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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石油工业的推动 ,特提斯构造域一直作为活动古地理重建的重点研究地区 , 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 直接

推动了全球古地理研究工作的深入。近年来对位于该构造域东部的青藏高原地区进行了活动古地理重建的研究工

作实践 , 其主要思路是:在古地理重建数据库和古地理重建模拟系统开发的基础上 , 依据古地磁学运动轨迹研究古大

陆位置 , 结合古构造和古生物对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印度北缘)、拉萨 、东和西羌塘地体的古大陆位置进行复位;利用

深部地球物理 、地表地质断裂证据 , 借助生物古地理资料 ,对古大陆和盆地的边界 、规模予以限制;利用变形缩短率 、构

造平衡剖面恢复技术等对原型盆地进行复原;在沉积和生物环境识别划分基础上 , 编绘基于古大陆重建的岩相和生

物古地理图;进一步通过沉积学 、沉积地球化学 、古生物有关方法和技术 , 对古海洋海水参数特征 、海洋气候参数进行

分析研究 , 探讨古地理和古构造格局控制下的古海洋 、古气候条件与盆地 、储集岩和烃源岩的形成环境。通过活动古

地理重建的研究趋势分析和青藏特提斯的实践认为 , 古地理重建是现代地质科学的集成 ,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的研究不仅具有从过去走向未来 , 从固定走向活动 , 从古大陆再造到古地理重建 , 从示意性的小比例尺到大比例

尺 , 以及模拟技术 、信息技术 、全球定位技术(GPS)等特点;而且具有从单一沉积学要素到古环境 、古气候 、古海洋等多

种要素 , 可以表现地质历史中各种地质作用及其结果(如古构造和地貌 、岩浆和变质作用与各种岩体的剥露)的优势。

我们相信 , 活动古地理重建研究将会成为未来我国沉积地质学重点研究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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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古地理(Paleogeography或 Palinspastic)这一概念

最早来自 1872年
[ 1]
,当时定义为利用古植物学和古

动物学系统研究地质历史时期的地理学科;随后 ,

Willis
[ 2]
将两个重要研究分支合并为古生物地理学

(Paleobiogeography)。Sterry-Hunt
[ 1]
和 Willis

[ 2
早期

建立的古地理概念强调古环境 ,直到 Wegener
[ 3]
提出

著名的大陆漂移学说以后才使得古地理具有了真正

的活动含义 。由此 ,作为地质学重要学科分支 ,古地

理学主要研究地质历史时期地球表面的自然地理 ,既

对大陆轮廓 、纬度 、地形起伏 、气候 、生物等进行简单

描述
[ 2]
,也对岩石圈 、大气圈 、生物圈和水圈历史面

貌进行综合研究 ,相应的古地理图则是对某个地区或

世界范围内过去某个地质时期各种地质地理现象特

征的具体体现
[ 4 ～ 6]

。

　　为什么地质学家长期以来总是如此渴望了解漫

长地质历史中大陆和板块的过去 ?首先 ,古地理重建

可反演地球表面过去的状态 ,为地质学 、地理学 、海洋

学和气候学等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框架约束;其

次 ,为更好地了解矿产的成因分布 ,特别是对潜在的

烃源岩进行良好的评价
[ 7]
,工业界强烈关注地球表

面全球规模的演化 。一言之 ,破译了过去将有助于更

好地了解现在 ,从而神奇地推动古地理学的发展 。

　　在我国 ,在活动论思想指导下进行大地构造和古

地理重建经由了几代地质学家的努力
[ 4 ～ 6]

,其中 ,刘

宝珺先生
[ 4]
领衔出版的 “中国南方岩相古地理图

集 ———中国南方震旦纪—三叠纪的古地理演化 ”就

体现了活动论思想。值此刘宝珺先生从事地质工作

60周年之际 ,鉴于古地理重建工作将对今后沉积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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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气候学研究以及矿产资源应用的现实意义 ,作者这

里就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系统回顾 ,并以青藏特提斯古

地理重建分析为例 ,对我国相关工作提出一些不成熟

思考 ,供沉积学界同仁参考 。

1 基本概念和发展回顾

1.1 前板块构造理论期 ———第一代活动古地理图

　　19世纪末期 — 20世纪初叶 , Suess根据南半球古

图 1 古地理重建演化历程

Fig.1 Processionofthepalaeogeography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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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亲缘性关系提出特提斯洋(TethysOcean)和冈瓦

