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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丹霞盆地晚白垩世丹霞组沉积相及古气候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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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粤北丹霞山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的典型代表，在地貌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丹霞地貌成景

地层（晚白垩世红层）的沉积环境和古气候的研究较少。 通过对巴寨剖面丹霞组的野外观测、砾石统计、室内砂岩样品薄片鉴定

及粒度分析，进行详细的沉积相研究。 巴寨剖面丹霞组出露巴寨段和锦石岩段，前者以砾岩为主，发育粒序层理及平行层理、底
侵蚀面、叠瓦状构造等，而后者以发育大型交错层理的风成砂岩夹古土壤为特征。 在盆地其他位置，可见丹霞组白寨顶段砾岩地

层。 研究结果表明，在巴寨剖面的晚白垩世丹霞组红层中，可以识别出正粒序层理砾岩、逆粒序层理砾岩、平行层理砾岩、无沉积

构造砾岩、大型交错层理风成砂岩、中—薄层砂岩、古土壤 ７ 种岩相。 巴寨段砾石大小主要为 ０．５ ～ ９．５ ｃｍ，成分以脉石英、石英

砂岩及砖红色砂岩为主。 锦石岩段砂岩粒径为 ０．０３～０．５ ｍｍ，分选性好，以跳跃组分为主，指示风成环境。 丹霞组从巴寨段到锦

石岩段沉积物粒度变细、沉积速率由快变慢，指示了由河流主导的冲积扇沉积体系向沙漠沉积体系的转变，反映了古气候向干热

变化，锦石岩段的风成砂岩可能与东亚中纬度地区晚白垩世 Ｃａｍｐａｎｉａｎ 期古气候广泛的干旱化有关。 丹霞组沉积末期（白寨顶

段），古气候条件再次变湿，降水增加，河流将粗粒碎屑物再次搬运到盆地发生沉积，新的冲积扇叠覆在锦石岩段风成砂岩—古土

壤序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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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白垩纪是地史上典型的温室气候时期，其古气候

和古环境条件是近年来地球科学领域的研究热

点［１⁃５］，对该时期全球变化的深刻认识需要加强对陆

相气候记录的研究［６］。 陆相沉积记录中保存有丰富

的古气候信息，古气候向干旱或湿润转变，通过影响

源区风化作用和沉积物供应，进而控制沉积动力过程

并影响沉积岩石的组成和沉积构造［７⁃９］。 在地壳伸展

拉张构造背景下，中国东南地区晚中生代形成典型的

“盆岭构造体系” ［１０］。 为认识该地区的岩石成因和地

球动力演化，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花岗岩类火成

岩［１１⁃１３］。 相比之下，对与其毗邻的盆地沉积学研究

则相对薄弱。 “盆岭构造体系”中的断陷盆地被红色

碎屑沉积物充填，其岩相组合、古生物化石、构造古地

理等指示该套红层总体上是热带（亚热带）干旱、炎
热的半沙漠和盐湖沉积环境的产物［９，１４⁃１８］。

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北部的丹霞盆地是一个受断

裂带控制的白垩纪陆相断陷盆地［１９］，呈菱形状，盆地

充填以发育厚达数千米的红色砂岩和砾岩地层（红
层）为特征［２０］。 这些红层在后期地壳抬升过程中，由
于断层、节理切割及风化作用最终形成赤壁陡崖和一

系列侵蚀地貌［２１］，包括天然石堡、石柱、石塔、峡谷以

及沟谷中的溪流和瀑布等。 丹霞山作为“中国丹霞”
世界自然遗产的典型代表，同样也是亚热带地区砂岩

地貌的典型代表［２２］，被誉为“中国红石公园” ［２３］。 丹

霞盆地在地貌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２１］，
但是对形成丹霞地貌的岩石基础———晚白垩世丹霞

组红色碎屑岩的沉积学研究程度仍然较低，对于红层

沉积相变化的古气候响应研究则更少了。 位于丹霞

山园区的巴寨景区以发育丹峰状丹霞地貌为特色，巴
寨是丹霞山自然保护区内的最高峰，露头沉积构造清

晰，建设有人工阶梯直达山顶。 本文对巴寨剖面丹霞

组红层进行沉积相研究，分析沉积环境，探讨丹霞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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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过程中的古气候影响因素。 因此，本文研究不仅

可以为我国陆相白垩系沉积记录的古气候变化提供

素材，还有助于丰富丹霞地貌的科普内容而具有实际

意义。

１　 地质背景

粤北丹霞盆地位于湘、赣、粤三省交界的仁化县

境内，总面积约为 ５００ ｋｍ２（图 １），与东部的南雄盆地

紧邻。 白垩纪红层厚度近 ４ ０００ ｍ，上白垩统出露较

为完整，形成了以赤壁丹崖为特征的丹霞地貌。 韶

关—仁化断裂带是切割丹霞盆地中心的压扭性断裂

构造，属于吴川—四会断层构造带的北部分支，其两

侧还有数条与主断裂平行的 ＮＮＥ 向断层。 韶关—仁

化断裂将丹霞盆地分为东西两部分，并控制着两侧地

貌的发育［２５］。
　 　 丹霞盆地的基底是一套由石炭系组成的轴向

ＮＮＥ，ＳＥ 翼陡而 ＮＷ 翼缓，轴面倾向 ＮＷ 的复式大向

斜［１９］，白垩纪陆相红层以角度不整合覆盖于其上。
白垩系自下而上划分为伞洞组、马梓坪组、长坝组和

丹霞组［２０］。 其中，丹霞组含有介形类和轮藻化石，可
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岩性段，即巴寨段（Ｋ２ｄ１）、锦石岩

