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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始新统—中新统沉积物源与沉积环境

陈淑慧，侯元立，邵磊，黄奇瑜，乔培军，崔宇驰，孟宪博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92

摘 要 台湾地区出露的始新统—中新统地层属南海北侧的范畴，其物质组成及沉积环境为揭示南海新生代早期构造沉积演

化提供了关键性依据。对台湾西部麓山带中部南投粗坑地区、国姓地区以及东北海岸新港—基隆地区的始新统—中新统地层

进行了岩石学、矿物学、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以及碎屑锆石U⁃Pb定年分析等研究。结果显示：台湾中部和北部从始新世到中

新世经历了从陆相河流—湖泊相沉积环境到滨浅海相的环境转变，其砂岩成分成熟度随时间由老变新呈现规律性变化；沉积物

源分析表明研究区沉积物在始新世—早渐新世，物源以近源中生代源区为主，碎屑锆石年龄谱系出现120 Ma和230 Ma两个主要

峰值，与周边及华南沿海地区中生代火山岩时代一致；进入晚渐新世以后，锆石年龄谱系出现900 Ma及1 800 Ma等古老峰值，说

明古老地块物质明显增加，这可能反映了昆莺琼古河流由南海西部到东部的物质输送对台湾地区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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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在进入新生代后经历了一系列剧烈的

构造运动，包括太平洋板块的转向和俯冲后撤[1]、菲
律宾板块和欧亚板块边缘的碰撞[2]、以及造成青藏高

原隆升的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间的碰撞等事件[3]。
这一系列的地质构造运动对东亚地区的构造、地质

演化及气候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海就是在这

一系列构造运动中形成的新生代边缘海，是研究新

生代东亚地区板块构造运动的热点地区之一，其在

新生代东亚大陆边缘大规模张裂作用的背景下[4]，经
历了海底扩张与消亡的旋回过程[5]。伴随着断陷扩

张过程，南海盆地接受了巨厚的新生代沉积。然而，

由于南海北部钻遇新生代早期的探井有限，极大地

限制了通过沉积手段对南海早期的沉积演变过程的

研究。台湾地区新生代始新世—中新世沉积属南海

北部沉积的一部分，是南海北部陆源剥蚀—沉积充

填过程的产物。由于菲律宾板块向西北方向的漂移

并在中中新世开始与欧亚大陆发生拼合碰撞，使南

海东北部新生代沉积层序变形抬升，最终形成台湾

隆升岛屿[6⁃7]。因此，台湾地区作为南海北部新生代

地层唯一的出露区，对揭示南海早期构造演化和沉

积充填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前人对台湾地区新生代

沉积环境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大量成果[7⁃8]，但其物

源演化尚存争议[9⁃11]。本研究通过对台湾岛中部、北

部始新世—中新世样品的岩石学及沉积物源的研

究，并结合南海北部的对比分析，揭示了沉积物的形

成环境及物源演变信息（图1）。
1 地质背景

中生代晚期到新生代早期，欧亚大陆边缘发生

了大规模的张裂事件，形成了一系列的断陷盆地[13]，
其中的新生代沉积地层为了解新生代沉积环境及

水系演化提供了重要研究素材。南海洋壳自 16 Ma
开始沿马尼拉海沟向东俯冲于菲律宾海板块之下，

同时由于菲律宾海板块持续地向西北方向运动，在

6.5 Ma左右与欧亚大陆边缘发生碰撞，导致欧亚大陆

边缘新生代沉积层序变形抬升，形成台湾岛[14⁃15]。
台湾为板块俯冲增生的产物[8]，其大地构造演化

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图2）：1）陆缘断陷

盆地阶段（45~34 Ma），以陆相河流—湖泊沉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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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夹火山碎屑沉积，其基底为中生代—古生代陆相