纳大陆(Gondwanaland)两个基本概念
[ 8, 9]

,激发了地

质学家对已消失的 “亚特兰提斯式”古大陆的探索 。

Haug(1900)在研读大量文献基础上 ,对已消失古大

陆进行了研究 ,编制了标有非洲—巴西古大陆 、澳大

利亚—印度 —马达加斯加古大陆(ContinentAfricano

-BrasilienandContinentAustralo-Indo-Malagache)

的世界地图 ,从此拉开了古地理重建的大幕。

　　其时 , Willis
[ 2]
正式提出的古地理学研究基本原

则和莫霍面的发现
[ 10]
为 Wegener

[ 3]
的大陆漂移学说

(体现名著《DieEntstehungderKontinente(TheOrigin

ofContinents)》)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催化了全球

第一张泛大陆古地理再造图的诞生 。与 Wegener同

时代还有两位地质学家对古地理重建做出了卓越贡

献 ,就是对古大西洋进行重建的 Choubert
[ 11]
和进行

横贯冈瓦纳大陆 (非洲北部 —南美洲)地质对比的

DuToit
[ 12 ～ 14]

。这三位开创性的研究奠定了古地理重

建的基础。

　　但是 ,大陆漂移理论提出后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

反对 ,他们连续在 《Nature》和《Science》等国际顶级杂

志上发文进行反驳
[ 15, 16]

,更有甚者 Jeffreys
[ 17]
在其著

作 《TheEarth》中强烈反对大陆漂移理论 。更多的学

者则是通过不同学科研究积极支持
[ 18, 19]

, 如 Ar-

gand
[ 20]
提出的 “大陆漂移活动论(Mobilism)是古地

理重建的核心和基础 ”则是积极倡导的标识。

　　自第一张古地理重建图面世的半个世纪后 ,

King
[ 21]
综合地层学 、古生物学等多学科编制了更完

善的全球古地理再造图 ,加速了古地理重建的研究进

程 。在之后的近 10年里 ,他对大西洋两侧的板块和

联合大陆(Pangea)晚古生代以来的古地理分别进行

了重建
[ 22 ～ 25]

。很明显 ,这一时期所编制的古地理图

尚缺乏定量证据约束
[ 26]

。

1.2 板块构造理论期———第二代活动古地理图

　　在古地理重建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以定性

约束为主。随着板块构造理论的提出和全面发展 ,活

动古地理重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其中 ,期

转换断层的发现为板块构造和古地理重建提供了新

的支撑点
[ 29]

;1952年全球第一台无定向磁通门磁力

仪的诞生
[ 27]
从根本上改变了定性约束的状况 ,因为

球面板块位置的古地磁约束方法
[ 28]
为古地理重建提

供了定量约束的技术支持。这一时期地质学家利用

古地磁学对岩石中的剩磁进行广泛研究
[ 30, 31]

,并发

现了磁极倒转现象
[ 32]

,为古地磁学正式应用到古地

理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33]

。具有精确定位作用的

古地磁学出现标志着古地理重建图进入精确定量约

束的第二代
[ 34 ～ 36]

。

　　这一阶段已对较大板块(如非洲 、澳大利亚等)

的定性和定量进行了深入研究
[ 37]

,但面积较小 、数量

众多的特提斯区域重建仍是一大难点。由于后者的

研究程度较差 ,最早的古地理图中并没有给出详细的

说明。Sengör
[ 38]
阅读大量文献后将复杂的特提斯洋

演化简化 , 提出了经典的基末里大陆 (Cimmerian

land),认为它分隔了古特提斯和新特提斯洋 ,为特提

斯古地理重建提供了一个简单 、可行的演化模型基

础
[ 36]

。青藏高原进行的中法联合考察
[ 39]
和中英联

合考察
[ 40]
成果进一步验证了基末里大陆的存在 ,其

经典的羌塘地体 、拉萨地体 、印度板块依次排队向北

漂移的过程对随后的古地理重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

影响
[ 41, 42]

。但 Audley-Charles
[ 43]
却对拉萨地体的古

地理位置提出质疑 ,并根据冈瓦纳大陆北缘的裂谷型

不整合面研究认为拉萨地体应靠近澳大利亚板块 ,直

到侏罗纪才分裂出去
[ 44]

