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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吐哈盆地南缘大草滩一带出露一古生代基岩“天窗”，主要为一套火山岩—火山沉积岩，前人将其归为泥盆纪大南

湖组。在该区新发现的大草滩蛇绿岩两侧识别出了两套厚度较大、时代为早—中泥盆世的复理石沉积，缺乏火山熔岩和碳酸盐

岩夹层，与大南湖组层型剖面存在一定的差别。北侧复理石沉积可划分为三段，南侧受构造改造，仅发育上下两段。两侧砂岩

样品的粒度参数呈现典型浊积岩特征，且自下而上水动力存在增强的趋势。通过岩性组合、沉积构造、粒度特征对该浊积岩进

行沉积相分析，共识别出9种浊积岩相，进而识别出浊积扇中的3种沉积环境，其中在内扇和中扇环境中各识别出3种沉积亚环

境。沉积相在垂向上的分布规律显示南北两侧的复理石分别为外扇—中扇和外扇—中扇—内扇的两套进积序列，结合碎屑颗

粒组分和区域大地构造背景，推断该浊积岩形成于大南湖岛弧的弧前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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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草滩地区位于吐哈盆地南缘，为中新生代盆

地中的一个古生代基岩“天窗”。1∶20万大草滩幅[1]

和 1∶25万五堡幅[2]都将该地区古生代地层划归为下

泥盆统大南湖组，认为其是一套火山岩—火山碎屑

沉积岩。近年来，随着铜金等金属矿床的勘探开发，

位于大南湖岛弧带中的卡拉塔格—大草滩地区再次

成为了研究热点[3⁃6]。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该地区

的岩浆事件、大地构造环境及相关的成矿地质背景

方面[7⁃12]。这些研究多从岩浆活动判断该区为具有重

要成矿背景的岛弧带，而对其中的地层序列、沉积环

境及沉积盆地分析涉足甚少。

本研究在大草滩蛇绿岩南北两侧发现两套碎屑

岩沉积，两者岩性基本一致，皆以缺乏火山岩夹层为

特征。本文通过岩性组合、沉积构造及砂岩粒度分

析等方法对两者进行沉积相分析，判断其沉积环境

演化序列，结合区域构造背景，对沉积盆地属性进行

了恢复。

1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哈密市西南约80 km处，地处吐哈盆

地南缘，属大南湖—头苏泉岛弧带，以奥陶纪—泥盆

纪具岛弧特征的岩浆岩出露为主要特征[13⁃14]，近年来

在大草滩一带曾有晚志留世—早泥盆世 SSZ型蛇绿

岩的报道[15]。
该带北部的博格达—哈尔里克山一带广泛发育

石炭纪双峰式火山岩[16⁃19]，南部的觉罗塔格构造带内

石炭系火山岩—沉积岩广泛发育[20]，多条奥陶纪—石

炭纪的蛇绿岩或混杂岩以构造岩片的形式楔入其

中[21⁃23]，至中天山地块则大规模出露前寒武纪基

底（图1）。
研究区广泛出露的下泥盆统大南湖组总体上以

一套海相火山碎屑岩、火山碎屑沉积岩为主夹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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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火山熔岩和碳酸盐岩[25]，灰岩层中的腕足类或珊瑚