—浅海相碎屑沉积岩或变质岩，此时由于断陷活动

产生了地堑—半地堑张裂盆地；2）海底扩张阶段

（34~16 Ma），该时期台湾地区作为南海北部的一

部分经历南海海底扩张 [16]；3）洋壳俯冲阶段（16~
6.5 Ma），南海洋壳沿马尼拉海沟向东俯冲于菲律宾

板块之下，同时，原陆棚、陆坡沉积物及深海浊积层

被刮积形成增生楔；4）弧陆碰撞阶段（6.5 Ma至今），

北吕宋岛弧与欧亚大陆边缘发生斜向弧陆碰撞造山

运动，使沉积在被动大陆边缘的地层向西逆冲，褶皱

隆升出露于海平面之上形成台湾造山带[7⁃8]。
台湾西部麓山带为典型的被动大陆边缘沉积，

其出露的新生代地层总体上可以分为裂陷层序和裂

后层序[7⁃8]（图 2）。其中，裂陷层序主要为始新世地

层，裂后层序包括晚渐新世和中新世地层。裂陷层

序和裂后层序之间以破裂不整合接触，其代表的地

质事件在台湾被称为“埔里运动”，对应南海洋壳的

打开。不整合面时间位于 33~39 Ma之间，代表南海

洋壳形成的亚洲大陆边缘张裂构造活动[17] 。

2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在台湾中部南投县粗坑地区采集始新统

—中新统砂岩样品 44个，东北海岸地区砂岩样品

17个。

样品中 34个制作成岩石薄片，进行岩石矿物学

鉴定工作。根据Dickinson和 Suczek的分类方法[18]，
对薄片进行矿物鉴定和成分统计。

稀土元素地化分析中，共选取了 39个样品进行

分析测试。样品经研磨、烘干、加酸溶解等与处理

后，用 ICP⁃MS测量微量元素[19]。实验分析测试在同

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

重矿物研究制备遵循国际制定的《海洋底质调

查技术规程》，记录每种矿物的颗粒百分比，同时对

形态、颜色、条痕、颗粒相对大小和磁性等矿物特征

进行描述[20]。
锆石U⁃Pb年龄研究中，共选取粗坑地区26个样

品以及东北海岸地区 8个样品进行实验分析。样品

经预处理后使用和Thermo Elemental X⁃Series ICP⁃MS
相连的New Wave 213nm激光剥蚀系统完成锆石U⁃
Pb定年测试工作，以国际标准锆石 91500（1 065.4±
0.3 Ma[21]）为外标，并采用锆石标样Plešovice（年龄为

337.1±0.4 Ma[22]）来校正。实验分析测试在同济大学

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同位素比值及年龄

计算采用 ICPMSDataCal软件完成[23]，利用 Andersen

图 1 研究区与周围地质单位地理分布示意图（A，B为两处采样点）（修改自黄奇瑜等 [12]）
Fig.1 Brief tectonic map of study area and surrounding geological units (point A and B represent the

sample locations) (modified from Huang et a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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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方法进行普通Pb校正[24]，根据Compston et al.[25]
的计算方法得出年龄。最终实验结果数据采用

