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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南古错地区上侏罗统上部和下白垩统沉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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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野外剖面和室内沉积学研究，对古错地区侏罗纪末期一早白垩世地层进行详细描述和修订， 

识别出 6种主要岩 相类型：红褐色(风化色)石英 砾岩 ，灰 色一 黄绿 色岩屑 砾岩 ，灰 白色石英砂 岩，灰色一黄 绿 

色岩屑砂岩，灰色一黄绿色长石岩屑砂岩，灰色、深灰色、黑色页岩。发现粒序层理、水平层理、平行层理、 

板状交错层理、丘状交错层理等层理构造、波痕和槽模层面构造、重荷模和砂岩岩墙变形构造以及侵蚀面构造、 

叠瓦状构造、硬底、结核等沉积构造和生物遗迹。识别 出三角洲(包括 三角 洲前缘亚相 和前三 角洲亚相 )和陆棚 

(包括 受风暴影 响的陆棚相亚相和深水 陆棚相亚相)两 类沉 积相 ，其 中三角 洲前缘亚 相进 一步划分 为水下分 流河 

道、分流河口砂坝和远砂坝等微相。建立了侏罗纪末期一早 白垩世沉积相序及其演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沉 

积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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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 facies of the uppermost J urassic and Lower Cretaceous 

in Gucuo area， souther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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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tailed field observation and sedimentological studies， the strata of the 

Late J urassic．Early Cretaceous in the Gucuo area，southern Tibet were described and amended．Six 

types of lithofacies were recognized including rufous(weathered color)quartzose conglomerates．gray 

greenish pyroclastic conglomerates， gray—whitish sandstones， gray—greenish pyroclastic sandstones
， 

gray—greenish lithic arenite，gray and dark gray black shales．Many sedimentary structures were dis． 

covered including normal grading beds， parallel lamination， planar cross．bedding， low．angle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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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ding．hummocky Cross—bedding，ripples， flute cast， load casts， sandstone dikes， erosion sur‘ 

face， imbrications，hard grounds， as well as lots of concretions and bioturbations．Two types of sedi— 

mentarv facies were recognized in the Gucuo area，i．e．delta(including delta front and prodelta)and 

shelf(including storm—influenced shelf and open deep shelf)．The delta front facies can be further di— 

vided into subaqueous distributary channels，mouth bar，and far bar．The vertical facies association of 

the Gucuo section was established， which allows US to discuss the evolution of the sedimentary envi— 

ronm ents． 

Key words Tibet，Gucuo，sedimentary facies，Upper Jurassic，Lower Cretac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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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藏南部聂拉木县古错地区(图 1)侏罗纪末期 

一 早白垩世地层连续，构造相对简单，化石丰富， 

尤其是菊石类和双壳类化石最为丰富，古错剖面被 

认为是我 国研究海相侏罗纪一早白垩世沉积的最佳 

剖面之一(刘桂芳和王思恩 ，1987；刘桂芳 ，1988； 

姚培毅等，1990)，位于中尼公路西侧的古错村后 

山。1966-- 1968年王义刚和张明亮发现该剖 面并 

对其做了初步研究 (王义刚和张明亮 ，1974)。20 

世纪 80年代初，余光明等(1983)对该剖面进行了 

重新测制，发现地层层序倒转，进而对其进行了修 

订。在此基础上，古生物学家又重新对古错剖面进 

行了较为系统和详细的研究，自下而上建立了古错 

一 组至古错五组，发现 了大量 的菊石动物群 (刘桂 

芳和王思恩，1987；徐钰林等，1990)和双壳动物 

群(姚 培毅 等，1990；Li和 Grant—Mackie，1994； 

苟宗海 ，1997)，为该剖面地层划分提供了坚实的 

生物地层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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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藏南实测剖面位置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ied sections in southern T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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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生物地层而言，古错地区沉积学工作相 

对比较薄弱，并且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姚培毅等 

(1990)根据岩性、岩相组合，认为古错一组属于潮 

坪沉积 ，之上属于陆棚沉积。史晓颖(2000 a，b) 