化石指示其时代为早泥盆世[26⁃27]或早泥盆世—中泥

盆世早期（项目内部资料，另文发表）。本次研究所

发现的这套复理石沉积分布于大草滩蛇绿岩带两侧

（图2a），与区域上的大南湖组处于同一地层分区；南

北两侧的砂岩样品中最年轻的碎屑锆石U⁃Pb年龄分

别为390 Ma和417 Ma（项目内部资料，另文发表），故

其时代与大南湖组相仿，但在岩性组合及地层序列

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推测两者为同期异相关系。

为清晰了解大草滩地区复理石沉积序列，本次

研究在蛇绿岩南北两侧（后文以南北区分）各实测

1∶2 000精度的地层剖面一条（图 2a）。在剖面上采

集相关岩石样品，并对保存良好的沉积构造照相，以

作为沉积相划分的重要依据。

2 地层序列及沉积特征

2.1 地层序列

该复理石层系以断夹块形式分布在大草滩蛇绿

岩两侧，北侧复理石断块规模较大，地层序列出露相

对南侧齐全。该断块靠近蛇绿岩的一侧见基性岩岩

片斜冲至复理石之上，导致序列下未见底，上部被晚

泥盆世康古尔塔格组以角度不整合覆盖。根据岩性

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厚479 m，岩性以灰色—灰褐色岩屑砂岩

和灰黄色—砖红色泥质粉砂岩、泥岩为主，夹少量含

砾岩屑砂岩。砂岩中发育递变层理、平行层理、砂纹

层理、滑塌构造，局部可见不完整的鲍马序列发育。

第二段厚991 m，以巨大透镜状砾质砂岩—细砾

岩的广泛发育为特征，砾石岩性以安山岩、英安岩为

主，含少量玄武岩。该段由多个沉积旋回组成，单个

旋回下部为灰色复成分细砾岩、砾质长石岩屑砂岩、

含砾砂岩，多呈横向连续分布、长轴长 3~40 m、厚
1~5 m的巨大透镜体产出，发育递变层理、平行层理

和底冲刷面，砾石砾径具有向上变粗的趋势；上部为

灰色岩屑砂岩、粉砂岩及粉砂质泥岩，砂岩中多发育

递变层理、平行层理或砂纹层理。

第三段厚 138 m，岩性以透镜状的细—中砾岩、

含砾砂岩、岩屑砂岩、粉砂岩和泥岩为主。该段的砾

岩透镜体横向分布不连续，规模和其中的砾石砾径

皆大于第二段。

蛇绿岩南侧地层受构造改造作用强烈，复理石

断块规模较小，单个断块内地层序列出露不完整。

图 1 研究区区域地质简图（据王国灿等 [24]修改）

Fig.1 Simplified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the study area（modified from Wang et al.[24]）

920



第4期 李 浩等：新疆哈密大草滩地区早—中泥盆世浊积岩的发现及其沉积大地构造背景

选取一序列保存最完整的断夹块恢复其地层序列，

发现其可划分为上下两个岩性段。下段以泥质粉砂

岩、泥岩夹少量岩屑砂岩为主；上段岩屑砂岩增多，

发育较多砾岩、砾质砂岩或中—粗砂岩透镜体，整体

上为一向上变粗的沉积序列。

2.2 砂岩粒度特征

根据统计和计算所得的粒度参数（表1），并绘制

了这套浊积砂岩的C⁃M图（图 3）。可见蛇绿岩两侧

的样品散点基本都分布在浊流区，分布区域呈平行

于C=M基线的带状，沉积物最大粒径与粒度中值变

化范围较大。整体上表现为跳跃和悬浮搬运，符合

重力流特征。

概率累计曲线能有效的区别沉积环境[28]。大草

滩地区浊积岩的概率累计曲线存在二段式和三段式

两种。其中，二段式主要分布于蛇绿岩两侧浊积岩

序列的第一段（图 4b），仅由跳跃总体和悬浮总体组

成，跳跃总体含量等于或略高于悬浮总体（50%~
70%），线段斜率略大于悬浮总体，说明其分选稍好，

两者结点多在 2.5~4 f之间。结合以上参数特征，推

断两侧序列的第一段沉积环境稳定，水动力强度

中等。

三段式集中分布于两侧浊积岩序列的第二段

图 2 大草滩地区早—中泥盆世复理石分布、地层序列及沉积相划分柱状图

Fig.2 Distribution, stratigraphic succession and sedimentary facies classification of Lower to Middle Devonian turbidites
from the Dacao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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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滚动总体含量多不超过 10%，线段多较平