Vermeesch[26] 的DensityPlotter软件来绘图展示。

3 分析结果

台湾粗坑地区和东北地区始新世—中新世各时

代地层的砂岩镜下分析结果如下：

始新世普遍为中细砂结构（粒径），分选中等，次

棱—次圆状，颗粒含量 80%，杂基 15%，胶结物 5%。

碎屑颗粒以石英为主，占 70%左右，岩屑 25%，长石

5%。碎屑颗粒边缘溶蚀交代现象普遍发育；岩屑以

火山燧石岩屑为主，含部分泥质岩屑和少量变质岩

屑。长石颗粒主要为斜长石，多发生高岭土化。胶

结物主要为方解石亮晶胶结。晚始新世样品开始出

现有孔虫化石及自生海绿石（图3A）。
早渐新世砂岩粒径100 μm，分选良好，颗粒含量

67%，杂基 30%，胶结物 3%。次棱—次圆状，碎屑颗

粒以石英为主，占70%左右，岩屑28%，长石2%。碎

屑颗粒边缘溶蚀交代现象普遍发育；石英常见次生

加大边。岩屑以燧石岩屑为主，部分火山岩岩屑和

少量变质岩屑，长石颗粒含量较少。胶结物主要为

黏土亮晶，少量方解石。泥质杂基含量达到 30%
（图3B）。

晚渐新世砂岩样品以细砂岩为主，粒径100 μm，
分选较好，次棱—次圆状，碎屑含量80%~90%。石英

含量70%左右。岩屑占28%左右，以燧石岩屑为主，

含有泥质岩屑和少量变质岩屑。长石较少，仅有

2%。胶结物主要为高岭石亮晶。岩石中自生海绿石

普遍发育。样品整体上成熟度明显提高（图3C）。
中新世砂岩以中—细砂岩为主结构，分选较好，

次棱—次圆状，碎屑含量 80%~90%，以石英碎屑为

主，常见石英颗粒边缘发生溶蚀交代现象，60%。岩

屑占35%左右，以燧石岩屑为主，含有泥质岩屑和少

量变质岩屑。长石约占 5%，正长石、斜长石为主。

胶结物主要为绢云母和方解石亮晶胶结。样品中普

遍含有有孔虫及双壳类生物碎屑，指示为海相沉积

环境（图3D）。
台湾粗坑地区和东北海岸两地的样品由于含有

大量石英质燧石岩屑，因此样品中普遍石英含量较

高，整体上表现为石英砂岩，成熟度较高。两地区各

时代间砂岩成分变化不明显，在粗坑地区晚渐新世

砂岩成分成熟度最高，以石英砂岩为主，始新世及中

图 2 台湾西部麓山带与雪山山脉新生代早期地层层序（修改自黄奇瑜等 [12]）
Fig.2 Early Cenozoic strata of the western foothills and Hsuehshan range, Taiwan

(modified from Huang et a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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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均以长石石英砂岩和岩屑石英砂岩为主；在东

北地区从始新世到中新世砂岩成分成熟度明显增

高。岩屑类型上，样品表现为火山质岩屑为主，泥质

岩屑也有一定含量。同时，东北和粗坑两地均呈现

随地质时代演变火山质岩屑增多的现象（图4）。
由样品球粒陨石标准化的REE配分模式结果

（图5）可见，两地始新世—中新世各地质时代的沉积

物样品均出现了典型的上地壳稀土元素特征，表现

为轻稀土富集、重稀土亏损，Eu元素表现为负异常。

各地质时代间并未出现明显的差异，也未显示出随

时间变化的趋势。

粗坑地区的重矿物组合在始新世主要含有锆石

和少量石榴子石、磷灰石、电气石、金红石。其中，锆

石含量为80%，稳定矿物含量较高，而代表岩浆岩母

岩的石榴子石以及接触变质岩的电气石也有记录，

而绿帘石含量几乎为零，说明母岩区变质岩较少。

整体上，粗坑地区始新世表现为母岩为岩浆岩的特

点。进入晚渐新世以后，锆石含量进一步增加，达到

了近 90%，而石榴子石和电气石含量降低，锆石+金
红石的稳定矿物含量达到了 95%以上，说明沉积物

图 3 台湾中北部典型地层沉积物
（a1）（a2）始新世地层典型沉积物（样号CK08A）；（b1）（b2）早渐新世地层典型沉积物（样号DB14）；（c1）（c2）晚渐新世地层

典型沉积物（样号CK7）；（d1）（d2）中新世地层典型沉积物（样号DB2）
Fig.3 Typical sediment slices of central and northern Taiwan

(a1)(a2)typical sediment of Eocene (sample number CK08A);(b1)(b2)typical sediment of Lower Oligocene (sample number DB14);
(c1)(c2)typical sediment of upper Oligocene (sample number CK7);(d1)(d2)typical sediment of Miocene (sample number DB2)

