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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曲组——西藏南部最高海相层位一个新的地层单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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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理工学院沉积地质研究所　四川成都　61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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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藏南部定日地区遮普惹山向斜核部近来发现一套非碳酸盐型海相沉积, 由黄绿色页岩含砂岩、紫红色砂

页岩组成, 总厚约180m , 产丰富的钙质超微化石, 时代属始新世中—晚期 (路特中晚期—巴顿早期) , 延时约10个

M a (50～ 40M a B. P. )。这套地层显然与过去在该区命名的碳酸盐型最高海相层位不同, 本文命名为朋曲组, 包括两

个段: 下部恩巴段, 黄绿色页岩夹砂岩, 含超微化石带N P15, 限时路特中—晚期, 属残留海浊流沉积; 上部扎果段,

紫红色砂、页岩, 含超微化石带N P16, 局限于路特末期—巴顿早期, 系入海三角洲相。这套非碳酸盐型最高海相层

的发现有三点重要意义: 1) 第一次在研究区建立了始新统的较为精确的化石、年代地层; 　2) 在西藏特提斯喜马

拉雅发现了真正碰撞型残留海沉积建造; 　3) 为新特提斯洋在西藏南部最后关闭和西藏南部早期隆升的时间确定

提供了直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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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 除台湾和东海、南海海域外, 中国大

陆发现的海相早第三纪地层集中见于西藏南部 (文

世宣, 1974; 章炳高、穆西南, 1979; 郝诒纯、万晓樵,

1985; 万晓樵, 1987; 徐钰林等, 1990; W illem s et

a l. , 1996)、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 (唐天福等, 1992;

郭宪璞, 1994)。西藏西部和中部虽有零星出露 (李

才、徐仲勋, 1988; 潘桂棠, 1990; 章炳 高、穆西南,

1979) , 但没有良好露头。这些地区特别是西藏岗巴、

定日地区的海相第三系, 常被视为特提斯洋在其东

端的残留海沉积 (余光明、王成善, 1990; 吉磊,

1995) ; 或者认为最高海相层位 (海相第三系的顶)的

对应时间代表了印度次大陆和亚洲大陆碰撞在这一

地区的启动时间 (Row ely, 1996、1998)。塔里木盆地

周缘海相沉积可延续到渐新世末期 (唐天福等,

1992; 郭宪璞, 1994) , 西藏岗巴、定日地区的海相第

三系遮普惹组或岗巴地区的宗浦北组页岩 (Zong2
pubei Fm. , W illem s et a l. , 1996) 稍晚于路特

(L u tet ian ) 期 (郝诒纯、万晓樵, 1985; 徐钰林等,

1990) , 万晓樵推测最晚不超过普利亚本 (P riabon i2
an)早期, 并认为岗巴地区遮普惹组上段页岩为已知

西藏地区的最高海相层 (万晓樵, 1987)。

　　近期, 我们在遮普惹山向斜核部发现了一套新

图1　曲密巴剖面位置、遮普惹山向斜及其邻区地质略图
F ig. 1　M ap show ing the locat ion of the Q um iba sect ion

and geo logical sketch of the Zhepu re Shan Syn2
cline and its adjacency

1. 第四系; 　2. E1—E2: 基堵拉组, 宗浦组, 遮浦惹组及新地层;

　3. 上白垩统上部: 宗山组; 　4. 下白垩统—上白垩统下部: 岗
巴群; 　5. 中上侏罗统: 门卡墩组; 　6. 中上三叠系: 曲龙共巴
组, 德日荣组; 　7. 特提斯喜马拉雅北带上侏罗统: 维美组; 　8.
特提斯喜马拉雅北带中—下白垩统: 加不拉组; 　9. 第三系淡色
花岗岩; 　10. 逆冲断裂; 　 11. 新地层发现及剖面地点
1. Q uaternary; 　2. Paleocene—Eocene: J idu la Fm. , Zongpu
Fm. , Zhepure Fm. , and the new discovery; 　3. U pper U pper
C retaceous: Zongshan Fm. ; 　 4. L ow er—U pper C retaceous:

Gam ba Group; 　5. M iddle—U pper Jurassic: M enkadun Fm. ;
　6. M iddle—U pper T riassic: Q ulonggongba Fm. and D erirong
Fm. ; 　 7. U pper JurassicW eim ei Fm. of the no rthern H im alaya
zone; 　 8. L ow er—M iddle C retaceous: Gyabula Fm. of the
no rthern H im alaya zone; 　 9. T ertiary L eucogran ite; 　 10.

