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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煤岩系沉积环境专题

【编者按】含煤岩系沉积环境分析是煤炭资源预测及煤田勘探的重要理论依据及方法支撑ꎮ 近年来ꎬ随着煤、
煤层气及页岩气等能源矿产勘查的不断深入ꎬ基于层序地层格架的等时性岩相古地理及聚煤规律分析亦取得

长足的进步ꎬ一些基于层序地层学理论及可容空间概念的聚煤模式相继被提出ꎬ发展了新的研究方向ꎬ将可进

行区域对比的等时性地层单元(层序)与传统岩相古地理研究相结合ꎬ恢复聚煤盆地等时性岩相古地理ꎬ进行

富煤带及聚煤中心迁移规律分析ꎬ为煤田预测提供了可靠依据ꎮ 本刊组织策划了“含煤岩系沉积环境”专题ꎬ
针对华北石炭－二叠纪及华南晚二叠世海陆过渡相含煤岩系ꎬ以及西北早中侏罗世及东北早白垩世陆相含煤

岩系进行了实例研究ꎬ提出典型盆地含煤岩系层序地层格架、岩相古地理及煤层分布规律ꎮ 同时对厚煤层的成

因、煤系火山事件沉积、煤相及煤层对比、原型盆地分析等煤田地质基础问题进行探讨ꎮ 此外ꎬ根据近年来东海

油气勘探取得的突破ꎬ发现该盆地油气资源与古近纪煤层关系密切ꎬ专题论文亦对东海盆地古近纪含煤岩系沉

积环境、物源体系及其对煤层分布规律的控制进行了分析ꎮ 期望专题的刊出对相关地区的煤及相关能源矿产

的勘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感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邵龙义教授在专题组约稿中提供的帮助!

山西省石炭－二叠纪含煤岩系层序－古地理与聚煤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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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得到山西省石炭－二叠纪等时地层格架下的聚煤规律ꎬ利用煤层露头及钻孔资料分析了含

煤岩系岩相组合特征ꎬ绘制地层厚度、石灰岩含量、砂泥比、煤层厚度等值线图ꎮ 研究结果表明:在山

西省石炭－二叠纪含煤岩系中划分出碳酸盐台地－障壁－潟湖、三角洲、河流、湖泊等 ４ 大沉积体系ꎬ可
将本溪组、太原组和山西组划分为 ３ 个三级层序ꎬ恢复了各层序的岩相古地理ꎬ主要的古地理单元有

河流、三角洲、障壁岛、潮坪－潟湖和碳酸盐台地等ꎬ海侵方向由层序Ⅰ的北东向转变为层序Ⅱ和Ⅲ的

南东向ꎬ且层序Ⅰ煤层形成于潮坪－潟湖环境ꎬ层序Ⅱ和Ⅲ煤层形成于三角洲平原环境ꎬ同时聚煤中

心从层序Ⅰ至层序Ⅲ期有从北向南迁移的规律ꎬ以层序Ⅱ聚煤作用最强ꎮ
关键词:石炭－二叠纪ꎻ含煤岩系ꎻ层序地层ꎻ岩相古地理ꎻ聚煤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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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山西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大省ꎬ具有丰富的煤

炭和煤层气资源ꎬ根据地质构造、地理位置和储量规

模ꎬ可将全省划分为大同、宁武、河东、西山、霍西、沁
水等 ６ 大煤田[１]ꎬ其中沁水盆地南部和河东煤田已
成为全国煤层气 ２ 大重要产业基地[２－３]ꎮ 近年来ꎬ
层序地层格架下厚煤层的分布模式引起了众多地质

学者的兴趣[４ － ５]ꎬ尤其是可容空间增加速率与泥炭

堆积速率的比率被用来解释在一个可容空间周期内

泥炭 /煤的厚度变化特征[６]ꎬ基于层序地层格架的

岩相古地理分析已经成为聚煤规律研究的重要手

段[７ － ８]ꎮ １９８７ 年ꎬ煤炭科学研究院地质勘探分院与

山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对太原西山含煤地层沉积

环境进行研究ꎬ并划分出含煤地层对比标志层[９]ꎬ
刘焕杰等[１０]针对华北石炭纪含煤建造提出陆表海
堡岛体系沉积的观点ꎻ葛宝勋等[１１] 提出阳泉矿区太

原组煤层滨海平原环境及山西组煤层三角洲平原环

境观点ꎻ陈世悦等[１２]对华北石炭二叠系层序地层及
聚煤规律进行研究ꎻ杨明慧等[１３] 对河东煤田层序地

层格架进行了讨论ꎬ指出煤层主要发育在陆表海环

境的海侵体系域下部以及陆相环境的高位体系域上

部ꎻ邵龙义等[１４ － １５ ] 研究了华北范围内及沁水盆地

范围内的石炭二叠纪的基于层序格架下的岩相古地

理ꎬ并对聚煤规律进行讨论ꎮ 总之ꎬ前人对山西省内

石炭二叠纪层序地层、古地理及聚煤规律等方面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ꎬ但由于层序地层划分的标准不同ꎬ
且缺乏全省范围内的清晰的对比研究ꎬ缺乏全省范

围的层序－古地理与聚煤规律的系统研究ꎮ 笔者利

用野外煤层露头、钻井岩心、测井等资料对山西省石

炭－二叠纪含煤岩系进行了沉积学、层序地层、岩相

古地理和聚煤特征的研究ꎬ以期为煤炭和煤层气勘

探开发提供依据ꎮ

１　 区域地质背景

山西省内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板块的中部ꎬ

其北部、南部和东部分别被近 ＥＷ 向的蒙古－兴安

造山带、秦岭－大别山造山带和 ＮＮＥ 向大兴安岭－
太行山造山带所夹持[１６]ꎮ 山西省大地构造演化历

史经历了 ３ 个重要的阶段:①古陆的形成阶段ꎬ表现

为壳幔分异ꎬ克拉通化并形成结晶基底ꎬ其完成时间

大约在中条(吕梁)运动末期ꎻ②华北板块构造格架

的形成阶段ꎬ其完成的时间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

中生代燕山运动时期ꎻ③大陆裂谷阶段ꎬ始于新生代

初期ꎬ至今仍在继续活动ꎮ 以中生代以来形成的断

块为基础ꎬ将山西省划分为 ５ 个Ⅱ级构造单元ꎬ分别

为大青山－冀北岩浆杂岩、鄂尔多斯陆块、晋冀陆

块、豫皖陆块和叠加裂陷盆地[１７]ꎬ根据现今地层保

存特征以及煤层发育规律ꎬ将山西省划分为大同煤

田、宁武煤田、河东煤田、西山煤田、霍西煤田及沁水

煤田等 ６ 大煤田[１](图 １)ꎮ
山西省石炭－二叠纪沉积地层自下而上包括本

溪组、太原组、山西组、下石盒子组、上石盒子组和石

千峰组[ １８ ]ꎮ 本溪组平行不整合于中、下奥陶统或

寒武系之上ꎬ其顶界置于太原组晋祠砂岩或相当岩

层之底ꎬ厚度 ０~６０ ｍꎬ本溪组自下而上划分为铁铝

岩段和半沟段ꎬ铁铝岩段以鸡窝状黄铁矿或灰、灰白

色铝质岩、铝质泥岩为主ꎬ半沟段主要为黑、灰色泥

岩、粉砂岩、细砂岩ꎬ夹薄煤层和 １~６ 层灰岩ꎮ 太原

组指的是本溪组之上至山西组最底部的北岔沟砂岩

或相当岩层之底ꎬ太原组以石灰岩、泥岩、粉砂岩、粉
砂质泥岩及砂岩为主ꎬ含多层可采煤层ꎬ太原组厚度

为 ５０~１４０ ｍꎬ总的变化趋势是南厚北薄ꎮ 在南部垣

曲—夏县地区由于受中条古隆起的影响ꎬ缺失下部

沉积ꎬ厚度仅为 ２０ ~ ５０ ｍ[１]ꎮ 山西组系指北岔沟砂

岩底至骆驼脖子砂岩底ꎬ厚度一般为 ２０ ~ １２０ ｍꎬ总
的变化趋势是南厚北薄ꎮ 岩性主要为砂岩、粉砂岩、
砂质泥岩ꎬ夹海相泥岩及煤层ꎬ在平鲁－朔县－五台

以北地区岩性多为中粗粒石英砂岩、粉砂岩夹泥岩

及煤层ꎬ砂岩厚度大ꎬ层数多ꎬ一般厚 ３ ~ ３０ ｍꎬ向南

至太原－阳泉一线ꎬ砂岩层数明显减少ꎬ厚度一般为

２



邵龙义等:山西省石炭－二叠纪含煤岩系层序－古地理与聚煤特征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图 １　 山西省主要煤田分布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１０ ｍꎮ 南部地区砂岩层数很少ꎬ一般仅 １ ~ ５ 层ꎮ
下石盒子组从骆驼脖子砂岩底面到桃花泥岩顶面ꎬ
厚度 ５９~１８０ ｍꎬ南厚北薄ꎬ岩性以黄绿色、灰黄色、
灰绿色砂岩和泥岩为主ꎬ局部夹煤层ꎬ多为不可采煤

