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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银根—额济纳旗盆地（简称银额盆地）中生界中下部广泛发育一套厚层粗碎屑岩，结合沉积特征，利用 Ｕ⁃Ｐｂ 定年、孢粉

和介形虫资料对其沉积年代进行的厘定结果显示，这些粗碎屑岩可能是凹陷形成初期扇三角洲、水下扇等环境接收的沉积，相对

稳定的湖盆沉降和沉积速率形成了银额盆地沉积地层“广泛发育、局部巨厚”的分布特征。 锆石 Ｕ⁃Ｐｂ 测年厘定的粗碎屑岩沉积

时间为 １１５．６～１３７．０ Ｍａ，对应年代为早白垩世。 粗碎屑岩段的孢粉以 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ｎｉｆｅｒｕｓ⁃Ｐｅｒｉｎｏ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组合为特征，介形

虫化石主要有单肋女星介、圆星介、狼星介等。 这些古生物特征与前人建立的银额盆地及其周缘盆地早白垩世化石特征相似。
因此，该粗碎屑岩的地层年代应该为早白垩世，其底界应该是下白垩统底界，可以作为区域性标志层。 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银

额盆地中生界下白垩统底界划分依据不明确、划分方案不统一的问题，也能为中生界断陷湖盆形成时期的确定、该区地层普遍缺

失的三叠纪—侏罗纪时段的构造演化特征研究等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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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盆地内充填沉积物的沉积响应记录了与盆

地构造活动有关的许多重要信息，很多学者认识到盆

中充填沉积物研究的重要性，在充填沉积物沉积学、
年代学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王成善等［１］ 认为

沉积反应作为造山带构造演化最直接、最具体的地质

记录，能够为我们提供最真实、最直观的信息和线索，
通过对喜马拉雅造山带沉积反应的研究，分析了喜马

拉雅造山带的隆升机制和隆升历史。 吴驰华［２］ 通过

对可可西里盆地新生代地层岩石学、沉积学和磷灰石

裂变径迹年代学的研究，对青藏高原可可西里盆地和

周缘造山带新生代隆升特征进行了探讨。 砾岩等粗

碎屑岩常形成于构造运动期后或湖盆形成初起，常与

侵蚀面相伴生而大面积出现，在构造上常作为地层隆

升或快速沉降的证据［３］，在地层研究方面常作为地

层对比的依据［４］。 蔚远江等［５］ 通过对准噶尔盆地二

叠纪各时期扇体时空演化的研究，探讨了准噶尔盆地

西北缘前陆冲断带二叠纪同沉积断裂发育和冲断活

动特征。 周江羽等［３］通过对青藏高原东缘古近纪粗

碎屑岩沉积学和年代学研究，指出青藏高原在晚始新

世—早渐新世期间曾发生过整体的快速构造隆升。
银根—额济纳旗盆地（以下简称银额盆地）勘探

程度很低［６］，前人对盆地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但大

多都是基于露头资料对晚古生代地层的研究，如卢进

才等［７⁃９］对露头区晚古生代地层格架进行了搭建，认
为石炭—二叠系具有良好的油气成藏条件。 对于凹

陷内部，由于钻井少、且大多集中于盆地东部的查干

凹陷，凹陷区的研究程度相对较低，地层格架尚不明

确。 特别是盆内钻井揭示，“盆山”地层不能建立很

好的对比关系，露头区上古生界发育的厚层碳酸盐

岩、碎屑岩等在凹陷内并不存在，这就使得中生界底

界（即下白垩统底界，少数有侏罗系残余地层的凹陷

除外）的划分依据不明确，且不同的学者或研究机构

有不同的划分方案［６，１０⁃１１］。 对于盆地的构造演化，尤
其是中生界凹陷形成的具体时期、地层普遍缺失的三

叠纪—侏罗纪的构造演化特征等问题，前人的认识不

尽相同。 张代生等［１２］认为早古生代早期到晚古生代

末期，银额盆地一直处于被动陆缘和缝合带上，中生

代以来盆地经历了三叠纪—早侏罗世的扭张拉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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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晚侏罗世的挤压抬升剥蚀、早白垩世的伸展裂谷

和晚白垩世—第三纪沉降拗陷四个演化阶段。 刘春

燕等［１１］认为银额盆地在中生代主要经历了晚三叠

世—侏罗纪的断陷盆地初始阶段、早白垩世断陷盆地

鼎盛阶段、晚白垩世盆地坳陷阶段 ３ 个演化阶段，新
生代为挤压抬升的构造背景。

钻井揭示，银额盆地各个凹陷中生界中—底部广

泛发育厚层—巨厚层粗碎屑岩，这种普遍发育的盆内

特殊充填沉积物对于盆地的原型恢复、构造演化特征

研究、地层格架搭建等的研究意义重大。 论文对银额

盆地路井等 ６ 个凹陷、１５ 口探井的粗碎屑岩开展对

比研究，分析其沉积特征。 结合古生物地层和锆石

Ｕ⁃Ｐｂ 年代学研究，对粗碎屑岩的沉积年代进行厘定。
在此基础上，对粗碎屑岩研究的地质意义进行了

探讨。

１　 区域地质概况

银额盆地是在前寒武纪结晶地块和古生代褶皱

基底基础上发育起来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１１］，位于

塔里木、哈萨克斯坦—准噶尔、西伯利亚和华北 ４ 个

板块的结合部位［１３］（图 １）。 盆地是由许多具有相似

构造发育史、分散的、彼此相对独立的小型湖盆组成

的盆地群［１４］。 一级构造单元有北部坳陷带、南部坳

陷带和中央隆起带 ３ 个，亚一级构造单元又可划分为

７ 个坳陷和 ５ 个隆起，二级构造单元共有 ３１ 个凹陷

和 ２５ 个凸起［１２］。
　 　 银额盆地沉积地层主要有石炭系、二叠系、三叠

系（零星分布）、侏罗系（少数凹陷发育）、白垩系和新

生界。 地层出露程度差异很大，地层中岩石类型齐

全、沉积类型和火山喷发类型多样，反映了银额盆地

具有大地构造背景复杂、古地理环境多变、构造与火

山作用强烈等特点［１５］。 石炭系和二叠系以海相 ／海
陆交亙相火山岩、 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建造为特

征［１０，１５］。 三叠系只在北山、额济纳旗东部的洪果尔

山等零星出露，盆内为一套半干旱气候条件下的山间

盆地沉积，岩性主要为红色、紫红色等粗碎屑岩沉

积［６，１５］。 侏罗系分布局限，主要分布盆地西部的居延

海坳陷和盆地东部的尚丹坳陷，为一套陆相碎屑岩沉

积，下部岩性主要为砂岩、砾岩，夹暗色泥岩、煤层、煤
线等， 上 部 为 较 干 燥 的 河 湖 相 红 色 碎 屑 岩 建

造［６，１０，１５］。 白垩系分布广泛，自下而上可划分为巴音

戈壁组、苏红图组、银根组和乌兰苏海组，沉积类型以

扇三角洲、水下扇、湖泊相为主，在盆地中、东部局部

夹有中基性火山喷发岩［１０，１５］。 第三系发育不全，出
露于盆地周缘地区， 属陆内盆地红色碎屑岩建

造［１０，１５］。 第四系分布较广，但厚度不大，为风成砂、
冲积砂砾层、洪积砂砾层等［１５］。

２　 粗碎屑岩分布特征

粗碎屑岩为厚层状—巨厚层状的砂砾岩、砾岩、
砂质砾岩、泥质砂砾岩、凝灰质砾岩等，厚层粗碎屑岩

之间通常有砂岩、泥岩、火山岩等夹层。 岩石颜色以

灰色、深灰色为主，其次是褐色、灰绿色、杂色等（图
２ ） 。粗碎屑岩单层厚度一般为几米到一百多米，最

图 １　 银额盆地构造单元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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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银额盆地粗碎屑岩对比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Ｙｉｎｇｅｎ⁃Ｅｊ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 Ｂａｓｉｎ