段（Ｋ２ｄ２）和白寨顶段（Ｋ２ｄ３），三者的厚度一般为 ３００
～５００ ｍ、９２～３００ ｍ、４０～６０ ｍ［２０］。 同位素测年、古地

磁年龄和古生物化石资料表明丹霞组为晚白垩世

中—晚期沉积，其年龄可能为 ９０～６６ Ｍａ，巴寨段含有

介形虫 Ｙｕｍｅｎｅｌｌａ 组合，底部年龄大于 ８２．９３ Ｍａ，锦
石岩段顶部棕红色粉砂质泥岩 Ｒｂ⁃Ｓｒ 法等时线年龄

为 ７６±２２ Ｍａ，白寨顶段古地磁年龄大于 ７０ Ｍａ［２０］。
巴寨剖面主要出露巴寨段和锦石岩段地层。

巴寨景区位于丹霞山园区西北部，总面积 １１０
ｋｍ２，为丹霞山核心景区之一，以雄浑、神奇的丹霞地

貌景观为主，兼有古山寨、寺庙等文化遗迹。 区内丹

霞地貌发育典型，山体密集，沟谷幽深，生态保存完

好。 其中，巴寨东西长 ６００ ｍ，南北宽 １５０～２５０ ｍ，四
周丹崖高达 １５０～２１８ ｍ，海拔 ６１９．２ ｍ，北侧与茶壶峰

相邻。 丹霞地貌类型主要为峰丛、峰林，平缓山顶面

比例小于 １０％，侵蚀量为 ５５％ ～ ７０％，处于演化阶段

的壮年晚期［２６］。

图 １　 丹霞盆地地质简图（据文献［２４］修改）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ｘｉａｓｈ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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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

本次从巴寨底部砖红色砾岩开始进行厘米级测

量，沿人工修筑的台阶拾级而上，逐层测量每一层厚

度，同时记录每一层砾岩中 １０ 个最大砾石的粒径并

求平均值（ＭＰＳ），做砾岩层厚度（ＢＴｈ）与最大砾石粒

径平均值（ＭＰＳ）的交汇图，判断沉积水动力条件［２７］。
另外，还选择了 ３ 处砾岩露头进行砾石统计，共测量

记录 ６００ 个砾石的 ａ、ｂ、ｃ 轴大小、岩性、磨圆度和风

化程度。 砾石统计和分析方法与前人相似［２８⁃２９］。 将

采集到的 ７ 块砂岩样品磨制成薄片，通过显微镜进行

显微组构观察和粒度分析，用于判断沉积环境。

３　 沉积岩石特征

３．１　 露头剖面特征

巴寨具有丹霞地貌特有的三个组成要素：近圆形

的山顶、陡峭的崖壁和缓倾斜的山麓（图 ２ａ）。 在巴

寨露头剖面上，根据颜色、粒度、沉积构造等变化，将
实测红层划分为 ３８３ 层。 其中，除剖面底部的 ２０ 层

属于长坝组外，其余 ３６３ 层都属于丹霞组。 丹霞组巴

寨段主要为砾岩，而丹霞组锦石岩段则以厚层风成砂

岩夹砾岩或古土壤为特征（图 ２）。 一般来说，砾岩层

厚度在横向上不稳定，其底部常发育明显的冲刷侵蚀

界面，顶界面一般是与下一个岩相单元的突变接触

面。 在砾岩层中常见粒序层理、平行层理、叠瓦状构

造、聚集状砾岩等。
实际上，在丹霞盆地范围内，丹霞组锦石岩段都

以风成砂岩—钙质古土壤序列为识别标志。 在研究

区，古土壤的识别标志包括遗迹化石、钙质结核、黏化

层—淀积层土壤发生层、土壤滑擦面、杂色晕斑、连片

产出的泥裂构造等［３０⁃３１］。 这些鉴别标志与紧邻的南

雄盆地［３２］以及浙闽地区［１６］、江西石城盆地［３３］和信江

盆地［３４］类似。
３．２　 岩相划分和解释

根据露头实测剖面的岩性、粒度、地层厚度、沉积

构造等特点，在巴寨剖面丹霞组红层中共识别出 ７ 种

岩相单元（表 １），现介绍如下。
３．２．１　 正粒序层理砾岩

正粒序层理砾岩在巴寨剖面下部较为常见（如
图 ３ 中的第 ５６、５７、６０、６３ 层），单层厚度为 １０ ～ ７０
ｃｍ。 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砾石颗粒向上变细，砾岩层