根据古错地区发现的重力流沉积和层序地层以及沉 

积相分析 ，认 为古 错地区下 白垩统发 育海底扇沉 

积。随后，根据古错、岗巴和江孜地区同时代沉积 

的研究 ，进一步识别出藏南地 区海底扇 5个亚相 ， 

并划分陆源碎屑海底扇组合和硅质海底扇组合 (岳 

来群等，2003)。与之相邻的特提斯喜马拉雅北带 

侏罗纪末期也出现一套以石英砂岩为主的陆源碎屑 

岩，被称之为维美组 ，对其沉积环境也有 2种不同 

的认识 ，滨浅海 (江新胜等 ，2003)和深海 、次深 

海(余光 明和王成善，1990；李祥辉等，2000)。 

为了更深入认识侏罗纪末期一早白垩世广泛分布在 

特提斯喜马拉雅地区的陆源碎屑岩的沉积环境，近 

年来，作者详细实测了古错剖面，同时还根据研究 

需要测制了其西侧的长江剖面，发现了大量可指示 

沉积相的证据 ，为进一步认识该地区侏罗纪末期一 

早白垩世沉积演化提供了新依据。 

古错地区大地构造位置属于特提斯喜马拉雅南 

带(Wang et a1．，1996)，侏罗纪一早白垩世位于 

印度被动大陆边缘 的北缘 。自二叠纪一早三叠世初 

始裂解之后 (Garzanti，1999)，晚三叠世 以来一直 

到自垩纪末为稳定 的被动大陆边缘发育阶段 (余光 

明和王成善，1990)。印度大陆从裂谷阶段向漂移 

阶段的转变发生在早白垩世(Powell et a1．，1988， 

Patzelt et a1．，1996)，之后快速 向北漂移 ，并于 

白垩纪末与拉萨板块发生初始碰撞(Yin和 Harri— 

son。2000；王成善等，2003)。古错地区早白垩世 

地层记录了印度大陆从裂谷阶段向漂移阶段的转 

变，对其深化研究(如物源区分析)有利于更好地理 

解印度大陆的最后裂解过程，因而具有重要的科学 

意义(另文讨论 )。 

2 地层 

本次研究对古错地区的古错剖面(图 2，图 3) 

和长江剖面进行详细的测制，系统观测沉积结构和 

构造，并与前人剖面进行对比。地层系统仍沿用刘 

桂芳和王思恩(1987)划分的古错一组至古错五组。 

以古错一组至古错四组地层为重点，对剖面进行较 

大的补充描述和修订，修订后的古错剖面由上而下 

描述如下。 

古错五组 

未见顶。 

第 21层 灰色、灰黑色页岩夹薄层砂岩、细 

砂岩、粉砂岩，含丰富铁质和结核，产菊石。黑色 

页岩内见外来的微晶灰岩块。厚度大于 500 m。 

古错四组 厚 457 in 

第 20层 底部 灰 白色 (风化色 )粉 砂质页岩 ， 

局部粉砂岩，夹暗灰色(风化色黄灰色)细一中粒砂 

岩 ，底部见泥砾 。砂岩见水平层理 、平行层理、丘 

状层理。向上 ，出现 2套风暴细砾岩夹砂 质页岩。 

细砾岩底部见明显的双壳碎片富集，构成介壳层， 

并见平行层理、丘状交错层理。之上，青灰色(风 

化色黄灰色)火山岩 屑中一细粒砂岩与火 山灰质细 

砂岩不等厚互层(厚19 m)，砂岩球状风化，向上逐 

图2 藏南古错剖面远观照片 (显示剖面层号) 

Fig．2 Panoramic photo of Gucuo section in souther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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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石 ：Procheloniceras 
pachistephanum ，Parahoplites sp， 

Oxytropidoceras aft chihuahuense 

Hypacanthoplites sp ， 

Hypacanthoplttes xlgangensts， 

H spathi，H cf Anthulai 

菊石 ：Pulchellia compressissima，P 
cf hettneri，尸．cf rolloti，尸_veleziensis 

P cf．veleziensts P．ouachensis，P sp．， 

Cleoniceras lecontei?，C xizangense， 

Karstenia cf collinst，Aconec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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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石 ：Thurmannicerasjenkinsis，Th 
cf stippi 