缓，个别较陡，与跳跃总体截点位于 1~2.5 f之间；跳

跃总体含量占 50%~55%，线段斜率多在 55°左右，具

水道浊积岩特征，少数在 45°左右；悬浮总体占总体

的 35%~50%，线段斜率在 30°~45°之间，表明分选较

差，与跳跃总体的截点多在 2.5~4 f之间。结合以上

参数特征，推断两侧序列的第二段为水动力条件较

强的沉积环境。

粒度频率曲线可以直观的表现出碎屑物粒度的

分布情况。大草滩地区浊积岩样品的粒度频率曲线

皆存在不对称的单峰（图 5a，d）、双峰（5b，e）与多峰

形态（图 5c，f），主峰多在 2~4 f之间，样品的粒度范

围整体较广，都在0.25~7 f之间。北侧序列第二段砂

岩中粒度较粗的组分明显多于第一段和南侧砂岩，

反映碎屑物沉积更接近源区，与野外识别结果相符。

频率曲线的多峰性反映出大草滩浊积岩具有多物源

区的特征。

3 沉积相划分

根据岩性组合和沉积构造特征，结合粒度分析

数据，参考Mutti et al.[29]以及Pickering et al.[30]提出的

经典浊积岩岩相的划分方案，共在两套复理石中识

别出9种岩相（表2）。根据岩相组合特征，共在序列

中识别出内扇—中扇—外扇3种沉积环境，在内扇和

中扇环境中又分别识别出 3种沉积亚环境（表 3）。

现将沉积环境/亚环境的特征描述如下：

表1 大草滩地区早—中泥盆世浊积砂岩粒度参数

Table 1 Particle size parameters of the Lower to Middle Devonian turbidites from Dacaotan area
样品编号

北⁃17⁃1
北⁃24⁃2
北⁃28⁃1
北⁃30⁃1
北⁃34⁃1
北⁃48⁃1
北⁃55⁃1
北⁃67⁃1
北⁃69⁃2
北⁃73⁃2
南⁃23⁃1
南⁃45⁃1
南⁃78⁃1
南⁃80⁃1
南⁃81⁃2
南⁃86⁃1
南⁃87⁃4
南⁃88⁃2
南⁃91⁃1
南⁃92⁃1

平均粒径/Mz
3.71
3.26
3.19
3.88
3.93
2.28
2.93
3.54
3.23
2.95
4.64
4.45
3.52
3.65
3.97
2.96
4.57
3.7
2.97
3.11

标准偏差/σ
0.57
1.43
1.35
0.55
0.53
1.66
1.55
0.81
1.38
1.41
0.7
0.71
0.67
0.69
1.03
0.83
0.78
1.1
1.44
1.42

分选程度

较好

较差

较差

较好

较好

较差

较差

较好

较差

较差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差

较好

较好

较差

较差

较差

偏度/Sk
0.15
0.31
0.33
0.11
0.1
0.49
0.24
0.13
0.35
0.39
0.26
0.26
0.14
0.15
0.31
0.27
0.21
0.4
0.34
0.3

偏度程度

正偏

极正偏

极正偏

正偏

正偏

极正偏

正偏

正偏

极正偏

极正偏

正偏

正偏

正偏

正偏

极正偏

正偏

正偏

极正偏

极正偏

极正偏

峰度/Kg
0.97
2.21
2.11
0.96
0.98
2.09
1.87
0.84
2.26
2.44
1.06
1.15
0.95
0.99
2.64
1.02
1.07
2.56
2.3
2.21

尖锐程度

中等尖锐

很尖锐

很尖锐

中等尖锐

中等尖锐

很尖锐

很尖锐

平坦

很尖锐

很尖锐

中等尖锐

尖锐

中等尖锐

中等尖锐

很尖锐

中等尖锐

中等尖锐

很尖锐

很尖锐

很尖锐

图 3 大草滩地区浊积砂岩样品 C⁃M图

Fig.3 C⁃M figure for turbidites from Dacao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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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内扇沉积

浊积扇内扇沉积主要由主水道沉积、次级水道

沉积和高阶地沉积三部分组成。由于内扇沉积自身

较难保存，加之后期强烈的构造作用，该沉积环境仅

见于北侧序列的第三段。

3.1.1 主水道沉积

该亚环境仅见于北侧序列第三段底部，浊积岩

相以A1相为主，伴有少量A3相或B相。底部发育明

显的侵蚀面，切割中扇沉积（图 6a）。A1相为块状无

层序构造的复成分细—中砾岩，横向上延伸极不稳

定，呈长轴长 20 m以上、厚度 5~10 m的巨大透镜体

产出。砾岩中砾石砾径多为 0.5~5 cm，成分复杂，分

选磨圆皆差，含较多红褐色—浅灰绿色、形状不规则

的砂岩砾或泥砾（图6b，c）；基质含量较高，达50%以

上，为典型的扇根主水道内颗粒流在能量降低后形

成的混杂快速堆积。A3相或 B相常覆于A1相之上

图 4 大草滩地区浊积砂岩样品概率累计曲线图

Fig.4 Probability accumulation curves of turbidites from Dacaotan area

图 5 大草滩地区浊积砂岩样品粒度频率曲线图
（a）~（c）北侧序列样品；（d）~（f）南侧序列样品

Fig.5 Frequency distribution curves of turbidites from Dacao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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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大草滩地区浊积岩岩相分类表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turbidite facies in Dachaotan area
岩相