的底界面一般为凹凸不平的冲刷侵蚀界面，其上富集

较多粒径较大的砾石。 多为颗粒支撑结构，常见叠瓦

状构造。 其顶界面常为下个砾岩单元的侵蚀底界面。
　 　 一般情况下，正粒序层理砾岩形成于沉积物浓度

高且水流能量大的洪泛水流，洪水泛滥引起河道决口

图 ２　 巴寨剖面丹霞组红层岩石露头照片

ａ．巴寨红层与丹霞地貌总体特征，丹霞地貌具有近圆形的山顶、赤壁陡崖和缓麓三个构成要素；ｂ．聚集状产出的砾岩；ｃ．颗粒支撑

的砾岩发育叠瓦状构造，砾岩层顶部和右侧被上覆砂岩层截切；ｄ．呈薄层状的砾岩，可见少量较大的“漂浮状”砾石；ｅ．古土壤中

发育垂直或斜交层面的遗迹化石；ｆ．由上部黏化层和下部淀积层构成的红色古土壤发生层；ｇ．连片分布的泥裂构造，泥裂被砂质

充填；ｈ．古土壤层面上连片分布的泥裂构造；ｉ．厚层风成砂岩夹中—薄层砂岩（边滩）和古土壤层（泛滥平原）

Ｆｉｇ．２　 Ｏｕｔｃｒｏｐ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ｘｉ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ｂｅ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ｚｈａｉ Ｓ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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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巴寨剖面丹霞组岩相划分及成因解释简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ｘｉ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ｚｈａｉ Ｓｅｃｔｉｏｎ
岩相 厚度 ／ ｃｍ 沉积特征 沉积构造 成因解释

正粒序层理砾岩 １０～７０ 颗粒支撑
正粒序层理，叠瓦状构

造，底侵蚀面

洪水泛滥引起河道决口和废弃从而产生叠

置坝，为扇中亚相上的周期性洪泛事件的产

物

逆粒序层理砾岩 １０～６０ 颗粒支撑 逆粒序层理

在分散压力和动力筛选作用下，碎屑颗粒发

生不断碰撞，导致粒径较大的砾石向上迁移

形成

平行层理砾岩 ２０～７０
砾石粒径在纵向无变化，横
向延伸较稳定

平行层理

冲积扇中部较深的河道化水流，强烈的河道

化泛滥作用，或冲积扇扇端的非河道化泛滥

作用

无沉积构造砾岩 ２５～７５
砾石粗细混杂，发育底侵蚀

面
不发育沉积构造

快速沉积作用下形成的近源堆积，沉积物来

不及分选

大型交错层理风成砂岩 ５０～１ １００ 层系厚度大，横向延伸较远 大型板状、楔状交错层理 炎热干旱的沙漠沉积环境

中—薄层砂岩 ５～５０
厚度变化大，粒径变化范围

宽，常含砾石
透镜体 对应于沉积物补给减少的较长时期

古土壤 １０～３０
含遗迹化石，钙质结核，土
壤发生层

遗迹化石，泥裂构造
靠近水道或湖泊附近的漫滩或泛滥平原环

境，在地表氧化环境中经成土作用形成

和废弃从而产生叠置坝［２７］。 多层正粒序层理砾岩层

的纵向叠加也反映了多期连续的洪水泛滥［３５］，是冲

积扇沉积体系扇中亚相上的周期性洪泛事件造成

的［３６］。 底侵蚀界面指示在洪水泛滥初期，高能水流

对下伏沉积物的冲刷、侵蚀和改造作用［３７］。
３．２．２　 逆粒序层理砾岩

逆粒序层理砾岩在巴寨剖面下部较为常见（如
图 ３ 中的第 ５３、６２、９５ 和 １０４ 层），中部分布较少（如
图 ３ 中的第 １８２、１８４、１８６ 层等）。 单层厚度一般为

１０ ～ ６０ ｃｍ。 砾岩层的砾石粒径显示向上变粗的趋

势，底界面与正粒序层理砾岩一样发育底侵蚀界面，
顶界面则为与其他岩相的突变面或是正粒序层理砾

岩的底界面。
一般将逆粒序层理砾岩解释为在分散压力和动

力筛选的共同作用下，碎屑颗粒发生不断碰撞，导致

粒径较大的砾石向上迁移而形成的［３８］。 其一般出现

于冲积扇扇根或是扇根与扇中连接处，推测为高能富

碎屑泥石流沉积，搬运过程中沉积物浓度高且粒度范

围宽［３９］。
３．２．３　 平行层理砾岩

该岩相单元在巴寨剖面的中、上部出现频率较高

（图 ２ｄ，如图 ３ 中的第 １７１、１７２、２５９、２６３、２７０、２７４
层）。 单层厚度范围相差较大，一般为 ２０～７０ ｃｍ。 平

行层理砾岩中砾石的粒径在纵向上显示较明显的周

期性变化，在横向上向两侧延伸较远。 偶见较大砾石

镶嵌其中。
在研究剖面上，中部平行层理砾岩相较上部厚度

更大，反映了冲积扇中部较深的河道化水流或强烈的

河道化泛滥作用［２７］。 而巴寨剖面上部的平行层理砾

岩厚度较薄，指示其形成于冲积扇扇端宽而浅的河流

环境或冲积扇扇端的非河道化泛滥作用。
３．２．４　 无沉积构造（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ｌｅｓｓ）砾岩