大单层厚度可达 ２９５ ｍ（如 ＷＣ１ 井）。 砂岩 ／泥岩呈

薄层状—中层状，单层厚度为几米到几十米，最厚不

超过 ３０ ｍ。
粗碎屑岩在盆地内分布广泛，凹陷内已实施的钻

井均有钻遇，但粗碎屑岩累计厚度（包含砂岩、泥岩等

夹层）差异较大（图 ２、表 １）。 盆地东部粗碎屑岩累计

厚度一般为 ２００～３５０ ｍ，如查干坳陷查干凹陷的 ＣＣ１
井为 ２５７ ｍ，尚丹坳陷乌力吉凹陷的 Ｊ１ 井为３４７ ｍ。盆
地中部粗碎屑岩累计厚度变化最大，如达古坳陷拐子

湖凹陷的 ＧＣ１ 井最薄，累计厚度仅为 ３５ ｍ；但苏红图

坳陷哈日凹陷的 ＨＣ１ 井累计厚度可达 ３８３ ｍ。 盆地

西部粗碎屑岩累计厚度变化相对较小，一般为 ３００ ～
４５０ ｍ，如务桃亥坳陷哨马营凹陷的 ＷＣ１ 井为３２７ ｍ，
居延海坳陷路井凹陷的 Ｅ１ 井为 ４５０ ｍ。

粗碎屑岩在同一凹陷的不同构造部位也广泛发

育，如苏红图坳陷的哈日凹陷，凹陷中心（陡坡带）的
ＨＣ１ 井厚度为 ３８３ ｍ，斜坡带（缓坡带）Ｈ３ 井和 Ｈ２
井的厚度分别为 ３６５ ｍ 和 ３９６ ｍ，凹陷边缘的 Ｓ１ 井

厚度为 ６７２ ｍ（图 ３）。

３　 岩石学特征

为研究粗碎屑岩岩石学特征，本次对大量的粗碎

屑岩岩芯资料进了系统的分析，对具有代表性的粗碎

屑岩样品开展岩石薄片鉴定、扫描电镜、Ｘ 射线衍射

等岩石学测试分析，测试样品来自盆地中部巴北凹陷

ＢＣ１、哈日凹陷的 ＨＣ１ 等井。 粗碎屑岩石类型较多，
凹陷陡坡带、缓坡带的粗碎屑岩的岩石学特征有所差

异（表 １）。
３．１　 陡坡带

由于银额盆地各个凹陷规模普遍较小［１２］，陡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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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靠近控凹（或控坳）大断裂，近源沉积的特点导致

沉积物搬运距离小，碎屑颗粒快速、混杂堆积特征明

显。 陡坡带粗碎屑岩典型的代表井有 ＨＣ１ 井、Ｈ４
井、Ｈ５ 井等，岩石类型主要有砂砾岩、砾岩、含砾砂岩

等（表 １、图 ４ａ，ｂ，ｃ）。
　 　 砂砾岩：岩石为砾状结构，块状构造。 分选差，成
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均较低（图 ４ａ）。 碎屑含量一

般为 ７５％～８０％，其中砾含量为 ６０％左右，砂含量为

２５ ％左右（数据来自 ＨＣ１ 井和 Ｈ５ 井）。 砾石颗粒主

要为石英岩砾、泥岩砾、长石岩砾等，其次为砂岩岩屑

和凝灰岩岩屑。 砾石颗粒呈次棱角状—次圆状，磨圆

度差。 粒径一般为 １．０ ～ ６．０ ｍｍ，最大为 ７．２ ｍｍ（数
据来自 ＨＣ１ 井和 Ｈ５ 井）。 填隙物以泥质杂基为主，
胶结物含量为较少，胶结物以钙质胶结物为主。 支撑

类型主要为杂基支撑，颗粒接触关系主要为点接触，
胶结类型主要为基底胶结。

表 １　 凹陷不同构造部位粗碎屑岩岩石学特征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ｓａｇ

构造位置 岩石类型
碎屑特征

成分 分选性 磨圆度
填隙物 胶结类型 结构 代表井

陡坡带 砂砾岩 石英岩砾、泥岩砾、长石岩砾等 差
次棱角状

—次圆状
杂基为主 基底胶结 砾状结构 Ｈ４ 井、Ｈ５ 井等

砾岩
变质岩砾、火山岩砾、长石岩砾、石英

岩砾、泥岩砾等
差 次棱角状 杂基为主 接触胶结 砾状结构 ＨＣ１ 井 Ｈ４ 井等

含砾砂岩 砂岩砾、火山岩砾、石英岩砾等 差 次棱角状 胶结物为主 基底胶结 砂状结构 ＨＣ１ 井等

缓坡带 砂砾岩
变质岩砾、火山岩砾、石英岩砾、泥岩

砾等
差—中等

次棱角状

—次圆状
杂基为主 孔隙胶结 砾状结构 Ｈ２ 井、Ｈ３ 井、ＢＣ１ 井等

砾岩
砂岩砾、泥岩砾、变质岩砾、火山岩

砾、石英岩砾等
差—中等 次圆状 杂基为主 接触胶结 砾状结构 Ｈ２ 井、ＢＣ１ 井等

砂质砾岩 变质岩砾、火山岩砾、石英岩砾等 中等 次圆状 胶结物为主 接触胶结 砾状结构 ＢＣ１ 井等

粗砂岩 变质岩砾、火山岩砾、石英岩砾等 中等 次圆状 杂基为主 接触胶结 砂状结构 Ｈ３ 井、ＢＣ１ 井等

图 ３　 哈日凹陷粗碎屑岩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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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粗碎屑岩岩石学特征

ａ． Ｈ ４ 井，２ ９３８．５４ ｍ，砂砾岩岩芯照片，分选差，砾石颗粒呈次棱状，见石英岩砾、泥岩砾等砾石颗粒；ｂ． ＨＣ１ 井，３ ３３３．８４ ｍ，中砾岩岩芯照片，分
选差，砾石颗粒呈次棱状，见变质岩砾、砂岩砾等砾石颗粒；ｃ． ＨＣ１ 井，３ ３９１．３２～ ３ ３９１．４０ ｍ，含砾砂岩岩芯照片，分选差，砾石颗粒呈次棱状，见
长石砾、泥砾等砾石颗粒；ｄ． ＨＣ１ 井，３ ３９４．２０ ｍ，中砾岩，镜下为一颗砾石，成分为中性喷出岩，玻基交织结构，由微晶状斜长石、钠长石、玻璃质