。由于这一认识仅是推测 ,

后来也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因此留下了一个不同于

基末里大陆的查尔斯之谜(CharlesPuzzle)。 20世纪

90年代实施的 IGCP369研究工作则较为全面地重

建了特提斯的古地理 ,大大改善了这一地区的重建状

况 。

　　20世纪下半叶古地理重建的定量和定性方法得

到了蓬勃的发展 。如 20世纪 80年代提出的地体构

造学增进了对造山带和大陆地壳生长的理解
[ 45]

,进

一步推动了古地理重建研究。在 IGCP321计划的支

持下 , Scotese和 Golonka
[ 46]
领导的古地理图集计划整

合了近一个世纪的重要研究成果 ,利用多学科的定量

和定性双重约束重建了系统的寒武纪以来的全球古

地理图
[ 42, 47]

,此时编制的才是真正意义的活动古地

理图
[ 26]

。

1.3　GIS和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发展———第三代活动

古地理图

　　第二代古地理图主要是二维平面上的重建 ,虽然

在图面表达上添加了古生物学 、古气候学的因子 ,但

却没能展示出三维球面的立体特点。在古地理定量

重建的过程中由于计算机模拟技术 、GIS(如 ArcGIS

等)、古高程和古水深
[ 48]
等方法的长足发展 ,使得数

字化的古地理重建在时间上扩展到古生界和上元古

界
[ 49]

,再现了 13亿年之后的地球历史时期古陆和海

洋的演化 ,大陆和盆地的构造变迁;与此同时 ,在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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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上图面上可以表达古代山岳 、海岸线 、活动板块

边界 、古气候带等信息 ,并可将古地理恢复为有一定

分辨率的地貌彩色图;另一方面 ,全球尺度下古地理

重建具有的球面三维可视性则是新一代古地理图的

一个重要特点 ,即第三代全球古地理重建图是在地球

球体背景下 、可从不同角度观察 、具有古地形和古测

深元素的活动三维图 ,孙枢先生就此问题进行过精采

的评述
[ 26]

。

　　随着基础地质研究的深入 ,对于特提斯演化中最

关键的青藏特提斯演化却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最

关键的就是查尔斯之谜非但没有得到较好地解释 ,反

而引出了更多的问题
[ 50]

,主要涉及到东特提斯演化

最关键的两个地体:拉萨和羌塘地体 。经典基末里大

陆模式中 ,两个地体先后 、依次从印度大陆北缘裂解

后 ,增生到欧亚板块南缘
[ 40, 51]

。这一最基础的问题

现已受到强烈质疑 ,特别是两个地体内部都报道存在

缝合带的可能性 ,如双湖—龙木错缝合带
[ 52, 53]

和松

多缝合带
[ 54, 55]

,进一步增加了青藏特提斯的复杂性 。

随之对拉萨地体的亲缘性研究进一步表明与澳大利

亚板块更密切
[ 55, 56]

。古老的查尔斯之谜重新被激

活 ,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进一步诱发了地质学家的研

究热情
[ 57, 58]

。

　　从近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来看 ,古地理重建的

经历了从第一代定性的古生物学 、古气候学开始 ,到

第二代定量化的古地磁学(包括磁异常条带和古地

磁极), 到现代的计算机模拟技术 、GIS(如 ArcGIS

等)和古高程 、古水深定量约束的发展 ,使得古地理

重建从最初的几何形象拼贴
[ 3]
发展到现今三维可视

性极强 、图面表达丰富的古地理图
[ 59]

,其活动的 、数

字化的古地理重建在时间上扩展到古生界和上元古

界(表 1)。

1.4 国际青藏特提斯重建的研究现状

　　国际上与青藏特提斯活动古地理重建有关的研

究主要可分为四个研究群体:

　　(1)Scotese团队:从 1979年至今 30年的时间

内 ,基于古气候 、古生物的定性和半定量资料库支持 ,

采用古地磁进行定量约束 ,开发了最翔实的全球 750

～ 0Ma古地理图 ,这套古地理图的编制共经历了三

个演化阶段 , 静态断面
[ 61]

, 动态插值
[ 62]
和三维球

面
[ 59]

。

　　(2)Stampfli团队:基于全球数据库(Globaldata-

base)的建立 ,和 Arc-GIS的操作平台上 GIS地质数

据库的开发 ,对球面上板块相对运动量和速率进行定

量分析
[ 50, 63]