T h rust fau lts; 　11. location of the stratum new ly found

非碳酸盐地层, 它整合于遮普惹组之上, 由灰色、紫

红色页岩和岩屑砂岩组成。经研究发现, 这套沉积在

化石组成、岩性特征及岩相等方面既不同于宗浦组

和遮普惹组灰岩, 也不同于岗巴地区遮普惹组上段

页岩或宗浦北组 (W illem s et a l. , 1993、1996) 砂页

岩, 化石定年也不属推测的可到普利亚本早期, 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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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迄今为止这一地区、乃至整个西藏真正最后时

期的海相沉积记录。

一、剖面描述

该剖面位于西藏南部定日以西的遮普惹山, 大

致在曲密巴北西330°方向约6. 5km、恩巴北北东10°

方向约12km 处 (图1)。由于遮普惹山向斜核部少有

人烟, 亦无地名, 剖面地点距居民点曲密巴较近, 故

而我们称之为曲密巴剖面, 现将分层和岩性描述如

下:

　　第四系　未固结砂砾堆积

不　整　合

　　下第三系

　　朋曲组 厚180. 0m

　　扎果段 (上部) 厚70. 0m

20. 黄绿色钙质页岩, 与下伏地层为沉积间断。

页岩中处理出丰富的钙质超微化石: Ch i2
asm olithus m od estus, Coccolithus p elag i2
cus, C ribrocen trum reticu la tum , H eli2
cosp haera sp. , M icu la d ecussa ta, N an2
notetria f u lg ens, R eticu lof enestra bisecta,

S p henolithus rad ians, T ribrach ia tus or2
thosty lus 2. 0- 4. 0m

19. 紫红色钙质页岩与紫红色薄层、中层钙质

细粒岩屑砂岩互层, 构成多个韵律。砂岩中

可见平行层理, 局部含砾。砂岩中中—基性

火山岩岩屑成分减少, 碳酸盐岩屑增多。

B aitholithus sp arsus, Ch iasm olithus ex2
p anse, Ch. solitus, Coccolithus p elag icus,

D iscoaster barbad iensis, D. circu laris, D.

f if ax , D. m u ltirad ia tus, L op hod olithus

nascens, M icran tholithus p ing u is, M icu la

d ecussa ta, R eticu lof enestra bisecta, S p he2
nolithus rad ians, S. p seud orad ians, T ri2
brach ian tus orthosty lus, Zy g od iscus bram 2
lettei 等 65. 0m

18. 暗红色薄板状及微层状 (0. 5- 5. 0cm ) 钙

质细粒岩屑砂岩夹钙质页岩。砂岩中见中

—基性火山岩岩屑成分, 最大可达9%。砂

岩层产状5°∠29° 5. 0- 6. 0m

假　整　合

　　　恩巴段 (下部) 厚110. 0m

17. 暗红、棕红色钙质页岩, 产丰富钙质超微化

石: Ch iasm olithus ch iastus, Cocca lithus

p elag icus, E ricson ia f orm osa, N eoch ias2
tozy g us d istenus, N eococcolithus p rotenus,

L op hod olithus nascens, M icu la d ecussa ta,

R eticu lof enestra bisecta, S p henolithus rad i2

ans, Zy g od iscus p lectop ons。部分侵入接触

于下伏岩层之中 3. 0- 6. 0m

16. 黄绿色页岩或夹灰色薄层—中层细粒岩屑

砂岩, 或与之互层, 可构成3个薄层—中层

砂岩夹页岩→页岩夹砂岩向上变细旋回。

页岩中发育钙质超微化石: B aitholi2

thus sp arsus, B rarrud osp haera big elow ii,

Ch iasm olithus consuetus, Cy clu icarg olithus

f lorid anus, H elicosp haera com p acta , H .