322



第2期 陈淑慧等：台湾始新统—中新统沉积物源与沉积环境

整体成熟度较高。中新世时期与晚渐新世时期相

似，同样表现为大量稳定矿物富集，指示来自岩浆岩

母岩的矿物含量减少。东北海岸地区始新世和早渐

新世均表现为大量稳定矿物富集，含有少量电气石，

而表示岩浆岩母岩的石榴子石数量较少。到了中新

世，台湾东北及粗坑地区均呈现出稳定矿物含量下

降，不稳定重矿物含量明显增多的现象（图6）。
锆石U⁃Pb年龄研究显示，台湾中部粗坑地区的

锆石年龄频谱明显可以分为两组（图7），即始新世一

组，晚渐新世—中新世一组。由于该地区破裂不整

合的发育，造成了早渐新世地层的缺失[8]。
粗坑地区始新世 6个样品共计 374个数据点显

示，锆石年龄较为集中的分布在 500 Ma之内，其中

115 Ma左右的中生代燕山期的峰值尤其突出，数据

占比超过了50%。而437 Ma左右的加里东期的锆石

数据也有明显的峰值。整体上看该地区始新世时期

锆石年龄数据分布集中，应指示相对于单一的物源

输入。

粗坑地区晚渐新世9个样品共计588个数据点，

中新世10个样品共计870个数据点。两个时期的锆

石年龄频谱图显示一定的相似性，而相对于始新世

则有明显的差异。其中，较为年轻的锆石（<500 Ma）
数量依然处于绝对优势，而 110 Ma左右的燕山期锆

石数量依然最多，此外中生代早期印支期（230 Ma左
右）的锆石分化出了明显的次峰。430 Ma左右加里

东期的锆石也有明显的峰值。与始新世时期不同的

是，晋宁期和吕梁期的较老年龄锆石数量明显提升，

两个时期频谱图在760 Ma和1 870 Ma左右均有明显

的峰值，而中新世样品在 2 500 Ma的吕梁期锆石数

量也较为突出。总体上看，粗坑地区从晚渐新世碎

屑锆石年龄分布发生明显改变，样品中古老锆石年

龄含量明显增加，显示沉积物源区应发生明显改变，

中新世碎屑锆石年龄谱系特征与晚渐新世基本

相同。

东北海岸始新世两个样品共计 89个数据点，早

渐新世两个样品共计159个数据点，锆石年龄频谱图

从始新世到渐新世基本相似，以年轻锆石（<500 Ma）
数量占据压倒性优势。其中，始新世锆石频谱主要

表现 120 Ma的燕山期峰值和 417 Ma的加里东期峰

值，且燕山期锆石数量超过50%；早渐新世锆石年龄

以 113 Ma左右燕山期的锆石数量超过 80%，加里东

图 5 粗坑地区和东北海岸地区稀土元素配分模式

（PAAS：太古宙平均澳大利亚页岩 [27]）
Fig.5 Chondrite normalized rare earth element (REE)
patterns of Tsukeng and northeast shoreline areas

(PAAS: Post⁃Archean Australian Shale[27])

图 4 台湾砂岩沉积物和岩屑判别模式（VRF：岩浆岩屑；SRF：沉积岩屑；MRF：变质岩屑）

Fig.4 Petrographic data of sandstone and rock fragments from Taiwan (VRF: volcanic rock fragment;
SRF: sedimentary rock fragment; MRF: metamorphic rock fra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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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锆石仅有少量分布。到中新世4个样品235个数据

点显示出与始新世和早渐新世较为明显的差异。虽

然中生代的锆石依然最多，以 132 Ma左右燕山期为

主，200 Ma左右燕山期早期发育次峰，但是较老年龄

的锆石分布明显增多，其中 754 Ma左右的晋宁期和

1 787 Ma左右的吕梁期均有明显的峰值，在 408 Ma
发育次一级的加里东期峰值，总体上锆石年龄谱系

分布范围明显扩大。

4 讨论

台湾在始新世时期主要为辫状河—沼泽相沉积

环境，水深较浅，水动力较强，整体为陆相环境。破

裂不整合之上的晚渐新世地层开始大量出现海绿石

颗粒和海相生物化石，指示沉积环境由陆相转为滨

浅海相。早中新世以后水深进一步加深，沉积地层

出现了浅海、半深海相沉积，部分地区发育碳酸盐沉

积（图8）。
稀土元素配分特征说明台湾新生代地层沉积物

主要来自于上地壳酸性岩及沉积岩区。砂岩碎屑成

分特征及重矿物组合显示，始新世研究区以近源搬

运沉积为特征，砂岩碎屑中含有较多火山硅质碎屑，

重矿物组合中含有一定磷灰石等不稳定重矿物；晚

图 6 台湾重矿物成分含量柱状图和 GZi、ZTR、ATi指数关系

（粗坑地区用蓝色符号表示，东北海岸地区用红色符号表示）

Fig.6 Histogram of heavy mineral content and relationship of GZi, ZTR, and ATi from Taiwan
(Blue represents the Tsukeng area, and red represents the northeast shorelin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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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新世，砂岩的磨圆、分选及成分成熟度均明显变

