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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中南部博山地区上古生界沉积相与沉积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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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浅层油气勘探进入中高成熟阶段，华北地区上古生界已成为油气勘探和储量接替的重要领域，对上古生界沉积

相类型及沉积演化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油气勘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以沉积学理论为指导，以华北中南部淄博博山上古生

界露头剖面为基础，通过详细踏勘实测，识别其发育的沉积相类型与沉积序列，明确其沉积演化过程。 研究结果表明：淄博博山

地区上古生界自下而上可分为本溪组、太原组、山西组、下石盒子组、上石盒子组和石千峰组，共识别出障壁海岸、潮流、碳酸盐台

地、三角洲和曲流河 ５ 种沉积相及 ８ 种典型沉积序列；本溪组—太原组发育障壁海岸相和碳酸盐台地相，山西组发育三角洲相，
下石盒子组—石千峰组发育河流相和潮流相；研究区上古生界经历了由障壁海岸—台地复合沉积体系过渡为三角洲相，最终转

变为河流相的沉积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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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渤海湾盆地是我国重要的含油气盆地，赋存着丰

富的油气资源［１⁃２］。 随着勘探的深入推进，盆地内中

浅层已整体处于勘探程度较高的精细勘探阶段［３⁃８］，
而深层勘探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勘探程度较低。 “十
二五”以来，渤海湾盆地深层上古生界陆续取得油气

勘探的重大发现，黄骅坳陷港古 １６１０２ 井和港古

１５０７ 井于石炭系太原组中获工业油流，济阳坳陷花

古斜 １０１ 井和花古 １０２ 井于二叠系上石盒子组获工

业油流［９］，东濮凹陷胡古 ２ 井于二叠系上石盒子组和

石千峰组获工业气流［１０⁃１１］，显示出深层上古生界具

有重大的勘探潜力，其已成为东部成熟探区储量接替

的现实领域。 随着上古生界勘探的推进，对于上古生

界沉积相类型及演化认识不清等问题逐渐凸显，严重

制约着勘探开发工作的深入。 本文结合区域地质背

景，对华北中南部的淄博博山上古生界露头剖面进行

观察实测，厘定其发育的沉积相类型，识别相应的沉

积序列，明确其沉积演化过程，以期对盆内上古生界

油气的勘探开发提供一定的借鉴。

１　 区域地质背景

淄博博山上古生界露头剖面位于淄博市博山区

大奎山一带，构造单元上属于鲁西隆起区（图 １）。 该

剖面地层发育完整、连续性较好、构造简单、顶底界限

清楚，是渤海湾盆地周缘上古生界的典型剖面，为本

次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通过对

露头的实测，岩性、岩性组合及标志层的识别，结合前

人研究成果，自下而上将本地区上古生界分为本溪

组、太原组、山西组、下石盒子组、上石盒子组和石千

峰组，其中上石盒子组又可分为 ３ 段，自下而上依次

为万山段、奎山段和孝妇河段（图 ２）。

２　 沉积特征

２．１　 本溪组沉积特征

本溪组为自奥陶系顶部不整合面至晋祠砂岩底

面之间的所有岩层。 底部为风化作用形成的鸡窝状

褐铁矿与铝土矿（图 ３ａ，ｂ），向上变为泥岩与灰岩互

层夹煤线。 本溪组沉积期，区内发生多次海侵活动，
发育了以徐家庄灰岩为代表的台地相沉积；在海侵活

动间歇期，发育障壁海岸相沉积。
２．１．１　 障壁海岸相

本溪组中障壁海岸相以潮坪相为主，可以细分为

泥坪和混合坪。
泥坪相主要发育灰褐色、褐灰色泥岩，其中夹有

泥质粉砂岩透镜体，透镜体厚度一般在 １ ｃｍ 左右，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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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淄博博山上古生界剖面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ｉｂｏ Ｂｏｓｈａｎ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

向延伸距离一般不超过 １．５ ｍ（图 ３ｃ）。 整体发育透

镜状层理，泥岩中见水平层理（图 ３ｃ），局部可见生物

钻孔和泥裂。 在陆源碎屑输入较少的局部地区，可以

形成泥炭堆积，最终形成薄煤层（图 ３ｄ）。
混合坪主要发育不等厚互层状的灰白色泥岩与泥

质粉砂岩，泥岩和粉砂岩单层厚度在 ２～３ ｃｍ 左右，横
向延伸距离一般不超过 １ ｍ，整体发育有波状层理，泥
岩中可见水平层理（图 ３ｅ），生物扰动构造发育。
２．１．２　 碳酸盐台地相