层ꎬ顶部含 １~２ 层紫斑状泥岩及桃花泥岩ꎮ 上石盒

子组从区域上的 Ｋ６ 砂岩底面到 Ｋ８ 砂岩底面ꎬ厚度

１７２~ ５１７ ｍꎬ以杂色砂岩、砂质泥岩及泥岩为主ꎬ中
上部夹 １~４ 层薄层硅质岩ꎬ在南部垣曲—夏县一带

及宁武地区夹有煤线ꎮ 石千峰组以厚层－巨厚层

黄、黄绿色含砾砂岩(Ｋ６)与下伏的上石盒子组分

界ꎬ厚度 ６６~１８６ ｍꎬ岩性以砖红、暗紫、紫红色泥岩、
砂质泥岩为主ꎬ中上部夹数层薄层状灰岩ꎮ 本溪组、
太原组及山西组是该区含煤地层ꎬ主要形成于海陆

过渡相沉积[１]ꎮ

２　 层序地层格架的建立

根据山西省石炭－二叠系底部区域不整合面、
庙沟灰岩底面海侵方向转换面、下切谷充填的河道

砂岩底部冲刷面、相序变浅－变深转换面以及相对

应的古土壤层等层序界面特征ꎬ将山西省石炭二叠

纪含煤岩系划分为 ３ 个层序ꎬ层序 Ｉ 包括本溪组以

及太原组下部 １０ 号煤层ꎬ层序 ＩＩ 包括太原组 ８＋９
号煤层至北岔沟砂岩底面层段ꎬ层序 ＩＩＩ 包括整个山

西组(图 ２)ꎮ
为了更好地体现山西全省沉积相与层序地层展

布情况ꎬ把山西大同、宁武、西山、霍西、沁水、河东煤

田的钻孔联结起来ꎬ对全省石炭－二叠纪剖面的沉

积环境与层序加以对比分析(图 ３)ꎮ
１)层序Ⅰ包括的地层从本溪组底部到太原组

底部的 ９ 号煤层及相当层位的地层ꎬ发育海侵体系

域(ＴＳＴ)和高位体系域(ＨＳＴ)ꎬ海侵体系域底界面

为以古风化面为界ꎬ其上发育大套铝土质泥岩ꎬ之上

为粉砂质泥岩夹薄层砂岩ꎬ中部夹一薄层石灰岩ꎬ海
侵体系域主要为潟湖和障壁砂坝沉积ꎮ 高位体系域

发育石灰岩、砂岩、粉砂岩及泥岩ꎬ主要为潟湖、障壁

砂坝及碳酸盐台地沉积ꎬ最大海泛面相当于太原西

山地区半沟灰岩底面ꎬ垂向上表现为从台地相灰岩

到障壁－潟湖相泥岩的加积到弱进积的序列ꎮ
２)层序Ⅱ大致对应于太原组的中上段ꎬ从太原

组 ９ 号煤层底板到山西组底部北岔沟砂岩底面ꎬ发
育海侵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ꎮ 与下伏层序Ⅰ的界面

是一海侵方向转换面ꎬ此界面以下海水从东北方向

侵入ꎬ之上海侵方向转换为东南向侵入[１ ９ ]ꎮ 海侵

方向转换面之上ꎬ首先沉积了区域上比较稳定的沼

泽相煤层、潟湖相泥岩及台地相石灰岩(庙沟灰岩)
组成的在垂向上表现为退积到弱加积的序列ꎬ属于

海侵体系域沉积ꎮ 在海侵体系域中ꎬ由北向南ꎬ岩性

逐渐变细ꎬ在大同 １５０５ 号钻孔发育有砂砾岩ꎬ到了

宁武煤田则主要发育煤层与砂泥岩互层ꎮ 在西山

９４３ 号钻孔和沁水 ２０６９ 号均发育了庙沟灰岩ꎬ在沁

水 ２７０１、霍西 １０９ 号钻孔所在的地区出现一套粗砂

岩沉积ꎮ 高位体系域在垂向上表现为从潮下灰岩到

障壁—潟湖相泥岩的加积到弱进积的序列ꎬ最大海

泛面以太原组中部毛儿沟灰岩底面为代表ꎮ 在高位

体系域中ꎬ由北向南ꎬ石灰岩厚度增大ꎬ层数增多ꎬ大
套的粗砂岩沉积趋少ꎬ成煤条件变差ꎮ 整体上ꎬ在大

同宁武煤田有厚煤层发育ꎬ往南则煤层变薄ꎮ
３)层序Ⅲ相当于山西组沉积期ꎬ即从北岔沟砂

岩底部到骆驼脖子砂岩底部ꎮ 低位体系域(ＬＳＴ)以
北岔沟砂岩为代表ꎬ由北向南岩性有变细的趋势ꎬ沉
积相亦有由冲积平原河流相到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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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变化ꎮ 海侵体系域由多个煤层组成的上煤组

(包括区域上稳定分布的 ４＋５ 号煤)序列构成ꎬ主要

为三角洲平原分流间湾和沼泽沉积ꎬ分流河道沉

积规模变小ꎮ 高位体系域由三角洲平原分流间湾

泥岩组成ꎮ 最大海泛面位于 ４＋５ 号煤层之上一套

分流间湾相泥岩的底面ꎮ 该层序一般发育 ３ 个旋

回ꎬ代表 ３ 次由分流河道下切、充填和分流间湾的

发育过程ꎮ 在该层序中ꎬ煤层虽然也发育于海侵

体系域ꎬ但它位于海侵体系域的顶部ꎬ即接近三级

最大海泛面位置ꎮ 区域上ꎬ北部的煤层厚度明显

低于南部ꎬ且在西山煤田和沁水煤田成煤条件较

好ꎮ 高位体系域成煤条件较海侵体系域差ꎬ地层

厚度变化不均ꎮ

图 ２　 山西省西山煤田石炭－二叠纪含煤岩系沉积相及层序地层柱状

Ｆｉｇ ２　 Ｃｏｌｕｍｎａ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ｔｏ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ａｎ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　 层序格架下的岩相古地理

选择山西省百余口揭露石炭－二叠纪地层较全

的典型钻孔数据ꎬ在完成沉积相与层序地层对比图

的基础上ꎬ分别绘制各层序内的地层厚度、石灰岩含

量百分比、砂泥比、煤层厚度等值线图ꎬ以砂泥比等

值线为主ꎬ结合其他参数综合分析ꎬ恢复出山西省石

炭－二叠纪各层序岩相古地理ꎮ
３ １　 层序Ⅰ古地理特征

层序Ⅰ是一套碳酸盐岩、滨岸碎屑岩和潟湖铝

铁质岩沉积ꎬ主要由泥岩、灰岩、砂岩、粉砂岩及薄煤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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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组成ꎮ 层序Ⅰ在山西省沉积厚度具有从东南向西

北变厚的趋势ꎬ变化范围 ２０~７０ ｍꎬ其中山西省的东

南部和东北部沉积厚度较薄ꎮ 在保德市、阳泉市和

吕梁市三地之间的地层厚度大ꎬ达 ５０~６０ ｍꎬ代表当

时的沉降中心ꎮ 石灰岩含量具有从南向北ꎬ从东向

西变低的趋势ꎬ其中在山西省的东北部灰岩含量达

到最大值 ２５％ꎬ而南部和中部含量值较小ꎬ表明当

时海水从东北方向侵入ꎮ 层序Ⅰ砂泥比值总体上变

化较大ꎬ变化区间为 ０~２.４ꎬ中部和西南部出现 ２ 大

高值区ꎬ东北和东南则较低ꎮ

图 ３　 山西省南北向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含煤岩系沉积相与层序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ｔｏ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结合地层厚度、石灰岩百分含量以及砂泥比等