上部菊石 ：Blanfordicerasparvulus 
Neocomites sp，Blanfordiceras sp， 
Killanella costricia 

下部菊石 ：Blanfordiceras cf berthei 
Neocomites sp．Blanfordiceras 
rotunda，Haplophylloceras strigtle． 

Hapl~ hylloceraspingue，Lytoceras 

sp．．Bfanfordiceras wallich1． 
nisoceras soussareanum 

菊石 ：?Corongoceras sp 

菊石 ：Blanfordiceras wallichi．B 
latidomUS，B boehmi，B acuticosta， 

口 middlemissi．B nobile．B 

rotundidomum，Himalayites cortazar， 

【 arabgcerasxlzangensls， 
Spiticerasnegreli robustus，Spiticeras 

sp，Haplophylloceras 

strigile，Virgatosphinctes cf．kraffli 

双壳 ：Entolium sp，Yoldioides 
)urianoides 

箭石 ：Hibolites flabulensis 

上部双壳 ：Entolium sp 
下部双壳 ：Neilo hiplicata，N 
elongate，M esosaccella simplex， 

NUCUlana(尸，口P 口ccP，，口)ovata， 

Grammatodon(Lamellelodon) 
gucuoensis，G (L)ingenitis， 
Entolium protentum，E altilis，E 

deltnatum，Pseudolimeagautina．尸． 

elegans P solida。P globate。Astarte 

elongate，A．elata，Eotrigonia 

tibetensis，Buchia subextensa，B 

guchoensis，B，nyalamensis，B、 

shumoensis．Pleuromya uralensis．尸_ 

sp，HamamYa xlgangensls 

掘足类：Dentalium，effereyst，D 
gucuoensis 

双壳 ：Palaeonucula triangularis． 
Pleuromya spitiensis，Nuculana 

fPraesaccella)juriana。Meleagrinella 
echinata 

第9层双壳 ：Palaeonucula callipe．尸． 
kaoraensis，Pirma sp．．Entolium cf 

nIenlexlonglQense Camptonectes tC、 

auritus． eleagrinella 

n|en|exmngldensls，M ．copiosa， 

Plagiostoma cf．aciculata，Limatula 

gtO0osa， inopsammoblagucuoensls， 

Protocardia africana 

单体珊瑚 ：Microsmilia cf oppeI 
箭石 ：Hibolites cf subfusiformis 

菊石：Haplophylloceraspinque， blanfordians，B．extensa。BBuchia spitiensis B
． 

双壳 ： ． 

Pterolytoceras exoticum， nyalamensis，Malayomorica sp．， 

Aulacosphinctoides cf hundesianus， Astartoides gambaensis，Astarte 

Virgatosphinctes cf pompec ，，V aft spttiensis，Quenstedtia xizangensis 
Subquadratus， kutianus，Vfrequens，lnoceramus(s．1)cf maedae，， 
giganteus，Ptychophylloceras sp schafhaformis 

注：Vala．一Haut_代表 Valanginian．Hautervian 

图3 藏南古错剖面综合地层柱状图 

Fig．3 Histogram of Gucuo section in souther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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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过渡到砂质页岩，渐变接触。上部粉砂质页岩与 

