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7卷 第6期
2019年12月

Vol.37 No.6
Dec.2019

DOI: 10.14027/j.issn.1000⁃0550.2019.053文章编号：1000⁃0550（2019）06⁃1117⁃12

沉 积 学 报

ACTA SEDIMENTOLOGICA SINICA

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黑色岩系成因探讨
——以铜川地区长 73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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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黑色岩系的成因一直存在争议。除传统认识的陆源物质沉积成因外，火山物质沉积和热

水沉积逐渐得到关注和认可。选取盆地东南缘瑶曲衣食村长73段野外露头剖面，进行系统观察和无间距采样，并借助显微镜、X
衍射、电子探针等分析方法对黑色岩系沉积特点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剖面中一部分的“黑色泥岩”和“粉—细砂岩”分别是尘

凝灰岩和粉—细砂级凝灰岩，在纵向和横向上发育规模显著；2）热水沉积产物丰富，包括水铵长石+黄钾铁矾+黄铁矿、重晶石+
非晶质SiO2、斜长石的钠长石化等矿物组合，它们与陆源碎屑沉积间互，受浅湖—半深湖相沉积、重力流沉积、远源火山碎屑沉积

以及热液流体改造作用的共同控制。上述特殊成因的黑色岩系既可以成为优质烃源岩层，也可成为优质储集体，对于油气富集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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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黑色岩系是一套富含有机质的暗色泥页岩、粉

砂岩、硅质岩和少量碳酸盐岩等海/湖相陆源细粒沉

积岩的总称[1]，其岩石组合、形成环境具有特殊性，而

且与成矿和油气形成关系密切，受到国内外地质学

界的长期关注。目前对于黑色岩系中泥页岩微观孔

隙类型和生烃指标的研究较多，实验方法成熟，但其

成因研究相对较少且存在争议，具体表现为除了传

统认识的陆源物质沉积成因外，热水沉积和火山物

质沉积成因的观点逐渐受到关注和认可。前人研究

成果表明，我国南方广泛分布的下寒武统黑色岩系

成因以陆源物质沉积+热水沉积[2⁃4]为主，属于海相沉

积，多为缺氧、低能、还原的浅海陆棚环境+海底热液

对流沉积背景；以新疆地区、松辽盆地烃源岩系为代

表的我国北方黑色岩系的成因主要是陆源物质沉

积+火山物质沉积[5⁃9]，属于湖相黑色岩系，沉积背景

多以缺氧、低能、还原的深湖—半深湖环境为主，并

伴随水下或邻区火山喷发；著名的北美页岩也是典

型的海相黑色岩系，是由泥页岩、钙质泥页岩及灰岩

组成的陆源碎屑沉积岩[10]，反映浅海陆棚的深水

环境。

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盆地

之一，以上三叠统延长组石油大规模发育为特征。

其中，长7油层组反映还原环境的深湖—半深湖相沉

积，发育大面积富含有机质及大量金属元素的黑色

泥岩、页岩为特征的黑色岩系，是延长组的主力烃源

岩层和致密油勘探开发的主要攻关对象[11⁃12]。近年

来，有学者[13⁃15]在盆地腹地长73钻井取芯中发现了火

山喷发和热水沉积形成的产物，提出油页岩中火山

物质沉积基本为薄夹层或纹层状的尘灰级凝灰岩，

粉—细砂级凝灰岩相对较少且沉积厚度也以毫米级

为主；热水沉积证据有黄铁矿—白铁矿—硬石膏、硅

质岩、充填于早期成岩缝的自生钠长石、纹层状的微

—粉晶铁白云石等[16⁃17]。然而，岩芯观察存在“一孔

之见”，肉眼甚至显微镜透射光识别火山碎屑岩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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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具有局限性，因此火山碎屑岩容易被误判为“正

