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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北部汝箕沟剖面、南部阎家庄剖面和中部环 ７８、环 ５２、演 ４０ 井岩芯的详细观察，并结合前人

的研究资料及岩性和岩相组合、沉积相分析，探讨了研究区延长组沉积相特征与演化过程。 研究结果表明：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延

长组发育 １２ 种岩相类型，７ 种岩相组合。 延长组时期为扇三角洲—湖泊、辫状河三角洲、冲积扇沉积体系，其中也充分发育筛状

沉积、水上分流河道、分流河道间、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远砂坝、等沉积微相和亚相类型。 北部汝箕沟地区在延长组沉积早期

主要为扇三角洲相，进入中期由湖泊相过渡为扇三角洲相，晚期则发育深湖相；中部环县—演武地区在延长组早期为辫状河三角

洲相，中期发育辫状河三角洲相和湖泊相，晚期过渡为三角洲相并受到抬升剥蚀作用；南部阎家庄在延长组则发育冲积扇相，随
后便受到抬升剥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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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叠纪延长组时期，鄂尔多斯盆地西部受秦祁褶

皱带和阿拉善古陆的控制，在西缘不同地区发育不同

的构造—沉积环境［１⁃８］，因此西缘北、中、南三地沉积

相带变化较大。 通过对研究区沉积物的分析，不仅能

了解当时的环境、气候，而且能为确定盆地沉积背景

及反演构造活动提供一定的沉积学依据［９］。 关于盆

地西缘北部汝箕沟地区沉积环境具有以下观点：冲积

扇演化为湖泊，水体由浅变深［１０］；发育冲积扇、辫状

河、辫状河三角洲和湖泊沉积体系［１１］，鉴于前人关于

汝箕沟地区的沉积相分析比较笼统，并未对其亚相以

及微相进行细致划分。 本文在对盆地西缘露头剖面

进行了重新测量的基础上，精细解剖汝箕沟剖面沉积

相特征，并结合环 ７８、环 ５２、演 ４０ 井岩芯及测井资

料，通过岩性和岩相组合、沉积相分析，将西缘北、中、
南三处沉积体系综合分析，进一步探讨鄂尔多斯盆地

西缘延长组的沉积相特征及其演化过程。

１　 区域地质概况

鄂尔多斯盆地位于中国大陆中部，是我国第二大

沉积盆地。 在晚三叠世，由于受印支运动的影响，盆

地与华北地台解体分离，在广阔的陕、甘、宁、晋广阔

地区，形成大型内陆坳陷盆地，盆地长轴为北西—东

南方向［１２⁃１３］。
研究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区域构造上处于

伊盟隆起西部和西缘冲断构造带北部以及南部，天环

坳陷西部地区（图 １）。 晚三叠世北部汝箕沟地区处

于被动拉张背景下的裂谷沉积环境［１４⁃１５］，延长组地

层沉积厚度达 ２ ４００ ｍ；中部环县地区则为边缘断陷

沉降构造环境［１６］，钻井资料显示延长组长 １０—长 ６
地层，厚度约 ６００ ｍ；南部阎家庄地区早期为走滑拉

张断陷沉积，晚期则为走滑挤压坳陷沉积和末期隆升

剥蚀［１］，主要沉积崆峒组紫红色砂砾岩，通过孢粉组

合分析结果显示，其与鄂尔多斯盆地长 １０—长 ８ 油

层组相当［１７］，厚度约 １ ２００ ｍ。 汝箕沟地区延长组自

下而上可分为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第五

段 ５ 个段。

２　 岩相划分及组合

２．１　 岩相划分

岩相是岩石物理相的简称，代表了沉积水动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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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鄂尔多斯盆地构造单元划分及研究区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件的变化，又可称为能量单元，是分析沉积作用过程

的第一要素和沉积相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划分沉积

相的重要理论依据［１８⁃１９］。 通过对研究区露头剖面和

岩芯的岩性、粒度、沉积构造等沉积特征分析，将鄂尔

多斯盆地西缘岩相归纳为 １２ 种类型。
（１） 叠瓦状砾岩相（Ｇｉ） 主要发育在研究区三角

洲平原水上分流河道的底部，砾石层厚度一般约 １０
ｃｍ，砾石圆度为次棱角至次圆状，粒径大小为 ２ ～ ６
ｃｍ，砾石类型以泥砾为主，长轴呈叠瓦状定向排列，
可见两组倾向相反的砾石排列，反映了水动力较为稳