bram lettei, M arka lius inversus, R etic2
u lof enestra bisecta , R. um bilica , S p heno2
lithus rad ians 23. 3m

15. 褐红色豆粒状暴露沉积夹钙质页岩

0. 3- 0. 6m

14. 黄绿色页岩夹薄层灰色、浅灰色细粒岩屑

砂岩 2. 0- 3. 5m

13. 浅灰色、蓝灰色下部中层 (< 30cm )、上部

厚层 (60～ 80cm ) 细粒岩屑砂岩, 斜层理发

育。顶部为10～ 30cm 的薄层岩屑粉砂岩,

见砂纹层理 2. 0- 3. 0m

12. 灰色、黄绿色 (钙质) 页岩夹薄层灰色细粒

岩屑砂岩、粉砂岩, 向上砂岩、粉砂岩增多。

中部砂岩中见中—基性火山岩岩屑成分。

页岩与砂岩构成多个韵律。砂岩底部常见

虫迹和底模构造, 砂岩中可见砂纹层理。页

岩 中 钙 质 超 微 化 石 十 分 丰 富, 有

B aitholithus sp arsus, B rarrud osp haera

big elow ii, Ch iasm olithus g ig as, Ch. sp. ,

Ch iastozy g us barba tus, Coccolithus p elag i2
cus, C ribrocen trum reticu la tum , Cy clicar2
g olithus f lorid anus, D iscoaster barbad ien2
sis, D. bif ax , M arka lius inversus,

N eoch iastozy g us ch iastus, R eticu lof enestra

bisecta, S p henolithus rad ians, S. anarrho2
p us, T ribrach ia tus orthosty lus, Zy g od iscus

ad am as。底部样品中分析出有孔虫化石?

L en ticu lina w arm an i, ? L . barba ti, L .

sp. , P raeg lobobu lim ina ova ta, G lobig eri2
na p a tag on ica, Q u inquelocu lina bicarina ta

及较多的腹足和介形虫化石。该层与13层

一起构成多个向上变粗的沉积旋回 81. 0m

整　　合

遮普惹组

　　　11. 灰色块状有孔虫微晶灰岩 > 5. 0m

二、地层及化石带时代

本文公布的新材料剖面尽管也位于喜马拉雅

(珠穆朗玛峰) 北坡的定日以西的遮普惹山, 但实际

剖面位置与前人 (郝诒纯、万晓樵, 1985; W illem s et

442 地　　　层　　　学　　　杂　　　志 24卷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a l. , 1993a、b、1996) 过去所测贡扎剖面不同 (图

1)。新发现地层整合于遮普惹组之上, 由灰 (绿)色及

紫红色陆源碎屑岩两套沉积组成 (图2, 3)。现已从页

岩中处理出了较为丰富的有年代意义的钙质超微和

有孔虫化石 (见剖面描述)。

图2　西藏定日遮普惹山曲密巴始新统非碳酸盐沉积地
层实测横剖面图

F ig. 2　C ro ss2sect ion of the Eocene non2carbonate stra ta

at Q um iba, T ingri, sou thern T ibet
1. 厚层、块状有孔虫微晶灰岩; 　2. 页岩; 　3. 钙质页岩; 　4.