,重建了 600 ～ 0 Ma全球古地理图 ,特别

利用转换断层将传统的基末里大陆进行东 —西分解 ,

其中拉萨地体与澳大利亚板块发生了亲缘性关

系
[ 56]

。

　　(3)MetcalfeI团队:在 IGCP411计划大力支持

下对青藏地区 —东南亚进行古生代以来系统地古地

理重建 ,对东南亚地区的几个复杂地体和缝合带进行

深入研究 ,初步理顺了该地区的演化
[ 64 ～ 69]

,但青藏地

区仍采用传统的基末里大陆演化模式
[ 40, 51]

。

　　(4)LiZX团队:主要利用古地磁约束板块的古

地理位置 ,并通过地质资料进行相关约束 ,进行 1 300

～ 530 Ma全球古地理重建 ,主要是针对冈瓦纳大陆

之前 Rodinia大陆的裂解和聚合
[ 49, 70, 71, 72, 73]

。

　　最新的全球古地理图对于油气资源的勘探提供

了重要的指示意义 。如 Klemme
[ 74]
研究的油气资源

与古地理的地质背景关系 , Bois等
[ 75]
统计的特提斯

构造域油气资源量 , Parrish
[ 7]
对全球烃源岩分布进行

的统计分析 ,以及 Huc
[ 76]
主编的 《古地理 、古气候与

烃源岩》中的大量成果 ,揭示了古地理与油气资源的

两个关联性:一是古地理对烃源岩或富有机质沉积分

布的影响和控制作用 ,二是古地理与可能的储集岩层

和盖层分布的关系
[ 77]

。

2 青藏特提斯活动古地理重建实践

　　19世纪 , Suess在其著名的论文 《大海的深度是

永恒的吗?》中首次定义了特提斯
[ 8]
:一个从印度尼

西亚经过喜马拉雅到小亚细亚已消失的海道 ,其沉积

表 1 古地理重建方法对比表(引自 Hochard, 2008[ 60] , 有修改)

Table1 Comparisonamongmethodsofpalaeogeographyreconstruction(AfterHochard, 2008[ 60] )

方法 空间范围 精确度 时间范围 /Ma 板块约束 定量分析

磁条带 大陆和海洋 很好 <180 YES YES

古地磁极 大陆 一般 ～ 1300 NO YES

古生物 大陆 相对 ～ 1300 NO NO

古气候 大陆 一般 ～ 1300 NO NO

大区域地质调查 大陆和海洋 没有 >1300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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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经历了强烈的构造作用发生褶皱 ,形成现今青藏高

原和阿尔卑斯地区高入云霄的山脉 。这是第一次将

特提斯与全球古地理重建联系在一起。在其随后的

巨著《地球的面貌 》中他根据世界海相分类(特别是

远洋三叠系的对比), 把特提斯的时代延伸到三叠

纪
[ 8]
。

　　位于特提斯构造域东段的青藏特提斯以其独特

的魅力成为地质学研究的焦点 ,其主要地质科学问题

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1)冈瓦纳大陆的北部裂解事

件与特提斯的关系 ,即主体属于冈瓦纳大陆北缘的拉

萨地体和羌塘地体在向北漂过宽阔的特提斯洋最终

拼贴到欧亚大陆的南缘过程中 ,发生在冈瓦纳大陆北

部的分裂事件分别对应于古特提斯(Paleotethys)、中

特提斯 (Mesotethys)、新特提斯 (Neotethys)的形

成
[ 68, 78]

;2)青藏特提斯的油气背景与特提斯中段的

可比性 。与全球油气聚集带最富集的中东阿拉伯海

湾地区同处特提斯构造域 ,位于中段 ,其丰富的油气

前景更是巨大的诱惑 ,那么 ,青藏特提斯如何呢 ? 鉴

于种种客观原因 ,条块分割构造格局的青藏特提斯一

直没有系统开展活动古地理的工作 ,这不但落后于整

个特提斯研究的现状 ,也阻碍了我们对该区油气远景

的认识和评价。虽然国内外几代地质学家都对青藏

特提斯的古地理重建进行过尝试性研究 ,但至今仍存

在巨大的疑问:1)拉萨和羌塘地体上虽然已进行过

古地磁研究
[ 79, 80]