值线变化特征ꎬ对层序 Ｉ 岩相古地理进行恢复(图
４)ꎬ层序Ⅰ在山西省东北部发育碳酸盐台地相ꎬ东
南及西南地区由于具有较低的砂泥比ꎬ古地理单元

则为潟湖相ꎮ 同时ꎬ西北方向由于具有较高的砂泥

比ꎬ判断为物源方向ꎬ因此发育三角洲平原相ꎬ整个

山西省中部则发育潮坪－潟湖和障壁岛相ꎬ其中障

壁岛沉积位于太原和阳泉之间、襄汾以北及乡宁西

南等高砂泥比的地区ꎮ
３ ２　 层序Ⅱ古地理特征

层序Ⅱ为过渡相碎屑岩沉积ꎬ岩性主要由灰岩、

泥岩、粉砂岩、砂岩及煤层组成ꎬ其中砂岩主要分布

于山西省北部地区ꎬ且粒度较粗ꎬ局部有含砾砂岩和

细砾岩ꎬ整体上由北向南粒度逐渐变细ꎬ表明物源来

自研究区的北部ꎮ 层序Ⅱ沉积厚度具有从北向南变

薄的趋势ꎬ变化范围为 ３５ ~ １１５ ｍꎬ其中大同南部地

区地层厚达 １１５ ｍꎬ而河东煤田整体地层厚度最薄ꎬ
在山西省的南部地区ꎬ由东南向西南方向地层则逐

渐变薄ꎮ
层序Ⅱ石灰岩含量的变化区间为 ５％ ~４５％ꎬ石

灰岩主要集中在山西省的南部地区ꎬ北部的灰岩分

布地区很少ꎬ总体上ꎬ灰岩含量由南向北ꎬ由西向东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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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山西省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层序Ⅰ岩相古

地理与煤层厚度等值线

Ｆｉｇ ４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Ⅰ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ｓｅａ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ｔｏ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逐渐减小ꎬ推断在山西省的东南部为靠海一侧ꎮ
层序Ⅱ砂泥比变化范围为 ０ ~ ３ꎬ且总体上砂泥

比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逐渐降低ꎬ在大同西南部、保
德东部、乡宁和霍州一线地区砂泥比值明显偏高ꎮ

结合地层厚度、石灰岩百分含量以及砂泥比等

值线变化特征ꎬ对层序Ⅱ岩相古地理进行恢复(图
５)ꎬ当时在大同地区以北主要发育河流沉积体系ꎬ
向南则过渡为三角洲体系ꎬ其中上三角洲平原主要

图 ５　 山西省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层序Ⅱ岩相

古地理与煤层厚度等值线

Ｆｉｇ ５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Ⅱ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ｓｅａ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ｔｏ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分布于忻州以北大同以南的地区ꎬ而下三角洲平原

主要分布于柳林平遥以北、忻州以南地区ꎮ 山西省

南部由于受到海侵的影响ꎬ古地理单元以潮坪、潟
湖、障壁岛和碳酸盐台地相为主ꎬ其中东南部晋城－
长治一带为碳酸盐台地相ꎬ潮坪－潟湖相则主要分

布于柳林－平遥一线以南、襄汾－沁水以北的地区ꎮ
在沁水－长治以北及高平地区ꎬ砂岩含量大ꎬ泥岩含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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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山西省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层序

Ⅲ岩相古地理与煤层厚度等值线

Ｆｉｇ ６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ＩＩ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ｓｅａ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ｔｏ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量低ꎬ判断为障壁岛相沉积ꎬ同时在乡宁以南ꎬ及乡

宁和霍州之间亦有障壁岛相分布ꎮ
３ ３　 层序Ⅲ古地理特征

由于海退的影响ꎬ层序Ⅲ时期三角洲沉积范围

不断扩大ꎬ而潮坪－潟湖沉积范围则逐渐萎缩ꎬ岩性

则主要由泥岩、粉砂岩、砂岩及煤层组成ꎮ 层序Ⅲ沉

积厚度在山西省南部地区明显较北部地区薄ꎮ 在南

部地区ꎬ由东向西ꎬ等值线值由高变低再升高ꎬ在山

西省的西部地区ꎬ由南向北也呈现由高变低再升高

趋势ꎮ 层序Ⅲ的砂泥比变化范围为 ０.４ ~ ２.２ꎬ其中

山西省北部的砂泥比值较南部高ꎬ在朔州－宁武一

线地区达到最大值 ２.２ꎬ在乡宁地区ꎬ砂泥比则为 １.
４ꎮ 层序Ⅲ泥岩含量表现为ꎬ由大同地区到宁武一线

的地区泥岩含量值逐渐递减ꎬ而从宁武地区到中南

部地区泥岩含量值则逐渐增大ꎬ在柳林和霍州一线

的地区泥岩含量值达到 ８５％ꎮ
结合地层厚度、石灰岩百分含量以及砂泥比等

值线变化特征ꎬ对层序 ＩＩＩ 岩相古地理进行恢复(图
６)ꎬ层序 ＩＩＩ 沉积时期ꎬ冲积平原相主要分布于山西

北部的广大地区ꎬ三角洲平原相分布于山西省中部

的地区ꎬ三角洲前缘相则主要分布于柳林－平遥以

南ꎬ乡宁－襄汾－长治以北的地区ꎬ而潮坪－潟湖相则

退至山西南部地区ꎮ

４　 聚煤规律分析

山西省层序Ⅰ的煤层总厚度变化在 ０~２０ ｍꎬ平均

１０ ｍꎬ煤层主要形成于潮坪和潟湖环境ꎮ 层序Ⅰ发育

一个聚煤中心ꎬ该聚煤中心位于山西朔州一带ꎬ煤层

最厚可达 ２０ ｍꎬ以朔州为中心ꎬ向四周递减ꎬ其中在朔

州以北大同以南的地区煤层主要厚度为 ６~１０ ｍꎬ在
山西中部和南部地区煤层厚度明显小于北部ꎬ厚度为

０~８ ｍꎬ中部和南部的煤层沿西北到东南向煤层厚度

逐渐递减(图 ４)ꎮ 层序Ⅰ煤层的分布与岩性组合及砂

泥岩比率有一定的相关性ꎬ如朔州、宁武和大同保德

等煤厚较大的地区ꎬ砂泥岩比值一般为 ０.２~０.８ꎬ而其

他地区煤系的砂泥岩比值变化范围大ꎬ一般上砂泥比

变化剧烈的地区含煤性较差ꎮ 在灰岩含量最高的东

北部地区ꎬ其砂泥比值接近于 ０ꎬ海水深度较大ꎬ没有

形成较好适合植物生长的环境ꎮ
层序Ⅱ煤层厚度由北向南逐渐变薄ꎬ最厚的煤

层出现于保德—朔州一线以北地区ꎬ最大煤层厚度

达 ２４ ｍꎬ为层序Ⅱ的聚煤中心ꎮ 在山西中南部ꎬ煤
层厚度明显变薄ꎬ一般厚为 ２ ~ ４ ｍꎮ 对于成煤环境

而言ꎬ该层序时期上三角洲平原及下三角洲平原为

主要聚煤古地理单元ꎮ 总体上聚煤中心位于上三角

洲平原相区ꎬ向海方向聚煤作用减弱ꎮ 在山西省南

部地区ꎬ障壁岛阻止了海水的入侵ꎬ导致水动力条件

减弱ꎬ障壁岛后环境有利于泥炭沼泽和潮坪环境的

发育ꎬ亦适合煤的形成和保存ꎮ
层序Ⅲ的煤层厚度变化区间为 ２~１６ ｍꎬ出现多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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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聚煤中心ꎬ煤层厚度大于 ６ ｍ 的地区包括朔州西、
保德—柳林一线以西地区、临汾—乡宁一带以及晋