定的牵引流环境［２０］（图 ２ａ）。
（２） 槽状交错层理砾砂岩相（Ｓ⁃Ｇｔ） 识别标志在

于纹层斜交于层系界面，且层系底界为槽形冲刷面，
纹层底部可见沿纹层面的砾石，纹层的中上部主要为

粗砂，反映了水动力方向变化的冲刷沉积。 研究区内

主要发育在三角洲平原河道沉积中，一般位于河床砾

石滞留沉积的上部（图 ２ｂ）。

（３） 槽状交错层理中粗砂岩相（Ｓｃｔ） 研究区内

岩性主要为灰绿色中粗砂岩，岩相可见小、中、大型槽

状交错层理，纵切面上层系界面成弧状，纹层向下倾

方向收敛并与之斜交，为水下沙丘迁移的结果［２１］。
其主要发育于三角洲水上或水下分流河道中（图 ２ｃ、
图 ３ｂ），厚度在 ３０～４０ ｃｍ 左右。

（４） 平行层理砂岩相（Ｓｈ） 岩性主要为黄绿色、
紫红色中—细砂岩，纹层厚度约 １ ｃｍ，沿纹层面剥开

可见剥离线理构造。 平行层理一般出现在急流及高

能量环境中，是强水动力以及平整的河床底床形态作

用下的产物。 研究区内常发育于辫状河道以及水下

分流河道等相带上部（图 ２ｄ、图 ３ａ），一般与其他砂

岩相共生。
（５） 板状交错层理砂岩相（Ｓｐ） 识别标志为纹层

斜交于层系面，层系之间的界面是平面且彼此平行。
研究区内岩性主要为灰绿色中—粗砂岩，层系厚度较

大，厚度在 １～２ ｍ 之间，靠近层系面底部沉积物粒度

变粗，多由砂波迁移形成［２２］。 研究区主要发育在河

道沉积岩相组合的中部位置（图 ２ｅ）。
　 　 （６） 块状构造砂岩相（Ｓｍ） 岩性主要为灰绿色

中—细砂岩，呈现大致均质外貌，不具任何纹层构造

的层理，是沉积过程中沉积物来不及分异，快速堆积

而成。 研究区内发育于河道砂坝、水下分支河道及河

口坝等沉积环境中（图 ２ｆ），厚度可达 ３０ ｃｍ ～ ２ ｍ
左右。

（７） 砂纹层理粉砂岩相（Ｆｒ） 岩性以浅黄色粉砂

岩为主，位于波状层理粉砂岩之上或同位层，具有浪

成波纹交错层理特征，内部为倾向相反的前积纹层组

成的人字形构造，纹层的起伏高度约 １～３ ｃｍ，主要由

浪成砂波迁移而形成的。 研究区内则发育在河口坝、
席状砂等沉积相带中（图 ２ｇ、图 ３ｅ）。

（８） 波状层理粉砂岩相（Ｆｗ） 由暗色泥岩和灰

绿色粉砂岩间互，呈不对称的波纹，是单向水流的前

进运动造成，厚度约 ３０～４０ ｃｍ，主要发育于研究区三

角洲前缘的水下分流河道间和河口坝等相带中（图
２ｈ、图 ３ｆ）。

（９） 泥岩相（Ｍ） 以深色泥岩和粉砂质泥岩为

主，具块状层理或水平层理，是水体较深时，细粒沉积

物在低能静水环境下沉积形成的。 主要发育于滨、浅
湖等相带（图 ２ｉ），研究区内主要发育在长 ７、长 ４＋５、
以及汝箕沟地区的长 １ 段。
　 　 （１０） 砂质支撑砾岩相（Ｇｍｓ） 砾石成分复杂，有
沉积岩砾石、岩浆岩砾石、变质岩砾石，分选磨圆较

４６１ 　 沉　 积　 学　 报　 　 　 　 　 　 　 　 　 　 　 　 　 　 　 　 　 　 　 第 ３７ 卷　



图 ２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上三叠统延长组露头岩相类型

ａ．汝箕沟剖面延长组一段中发育的叠瓦状砾岩相（Ｇｉ）；ｂ．汝箕沟剖面延长组一段中发育的槽状交错层理砂砾岩相（Ｓ⁃Ｇｔ）；ｃ．汝箕沟剖面延长组二

段中发育的槽状交错层理中粗砂岩相（Ｓｃｔ）；ｄ．汝箕沟剖面延长组二段中发育的平行层理砂岩相（Ｓｈ）；ｅ．汝箕沟剖面延长组二段中发育的板状交

错层理砂岩相（Ｓｐ）；ｆ．汝箕沟剖面延长组三段中发育的块状砂岩相（Ｓｍ）；ｇ．汝箕沟剖面延长组四段中发育的砂纹层理粉砂岩相（Ｆｒ）；ｈ．汝箕沟剖

面延长组三段中发育的波状层理粉砂岩相（Ｆｗ）；ｉ．汝箕沟剖面延长组三段中发育的泥岩相（Ｍ）；ｊ．阎家庄剖面延长组中发育的砂质支撑砾岩相

（Ｇｍｓ）；ｋ．汝箕沟剖面长 ８ 中发育的楔状交错层理砂岩相（Ｓｗ）；ｌ．汝箕沟剖面延长组二段中发育的块状层理粉砂岩相（Ｆｍ）

Ｆｉｇ．２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差，砾径以 ３～ ９ ｃｍ 为主，砾石间的空隙被粗砂岩充

填（图 ２ｊ），砾石则悬浮于砂质颗粒中，位于冲积扇的

扇根，研究区内主要发育在阎家庄剖面中延长组第一

段以及第二段的中下部位。
（１１） 楔状交错层理砂岩相（ Ｓｗ） 岩性以分选、

磨圆较好的黄绿色中、细砂岩为主，识别标志在于层

系之间的界面为平面但彼此不平行，层系厚度变化明

显呈斜形的交错层理（图 ２ｋ）。 在三角洲平原分流河

道以及三角洲前缘的河口坝、水下分流河道等相带中

均有发育。
（１２） 块状层理粉砂岩相（Ｆｍ） 以分选、磨圆较好

的暗灰色细—粉砂岩为主，层内物质均匀，组分和结构

上无差异（图 ２ｌ），不发层理结构，是在比较安静环境中

的沉积产物，代表了一种连续均匀稳定的沉积过程。
研究区内主要发育在河道间及分支间湾等相带中。
２．２　 岩相组合

岩相类型反映了单一沉积作用或沉积过程，相同

的岩相类型可有多种沉积解释，相同的微相背景也可

以形成多种岩相类型。 因此，通常以不同的岩相组合

关系来反映不同微相的沉积过程。 每种岩相组合类

型或沉积序列通常是一次沉积事件或一定环境连续

演变的产物［１８］ 。利用岩相组合特征也可以准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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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环 ７８、演 ４０ 井上三叠统延长组岩相类型

ａ．环 ７８ 井，２ ６８３．２ ｍ，长 ８１中发育的平行层理砂岩相（Ｓｈ）；ｂ．环 ７８ 井，２ ６０７．７ ｍ，长 ７２中发育的槽状交错层理砂岩相（Ｓｃｔ）；ｃ．环 ７８ 井，

２ ５７５ ｍ，长 ７１中发育的楔状交错层理砂岩相（Ｓｗ）；ｄ．环 ７８ 井，２ ６８２ ｍ，长 ８１中发育的块状层理砂岩相（Ｓｍ）；ｅ．演 ４０ 井，２ １３６．３ ｍ，长 ７１

中发育的砂纹层理粉砂岩相（Ｆｒ）；ｆ．演 ４０ 井，２ ２８４．７ ｍ，长 ８２中发育的波状交错层理粉砂岩相（Ｆｗ）

Ｆｉｇ．３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Ｈｕａｎ ７８ ａｎｄ Ｙａｎ４０ ｗｅｌｌｓ

垂向沉积序列并判别沉积环境［２３⁃２６］。 研究区内共发

现 ７ 类常见岩相组合（图 ４）。
类型 １（Ｇｉ→Ｓ⁃Ｇｔ、Ｓｃｔ→Ｓｈ）在露头剖面上，沉积

物以砾岩、含砾砂岩、中—粗砂岩为主，具有下粗上细

的粒度正韵律，底部具冲刷面和滞留砾石沉积，砾石

呈叠瓦状排列（图 ４ａ），上部则过渡为交错层理砂岩，

图 ４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延长组岩相组合类型

Ｇｉ．叠瓦状砾岩相；Ｓ⁃Ｇｔ．槽状交错层理砾砂岩相；Ｓｃｔ．槽状交错层理中粗砂岩相；Ｓｈ．平行层理砂岩相；Ｓｐ．板状交错层理砂岩相；Ｓｍ．块状构

造砂岩相；Ｆｒ．砂纹层理粉砂岩相；Ｆｗ．波状层理粉砂岩；Ｍ．泥岩相；Ｇｍｓ．砂质支撑砾岩相；Ｓｗ．楔状交错层理砂岩相；Ｆｍ．块状层理粉砂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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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水动力较为稳定的牵引流环境。 此种类型在汝