细一中粒岩屑砂岩不等厚互层，砂岩单层厚度 10 

-- 20 cm。砂 岩底部为一 冲刷 面，局部 出现粗粒 ， 

显示正粒序结构，平行层理、低角度丘状交错层理 

常见 。显示风暴沉积性质。出现火 山灰质沉积 ，风 

化后为灰白色条带。顶部产双壳类。该层相当于刘 

桂芳和王思恩 (1987)(简称刘 氏，下同)第 15层。厚 

144 m。 

第 19层 深灰色薄一中层粉砂岩一细粒岩屑 

杂砂岩，下部由下 向上砂粒 由细变粗(粉砂一细粒 

一 中粒)。层厚由薄变厚 ，偶 见长石 岩屑砂岩 中含 

燧石小 砾 石 (大小 一般 0．2～0．5 cm，最 大 1～ 

2 cm)。上部砂粒由下向上由粗变细。本层见 大型 

楔状交错层理，由下向上尖灭。底部为深灰色含泥 

质粉砂岩一细砂岩。该层相当于刘氏第 14层。厚 

63 m。 

第 18层 深灰色(风化后呈土黄一灰 白色 )钙 

质页岩 ，上部为黑色、灰绿色、黄绿色页岩夹褐黄 

色砂岩。顶部 砂质成分 增加。粉 砂岩 中见水 平层 

理。厚 140 m。 

第 17层 深灰色含粉砂钙质页岩，风化后呈 

灰白色，底部夹少量薄层泥质粉砂岩。下部含少量 

铁质结核(直径约 1．5～5 cm)。含丰富的菊石。厚 

110 m。 

第 17～18层相当于刘氏第 13层。 

古错三组 厚 96 m 

第16层 灰绿色中一厚层岩屑砂岩(风化面褐 

红色)，砂岩底部见大量重荷模及槽模 ，指示向西 

北的古水流方向。该层相当于刘氏第 12层。姚培 

毅等(1990)(简称姚氏，下同)第 11层。厚22 m。 

第 15层 深灰 色钙质 页岩，产箭石。厚 

40 m。 

第14层 中下部深灰色粉砂质泥岩、钙质页 

岩 ，岩屑砂岩岩墙发育，见少量圆球状 钙质结核 ， 

产菊石 ；上部灰色页岩夹薄层粉砂岩。粉砂岩段 内 

见鲍玛序列，多发育 C，d，e段，见流水沙纹交错 

层理和水平层理。厚 34 m。 

第 14～15层相当于刘氏第 11层，姚氏第 10 

层 

— — 断层接触—— 

古错二组 264 m 

第13层 下部灰、 

状 。局部风化成灰白色 ；上部灰黑色泥质粉砂岩、 

粉砂质页岩夹少量细砂岩，具水平层理 ，含钙质结 

核。广泛出现岩屑砂 岩岩墙。下 部页岩中产菊石 、 

双壳类化石。该层相当于刘氏第 10层，姚氏第 8 

～ 9层。厚 130 m。 

第12层 下部中细粒岩屑砂岩与粉砂质页岩 