城—长治一带ꎬ这 ４ 个地区也是层序Ⅲ的聚煤中心

(图 ６)ꎮ 当时聚煤中心总体位于三角洲平原环境ꎬ
聚煤中心有向南迁移的趋势ꎮ 煤层在西北部较为发

育ꎬ在朔州西侧一个大型的聚煤中心ꎬ煤层厚度达

１０ ｍꎬ在此以东方向ꎬ煤层厚度变薄ꎮ 在河东煤田南

部乡宁一带出现大型聚煤中心ꎬ煤层厚度达 １６ ｍꎮ
在晋城—长治聚煤中心ꎬ煤层厚度达 ６ ｍꎮ

综上所述ꎬ山西省石炭－二叠纪层序Ⅱ聚煤作

用最强ꎬ层序Ⅲ其次ꎬ层序Ⅰ较差ꎮ 层序Ⅰ厚煤层主

要形成于潮坪－潟湖环境ꎬ而层序Ⅱ和层序Ⅲ厚煤

层则主要形成于三角洲平原环境ꎮ 层序Ⅰ煤炭主要

勘探对象为朔州和保德地区ꎻ层序Ⅱ时期ꎬ大同煤田

和宁武煤田的外围区域及河东煤田北部地区则具有

较好的勘探潜力ꎻ层序Ⅲ煤炭勘探对象则为宁武煤

田朔州地区、西山煤田古交地区、河东煤田乡宁地区

及沁水煤田的晋城－长治等重点区域ꎮ

５　 结　 　 论

１)山西省石炭－二叠纪含煤地层可识别出 ３ 个

三级层序ꎬ其中层序Ⅰ的底界为奥陶系灰岩之顶ꎬ其
顶界为 ８＋９ 号煤层之底(以太原西山剖面为准)ꎮ
层序Ⅱ的底界为 ８＋９ 号煤层之底(以太原西山剖面

为准)ꎬ顶界为北岔沟砂岩之底ꎮ 层序Ⅲ的底界为

北岔沟砂岩ꎬ顶界为骆驼脖子砂岩之底ꎮ
２)山西省石炭－二叠纪层序Ⅰ古地理单元有三

角洲平原、障壁岛、潮坪、潮坪－潟湖、潟湖、碳酸盐

台地相ꎬ海水主要是从北东方向经阳泉晋中一带进

入山西境内ꎻ层序Ⅱ古地理单元主要包括河流相、上
三角洲平原相、下三角洲平原相、潮坪－潟湖相、潮
坪相、碳酸盐台地及障壁岛相区ꎬ海水则主要是从东

南方向经晋城一带进入山西境内ꎮ 随着物源侵入和

华北地台的抬升ꎬ海水逐渐退出ꎬ在层序Ⅲ时期ꎬ山
西北部由河流相过渡到冲积平原ꎬ而整个三角洲平

原向山西的中南部发展ꎬ占据了山西北中部的广大

地区ꎬ潟湖和潮坪逐渐退却ꎬ演变成三角洲的前缘和

潮坪－潟湖相ꎬ占据了山西南部的广大地区ꎬ碳酸盐

台地相消失退却到山西境外ꎮ
３)山西省石炭－二叠纪层序Ⅱ聚煤作用最强ꎬ

层序Ⅲ其次ꎬ层序Ⅰ较差ꎮ 层序Ⅰ厚煤层主要形成

于潮坪－潟湖环境ꎬ而层序Ⅱ和层序Ⅲ厚煤层则主

要形成于三角洲平原环境ꎬ且聚煤中心从层序Ⅰ至

层序Ⅲ期有从北向南迁移的趋势ꎮ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程保洲.山西晚古生代沉积环境与聚煤规律[Ｍ].太原:山西科

学技术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２] 　 叶建平ꎬ陆小霞.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现状和技术进展[ Ｊ] .煤

炭科学技术ꎬ２０１６ꎬ４４(１):２４－２８.
ＹＥ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ꎬ ＬＵ Ｘｉａｏｘ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６ꎬ４４(１):２４－２８.

[３] 　 邵龙义ꎬ侯海海ꎬ唐　 跃ꎬ等.中国煤层气勘探开发战略接替区

优选[Ｊ] .天然气工业ꎬ２０１５ꎬ３５(３):１－１１.
ＳＨＡＯ ＬｏｎｇｙｉꎬＨＯＵ ＨａｉｈａｉꎬＴＡＮＧ Ｙｕｅꎬｅｔ 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ｌａ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Ｂ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Ｎａｔ￣
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２０１５ꎬ３５(３):１－１１.

[４] 　 ＤＩＥＳＳＥＬ Ｃ Ｆ Ｋ.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１９９２.

[５] 　 ＳＨＡＯ Ｌ ＹꎬＺＨＡＮＧ Ｐ ＦꎬＧＡＹＥＲ Ｒ Ａꎬｅｔ ａｌ.Ｃｏａｌ ｉｎ ａ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Ｈｅｓｈ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ｏｎ￣
ｄｏｎꎬ２００３ꎬ１６０:２８５－２９８.

[６] 　 ＢＯＨＡＣＳ ＫꎬＳＵＴＥＲ Ｊ.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ｙ
ｒｏｃｋ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ｌｉｃ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１９９７ꎬ８１:１６１２－１６３９.

[７] 　 董大啸ꎬ邵龙义ꎬ李明培.华北地台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含煤岩

系聚煤规律研究[Ｊ] .煤炭科学技术ꎬ２０１７ꎬ４５(９):１７５－１８１.
ＤＯＮＧ ＤａｘｉａｏꎬＳＨＡＯ ＬｏｎｇｙｉꎬＬＩ Ｍｉｎｇｐｅｉ.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
ｔｉｎｇ ｌａｗ ｏｆ ｌ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７ꎬ４５
(９):１７５－１８１.

[８] 　 李增学.内陆表海聚煤盆地的层序地层分析:华北内陆表海聚

煤盆地的研究进展[Ｊ] .地球科学进展ꎬ１９９４ꎬ９(６):６５－７０.
ＬＩ Ｚｅｎｇｘｕ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ｐｉ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ｏａ￣
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ｐｉ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ｏａｌ ａｃ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９９４ꎬ９(６):６５－７０.

[９] 　 煤炭科学研究院地质勘探分院ꎬ山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太
原西山含煤地层沉积环境[Ｍ].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１０] 　 刘焕杰ꎬ贾玉如ꎬ龙耀珍ꎬ等.华北石炭纪含煤建造的陆表海堡

岛体系特点及其事件沉积[Ｊ] .沉积学报ꎬ１９８７ꎬ５(３):７３－８１.
ＬＩＵ ＨｕａｎｊｉｅꎬＪＩＡ ＹｕｒｕꎬＬＯＮＧ Ｙａｏｚｈｅｎ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ｐｅｉｒｉｃ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ｖｅｎ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１９８７ꎬ５(３):７３－８１.

[１１] 　 葛宝勋ꎬ尹国勋ꎬ李春生.山西阳泉矿区含煤岩系沉积环境及

聚煤规律探讨[Ｊ] .沉积学报ꎬ１９８５ꎬ３(３):３３－４４.
ＧＥ ＢａｏｘｕｎꎬＹＩＮ ＧｕｏｘｕｎꎬＬＩ Ｃｈｕｎｓｈｅｎｇ.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ａｎｇｑｕａｎꎬ
Ｓｈａｎｘｉ [Ｊ].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１９８５ꎬ３(３):３３－４４.