无沉积构造砾岩在研究区分布广泛，主要集中于

研究剖面的中、下部（图 ２ｂ，如图 ３ 中的第 ８２、９８、
１２３、１３１、１３２ 层）。 单层厚度范围一般为 ２５ ～ ７５ ｃｍ，
以中—厚层与厚层状为主。 发育底侵蚀面，碎屑颗粒

分选性很差。 砾石主要呈次棱角状—次圆状，个别为

圆状。
该岩相为富砂泥石流的产物，多形成于冲积扇扇

根，是在快速沉积作用下形成的近源堆积［３６］。 在杂

基能量高和水含量低的条件下，沉积物具有较高的黏

性和剪切力，沉积速率快，不同粒径的砾石来不及分

选而快速沉积下来［４０］。
３．２．５　 大型交错层理风成砂岩

实测剖面的上部发育厚层风成砂岩（图 ２ｉ、图 ３
中的第 ３４８、３５４、３６４ 层），层系厚度为 ５０ ｃｍ～ １１ ｍ。
碎屑颗粒大小主要为中—细砂，少量为粗砂，有时可

见更少量的细砾石。 虽然巴寨剖面中丹霞组锦石岩

段的风成砂岩交错层理不甚清晰，但是在细美寨、锦
石岩寺、禄意堂的相当层位可见发育大型高角度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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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巴寨剖面丹霞组红层实测地层柱状图

古流向玫瑰花图来自丹霞组巴寨段 ３０ 个砾石 ａｂ 面产状数据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ｌｕｍ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ｘｉ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ｂｅ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ｚｈａｉ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２　 第 １ 期　 　 　 　 　 　 　 　 　 　 　 　 陈留勤等：粤北丹霞盆地晚白垩世丹霞组沉积相及古气候意义



图 ４　 丹霞组锦石岩段发育大型交错层理的风成砂岩

ａ．细美寨风成砂岩露头；ｂ．锦石岩寺风成砂岩，长约 １０ ｍ 的蜂窝状洞穴沿崖壁展布，形如飞龙，故名龙鳞片岩

Ｆｉｇ．４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ｃｒｏｓｓ⁃ｂｅｄｄｅｄ ａｅｏｌｉａｎ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ｎｓｈｉｙａ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ｘｉ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层理的中—细粒风成砂岩，粒度相对均匀，在盐风化

作用下可形成密集的蜂窝状洞穴地貌（图 ４）。
３．２．６　 中—薄层砂岩

巴寨剖面的中—薄层砂岩主要呈砾岩层之间的

夹层产出，这一点在实测剖面的巴寨段最为明显（如
图 ３ 中的第 ７９、８１、１１２、１４２、１４４ 层）。 岩性主要为粗

粒砂岩，少量为中—细粒砂岩，部分砂岩层发育粒序

层理，有的可夹砾岩透镜体（如图 ３ 中的第 １１２ 层）。
砂岩层厚度变化较大，主要为 ５ ～ ５０ ｃｍ，少量呈厚层

状，厚度达 ７０ ｃｍ（如图 ３ 中的第 ９４ 层）。 可以将该

岩相解释为洪水泛滥作用减弱阶段的产物，部分呈透

镜层状延伸是下一期洪水事件侵蚀所致。 因此，砂岩

单元对应于沉积物补给减少的较长时期［３６］。
３．２．７　 古土壤

古土壤主要产在研究区丹霞组锦石岩段厚层砂

岩之间而形成典型的风成砂岩—古土壤序列。 古土

壤层厚度主要为 １０～３０ ｃｍ，少量小于 １０ ｃｍ（图 ２ｆ），
发育泥裂构造（图 ２ｇ，ｈ）。 砂岩层间的古土壤更容易

被风化凹进（图 ２ｇ）。
另外，在部分砂岩层顶界面或底界面发育有遗迹

化石，呈圆孔或线型凹槽状，为生物扰动所形成的痕

迹（图 ２ｅ，图 ３，第 ３４８、３５０ 层）。 砂岩中除圆形洞穴

外，平行层面有管状潜穴，微弯曲或任意弯曲，不分

枝，表面具不规则、密集的似泡沫状小凸起痕和少量

横肋纹饰，长度不定，一般为 ７ ～ １３ ｃｍ，大者超过 １８
ｃｍ，直径 １０～１５ ｍｍ。 潜穴中部分被细砂岩回填，有
些回填后又被风化剥蚀。 这种遗迹构造与弯曲似泡