组成，玻璃质具脱玻化呈雏晶状。 气孔发育，形态不规则，被白云石等充填（岩石薄片，正交光） ；ｅ． ＨＣ１ 井，３ ０７３．６８ ～ ３ ０７３．８１ ｍ，含砾砂岩，见
砂岩砾（岩石薄片，正交光） ；ｆ． ＨＣ１ 井，３ ０７３．６８～３ ０７３．８１ ｍ，含砾砂岩，见石英岩砾（岩石薄片，正交光） ；ｇ． Ｈ２ 井，１ ４６５．７５～ １ ４６５．９１ ｍ，砂砾

岩岩芯照片，分选中等，砾石颗粒呈次圆状，砾石主要为石英岩砾、泥岩砾为主，砾径最大约 ６２ ｍｍ，最小约为 ０．５ ｍｍ，一般 ２～ ６ ｍｍ；ｈ． ＢＣ１ 井，
２ ４２２．７５～２ ４２２．９４ ｍ，粗砾岩岩芯照片，分选中等，砾石颗粒呈圆状—次圆状；ｉ． ＢＣ１ 井，２ ５５２．３３～ ２ ５５２．４６ ｍ，砂质砾岩岩芯照片，分选中等，砾
石颗粒呈次圆状；ｊ． Ｈ２ 井，１ ４６５．７５～１ ４６５．９１ ｍ，砂砾岩，见石英岩砾（岩石薄片，正交光） ；ｋ． ＢＣ１ 井，２ ５４５．２２～ ２ ５４５．３５ ｍ，细砾岩，分选差，砾
间填充细碎屑颗粒（岩石薄片，正交光）；ｌ． ＢＣ１ 井，２ ５５２．３３～２ ５５２．４６ ｍ，砂质砾岩，见砂岩砾石和泥岩砾石（岩石薄片，正交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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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砾岩：岩石为砾状结构，块状构造。 以中—粗砾

岩为主，粒径一般为 １．０～ ５３．０ ｍｍ，最大为 ８０．０ ｍｍ。
砾石含量一般为 ５０％ ～７５％（数据来自 ＨＣ１ 井和 Ｈ４
井）。 岩石分选差，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均较低

（图 ４ｂ）。 砾石颗粒主要为来自母源区的变质岩砾、
火山岩砾、长石岩砾、石英岩砾、泥岩砾等。 变质岩砾

主要有千枚岩、片麻岩、板岩等；火山岩砾多为中性喷

出岩，岩石呈玻基交织结构，常见气孔发育，气孔形态

不规则，且被多期充填（图 ４ｄ）。 砾石颗粒呈次棱角

状，磨圆度差（图 ４ｂ）。 填隙物以泥质杂基为主，胶结

物含量为较少，胶结物主要为伊利石和方解石。 支撑

类型主要为颗粒支撑，颗粒接触关系为点接触和线接

触，胶结类型主要为接触胶结。
含砾砂岩：岩石为砂状结构，块状构造。 分选差，

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均较低（图 ４ｃ）。 碎屑含量

一般为 ８０％～９２％，其中砾含量为 ２０％左右，砂含量

为 ６５％左右。 砾石颗粒主要为砂岩砾、火山岩砾、石
英岩砾等（图 ４ｅ，ｆ）。 砾石颗粒呈次棱角状，磨圆度

差。 粒径一般为 ５．０ ～ １０．０ ｍｍ，最大为 ２５．０ ｍｍ（数
据来自 ＨＣ１ 井）。 填隙物以胶结物为主，胶结物有凝

灰质、泥质等。 支撑类型主要为杂基支撑，颗粒接触

关系主要为点接触，胶结类型主要为基底胶结。
３．２　 缓坡带

缓坡带远离控凹（或控坳）大断裂，沉积物有一

定的搬运距离，粗碎屑岩在颗粒分选性、磨圆度方面

均好于陡坡带。 缓坡带粗碎屑岩沉积典型的代表井

有 ＢＣ１ 井、Ｈ２ 井、Ｈ３ 井等，岩石类型主要有砂砾岩、
砾岩、砂质砾岩、粗砂岩等（表 １、图 ４ｇ，ｈ，ｉ）。

砂砾岩：岩石为砾状结构，块状构造。 分选差—
中等，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均较低，但好于陡坡