A相

B相

C相

D相

E相

F相

G相

A1相

A2相

A3相

描述

复成分细—中砾岩，基质含量高，砾石分选磨圆皆差，发育泥砾，

多呈长轴长20 m以上的巨大透镜体产出，横向上多单独出现

复成分细砾岩、砾质砂岩、含砾粗粒砂岩，分选一般，磨圆较差，不发育层理，

多呈长轴长10~40 m，横向连续排列的透镜状产出

以砾质砂岩、含砾粗砂岩为主，往往不发育层理，局部可见不明显的递变层理或平行层理，

多呈横向连续排列、长轴长3~15 m的透镜状产出

细—粗粒岩屑长石杂砂岩、岩屑砂岩、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发育递变层理、平行层理

细—粗粒长石岩屑砂岩夹泥质粉砂岩，或与其互层，砂泥比往往在1.5以上，

发育递变层理、平行层理、低角度交错层理

粉砂质泥岩、泥岩夹细粒岩屑砂岩、粉砂岩，或两者互层，砂泥比往往在0.2~1之间。

砂岩中多发育平行层理、波纹层理，泥岩中发育水平层理或均质层理

粉—细砂岩与粉砂质泥岩不规则互层，砂泥比多大于1，发育波纹层理或微型斜层理，

偶见递变层理

粗粒岩屑长石杂砂岩、粉砂质泥岩夹泥质灰岩，发育变形层理、滑塌构造

泥岩夹少量泥质粉砂岩、泥质灰岩，发育水平层理或不发育层理

单层厚度

块状

块状

厚层状至块状

中—厚层状至

块状

中层状

中—薄层状

中—薄层状

中—薄层状

中—薄层状

环境解释

砂砾质浊流扇根主水道下部高能沉积

砂砾质浊流分支水道内高能沉积

砂砾质浊流次级水道、分支水道内或

主水道上部的高能沉积

砂砾质浊流水道上部或

砂质浊流水道内中—高能沉积

水道边缘、水道间漫滩或

无水道浊流中—高能沉积

水道间漫滩—外扇中—低能沉积

无水道浊流低能沉积

重力滑塌混杂堆积

细碎屑悬浮沉积，远洋碳酸盐沉积

表3 大草滩地区浊积岩沉积环境及沉积亚环境（岩相组合）分类表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and sedimentary subenvironment
(lithofacies association) of turbidites in Dacaotan area

沉积环境

内扇沉积

中扇沉积

外扇沉积

沉积亚环境

主水道沉积

次级水道沉积

高阶地沉积

分支水道 沉积

分支水道 漫滩沉积

外缘垛体 沉积

—

描述

以A1相为主，含有少量A3相或B相，底部常发育侵蚀面，

A3相或B相往往覆于砾岩之上

以A3相和B相为主，A3相发育在底部，发育底冲刷面，

其上为B相中—厚层状砂岩，顶部往往发育C相

以E相为主，往往发育在B相或C相之上，

局部见发育扭曲层理的F相

发育A2、A3、B相，A2、A3相底部常发育侵蚀面，B相多覆于A相上部，

或与A3相互层产出。横向延续性良好

以C相和D相为主，发育少量B相。横向延伸较稳定，

少量B相多呈小型透镜体产出

以C相和E相为主，含有少量F相，少数被G相覆盖，

沉积物粒度较细，发育水平层理、扭曲层理、滑塌构造

以D相为主，往往被G相覆盖，泥岩颜色较深，横向延伸稳定

环境解释

扇根主水道中颗粒流，在远端能量降低后，

未经分选的颗粒形成的混杂快速堆积

扇根次级水道中粒度稍细的颗粒流在水道内形成

的快速堆积，水道侧向迁移后在边缘形成C相

扇根水道两侧阶地上水动力相对较弱环境下的

低密度浊流沉积

扇中同时发育的一系列分支水道中的颗粒流，

在水道内形成的快速堆积

扇中分支水道两侧漫滩上的低密度浊流沉积，

偶尔发生的小规模的细碎屑流沉积

扇中远端舌状体附近的的无水道低密度浊流沉积

外扇弱水动力环境下的低密度浊流—远洋悬浮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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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d），为含砾砂岩、中—粗粒岩屑砂岩，发育不明