,但仍无法为青藏高原构造演化提

供重要的定量约束
[ 81]

;2)拉萨和羌塘地体内部可能

的缝合带的发现
[ 52, 53, 54]

更是冲击着传统的演化模式 ,

特别是拉萨地体与冈瓦纳大陆的亲缘性关系
[ 55, 58]

的

提出改变了过去的认识。

　　过去的古地理重建研究工作
[ 4, 6, 82 ～ 86]

和古地磁

资料的积累
[ 80, 81, 87]

为我们开展青藏特提斯地区古地

理重建奠定了基础 ,为本项实践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

这些工作主要包括:生物古地理方面 ,如古生代冈瓦

纳相
[ 88]

、中生代菊石相和双壳生物相
[ 90, 91]

;构造古地

理方面 ,以王鸿祯
[ 6]
的古地理图集 、黄汲清和陈炳

蔚
[ 92]
的中国及邻区特提斯小比例尺古地理图为代

表;岩相古地理方面 ,近几年对西藏地区的古生代和

中生代的岩相古地理
[ 89, 93, 94, 95]

、对羌塘地体中生代局

部地段的岩相古地理
[ 96]
的研究成果较为典型。

　　我们在进行青藏特提斯构造活动古地理重建的

实践中将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基础地质内容 、古

大陆再造 、单一的定性古地理约束 、板块动力学(图

2)。

图 2 古地理重建流程图

Fig.2　Flowchartofthepalaeogeographyreconstruction

2.1 基础地质 ———数据库 、地层系统与地体

　　古地理重建是一项工作量巨大 、学科门类众多的

系统工程 。面对海量数据资料 ,必须借助计算机强大

的存储能力优势才可能使得现在这些资料的存取便

利 。为了适应于不同研究者的需要 ,根据不同学科门

类对所有资料进行系统分类 ,建立相应的地质数据库

对于古地理重建则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在进行青藏

特提斯古地理重建过程中以研究团队的成果为基本

数据来源 ,同时包含了所收集到的前人研究成果 ,并

根据属性内容将数据库分成四个相互关联的子数据

库:1)空间数据库 ,包括基础地形 、地质构造和各个

地质对象的空间数据;2)原始资料数据库 , 包括剖

面 、观察点 、样品分析等原始数据;3)元数据库 ,包括

数据字典 、数据关联信息 、地层划分 、专业术语等;4)

综合成果库 ,包括资料 、文档 、图件 、成果等。这个完

整的数据库以原始数据和资料成果数据作为整个数

据库核心 ,在数据库基础上建立 “基础数据查询模

块 ”、“图形索引模块” 、“资料信息分类模块 ”和 “古

地理图数据展示模块 ”等 ,再采用统一的门户主界面

来集成这些应用模块。

　　因研究群体的不同 ,即便对于同一研究区最基础

的地层系统仍存在不同的方案 。为有效利用前人资

料 ,使不同研究者有共同的地层系统语言 ,以利于区

域地层对比对研究区地层系统进行厘定十分必要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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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行活动古地理重建工作中最为基础的内容和步

骤 。本次青藏特提斯古地理重建基于 1∶100万 、1∶

25万地质调查成果和大量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 ,将

特提斯喜马拉雅 、拉萨 、东羌塘和西羌塘地体的地层

系统分别进行了厘定 ,为各自地体上的地层对比打下

了基础 。

　　由于古大陆再造是根据现今地理坐标下的地体

分布图进行的反演 ,因此 ,将现今地体进行厘定是古

地理重建的另一项基础工作 。其首要任务和主要研

究内容是查明研究区地体的类型 、地体数量和地体边

界关系 。本次实践基于青藏特提斯及其邻区最新构

造地质研究成果 ,充分考虑各地体的名称 、代号 、边

界 、地质特征及其独立性 (Dependence), 以及拼合

(Amalgamation)、增生(Accretion)、离散 (Dispersion)