沫迹 （Ｃｙｓｔｉｃｈｕｉｕｍ ｃｕｒｖａｔｉｖｕｍ ｉｃｈｎｏｇｅｎ． ｅｔ． ｓｐ． ｎｏｖ．） 相

似［４１］，形成这种遗迹的生物一般生活在靠近水道或

水池附近的漫滩环境。 现代河、湖岸边泥和粉砂沉积

物底层上的喜泥甲虫或沙蟋蟀可营造类似的表层潜

穴［４１］。

４　 砾岩和砂岩的颗粒组成及粒度分析

４．１　 砾石统计和分析

４．１．１　 砾石岩性

在巴寨剖面丹霞组的第 ２８ 层、第 ２０７ 层和 ２９３
层完成了 ３ 个砾岩露头共计 ６００ 个砾石的统计（表
２）。 在第一个砾石统计点（ＤＸＳＬＳ⁃９），砾石岩性比较

复杂，以脉石英（３８．５％）和石英砂岩（３３％）为主，砖
红色砂岩（１８．５％）次之，灰岩（６％）、燧石（３．５％）和

花岗岩 （ ０． ５％） 含量较少。 在第二个砾石统计点

（ＤＸＳＬＳ⁃１０），砾石岩性以石英砂岩（３９％）和砖红色

砂岩（３１． ５％） 为主，脉石英（２３％） 含量次之，灰岩

（３．５％）、燧石（１． ５％） 和花岗岩（１． ５％） 含量较少。
在第三个砾石统计点（ＤＸＳＬＳ⁃１１），砾石岩性主要包

括脉石英（３１．５％）、石英砂岩（３４％）及砖红色砂岩

（３４．５％），三者含量相差不大。 可见，研究区丹霞组

巴寨段砾岩为复成分砾岩。

表 ２　 巴寨剖面丹霞组砾岩层砾石岩性和圆度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ｅｂｂｌｅ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ｏｕｎ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ａｎｘｉ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ｚｈａｉ Ｓｅｃｔｉｏｎ

编号 磨圆度
石英

砂岩
脉石英 灰岩 燧石 花岗岩

砖红色

砂岩
总计

ＤＸＳＬＳ⁃９ Ａ ２．５ １ １．５ ０ ０ １ ６
Ｂ ２３ ２９ ２ ３．５ ０ ９．５ ６７
Ｃ ７．５ ８．５ ２．５ ０ ０．５ ８ ２７

合计 ３３ ３８．５ ６ ３．５ ０．５ １８．５ １００
ＤＸＳＬＳ⁃１０ Ａ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Ｂ １７ ９．５ ２ １ ０ １４．５ ４４
Ｃ ２１ １３．５ １．５ ０．５ １．５ １６ ５４

合计 ３９ ２３ ３．５ １．５ １．５ ３１．５ １００
ＤＸＳＬＳ⁃１１ Ａ １．５ ０．５ ０ ０ ０ １ ３

Ｂ １７．５ １８．５ ０ ０ ０ ２２ ５８
Ｃ １５ １２．５ ０ ０ ０ １１．５ ３９

合计 ３４ ３１．５ ０ ０ ０ ３４．５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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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砾石磨圆度和风化程度

砾石的磨圆度既反映物源区性质，也反映了沉积

物搬运介质条件。 在搬运过程中砾石的磨圆度主要

依赖于岩石硬度和颗粒组成及结构［４２］。 在河流搬运

过程中，脆弱岩石（如灰岩）最容易被磨圆，而坚硬的

岩石（如脉石英）则最难磨圆。
本次野外砾石统计时，记录了 ６００ 个砾石的磨圆

度和风化程度。 磨圆度（Ｐ）是根据野外赋值求和，再
与全部为圆状时的和值相比计算求得，以百分数表

示。 风化程度的划分与磨圆度相似，风化程度根据野

外肉眼观察和判断，将岩石风化程度分为 ４ 个等级，
并分别赋值（未风化为 １，弱风化为 ２，强风化为 ３，全
风化为 ４）。 在 ＤＸＳＬＳ⁃９ 砾石统计点，强风化程度的