箕沟剖面延长组相序中占主要地位，厚度较大。
类型 ２（Ｓ ←→Ｇｔ→Ｓｐ→Ｓｈ→Ｓｍ→Ｍ）沉积物底

部以顺层分布的扁平状泥砾为主。 向上沉积物的粒

度逐渐变细，发育板状交错层、平行层理等沉积构造。
整体为正粒序，顶部偶见泥岩（图 ４ｂ）。 板状交错层

理、平行层理砂岩相在整个相序中占比较大，此类型

主要发育在辫状河三角洲平原的河道。
类型 ３（Ｍ ←→Ｆｗ→Ｆｒ、Ｓｈ）主要由泥岩、粉砂质

泥岩夹粉—细砂岩、粉砂岩组成，发育波状层理、水平

层理以及平行层理（图 ４ｃ）。 这种类型岩相形成主要

是因为湖水的波浪作用频繁进退造成的，一般发育在

分流间湾相带中。
类型 ４（Ｍ→Ｆｗ→Ｓｈ→Ｓｍ）沉积物由暗色粉砂岩

和细砂岩组成，整体上显示反韵律沉积序列，表现为

泥砂互层，发育波状交错层理、小型交错层理等（图
４ｄ），为静水与流水相互交互下的产物。 主要沉积在

三角洲前缘最前端的相带，往前则向前三角洲过渡。
类型 ５（Ｍ←→Ｆｗ、Ｆｒ→Ｓｈ）由多个薄层泥岩—泥

质粉砂岩组成的短期反旋回组成，泥岩比例稍高。 泥

岩为灰黑色，粉—细砂岩发育块状层理，砂岩与底部

泥岩突变接触（图 ４ｅ）。 发育在三角洲前缘与湖泊的

过渡带，为前积作用的产物。
类型 ６（Ｍ←→Ｆｗ） 主要为灰黑色泥岩和块状

粉—细砂岩互层，砂岩块状，少见层理构造，向上泥岩

逐渐增加（图 ４ｆ）。 反映了沉积环境的水深在不断增

加，发育在深湖或半深湖等沉积环境中。
类型 ７（Ｇｍｓ←→Ｇｉ→Ｓｗ→Ｍ）底部为大段砂质支

撑砾岩，砾岩成分复杂，分选、磨圆较差，中间夹有叠

瓦状砾石沉积。 整段向上粒度变细，上部发育有灰绿

色交错层理砂岩，顶部则为薄层紫红色泥岩（图 ４ｇ），
主要发育在冲积扇沉积区。

３　 沉积相类型及特征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延长组相带发育复杂［２７⁃３２］，
北段汝箕沟地区为扇三角洲—湖泊相，在中段演 ４０、
环 ７８ 地区为辫状河三角洲—湖泊相，在南端阎家庄

地区则为冲积扇相。
３．１　 扇三角洲平原亚相

扇三角洲是进入稳定水体的冲积扇，一般呈向盆

地方向的扇形［３３⁃４１］，扇三角洲平原为扇三角洲的水

上部分，因而扇三角洲平原亚相与冲积扇沉积特征类

似，可以划分为辫状分流河道沉积、漫滩沼泽和筛状

沉积。 研究区内汝箕沟剖面扇三角洲的水上部分在

整个三叠系剖面占有较大的比例，岩相组合则以类型

１（图 ４ａ）为主。
（１） 筛状沉积。 汝箕沟剖面筛状沉积中砾石的

大小约 ３～５ ｃｍ，磨圆、分选较好，且相互接触支撑，砾
石岩性以石英岩为主，砾石间的孔隙被中—粗砂岩充

填（图 ５ａ）。 冲积扇中沉积物粒度较粗时，砾石以颗

粒支撑的方式堆积成层，其渗透性极好，洪水经过时，
会直接渗过砾石层进入扇体中去，因此在砾石间充填

图 ５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延长组典型沉积构造照片

ａ．汝箕沟地区延长组扇三角洲筛状沉积；ｂ．汝箕沟地区延长组扇三角洲平原漫滩沼泽沉积浅灰色泥岩，顶部与砂砾岩呈突变接触； ｃ．汝箕

沟地区延长组水下分流河道间沉积的暗色泥岩、粉沙岩；ｄ．汝箕沟地区延长组扇三角前缘亚相中发育的包卷层理；ｅ．汝箕沟地区延长组第

五段发育的浊积岩；ｆ．汝箕沟地区延长组长 ７ 时期发育的大段黑色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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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较细的砂级碎屑。
　 　 （２） 辫状河道沉积。 沉积于扇三角洲平原的上

部，具有一般辫状河流的沉积特征。 在汝箕沟地区延

长组第一、二段中下部该相最为发育（图 ６），岩性以

砂砾岩和粗砂岩主，底部具冲刷面和滞留砾石、泥砾

沉积。 从垂向上看，砂体由多个正旋回叠置而成，依
次发育粒序层理、槽状或楔状交错层理、平行层理

（图 ７ａ），其沉积岩相组合对应于类型 １（图 ４ａ）。
（３） 漫滩沼泽。 其发育于陆上辫状河道间的低

洼地，为洪水时期漫越河道所形成于两侧的细粒物

质，剖面纵向上来看一般夹在两期河道沉积砂体之

间，与下部砂岩呈渐变接触，与上部砂砾岩则呈突变

接触，并可见冲刷面。 岩相组合以类型 ４ 为主，发育

厚层块状、平行层理砂岩。 洪水影响时，可见夹较粗

的砂岩透镜体（图 ５ｂ）。
３．２　 扇三角洲前缘亚相

扇三角洲前缘位于岸线至正常浪基面的较浅水

区域，该亚相主要发育在湖面水下部分，沉积含砾的、
交错层理发育的砂岩、粉砂岩。 汝箕沟地区由于晚三

叠时期地势坡度较大，河道的水流速度较强，并且物

源丰富，因此入湖后水下的各种微相也较为发育，岩
相组合可见类型 ２、类型 ３ 以及类型 ４（图 ４ｂ，ｃ，ｄ）。

（１） 水下分流河道。 水下分流河道是陆上河道

的水下延伸部分，其垂向层序结构特征与陆上分流河

道相似，但砂岩的颜色较暗。 露头剖面上可见灰绿色

砂岩发育中、小型交错层理，在顶部偶尔出现脉状层

理及波状层理，砂体呈透镜状，在底部可见冲刷面

（图 ８ａ），岩相组合以类型 ２（图 ４ｂ）为主。

图 ６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北部汝箕沟剖面延长组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ｕｊｉｇｏｕ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８６１ 　 沉　 积　 学　 报　 　 　 　 　 　 　 　 　 　 　 　 　 　 　 　 　 　 　 第 ３７ 卷　