的板块演化过程 ,对青藏特提斯及邻区划分的 33个

不同性质的地体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进一步提出

和修订了这些地体的划分方案 ,重新编制了地体分布

图(详细的地体分布图和相关术语解释将在随后系

列文章中刊出)。考虑到青藏特提斯板块构造演化

的特点 ,最初起源于北美西部单旋回造山带的地体术

语
[ 45]
不能完全满足本次重建的需要 ,因此本次实践

作了适当增补(图 3),主要是将拼贴后的阶段细分两

个部分:泊位增生 (DockingAccretion)和终极增生

(TerminalAccretion)。

2.2 古大陆再造———古大陆位置 、边界与形态

　　古大陆再造指对板块乃至全球古大陆在地史时

期位置复原的研究 ,从而根据定量的古地磁和其他半

定量—定性依据将古大陆的位置和方位表示在地球

表层上
[ 83]

。具有定量的古地磁约束的古地理重建图

才具有活动本质特征
[ 26]

。早期的古地理图没有古地

磁数据 ,只能依靠古大陆轮廓 、生物区系和古气候大致

拼放晚古生代泛大陆
[ 21, 23]

。虽然 ,过去青藏特提斯地

区已经进行了几次系统的古地磁研究 ,获得了一些的

古地磁数据
[ 94, 79, 80]

,但数据质量参差不齐 ,导致其建立

的青藏特提斯演化模型与地质证据存在较大的出

入
[ 79]

。这就需要首先利用国际通用的古地磁数据判

别标准
[ 97]
对研究区已经发表的数据成果进行初步判

别 ,筛选出有价值的古地磁数据 。与此同时 ,研究团队

也开展了古地磁系统采样工作 ,严格按照国际惯例进

行样品采集 、标注 、包装 、运输 、储存 ,并在国际上认可

的古地磁实验室进行测量。由此 ,我们获得了一批较

为满意的数据结果 ,将陆续整理发表。基于上述两方

面的古地磁资料 ,我们实践中对青藏特提斯主要地体

的关键时代进行系统的古地磁研究 ,对其晚古生代以

来有关时期的古纬度进行了较为精确的约束 。

　　另一方面 ,由于现今的地体大多经历过多期强烈

构造变形和叠加作用 ,特别是青藏特提斯地区的众多

地体因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 ,其形态明显不同于

原始古大陆
[ 39, 51]

。如果按照现今的大陆形态去反演

地质时期中的古大陆 ,结果就会出现很大偏差 ,现今

的印度板块北缘形状和大印度形态差异之争议
[ 98]
即

是一例。考虑这因素 ,我们对地体的短缩进行了系统

研究
[ 99]

,主要利用变形缩短率 、位移 、平衡剖面 ,借助

沉积模式等对盆地大小 、方位和形状进行复原 ,利用

控盆—控相断裂分析来限定原型盆地边界 ,从而为地

体的形态恢复提供依据 。

图 3 地体演化图(引自 Howell, 1989[ 45] , 有改动)

Fig.3 Cartoonofterraneevolution(ModifiedfromHowell, 1989[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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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活动古地理定性约束 ———岩相与生物古地理

　　古地理重建早期 ,定性和半定量的岩相古地理和

生物古地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虽然定量的古地磁

数据能够提供精确的古纬度参数 ,但考虑到造山带强

烈构造作用和流体影响 ,所获得的古地磁数据往往具

有多解性 ,此时则需利用岩相和生物古地理来约束古

纬度 ,这种条件下约束的古纬度才更加可信。本次实

践的岩相古地理重建主要是恢复各个地体上盆地的

岩相时空分布 ,其具体做法是:在 “时间压缩法 ”和

“优势相法”原则上 ,通过对资料点上的岩相解释 ,将

相同的岩相根据沉积环境模式进行归类封闭 ,划分出

不同的岩相和亚相带。本次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收集了目前已经完成的几乎全部 1∶100万 、1∶25