不等厚互层。下部砂质组分高，向上粉砂质页岩增 

多 。发育大的粉砂质和铁质结核。砂岩底部见少量 

的细砾块 ；中部灰色、黄灰色 、黑色页岩，粉砂质 

页岩 ，夹灰色含砾粗岩屑砂岩；上部灰色页岩夹 4 

层中薄层灰色、灰绿色、铁黄色火山岩屑砂岩，铁 

质含量高 ，褐铁矿化。顶底突变接触。上部含黑色 

钙质结核。产双壳类和菊石化石。厚 48 m。 

第 11层 下部 页片状 黑色 页岩 ，基 本不 含 

CaCO3，上部黑 色粉砂 质页 岩，夹 7层 灰色粉 砂 

岩 。含丰富的结核。粉砂岩内见大量的生物扰动构 

造。厚 31 m。 

第 10层 下部青灰色 中薄层 中一粗粒火 山岩 

屑砂岩夹黑 色页岩 。具 平行层理 。显示 正粒序结 

构 ，底部粗粒砂 岩，顶部 中粒 。底部有 生物爬行 

迹，顶部见平行层理 。向上 ，出现 2个正韵律的砂 

岩旋回，由粗砂岩过渡到中砂岩；之上 ，出现中一 

薄层黄灰色 、青灰色 中粗粒火山岩屑砂岩 ，上部含 

少量的砾块 (页岩、石英和岩屑)。局部粗砂岩夹页 

岩 ，构成软弱层 。之上 ，出现 4个 正粒 序层共厚 

1．4 m：底部不连续出现砾岩透镜体，下部为含砾 

粗砂岩，向上，逐渐过渡为粗一中砂岩，局部出现 

含砾条带或富集成砾岩层。之上 ，粗砂岩与中砂岩 

构成 12个不等厚旋 回，共厚 6．7 m。该层最顶部 

为风化色黄灰色，新鲜面青灰色，含砾粗砂岩，局 

部为细砾岩 ，厚 2．4 m。见虫孔和植物化石 ，古流 

向 NW15。(叠瓦状砾岩层 )。厚 22 m。 

第 10～12层相当于刘 氏第 7～9层 ，姚 氏第 4 
～ 7层 。 

第9层 为2个反韵律旋回。每个旋回内，下 

部为深灰色砂质页岩，向上逐渐过渡为钙质页岩与 

青灰色中粒 岩屑砂岩不等厚互 层，顶部砂 岩层增 

加 ，其成分为粗粒岩屑砂岩。由下而上粒度增加 。 

砂层厚度增加。产双壳类化石。厚21 m。 
— — 断层接触—— 

第8层 黑色、黑灰色页岩夹灰色火山岩屑砂 

深灰色、黑色页岩，书页 岩，向上砂岩层厚和数量增加。岩屑砂岩内见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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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厚 12 m。 