图 ７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延长组露头分析

ａ．鄂尔多斯盆地西北缘汝箕沟剖面延长组第一段中扇三角洲平原辫状河道微相沉积；ｂ．鄂尔多斯盆地西南缘阎家庄崆峒组下部冲积扇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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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汝箕沟剖面延长组扇三角洲前缘沉积特征照片

ａ．汝箕沟剖面长 ６ 下部三角洲前缘水上分流河道灰绿色透镜状中—细砂岩砂岩上覆于湖相泥岩，砂岩发育板状、槽状交错层理，见冲刷

面；ｂ．汝箕沟剖面浅湖相泥岩与上覆河口坝砂体呈渐变接触，砂体粒度以粉砂—中砂为主，显示反韵律，发育波状层理、透镜状层理，偶
夹灰黑色泥质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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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水下分流河道间。 水下分流河道间位于水

下分流河道的两侧，其局部与浅湖相通，沉积作用以

悬浮沉积为主。 露头上为互层的浅灰色细砂、粉砂及

暗色泥岩组成（图 ５ｃ），细、粉砂岩发育波状层理以及

包卷层理（图 ５ｄ），暗色泥岩主要发育水平层理，岩相

组合以类型 ３（图 ４ｃ）为主。
（３） 河口坝。 扇三角洲河口坝位于水下分流河

道前方，向盆地中央发展。 岩性为灰色中砂岩、细砂

岩、粉砂岩夹薄层灰黑色泥质粉砂岩，纵向上呈反韵

律结构（图 ８ｂ）。 沉积构造可见波状交错层理、透镜

状层理，岩相组合以类型 ５（图 ４ｅ）为主。
３．３　 前扇三角洲亚相

研究区前扇三角洲不太发育。
３．４　 辫状河三角洲平原亚相

根据研究资料表明，西缘中部环县—演武地区以

辫状河三角洲—湖泊沉积体系为主体，该区块位于天

环凹陷带，晚三叠纪时主要受西南物源控制。 测井资

料显示沉积厚度约 ６００ ｍ，对应长 １０—长 ６ 地层，长 ６
以上地层被剥蚀殆尽。

辫状河三角洲平原主要由众多的辫状河道和泥

炭沼泽组成，其沉积物特征为高度河道化的河流体

系［３５］，并发育牵引流沉积构造，分流河道为其亚相中

最为典型的沉积类型。 河道砂体岩性较粗，以灰绿色

中粗砂岩为主，成分和结构成熟度较低，粗砂岩中含

有大量顺层分布的泥砾，发育楔状交错层理、波状、槽
状交错层理，常见岩相组合以类型 １（图 ４ａ）为主。
自然伽马曲线为锯齿状箱形或钟形（图 ９），钟形反映

了岩性向上逐渐变细，而箱形则反映了多期沉积河道

砂体的叠置。
３．５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亚相

（１） 水下分流河道。 水下分流河道是辫状河三

角洲前缘沉积的主要部分，为陆上的辫状河道入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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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环 ７８ 井延长组第二段分流河道微相岩芯测井响应

Ｆｉｇ．９　 Ｌｏｇ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ｕａｎ ７８ Ｗｅｌ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在水下的延伸。 一般来说，由于辫状河三角洲河流作

用强，因此河道砂体较为发育。 水下分流河道沉积特

征与陆上辫状河道相似，底部见冲刷面，常发育含泥

砾砂岩，向上为中厚层的细砂岩，发育平行层理、块状

层理和大、中型交错层理，常见岩组合以类型 ２（图
４ｂ）为主，自然电位曲线常呈钟形和箱形（图 １０）。

（２） 分流间湾。 主要为分流河道间低洼地带沉

积的较细粒沉积物，对应的水动力较弱，以悬浮沉积

为主，钻井资料显示岩性为粉砂质泥岩、泥质粉沙岩

和泥岩。 泥岩发育水平层理，粉沙岩发育砂纹层理，
具碳屑，且垂直虫孔发育，岩相组合以类型 ３（图 ４ｃ）
为主。 自然电位曲线相对低平，自然伽马曲线中高值

（图 １０），电阻率曲线则呈中低幅齿状。

（３） 河口砂坝。 其位于水下分流河道的末端或

侧缘，是分流河道进入湖泊后，由于流速降低，粗粒物

质在河口处沉积下形成的。 岩芯资料显示岩性以深

灰色粉—细砂岩为主，垂向剖面上表现为下细上粗的

反韵律，砂体中发育平行层理及中型交错层理，岩相

组合以类型 ４（图 ４ｄ）为主，自然电位及伽马曲线通

常呈漏斗形（图 １１）。
　 　 （４） 远砂坝。 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边部的末端

沉积，与湖泊泥共生，钻井资料显示其岩性主要由暗

色粉砂岩和细砂岩、泥质粉砂岩组成，纵向上沉积层

较薄，内部发育小型砂纹层理，岩相组合主要以类型

５（图 ４ｅ） 为主。 测井曲线呈低—中幅漏斗形 （图

１１），具有相对较高的自然伽马值和低电阻率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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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环 ５２ 井延长组第三段辫状河三角洲前缘岩芯测井响应

Ｆｉｇ．１０　 Ｌｏｇ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ｏｆ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ｓｔｒｅａｍ ｄｅｌｔａ ｆｒｏｎｔ， ｔｈｉｒ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ｕａｎ ５２ Ｗｅｌ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图 １１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演 ４０ 井延长组第三段辫状河三角洲前缘岩芯测井响应

Ｆｉｇ．１１　 Ｌｏｇ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ｏｆ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ｓｔｒｅａｍ ｄｅｌｔａ ｆｒｏｎｔ， ｔｈｉｒ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 ４０ Ｗｅｌ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明泥质含量高，砂质含量低的特点。
３．６　 湖泊相

主要发育在汝箕沟剖面的延长组第三、五段（图
６）和盆地西缘中段环县—演武地区长 ７ 油层组中，
有浅湖泥、滩砂、深湖泥等微相。 岩相组合以类型 ５
和类型 ６ 为主（图 ４ｅ、图 ４ｆ），发育波状层理，顶部大