带砂砾岩（图 ４ａ，ｇ）。 碎屑含量一般为 ８０％ ～ ８５％，
其中砾含量为 ５５％左右，砂含量为 ３５ 左右％（数据来

自 ＢＣ１ 井、Ｈ２ 井和 Ｈ３ 井）。 砾石颗粒主要为来自母

源区的变质岩砾、火山岩砾、石英岩砾、泥岩砾等，其
次为砂岩岩屑和凝灰岩岩屑（图 ４ｊ）。 砾石颗粒呈次

棱角状—次圆状，磨圆度差—中等（图 ４ｇ）。 粒径一

般为 ０．３ ～ ２０．０ ｍｍ，最大为 ８０．０ ｍｍ（数据来自 ＢＣ１
井、Ｈ２ 井和 Ｈ３ 井）。 填隙物以泥质杂基为主，胶结

物含量为较少，胶结物主要为黏土矿物，偶见黄铁矿。
支撑类型主要为颗粒支撑，颗粒接触关系为点接触和

线接触，胶结类型主要为孔隙胶结。
砾岩：砾岩以细—中砾岩为主，偶见粗砾岩，砾含

量一般为 ６８％ ～９２％。 粒径一般为 ０．５ ～ ３０．０ ｍｍ，最

大为 １２０．０ ｍｍ（数据来自 Ｈ２ 井和 ＢＣ１ 井）。 岩石为

砾状结构，分选差—中等，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

均好于陡坡带砾岩（图 ４ｂ，ｈ）。 砾石颗粒主要为来自

母源区的砂岩岩屑和泥岩岩屑，其次为变质岩（千枚

岩、片麻岩、板岩等）岩石碎屑和火山岩岩屑，偶见石

英、长石等陆源矿物碎屑（图 ４ｋ）。 砾石颗粒以次圆

状为主，磨圆度中等（图 ４ｈ）。 填隙物以泥质杂基为

主，胶结物含量少，主要为方解石和伊利石。 支撑类

型主要为颗粒支撑，颗粒接触关系为点接触和线接

触，胶结类型主要为接触胶结。
砂质砾岩：岩石为砾状结构，块状构造。 分选中

等，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一般（图 ４ｉ）。 碎屑含

量一般为 ７４％ ～ ８６％，其中砾含量为 ５５％左右，砂含

量为 ２５％左右。 砾石颗粒主要为变质岩砾、火山岩

砾、石英岩砾等（图 ４ｌ）。 砾石颗粒呈次圆状，磨圆度

中等。 粒径一般为 １．０～７．０ ｍｍ，最大为 ４０．０ ｍｍ（数
据来自 ＢＣ１ 井）。 填隙物以胶结物为主，胶结物主要

为钙质。 支撑类型主要为颗粒支撑，颗粒接触关系主

要为点接触，胶结类型主要为接触胶结。
无论是陡坡带粗碎屑岩，还是缓坡带粗碎屑岩，

它们的颗粒磨圆度和分选性均较差，岩石的成分成熟

度和结构成熟度均较低，这些岩石学特征均反映粗碎

屑岩均有近源快速堆积的沉积特点［３，１６］。 但缓坡带粗

碎屑岩的磨圆度、分选性均好于陡坡带粗碎屑岩，表明

缓坡带较陡坡带粗碎屑岩有更长的搬运运移距离。

４　 沉积特征

４．１　 沉积建造模式

４．１．１　 岩性组合特征

通过对银额盆地 ６ 个凹陷、１５ 口钻井的粗碎屑

岩开展深入分析，按照粗碎屑岩与上覆和下伏地层的

岩性组合特征，将粗碎屑岩的岩性组合分为 ３ 类：
第一类岩性组合为“火山岩＋粗碎屑岩＋细碎屑

岩”，代表性凹陷有哨马营凹陷、哈日凹陷等（图 ２、图
５ａ）。 粗碎屑岩为扇三角洲、水下扇等环境沉积的巨

厚砂砾岩、砾岩、砂质砾岩、凝灰质砾岩、含砾砂岩等，
厚层粗碎屑岩之间夹杂薄层泥岩和粉砂岩，部分凹陷

还夹杂火山岩（如哈日凹陷）。 粗碎屑岩下伏地层为

以英安岩、玄武岩、安山岩为主的喷发相火山岩，火山

岩厚度大，可达数百米，多数石油钻井把钻遇这套火

山岩作为完钻的依据，仅有哈日凹陷的 ＨＣ１ 井揭穿

了火山岩，火山岩下伏地层为变质岩。 粗碎屑岩上覆

地层为滨浅湖相—半深湖相沉积的细碎屑岩，岩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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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粗碎屑岩岩性组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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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岩为主，夹杂薄层—中层的粉砂岩、细砂岩、泥质粉

砂岩等。
第二类岩性组合为“变质岩＋粗碎屑岩＋细碎屑

岩”，代表性凹陷有拐子湖凹陷、查干凹陷等（图 ２、图
５ｂ）。 粗碎屑岩为扇三角洲、水下扇等环境下沉积的

厚层砂砾岩、砾岩等，厚层粗碎屑岩之间夹杂薄层—
中层泥岩、含砾泥岩、粉砂岩等。 粗碎屑岩下伏地层

的岩性主要为片岩、板岩等变质岩，具有区域变质的

特点。 粗碎屑岩上覆地层为滨浅湖相—半深湖相沉

积的细碎屑岩，岩性为泥岩、页岩、细砂岩等。
　 　 第三类岩性组合为“细碎屑岩＋粗碎屑岩＋细碎

屑岩”，代表性凹陷有路井凹陷、乌力吉凹陷等（图 ２、
图 ５ｃ）。 粗碎屑岩为扇三角洲、水下扇等环境下沉积

的厚层砂砾岩、砾岩等，厚层状粗碎屑岩之间夹杂

中—厚层泥岩、细砂岩等。 粗碎屑岩上覆地层为湖相

沉积的泥岩、砂岩等细碎屑岩。 粗碎屑岩下伏地层为

以细砂岩、粉砂岩、泥岩等为主的细碎屑岩，部分凹陷

有大套砂砾岩发育，但是下伏地层中的砂砾岩明显以

灰绿色、棕红色、杂色等氧化色为主，反应出不同的沉

积环境，与本研究中的粗碎屑岩有明显的区别（图
２）。 更为巧合的是，具有这种岩性组合的凹陷均为

有侏罗纪残余地层的凹陷［６，１０，１５］，推测粗碎屑岩下伏

地层为侏罗系。
４．１．２　 沉积序列

粗碎屑岩主要形成于水下扇、扇三角洲等沉积体

系（图 ２），水下扇和扇三角洲的分布与构造位置、古
地形坡度、古水深、古气候等均有密切的关系。 受构

造运动等的影响，粗碎屑岩表现出一定的沉积序列。
（１） 水下扇体系

水下扇主要发育于湖盆形成早期控凹 ／坳断层下

盘的陡坡带，为断陷湖盆发育的一套近源陆源碎屑物

直接进入湖盆形成的扇体沉积［１７⁃１８］ （图 ６、图 ７ａ）。
水下扇的沉积具有重力流与牵引力双重水动力特征，
它的形成受断层活动，需要一定的坡度和足够的水

深。 由于坡度大，冲积平原不发育，冲积扇前端直接

进入深水区，为水下扇发育提供物源，向凹陷方向扇

体前端及两侧均为深湖或者半深湖包围。 水下扇形

沉积的岩性为灰色—深灰色砾岩、灰色—深灰色砂砾

岩、灰色砂岩、深灰色泥岩，呈现不等厚互层的特征。
参照前人的划分方案［１９］，研究区水下扇可分为

扇根、扇中和扇端三个亚相。 扇根亚相位于水下扇的

根部，沉积物主要由粗粒的砂砾岩、砾岩等组成，可划

分出主水道和水道间两个微相。 扇中亚相为水下扇

的主体部分，岩性组合表现为一套由砂砾岩、砂岩和

泥岩的互层，沉积微相包括辫状水道、辫状水道间和

扇中前缘。 扇端亚相位于水下扇最前缘，该亚相以具

有水平层理构造的泥岩沉积为主，局部地区有细砂

岩、粉砂岩发育，沉积微相主要有扇端泥微相。
研究区水下扇沉积体系的地震反射特征为杂乱

或空白楔状结构（图 ６），水下扇各沉积微相在纵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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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叠加，反映水下扇沉积时候发生多期次构造运

动、古水深多变、古气候周期性变化等特征，沉积过程

持续时间长，多期水下扇叠加进而形成了厚层的粗碎

屑岩沉积地层（图 ２，６、图 ７ａ）。
（２） 扇三角洲体系

扇三角洲沉积体系是沉积物经过近距离搬运在

断陷湖盆缓坡带沉积而形成的一种沉积体系，由扇三

角洲相构成，是银额盆地中生界最常见、最重要的沉

积体系，也是银额盆地最有利的储集砂岩提供者之一

（图 ６、图 ７ｂ）。 扇三角洲沉积地层的岩性多为浅灰

色—杂色砂砾岩、砾岩与浅灰色泥岩的不等厚互层，
由于有一定的搬运距离，相对于水下扇沉积体系，粗
碎屑岩在磨圆度、分选性、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

等方面均好于水下扇。
　 　 平面上，研究区扇三角洲可分为扇三角洲平原、
扇三角洲前缘和前扇三角洲三个亚相。 扇三角洲平

原为扇三角洲的陆上部分，以水流和重力流的粗粒沉

积物为特征，砂砾层具不明显的平行层理或交错层

理，分选差，具砂质基质，沉积微相有分流河道和漫滩

沼泽。 扇三角洲前缘属于水上、水下分流河道的混合

沉积，以较陡的前积相为特征，牵引流为主，常见大、
中型交错层理，沉积微相有水下分流河道、水下分流

河道间、河口坝和前缘席状砂。 前扇三角洲位于扇三

角洲前缘外侧，大部分形成于波及面以下，部分为浅

湖成因，岩性以暗色泥岩和粉砂岩为主，具水平纹层

和透镜状层理，沉积微相为前三角洲微相。

注：剖面为哈日凹陷过 Ｈ３ 井、ＨＣ１ 井 ＹＧ—１９９ 地震剖面

图 ６　 陡坡带和缓坡带粗碎屑岩分布及地震反射特征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ｓｔｅｅｐ ｓｌｏｐｅ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ｔｌｅ ｓｌｏｐｅ ｚｏｎｅ