常陆源沉积岩”[18]，以至于长 73在成因和沉积背景上

仍然被认为是“深湖—半深湖相”所控制的陆源碎屑

沉积。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以盆地东南缘铜川地

区瑶曲衣食村长 73野外露头剖面为例，从底到顶展

开无间距采样工作，识别和划分岩石类型，探究黑色

岩系的成因、沉积背景及与油气的关系。

1 地质背景

鄂尔多斯盆地位于华北板块西部，周边被群山

环绕，其南为秦岭造山带，西南为北祁连造山带，在

晚三叠世延长组时期为大型坳陷型湖泊沉积。延长

组自上而下被划分为长1~长10共10个层系。长10~
长 7为湖盆扩张期，长 6~长 1油层组为湖盆收缩期，

长７段沉积期为延长期湖盆发展的鼎盛阶段[19]，其中

长73段湖相泥页岩和凝灰岩最为发育。前人认为扬

子板块向华北板块推挤加剧导致盆地周缘在晚三叠

世期间发生过2次较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分别出现

在长73沉积早期和长73沉积晚期[20⁃21]，并通过测定盆

地腹地长73钻井取芯凝灰岩的锆石LA⁃ICP⁃MS、U⁃Pb
同位素年龄提出长 7湖盆主要成型期和扬子与华北

板块的碰撞期基本吻合，反映了火山喷发活动与湖

相泥岩的沉积发育具有协同性[22]。
铜川地区位于盆地东南缘，处于渭北隆起构造

单元之上（图1），赋存着丰富的油页岩资源，品位好，

含油率高。研究区出露了长 10~长 3多个时代的地

层[23]，其中长 7地层分布范围广，保存较为完整（图

1），在霸王庄、淌泥河和瑶曲镇等地均出露典型的长

73黑色岩系。霸王庄、淌泥河剖面位于金锁关镇，整

体上以风化严重的黑色油页岩为主（图2a，b）。瑶曲

野外剖面地处铜川市瑶曲镇衣食村摩天沟附近，剖

面起点坐标：35°16′7.5″ N，106°51′58.2″ E，测量段厚

度约为 13 m，地层倾角为 8°，倾向 183°，岩性特征与

另外两处剖面差异较大，断层不发育，油页岩层与厚

层“砂体”纵向叠置。

2 陆源碎屑沉积

瑶曲衣食村剖面中油页岩无论在横向和纵向上

发育规模较为显著，但是单层厚度不大，普遍不超过

2 m，颜色呈灰黑色、黑色，部分经风化后变成棕黄色、

铁褐色，局部可见叶薄状层理（图2a）。剖面中上部发

育多条重力流成因的厚层块状砂体，岩性以细砂岩为

主，与上下覆泥页岩突变接触，为砂质碎屑流沉积，局

部还可见具滑塌沉积特点的包卷构造（图2d，e）。

图 1 研究区区域地质图
1.位于中上三叠统延长组第一段，对应于长10油层组；2.位于中上三叠统延长组第二段，对应于长8、长9油层组；3.位于中上三叠统延长组第二段，对应于长73
油层组；4.位于中上三叠统延长组第三段，对应于长4+5、长6、长71+2；5.位于中上三叠统延长组第四段，对应于长2、长3油层组；6.目标剖面位置；7.铜川地区

Fig.1 Regional geology map in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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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山碎屑沉积

3.1 火山碎屑沉积分类

盆地延长组发育的火山碎屑岩粒度一般小于

2.0 mm，属于凝灰级别，根据火山碎屑含量将火山碎

屑沉积的岩石类型进一步划分为凝灰岩、凝灰质沉

积岩及沉凝灰岩。为了使粒度划分与陆源碎屑岩具

有一致性，可将凝灰岩按照粒度直径划分为细砂级

凝灰岩、粉砂级凝灰岩、尘凝灰岩。以此类推，凝灰

质沉积岩和沉凝灰岩划分方案如表1所示。

3.2 火山碎屑沉积类型及特征

瑶曲衣食村长 73剖面凝灰岩主要呈顺层分布，

厚度存在差异，极易风化成棕黄色、白色、红褐色疏

松状黏土物质（图2f，g），但是剥除风化表面发现岩石

质地坚硬，用力锤击后见贝壳状断口，新鲜面颜色以

灰白色、灰色和黑色为主。

表1 鄂尔多斯盆地长7火山碎屑沉积主要岩石类型分类表（据郑庆华[18]）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main volcaniclastic sedimentary rock types in Chang7 member,
Ordos Basin (after Zheng[18])