包括局限台地相和开阔台地相，其中草埠沟灰岩

和南定灰岩形成于局限台地相，徐家庄灰岩形成于开

阔台地相。
局限台地相主要发育泥晶灰岩，可见长条状、针

状石膏假晶（图 ３ｆ），说明其沉积期古盐度较高，含少

量生物碎屑（图 ３ｇ），发育波状层理（图 ３ｈ）。
开阔台地相主要发育生物碎屑灰岩，含有腕足、

海百合茎、有孔虫和珊瑚等海相动物化石（图 ３ｉ），其
中小有孔虫发育 Ｂｒａｄｙｉｎａ⁃Ｐｌｅｃｔｏｇｙｒａ 组合，主要属种

包括 Ｂｒａｄｙｉｎａｐａｕｃｉｓｅｐｔａｔａ，Ｂｒａｄｙｉｎａｔａｒａｓｓｏｖｉ，Ｐｌｅｃｔｏｇｙ⁃
ｒａｂａｓｃｈｋｉｒｉｃａ， Ｎｏｄｏｓａｒｉａｎｅｔｃｈａｊｅｗｓ， Ｐｓｅｕｄｏ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ｎｓｐ．
等分子［１２］。 灰岩中可见大量燧石条带与结核，燧石

中未见放射虫与海绵骨针，其中包裹有碳酸盐颗粒

（图 ３ｊ），说明其为原生化学沉淀成因［１３］。 受风暴作

用的影响，开阔台地相灰岩广泛发育有底面侵蚀构造

（图 ３ｋ），但由于本区台地相发育在陆表海背景下，海
底平坦开阔，坡度极缓［１４］，水体较浅，造成风暴沉积

的其他典型标志难以保存。
２．２　 太原组沉积特征

太原组包括由晋祠砂岩底面至北岔沟砂岩底面

之间的所有岩层，整体岩性为砂泥岩互层夹薄层灰岩

和煤层。 太原组沉积期本区发育障壁海岸相和碳酸

盐台地相。
２．２．１　 障壁海岸相

太原组中障壁海岸相可以细分为潮坪相、潮道

相、潟湖相和障壁岛相。
（１） 潮坪相

包括泥坪、混合坪和砂坪。
泥坪相主要发育呈薄互层的浅灰色泥岩与黄灰

色粉砂质泥岩，发育水平层理和潮汐韵律层理（图
４ａ），泥岩单层厚度在 ２～４ ｃｍ 左右，反映了沉积期水

体深度与水动力条件频繁变化。 局部可见生物钻孔

和同生钙质结核（图 ４ｂ），在陆源碎屑物质输入贫乏

的情况下，泥坪中植被发育形成泥炭堆积，最终形成

煤层（图 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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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淄博博山上古生界剖面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Ｚｉｂｏ Ｂｏｓｈａ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混合坪相主要表现为细砂岩与粉砂质泥岩呈不

等厚互层状，砂岩单层厚度在 ２ ～ ８ ｃｍ 左右，泥岩单

层厚度在 ２～ ５ ｃｍ 左右，整体发育有潮汐韵律层理，
泥岩中可见水平层理（图 ４ｄ）。

砂坪相主要发育细砂岩夹薄层的粉砂岩，砂岩单

层厚度在 ３～５ ｃｍ 左右，粉砂岩单层厚度在 １ ～ ２ ｃｍ
左右，发育低角度的楔状层理和脉状层理（图 ４ｅ），可
见植物化石碎片和碳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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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本溪组风化壳、潮坪相与台地相

ａ．本溪组底部鸡窝状褐铁矿；ｂ．本溪组底部紫红色铝土矿；ｃ．泥坪中发育透镜状层理；ｄ．泥坪相中发育的薄煤层；ｅ．混合坪中发育透镜状层

理；ｆ．泥晶灰岩中针状石膏假晶；ｇ．泥晶灰岩中的海百合茎；ｈ．局限台地相灰岩中发育波状层理；ｉ．开阔台地相生物碎屑灰岩；ｊ．燧石结核中

节理发育，包裹碳酸盐颗粒；ｋ．风暴沉积底部侵蚀面

Ｆｉｇ．３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ｃｒｕｓｔ， ｔｉｄａｌ ｆｌａｔ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ｅｎ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泥坪、混合坪和砂坪在剖面上常紧密共生，其组

