１０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ａｓｕ ｒｉｖｅｒ

倒粒序（沉积序列）。

３　 沉积相分析

３．１　 沉积体系探讨

沉积体系是受同一物源和统一水动力系统控制

的、成因上有内在联系的沉积体或沉积相在空间上有

规律的组合［３２］。 三角洲平原最主要沉积特征是沼泽

沉积分布广泛，可占三角洲平原亚相沉积面积的

９０％［３４］。 南缘地区发育沉积相类型多样，依据沉积物

颜色、岩性，沉积构造、剖面结构、测井特征等多种判别

标志，认为西山窑组以发育曲流河三角洲相为主（图
２，９），其中在三角洲平原亚相中沼泽较发育，发育多套

煤线与煤层（图 １１），沼泽相中煤层厚度达到最大，厚
度可达 １０ ｍ 以上，顶底面多为黑色炭质泥岩，而在分

流河道中的煤多为中厚层，厚度在 ３～５ ｍ 之间，以灰

黑色细粉砂岩为主，薄层煤线则以灰黑色粉砂岩为主，
夹灰白色中砂岩，多出现在三角洲前缘相中。
３．２　 连井剖面特征

通过对研究区 ６０ 余口钻孔的资料进行分析对比

后，选取了 ＺＫ 线 １４２３３—１７９０８—２５０７—Ｓ７０９—１６１１
孔进行岩性岩相的二维连井剖面分析，连井剖面 ＺＫ
由西向东，１４２３３ 孔位位于剖面最西边，砂体发育较

好，厚度较大，为分流河道沉积，到 １７９０８ 孔和 ２５０７
孔，砂体厚度逐渐变薄，为分流间湾沉积，其中沼泽沉

积相对稳定，可见有泥岩和煤互层现象。 沿东方向，
由泥、粉砂、细砂向中粗砂渐变，砂体厚度变大，到
１６１１ 孔发育大量砾石，砂泥互层等细粒级碎屑逐渐

变薄，沉积环境向水下分流河道渐变（图 １２）。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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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ＫＮ 线 ２００９—２００７—１６１ 孔进行岩性岩相的二维连

井剖面分析，２００９ 孔位于最南端，砂体发育厚度向北

逐渐变大，为分流河道沉积，沼泽相发育相对稳定，以

灰黑色泥、粉砂岩为主，到最北端 １６１ 孔，沉积物粒级

变粗，出现水下分流河道沉积，沉积环境向三角洲前

缘相过渡（图 １３）。

图 １１　 伊犁盆地南缘西山窑组煤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ｌｉ Ｂａｓｉｎ

图 １２　 伊犁盆地南缘西山窑组东西向连井剖面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ｗｅｌ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 ｔｏ ｗ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ｌｉ Ｂａｓｉｎ

图 １３　 伊犁盆地南缘西山窑组南北向连井剖面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ｗｅｌ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ｌｉ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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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砂体厚度平面展布特征

通过研究区 ６０ 余口钻孔资料对盆地南缘西山窑

组地层发育时期的砂体厚度进行统计分析，对该地区

砂体厚度特征进行平面展布（图 １４）。 砂体展布走向

主要沿东西向，该地区内的砂体在横向上具有一定的

稳定性和规律性，具有“中间薄，两边逐渐变厚”的特

征。 砂体底部出现一定的起伏，局部有微凹，自墩买

里以西至东部蒙其古尔砂体分布广泛，厚度多为 ２０～
４０ ｍ 之间，部分地区厚度出现 ６０ ～ ７０ ｍ，甚者达到

８０ ｍ左右。 在渐厚转变的过程，粒级多为中细粒级，
水动力条件强，多出现分流河道沉积。 砂体厚度较大

的地区为北部资料空白区，主要砂体自墩买里沿东向

延伸，在阔斯加尔西南部、南部广泛分布。 在阿热墩、
蒙其古尔、乌库尔其地区出现剥蚀，因此，剥蚀区北翼

砂体较薄，向北局部砂体厚度增大，推测砂体分异度

较高，出现泥质夹层，发育交错层理，发育水平层理等

沉积构造。 盆地南缘西山窑组地层厚度比稳定，砂体

自身厚度对其所占地层厚度影响较大，主要以 １４２３３
到 ＺＫＮ１６１１ 线为主，比值在中部有变大趋势，砂地比

值在 ０．３ ～ ０．８ 之间。 １７９０８ 孔东部存在砂地比高值

区，往东北部出现砂地比峰值，蒙其古尔东北部也出

现小范围高值，三个砂地比高值均出现向北部延伸，
砂地比值大于 ０．６，三个高值区之间为相对较低值区

域，砂地比值在 ０．４ 左右。
３．４　 沉积相展布

西山窑组沉积时期，自西向东，砂体在平面上展

布相对连续和稳定，曲流河三角洲发育广泛，是伊犁

盆地南缘中下侏罗统最主要的赋矿层系。 通过前面

分析，已知西山窑组底部为河床沉积的砂砾岩，粗砂

岩，西山窑组主要为曲流河三角洲沉积（图 １４）。 发

育三角洲平原、三角洲前缘两种类型的沉积亚相。
三角洲平原亚相：在伊犁盆地南缘三角洲平原广

泛发育，自墩买里向东至阔斯加尔西南部，蒙其古尔

北部，岩石多呈浅灰色、深褐色，墩买里地区两侧出现

大片区域沼泽亚相，煤层发育，分流河道微相为三角

洲平原亚相主要变现形式，在乌库尔其以西的阿热墩

地段，三角洲平原沉积遭受不同程度的剥蚀，但是也

发育有一定规模的水下分流河道。
三角洲前缘亚相：自墩买里沿东至东北向，大面

积三角洲前缘相发育，其中水下分流河道在研究区普

遍发育，向下延伸至郎卡地区，岩石颜色以灰色为主，
粒度适中。 三角洲前缘再往北，钻孔资料较少，从已

揭穿西山窑组钻孔岩性的变化趋势，以及三角洲沉积

体系的发育特征，推测为浅湖亚相沉积。

４　 结论

根据对露头和周缘剖面的调查、钻井岩芯资料的

分析，获得了伊犁盆地南缘侏罗系西山窑组岩石类

型、结构和沉积构造等系列沉积相标志，据此提出：
（１） 伊犁盆地南缘西山窑组沉积时期，主要发育

曲流河三角洲沉积体系，以三角洲平原亚相为主，墩
买里南部出现平原沼泽含煤沉积，平原分流河道向北

延伸至前缘水下分流河道。
（２） 西山窑组砂体分布范围较广，自西起墩买里

到东部蒙其古尔均有分流河道砂体发育，且分布较稳

定，砂体厚度在 ２０～ ４０ ｍ 之间，局部可达到 ６０ ｍ 以

上；砂体由北向南逐渐变厚，砂地比值在 ０． ３ ～ ０． ８
之间。

图 １４　 伊犁盆地南缘西山窑组砂体厚度及沉积相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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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沼泽微相的煤或含煤沉积的泥岩与分流河

道（平原或前缘）微相的富铀砂体在空间上呈共存共

生关系。 从沉积的角度看，这种共生关系是沉积微相

分异的结果，因为煤等有机质的吸附和还原作用，这
种分异恰好促进了煤、铀的共存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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