段黑色泥页岩夹块状的砂岩（图 ５ｆ），是在水体较深

的环境中形成。

３．７　 冲积扇

冲积扇在空间上是一个沿山口向外伸展的巨大

锥形沉积体，其沉积主要受汇水盆地大小、气候和地

形等多种因素的控制。 研究区内冲积扇发育在盆地

西北缘汝箕沟延长组的底部和阎家庄西侧崆峒组下

部。 阎家庄西侧崆峒组下部发育的是灰绿色砂砾岩

夹紫红色泥岩，砾石成分复杂，可见多期冲积扇叠置

沉积（图 ７ｂ），所测剖面厚度约 １ ２００ ｍ，对应于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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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第一、二段（长 １０、长 ９、长 ８），岩相组合类型以类

型 ７ 为主（图 ４ｇ）。
３．８　 浊积岩

浊积岩发育在研究区北缘汝箕沟延长组第五段

中，岩性以灰色中层状细砂岩、黑色泥岩为主，可见鲍

马序列［１０⁃１１］。 参照 Ｗａｌｋｅｒ 对浊积岩相的划分方案，
认为区内延长组浊积岩主要为近源浊积岩，主要为

ＡＥ 层序（图 ５ｅ），其中砂岩厚度约 １２ ｃｍ，泥岩厚度约

为 ３ ｃｍ。 三叠纪末期汝箕沟地区为大陆裂谷环境，
沉积了一套巨厚的延长组地层，其中延长组第五段为

深湖沉积环境，加上该区延长组末期存在岩浆岩活

动［１４⁃１５］，这也为浊积岩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触发

条件。

４　 沉积演化

通过对研究区野外剖面和井资料以及前人研究

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绘制了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延长

组沉积时期的地层对比（图 １２）及沉积模式图 （图
１３）。 研究发现盆地西缘北部汝箕沟地区、南部阎家

庄地区发育扇三角洲，中部地区则发育辫状河三角

洲，前三角洲普遍不发育。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经历了一个完整沉积演化

期，即 一 个 湖 泊 沉 积 发 生、 发 展 到 消 亡 的 过

程［１６，３１，４１⁃４３］，但研究区内汝箕沟地区沉积总体上则表

现为一个水体逐渐加深的沉积过程，这可能与延长组

时期贺兰山中段汝箕沟地区处于被动拉张环境下的

大陆裂谷的中心部位有关。
延长组第一段（长 １０）沉积时期，湖盆初步形成，

水体较浅，１）在盆地西缘北部汝箕沟地区发育扇三

角洲平原亚相，岩性以含砾粗砂岩、粗砂岩为主，局部

可见筛状沉形成的厚层砾石段；２）中部环县—演武

地区则发育辫状河三角洲平原相，以河道砂坝发育的

砂岩为主，夹有泛滥平原沉积的泥岩、泥质粉砂岩，整
体粒度较细；３）南部阎家庄地区则发育冲积扇，沉积

物以混杂堆积形成的厚层砾岩为主；其中汝箕沟、阎
家庄地区沉积厚度较大。
　 　 延长组第二段（长 ９，长 ８）沉积时期为湖盆的扩

张的早期阶段，水体逐渐变深，１）盆地西缘北部汝箕

沟地区为三角洲平原亚相，岩性主以辫状河道形成的

厚层含砾粗砂岩为主，交错层理发育，纵向剖面上砂

岩粒度逐渐变细；２）中部环县—演武地区则过渡为

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亚相，主要发育粉细砂岩与粉砂质

图 １２　 汝箕沟—环 ５２ 井—演 ４０ 井—阎家庄延长组地层对比图

Ｆｉｇ．１２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ｕｊｉｇｏｕ⁃Ｈｕａｎ ５２ Ｗｅｌｌ⁃Ｙａｎ ４０ Ｗｅｌｌ⁃Ｙａｎ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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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延长组沉积模式

ａ．延长组第一段沉积模式；ｂ．延长组第二段沉积模式；ｃ．延长组第三段沉积模式；ｄ．延长组第三段沉积模式；ｅ．延长组第五段沉积模式

Ｆｉｇ．１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泥岩、泥质粉砂岩互层，并与下部泥岩呈突变接触，交
错层理发育，纵向上整体为反粒序韵律；３）南部阎家

庄地区则过渡到扇中、扇缘，厚层砾石上部发育具交

错层理的粗砂岩，顶部还可见薄层紫红色泥岩。
延长组第三段（长 ７，长 ６，长 ４＋５）沉积早期，湖

平面达到最高，随后湖盆开始收缩。 １）盆地西缘北

部汝箕沟地区首先发育湖泊相（图 ５ｆ）的厚层黑色泥

岩、粉砂质泥岩，随后演化为扇三角洲前缘亚相，岩性

以水下分流河道成因的灰绿色中—粗砂岩为主；
２）中部环县—演武地区初期也发育黑色湖相泥岩，
随后逐渐过渡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亚相，发育灰绿色

细—中砂岩，偶见薄层暗色泥岩；３）南部阎家庄地区

地层由于抬升开始接受剥蚀作用。
延长组第四段（长 ３、长 ２）为湖盆消亡时期，水

体变浅，沉积体系向湖盆进积，１）西缘北部汝箕沟地

区则发育扇三角洲前缘亚相，岩性以灰绿色细砂岩和

暗色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为主，交错层理发育；
２）西缘地区中部及南部由于盆地发烈抬升，地层开

始接受剥蚀。
延长组第五段（长 １）沉积时期，盆地进一步抬

升，中部和南部地区地层基本被剥蚀殆尽。 在延长组

第五段时期，西缘汝箕沟地区发生强烈坳陷，发育深

湖相，其纵向上泥质逐渐增加，可见块状粉砂岩、黑色

泥岩，少见层理构造，并发育浊积岩。

５　 结论

（１） 在野外露头以及岩芯中识别出 １２ 种岩相类

型，发育叠瓦状砾岩相（Ｇｉ）、槽状交错层理砾砂岩相

（Ｓ⁃Ｇｔ）、槽状交错层理中粗砂岩相（Ｓｃｔ）、平行层理砂

岩相（Ｓｈ）、板状交错层理砂岩相（ Ｓｐ）、块状砂岩相

（Ｓｍ）、砂纹层理粉砂岩相（Ｆｒ）、波状交错层理粉砂岩

相（Ｆｗ）、泥岩相（Ｍ）、砂质支撑砾岩相（Ｇｍｓ）；楔状

交错层理砂岩相（Ｓｗ）；块状层理粉砂岩相（Ｆｍ）以及

７ 种常见的岩相组合类型。
（２）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在延长组时期由北向南

依次发育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以及冲积扇等相

带，其差异发育的原因与晚三叠纪构造运动引起湖盆

开口方向有关，汝箕沟地区位于湖盆短轴方向近物缘

的陡坡带，近距离、高陡坡的地形差使得冲积扇直接

进入湖水形成扇三角洲；中部环县—演武地区则位于

湖盆短轴方向较远的缓坡带，沉积物则以辫状河的形

态入湖，形成辫状河三角洲；南部阎家庄靠近秦祁褶

皱带，距离湖盆较远，沉积物被暂时性水流或山区河

流带出山口，直接在山前形成扇状的堆积体。
（３）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延长组识别出 ２ 次湖泛