砾石有 ７０ 个，弱风化 ９８ 个，未风化 ３２ 个。 砾石的风

化程度主要集中于第 ２ 等级（弱风化），占 ４９％。 在

ＤＸＳＬＳ⁃１０ 砾石统计点，强风化程度的砾石有 １０１ 个，
弱风化 ５３ 个，未风化 ４６ 个。 砾石的风化程度主要集

中于第 ３ 等级（强风化），占 ５０．５％。 在 ＤＸＳＬＳ⁃１１ 砾

石统计点，强风化程度的砾石有 ６３ 个，弱风化 ５２ 个，
未风化 ８５ 个。 砾石的风化程度主要集中于第 １ 等级

（未风化），占 ４２．５％。 可见，砾石统计点间风化程度

差别较大。 根据研究区砾石统计结果（表 ２），在 ＤＸ⁃
ＳＬＳ⁃９ 和 ＤＸＳＬＳ⁃１１，砾石的磨圆度主要为次棱角状，

其次为次圆状，棱角状的较少。 而 ＤＸＳＬＳ⁃１０ 的砾石

主要为次圆状，其次为次棱角状，棱角状砾石较少。
４．２　 砂岩薄片显微特征

４．２．１　 砂岩碎屑颗粒组成

本次研究的 ７ 个砂岩样品都来自丹霞组锦石岩

段。 其中，ＤＸＳ⁃１７、ＤＸＳ⁃２１、ＤＸＳ⁃２２ 为砖红色长石岩

屑粉砂岩，其他均为砖红色长石岩屑细砂岩。 可以看

出，砂岩样品主要为颗粒支撑碎屑结构，颗粒之间多

为点—线接触关系（图 ５）。 碎屑颗粒分选性中等—
较好、磨圆度以次棱角—次圆状为主，少量为圆状和

棱角状。 杂基含量 １％ ～ ６％，胶结物均为钙质，含量

约 １％～５％。
在显微镜下，石英粒径为 ０．０３ ～ ０．５ ｍｍ，含量为

６５％～８２％，多为单晶石英，无色，可见波状消光，指示

来自变质岩，而突变消光者指示来自火山岩。 部分单

晶石英含有矿物包裹体，部分表面浑浊，可见压裂现

象。 长石粒径为 ０．０４～０．３３ ｍｍ，含量约为 ８％～１７％，
部分长石呈不规则柱状、板状，斜长石发育聚片双晶，
部分钾长石表面发育绢云母化，有发育格子双晶的微

斜长石。 条纹长石主要有脉状条纹长石和破滴状条

纹长石等。 岩屑含量为 １８％ ～ ２２％，种类较多，主要

包括变质岩（千枚岩、片岩），其次为花岗岩和沉积岩

（泥岩、砂岩）。

图 ５　 巴寨剖面丹霞组锦石岩段砂岩显微镜照片

ａ．表面绢云母化的钾长石（ＤＸＳ⁃１７）；ｂ．斜长石发育聚片双晶（ＤＸＳ⁃１７）；ｃ．脉石英碎屑颗粒（ＤＸＳ⁃１８）；ｄ．燧石颗粒（ＤＸＳ⁃１９）；ｅ．呈
长条状的黑云母（ＤＸＳ⁃２０）；ｆ．斜长石被挤压破碎（ＤＸＳ⁃２１）；ｇ．脉石英碎屑颗粒（ＤＸＳ⁃２２）；ｈ．发育聚片双晶的斜长石（ＤＸＳ⁃２３），颗
粒之间呈线状接触；ｉ．变质岩岩屑（ＤＸＳ⁃２３）

Ｆｉｇ．５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Ｊｉｎｓｈｉｙａ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ｘｉ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ｚｈａｉ Ｓ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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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巴寨剖面丹霞组锦石岩段砂岩样品粒度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Ｊｉｎｓｈｉｙａ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ｘｉ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ｚｈａｉ Ｓｅｃｔｉｏｎ

样品名称
平均值

（ＸＭ）
偏差

（σ）
偏度

（Ｓｋ）
尖度

（Ｋ）
环境判别函数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５ Ｙ６
ＤＸＳ⁃１７ ３．７９５ ０．４１９ ０．０９２ ０．９０７ －１０．２５９ ８９．３８２ －０．８５９ ８．０８９ ０．１１４ －０．００７
ＤＸＳ⁃１８ ３．１７６ ０．４７７ －０．０７４ １．０３１ －７．１２５ ８２．４１６ －０．６８０ ７．１５７ ０．１３５ －０．００９
ＤＸＳ⁃１９ ３．２６４ ０．５２２ －０．０５２ １．０６５ －７．２１７ ８７．７３８ －１．１４８ ７．５３１ ０．１３９ －０．００８
ＤＸＳ⁃２０ ３．２３１ ０．５００ ０．０２４ ０．９５７ －７．６７１ ８５．１７２ －１．３４４ ７．４５９ ０．１２３ －０．００５
ＤＸＳ⁃２１ ３．１６３ ０．４４０ －０．１７７ １．００１ －７．０８５ ７７．５５０ ０．１２０ ６．３１４ ０．１３７ －０．０１３
ＤＸＳ⁃２２ ３．５７３ ０．４０５ －０．０２２ １．０５５ －８．８１２ ８５．８６０ －０．２６２ ７．９５２ ０．１３５ －０．０１２
ＤＸＳ⁃２３ ３．０７７ ０．４３２ ０．０６ １．０７０ －７．０８６ ８１．３１８ －１．００１ ８．２１７ ０．１３０ －０．００８