粉砂岩; 　5. 细砂岩; 　6. 砾石; 　7. 假整合; 　8. (侵蚀) 不整

合; 　9. 第四系; 　10. 层号; 　11. 岩层产状; 　12. 化石产地

1. T h icked2m assive fo ram in iferal w ack stone; 　2. Shale; 　3.

Calcareous shale; 　4. Siltstone; 　5. F ine sandstone; 　6. Con2
glom erate; 　7. Paralellel unconfo rm ity; 　8. ( E ro sional) un2
confo rm ity; 　9. Q uaternary; 　10. U nit num ber; 　11. O ccur2
rence; 　12. D etailed location of fo ssils

样品 S12W 1—S17W 1中处理出的钙质超微化

石 如 Ch iastozy g us ba rba tus, Ch iasm olithus sp. ,

D iscoaster ba rbad iensis, H elicosp haera com p acta ,

R eticu lof enestra bisecta , S p henolithus rad ians 等分

子, 其中虽然没有典型的带化石, 但它们基本都是路

特阶的常见化石, 其中 H elicosp haera com p acta 和

S p henolithus rad ians 是N P15钙质超微化石带的标

志分子。第12- 17层应属于N P15带, 厚约110m。

总厚约 70m 的第 19—20层的样品 S19W 1—

S20W 1中, 现已分析出超微化石常见分子有 D is2
coaster ba rbad iensis、T ribrach ia tus orthosty lus、N an2
notetria f u lg ens、Ch iasm olithus m od estus、C. solitus、

S p henolithus p seud orad ians 等, 属于路特阶上部到

巴顿阶 (Barton ian) 下部的N P16钙质超微化石带,

其中 T ribrach ia tus orthosty lus 和S p henolithus p seu2
d orad ians 是该带的标志分子。

第12层底部样品 S12W 1和 S12W 2中的有孔虫

化石与遮普惹组灰岩中的有孔虫化石一方面具有较

为相似的分子, 如 P raeg lobobu lim ina ova ta、G lo2
big erina p a tag on ica , 属于始新世早期的遗留分子,

另一方面又有所差别, 如Q u inquelocu lina bica rina ta

是始新世晚期的常见类型。此外, ? L en ticu lina

w a rm an i, ? L . ba rba ti 的时代可以延续到渐新世。

再者, 定日地区遮普惹组 (郝诒纯、万晓樵, 1985) , 或

遮普惹山组第Í、Î 段 (W illem s et a l. , 1996) 属于

始新世早期。这说明第12层海相沉积的时代可能为

中始新世中期, 属于路特中期。

综合上述钙质超微化石和有孔虫化石组合的地
质年代特征, 第12—17层恩巴段 (N P15) 属于路特中
晚期, 底部可能跨路特早期的最晚时期; 第18—20层
(N P16) 扎果段属于路特晚期—巴顿早期。按照
H arland et a l. (1989) 地质年代表及说明书意见,

N P15带的地质年龄底界大致为50M a B. P. , N P16

带的顶界可定位40M a B. P. 左右, 因此该段地层总
延时约10M a。

三、沉积相初步解释
从下部页岩中有孔虫化石、各层砂岩中同期的

有孔虫碎屑页岩层中的钙质超微化石及第16层夹一
层海相灰岩来看, 整个地层均属海相无疑, 并可以区
分出残留海浊流相和前三角洲相。
1　残留海浊流相

第12—17层, 主体为灰色、黄绿色页岩夹薄层细
砂岩, 向上砂岩增加, 但上部总体砂岩与页岩之比不
超过1ö2～ 1ö4。砂岩基本为含生物碎屑的岩屑砂岩,

砂岩中的碎屑颗粒不仅有大量石英、岩屑, 而且还有
较多的长石碎屑。岩屑成分复杂, 火山岩岩屑最多时
可达9%。细砂岩厚度较薄, 3—5cm 居多。薄层砂岩
底可见虫迹、底冲刷和砂纹层理构造。砂岩与页岩常
呈砂—页韵律偶对产出, 其韵律性表现为海底扇叶
状体的沉积组合特征。总体而言, 这套黄绿色页岩和
砂岩段的沉积组合特征和构造背景可以同经典的残
留海浊流相比较, 显示具有残留海较深水环境下的
浊流阶段时期的沉积性质, 并表现为向上变粗变细
的旋回结构, 并由多个次级旋回叠加而成。
2　前三角洲相