期，长 ７ 时期湖侵形成的湖泛泥岩主要分布在盆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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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中北部。 长 １ 时期湖泊相仅发育在研究区北缘汝

箕沟地区，可见厚层暗色泥岩、砂岩，并发育浊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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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０３：１⁃３８２．［Ｈｅ Ｚｉｘｉ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ｏｆ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１⁃３８２．］

［８］ 　 赵红格，刘池洋，王建强，等． 鄂尔多斯盆地西部晚三叠世构造

属性探讨［Ｊ］ ． 中国地质，２００７，３４（３）：３８４⁃３９１． ［ Ｚｈａｏ Ｈｏｎｇｇｅ，
Ｌｉｕ Ｃｈｉｙ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ｅｒ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７， ３４（３）： ３８４⁃３９１．］

［９］ 　 张进． 宁夏中南部第三系沉积相分析及与青藏高原演化之间的

关系［Ｄ］． 北京：北京大学，２００４．［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
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４．］

［１０］ 　 柯保嘉，陈昌明，陈志明，等． 试论贺兰山地区延长群与鄂尔多

斯盆地的关系［ Ｊ］ ． 地质科学，１９９２（２）：１２４⁃１３０． ［Ｋｅ Ｂａｏｊｉａ，
Ｃｈｅｎ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ｅｌａｎ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Ｏｒｄｏ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９２（２）： １２４⁃１３０．］

［１１］ 　 魏红红，李文厚，邵磊，等． 汝箕沟盆地上三叠统延长组沉积环

境［Ｊ］ ．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１，３１（ ２）：１７１⁃１７４．
［Ｗｅｉ Ｈｏｎｇｈｏｎｇ， Ｌｉ Ｗｅｎｈｏｕ， Ｓｈａｏ Ｌｅｉ， ｅｔ 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Ｒｕｑｉｇｏｕ
Ｂａｓｉ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
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 ３１（２）： １７１⁃１７４．］

［１２］ 　 陈安清，陈洪德，侯明才，等． 鄂尔多斯盆地中—晚三叠世事件

沉积对印支运动Ⅰ幕的指示［ Ｊ］ ． 地质学报，２０１１，８５（ １０）：
１６８１⁃１６９０． ［ Ｃｈｅｎ Ａｎｑ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ｄｅ， Ｈｏｕ Ｍｉｎｇｃａｉ，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ｔ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ｅｖｅｎ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ｅｐｉｓｏｄｅ Ｉ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Ｊ］ ．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１， ８５（１０）： １６８１⁃１６９０．］

［１３］ 　 李相博，刘化清，完颜容，等． 鄂尔多斯晚三叠世盆地构造属性

及后期改造 ［ Ｊ］ ．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１２，３４ （ ４）：３７６⁃３８２． ［ Ｌｉ
Ｘｉａｎｇｂｏ， Ｌｉｕ Ｈｕａｑｉｎｇ， Ｗａｎ Ｙａｎ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３４（４）： ３７６⁃３８２．］

［１４］ 　 李蒙． 贺兰山地区晚三叠世延长期物源属性及其构造意义

［Ｄ］． 西安：西北大学，２０１５．［Ｌｉ Ｍｅ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ｐｒｏｖｅ⁃
ｎａｎｃ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ｉｎ Ｈｅｌ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Ｄ］． Ｘｉ’ａ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５．］

［１５］ 　 王锋． 贺兰山中段中生代构造环境分析［Ｄ］． 西安：西北大学，
２００７．［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Ｈｅｌ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Ｄ］． Ｘｉ’ａ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２００７．］

［１６］ 　 刘自亮，朱筱敏，廖纪佳，等． 鄂尔多斯盆地西南缘上三叠统延

长组层序地层学与砂体成因研究［Ｊ］ ． 地学前缘，２０１３，２０（２）：
１⁃９．［Ｌｉｕ Ｚｉｌｉａｎｇ， Ｚｈｕ Ｘｉａｏｍｉｎ， Ｌｉａｏ Ｊｉｊｉａ， ｅｔ 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
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ａｎｄ ｂｏ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２０１３， ２０（２）： １⁃９．］

［１７］ 　 杨华，刘自亮，朱筱敏，等． 鄂尔多斯盆地西南缘上三叠统延长

组物源与沉积体系特征［ Ｊ］ ． 地学前缘，２０１３，２０（２）：１０⁃１８．
［Ｙａｎｇ Ｈｕａ， Ｌｉｕ Ｚｉｌｉａｎｇ， Ｚｈｕ Ｘｉａｏ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２０１３， ２０（２）： １０⁃１８．］

［１８］ 　 张志杰，李伟，杨家静，等． 川中广安地区上三叠统须家河组岩

相组合与沉积特征 ［ Ｊ］ ． 地学前缘， ２００９， １６ （ １）： ２９６⁃３０５．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ｊｉｅ， Ｌｉ Ｗｅｉ， Ｙａｎｇ Ｊｉａｊ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Ｘｕｊｉａｈｅ 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 ａｎ ａｒｅ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Ｊ］ ．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２００９， １６（１）： ２９６⁃３０５．］

［１９］ 　 Ｍｉａｌｌ Ａ 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 Ｊ］ ．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１９８５， ２２（４）： ２６１⁃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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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于兴河，瞿建华，谭程鹏，等． 玛湖凹陷百口泉组扇三角洲砾岩

岩相及成因模式［ Ｊ］ ． 新疆石油地质，２０１４，３５（ ６）：６１９⁃６２７．
［Ｙｕ Ｘｉｎｇｈｅ， Ｑｕ Ｊｉａｎｈｕａ， Ｔａｎ Ｃｈｅｎｇ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ｆａｎ ｄｅｌｔａｓ ｏｆ Ｂａｉｋｏｕｑ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ｈｕ Ｓａｇ，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３５（６）： ６１９⁃６２７．］