显的递变层理、平行层理，代表主水道上部沉积产物。

3.1.2 次级水道沉积

该亚环境主要见于北侧序列第三段中部。浊积

岩相主要为A3相和B相，顶部往往发育C相。A3相为

厚层砾质砂岩、含砾砂岩，局部可见不明显的递变层

理，底部可见明显侵蚀面（图6e）；B相往往覆于A3相
之上，为中层—块状岩屑砂岩，发育不明显的递变层

理或平行层理；C相往往覆于B相之上，为中—厚层

状细—中砂岩夹粉砂岩、泥岩，发育平行层理。与主

水道沉积相比，次级水道沉积横向延展同样不稳定，

但其中的碎屑颗粒普遍较细，且层理发育。

3.1.3 高阶地沉积

高阶地沉积主要见于北侧序列第三段的底部，

浊积岩相以E相为主，伴有少量的B相或C相。E相

岩性主要为粉—细砂岩与泥岩互层（图 6h），发育砂

纹层理（图6f，g）或水平层理，B相或C相可能由次级

水道侧向迁移和侧向加积形成，以层厚偏大、粒度偏

粗和发育平行层理区别于E相。

3.2 中扇沉积

中扇沉积是浊积扇沉积的主体部位，其由分支

水道沉积、分支水道漫滩沉积和外缘垛体沉积三种

沉积亚环境构成。

3.2.1 分支水道沉积

该亚环境主要分布于南侧序列上段和北侧序列

第二段底部和中上部，浊积岩相以A2相、A3相为主，

伴有少量的B相，往往被C相或D相覆盖。A2相多分

布于该微相的底部，呈长轴 10~40 m，厚 2~5 m的巨

大透镜体产出（图 7a），岩性以复成分细砾岩（图 7b）
和砾质砂岩为主，不发育层理，底部见明显的冲刷面

（图 7c）；A3相粒度细于A2相，岩性以含砾砂岩为主，

发育不明显的递变层理（图 7e），呈规模稍小的透镜

体产出（图7d），或覆于A2相之上（图7a）；B相常分布

于A相之上，或与A3相互层（图7f），个别也作为规模

较小的透镜体发育在A相两侧，岩性以中—粗粒岩

屑砂岩为主。

3.2.2 分支水道漫滩沉积

该亚环境主要分布在北侧序列第二段的下部和

顶部，浊积岩岩相以C相和D相为主，含有少量的B
相，上往往被水道沉积覆盖（图7g）。C相为长石岩屑

细—中砂岩夹粉砂岩、泥岩（图 7h），或与泥岩互层，

砂岩多呈中层状，少数呈薄层状，发育平行层理、砂

纹层理（图 7i）或不明显的递变层理，泥岩中水平层

理或均质层理发育，鲍马序列常见Tae或Tbe；D相为

细粒长石岩屑砂岩、粉砂岩与泥岩互层，粉—细砂岩

呈薄层状，发育平行层理（图7k）或砂纹层理，泥岩中

图 6 大草滩地区浊积扇内扇沉积典型野外地质现象
（a）主水道砾岩透镜体，底部下切侵蚀分支水道漫滩沉积；（b，c）主水道下部复成分细—中砾岩，含较多较大且形态不规则的砂泥岩砾石；（d）主水道

内发育递变层理的含砾砂岩（A3相）覆于细—中砾岩之上；（e）次级水道，含砾砂岩、岩屑砂岩呈较大透镜体状，下切侵蚀高阶地沉积；（f，g）高阶地沉积

E相中的砂纹层理；（h）高阶地沉积E相中互层的薄层砂岩与泥岩，砂泥比在1左右

Fig.6 Representative field outcrops of the inner fan of turbidites in Dacao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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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层理或均质层理发育，鲍马序列常见Tbde、Tce
或Tcde；少量B相为中—粗粒岩屑砂岩，多呈透镜状