４．２．２　 砂岩粒度分析

为了完成砂岩粒度分析，在每个砂岩样品薄片

中测量 ３００ 个以上颗粒的粒径，进行统计分析，
绘制累积频率曲线、频率曲线图和概率标度累积百

分数曲线（图 ６）。 在表 ３ 中，Ｙ１～ Ｙ６ 分别代表风成

沙丘与海滩、海滩与浅海、浅海与河流（三角洲）、河
流（三角洲）与浊流、冰碛物与冲积扇、冰碛物与冰

水沉积等环境鉴别函数的函数值［４３］ 。 从表 ３ 可以

看出，巴寨剖面丹霞组锦石岩段砂岩样品的粒径平

均值、偏差、偏度和尖度相差并不大，环境判别函数

值 Ｙ１ 均小于 － ２． ７４１ １，所以判断为风成沙丘沉

积［４３］ 。
　 　 结合表 ３ 和图 ６ 可以看出，砂岩样品碎屑颗粒

的平均粒径在 ３．０７ ～ ３．７９ ϕ 之间。 在频率曲线图

中，所有样品均为单峰，反映沉积物来源较为单一。
除样品 ＤＸＳ⁃１９ 偏差值高于 ０． ５，其余偏差值位于

０．４ ～ ０．５，尖度数值均大于 ０，样品累积频率曲线（图
６ａ）均较为陡峭，由此可以判断样品碎屑颗粒分选

性较好。 从概率标度累积百分数曲线（图 ６ｃ）可以

看出，样品 ＤＸＳ⁃１７ 的跳跃组分占绝对优势，样品

ＤＸＳ⁃１８ 到 ＤＸＳ⁃２１ 以跳跃组分为主且所占比例较

大，少部分为滚动组分。 样品 ＤＸＳ⁃２２ 以跳跃组分

为主，悬浮组分为辅，几乎没有滚动组分。 样品

ＤＸＳ⁃２３ 以跳跃组分为主，滚动及悬浮组分为辅。

５　 沉积环境分析与古气候讨论

丹霞盆地晚白垩世丹霞组三个段具有明显的

粗—细—粗变化特征，但是由于风化剥蚀，最上部

的白寨顶段不太发育。 巴寨剖面的丹霞组巴寨段

和锦石岩段发育较好，前者以发育粒序层理、平行

层理和侵蚀底界面沉积构造的砾岩为主，后者以厚

层风成砂岩夹古土壤为特征，二者在岩相组合上的

差异较大，可能反映了古气候的变化。

图 ６　 巴寨剖面丹霞组锦石岩段砂岩样品粒度分析图

ａ．累积频率曲线；ｂ．频率曲线图；ｃ．概率标度累积百分数曲线

Ｆｉｇ．６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Ｊｉｎｓｈｉｙａ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ｘｉ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ｚｈａｉ Ｓ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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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沉积环境分析

在 ＢＴｈ⁃ＭＰＳ 交汇图中，ＢＴｈ 反映了流体的黏滞

性，ＭＰＳ 反映了流体的载荷能力，如果 ＭＰＳ 和 ＢＴｈ
呈现出正相关的线性关系，则指示砾石以泥石流方式

搬运，而河流成因的砾岩则不会显示相关性［２７，４４］。
从巴寨剖面丹霞组巴寨段 ７０ 个砾岩层的厚度及每个

砾岩层中 １０ 个最大砾石粒径数据所做的 ＢＴｈ⁃ＭＰＳ
交汇图（图 ７）可以看出，二者相关性较差，所以研究

区丹霞组巴寨段主要是河流主导的冲积扇沉积体系

的产物。 在露头剖面上，底侵蚀界面、粒序层理、平行

层理、叠瓦状构造等都支持河流作用过程。 因此，本
研究认为，丹霞组巴寨段沉积时期，降水丰富，沉积物

供应充足，由河流将物源区粗大的碎屑颗粒带至盆地

发生沉积。 根据实测 ３０ 个砾石 ａｂ 面产状所做的玫

瑰花图（图 ３ 下部的插图），判断沉积物主要来自北

东—东方向。 砾石统计结果表明，沉积物源区相对稳

定，最上部砾石成分变化（ＤＸＳＬＳ⁃１１）可能是由源区

构造活动造成的。
进入丹霞组锦石岩段沉积时期，盆地构造趋于稳

定，气候向干热转变，形成沙漠沉积体系。 由风带来

的大量碎屑颗粒逐渐堆积形成了发育大型高角度交

错层理的风成砂岩。 沙漠中的一些暂时性河流、漫滩

或干盐湖时而发生暴露，在与大气接触下经成土作用

过程形成古土壤，反映了沉积间断，同时也指示该时

期为干旱、氧化的地表沉积环境。 在干旱、半干旱气

候条件下，如果年降水量低于 ６００ ｍｍ，会形成土壤黏

化层—钙质淀积层的土壤发生层次［３２］。 连片发育的

泥裂构造也指示了沉积物表面经常发生暴露和脱水

收缩作用。 砂岩样品 ＤＸＳ⁃２２ 和 ＤＸＳ⁃２３ 的概率标度

累计百分曲线主要由跳跃组分和悬浮组分构成，反映

了暂时性河流的沉积特点。
另外，本次研究的丹霞盆地丹霞组锦石岩段的风

成砂岩与江西信江盆地弋阳地区的塘边组风成砂岩

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二者都以中—细粒砂岩为主，磨
圆度和分选性较好，都发育大型高角度交错层理。 弋

阳塘边组砂岩样品粒度分析表明：粒径平均值多数介

于 ２～ ３ ϕ（细砂）之间；标准差（ＳＤ）全部介于 ０．５ ～
０．８，且多趋近于 ０．５；偏度（Ｓｋ）大于 ０．１ 者占 ６０％，以
正偏为主；峰态（Ｋ）全部大于 ０，为极窄峰态分布［１５］。
相比较而言，本文所述的丹霞组锦石岩段风成砂岩具