合常具有一定的规律，剖面上可见由泥坪向上过渡为

混合坪和砂坪的沉积组合（图 ４ｆ）。
（２） 潮道相

潮道为涨潮和退潮的通道，水动力条件较强，发
育双向交错层理、板状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图 ４ｇ，
ｈ），岩性以中粗砂岩为主，其中可见植物印模化石和

茎干化石（图 ４ｉ，ｊ）；常发育在潟湖相之上，并冲刷下

伏地层（图 ４ｋ），可见冲刷潟湖相泥岩后卷携形成的

泥砾（图 ４ｌ），局部可见呈透镜状分布的滞留砾石层

（图 ４ｍ）；砂体在剖面上呈顶平底凸的透镜状 （图

４ｎ），可见若干个向上变细的潮道砂体垂向叠置，其
间可发育有泥质夹层（图 ４ｏ）。
　 　 （３） 潟湖相

主要发育深灰色、灰黑色泥岩，水平层理发育

（图 ５ａ），偶见生物潜穴，有时可见大量菱铁质结核，

直径一般在 ５～８ ｃｍ，最大可达 １０ ｃｍ 以上，结核发育

的层段可见其呈似层状产出（图 ５ｂ）。 随着潟湖的淤

浅作用，其顶部有时发育煤层。
（４） 障壁岛相

岩性以中细粒石英砂岩为主，成分成熟度和结构

成熟度均较高，发育低角度的楔状层理和板状交错层

理，常表现为向上变粗的沉积序列，底部为深灰色泥

岩，向上逐渐由砂岩占优势的砂泥互层过渡为较为纯

净的石英砂岩。 障壁岛相常与岛后泥坪伴生，在剖面

上表现为障壁岛砂岩顶部常发育有灰色泥岩和薄煤

层（图 ５ｃ）。
２．２．２　 碳酸盐台地相

主要发育生物碎屑灰岩，厚度一般不超过 １．５ ｍ。
自下而上发育四层灰岩，各层灰岩中发育的生物类型

与丰度不尽相同。 四灰中以含 为主，海百合茎次

之，小有孔虫主要发育 Ｐａｌａｅｏｔｅｘｔｕｌａｒｉａ，Ｔｅｔｒａｔａｘｉｓ，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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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太原组潮坪相与潮道相沉积特征

ａ．泥坪相潮汐韵律层理；ｂ．泥坪相中同生钙质结核；ｃ．泥坪中发育的煤层；ｄ．混合坪相砂泥互层潮汐韵律层理；ｅ．砂坪相中脉状层理；ｆ．泥
坪、混合坪和砂坪的沉积组合；ｇ 潮道相砂体中发育板状交错层理；ｈ．潮道相砂体中发育平行层理；ｉ．潮道相砂体底部植物叶片印模；ｊ．潮
道相砂体中植物茎干化石；ｋ．潮道相砂体冲刷下伏潟湖相泥岩；ｌ．潮道相砂体中泥砾；ｍ．潮道相砂体底部砾石层；ｎ．透镜状潮道砂体；ｏ．多
期叠置潮道砂体之间泥质夹层

Ｆｉｇ．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ｉｄａｌ ｆｌａｔ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ｉｄ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ｏｓａｒｉａ 三属［１２］；三灰中以富含海百合茎为特色（图
５ｄ），其次为 类和珊瑚；二灰中海百合茎相对三灰

中减少（图 ５ｅ）；一灰中富含腕足动物化石（图 ５ｆ），珊
瑚次之，腕足动物中以长身贝为最多［１５］。 台地相灰

岩常作为煤层的直接顶板，即“灰岩压煤”现象，代表

了突发性的海侵作用［１６］。
２．３　 山西组沉积特征

山西组包括自北岔沟砂岩底面至骆驼脖子砂岩

底面之间的所有岩层，岩性发育砂泥岩互层夹薄煤

层。 山西组沉积期区内发育三角洲相，以三角洲前缘

和三角洲平原为主。
２．３．１　 三角洲前缘

包括水下分流河道和分流间湾，由于山西组三角

洲发育在陆表海的背景下，水体较浅，可容纳空间较

小，河道不能持续性发育，改道频繁，造成河口坝不发

育。 水下分流河道岩性以中细砂岩为主，发育砂纹交

错层理（图 ６ａ），分流间湾以深灰色泥岩为主，可见植

物碳屑（图 ６ｂ）。
２．３．２　 三角洲平原

包括分流河道和分流河道间，分流河道岩性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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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太原组潟湖相与台地相岩性与沉积特征