主要包括第18层到第19层的红色调页岩和岩屑
砂岩。砂岩的碎屑组构和成分与上述残留海浊流相
相似, 但单层岩层厚度较厚, 一般10～ 30cm , 碎屑颗
粒较粗, 或为不等粒砂岩, 细粒—粗粒砂岩均有。砂
岩与页岩互层, 砂岩中平行层理发育, 砂岩层总体向
南西方向进积。综合这些特征来看, 该套岩层可能为
海相为主的前三角洲相。尽管第20层为黄绿色页岩,

且二者之间存在沉积间断, 但考虑其中产出的海相
超微化石组合特征, 加之厚度甚小, 不超过4m , 所
以, 本文认为该层仍可能前三角洲相的间湾亚相, 属
残留海三角洲阶段 (Graham et a l. 1975) 的沉积产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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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西藏定日遮普惹山曲密巴始新统非碳酸盐沉积综合地层柱状图

F ig. 3　Co lum n of the Eocene non2carbonate stra ta at Q um iba, T ingri, sou thern T ibet
1. 砾石; 　2. 细砂岩; 　3. 粉砂岩; 　4. (钙质、粉砂质)页岩; 　5. 暴露面及砂质灰岩; 　6. 厚层有孔虫微晶灰岩; 　7. (侵蚀)不整合

1. gravel; 　2. fine sandstone; 　3. siltstone; 　4. (Calcareous, slity) shale; 　5. paleo2m eteo ric surface and sandy lim estone; 　6. m assive

fo ram in iferal w ack stone; 　7. (E ro sional) unconfo rm ity

四、岩石地层的划分与命名
本次报道的遮普惹组之上的下第三系明显可分

两部分, 即上部紫红色砂页岩和下部灰色砂岩夹页
岩。考虑该套地层完全不同于这一地区过去的碳酸
盐型海相第三系, 本文试图建立一套新的岩石地层
单元, 并予以命名。

朋曲组　指分布于西藏南部定日地区由黄绿色
页岩含砂岩和紫红色砂页岩组成的一套海相沉积地
层, 与下伏遮普惹组块状灰岩呈整合接触, 与上覆第
四系呈 (侵蚀) 不整合接触; 总厚约180m , 产丰富的
钙质超微化石, 属残留海相沉积; 时代属始新世中—
晚期 (路特中晚期—巴顿早期) , 延时约10个M a
(50—40M a B. P. ) ; 典型剖面位于密巴北西330°方
向约6. 5km (图1) , 位处朋曲河以北的遮普惹山向斜
核部。这套地层显然与过去在西藏地区的命名的碳
酸盐型最高海相层位不同。

恩巴段　由一套黄绿色页岩含砂岩组成, 属于
朋曲组下部地层, 底界即朋曲组底界, 顶界与上覆扎

果段呈假整合, 厚约110m , 产超微化石带N P15有关
分子, 限时路特中—晚期, 属残留海浊流沉积。

扎果段　为紫红色砂岩和页岩互层, 顶界为朋
曲组的顶界, 底界与下伏恩巴段呈假整合接触, 超微
化石带N P16的有关分子发育, 局限于路特末期—
巴顿早期, 系入海前三角洲相沉积。

五、讨　论
这套始新世非碳酸盐型最高海相层的发现有三

点重要意义: 1) 第一次在研究区建立了始新统 (中
上部)较为精确的化石、年代地层; 　2) 在西藏特提
斯喜马拉雅发现碰撞型残留海沉积建造; 　3) 为新
特提斯洋在西藏南部最后关闭和西藏南部早期隆升
时间的确定提供了依据。