(下转第 ３４ 页)

８



　 第 ４６ 卷第 ２ 期 煤 炭 科 学 技 术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ｅｂ ２０１８　

华北石炭－二叠系火山事件沉积研究进展

吕大炜１ꎬ２ꎬ高志武１ꎬ李增学１ꎬ王东东１ꎬ刘海燕１ꎬ路长勇１ꎬ韩乔羽１ꎬ范文贵１

(１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省沉积成矿和沉积矿产重点实验室ꎬ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５９０ꎻ２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学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华北晚古生代沉积记录着冰期－间冰期转换的信息ꎬ其火山事件沉积研究一直是热点ꎬ主要

通过 ４ 个方面(火山事件沉积类型及特征、火山事件沉积的识别方法、火山事件沉积对比及火山源分

布、火山碎屑搬运机制)总结了过去 ３０ 多年华北晚古生代火山事件沉积研究成果ꎬ详细地综述了每

个方面的研究进展ꎬ综合得出了华北晚古生代火山事件沉积未来的 ５ 个可能研究方向:①不同时空尺

度下的多种类型火山事件沉积分布ꎻ②多手段相结合的火山事件沉积识别方法ꎻ③大尺度区域的火山

事件沉积对比格架构建以及火山源分布和性质ꎻ④多种因素共同控制的火山碎屑的搬运机制ꎻ⑤火山

时间沉积的年代学研究ꎮ 进而指出未来每个方向的研究可能采用的研究方法ꎬ为华北晚古生代深时

古气候及基础沉积学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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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沉积盆地中的火山事件沉积学研究一直是地学

研究的热点[１]ꎬ研究火山事件沉积具有以下 ３ 个作

用:①火山事件沉积记录保存较好[２－３]ꎬ层位对比性

强ꎬ可以作为等时地层格架标志[５－８]ꎻ②对比性较强

的火山事件沉积可用来分析盆地内的古生态和古气

候特点[９－１２]ꎬ研究大型的地质事件[１３]ꎬ作为“深时”
研究的重要依据ꎻ③有利于分析沉积盆地物源方

向[１４－１６] 和研究沉积盆地矿产能源的聚积与保

存[１７－２０]ꎬ为沉积矿产聚积模式研究提供依据ꎬ实现

沉积矿产的准确预测ꎮ
晚古生代是地球由冰室向温室转换过程ꎬ华北

石炭－二叠系是全球陆表海沉积的典范ꎬ盆地内发

育着大量的煤层、碎屑岩及碳酸盐岩ꎮ ２０ 世纪末

期ꎬ很多学者发现这套含煤地层中发育了多套火山

碎屑沉积[２１－２７]ꎬ并开展了火山事件沉积的岩石学特

征、火山源分布、以及地层对比等方面的研究[２８－３２]ꎬ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ꎮ 但以往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华北

北缘盆地边缘区或中部[３３]ꎬ所取得的成果仅局限于

某个区域或者典型的煤田ꎬ所采用的方法也是仅围

绕沉积学和地球化学等方面开展ꎬ而近十几年来对

于较大尺度下的地层对比等方面研究成果相对较

少ꎮ 现今ꎬ深时古气候研究计划提出以来ꎬ许多专家

发现地史中的火山作用影响着古气候ꎬ大规模的火

山作用必然促进极端气候产生[１０]ꎬ火山事件沉积研

究不仅对于年代地层格架建立具有一定的实际意

义ꎬ而且对于地史中的古气候和极端地质事件[１１] 研

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ꎮ 鉴于此ꎬ笔者旨在通过总

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ꎬ得出目前火山事件沉积几

个进展和不足ꎬ为下一步华北晚古生代火山事件沉

积提供一定的研究方向或思路ꎮ

１　 火山事件沉积类型及特征

华北晚古生代火山事件沉积类型研究比较多ꎬ
距离火山源远近不同ꎬ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火山事件

沉积ꎬ主要包括凝灰熔岩类、火山角砾岩(沉火山角

砾岩)类、凝灰岩类、沉凝灰岩类、凝灰质灰岩、凝灰

质砂 岩、 凝 灰 质 粉 砂 岩 以 及 黏 土 岩 夹 矸 等 类

型[３０－３３]ꎬ不同类型中的火山碎屑类型和密度反映出

火山作用的影响程度ꎮ 具体类型阐述如下:
１ １　 凝灰熔岩类

主要分布在靠近北部阴山地区的大青山和辽宁

北票地区(表 １)ꎮ 钟蓉等[３０－３２]、贾炳文等[１９]和周安

朝等[２１]研究了辽宁大青山和北票地区的火山事件

沉积ꎬ指出该区火山事件沉积岩性类型为英安岩和

安山岩质熔岩ꎬ含 ２０％ ~ ３０％ 的岩屑、晶屑和玻

屑[１９]ꎮ 安山质凝灰熔岩具安山结构和玻基斑状结

构ꎬ暗色矿物遭受了绿泥石化和磁铁矿化ꎮ 英安质

凝灰熔岩具有交织结构和霏细结构ꎬ晶屑呈尖角状、
碎裂状ꎬ暗色矿物则常遭受不同程度的绿泥石化ꎮ
１ ２　 火山角砾岩(沉火山角砾岩)类

主要分布靠近北部阴山地区的大青山和辽宁北

票地区(表 １)ꎮ 钟蓉等[３０－３２] 研究发现本区的岩性

类型为流纹岩、英安岩及安山岩角砾岩ꎮ 流纹岩角

砾具流纹构造ꎬ含少量熔蚀状石英和透长石斑

晶[３５]ꎻ安山岩角砾具安山结构和玻基斑状结构ꎬ含
少量的斜长石斑晶[１９]ꎻ英安岩角砾常基质呈交织结

构或霏细结构ꎬ含石英、长石、黏土等陆源碎屑和不

等量的火山岩屑、晶屑和玻屑等[１９]ꎮ
１ ３　 熔结凝灰岩类

分布于靠近北部阴山地区的大青山和辽宁北票

地区(表 １)ꎮ 该类型火山事件沉积由塑性、半塑性

火山岩屑、玻屑和晶屑组成[１９]ꎬ具假流纹构造ꎮ 成

分主要为安山岩、英安岩和流纹岩质ꎻ玻屑多呈压扁

的弧面多角状及鸡骨状ꎬ分布于塑性岩屑之间ꎻ晶屑

主要为熔蚀状、碎裂状、阶梯状斜长石、透长石及石

英ꎬ有时含少量呈扭曲状的黑云母ꎬ常被塑性岩屑及

玻屑包围ꎮ 此外ꎬ岩石中尚有 １０％ ~ ２５％的火山尘

及黏土物质ꎬ组成胶结物ꎬ分布于火山碎屑间ꎬ具熔

结结构ꎮ
１ ４　 凝灰岩类

整个华北全区分布[１９－２０]ꎬ尤其是在华北中东部

盆地内部广泛存在(表 １)ꎮ 由火山碎屑物及少量陆

源碎屑组成[２０]ꎮ 火山碎屑物以石英、长石及黑云母

晶屑为主ꎬ分选极差ꎬ岩屑主要为安山岩、英安岩和

流纹岩屑ꎬ含少量安山质岩屑及霏细岩岩屑ꎬ玻屑少

见ꎬ填隙物一般为火山灰或泥质常呈团块状、棱角状

或碎屑状ꎻ晶屑主要有尖角状、碎裂状、熔蚀状斜长

石、透长石及石英ꎻ玻屑由呈细粉屑状、弓状、弧面多

角形及鸡骨状的中酸性玻屑组成ꎮ
１ ５　 沉凝灰岩类

主要分布在稳定的沉积区(表 １)ꎮ 主要由火山

碎屑物和部分陆源碎屑物组成[２７－２９]ꎬ靠近北部的岩

石具平行层理及交错层理ꎬ呈砂质凝灰结构ꎮ 火山

碎屑物包括石英晶屑、长石晶屑、黑云母晶屑和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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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岩屑ꎬ靠近北部地区占 ５０％ ~９０％ꎬ盆地沉积区火