ａ．潟湖相灰黑色泥岩；ｂ．潟湖相泥岩中夹菱铁矿结核；ｃ．障壁岛砂岩与岛后泥坪；ｄ．三灰中富含海百合茎；ｅ．二灰中海百合茎化石；
ｆ．一灰中腕足动物化石

Ｆｉｇ．５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ｇｏｏｎ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砂岩为主，对下伏地层有较强的冲刷作用，可见冲刷

后卷携的泥砾（图 ６ｃ），发育板状交错层理和槽状交

错层理（图 ６ｄ，ｅ）。 分流河道间包括天然堤、泛滥平

原、漫滩湖泊、漫滩沼泽，天然堤主要发育薄层砂泥岩

互层，单层厚度在 １５ ｃｍ 左右（图 ６ｆ），反映洪泛期和

平水期的交替沉积作用，砂岩中前积作用发育，可见

下切型板状交错层理；泛滥平原主要发育浅黄褐色泥

岩、粉砂质泥岩和粉砂岩（图 ６ｇ），可见植物叶片化石

（图 ６ｈ）；漫滩湖泊主要发育灰色、深灰色泥岩（图

６ｇ），偶见动植物化石；漫滩沼泽主要发育煤层，受陆

源碎屑物质输入的影响，泥炭的发育常遭到中断，造
成煤层和泛滥平原泥岩在垂向上频繁互层（图 ６ｉ）。
２．４　 下石盒子组沉积特征

下石盒子组包括自骆驼脖子砂岩底面 Ｂ 层铝土

矿顶面之间的所有岩层，岩性以砂泥岩互层为主，发
育 Ａｐｉｃｕｌ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ｓ⁃Ｇｕｌ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ｏｓｐｏｒｉｔｅｓ 孢 粉 组

合，说明其沉积时为温暖半潮湿气候［１７］。 下石盒子

组沉积期，区内主要发育曲流河相，主要包括河床、堤

图 ６　 山西组三角洲相岩性与沉积特征

ａ．水下分流河道中砂纹交错层理；ｂ．分流间湾深灰色泥岩；ｃ．分流河道中含泥砾；ｄ．分流河道发育板状交错层理；ｅ．分流河道

中发育槽状交错层理；ｆ．天然堤中砂泥岩薄互层；ｇ．泛滥平原浅黄褐色泥岩与漫滩湖泊深灰色泥岩；ｈ．泛滥平原泥岩中含植

物化石；ｉ．泛滥平原与漫滩沼泽交替发育

Ｆｉｇ．６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ｌｔａ 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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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和泛滥平原亚相。
２．４．１　 河床

河床主要发育多层叠置的厚层砂岩（图 ７ａ），岩
性以中粗砂岩为主，局部含砾（图 ７ｂ），发育板状交错

层理和槽状交错层理（图 ７ｃ），底部发育冲刷面（图
７ｄ），偶见泥砾和煤屑（图 ７ｅ），可见洪水期搬运至河

道底部后于平水期或间洪期再次淘洗后形成的透镜

状滞留砾石层（图 ７ｆ）。
２．４．２　 堤岸

堤岸相包括天然堤和决口扇，天然堤发育薄层砂

岩与泥岩频繁互层，砂岩与泥岩单层厚度在 ３ ｃｍ 左

右（图 ７ｇ）；决口扇岩性以中细砂岩为主，底部发育有

冲刷面，冲刷面之上见泥砾，剖面上决口扇砂体呈透

镜状，粒度呈下细上粗的反序结构（图 ７ｇ），发育小型

砂纹交错层理和爬升层理。
２．４．３　 泛滥平原

泛滥平原主要发育黄灰色泥岩（图 ７ｈ），在下石

盒子组顶部可见紫红色、杂色铝土质泥岩（图 ７ｉ）。
２．５　 上石盒子组沉积特征

上石盒子组包括自 Ｂ 层铝土矿顶面至 Ｋ８ 砂岩

底面之间的所有岩层，自下而上可以分为万山段、奎
山段和孝妇河段，万山段自 Ｂ 层铝土矿顶面至奎山

砂岩底面，奎山段包括奎山砂岩及其间所夹的泥岩，
孝妇河段自奎山砂岩顶面至 Ｋ８ 砂岩底面。 万山段

和奎山段发育 Ｐａｔｅｌｌ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ｅｎｓｏｓｐｏｒｉｔｅｓ⁃Ｆｌｏｒｉｎｉｔｅｓ 孢粉