［２１］ 　 赵俊峰，屈红军，林晋炎，等． 湖泊三角洲沉积露头精细解剖：
以鄂尔多斯盆地裴庄剖面为例［ Ｊ］ ． 沉积学报，２０１４，３２（６）：
１０２６⁃１０３４．［Ｚｈａｏ Ｊｕｎｆｅｎｇ， Ｑｕ Ｈｏｎｇｊｕｎ， Ｌｉｎ Ｊｉｎ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Ｏｕｔ⁃
ｃｒｏｐ⁃ｂａｓｅｄ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ａ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ｄｅｌｔ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Ｐｅｉｚｈｕａ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４， ３２（６）： １０２６⁃１０３４．］

［２２］ 　 李志华，黄文辉． 辫状河三角洲岩相特征及沉积模式：以鄂尔

多斯盆地苏南地区盒 ８ 段为例［Ｊ］ ． 岩性油气藏，２０１７，２９（１）：
４３⁃５０．［Ｌｉ Ｚｈｉｈｕａ，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ｈｕｉ．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ｄｅｌｔａ：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ｅ ８ ｍｅｍｂ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ｕｌｉｇｅ，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２０１７， ２９（１）： ４３⁃５０．］

［２３］ 　 Ｇａｌｌｏｗａｙ Ｗ 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ｐｐｅｒ
ｒｉｖｅｒ ｆａｎ⁃ｄｅｌｔａ， Ａｌａｓｋ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７６， ４６（３）： ７２６⁃７３７．

［２４］ 　 吕奇奇，罗顺社，付金华，等． 湖泊深水重力流沉积露头精细解

剖：以鄂尔多斯盆地瑶曲剖面长 ７ 油层组为例［ Ｊ］ ． 地质学报，
２０１７，９１（３）：６１７⁃６２８．［Ｌü Ｑｉｑｉ， Ｌｕｏ Ｓｈｕｎｓｈｅ， Ｆｕ Ｊｉｎ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Ｏｕｔｃｒｏｐ⁃ｂａｓ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ｆｌｏｗ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 ７ ｏｆ Ｙａｏｑｕ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
ｓｉｎ［Ｊ］ ．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７， ９１（３）： ６１７⁃６２８．］

［２５］ 　 王峰． 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沉积、层序演化及岩性油藏

特征研究［Ｄ］． 成都：成都理工大学，２００７． ［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ｏｉｌ ｐｏｏｌ ｏｆ Ｙａｎ⁃
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２６］ 　 朱卫红，吴胜和，尹志军，等． 辫状河三角洲露头构型：以塔里

木盆地库车坳陷三叠系黄山街组为例［ Ｊ］ ． 石油勘探与开发，
２０１６，４３（３）：４８２⁃４８９．［Ｚｈｕ Ｗｅｉｈｏｎｇ， Ｗｕ Ｓｈｅｎｇｈｅ， Ｙｉｎ Ｚｈｉ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ｏｕｔｃｒｏｐ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ｒｉ⁃
ａｓｓｉｃ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ｕｃｈ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ＮＷ Ｃｈｉｎａ［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４３
（３）： ４８２⁃４８９．］

［２７］ 　 操应长，张少敏，王艳忠，等． 渤南洼陷近岸水下扇储层岩相—
成岩相组合及其物性特征［Ｊ］ ． 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２０１５，３４
（２）：４１⁃４７． ［ Ｃａｏ Ｙ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ａｏｍｉｎ，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ｈｏ⁃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 ｓｕｂａｑｕｅｏｕｓ ｆａｎ 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Ｂｏｎａｎ Ｓａｇ［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ａｑ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３４（２）： ４１⁃４７．］

［２８］ 　 杨华． 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沉积体系及含油性研究

［Ｄ］． 成都：成都理工大学，２００４．［Ｙａｎｇ Ｈｕａ．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ｏｉ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 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

［２９］ 　 赵文智，王新民，郭彦如，等． 鄂尔多斯盆地西部晚三叠世原型

盆地恢复及其改造演化［Ｊ］ ． 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０６，３３（１）：６⁃
１３．［Ｚｈａｏ Ｗｅｎｚｈｉ，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ｍｉｎ， Ｇｕｏ Ｙａｎｒｕ，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ｒ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６， ３３
（１）： ６⁃１３．］

［３０］ 　 宋立军，赵靖舟，袁炳强，等． “崆峒山组砾岩”形成演化的动力

学机制分析［ Ｊ］ ． 大地构造与成矿学，２００９，３３（ ４）：５０８⁃５１９．
［Ｓｏｎｇ Ｌｉｊｕｎ， Ｚｈａｏ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Ｙｕａｎ Ｂｉｎｇ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ｎｇｔｏｎｇｓｈ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
ａｔｅ［Ｊ］ ． 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 ｅｔ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ａ， ２００９， ３３（４）： ５０８⁃５１９．］

［３１］ 　 李文厚，庞军刚，曹红霞，等． 鄂尔多斯盆地晚三叠世延长期沉

积体系及岩相古地理演化［Ｊ］ ．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９，３９（３）：５０１⁃５０６．［Ｌｉ Ｗｅｎｈｏｕ， Ｐａｎｇ Ｊｕｎｇａｎｇ， Ｃａｏ Ｈｏｎｇｘｉａ，
ｅｔ 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３９（３）： ５０１⁃５０６．］

［３２］ 　 张昌民，朱锐，尹太举，等． 扇三角洲沉积学研究进展［ Ｊ］ ． 新疆

石油地质，２０１５，３６（ ３）：３６２⁃３６８． ［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 Ｚｈｕ Ｒｕｉ，
Ｙｉｎ Ｔａｉｊｕ， ｅｔ 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ｆａｎ ｄｅｌｔａ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 Ｊ］ ． Ｘｉｎ⁃
ｊｉａｎｇ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３６（３）： ３６２⁃３６８．］

［３３］ 　 印森林，刘忠保，陈燕辉，等． 冲积扇研究现状及沉积模拟实

验：以碎屑流和辫状河共同控制的冲积扇为例［ Ｊ］ ． 沉积学报，
２０１７，３５（１）：１０⁃２３．［Ｙｉｎ Ｓｅｎｌｉｎ， Ｌｉｕ Ｚｈｏｎｇｂａｏ， Ｃｈｅｎ Ｙａｎｈｕｉ，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ｂｏｕｔ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ｆａ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ｆ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７， ３５
（１）： １０⁃２３．］

［３４］ 　 杨延强，吴胜和． 陡坡型扇三角洲上一类特殊类型河口坝的研

究［Ｊ］ ．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４４（ １）：９７⁃１０３． ［ Ｙａｎｇ Ｙａｎ⁃
ｑｉａｎｇ， Ｗｕ Ｓｈｅｎｇ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ｏｕｔｈ ｂａ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ｅｅｐ ｓｌｏｐｅ⁃ｔｙｐｅ ｆａｎ ｄｅｌｔａ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４４（１）： ９７⁃１０３．］