类

正常火山

碎屑岩类

火山—沉积碎屑岩类

岩石类型

凝灰岩

沉凝灰岩

凝灰质沉积岩

火山碎屑含量

>90%

<90%~50%

<50%~10%

50%以上

颗粒直径

/mm
0.062 5~2

0.003 9~0.062 5
<0.003 9
0.062 5~2

0.003 9~0.062 5
<0.003 9
0.062 5~2

0.003 9~0.062 5
<0.003 9

岩石名称

砂级凝灰岩

粉砂级凝灰岩

尘凝灰岩

砂级沉凝岩

粉砂级沉凝灰岩

尘沉凝灰岩

凝灰质砂岩

凝灰质粉砂岩

凝灰质泥岩

图 2 铜川地区长 73黑色岩系露头特征
(a)霸王庄野外露头发育水平层理的黑色油页岩；(b)淌泥河剖面主体为风化严重的油页岩；(c)瑶曲衣食村剖面中段油页岩发育叶薄状层

理；(d)具滑塌构造的透镜状细砂岩；(e)与下覆泥页岩突变接触的块状细砂岩；(f)位于瑶曲长73剖面底部的风化严重的棕黄色凝灰岩薄夹

层；(g)位于瑶曲长73剖面底部风很严重的白色凝灰岩薄夹层；(h)火山碎屑沉积厚度约25 cm，与深水原地沉积等厚互层；(i)从下至上深水

原地沉积厚度增大，火山碎屑沉积厚度逐渐减薄；(j)薄层凝灰岩向上突变为厚层火山碎屑岩，油页岩快速减薄直到消失

Fig.2 Section features of black rock series of Chang73 member in Tong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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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薄层凝灰岩

无论野外露头或钻井样品，新鲜面大多可见深、

浅相间的纹层，深色纹层岩石粒度细，手感光滑，白

色部分表面粗糙，粒度较粗，传统认为白色纹层为凝

灰岩，而黑色纹层为泥岩（图 3a，b）。对野外样品

YQ⁃3、YQ⁃5进行观察，白色纹层内可见晶屑悬浮在

尘凝灰岩之上，岩性为粉砂级晶屑凝灰岩；黑色纹层

成分与白色纹层中极细粒沉积基质成分一致，并可

见单个颗粒呈层分布，显示非正常陆源沉积特征（图

3d，e，i~k）。YQ⁃25样品下部的玻屑凝灰结构为粉砂

图 3 薄层凝灰岩特征
(a)瑶曲衣食村长73沉积构造特征；(b)盆地腹地钻井取芯长73沉积构造特征（据张文正等[16]）；(c)薄层凝灰岩往往与油页岩

互层；(d)样品YQ⁃5，薄层凝灰岩；(e)YQ⁃5深色和浅色纹层交界处的单偏光特征，黑色纹层内可见单个成层的火山碎屑颗

粒；(f)样品YQ⁃25，薄层凝灰岩；(g)是(f)的单偏光特征，显示正粒序构造特征；(h)是(g)的正交光特征，玻屑发生消光；(i)样品

YQ⁃3，薄层凝灰岩；(j)中黑色纹层单偏光特征；(k)中白色纹层单偏光特征，可见粉砂级火山碎屑颗粒

Fig.3 Characteristics of thin layer of tu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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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上部趋于尘灰级，整体呈正粒序（图3f~h）。综上