好。沉积物源区以岩浆岩源区为主，沉积物中高含

量的锆石可能与滨海相沉积有关。特别是粗坑地区

从晚渐新世到中新世砂岩成分成熟度明显下降，重

矿物ATi指数明显上升，可以认为该时期沉积物源发

生了明显的转变。虽然整体上石英及石英质燧石岩

屑含量较高，但砂岩中仍然包含较多的火山碎屑物

质，沉积物搬运距离应该仍以近源搬运为主。

砂岩中碎屑锆石U⁃Pb年龄谱系图显示，台湾始

新世和渐新世，锆石年龄主要以显生宙为主，燕山期

锆石数量尤为突出，而前寒武纪古老锆石含量较少。

由于二叠纪到白垩纪岩浆岩（主要是燕山期和印支

期）广泛发育在华南沿海地区[28]，其年龄具有从沿海

向内陆逐渐变老的趋势[29⁃32]。华南沿海河流沉积物

碎屑锆石U⁃Pb年龄显示[33⁃34]，华夏地块现代河流沉积

物主要为燕山期、印支期和加里东期，几乎不含新元

古代甚至更老地层，与台湾始新世和早渐新世锆石

年龄频谱有很好的一致性（图 9）。由于该时期研究

区砂岩碎屑大量出现火山质岩屑，具有较低的成分

成熟度，可以认为该时期台湾沉积物应源自华南中

生代岩浆岩活动区（图9）。
值得指出的是，进入晚渐新世以后，粗坑地区沉

积物碎屑锆石U⁃Pb年龄中前寒武纪锆石数量明显增

加，显示沉积物源发生明显改变，部分学者认为该时

期沉积物源可能源自华南内陆及扬子地块，甚至源

自长江物源[9⁃11]。粗坑地区碎屑锆石 760 Ma左右的

晋宁期锆石峰值较为突出，可能对应罗迪尼亚超大

陆的裂解[35]或是古代扬子板块和华夏地块的拼合[36]。
但本次研究中台湾沉积物与华夏地块内部的锆石年

龄数据存在很多不一致：粗坑地区和东北海岸的锆

石在晋宁期峰值均在 760 Ma左右，这个数值要晚于

华夏地块内部更为显著的950 Ma左右的晋宁期峰值

以及印支地块东部（安南山脉）的 958 Ma的纪录[37]，
而在扬子板块内部晋宁期锆石年龄则在800~840 Ma
最为突出[38]，750 Ma左右的峰值在华夏板块以及扬

子板块南部都以次级峰的形式出现。华夏地块和扬

子地块晋宁期主导的 950 Ma和 840 Ma的锆石年龄

峰值在台湾沉积物并未得到显著的纪录，且东北海

岸没有发现 2 500 Ma左右的锆石。同时，尽管华夏

地块内部存在元古代及太古代锆石年龄的纪录[39⁃40]，
但现代闽浙沿海河流沉积物总体缺乏这些锆石颗

粒，加之砂岩中普遍存在的火山岩碎屑颗粒及较低

的成分成熟度，没有证据显示该时期存在源自华南

以及扬子地块内陆的长大河流存在。因此，台湾岛

图 7 台湾中北部东北海岸和粗坑地区沉积物碎屑锆石 U⁃Pb年龄频谱和协和图

Fig.7 Detrital zircon U⁃Pb age and the concord diagram of central and northern Taiwan

325



第38卷沉 积 学 报

晚渐新世起沉积物物源开始接受内陆物质影响的观

点仍有很多需要解决的疑点。

由于大陆东南沿海河流锆石U⁃Pb年龄与晚渐新

世—中新世粗坑地区差异明显，因此晚渐新世—中

新世台湾岛的沉积物不太可能由华南沿海河流搬运

沉积而成。长江流域范围广阔，其河口沉积物锆石

年龄频谱分布广，与台湾晚渐新世—中新世锆石年

龄有较好的对应[41⁃42]，因此，有观点认为该时期长江

沉积物是台湾重要的物质来源[9⁃11]，长江沉积物通过

洋流搬运至台湾地区甚至南海东北部。但是，台湾

地区沉积物砂岩较低的成分成熟度并不支撑长距离

搬运的观点。同时，目前主流的长江中下游格局和

东西贯通的研究普遍认为，长江应于中晚中新世逐

渐发育形成，甚至长江实现东西贯通的时限可能为

晚上新世到早更新世[43⁃45]，而元古代的岩浆岩体更多

地出露在扬子地块的西南部以及与华夏地块的拼接

区域[46]。所以晚渐新世以来台湾物源开始受长江物

质影响的观点尚需更多证据。珠江口盆地记录的沉

积物锆石U⁃Pb年龄在元古代晋宁期和吕梁期也有相

似的峰值[47]。但是，珠江口盆地中新世以后才开始接

受包含大量古老锆石在内的华南及扬子内陆的沉积

物输入[48]，其在晚渐新世—早中新世对台湾地区沉积

图 8 台湾及南海北部新生代早期沉积相演化简图
依据台西南盆地CFC⁃10，CFC⁃16，CFD⁃1，CFM⁃1，CFS⁃2，DP⁃21，CIT⁃1，CJA⁃1，PK⁃1等9口井的资料，结合中海油深圳分公