ａ 陡坡带（ＨＣ１ 井） 　 　 　 　 　 　 　 　 　 　 　 　 　 　 　 　 　 　 ｂ 缓坡带（Ｈ３ 井）

图 ７　 粗碎屑岩沉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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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额盆地扇三角洲沉积体系在地震反射特征上

表现为杂乱或空白结构（图 ６），扇三角洲的个体小而

数量多，常形成于湖盆短轴缓坡带区域、成群出现，纵
剖面上多期扇三角洲叠加进而形成了分布广泛、厚度

较大的粗碎屑岩沉积地层（图 ２，６、图 ７ｂ）。
４．２　 沉积模式

粗碎屑岩沉积时期，银额盆地众多湖盆快速沉

降，自成独立沉积单元的凹陷大多呈现狭长状，且规

模较小，沉积空间有限，而两侧物源供给丰富，沉积物

近岸快速堆积而形成粗碎屑岩（图 ８）。 粗碎屑岩的

沉积相类型与构造位置关系密切（图 ６，８）：缓坡带沉

积时，由于坡度较小，沉积物有一定的搬运距离，沉积

相类型主要为扇三角洲；陡坡带由于靠近控凹（坳）
大断裂，坡度较大，沉积物搬运距离小，沉积相类型主

要为水下扇。 水下扇粗碎屑岩相对于扇三角洲粗碎

屑岩粒度更大，磨圆度和分选性更差，成分成熟度和

结构成熟度更低。 粗碎屑岩的地震反射特征多为杂

乱反射和空白反射，退积特征明显。 粗碎屑岩为凹陷

形成初期的各种扇体沉积响应，伴随湖盆持续扩张，
水下扇和扇三角洲呈现“持续退积”的沉积特点，稳
定的湖盆沉降和地层沉积速率形成了银额盆地“广
泛发育、局部巨厚”的粗碎屑岩地层（图 ２，３，６）。 纵

向上，由于多个扇体的垂向叠置，部分凹陷可形成巨

厚的粗碎屑岩层（如哈日凹陷、路井凹陷等）；平面

上，尽管厚度不一，但银额盆地各个凹陷、凹陷各个构

造部位均有粗碎屑岩发育。

５　 年代界定及其地质意义

５．１　 年代界定

虽然粗碎屑岩的直接定年一直是同位素年代学

研究的难题，但可以根据盆地的充填序列、粗碎屑岩

层序、动植物化石和盆内岩浆岩定年等证据对粗碎屑

岩形成时代进行约束［３］。
锆石 Ｕ⁃Ｐｂ 定年成为同位素年代学研究中最常

用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锆石年代学研究成为确定各

种高级变质作用峰期年龄和岩浆岩结晶年龄的理想

方法，能为地层沉积时限提供强有力的证据［２０⁃２４］。
银额盆地古生代和中生代岩浆活动频繁，岩浆岩发

育，前人在研究区开展了许多锆石 Ｕ⁃Ｐｂ 年代学方面

的研究，将其应用于区域沉积构造演化、地层沉积时

限、火山岩幔源特征等研究中［１３，２５⁃２６］。 哈日凹陷 ＨＣ１
井粗碎屑岩段发育火山岩夹层，岩石呈灰褐色，隐晶

质结构，块状构造，局部发育气孔构造，主量元素中

ＳｉＯ２质量分数为 ５６．１１％，Ｋ２Ｏ 的质量分数为３．００％，
Ｎａ２Ｏ 的质量分数为 ３．２４％，确定其岩性为玄武安山

岩。 锆石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Ｕ⁃Ｐｂ 定年表明，最年轻的一组

岩浆成因锆石的２０６Ｐｂ ／ ２３８Ｕ 加权平均年龄为 １３２．６±
０．７ Ｍａ（ＭＳＷＤ＝０．６７） （图 ９ａ）。 锆石年龄分布频率

图显示，该组锆石年龄主要为 １３０．５ ～ １３７．０ Ｍａ，主峰

值为 １３２．５ Ｍａ（图 ９ｂ）。 年龄对应的年代为早白垩

世，代表了火山岩形成年代为早白垩世［２６］，指示 ＨＣ１
井粗碎屑岩的沉积时间应不早于 １３０．５ ～ １３７．０ Ｍａ。
卫平生等［２７］ 通过对银额盆地东部查干凹陷的 ＣＣ１
井火山岩样品开展 Ｋ⁃Ａｒ 同位素测年，得到的年龄为

１１５．６～１１６．７ Ｍａ，该样品位于粗碎屑岩的上部地层，
表明粗碎屑岩的沉积时间应不晚于 １１５． ６ ～ １１６． ７
Ｍａ。 由此推测的粗碎屑岩的沉积时间为 １１５． ６ ～
１３７．０ Ｍａ，即早白垩世。

粗碎屑岩具有多旋回的沉积特征，岩性为大套砂

砾岩 ／砾岩夹杂薄层—中层细碎屑岩，细碎屑岩段发

现的大量的孢粉、介形虫等化石。 本研究对哈日凹陷

ＨＣ１ 井粗碎屑岩段 ２ 个泥岩样品进行孢粉化石鉴定

测试分析，样品测试分析由吉林大学古生物学与地层

学研究中心孢粉实验室完成，方法为每个样品取过筛

图 ８　 粗碎屑岩沉积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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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ＨＣ１ 井粗碎屑岩段火山岩锆石 Ｕ⁃Ｐｂ 年龄谐和图（ａ）、年龄频率图（ｂ）
Ｆｉｇ．９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ｚｉｒｃｏｎｓ Ｕ⁃Ｐｂ 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Ｗｅｌｌ ＨＣ１

的干样 １２０ ｇ，进行盐酸→氢氟酸→盐酸处理，重液浮

选后醋酸稀释，洗至中性，用筛选法将孢粉集中在试

管中，制片在显微镜下鉴定。 测试结果表明，孢粉化

石以裸子类花粉占优势（７８．９５％ ～ ９０．９１％），蕨类孢

子含量较低（９．０９％ ～ ２１．０５％），未见被子类花粉，孢
粉组合特征为克拉梭粉 （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 ⁃原始松柏粉

（Ｐｒｏｔｏｃｏｎｉｆｅｒｕｓ） ⁃周壁粉 （ Ｐｅｒｉｎｏ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组合 （ 图

１０）。 卫平生等［２４］ 通过对银额盆地下白垩统孢粉组

合特征开展研究，自下而上建立了 ８ 个孢粉组合，本
研究中的 ２ 个样品的孢粉化石组合特征与最下部的

孢粉组合特征完全一致。 与 ＨＣ１ 井处于同一凹陷的

Ｈ１ 井粗碎屑岩段也发现了大量孢粉化石，组合特征

为克拉梭粉（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 ⁃苏铁粉（Ｃｙｃａｄｏｐｉｔｅｓ） ⁃周壁