山碎屑物含量达到了 ７０％以上ꎮ 陆源碎屑以石英

为主ꎬ含少量长石ꎬ磨圆度较好ꎬ靠近北部含量小于

５０％ꎬ盆地区则达到了 ８０％ꎮ 碎屑颗粒边缘含有绿

泥石包壳所环绕的水化分解产物ꎮ
１ ６　 凝灰质沉积岩类

１)凝灰质灰岩:主要分布于盆地中部(表 １)ꎬ由
火山碎屑物和微晶方解石组成ꎬ火山碎屑物含量小

于 ５０％ꎬ由石英晶屑、黑云母晶屑及长石晶屑组成ꎬ
由北向南ꎬ火山碎屑物含量逐渐递增ꎮ 岩屑主要为

安山岩、英安岩及流纹岩ꎬ由北向南岩屑含量递减ꎮ
玻屑呈霏细结构或梳状结构ꎮ

２)凝灰质砂岩:全区分布广泛(表 １)ꎬ是整个研

究区最为常见的火山碎屑沉积岩ꎮ 靠近北部地区的

火山碎屑以不规则团块状、碎屑状的安山岩、英安岩

和流纹岩屑为主ꎬ向盆地南部则以石英晶屑、长石晶

屑、黑云母晶屑和火山岩岩屑为主ꎮ 火山碎屑物含

量 ３０％左右ꎬ陆源碎屑含量大于 ５０％[２０]ꎮ 含有重矿

物ꎬ如锆石、电气石和磷灰石ꎬ说明其来源不同ꎮ
３)凝灰质粉砂岩:该类型主要分布于盆地中部

(表 １)ꎮ 火山碎屑物含量占碎屑总量的 １０％ ~

５０％[２０]ꎬ以中酸性玻屑、晶屑和少量安山岩、英安岩

岩屑ꎬ长石多发生碳酸盐化或黏土化ꎮ 陆源碎屑主

要为细粒石英、长石及黏土ꎬ含不等量的碳化有机质

碎片ꎮ
４)凝灰质泥岩或者黏土岩:主要发育于煤层

夹矸之中[２０] ꎮ 矿物以高岭石为主ꎬ可以见到少量

的熔蚀状、碎裂状高温石英、透长石和高温斜长石

残余晶屑及安山岩岩屑ꎬ在石英晶屑中可见高温

气液色体及六方双锥状错英石包体等ꎮ 说明大多

数高岭石系由火山碎屑物质在酸性介质条件下转

化而成ꎮ
综上所述ꎬ前人研究发现火山事件沉积的岩石

学特征从北往南呈现规律性的变化ꎬ最为明显的是

火山碎屑颗粒逐渐变小ꎬ含量降低ꎬ陆源碎屑含量逐

渐变高[３０－３２]ꎮ 但是不同时空尺度下的火山碎屑分

布仍然不清楚[３０－３２]ꎮ 而且前人主要是采用显微镜

下观察的方法开展火山碎屑沉积岩石学研究ꎬ现今

各种地学方法出现(如扫描电镜或电子探针等)可

能为今后火山事件沉积研究提供一定方向ꎬ可以通

过这些方法结合传统岩石学研究方法来分析不同的

时空尺度下确定不同类型火山事件沉积分布ꎮ
表 １　 目前已经发现火山事件沉积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ｅｖｅｎｔｓ ｆｏｕｎｄ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类型
内蒙古准

格尔煤田
辽宁南票

内蒙古

大青山
太原东山 山西大城 山西东庞 河北峰峰 山西阳泉

山东新汶

煤田
贺兰山和桌子山

凝灰熔岩类 ■ ■ ■

火山角砾岩类 ■

凝灰岩类 ■ ■ ■ ■ ■ ■ ■ ■ ■ ■

沉凝灰岩类 ■ ■ ■ ■ ■ ■ ■ ■ ■

凝灰质

沉积

岩类

凝灰质灰岩 ■ ■

凝灰质砂岩 ■ ■ ■ ■ ■ ■ ■ ■ ■

凝灰质粉砂岩 ■ ■ ■

凝灰质泥岩 ■ ■

　 　 注:■表示此类沉积岩存在ꎻ内蒙古准格尔煤田据王宏伟等[２４] ꎻ辽宁南票据贾炳文等[１９] ꎻ内蒙古大青山据贾炳文等[１９] 和周安朝等[２１] ꎻ太原

东山、山西大城、山西东庞、河北峰峰、山西阳泉等据桑树勋等[２７－２８] ꎻ山东新汶煤田等据韩作振等[２０] ꎻ贺兰山和桌子山据彭格林等[２６] ꎮ

２　 火山事件沉积的识别方法

火山事件沉积类型多样ꎬ火山碎屑可以赋存在

多种类型地层之中ꎬ如何全面、有效地识别火山碎屑

沉积成为关键问题ꎮ 靠近源区的火山事件沉积类型

主要包括凝灰熔岩类、火山角砾岩(沉火山角砾岩)
类、熔结凝灰岩类ꎬ这些类型识别主要是依靠野外宏

观识别、室内岩石鉴定即可达到分析效果ꎬ但是对于

火山碎屑物质和陆源碎屑物质共存的岩石鉴定ꎬ仅
仅依靠野外宏观识别和显微镜观察是不够的ꎬ需要

结合各种地球化学方法开展研究ꎮ 目前主要的地球

化学研究方法包括磁化率分析、Ｘ 衍射分析以及全

岩测试等方法ꎬ其中磁化率分析有利于确定火山事

件沉积的类型[２１]ꎬＸ 衍射分析有助于确定火山碎屑

的矿物类型ꎬ全岩元素分析有助于确定火山碎屑的

来源ꎬ尤其是稀土元素分析有助于确定火山源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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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性质和分布等问题[３０－３２]ꎮ 以上方法较为成

熟ꎬ但是识别火山事件沉积的工作较为复杂和繁琐ꎬ
尤其是在盆地沉积区开展沉积岩受到火山碎屑影响

程序仍需进一步开展工作ꎬ因为火山事件沉积赋存

形式多种多样ꎬ可以存在于砂岩、煤层或独立成层ꎬ
仅靠一种方法或传统的测试手段并不能全面有效识

别出所有火山事件层ꎮ
目前针对于简单有效识别火山事件沉积方法是

利用测井曲线特征开展工作ꎬ对火山岩事件层反映

较好的常规测井曲线类型有:声波时差(ＡＣ)、密度

(ＤＥＮ)、电阻率(ＲＴ、ＲＳ、ＬＬＤ 等)ꎬ自然伽马(ＧＲ)
和井径(ＣＡＬ)ꎮ 对火山岩岩性敏感程度最强的是自

然伽马 ( ＧＲ)ꎬ 其次是密度 ( ＤＥＮ) 和声波时差

(ＡＣ)ꎬ再次是电阻率ꎮ 影响自然伽马值(ＧＲ)的因

素主要是岩石的化学成分中钾 Ｋ 的含量ꎬＫ 的含量

决定于含火山碎屑成分ꎬ一般火山岩的酸性程度或

碱性程度越高ꎬＫ 含量越高造成 ＧＲ 值越高[１７ꎬ３６](图
１)ꎮ 声波时差曲线(ＡＣ)火山熔岩要略低于火山碎

屑岩ꎻ密度曲线(ＤＥＮ)同声波时差呈现负相关的趋

势ꎻ电阻率曲线(ＲＴ、ＲＳ、ＬＬＤ 等)在变化幅度大ꎬ从
十几欧姆米至几千欧姆米不等ꎬ整体上火山熔

岩类电阻率高于火山碎屑岩ꎻ中子孔隙度值火山熔

岩略低于火山碎屑岩类ꎮ 对于多类型测井数据分析

火山事件层类型的方法ꎬ目前主要是以采用 ＧＲ 与

其他因素(ＡＣ、ＤＥＮ、ＲＴ、ＲＳ、ＬＬＤ、ＧＲ、ＣＡＬ)的交会

图法(图 ２)ꎬ该方法能够区分火山岩、火山事件层以

及沉积岩[３７－４０ ]ꎮ 但是这种方法容易出现误判ꎬ如当

沉积岩中的火山碎屑含量低时候ꎬ可能 ＧＲ 表现不

够明显ꎬ从而忽略了火山碎屑ꎬ容易造成很大偏

差[３９]ꎮ 因此ꎬ有人提出首先利用交会图版法识别火

山碎屑层的大类[３７－４０ ](图 ２)ꎬ然后结合显微镜观察

结果再逐步细化火山碎屑层小类ꎮ 经过多年研究发

现ꎬ笔者提出华北中东部火山事件识别研究方法ꎬ通
过已有资料统计和实验分析ꎬ结合测井曲线ꎬ建立不

同类型火山事件沉积测井曲线值(表 ２ 和图 ２)ꎬ通

过测井曲线值能够大致确定宏观的火山事件层存在

层位ꎬ在此基础上ꎬ通过构建火山事件与煤层组合的

测井响应模型并结合地层对比预测不同组合类型的

分布ꎬ分析具有全区对比意义的关键性火山事件沉

积ꎬ并最终确定火山事件沉积旋回ꎮ 该方法可能为

华北中东部沉积区火山事件沉积的识别提供了良好

的思路和方法ꎮ

图 １　 鲁西太原组 １４ 号煤层顶板火山事件

泥岩自然伽马测井曲线

Ｆｉｇ １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ｍｍａ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ｍｕｄ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ｅｖｅｎｔ ｏｎ Ｎｏ.１４ ｃｏａｌ ｒｏｏｆ ｏｆ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ｈ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２　 常见的火山事件沉积 ＡＣ－ＧＲ 交会图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ｍｏｎ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ｅｖｅｎｔ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Ｃ－
ＧＲ ｃｒｏｓｓ ｐｌｏｔ