万和 1∶5万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资料 ,以及公开发

表的文献资料 ,可以反映当前的最新成果 。

　　青藏特提斯中 —新生代是生物地理区系发生重

要变革的时期 ,通常也是大地构造格局剧烈改变的时

期 。因此生物古地理所依据的生态 、环境来进行的生

物地理区系划分可以反映其时的古地理和大地构造

格局。实践中 ,我们收集到了古植物 、双壳和有孔虫

和 5 000个属种点数据 ,按照 “世 ”一级地质年代进行

生物古地理区系编图 。其方法是:根据分类单元分布

规律的(广布种 、土著种)统计 ,选择具有重要生物地

理意义的分类单元(土著种 ,但具有区域性分布 ,并

且与其它土著分类单元分布的规律类似或差别明

显)作为动物群代表类群 ,分析各个动物群所代表的

生态类型 ,通过对分异度在同一水平 、同一生态类型

的动物群的组成进行聚类分析 ,以划定各级古生物地

理分区 。这些成果为研究青藏特提斯中 —新生代化

石古生态组合序列 、海水进退规程 、东特提斯中—新

生代动物群的扩散和海平面变化 、生物地理区演化对

大地构造格局的响应提供了重要依据 ,也为约束大地

构造格局 、地体运移速率和过程提供了参考。

2.4 板块动力学———板块驱动力与边界变形

　　板块运动的驱动力主要可分为两类:板块底部表

面和板块边界。板块底部的驱动力只有洋底拖拽

(Basaldrag),板块边界的驱动力较为复杂 ,包括:洋

中脊扩张(RidgePush),板片下拉(SlabPull)、板片吸

力(SlabSuction)、海沟吸力(Trenchsuction)、板片回

弹(SlabRoll-Back)
[ 60]

。利用大洋的磁异常条带的

分布可很好地约束板块动力学 ,但在现今大洋中只能

发现最早 180 Ma的大洋部分 ,故对于更老的板块驱

动力则还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获得较系统的

结论。利用现代板块的驱动力模式可以很好贯彻在

古板块的运动重建中。本次实践的板块动力学主要

是采用国际上 Stampfli团队的相关研究成果 ,即板块

构造运动最大速率的限定原则是:一个板块的绝对旋

转最大值为 22 cm/a,板块之间的最大扩张速率为 20

cm/a
[ 63]

。而对于板块边界变形 ,主要涉及到印度与

拉萨地体的边界
[ 98]

,其相关的研究内容已在古大陆

边界部分讨论 。

　　在上述工作基础之上 ,完成古地理重建的最后一

步是集成上述成果 ,通过计算机技术来模拟实现板块

运动的活动可视化 ,这一工作专门设一个课题完成 。

其工作通过五个系统来实施:1)基础地质处理子系

统 。实现系统和古地理数据库及其它基础数据库的

接口 ,对原始古地理图进行各种操作;对古地磁等数

据进行处理 ,并将板块的运动状态参数及换算到相同

的坐标系统中 。 2)板块运动模拟子系统。根据基础

地磁数据的处理结果 ,完成对各板块运动轨迹的计算

并实现动态模拟。 3)板块变形模拟子系统 。通过有

限元技术 ,实现板块在碰撞过程中的变形模拟 ,据此

获得板块碰撞中变形的各种参数 ,从而动态调整板块

的形状 ,并对板块运动模拟子系统中确定的轨迹进行

调整 ,同时对板块碰撞中的应力场进行模拟。 4)古

地形地貌复原子系统。通过对岩相古地理图进行分

析 ,结合陆源沉积物特征分析恢复古地貌 ,实现包含

古地形地貌信息的 3D晕渲古地理图。 5)联合模拟

子系统。实现古地理演化过程在标准地球体上的显

示;集成 GIS系统的基本功能 ,实现不同表现形式图

件的输出 。

　　通过本次青藏特提斯古地理重建工作几年的系

统研究 ,我们初步获得以下两点主要成果:1)实现了

二叠纪—古近纪青藏特提斯古大陆再造 ,认为拉萨与

澳大利亚具亲缘性 ,原羌塘地体东 、西两分较为合理 ,

其中 ,西羌塘与印度具亲缘性 ,东羌塘与华南具亲缘

性 。 2)恢复了青藏特提斯区域原型盆地 ,圈定了盆

地范围 ,系统编制了二叠纪 —古近纪主要地体的岩相

和生物古地理 。

3 活动古地理重建思考

　　通过国际活动古地理重建的研究趋势和青藏特

提斯的实践可以发现 ,具有真正活动意义的第三代古

地理重建相对前两代的重建工作具有时限长 、图面丰

富 、三维可视和模拟性 、连续时间断面(最小可达 1

Ma)的运动性 、多学科交叉的协调性等众多优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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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某种意义而言 ,古地理重建是现代地质科学的集