尽管本次发现的新地层颜色上它与岗巴地区的
遮普惹组上段页岩 (文世宣, 1974; 郝诒纯、万晓樵,
1985)或宗浦北组 (W illem s et a l. , 1993a、1996) 有
相似之处, 分为灰色及紫红色两部分, 岩性上也以细
粒陆源碎屑岩为主 (图2) , 但是, 它们之间明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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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差别, 表现在化石组合及岩相两个方面: 1) 化
石组合方面　过去, 无论是岗巴地区的遮普惹组上
段页岩还是定日地区的遮普惹组灰岩均无本文中的
超微化石组合带发现。如上所述, 这套新地层命名为
朋曲组, 包括两个段: 下部恩巴段, 黄绿色页岩含砂
岩, 含超微化石带N P15, 限时路特中—晚期; 上部
扎果段, 紫红色砂页岩, 含超微化石带N P16, 限于
路特末期—巴顿早期。该套新地层将西藏地区的最
高海相层位提高到了中始新世晚期, 即可达巴顿阶
下部, 与过去在该区识别的最高海相沉积完全不同。
它起始于50M a B. P. 左右的路特早期, 结束于约
40M a B. P. 的始新世末期—巴顿期, 总延时约
10M a。由此较为地刻画了西藏南部特提斯喜马拉雅
始新统 (中上部) 的精确化石年代地层。　2) 岩相方
面　岗巴剖面遮普惹组上段页岩或宗浦北组页岩中
夹含大量的鲕粒灰岩、泥灰岩; 定日新地层岩性主要
为岩屑砂岩和页岩, 砂岩中不仅有大量石英、岩屑,

而且还有较多的长石碎屑, 岩屑成分复杂, 包括碳酸
盐岩、硅质岩、变质石英岩、砂岩、泥质岩和中基性火
山岩的碎屑, 火山岩岩屑最多时可达9% , 总体砂岩
与页岩之比1ö2～ 1ö4。岗巴剖面上页岩属于滩后
湖沉积 (吉磊, 1995) 或海岸湖塘 (W illem s et a l. ,

1993a、b、1996) ; 本文公布的非碳酸盐海相地层明
显地属于相对细粒的残留海浊流相和前三角洲相沉
积。与此同时, 与特提斯喜马拉雅南带和北带中生界
相较, 亦存在差异, 集中表现为在南北两带已经所建
立的中生界岩石地层单元中尚未发现类似的沉积组
合, 特别是新地层砂岩岩屑中的火山碎屑在过去还
没有报道过。此外, 毋庸置疑的是, 作为相对细粒的
残留海浊流相和前三角洲相沉积, 它与雅鲁藏布缝
合带古新世早—中期的粗粒的错江顶群 (李才、徐仲
勋, 1988; 刘成杰等, 1988) 碰撞型三角洲沉积 (余
光明、王成善, 1990) 相比也完全不同, 而且, 时代较
后者要晚10M a 以上。因此, 可以说本次报道的真正
碰撞型残留海沉积建造在西藏地区还是首次。

此外, 该套新地层的发现无疑还会对新特提斯
洋在藏南的最后关闭、印度次大陆和亚洲大陆碰撞、
隆升提供新的沉积和年代证据。这就是说, 新发现的
非碳酸盐沉积所确定的时代将西藏地区的最高海相
层位提高到了始新世巴顿早期, 这也意味着新特提
斯洋在藏南的最后关闭时间有可能发生在大约
40M a B. P. 时期, 较之过去普遍推测认为的50—
45M a B. P. 要晚5—10M a B. P. ; 同时也说明, 在特
提斯喜马拉雅南带发现可能属于印度次大陆和亚洲
大陆碰撞的过渡 (前三角洲)相沉积, 而且其时代 (渐
新世) 可能比雅鲁藏布缝合带错江顶群三角洲沉积
时间要晚。这无疑为新特提斯洋的最后关闭、印度与
亚洲陆块在该地区的碰撞起时间、过程及喜马拉雅

的早期隆升提供新的解释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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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ngqu Forma tion: a New Eocene Stra tigraph ica l U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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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 ingr i Area, T ibet

L I X iang2hu i1
) , 　W AN G Cheng2shan1) , 　HU X iu2m ian1) , 　W AN X iao2qiao 2) ,

XU Yu2lin2) , and ZHAO W en2jin2)

( 1) Institu te of S ed im en tary Geology , Cheng u U niversity of T echnology , Cheng d u , 610059;