第 8～9层相当于刘氏第 6层，姚氏第 3层。 

古错一组 厚 245 IT／ 

第 7层 页岩，中上部覆盖 5 IT／。颜色多变， 

有黑灰色、黄灰色、灰色等。厚40 IT／。 

第 6层 深灰色、黑灰色页岩夹薄层砂岩、粉 

砂岩，呈不连续薄层产出，上部覆盖 10 IT／。砂岩 

层不连续呈透镜体状产出，大透镜体厚 8 cm，长 

约 1 m，为粉砂岩，显示正粒序结构。页岩中含少 

量钙质结核 ，结核中产菊石及箭石碎片。厚 70 m。 

第 5层 深灰色一灰色钙质页岩夹灰色泥质粉 

砂岩 ，风化后呈灰紫色一杂色 ，含大量钙质结核， 

结核中产菊石及箭石化石。厚 30 m。 

第 4层 底部夹一层铁红色铁质砂岩 ，之上为 

灰黑色叶片状页岩。距底约 4 IT／页岩 内见大量浑 

圆状 、直径为 2～5 cm钙质结核 ，结核内见大量的 

保存较好的单体珊瑚。页岩中普遍见 1～7 cm大小 

的扁豆体钙质结核，结核内含丰富的保存完好的菊 

石及少量箭石。厚 60 IT／。 

第 4～7层相当于刘氏第 5层，姚氏第 2层。 

第 3层 浅灰色、灰白色厚层一块状中粒石英 

砂岩 ，风化面呈褐黄色。石英砂岩层见重荷模 、槽 

模。顶部见多层薄层砾岩或含砾石英砂岩，砾块大 

小不等，粒径几厘米到十几厘米。见大量的生物潜 

穴构造 ，层面往下，数量减少 ，十几厘米后消失。 

砾石层厚 约 0．3～1 m。该层 相 当于刘 氏第 4层， 

姚氏第 1层 。厚 45 IT／。 

门卡墩组 厚度大于 100 m 

第2层 下部为灰黑色页岩夹黄绿色砂质页 

岩 ，上部为黄绿色、灰色砂岩及页岩 。该层相 当于 

刘氏第 3层。厚 35 m。 

第 1层 灰至深灰色及黑色页岩，富含铁质、 

钙质结核 ，产丰富的菊石及少量的双壳化石。该层 

相当于刘氏第 1～2层。厚度大于 65 m。 

剖面 起 点：GPS位 置 ：N28。46 55．8 ：E86。 

19 12．9 。 

结合 Yin和 Enray(2004)对部分化石的新认 

识，门卡墩组时代为晚 Tithonian期的早期，古错 

一 组时代为晚 Tithonian期的中期，古错二组时代 

大体 为 Berriasian期，古 错 三 组 时 代 大 体 为 

Valanginian—Hauterivian期，古错四组时代大体为 

Barremian期，古错五组时代大体为 Aptian—Albian 

期(刘桂芳和王思恩，1987；苟宗海，1997；Yin 

和 Enray，2004)。侏罗纪一白垩纪界线限于研究 

程度和现有化石的稀少，目前还很难准确界定。根 

据现有的菊石化石，暂时把界线置于古错一组与古 

错二组之 间(刘桂芳 和王思恩 ，1987；Yin和 En— 

ray，2004)。 

3 岩相特征和沉积构造 

3．1 岩相特征 

古错地区侏罗纪末期一早白垩世沉积主要为一 

套陆源碎屑岩，根据粒度和岩石成分 的差异又可分 

为以下岩相类型 。 

3．1．1 砾岩类 

红褐 色(风化色)石英砾岩 出现在古错一组 ， 

剖面第 3层顶 部，可 见 2层，单 层厚度 10～ 

25 cm。砾石大小不等，几厘米到十几厘米；成分 

主要为石英砂岩，风化严重 ，泥质、铁质胶结。分 

选差，磨圆较好。中间间隔1层 20～30 cm含砾石 

英砂岩 ，砾石较大 ，多为十几厘米。层面波状起 

伏，凹凸不平。由于砾石较容易风化，以溶蚀洞孔 

形式出现。顶层面见大量的生物潜穴构造。顶层面 

往下，数量减少 ，十几厘米后消失。 

灰 色一黄绿 色岩屑砾岩 以细砾岩为主。碎屑 

总量 80％～85％，填 隙物 15％～20％。碎屑 中以 

单晶石英、斜长石为主。岩屑以中基性火山岩为 

主。分选差，磨圆差。颗粒支撑，孔隙式胶结，成 

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低。 

3．1．2 砂岩类 

灰白色石英砂岩 主要见于古错一组底部，剖 

面第 3层。以灰白色为特征，局部风化后呈铁红色 

或灰黄色。石英含量大于 95％，以单晶石英为主， 

偶见多晶。分选和磨圆中等，成分成熟度高，结构 

成熟度中等(图4—1)。 

灰色一黄绿 色岩屑砂岩 以中粗粒常见。碎屑 

物总量 80％～90％，填 隙物 15％～20％(图 4— 

2)。碎屑物中以单晶石英、斜长石为主。岩屑以中 

基性火 山岩为主，有玄武岩、安山岩、玻玄岩、粗 

面岩以及少量的凝灰岩等(图 4—2)。分选 中等， 

磨圆好。颗粒支撑，孔隙式胶结，成分成熟度低， 

结构成熟度 中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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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色页岩最为常见。通常粉砂质页岩内含薄层砂 