大成者 。换言之 ,它的研究不仅是从过去走向未来 ,

从固定走向活动 ,从示意性的小比例尺到大比例尺 ,

以及模拟技术 、信息技术 、全球定位技术(GPS)等技

术在重建的广泛使用;而且是从单一沉积学要素到包

括古环境 、古气候 、古海洋等多种要素 ,所编制的古地

理图也可以把地质历史中各种地质作用及其结果

(如古构造和地貌 、岩浆和变质作用与各种岩体的剥

露)表现出来 。

　　同时 ,具有真正活动意义的古地理重建也是一项

难度极高的系统工程。这项研究不是单一学科(或

因素)的重建 ,而是多学科交叉 、定性和定量约束双

结合的协调重建;不是某一个时间段的重建工作 ,而

是一个长时间不断充实 、修改的自我完善过程;不是

简单的固定拼合 ,而是具有高度动态化 、协调化的三

维球面重建;不是随意的摆放众多地体和板块的古地

理位置 ,而是受到严格板块驱动力约束的重建 。

　　在全球气候异常的当今 ,地质学家不仅要研究过

去 ,更需要努力探索未来。古地理重建这项系统工程

已再现了地质历史时期的海陆格局 ,说明古大陆位置

与构造运动是全球气 —水环流的基本边界条件 ,对于

全球大气环流和大洋环流模式有重大影响 ,从而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全球气候变化
[ 100]

, 如雪球地球假

说
[ 101]
就说明了极端气候变迁(低纬度冰川发育)与

全球板块构造演化(超大陆聚合和裂解)具有强烈的

相关性 。所以 ,活动古地理研究应该成为未来我国沉

积地质学重点研究领域之一。

4　结语

　　很庆幸能师从于刘宝珺先生 ,特别是他在沉积地

质学和古地理重建研究中独特的见解和深远的思想

一直指引着笔者对青藏特提斯地区的盆地分析和古

地理重建研究 ,先生关于古地理重建的学术思想体系

必将在今后我国沉积地质学研究中进一步发展 ,并发

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值先生从事地质工作 60周年之

际 ,特撰写此文以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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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PaleogeographicReonstruction:AnExamplefor
ApplicationinTibetanTethys

WANGCheng-shan1 ZHENGHe-rong2 RANBo3 LIUBen-pei1 LIXiang-hui3

LIYa-lin1 SUNHong-jun2 CHENJian-ping1 HUXiu-mian4

(1.SchoolofEarthSciencesandResources, andResearchCenterforTibetanPlateauGeology, 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2.ExplorationandProductionResearchInstitute, SINOPEC, Beijing 100083;

3.CollegeofEarthSciences, ChengduUniversityof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4.SchoolofEarthSciencesandEngineering, Nanjing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TheTethyantectoniczonehasbeenalwaysthefocusofpaleogeographicreconstructionfinanciallygranted

bylotsofoilcompanies, whichhasbeenpromotingtheglobalpaleogeographicreconstruction.Recently, therecon-

structionoftheeasternTethys, i.e., Qinghai-TibetanPlateauTethys, hasbeenpracticing.Themainitineraryis

summarizedas:firstly, recoveringtheoriginallocationsofterranesorplatesinQinghai-TibetanPlateaubypaleomag-

netismwithcombinationofthepaleotectonicandpaleontology;secondly, confiningtheborderandscaleofterranes

andbasinsondeepgeophysics, surfacegeologyandbiogeography;thirdly, restoringoriginalbasinsbyrecovering

techniquesofdeformed-shortenstrataandbalancedcross-section;fourthly, composingmapsofbiogeographyandli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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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espaleogeographyonthebasisoftheidentificationandclassificationofsedimentaryandbiologicalfacies;andfi-

nalhy, exploringtheprosperoushydrocarbonsonpaleoceanography, paleoclimateandpaleogeographyinTibetanTe-

thys.Insummary, thepaleogeographicreconstructionisanintegrationofmoderngeologicalscience.Thatischarac-

terizedbywaysofpasttofuture, inactivetomovable, paleocontinentaltopaleogeographic, smalltolargeinscalewith

helpof3S(simulation, information, globalposition)technology.Itisalsofeaturedbymultidisciplinesofpaleoenvir-

onment, paleoclimate, paleoceanographyandothergeoscientificsubjects, forwhichallkindsofgeologicalelements,

forinstance, lithology, tectonics, topography, magmatism, metamorphism, canbeshowninamodernpalaeogeo-

graphicmap.Therefore, itissuggestedthatthepaleogeographicreconstructionwouldfollowthenewcontentsand

techniquesforthefutureofsedimentarygeology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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