所述，野外薄层凝灰岩中黑色纹层岩性实际为黑色、

灰黑色尘凝灰岩，浅色纹层为灰白色、灰色粉—细砂

级凝灰岩。这种正旋回的沉积构造特征在纵向上韵

律式地叠加组合，反映最小尺度的旋回式火山碎屑

喷发过程（图 3a）。上述薄层凝灰岩厚度不超过 5
cm，横向延伸距离较短，往往与油页岩频繁互层，代

表深水原地沉积（图3c）[24]。
3.2.2 中—厚层凝灰岩

（1）粉—细砂级凝灰岩

剖面底部发育的横向展布稳定的“块状砂体”，

厚度可达 1.6 m，从颜色、产状上同正常沉积砂岩相

似。YQ⁃14样品肉眼识别为灰色含油细砂岩（图

4d），而显微镜下可观察到红褐色或黑褐色的玻屑，

以及少量板条状、尖棱角状晶屑，整体粒度达到粉砂

级，故将其定名为粉砂级含晶屑玻屑凝灰岩（图4e）。

YQ⁃10样品在肉眼观察下为浅灰色块状细砂岩，硬度

较大、含油性较好（图4f），岩石因被有机质覆盖而难

以在透射光下观察矿物的结构和类型（图 4g）；而在

反射光下呈鸡骨状、弓状的玻屑清晰可见（图4h）；经

鉴定，YQ⁃10岩性实际为细砂级玻屑凝灰岩。上述中

—厚层粉—细砂级凝灰岩的发现，是对盆地火山碎

屑沉积岩石类型重要的补充和对历史时期火山物质

沉降规模的重新认识。

（2）尘凝灰岩

厚层尘凝灰岩可达0.5 m，例如YQ⁃16样品，地质

锤敲击后岩石具有背壳状断口，新鲜面为黑色，外观

特征与正常沉积泥岩相似，极易发生混淆（图 5a）。

透射光下可观察呈棱角状、板条状等不规则玻屑分

布在黏土级沉积基质中（图5b，c）；X衍射结果表明，

样品石英+钾长石含量达到 70.30%，高岭石+伊蒙混

层含量 13.5%，另外包括 10%的非晶相，成分上与黏

土岩差别较大[25]。综合上述特征，将YQ⁃16定名为含

玻屑尘凝灰岩。

3.2.3 凝灰质沉积岩

肉眼观察YQ⁃22样品，识别其岩性为浅灰褐色

细砂岩（图 5a），而显微镜下该样品部分（大于 30%）
长英质颗粒呈尖棱角状或镰刀状，具典型晶屑凝灰

结构，可鉴定为晶屑凝灰质细砂岩（图 5b）。肉眼观

察同层位的YQ⁃21样品，为质地松软的棕黄色泥质

粉砂岩或粉砂质泥岩（图5c），发育小型交错层理；而

显微镜下可见粉砂级晶屑呈漂浮状分布在泥质沉积

基质上（图 5d），岩性实则为晶屑凝灰质泥岩。总体

来说，凝灰质沉积岩岩性在横向上非均质性较强。

图 4 剖面中—厚层凝灰岩特征
(a)YQ⁃16样品，与泥岩极为相似；(b)YQ⁃16单偏光特征，尘灰级凝灰岩中可见残余粒度较大的火山碎屑颗粒；(c)是(b)的正交光特征，玻屑发

生全消光；(d)YQ⁃14样品含油性较好，易被识别为含油砂岩；(e)是(d)的单偏光特征，可见大量红褐色或黑褐色玻屑和棱角状晶屑；(f)YQ⁃12
样品特征，易被识别为正常沉积的细砂岩；(g)是(f)的背散射图像特征，可见弯弓状和鸡骨状玻屑；(h)是(f)的反射光特征，鸡骨状、弯弓状玻

屑形态轮廓明显

Fig.4 Characteristics of medium bedded layer of tuffs i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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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火山碎屑沉积分布特征

整体上，衣食村剖面火山碎屑沉积的岩石类型

丰富，在纵向和横向上展布稳定，几乎与湖相泥页岩

的发育规模相当（图6），这与盆内钻井取芯观察结果

存在区别。局部观察发现：剖面底部为薄层、厚层火

山玻屑交替沉积，反应该时期周期性火山喷发活跃。

例如YQ⁃6~YQ⁃8层，厚层凝灰岩逐渐减薄，油页岩层

厚度增大（图 2i），火山喷发的强度有逐渐减弱的趋

势；剖面顶部YQ⁃23~YQ⁃25层可见与湖相泥页岩等

厚互层的中层凝灰岩，厚度约 20 cm（图 2h），反映强

度稳定的火山喷发活动；中上部YQ⁃22层附近从下

至上油页岩厚度不断减薄直至消失，火山碎屑沉积

由薄层向厚层突变（图 2j），反映火山活动强度突然

增强；剖面中部发育重力流成因的厚层砂岩和火山

—沉积碎屑岩（图6），火山碎屑含量显著较少。综上

所述，瑶曲衣食村剖面火山碎屑沉积的分布与盆缘

在晚三叠世长73沉积早、晚期发生过2次较大规模火

山喷发活动的认识基本吻合。

4 热水沉积

4.1 热水沉积（岩）的分类

热水沉积也称为热液喷流沉积，指来自地球深

部的气、液、固三相热液流体与海/湖盆底部沉积物发

生的一系列同期（准同期）结晶、交代、充填作用及其

产物的总称[26⁃27]。根据形成时温度和产物颜色，热水

沉积（岩）可划分为“黑烟囱型”和“白烟囱型”，主要

产物类型如表2所示。

4.2 剖面热水沉积证据

4.2.1 重晶石+非晶质SiO2
尘凝灰岩样品中的重晶石被形态呈撕裂状的

图 6 瑶曲衣食村长 73剖面岩性分层照片

Fig.6 Lithological hierarchical photograph in Yaoqu⁃Yishi village section of Chang73 member