粉（Ｐｅｒｉｎｏ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与前人建立的银额盆地、准噶尔

盆地、 二连盆地等的下白垩统孢粉组合特征相

似［２８⁃３０］。 盆地西部哨马营凹陷 ＷＣ１ 井粗碎屑岩顶部

的泥岩段发现少量的介形虫化石，主要类型为单肋女

星介、圆星介、狼星介，女星介在我国早白垩世地层中

广泛出现［３１⁃３３］，该泥岩段轮藻化石也较为丰富，地层时

代大致相当于早白垩世贝里阿斯—巴列姆期。
　 　 粗碎屑岩段的古生物化石特征与银额盆地周缘

的甘肃玉门地区、新疆准噶尔盆地、二连盆地等的下

白垩统具有相似性，能够建立对比关系。 同位素测年

资料也表明粗碎屑岩的沉积时间为 １１５． ６ ～ １３７． ０
Ｍａ，对应时代为早白垩世。 综合古生物、锆石测年等

资料，厘定的粗碎屑岩的沉积年代为早白垩世。
５．２　 地质意义探讨

５．２．１　 粗碎屑岩地层底界的地质意义

前人研究表明，银额盆地只有少数凹陷有侏罗系

残余地层，如盆地西部的路井凹陷、盆地东南部的乌

力吉凹陷等［１０，１５］。 路井凹陷侏罗系岩性为灰色泥

岩、细砂岩、粉砂岩、含砾砂岩等的不等厚互层，指示

为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等环境的沉积产物，岩性

与上覆的下白垩统粗碎屑岩易于区分。 乌力吉凹陷

侏罗系岩性主要为灰绿色砂砾岩、灰色粗砂岩等粗粒

碎屑岩，粗碎屑岩与褐色泥岩不等厚互层，侏罗系粗

碎屑岩与上覆的下白垩统粗碎屑岩不整合接触，且与

下白垩统粗碎屑岩在沉积环境、发育规模等方面有巨

大的差别。 在沉积环境方面，侏罗系粗碎屑岩颜色普

遍为灰绿色、棕红色、褐色等，反映出氧化性沉积环

境，沉积相为冲积扇或三角洲；而下白垩统粗碎屑岩

以灰色、深灰色为主，反映出还原性沉积环境，粗碎屑

岩为水下扇、扇三角洲等的沉积产物。 在厚度方面，
侏罗系粗碎屑岩累计厚度小，且以薄层形式出现；而
下白垩统粗碎屑岩累计厚度和单层厚度均较大，甚至

为巨厚层。 对于这些有侏罗系残余地层的凹陷，下白

垩统粗碎屑岩不整合接触于下伏的侏罗系以砂砾岩

为主粗碎屑岩或以泥岩为主的粗细混层碎屑岩，这套

粗碎屑岩与侏罗系界面明显、易于识别，粗碎屑岩的

底界为中生界侏罗系和白垩系的地层划分界面。
除了少数有侏罗系地层残余的其他绝大部分凹

陷，粗碎屑岩均不整合接触于下伏的火山岩和变质岩

地层。 火山岩是火山作用时喷出地表的岩浆经冷凝、
成岩、压实等作用形成的岩石，火山岩上覆的下白垩

统粗碎屑岩与火山岩下伏地层在沉积年代上应存在

巨大的间隔，粗碎屑岩底界代表了一个较大的沉积间

断和较为重要的地层界面。 对于下白垩统粗碎屑岩

不整合接触于变质岩地层的区域，岩性的突变预示着

粗碎屑岩底界亦代表了一个较大的沉积间断和较为

重要的地层界面。 区域构造演化特征表明，上古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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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ＨＣ１ 井孢粉化石图版

１．Ｐｅｒｏｔｒｉｌｉｔｅｓ－周壁孢，３ ３５９ ｍ；２． Ｐｅｒｉｎｏ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周壁粉，３ １７５ ｍ；３． Ｄｅｎｓｏ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层环孢，３ ３５９ ｍ；４． Ｐａｌｅｏｃｏｎｉｆｅｒｕｓ－古松柏粉，３ １７５ ｍ；５． Ａｂｉ⁃
ｅｔｉｎｅａｅ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单束松粉，３ １７５ ｍ； ６． Ｐｅｒｉｎｏ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周壁粉，３ ３５９ ｍ；７． 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克拉梭粉，３ １７５ ｍ；８． Ｐｉｎｕｓ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双束松粉，３ １７５ ｍ；
９． Ａｂｉｅｓ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冷杉粉，３ １７５ ｍ；１０． Ｃｙｃａｄｏｐｉｔｅｓ－苏铁粉，３ １７５ ｍ；１１． Ｋｌａｕｓｉ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克氏粉，３ ３５９ ｍ；１２． Ｃｙｃａｄｏｐｉｔｅｓ－苏铁粉，３ ３５９ ｍ；１３． Ｃｌａｓ⁃
ｓｏｐｏｌｌｉｓ－克拉梭粉，３ ３５９ ｍ；１４． Ｃｏｒｄａｉｔｉｎａ－科达粉，３ ３５９ ｍ；１５． Ｇａｒｄｅｎａｓｐｏｒｉｔｅｓ－假二肋粉，３ ３５９ ｍ；１６． Ｔａｘｏｄｉａｃｅａｅ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杉科粉，３ １７５ ｍ；
１７． Ｐｒｏｔｏｐｉｎｕｓ－原始松粉，３ １７５ ｍ；１８． Ｐｉｃｅｉｔｅｓ－拟云杉粉，３ ３５９ ｍ；１９． Ｐｒｏｔｏｃｏｎｉｆｅｒｕｓ－原始松柏粉，３ １７５ ｍ

Ｆｉｇ．１０　 Ｐｏｌｌｅｎ ｆｏｓｓｉｌ ｐｌａｔｅ ｏｆ Ｗｅｌｌ ＨＣ１

（石炭系、二叠系等）沉积后，银额盆地经历了侏罗

纪—三叠纪强烈的构造运动，三叠纪和侏罗纪地层局

限沉积、零星分布，上古生界岩石发生了较强的变形

作用和变质作用［１０］。 对于这些凹陷，粗碎屑岩下伏

的火山岩和变质岩地层为上古生界，粗碎屑岩的底界

为白垩系与上古生界的地层划分界面。
　 　 综上所述，无论是有侏罗系残余地层的凹陷，还
是无侏罗系残余地层的凹陷，粗碎屑岩的底界均可作

为白垩系与其他地层划分的重要地层界面。
５．２．２　 粗碎屑岩对于盆地地层对比的意义

银额盆地研究程度低，虽然前人搭建了盆地的地

层格架，但对于地层的具体划分方案存在很大的争

议。 特别是对于下白垩统的底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

的认识，且存在巨大的差异。 有学者或研究机构认为

银额盆地是在古生代褶皱基底基础上发育起来的中

新生代沉积盆地，中生代沉积盆地形成于早白垩世，
固将变质岩层顶作为白垩系底界的划分依据［１１］。 这

种划分方案对于部分凹陷合理可行，但对于一些确实

存在着未变质上古生代地层的凹陷来说，这种划分方

案又似乎存在着不合理性。 卫平生等认为下白垩统

在盆地东部不整合于上石炭统阿木山组和华力西期、
印支期花岗岩体之上，在盆地西部不整合于中、下侏

罗统或三叠系之上沉积岩［２８］。 这种分区域的划分方

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具有复杂地层接触关系的白

垩系底界的划分难题，但银额盆地地质情况极其复

杂，这种划分方案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上古生代

侵入岩并非区域性分布，单个侵入岩体分布局限，且
在盆地东部和西部均有分布；其次，不仅仅盆地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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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侏罗系或三叠系残余地层，盆地东部的乌力吉凹陷