表 ２　 鲁西地区含火山事件沉积的测井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ｅｖｅｎ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沉积岩 ＧＲ / ＡＰＩ ＲＤ / (Ωｍ) ＡＣ / (μｓｍ－１) ＣＮＬ / (ＰＵ) ＤＥＮ / (ｇｃｍ－３)

凝灰岩 ４４.７６ ５５.５０ ２０８.５０ １５.３４ ２.３７

沉凝灰岩 ６７.３８ １３.１２ ２４５.５０ １６.９２ ２.２３

砂岩 ７５.０１ ９０.８０ ２０５.３４ ２１.１３ ２.４５

泥岩 ８３.５２ ４８.８５ ２６２.２２ ２０.２２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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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火山事件沉积对比及火山源的分布和

性质

　 　 火山事件沉积研究能够对地层对比提供良好的

依据[２７－３２]ꎮ 华北地区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处于全球

冰期－间冰期转换期间ꎬ在板块北部古亚洲洋在闭

合期间由于板块俯冲造成了大面积的酸性火山喷发

等地质事件[２７－２８]ꎬ部分火山事件对全区沉积产生了

较大影响ꎬ因此可以追踪这种类型火山事件沉积构

建等时地层对比格架ꎮ 桑树勋等[２７－２８] 将与一幕强

烈地壳运动有成因联系的、喷发强度具有规律性变

化的多期火山喷发或对应的火山事件称为火山事件

旋回ꎬ通过分析山西地区火山事件岩石学特征、成因

类型ꎬ确定 ６ 套火山事件旋回ꎬ由此构建等时地层格

架ꎻ彭格林等[２６] 依据镜下岩矿特征ꎬ辅以岩石的野

外产状与分布特点ꎬ并参考 ＲＥＥ 配分模式特征ꎬ首
次发现华北西缘太原组存在 ３ 个火山事件层ꎬ由此

建立等时地层格架ꎻ贾炳文等[１８－１９] 分别对华北北缘

大青山和南票地区火山事件开展研究ꎬ发现了 １２ 个

火山事件层ꎻ钟蓉等[３０－３２]对山东及邻区本溪组及太

原组进行了详细的研究ꎬ共发现了 ６ 期 １０ 次火山事

件沉积ꎬ初步开展了晚石炭－早二叠的等时地层格

架构建ꎮ 以上研究丰富了华北地区晚古生代成果ꎬ
但是仍然存在 ２ 个问题:

１)大尺度区域下的火山事件沉积对比格架仍

需进一步研究ꎮ 前人开展火山事件沉积研究大部分

是集中在某个具体区域ꎬ不同区域火山事件沉积的

类型、层数相差较大(图 ３)ꎮ 靠近北部区域ꎬ由于距

离火山源较近ꎬ火山事件沉积类型复杂ꎬ且层数较

多、厚度较大ꎬ远离火山源的盆地区ꎬ则火山事件沉

积类型简单、层数减少且厚度减薄ꎬ如辽宁南票和内

蒙古大青山地区火山事件沉积类型复杂ꎬ几乎涵盖

了所有类型ꎬ层数多达 １２ 层ꎬ而在山西、山东及南部

等地区ꎬ火山事件类型简单且层数少[２７－２８]ꎬ因此在

构建等时地层格架时带来了较大困难ꎬ这严重影响

到了等时地层格架建立ꎮ
２)不同时空尺度下的火山源分布及性质需要

开展详细的研究ꎮ 华北地区晚古生代可能存在多个

火山源[３０－３２]ꎬ火山喷发性质(酸性还是中性)影响着

火山事件沉积地球化学特征ꎮ 钟蓉等[３０－３２] 利用地

球化学方法研究了华北晚古生代火山源分布ꎬ指出:
晚石炭世太原组ꎬ沉积期华北西缘火山源大致位于

乌达以北ꎬ以酸性为主ꎬ华北中部及东部火山源可能

位于大同东北等地ꎬ以酸性和中性为主(图 ４)ꎻ早二

叠世太原组沉积期ꎬ华北北部火山源大致位于兴隆

以北ꎬ以酸性为主ꎬ南部火山源大致位于淮南以南ꎬ
以中性为主(图 ４)ꎮ 桑树勋等[２７－２８] 则根据火山事

件沉积类型研究得出峰峰地区和山西地区火山源位

于北部的河北康堡、围场一带ꎬ东庞、大城至唐山一

带火山源位于于大青山以北达尔罕茂明安旗一带

(图 ４)ꎮ 张开均[４１] 结合岩石化学分分析认为从皖

北、鲁西到冀中、辽东分布着一条长达千余公里的晚

古生代北东向火山活动带(图 ４)ꎮ 孙蓓蕾等[４２] 对

山西七里沟砂岩和晋祠砂岩开展年代学研究时发现

晚古生代华北克拉通内部可能存在岩浆与火山活动

的证据ꎮ 综上所述ꎬ无论是通过火山碎屑分布还是

年代学等方法开展研究ꎬ大致观点都认为华北不单

单只是在北部存在着火山ꎬ在华北内部、南部都有可

能存在着火山ꎬ而这些火山如何分布、喷发性质如

何ꎬ喷发其次和时空尺度特征是什么等科学问题等

仍需进一步开展研究ꎮ
综上所述ꎬ火山事件沉积等时地层格架的建立

以及火山源分布和性质等问题将成为重要的研究方

向ꎮ 关于这个方面研究前人已有提出了定性研究方

法ꎬ如桑树勋等[２７－２８]利用火山事件岩石学特征来识

别出火山事件旋回ꎬ在山西地区通过地层对比技术

构建火山事件沉积旋回等时地层格架ꎬ在此基础上

开展火山事件沉积分布、对比和火山源等问题研究ꎮ
钟蓉等[３０－３２]利用了地球化学中稀土配分模式分析

方法研究火山源分布和火山性质ꎮ 以上这些方法取

得了一定进展ꎬ但以往这些方法只是在局部地区开

展ꎬ跨地区、大尺度的等时地层格架构建仍然是研究

难点ꎮ 最近孙蓓蕾等[４２] 结合含煤地层最大年龄的

碎屑锆石 Ｕ－Ｐｂ 定年约束来建立等时地层格架ꎬ预
示着未来此方向的研究可以将火山事件沉积旋回、
地球化学方法和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测年等方法相结

合来开展ꎬ这也许是开展大尺度等时地层格架研究

的一个有效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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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粗砂岩ꎻ２—中砂岩ꎻ３—细砂岩ꎻ４—粉砂岩ꎻ５—泥岩ꎻ６—钙质泥岩ꎻ７—铝土质泥岩ꎻ８—黏土岩ꎻ９—砂岩泥岩互层ꎻ
１０—粉砂岩泥岩互层:１１—泥灰岩ꎻ１２—灰岩ꎻ１３—煤:１４—炭质泥岩ꎻ１５—凝灰岩ꎻ１６—沉凝灰岩(粗砂级)ꎻ１７—沉凝灰岩(中砂级)ꎻ
１８—沉凝灰岩(细砂级)ꎻ１９—沉凝灰岩(砂砾级)ꎻ２０—凝灰质粗砂岩ꎻ２１—凝灰质中粒砂岩ꎻ２２—凝灰质细砂岩ꎻ２３—凝灰质粉砂岩ꎻ

２４—铁铝质岩ꎻ２５—鲕状菱铁矿ꎻ２６—黄铁矿结核ꎻ２７—菱铁矿结核ꎻ２８—炭屑ꎻ２９—叶化石ꎻ３０—植物化石碎屑ꎻ３１—根化石ꎻ３２—动物化石

图 ３　 华北东部南北向火山事件沉积对比[３０－３２]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ｅｖ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３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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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隆起区ꎻ２—据张开均[４１] ꎻ３—据桑树勋等[２７－２８] ꎻ４—据钟蓉等[３０－３２] ꎻ５—海岸线ꎻ６—郯庐断裂