图 5 瑶曲衣食村长 73剖面厚层凝灰质沉积岩特征
(a)样品YQ⁃22，肉眼观察为浅灰褐色细砂岩；(b)是(a)的单偏光特征，可见大量呈尖棱角状、镰刀状的晶屑；

(c)样品YQ⁃21，肉眼观察为棕黄色泥质粉砂岩或粉砂质泥岩；(d)是(c)的单偏光特征，火山碎屑与泥质混合沉积

Fig.5 Characteristics of medium bedded layer of tuffaceous sedimentary rocks in section of Chang73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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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2集合体所胶结，这类不具完整晶形的SiO2集合体

与长 73烃源岩中热液成因的硅质岩的形态、结构相

似[16]，推测是因为热液中的硅质与晶屑混杂发生了溶

蚀作用和塑性变形（图7d，e）。
4.2.2 水铵长石+黄钾铁矾+黄铁矿组合

水铵长石分子式为(NH4,K)AlSi3O8或NH4AlSi3O8，
最早发现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硫矿床中。当岩石与

含铵热液接触发生蚀变时，碎屑长石中的阳离子极

易被与之离子半径相同的NH43+ 替代，进而形成以水

铵长石为代表的自生含铵长石[29⁃31]。电子探针背散

射图像显示水铵长石沿微裂缝充填或以胶结物的形

式产出（图 7a~c），其中前者形成所需的NH4 浓度远

远大于后者[32]。X衍射分析结果表明（表 3），各类岩

石样品水铵长石含量高但几乎不含钾长石，这可能

是钾长石受热液改造作用向水铵长石转化的缘故。

资料显示，热液促使碎屑长石向水铵长石转化的同

时，通常会有黄铁矿、黄钾铁矾和铵黄铁钒等伴生热

液矿物的形成[33]。酸性条件较强的情况下，黄铁矿可

转化为黄钾铁矾(KFe3[SO4]2(OH)6)。如表3所示，岩石

类型中都含有黄钾铁矾，但均未发现黄铁矿，推测是

黑色岩系有机质成熟释放的大规模有机酸促使了黄

铁矿向黄钾铁矾的转化。

图 7 黑色岩系微观岩石学特征
(a)YQ⁃16样品，水铵长石以胶结物形式存在，（BSE）；(b)YQ⁃12，水铵长石沿微裂缝充填钾长石矿物，（BSE）；(c)水铵长石的能谱表征；(d)YQ⁃16，重
晶石周围分布非晶质SiO2，（BSE）；(e)自生钠长石交代斜长石，（BSE）；(f)里57井，硅质岩特征（据张文正等[22]）；(g)YQ⁃10样品，玻屑内部被蠕虫状

高岭石充填，（BSE）；(h)YQ⁃14长石晶屑内部溶蚀，被有机质充填

Fig.7 Micropetrographic features of black rock series

表2 根据矿物的形成温度和色调划分热水沉积类型（据钟大康等[28]）

Table 2 Types of hydrothermal sedimentation by mineral forming temperature and color (after Zhong et al.[28])
按颜色分类

黑烟囱型

白烟囱型

按温度分类

高温型

（320 ℃~400 ℃）

低温型

（100 ℃~320 ℃）

矿物类型

硫化物矿物

氧化物矿物

铁锰质矿物

硅酸盐矿物

硫酸盐矿物

碳酸盐矿物

氧化物矿物

主要矿物类型

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黄铜矿

石英、燧石层

钠长石、沸石、绿泥石

重晶石、天青石、石膏

铁白云石、菱铁矿

非晶质SiO2

岩石类型

硅质岩、硅岩

铁质岩、锰质岩

长石岩、沸石岩

重晶石

铁白云石

表3 部分样品全岩X衍射成分表（%）
Table 3 X⁃ray diffraction of selected samples(%)

样品编号

YQ-10

YQ-14

YQ-16

YQ-17

YQ-20

YQ-25

岩性

含晶屑玻屑凝灰岩

含晶屑玻屑凝灰岩

尘凝灰岩

泥岩

油页岩

尘凝灰岩

石英

73.6
73.2
68.5
63.3
38.0
46.7

斜长石

6.9
1.0
1.8
8.3
12.8
20.3

钾长石

6.2

水铵长石

12.1
12.8
6.2
18.5

6.2

黄钾铁矾

0.4
2.0

5.4
11.5
11.3

高岭石

6.0
11.0
3.5

3.0

伊利石+伊蒙混层

1.0

10.0
4.5
31.5
12.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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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斜长石的钠长石化