亦有侏罗系残余地层展布。
相似的沉积构造特征使得银额盆地各个凹陷下

白垩统粗碎屑岩广泛发育，且与下伏地层易于区分，
广泛发育的粗碎屑岩能够作为地层划分与对比的区

域性标志层，粗碎屑岩底界为中生界下白垩统的底

界。 粗碎屑岩作为区域性地层划分与对比标志层的

确定为银额盆地地层划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解决了

银额盆地中生界下白垩统底界划分依据不明确、划分

方案不统一等难题，对于银额盆地的地层研究有重要

的意义。
５．２．３　 粗碎屑岩对于盆地三叠纪—侏罗纪构造演化

特征研究意义

银额盆地三叠系和侏罗系普遍缺失，前人对这套

地层的研究较少。 对于地层的缺失原因有两种推测，
一种是沉积缺失，三叠系和侏罗系只是在盆地局部区

域沉积；另一种是前期接收沉积、后期遭受剥蚀。 这

两种推测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沉积构造演化模式，
地层缺失原因的不确定性势必导致前人对于三叠

纪—侏罗纪构造演化特征认识不尽相同［１１⁃１２］。 寻找

相关的证据是开展三叠纪—侏罗纪构造演化特征研

究的关键，而本研究或多或少能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

依据。
粗碎屑岩为凹陷形成初期的各种扇体沉积响应，

指示银额盆地绝大多数凹陷形成于早白垩世，这与张

代生等［１２］等认为银额盆地早白垩世为伸展裂谷发育

阶段的观点一致。 结合地层分布情况，银额盆地凸起

带出露的地层主要为石炭系和二叠系海相 ／海陆交亙

相地层［１０，１５］， 三叠系在露头区和盆内均零星发

育［６，１５］，侏罗系仅在居延海坳陷、尚丹坳陷等局限分

布［６，１０，１５］。 推测银额盆地三叠纪—侏罗纪经历了强

烈挤压的构造应力环境，三叠纪盆地整体抬升、沉积

地层零星发育；侏罗纪盆地在整体挤压隆升的环境下

局部沉降，以居延海坳陷、尚丹坳陷等为代表的少数

凹陷沉积了侏罗纪沉积地层。 这种构造演化模式能

从卢进才等［９］ 建立的银额盆地燕山期“张扭拉分—
隆升（局部沉降）—强烈挤压抬升—张扭拉分—挤压

推覆”的构造应力作用过程得以验证。 粗碎屑岩的

研究能为确定中生界凹陷的具体形成时期、研究地层

普遍缺失的三叠纪—侏罗纪这一时段的盆地构造演

化特征等提供依据，对于银额盆地原型盆地恢复的研

究意义重大。

６　 结论与认识

（１） 粗碎屑岩不仅广泛分布于银额盆地各个凹

陷，在同一凹陷的不同构造部位也广泛发育。 粗碎屑

岩以砂砾岩和砾岩为主，分选差、成分成熟度和结构

成熟度均较低、砾石颗粒磨圆度中等，反映粗碎屑岩

为近源快速堆积的沉积特点。
（２） 粗碎屑岩沉积建造模式可分为 ３ 类：火山岩

＋粗碎屑岩＋细碎屑、变质岩＋粗碎屑岩＋细碎屑岩和

细碎屑岩＋粗碎屑岩＋细碎屑岩。 粗碎屑岩为凹陷形

成初期各种扇体的沉积相应，缓坡带以扇三角洲沉积

为主，陡坡带以水下扇沉积为主，扇体呈现“持续退

积”的沉积特点，稳定的湖盆沉降和地层沉积速率形

成了银额盆地 “广泛发育、局部巨厚” 的粗碎屑岩

地层。
（３） 同位素测年厘定的粗碎屑岩的沉积时间为

１１５．６～１３７．０ Ｍａ，对应的时代为早白垩世。 粗碎屑岩

段的孢粉组合特征为 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ｎｉｆｅｒｕｓ⁃Ｐｅｒｉ⁃
ｎｏ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介形虫化石主要有单肋女星介、圆星介、
狼星介等，古生物化石特征与前人建立的银额盆地及

其周缘地区早白垩世化石特征相似，粗碎屑岩沉积年

代应为早白垩世。
（４） 粗碎屑岩作为下白垩统底界划分的区域性

标志层的确定，解决了银额盆地中生界下白垩统底界

划分依据不明确、划分方案不统一等难题，对于银额

盆地的地层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粗碎屑岩的研究能

为确定中生界凹陷的具体形成时期、研究地层普遍缺

失的三叠纪—侏罗纪这一时段的盆地构造演化特征

等提供依据，对于银额盆地原型盆地恢复的研究意义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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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系油气地质条件研究之三［ Ｊ］ ． 地质通报，２０１１，３０（６）：
８３８⁃８４９． ［ Ｌｕ Ｊｉｎｃａｉ， Ｃｈｅｎ Ｇａｏｃｈａｏ， Ｗｅｉ Ｘｉａｎ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ｐ ｒｏｃｋ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Ｐｅｒｍｉａｎ ｉｎ Ｅｊ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ｉｃｉｎｉ⁃
ｔｉｅ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Ｐｅｒｍｉａｎ ｐｅ⁃
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 ｐａｒｔ ３） ［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 ３０（６）： ８３８⁃８４９．］

［１０］ 　 黄航． 银额盆地上古生界构造格架及区域演化特征分析：以居

延海坳陷为例［Ｄ］． 武汉：长江大学，２０１３． ［Ｈｕａｎｇ Ｈａｎｇ． Ｔｅｃ⁃
ｔｏｎ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ａｅｏｚｏｉｃ ｉｎ Ｙｉｎ⁃Ｅ Ｂａｓｉ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Ｊｕ Ｙａｎｈａｉ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 Ｗｕｈａ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３．］

［１１］ 　 刘春燕，林畅松，吴茂炳，等． 银根—额济纳旗中生代盆地构造

演化及油气勘探前景［ Ｊ］ ． 中国地质，２００６，３３（６）：１３２８⁃１３３５．
［Ｌｉｕ Ｃｈｕｎｙａｎ， Ｌ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ｏｎｇ， Ｗｕ Ｍａｏｂ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Ｉｎｇｇｅｎ⁃Ｅｊｉｎ Ｑｉ Ｂａ⁃

ｓ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６， ３３（６）： １３２８⁃
１３３５．］

［１２］ 　 张代生． 银根—额济纳旗盆地油气地质条件与勘探方向［ Ｊ］ ．
吐哈油气，２００２，７（１）：５⁃１０． ［ Ｚｈａｎｇ Ｄａｉｓｈｅｎｇ． Ｔｈ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Ｙｉｎｇｅｎ⁃Ｅｊｉｎａｑｉ Ｂａ⁃
ｓｉｎ［Ｊ］ ． Ｔｕｈａ Ｏｉｌ ＆ Ｇａｓ， ２００２， ７（１）： ５⁃１０．］