司十二五的地震资料解释成果编绘

Fig.8 Brief development pattern of Early Cenozoic sedimentary facies for Taiwan and north SCS
Based on the data of wells from Taixinan Basin, including CFC⁃10, CFC⁃16, CFD⁃1, CFM⁃1, CFS⁃2, DP⁃21, CIT⁃1, CJA⁃1, PK⁃1,
and seismic data from CNOOC Ltd.⁃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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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源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也不大。

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在晚始新世—早渐新世

开始，南海北部发育一条昆莺琼古河[49⁃50]，把南海西

侧包含大量古老碎屑锆石在内的沉积物由西向东输

送，沉积物甚至到达台西南盆地，其锆石年龄谱系特

征包括晋宁期 750 Ma左右和少量吕梁期的峰值出

现[49]（图9），与台湾晚渐新世—中新世沉积物碎屑锆

石年龄谱系特征完全吻合。结合台湾晚渐新世—中

新世的沉积物中包含大量火山碎屑物以及成分成熟

度较低的重矿物组合特征，可以认为，台湾该时期沉

积物应为近源剥蚀搬运沉积的产物，其沉积物源除

了近源的火山碎屑外，也包含大量经沿岸流等作用

再改造的昆莺琼古河流搬运的南海西部物质。这两

种来源的沉积物混和沉积，构成台湾晚渐新世—中

新世滨浅海相的碎屑岩，造成砂岩沉积物中虽然成

分成熟度并不高，但是古老碎屑锆石含量明显增多

的现象。

5 结论

本文主要针对台湾中部南投粗坑地区和东北海

岸地区西部麓山带始新世—中新世地层沉积物进行

了岩石学、矿物学、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以及碎屑

锆石U⁃Pb定年分析等研究，对其物质组成及物源演

化提出了新的认识和看法。认为台湾始新世—中新

世沉积物主要源自于陆壳物质，砂岩中包含较多火

山碎屑，总体呈现成分成熟度较低的特点。碎屑锆

石U⁃Pb年龄频谱显示，粗坑和东北海岸地区在始新

世—中新世具有相似的物源演化模式，表现为始新

统—下渐新统沉积物来源较为单一，碎屑锆石年龄

分布较为集中，以中生代燕山期锆石为主，少量加里

东期锆石，前寒武纪锆石数量极少。进入晚渐新世

以后，晋宁期和吕梁期锆石数量明显增多；而在中新

世年龄频谱分布进一步扩大，更多古老碎屑锆石加

入进来，显示沉积物来源明显增多。综合分析认为，

始新世—早渐新世，台湾沉积物主要来源于近源中

生代岩浆岩区域；晚渐新世—中新世沉积物来源发

生明显改变，除近源岩浆岩提供沉积物质外，再沉积

而来的、由发育在南海北部东西向分布的昆莺琼古

河提供的古老物质可能对该时期台湾沉积产生重要

影响。

图 9 台湾沉积物碎屑锆石 U⁃Pb年龄和潜在源区对比

Fig.9 Detrital zircon U⁃Pb age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potential sourc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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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cene⁃Miocene Sediment 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y of Taiwan

CHEN ShuHui，HOU YuanLi，SHAO Lei，HUANG QiYu，QIAO PeiJun，CUI YuChi，MENG XianBo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Geolog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The exposed Eocene⁃Miocene strata of Taiwan is within the range of north SCS，whose composition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revealed the early tectonic and sedimentary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Cenozoic SC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Eocene⁃Miocene strata of the Tsukeng area，central Western Foothills and northeast shoreline of
Taiwan and analyzed the petrology，mineralogy，rare earth element geochemistry，and detrital zircon U⁃Pb ag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central and northeastern Taiwan experienced transformation from continental facies to marine facies
during the Eocene⁃Miocene，and the sandstone maturity transitioned with time. Source analysis shows that sediment
from the Eocene⁃Lower Oligocene strata was mainly provided by short⁃distance transported Mesozoic rock，whose zir⁃
con ag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gneous rock in the surrounding and coastal Cathay areas，with 120 Ma and 230 Ma
peaks on the age frequency diagram. Since the upper Oligocene，900 Ma and 1 800 Ma peaks appeared，indicating
matter from old blocks started to deposit，which may be the result of the“Kontum⁃Ying⁃Qiong”river system transport⁃
ing the sediment of west SCS to the east and thus influencing Taiwan.
Key words：Taiwan；provenance；sandstone；zircon；sedimentar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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