2) Ch ina U niversity of Geosceicnces, B eij ing , 100083)

Abstract　A sequence of non2carbonate sed im en ts to ta lling 180m th ick w as recen t ly found at Q um iba on

the no rthw estern flank of the Zhepu re Shan Syncline, in w estern T ingri, sou thern T ibet, w h ich are com 2
po sed of gray and pu rp le sha le, f ine lithoclast ic sandstone, and siltstone. H ere w e nam e it Pengqu Fo rm a2
t ion. It can be divided in to in tw o m em bers, the upper m em ber (Zhaguo M em ber) in pu rp le and reddish

and the low er m em ber (Enba M em ber) is gray and green ish2gray. N onnofo ssils and fo ram in ifera l fo ssils

ind ica te tha t it m ay range in age from m id- la te L u tet ian to early Barton ian. T he non2carbonate sed im en ts

p rovide the basis the in terp reta t ion of the last clo su re t im e of the N eo2T ethys O cean, and the p rocess of

the co llision betw een the Ind ia Subcon t inen t and A sia Con t inen t, and the p rim ary up lif t of the H im alayas

and Gangdise.

Key words　Eocene, O ligocene, rem nan t sea, m arine ho rizon, Zhepu reshan syncline, T ingri, T ibet

第15届国际 HKT 学术会议在成都召开
第15届国际喜马拉雅—喀喇昆仑—西藏学术讨论会 (H im alaya—Karako ram—T ibet W o rk shop , 简称 KH T 会议) 于2000

年4月22日—24日在成都西藏饭店国际会议厅举行。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希腊、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尼泊

尔、新西兰、巴基斯坦、俄罗斯、瑞士、英国、美国等16个国家及中国香港、台湾等2个地区的205名学者出席了这次国际盛会。其

中国外学者61人, 中国港、台地区各1人。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刘东生、丁国瑜、李廷栋、肖序常、刘宝 、曾

融生、陈　、许志琴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由国家科技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主办, 并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

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地震局、中国地质学会、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国际地科联岩石圈委员会、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油气藏

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鼎力支持, 成都理工学院、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中国地质科学院等单位具体负责这次会

议的承办工作。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学报——《地学前缘》为会议编辑出版了论文摘要集, 共收录论文摘要289篇。中国青藏高

原研究会理事长孙鸿烈院士主持了会议开幕式, 四川省副省长李进和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副司长邵立勤作了重要讲话。国土资

源部副部长寿嘉华出席了闭幕式, 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新世纪的青藏高原研究, 其中包括喜马拉雅地质、喀喇昆仑及帕米尔地质、缝合带地质、青藏高原腹地

地质、青藏高原北缘地质、青藏高原东缘地质、青藏高原周边盆地、青藏高原与全球气候、青藏高原与资源、青藏高原的环境科

学等10个专题。4月21日, 会议安排了专场学术报告会, 邀请刘东生、肖序常、P. T apponn ier、M ichael P. Searle、M ark T. H arri2
sion 等11名著名学者分别作了“亚洲季风与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西部的构造演化”、“青藏高原隆升观念的演化”、“喜马拉雅

的形成方式”等内容丰富的学术报告。4月22日—23日举行大会, 八十余名学者宣读了论文, 四十余名学者用展版形式交流了自

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国学者通过这次会议向国际同行交流了近期在东喜马拉雅地质构造、阿尔金断裂的构造演化、藏北高

原的演化、青藏高原的深部构造与活动构造、亚洲季风等领域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

会议安排了2条野外考察路线。会前, 三十余名中外学者考察了青藏高原东缘; 会后, 三十余名中外学者考察南部和喜马

拉雅山。

会议闭幕前, 经与会各国代表协商决定, 第16届H KT 学术会议由奥地利主办。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 是历届H KT 会议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 尤其是充分展示了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在

青藏高原本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克服了以往偏重喜马拉雅的弱点。这次会议将对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合理开发青藏

高原的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开展国际科技合作, 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第15届H KT 组委会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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