［１３］ 　 钟福平，钟建华，王毅，等． 银根—额济纳旗盆地苏红图坳陷早

白垩世火山岩地球化学特征与成因［ Ｊ］ ． 矿物学报，２０１４，３４
（１）：１０７⁃１１６． ［ Ｚｈｏｎｇ Ｆｕｐ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 Ｊｉａｎｈｕａ， Ｗａｎｇ Ｙｉ， ｅｔ ａｌ．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Ｓｕｈｏｎｇｔｕ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Ａｃｔａ
Ｍｉ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４， ３４（１）： １０７⁃１１６．］

［１４］ 　 郝银全，林卫东，董伟宏，等． 银额盆地与二连盆地成藏条件对

比及有利勘探区带［ Ｊ］ ． 新疆石油地质，２００６，２７（６）：６６４⁃６６６．
［Ｈａｏ Ｙｉｎｑｕａｎ， Ｌｉｎ Ｗｅｉｄｏｎｇ， Ｄｏｎｇ Ｗｅｉ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Ｙｉｎ′ｅ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Ｅｒｌｉａｎ Ｂａ⁃
ｓｉ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ｚｏｎｅｓ［Ｊ］ ．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Ｐｅｔｒｏ⁃
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２７（６）： ６６４⁃６６６．］

［１５］ 　 荆国强． 银根—额济纳旗地区晚古生代盆地形成与演化研究

［Ｄ］． 西安：长安大学，２０１０． ［Ｊｉｎｇ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Ｎｅｏ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ｉ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Ｙｉｎ’ｇｅｎ⁃
Ｅｊｉ’ｎａｑｉ［Ｄ］． Ｘ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０．］

［１６］ 　 Ｈｏｒｔｏｎ Ｂ Ｋ， Ｙｉｎ Ａ， Ｓｐｕｒｌｉｎ Ｍ Ｓ， ｅｔ ａｌ． Ｐａｌｅｏｃｅｎｅ – Ｅｏｃｅｎｅ ｓｙ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ｒｒｏｗ，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ａｓｉｎ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ｉｂｅｔ［Ｊ］ ． ＧＳ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２， １１４（７）： ７７１⁃７８６．

［１７］ 　 范迎风． 查干凹陷沉积与储层特征研究［Ｄ］． 北京：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２００６． ［ Ｆａｎ Ｙｉｎｇｆｅ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ａｇａ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０６．］

［１８］ 　 刘招君． 湖泊水下扇沉积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伊通盆地莫里青

断陷双阳组为例［ Ｊ］ ． 沉积学报，２００３，２１（１）：１４８⁃１５４． ［ Ｌｉｕ
Ｚｈａｏｊｕｎ． Ｓｕｂａｑｕｅｏｕｓ ｆａ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ｌｉｑ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Ｙｉｔ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 ［ Ｊ ］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３， ２１（１）： １４８⁃１５４．］

［１９］ 　 刘家铎，田景春，何建军，等． 近岸水下扇沉积微相及储层的控

制因素研究：以沾化凹陷罗家鼻状构造沙四段为例［ Ｊ］ ． 成都

理工学院学报，１９９９，２６（４）：３６５⁃３６９． ［ Ｌｉｕ Ｊｉａｄｕｏ， Ｔｉａｎ Ｊｉｎｇ⁃
ｃｈｕｎ， Ｈｅ Ｊｉａｎ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 ｓｕｂａｑｕｅｏｕｓ ｆａ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ｕｏｊｉａ
Ｎｏｓｅ， Ｚｈａｎｈｕ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９， ２６（４）： ３６５⁃３６９．］

［２０］ 　 吴元保，郑永飞． 锆石成因矿物学研究及其对 Ｕ⁃Ｐｂ 年龄解释

的制约［ Ｊ］ ． 科学通报，２００４，４９（１６）：１５８９⁃１６０４． ［Ｗｕ Ｙｕａｎ⁃
ｂａｏ， Ｚｈｅｎｇ Ｙｏｎｇｆｅ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ｚｉｒｃ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Ｐｂ ａｇｅ［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４， ４９（１６）： １５８９⁃１６０４．］

［２１］ 　 王磊，杨建国，王小红，等． 甘肃北山大山头南基性—超基性杂

岩体 ＳＨＲＩＭＰ 锆石 Ｕ⁃Ｐｂ 定年及其地质意义［ Ｊ］ ． 岩石矿物学

杂志，２０１５，３４（ ５）：６９７⁃７０９． ［Ｗａｎｇ Ｌｅｉ， 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ｕｏ， Ｗ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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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Ｚｉｒｃｏｎ ＳＨＲＩＭＰ Ｕ⁃Ｐｂ ａｇｅ ｏｆ Ｄａｓｈａｎｔｏｕｎａｎ ｂａｓｉｃ⁃
ｕｌｔｒａｂａｓｉｃ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Ｊ］ ．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ｅ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 ２０１５， ３４（５）： ６９７⁃
７０９．］

［２２］ 　 冯乔，秦宇，付锁堂，等． 柴达木盆地北缘乌兰县牦牛山组碎屑

锆石 Ｕ⁃Ｐｂ 定年及其地质意义［ Ｊ］ ． 沉积学报，２０１５，３３（３）：
４８６⁃４９９． ［Ｆｅｎｇ Ｑｉａｏ， Ｑｉｎ Ｙｕ， Ｆｕ Ｓｕｏ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Ｕ⁃Ｐ ａｇｅ ｏｆ ｄｅ⁃
ｔｒｉｔａｌ ｚｉｒｃ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ｏｎｉｕｓｈａｎ 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ｌ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５， ３３（３）： ４８６⁃４９９．］

［２３］ 　 Ｄｈｕｉｍｅ Ｂ， Ｄｅｌｐｈｉｎｅ Ｂ， Ｂｒｕｇｕｉｅｒ Ｏ， ｅｔ ａｌ． Ａｇｅ，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ｏｖｅｒ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ｄｅｔｒｉｔａｌ ｚｉｒｃ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ｈｏｒｓｔ Ｌ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ＮＥ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Ａ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Ｓ
ｓｔｕｄｙ［Ｊ］ ．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７， １５５（１ ／ ２）： ２４⁃４６．

［２４］ 　 Ｚｈｏｕ Ｚ Ｈ， Ｌｉ Ｂ Ｙ， Ｗａｎｇ Ａ Ｓ， ｅｔ ａｌ． Ｚｉｒｃｏｎ ＳＨＲＩＭＰ Ｕ⁃Ｐｂ 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ｔｅ Ｖａｒｉｓｃａｎ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ｉｔｏｎｇｓｈａｎ Ｃｏｐｐｅ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ｎｄ Ｌａｍａｈａｎｓｈａｎ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Ｓｉｌ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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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ｒ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ｓｔｒａｔａ．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ｏ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ｓａｇ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ｅｒａ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ｔｏ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ｉｔｈ⁃
ｏｕｔ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ａｒｓｅ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ｇ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Ｙｉｎｇｅｎ⁃Ｅｊ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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