有几乎相同峰态，标准差与粒度平均值也近似，仅在

偏度方面除样品 ＤＸＳ⁃２１ 为负偏态外，其余均属于近

对称，反映了其分选性较好。

虽然丹霞组白寨顶段在巴寨剖面不出露，但是在

长老峰、白寨顶一带可以观察到砾岩夹砂岩地层，指
示了盆地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冲积扇沉积体系叠覆在

锦石岩段风成砂岩—古土壤序列之上。 因此，丹霞盆

地在晚白垩世晚期丹霞组的沉积过程，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图 ８）。

图 ７　 巴寨剖面丹霞组巴寨段砾岩层 ＭＰＳ⁃ＢＴｈ 投图

Ｆｉｇ．７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ＭＰ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ｂｅ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Ｂ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 ｂｅ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ｚｈａｉ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ｘｉ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ｚｈａｉ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２　 古气候意义

研究表明，不论中国东南部巨大沿岸山系（或东

部高原）的海拔高度是 ３ ５００ ～ ４ ０００ ｍ［１４］ 或 ４ ７００±
７５０ ｍ［４５］，还是 ２ ０００ 多米［４６］，这一突出的地形特点

都对华南内陆的沉积环境和古气候形成了重要影响。
根据丹霞盆地丹霞组红层样品的主量元素测试结

果［２５］，计算得出的化学蚀变指数（ＣＩＡ） ［４７］为 ６８～７３，
说明化学风化程度较低，指示了总体干旱的古气候条

件。 与南雄盆地晚白垩世红层沉积时期的古气候背

景相似［３２，４８］。
但是，在研究区丹霞组巴寨段中，碎屑颗粒粗大，

砾石磨圆程度为中等—差，分选性差，杂基以砾石到

砂为主，不发育沉积构造到发育粒序层理、平行层理，
也见叠瓦状构造和砾石平行层理方向线状排列，缺乏

古土壤。 这些特征指示巴寨段为较强水动力条件下

的快速堆积，发生了多期次沉积物浓度高且水流能量

大的洪泛水流事件［３６］，底侵蚀界面说明洪水泛滥初

期对下伏沉积物的冲刷、侵蚀和改造作用。 它们可能

是在相对湿润气候条件下，受频发暴雨事件的影响而

形成了河流发育并主导的冲积扇沉积体系［９，３６］，这也

指示了气候的季节性［４４］。 在高能流水作用下，物源

区的粗大碎屑颗粒得以被搬运到下游地区发生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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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丹霞盆地晚白垩世丹霞组沉积模式（地层划分、化石和年龄来自文献［２０］）
Ｆｉｇ．８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Ｄａｎｘｉ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ｘｉａ Ｂａｓｉｎ

　 　 丹霞组锦石岩段风成砂岩层间的古土壤中广泛

发育泥裂构造，被视为干旱化或干湿交替环境的标

志［４９］，该套风成砂岩—古土壤序列反映了干旱气候

条件下发育的沙漠沉积体系。 古气候条件变干，导致

化学风化程度减弱，降水和植被减少，河流搬运能力

降低，造成大多数粗粒碎屑保留在源区附近的河流上

游地区［８］，结果表现为剖面中沉积物粒径变细和古

土壤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白垩世 Ｃａｍｐａｎｉａｎ 时

期，粤北丹霞盆地和江西信江盆地可能都主要发育沙

漠沉积体系，共同反映了东亚中纬度地区广泛的极度

干热的古气候条件［５０］。
　 　 在丹霞组沉积末期，古气候可能再次变得湿润，
导致降水增加，河流主导的冲积扇再次发育，叠覆在

丹霞组锦石岩段风成砂岩—古土壤序列之上。

６　 结论

在丹霞盆地西北部的巴寨剖面晚白垩世丹霞组

中，共识别出 ７ 种岩相单元。 在研究剖面中，下部的

丹霞组巴寨段以发育底侵蚀界面、河道下切—充填构

造、粒序层理、平行层理、叠瓦状构造等的砾岩为特

征，砾石粒径变化较大，多为次棱角状—次圆状，分选

性差。 而剖面上部的丹霞组锦石岩段则以发育大型

板状、楔状交错层理的厚层风成砂岩为特征，夹砾岩

层和古土壤，古土壤中发育遗迹化石、黏化层—钙质

淀积层土壤发生层次、连片分布的泥裂构造。
丹霞组巴寨段砾岩地层可能反映了相对湿润的

古气候条件，降水丰富，河流搬运能力强，将大量粗碎

屑带至下游发生沉积，反映了河流主导的冲积扇沉积

体系。 而丹霞组锦石岩段的风成砂岩—古土壤序列

则指示了极为干燥炎热的古气候条件下的沙漠沉积

体系，古气候变干旱，降水减少，河流搬运能力减弱，
沉积物粒度变细，发育多层古土壤，可能与东亚中纬

度地区 Ｃａｍｐａｎｉａｎ 期广泛的干旱化事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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