产出，发育递变层理、平行层理，与上覆泥岩构成

Tabd（图 7j）或Tabe型鲍马序列，为漫滩上偶发的小

规模分支水道形成。

3.2.3 外缘垛体沉积

外缘垛体沉积主要见于北侧序列的第一段和

第二段下部以及南侧序列的中上部，是一种无水道

的浊流沉积，是中扇靠近外扇的部分。浊积岩相主

要为E相，含有少量的C相和F相，其上往往被G相

覆盖。E相的砂泥比较D相明显偏高，砂岩为细—

中粒长石岩屑砂岩，局部发育递变层理，粉砂岩和

泥岩中发育小型斜层理和水平层理（图 7n）；F相以

变形层理（图 7l）、滑塌构造（图 7m）的发育为典型特

征，岩性以细—粗粒岩屑砂岩和粉砂质泥岩为主，

为滑塌作用的沉积物。G相以粉砂质泥岩和泥岩为

主，发育水平层理、均质层理，为浊流悬浮沉积的

产物。

3.3 外扇沉积

该环境广泛分布于蛇绿岩两侧浊积岩序列的下

部，横向延伸稳定。浊积岩相以D相为主（图8a），被

G相覆盖，外扇沉积是浊积扇沉积中粒度最细的部

分，岩性以泥岩、粉砂质泥岩为主，夹薄层状粉—细

砂岩，局部见截面呈长条状的泥质灰岩透镜体（图

8b，c），发育小型斜层理、水平层理（图8b）、均质层理

（图 8c）等。泥岩颜色以深红褐色—深灰色，与中扇

D相泥岩相比颜色较深，总体沉积于水动能较弱的

环境。

图 7 大草滩地区浊积扇中扇沉积典型野外地质现象
（a）分支水道A2相规模巨大的砾岩透镜体；（b）分支水道A3相小型含砾砂岩透镜体；（c）A2相复成分细砾岩；（d）A2相砾岩与下伏D相粉砂质泥岩

间的侵蚀面；（e）A 3相厚层含砾砂岩中的递变层理；（f）A3相含砾砂岩与B相岩屑粗砂岩呈互层关系；（g）分支水道漫滩沉积，发育C相、D相和少

量B相，上被分支水道沉积覆盖；（h）C相中—厚层岩屑砂岩夹泥岩；（i）C相岩屑砂岩中的平行层理（下）和砂纹层理（上）；（j）位于D相内的B相透

镜状砂岩（白色实线内），发育递变层理、平行层理，与D相的泥岩构成Tabd型鲍马序列；（k）D相薄层岩屑砂岩中的平行层理；（l）外缘垛体沉积F
相中的变形层理；（m）F相中的滑塌构造；（n）E相中发育递变层理的岩屑细砂岩与发育小型斜层理、水平层理的粉砂质泥岩互层

Fig.7 Representative field outcrops for the middle fan of turbidites in Dacao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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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沉积序列特征