钠长石作为热水沉积的标志性矿物在海底热液

成岩成矿作用中普遍存在。覃小丽等[34]研究认为富

K+、Na+、Ca2+、Mg2+等离子的碱性热液使斜长石发生蚀

变是延长组钠长石形成的主要原因。对于斜长石钠

长石化的温度条件，Helmold et al.[35]研究认为斜长石

初始发生钠长石化的成岩温度约110 ℃，而斜长石完

全钠长石化需要的温度约为 160 ℃，最高可达

300 ℃[36]。本研究发现，剖面岩石中的斜长石的钠长

石化主要表现为钠长石沿节理缝或边部交代斜长石

（图7e）。
4.3 热水沉积分布特点

瑶曲衣食村剖面未见真正意义上由热液/热水直

接结晶形成的岩石，多是热液流体进入湖盆与沉积

层发生不同程度的充填、胶结、交代等热液改造作

用。经本研究统计，剖面纵向上多个岩石样品中

（YQ⁃1~YQ⁃25）发现了不同类型、温度条件的热水沉

积产物，反映黑色岩系沉积期热液流体活动频繁且

具备一定规模。另外，研究区地处渭北隆起构造单

元，发育的深部断裂为热液流体提供了良好的上升

通道。

5 沉积背景探讨

瑶曲衣食村剖面深水原地沉积单层厚度不超过

2 m，火山碎屑沉积最厚处可达 1.6 m，并可见重力流

成因的厚层砂体，岩层粒度以细—粗—细的方式相

互叠置。相距三十几公里外的霸王庄、淌泥河剖面

主体以单层厚度超过 10 m的油页岩为主，火山碎屑

沉积规模较小，多以凝灰岩薄夹层为主，不发育横向

展布稳定的厚层砂体。基于上述特征，笔者认为瑶

曲衣食村长 73黑色岩系沉积位置处于湖盆斜坡带，

位于深水与浅水控制区的“转折区”。首先，瑶曲衣

食村剖面与霸王庄、淌泥河剖面不同的是几乎不见

浊流沉积特点，主要为砂质碎屑流和滑塌沉积，属于

典型的斜坡重力流沉积，紧邻三角洲前缘。其次，受

地震、火山喷发等构造事件或气候变化的影响，斜坡

带湖水深度变化较为波动，当水体较浅时有利于火

山凝灰物质快速堆积形成厚层凝灰岩；而水体较深

时则有利于深水原地沉积的形成，火山凝灰物质以

薄层凝灰岩为主，其中一部分也能以重力流的搬运

方式进入深水区，期间与湖泥或砂岩混合形成厚层

的凝灰质沉积岩。相较之下，霸王庄、淌泥河剖面岩

性特征整体指示典型的深湖—半深湖环境，处于深

水控制区。因此，瑶曲衣食村长 73黑色岩系下部反

映浅水环境，中上部反映深水环境，处于浅湖相和深

湖—半深湖相的“过渡带”，即浅湖—半深湖环境（图

8），而前人的研究也认为该环境正是油页岩发育最

有利地区[37]。
虽然火山碎屑沉积发育规模显著，但本次野外

踏勘未发现如火山渣、火山弹等粒度粗大的火山沉

积物，仍以凝灰岩这类成分较纯的细粒火山碎屑沉

积为主，故排除近源火山喷发或水下火山活动对该

地区黑色岩系的形成造成影响。除此之外，铜川地

区与盆地腹地的凝灰岩地化表征具有同源性[38]，因此

晚三叠世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碰撞引起的远源火山

灰沉降事件可能仍然是剖面黑色岩系中火山碎屑沉

积大规模发育的主控因素。同时，剧烈的盆缘火山

活动导致扬子板块和华北板块相互挤压，秦岭洋闭

合，加剧盆地内部稳定沉降，促使了湖盆剧烈的扩

张，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诱发湖盆底部岩浆—热液流

体的活动（图8）。
综上所述，瑶曲衣食村长 73黑色岩系实际上是

受浅湖—半深湖相沉积、重力流沉积、大规模火山凝

灰物质沉积以及热液流体改造作用共同控制的产

物，并非单一受深湖—半深湖相所控制发育的陆源

碎屑沉积（图8）。
6 与油气的关系

6.1 促进优质烃源岩发育

尽管火山凝灰物质所携的热量会在搬运过程中

和进入湖盆时逐渐散失，然而火山物质频繁、周期性

的堆积仍能使湖水温度持续性的升高，有利于湖相

泥页岩中生烃母质的繁殖。前人研究发现铜川地区

油页岩中P2O5、Fe2O3含量异常高[39]，这与火山物质降

落湖盆后经过水解作用提供的Fe、P等生物营养物质

有关，同时对促进藻类的勃发和增加有机质丰度具

有重要意义。另外，中—厚层凝灰岩与泥页岩交替

发育，反映凝灰岩在短时间内大面积地覆盖泥页岩，

从而对有机质起到保护作用。除此之外，黑色岩系

在沉积期经历或长期处于较高温度的成岩和生烃环

境，对于优质烃源岩的发育同样起到积极作用。

6.2 作为优质储集层

除了重力流成因的陆源砂体，厚层火山碎屑沉

积也可成为良好的储集体。剖面中—厚层凝灰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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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玻屑大部分发生脫玻化，残留空隙被黑色有机质

和高岭石充填（图4g，h、图7g），因此玻屑脱玻化是凝

灰岩储集体次生孔隙发育的重要控制因素。另外，

长石晶屑沿内部发生溶蚀并被有机质充填，进而形

成良好的晶内孔（图7h）。前文已经介绍未风化或风

化不严重的凝灰岩其实是坚硬、致密的，并非传统认

为的软质、疏松的细粒物质，因此在生产上凝灰质储

集层同常规砂体一样具备开采条件。

7 结论

盆地东南缘瑶曲衣食村长73黑色岩系中的一部

分“黑色泥岩”和“粉—细砂岩”实际上分别是尘凝灰

岩和粉—细砂级凝灰岩。另外，油页岩、泥岩或凝灰