组合，孝妇河段发育 Ａｎａｐｉｃｕｌａｔｉｓｐｏｒｉｔｅｓ⁃Ｃｏｒｄａｉｔｉｎａ 孢

粉组合，说明上石盒子组沉积时属于干旱气候［１７］。
万山段和孝妇河段主要发育曲流河，奎山段发育潮流

沉积，包括潮道和潮道间。
２．５．１　 曲流河

上石盒子组曲流河相主要发育河床、堤岸和泛滥

平原亚相，河床岩性以中砂岩为主，发育板状交错层

理和槽状交错层理 （图 ８ａ），底部发育冲刷面 （图

８ｂ）。 在曲流河凹岸一侧河床以多层薄层砂岩叠置

为特点，单层砂岩厚度在 ２０ ～ ４０ ｃｍ 左右，砂岩之间

发育侧积泥（图 ８ｃ），砂岩中发育的层理规模较小；在
曲流河凸岸一侧河床发育多层砂岩叠置而成的厚层

砂体（图 ８ｄ），层理规模较大，堤岸亚相主要发育天然

堤，表现为砂泥岩频繁薄互层，砂泥岩单层厚度一般

不超过 １０ ｃｍ（图 ８ｅ），砂岩中小型砂纹层理较为发

育，泛滥平原主要发育黄灰色、紫红色泥岩，夹薄层的

粉砂岩（图 ８ｆ）。
２．５．２　 潮流沉积

传统认为奎山段形成于内陆河流相，但是苗耀

等［１８］通过对济阳坳陷曲古 ２ 井和曲古 ３ 井上古生界

泥岩进行 Ｓｒ ／ Ｂａ 比分析发现，该段内的 Ｓｒ ／ Ｂａ 比出现

异常高值点（图 ９），可能暗示着此时有海侵作用发

生。 李增学等［１９］在奎山砂岩的中上部发现低角度的

图 ７　 下石盒子组岩性与沉积特征

ａ．多期河道叠置厚层砂岩；ｂ．河床相含砾粗砂岩；ｃ．河道砂岩中发育槽状交错层理；ｄ．河道砂体底部发育冲刷面；ｅ．河道砂体中含

煤屑和泥砾；ｆ．河道砂体中滞留沉积砾岩；ｇ．天然堤与决口扇沉积特征；ｈ．泛滥平原相黄灰色泥岩；ｉ．下石盒子组顶部杂色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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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上石盒子组岩性与沉积特征

ａ．曲流河相河床发育槽状交错层理；ｂ．曲流河河床砂岩底部发育冲刷面；ｃ．曲流河凹岸薄层砂岩夹侧积泥；ｄ．曲流河凸岸厚层砂岩；ｅ 曲流

河天然堤砂泥岩薄互层；ｆ．曲流河泛滥平原黄灰色与红色泥岩；ｇ．奎山段潮道相石英砂岩；ｈ．潮道发育槽状交错层理；ｉ．潮道中发育板状交

错层理；ｊ．潮道中发育平行层理；ｋ．潮道中发育低角度楔状层理

Ｆｉｇ．８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Ｓｈｉｈｅｚ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冲洗层理和海绿石，且海绿石元素成分与海相海绿石