大草滩蛇绿岩北侧的浊积岩序列下与玄武岩岩

片呈断层接触，自下而上呈现出由外扇—中扇—内

扇的沉积序列（图2b），为一典型的进积序列，可代表

水深逐渐变浅的盆地填充过程。受强烈的构造改造

作用，南侧的浊积岩多以大小不一的岩片形式存在，

故整个序列出露不完整。选取一层厚较大的岩片，

发现其下段以外扇沉积和外缘垛体沉积为主，上段

开始出现分支水道沉积（图 2c），同样为一典型的进

积序列。

4.2 沉积盆地分析

大草滩地区浊积岩的镜下照片显示，其颗粒组

分普遍具有低石英、正长石，高斜长石和岩屑的特征

（图9a，b），所有样品中皆含较丰富的凝灰质组分，个

别样品中还有少量的辉石颗粒（图 9c），砾质砂岩中

见安山岩砾石和英安岩砾石（9d）。
根据Dickson[31]对于杂砂岩物源与沉积背景关系

的理论，推断其碎屑物质可能来源于活跃的岛弧系

统或活动大陆边缘系统。从两侧序列中各选取 5个
岩屑砂岩样品投点到 Dickson et al. [32]三角图解中

（图10），投影集中落在了切割岛弧和过渡岛弧区，表

明该套地层具有典型岛弧物源区的特征。

受俯冲板片后撤的影响，岛弧沉积系统可分为

弧前、弧间和弧后三类沉积盆地。其中，弧前盆地内

多发育向上粒度变粗水深变浅的沉积序列[33⁃35]，其空

间上介于岛弧火山岩至增生楔蛇绿混杂岩之间[36]，可
见其不整合覆于蛇绿岩之上[37]或陆壳基底之上[31]；弧
间盆地附近火山活动剧烈，火山熔岩、火山喷发角

砾、火山碎屑裙和浊流沉积大量填充于盆地内，整体

为粒度向上变粗的沉积序列[38⁃39]；弧后盆地受伸展作

用影响，往往发育水深逐渐增大、火山碎屑物质减少

的沉积序列[40⁃42]，其底部往往发育伸展背景火山岩不

整合覆于陆壳基底之上[41]。此外，由于盆地发育时间

与岛弧活动时间的差异，以及火山活动与俯冲深度

的关系，火山熔岩往往出现在弧间盆地或弧后盆地

内，而弧前盆地中往往没有这些记录[35]。
大草滩蛇绿岩南北两侧的泥盆纪浊积岩皆存在

显著的向上变粗的沉积序列，这种沉积序列在弧前

盆地和填充的弧间盆地中皆可发育，但其不含火山

岩夹层、毗邻蛇绿岩的特征仅可见于弧前盆地沉积

中。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大草滩地区的泥盆纪浊积

岩为俯冲背景下弧前盆地中少有的，保存较为完好

的地质记录，其物源主要由早期喷发的火山岩提供，

火山喷发形成的正地貌为大规模重力流（浊流）的形

成提供了良好的地形条件。

5 结论

（1）通过对大草滩地区早—中泥盆世浊积岩岩

性组合、粒度特征、沉积构造和垂向上的分布规律的

研究，共识别出A（A1, A2, A3）⁃G⁃9种不同的浊积岩

相，不同的浊积岩相组合对应着不同的沉积环境，分

别为：外扇沉积，中扇沉积（分支水道沉积、分支水道

图 8 大草滩地区浊积扇外扇沉积典型野外地质现象
（a）外扇D相粉砂岩与泥岩互层；（b）G相粉砂质泥岩中的粉砂岩夹层（白色）和泥质灰岩透镜体（红色），粉砂质泥岩中发育小型斜层理和水平层理；

（c）G相深灰色泥岩，发育均质层理，含泥质灰岩透镜体

Fig.8 Representative field outcrops for the outer fan of turbidites in Dacao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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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滩沉积、外缘剁体）和内扇沉积（主水道沉积、次级

水道沉积、高阶地沉积）。

（2）沉积序列与沉积相分析表明，北侧的浊积岩

发育完整的外扇—中扇—内扇的进积序列，而南侧

浊积岩发育外扇—中扇的进积序列。沉积序列受沉

积盆地构造属性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沉积特征，结合

浊积岩的岩性组合、空间分布，推断其在早—中泥盆

世处于弧前盆地的构造背景中。

致谢 在野外工作中得到项目组同学们的极大

帮助，王国灿教授和廖群安教授对文章内容提出建

设性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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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Lower⁃Middle Devonian Turbidite Succession from
Dacaotan Area, Xinjiang, NW China, and Its Sedimentary Tectonic
Setting

LI Hao1，ZHANG Meng1，ZHANG XiongHua1，GUO RuiLu2，GAO Lu1
1.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Wuhan 430074,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A basic rock“window”is exposed in the Dacaotan area located at the southern margin of the Tuha Basin，
Xinjiang，northwestern China. It was previously identified as the Dananhu Formations，which comprise abundant vol⁃
canic and volcaniclastic rocks. Here，well⁃exposed Lower to Middle Devonian flysch of great thickness was reported
initially on both sides of the Dacaotan ophiolite. The petr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ysch ar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tratotypic Dananhu Formations by the lack of lava and carbonate rock. The flysch on the northern side of the Da⁃
caotan ophiolites is divided into three members，whereas only two members of the flysch are exposed on the southern
side as a result of regional tectonic reworking. Typical turbidite characteristics and a stratigraphically increasing trend
of hydrodynamic force are evident in the grain size data from sandstone samples from the flysches. Nine lithofacies
and a further thre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types were identified，within which three sedimentary subenvironmental
types were identified in an inner fan and middle fan，judging from the petrographic assemblages，sedimentary struc⁃
tures and grain size characteristics. Two progradational successions，including an outer⁃to middle⁃fan from the flysch
on the southern side and outer⁃to middle⁃to inner⁃fan from the flysch on the northern side are represented by the strati⁃
graphic sequences of sedimentary environmental types. Therefore a sedimentary setting of these turbidites，which are
located in the forearc basin of the Dananhu arc，was suggested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stratigraphic succession，clas⁃
tic components and regional tectonic regime.
Key words：Lower⁃Middle Devonian turbidite；grain size；sedimentary facies；depositional setting；Dacao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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