［３５］ 　 Ｐｏｓｔｍａ 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ｆａｎ ｄｅｌ⁃
ｔａｓ：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Ｍ］ ／ ／ Ｃｏｌｅｌｌａ Ａ， Ｐｒｉｏｒ Ｄ Ｂ． Ｃｏａｒｓ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ｄｅｌｔａ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１９９０： １３⁃２８．

［３６］ 　 Ｓáｅｚ Ａ， Ａｎａｄóｎ Ｐ， Ｈｅｒｒｅｒｏ Ｍ Ｊ， ｅｔ 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ｎｅ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ｆ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ｙｒｅｎｅａｎ ｆｏｒｅｌａｎｄ， ＮＥ Ｓｐａｉｎ［ Ｊ］ ．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５４（２）：
３６７⁃３９０．

［３７］ 　 裘亦楠，肖敬修，薛培华． 湖盆三角洲分类的探讨［ Ｊ］ ． 石油勘

探与开发， １９８２ （ １）： １⁃１１． ［ Ｑｉｕ Ｙｉ’ ｎａｎ， Ｘｉａｏ Ｊｉｎｇｘｉｕ， Ｘｕｅ
Ｐｅｉｈｕ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ｋｅ ｄｅｌｔａｓ［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
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８２（１）： １⁃１１．］

［３８］ 　 朱筱敏，信荃麟． 湖泊扇三角洲的重要特性［Ｊ］ ． 石油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４，１８（３）：６⁃１１．［ Ｚｈｕ Ｘｉａｏｍｉｎ， Ｘｉｎ Ｑｕａｎｌ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ｆａ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４， １８（３）： ６⁃１１．］

［３９］ 　 邹妞妞，张大权，史基安，等． 准噶尔西北缘玛北地区扇三角洲

砂砾岩岩相分类及储集意义［Ｊ］ ． 地质学报，２０１７，９１（２）：４４０⁃
４５２．［ Ｚｏｕ Ｎｉｕｎｉｕ， Ｚｈａｎｇ Ｄａｑｕａｎ， Ｓｈｉ Ｊｉ’ ａｎ， ｅｔ ａｌ．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５７１　 第 １ 期　 　 　 　 　 　 　 　 　 　 　 　 尹　 泽等：鄂尔多斯盆地西缘上三叠统延长组沉积相特征研究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ｕｔｅｎ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ｎ ｄｅｌ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ｂｅｉ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Ｊ］ ．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７， ９１（２）： ４４０⁃４５２．］

［４０］ 　 于兴河，王德发，郑浚茂，等． 辫状河三角洲砂体特征及砂体展

布模型：内蒙古岱海湖现代三角洲沉积考察［ Ｊ］ ． 石油学报，
１９９４，１５（１）：２６⁃３７．［Ｙｕ Ｘｉｎｇｈｅ， Ｗａｎｇ Ｄｅｆａ， Ｚｈｅｎｇ Ｊｕｎｍａｏ， ｅｔ
ａｌ． ３⁃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ｄｅｌｔａｉｃ ｓａｎｄｂｏｄｙ ｉｎ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ｅｌｔａｓ ｉｎ Ｄａｉｈａｉ
Ｌａｋｅ，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Ｊ］ ．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９４， １５（１）：
２６⁃３７．］

［４１］ 　 Ｃｈｅｎ Ｌ， Ｌｕ Ｙ Ｃ， Ｗｕ Ｊ Ｙ， ｅｔ 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 ８
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

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５， ２２
（１２）： ４７４９⁃４７６３．

［４２］ 　 Ｃａｏ Ｈ Ｓ， Ｓｈａｎ Ｘ Ｌ， Ｓｕｎ Ｐ Ｃ， ｅｔ ａｌ．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Ｃｈａｎｇ７ 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
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ｐａｌａ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Ｊ ］ ． Ｎｅｕｅｓ
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ｆü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ｅ ⁃ 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２０１５， １９３（１）： ４５⁃４７．

［４３］ 　 王居峰，郭彦如，张延玲，等． 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层序

地层格架与沉积相构成［ Ｊ］ ． 现代地质，２００９，２３（５）：８０３⁃８０８．
［Ｗａｎｇ Ｊｕｆｅｎｇ， Ｇｕｏ Ｙａｎｒｕ，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ｌ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Ｊ］ ．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２３（ ５）：
８０３⁃８０８．］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ＹＩＮ Ｚｅ１， ＬＩＵ ＺｉＬｉａｎｇ１，２， ＰＥＮＧ Ｎａｎ３， ＳＨＥＮ Ｆａｎｇ１，２， ＴＡＮ ＭｅｎｇＱｉ１， ＷＡＮＧ ＹｕＣｈｏｎｇ３，
ＬＩＡＮＧ ＹｕＣｈｅｎ１，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Ｗｅｉ１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５９，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ｏｎｌｏｇ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５９， Ｃｈｉｎａ
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７，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ｒｏｐ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Ｒｕｊｉｇｏｕ ａｎｄ Ｙａｎ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ｉｌｌ
ｃｏ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ｕａｎ５２， Ｈｕａｎ７８ ａｎｄ Ｙａｎ４０ ｗｅ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ｏｃｋ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１２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ｎ ｒｏｃｋ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ｆａｎ ｄｅｌｔａ⁃ｌａｋｅ， ａ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ａｎ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ｆａ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ｒｉｂｒｉｆｏｒ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ｕｎ⁃
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ｍｏｕｔｈ ｂａ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ｌ ｂａｒ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ｆａｃｉｅｓ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Ｒｕｊｉｇｏｕ， ｆａｎ ｄｅｌｔａ ｆａ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ｆａｃｉｅ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ｆａｎ ｄｅｌｔａ 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ｔａｇｅ． Ｄｅｅｐ⁃ｌａｋｅ ｆａｃ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ａｎｘｉａｎ⁃Ｙａｎ⁃
ｗｕ， ｅａｒｌｙ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ｆａｃ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ｌｔａ ｆｒｏｎｔ ｓｕｂ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ｆａ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ｔ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ｌｔａ ｆａｃｉｅ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ｕｐｌｉｆｔ⁃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ａｎ Ｊｉａ Ｚｈｕａ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ｆａｎ ｆａｃｉｅｓ， ｔｈｅｎ ｆａｎ ｄｅｌｔａ ｆｒｏｎｔ 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ｕｐｌｉｆ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ｓｔａ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ａｎ ｄｅｌｔａ；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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