相似；通过对相邻地区的单县 ＺＫＭ１ 井钻井取芯的奎

山砂岩中填隙物进行微量元素分析可知，其 Ｂ 含量

和 Ｂ ／ Ｇａ 比均具有海相沉积的特征。 上石盒子组形

成于干旱的环境背景下［１７］，万山段和孝妇河段的泥

岩均呈干旱背景下的氧化色，而奎山段中发育的泥岩

在露头及济阳坳陷井下均呈灰色、灰白色等还原色

（图 １０）。 综合认为奎山段形成于在海侵背景下的潮

流沉积，包括潮道和潮道间。 本区发育的潮道属于四

种潮道成因类型中的滩面水流冲刷型［２０］，成分成熟

度较高，岩性以石英砂岩为主（图 ８ｇ），发育的层理类

型多样，除反映强水动力条件水道沉积的块状层理、
槽状交错层理（图 ８ｈ）、板状交错层理（图 ８ｉ）和平行

层理（图 ８ｊ）外，还在沉积序列顶部发育有滩面水流

冲刷形成的低角度楔状层理（图 ８ｋ）。 潮道间为低能

环境，主要发育灰色、灰白色泥岩。

２．６　 石千峰组沉积特征

石千峰组包括自 Ｋ８ 砂岩底面至孙家沟组底面

之间的所有岩层。 石千峰组沉积期，受巨型季风气候

的影响，气候愈发干旱［２１］，阵发性降水作用发育，区
内主要发育阵发性曲流河相。 河床亚相中可见阵发

性洪水期沉积的透镜状滞留沉积砾石层（图 １１ａ），洪
水的接力搬运作用可将粗粒物质搬运至盆地腹地［２２］，
可见大型板状交错层理和槽状交错层理（图 １１ｂ，ｃ），
细层底部常含砾，表明阵发性水流具有较强的搬运能

力。 堤岸相主要发育细砂岩与泥岩薄互层（图 １１ｄ），
砂岩中可见板状交错层理（图 １１ｅ），泛滥平原相主要

发育砖红色、黄灰色泥岩（图 １１ｆ）。
２．７　 沉积序列特征

通过本次研究工作，共识别出 ８ 种典型的沉积序

列。 太原组中发育三种海进沉积序列和一种海退沉

积序列，海进沉积序列一以潮坪相为主，垂向表现为

８３７ 　 沉　 积　 学　 报　 　 　 　 　 　 　 　 　 　 　 　 　 　 　 　 　 　 　 第 ３６ 卷　



从泥坪向混合坪和砂坪的演变，表明一种潮坪背景下

的渐进性海进作用（图 １２ａ）；海进沉积序列二在垂向

上表现为由底部的泥坪向上过渡为潟湖相，顶部发育

潮道相，表明一种潟湖背景下的渐进性海进作用（图

１２ｂ）；海进沉积序列三下部发育泥坪相，可见煤层，
上部发育台地相灰岩，灰岩常直接覆盖在煤层之上，
表明一种突发性的海进作用（图 １２ｃ）；海退沉积序列

由底部的障壁岛向上依次过渡为岛后泥坪、潟湖和泥

图 ９　 济阳坳陷上古生界泥岩 Ｓｒ ／ Ｂａ 比值变化图［１６］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ｒ ／ Ｂａ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ｍｕｄ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图 １０　 济阳坳陷奎山段暗色泥岩

ａ．花古 １０２ 井奎山段暗色泥岩；ｂ．王古 ２ 井奎山段暗色泥岩

Ｆｉｇ．１０　 Ｄａｒｋ ｍｕｄ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Ｋｕｉｓｈ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图 １１　 石千峰组岩性与沉积特征

ａ．河床底部透镜状滞留沉积砾岩；ｂ．河床相中发育大型板状交错层理；ｃ．大型槽状交错层理，细层底部含砾；ｄ．天然堤

砂泥岩薄互层；ｅ．天然堤薄层砂岩中发育板状交错层理；ｆ．泛滥平原砖红色与灰黄色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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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淄博博山上古生界剖面典型沉积序列