岩。页岩内发育大量的结核和丰富的菊石、双壳等 

化石 。 

3．2 沉积构造 

古错地区发育大量的沉积构造，其中许多具有 

重要的指相意义。大体分 4类介绍如下： 

层理构造 砂岩中发育大量的层理构造，包括 

粒序层理 、水平层理、平行层理 、板状交错层理、 

丘状交错层理。古错剖面的粒序层理广泛见于粗砂 

岩和细砾岩中，显示 由砾岩到粗砂岩或粗砂岩到中 

砂岩的过渡(图 4—3)。丘状交错层理仅见 于风暴 

沉积层中。 

层面构造 包括波痕和槽模。波痕仅发现于长 

江剖面石英砂岩顶部层面 ，不对称直线一波曲形 ， 

常见波长 8～12 cm，波高 0．5～1 cm，为水流不对 

称小波痕(图 4—4)。槽模构造(图 4—5)发现于第 

3层石英砂岩和第 16层岩屑砂岩层底部。 

变形构造 包括重荷模和砂岩岩墙。重荷模构 

造常与槽模构造共生。砂岩岩墙广泛见于古错二组 

上部和古错三组下部 泥质 岩 中，野外地层 切割明 

显 ，以岩墙形式 出现。岩墙厚度 几厘米 至几米不 

等 ，同一岩墙厚度变化大 ，无定向性 ，为同一期次 

产物。岩墙砂岩成分镜下观察系岩屑砂岩，与上下 

地层砂岩成分一致 ，为水成砂岩岩脉，推测为软沉 

积侵入体成因(刘宝 等，1982；索书田和闻立 

峰 ，2004)。 

其它重要的沉积构造 侵蚀面构造 、叠瓦状构 

造 、硬底构造 、结核和生物遗迹构造。侵蚀面构造 

与正粒序层理同时出现。叠瓦状构造仅见于细砾岩 

中，由砾岩定 向排列而成，并可以指示古流向；结 

核有钙质 、铁质 和粉砂质。钙质结核 内多 出现菊 

石、双壳和珊瑚等保存完好的化石。铁质结核多褐 

铁矿化。粉砂质 结核 出现在第 12层 ，顺 层分布 ， 

多为椭球体，长轴多几厘米至几十厘米，大者在 

1 m以上，为成岩结核。 

另外 ，在古错一组和二组泥质岩内的砂岩夹层 

中发现小型的鲍玛序列 ，多发育 C，d，e段。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 ，鲍玛序列指示着浊流的出现 ，但浊 

流并不一定要在深水斜坡环境下才出现。只要满足 
一 定的斜坡和丰富的沉积物供应 ，就有可能出现鲍 

玛序列 ，如三角洲坡度较陡部分 、陆棚边缘局部坡 

度较大部分。古错地区的三角洲正是发育在陆棚边 

缘环境下，在前三角洲或三角洲前缘远端局部发育 

浊流沉积。 

4 沉积相分析 

根据古错地区沉积岩相和沉积结构特征，划分 

出三角洲相和陆棚相 2大类沉积相。 

4．1 三角洲相 

三角洲相广泛见于古错一组到四组，古错地区 

仅发育水下部分的三角洲前缘亚相和前三角洲亚相。 

三角洲前缘亚相 发育有水下分流河道、河口 

砂坝和远砂坝 3种微相。 

水下分流河道为陆上分流河道 的水下部分 ，见 

于古错二组。以广泛发育冲刷面、正粒序层理、叠 

瓦状构造和底砾岩为特征(图 4—3)。见植物树干 

化石、生物扰动构造。水下分流河道主要以粗砂岩 

和中砂岩为主，总体呈向上变细的特点。未发现菊 

石、双壳类等化石。 

河 口砂坝见于古错一组 、三组和四组 ，以中厚 

层砂岩为特征。在古错一组 内，河 口砂坝的砂岩以 

石英砂岩为主，成分和结构成熟度都高。见板状交 

错层理。层面顶部见流水波痕 ，同时层面底部发育 

槽模和重荷模构造。为沉积于斜坡附近的陆棚边缘 

地区，并且是海平面快速下降到陆棚边缘时期的沉 

积产物。 

远砂坝见于古错一组 内，以中细粒砂 岩为主。 

砂岩多呈中薄层透镜体状。常见水平层理。 

前三角洲亚相 以泥质岩夹薄层粉砂岩为特 

征 ，逐渐过渡到正常远洋深水陆棚沉积。广泛出现 

菊石类、双壳类生物以及发育生物扰动构造。 

三角洲相在垂直剖面上 ，显示 明显的河控进积 

型沉积序列，完整的序列由下而上为陆棚一前三角 

洲一远砂坝一河 口砂坝一水下分流河道沉积(图 5)。 

4．2 陆棚相 

受风暴影响的陆棚 广泛见于古错 四组。以出 

现风暴沉积层为特征。风暴层内以出现介壳层、平 

行层理 、丘状层理为特征。介壳层 由几毫米到几厘 

米的双壳碎片和粗砂岩组成，双壳的凹面一致指向 

层面上部，其底部为一明显的冲刷面(图 4—6)。 

风暴沉积的序列由下至上为介壳层、平行层理、丘 

状层理(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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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II。 层 胁三角洲优 I十f抖}二 iJ J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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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远砂坝)组成。三角洲舌状体发育前后时间发育 

深水陆棚相。至 Barremian晚期(古错四组上部)， 

出现受大型风暴沉积影响的陆棚环境 ，之后印度大 

陆边缘快速稳定沉降，Aptian—Albian期(古错五组) 

为稳定的深水陆棚沉积。 

本研 究得到万晓樵教授的大力帮助，李秀华教 

授参与了部分岩石薄片的鉴定工作，先后参加野外 

工作的还有 Luba Jansa、Massimo Sarti、陈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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