岩中存在热水沉积产物，以水铵长石+黄钾铁矾+黄
铁矿、重晶石+非晶质 SiO2、斜长石的钠长石化等矿

物组合为特征，在剖面纵向上分布范围极广。该黑

色岩系并非传统认识的单一受深湖—半深湖相所控

制发育的陆源碎屑沉积，实际上是受浅湖—半深湖

相沉积、重力流沉积、大规模火山碎屑沉积以及热液

流体的改造作用共同控制的产物。

这种特殊成因和沉积背景促使黑色岩系既可以

成为优质烃源岩层，也可成为优质储集体。显然，对

这类特殊黑色岩系的油气富集特征进行定量化研

究，并与常规黑色岩系进行对比，将为致密油富集规

律的研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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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is Analysis of Black Rock Series: A case study of Chang 73

member in Tongchuan area

SONG ShiJun1，2，LIU YiQun1，2，ZHENG QingHua3，ZHOU DingWu4，FU Yu1，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ntinental Dynamic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olog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3. College of Energy Engineering, Yulin University, Yulin, Shaanxi 719000, China
4.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10, China

Abstract：The genesis of the black rock series of the Triassic Chang 73 member has been controversial. It is gradually
gaining acceptance that pyroclastic deposition and hydrothermal deposition are the genesis，along with normal terrige⁃
nous sedimentation. In this study，of the Chang 73 member was sampled from top to bottom，and the samples were an⁃
alyzed by SEM，XRD and optical microscopy to determine the sedimentary properties of the Yaoqu⁃Yishi village sec⁃
tion in Tongchuan. It was found that（1）so⁃called“black mudstone”is dust tuff and“silt⁃fine sandstone”is silt to
fine⁃sand tuff，and（2）hydrothermal deposition is abundant in the section，with typical hydrothermal mineral assem⁃
blages such as buddingtonite + jarosite + pyrite，amorphous SiO2 + barite，and albitized plagioclase. Pyroclastic de⁃
posits and hydrothermal deposits are interbedded with normal terrigenous sediments from deposited semi⁃deep and
shallow lake facies，gravity flow deposits，and massive pyroclastic deposits far from the eruption source，with modi⁃
fied hydrothermal fluid. This particular genesis and sedimentary setting makes the black rock series a potentially high⁃
quality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and reservoir favoring significant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Key words：black rock series；tuff；hydrothermal deposition；Tongchuan area；Triassic；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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