ａ．泥坪—混合坪—砂坪海进沉积序列；ｂ．泥坪—潟湖—潮道海进沉积序列；ｃ．泥坪—台地海进沉积序列；ｄ．障壁岛—岛后泥坪—潟湖—泥坪

海退沉积序列；ｅ．三角洲进积沉积序列；ｆ． 曲流河凹岸沉积序列；ｇ．曲流河凸岸沉积序列；ｈ．潮道沉积序列

Ｆｉｇ．１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Ｚｉｂｏ， Ｂｏｓｈａｎ

坪，代表障壁岛—潟湖背景下的海退作用（图 １２ｄ）。
山西组中发育由三角洲前缘的分流间湾和水下分流河

道向上转变为三角洲平原的分流河道和分流河道间的

沉积序列，为三角洲进积沉积序列（图 １２ｅ）。 上石盒

子组曲流河凹岸一侧发育由底部的河道相薄层砂岩夹

侧积泥向上演变为天然堤和泛滥平原（图 １２ｆ）；凸岸一

侧发育由底部的厚层叠置河道相砂岩向上演变为堤岸

相的天然堤和决口扇，顶部发育泛滥平原相（图 １２ｇ）；
两种沉积序列均代表曲流河的典型的“二元结构”。 上

石盒子组潮道相中沉积序列由多期叠置的厚层砂岩组

成，层理类型由底部的块状层理向上变为槽状交错层

理和平行层理，顶部发育楔状层理（图 １２ｈ）。

３　 沉积演化

经历了中奥陶世至早石炭世长期隆起剥蚀之后，
华北板块主体发生沉降接受沉积。 晚石炭世本溪组

沉积期，海水由盆地东北部向盆内侵漫［１４］，发育了受

限陆表海，在研究区内风化古地形之上形成了碳酸盐

台地相与潮坪相交替发育的沉积格局，受盆地北部物

源区隆升速率的影响，研究区内砂坪相不发育，仅发

育沉积物粒度较细的泥坪和混合坪相。 晚石炭世—
早二叠世太原组沉积期，北部物源区进一步抬升，盆
地格局由南隆北倾转变为北隆南倾［２３］，海水由盆地

东南部向盆内侵漫［１４］，受限陆表海继续发育，在本溪

组填平补齐的基础之上，发育了障壁海岸相和碳酸盐

台地相沉积，此时陆源碎屑物质供给充足，障壁海岸

相中砂体类型多样，潮坪相、潮道相和障壁岛相砂体

均有发育，在障壁海岸相为主体的背景下，发育了四

期碳酸盐台地相沉积，形成了薄层生物碎屑灰岩。 早

二叠世山西组沉积期，海水大幅南退，盆地进入残余

陆表海发育阶段，研究区内发育以三角洲相为主的含

煤碎屑岩系，砂体类型以分流河道和水下分流河道为

主。 中二叠世下石盒子组沉积期，盆地北部构造隆升

作用加剧，盆地进入近海内陆坳陷发育阶段，研究区

内由沉积相类型由过渡相转化为曲流河相，气候向半

干旱—干旱转变，发育了以黄灰色为主的碎屑岩系，
下部夹有暗色泥岩，局部可见煤线。 中二叠世上石盒

子组沉积期，继承性发育近海内陆坳陷，研究区内主

体仍发育河流相，其中万山段和孝妇河段均发育曲流

河，万山段泥岩以黄灰色夹紫红色为主，孝妇河段泥

岩以紫红色为主，夹有少量黄灰色，代表气候逐渐干

旱；在河流相背景下，受海侵作用的影响，在奎山段发

育了滨岸相的潮流沉积。 晚二叠世石千峰组沉积期，
随着盆地南部秦岭海槽的俯冲闭合，盆地进入内陆湖

盆发展阶段［２４］，区内发育巨型季风气候［２１］，降水的

季节性差异显著，河流阵发作用强，发育了一套河流

相的红色碎屑岩系。

４　 结论

淄博博山地区上古生界自下而上发育本溪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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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组、山西组、下石盒子组、上石盒子组和石千峰组，
发育障壁海岸相、碳酸盐台地相、三角洲相、河流相和

潮流相。
障壁海岸相和碳酸盐台地相主要发育在本溪组

和太原组，本溪组以潮坪相和碳酸盐台地相为主，太
原组中发育潮坪相、潮道相、潟湖相、障壁岛相和碳酸

盐台地相，发育三种典型的海进沉积序列和一种海退

沉积序列。 三角洲相发育于山西组中，发育一种典型

进积沉积序列。 河流相主要发育在下石盒子组—石

千峰组，均为曲流河，其凸岸与凹岸发育不同类型的

沉积序列。 潮流相发育在上石盒子组奎山段，见一种

典型沉积序列。
研究区上古生界沉积演化总体为由陆表海向内

陆湖盆转变的过程。 本溪组—太原组发育在陆表海

背景下，山西组发育残余陆表海背景下的过渡相，下
石盒子组—上石盒子组总体发育近海内陆坳陷背景

下河流相，局部层段发育海侵作用，石千峰组发育内

陆湖盆背景下河流相。 区内上古生界总体为一个海

进—海退的沉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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