图 ４　 华北晚石炭世－早二叠世火山分布区域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Ｅｐｏｃｈ－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Ｅｐｏｃｈ 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

４　 火山碎屑搬运机制

火山碎屑搬运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地质意义ꎮ
因为不同类型火山事件沉积的锆石 Ｕ－Ｐｂ 同位素测

年结果所反映的地质问题不同[４２ ]ꎮ 降落型或者火

山流型形成的火山夹层 Ｕ－Ｐｂ 同位素锆石测年结果

能够反映出火山喷发和沉积的绝对年代[４]ꎮ 水携

或者降落－水携型火山事件层的锆石 Ｕ－Ｐｂ 测年结

果则无法真实反映实际沉积的绝对年代ꎬ其最年轻

的锆石年龄能否反映出地层最大沉积时限[１４]ꎬ一般

要早于沉积地层形成年代ꎮ 因此ꎬ火山碎屑搬运机

制决定了火山事件沉积的年代学意义ꎬ可以通过研

究火山碎屑搬运机制ꎬ来解决年代地层学和沉积学

的相关科学问题ꎮ
火山事件沉积的搬运机制直接影响到了火山事

件沉积类型ꎬ可以通过火山事件沉积类型来分析其

搬运机制ꎮ 目前ꎬ关于火山碎屑搬运机制研究已有

较大进展:孙善平等[１] 总结了火山喷发柱及火山碎

屑流的形成机理、水下火山喷发的机理、碎屑堆积和

浊流过程、火山爆炸岩管的形成与蒸汽喷发、数值和

实验模拟火山喷发过程和堆积过程等热点问题时提

及火山碎屑搬运机制ꎮ 钟蓉等[３０－３２] 据火山碎屑岩

岩石学特征和沉积环境分析认为山东地区的本溪组

及太原组的火山碎屑岩主要属空降水携复合类型ꎬ

少数属空降型ꎮ 桑树勋等[２７－２８] 研究山西地区火山

事件沉积时指出火山事件沉积的成因类型以空降－
水携复合型和空降型为主ꎬ其次为水携型ꎬ局部见水

下重力流型ꎬ火山灰流型主要见于靠近物源的唐山

地区ꎮ 徐兴等[２５] 研究鲁西地区火山事件沉积指出

山东地区的火山事件沉积主要是以降落型、水携型

为主ꎮ 综上所述ꎬ火山碎屑搬运机制受盆地距离物

源远近、海水变化、火山喷发类型等多种因素共同控

制ꎬ前人主要是采用岩石学特征和地球化学方法来

开展搬运机制研究[２６－２８]ꎬ但是ꎬ华北地区火山碎屑

搬运机制主控因素是什么ꎬ或者说在不同时期影响

着火山碎屑搬运机制的因素如何转换这个问题仍需

进一步研究ꎮ 今后可结合扫描电镜、全岩元素测试

等分析水介质、物源以及火山源喷发类型等方面共

同研究火山事件沉积搬运机制ꎮ

５　 结论与展望

１)前人已经开展了火山事件沉积岩石学特征

和沉积类型等方面研究ꎬ主要集中在华北中东部和

北部地区ꎬ业已发现火山事件沉积的类型从距离火

山源到盆地区呈规律性的变化ꎬ但是不同时空尺度

下的火山碎屑分布仍然不清楚ꎬ今后可以通过扫描

电镜和电子探针等方法结合传统岩石学研究方法来

分析不同的时空尺度下确定不同类型火山事件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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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ꎮ
２)如何全面、有效地识别火山碎屑沉积可能成

为火山事件沉积研究的难点和关键科学问题ꎮ 传统

的火山事件沉积识别方法主要是通过采样后在显微

镜下开展火山碎屑沉积研究ꎬ这种方法速度慢、效率

低ꎬ本文提出利用钻测井曲线以及显微镜观察结合

方法开展火山事件沉积识别ꎬ指出是 ＧＲ 对于火山

碎屑反应明显ꎬ下一步利用 ＧＲ 和其他测井曲线相

结合方法构建识别模型可能是识别火山事件沉积最

为有效的方法ꎮ
３)华北中东部火山事件沉积的对比和火山源

的分布与性质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因为不同

区域火山事件沉积类型、层数等相差较大[４３－４４]ꎬ这
直接影响到了全区的火山事件沉积对比格架构建ꎬ
从而影响到火山源分布、性质等方面研究ꎮ 未来可

以将火山事件沉积旋回、地球化学方法和碎屑锆石

Ｕ－Ｐｂ 测年相结合来开展此方面研究ꎮ
４)火山碎屑搬运机制影响因素需要进一步研

究ꎮ 火山碎屑的搬运机制与距离火山源的远近、火
山源的类型、海水动力学机制以及大气条件等有关ꎬ
而且不同时期的主控因素是什么? 与其他因素关系

如何? 这个问题可结合扫描电镜、全岩元素测试等

分析水介质、物源以及火山源喷发类型等方面共同

研究解决ꎮ
５)火山事件沉积的年代学研究可能成为未来

的研究热点ꎮ Ｉｓｂｅｌｌ 等[４５] 指出全球晚石炭世晚期－
早二叠世早期是大规模冰川发育阶段(主要分布于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大陆)ꎬ早二叠－晚二叠世全球处于冰川融

化阶段ꎬ这可能是海平面高频变化的主因ꎬ因此可通

过研究沉积记录来推测晚古生代气候变化和海平面

变化ꎬ但由于华北陆表海缺少必要的海相化石ꎬ使其

全球对比成为难点[４６]ꎮ 火山事件沉积中的锆石 Ｕ－
Ｐｂ 定年研究(特别是高精度热电离质谱 Ｕ－Ｐｂ 年代

学)为地层对比带来了新的思路和依据[４４]ꎬ因此火

山事件沉积的年代学研究将成为开展该时期的古气

候变化和海平面升降重要基础ꎮ
致谢:中国矿业大学桑树勋教授、山东科技大学

李增学教授、韩作振教授等对本文写作提供了大量

有益建议ꎬ３ 位教授孜孜不倦地与笔者进行了讨论ꎬ
为笔者书写该文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思路ꎬ特此感

谢ꎬ同时审稿专家对本文的建议使本文更加完善ꎬ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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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扬子地区构造层序地层及原型盆地沉积环境演化

李　 斌１ꎬ 胡博文１ꎬ罗　 群２

(１ 神华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ꎬ北京　 １０００２２ꎻ２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１０２２４９)

摘　 要:为了促进我国南方页岩气勘探开发ꎬ应进行层序地层、沉积环境等地质理论研究ꎬ通过野外地

质调查、钻井地质分析以及参阅前人资料ꎬ对四川盆地、渝东、湘鄂西地区综合地层对比ꎬ并进行构造

层序地层划分ꎬ恢复中、上扬子地区重要地质历史时期原型盆地的沉积环境ꎮ 研究结果表明:中、上扬

子地区从震旦纪以来划分出 ３ 个构造层序:从震旦纪到志留纪为第 １ 次ꎬ形成一个完整的威尔逊旋

回ꎻ从泥盆纪到三叠纪为第 ２ 次ꎬ形成另 １ 个完整的威尔逊旋回ꎻ从侏罗纪到新近纪为第 ３ 次ꎬ形成第

３ 个完整的威尔逊旋回ꎮ ３ 个构造层序反映了整个扬子板块的构造演化历史ꎮ 构造层序的主要控制

因素为板块间洋盆的扩张与闭合运动ꎬ每个构造层序不同阶段的沉积环境取决于沉积盆地距离主控

洋盆的位置ꎮ
关键词:中扬子地区ꎻ构造层序ꎻ沉积环境ꎻ页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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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的深入推进ꎬ先后在

四川盆地及其周缘地区取得重大突破ꎬ从而掀起了

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的热潮[１]ꎮ 四川盆地及其周

缘的古生代海相地层中广泛分布着厚度巨大的富有

机质页岩ꎬ具有广阔的页岩气勘探前景[２]ꎮ 近年

来ꎬ国土资源部围绕四川盆地及周边拓展选区评价ꎬ
部分企业在湘鄂西构造复杂地区开展了页岩气勘

探ꎬ取得了页岩气发现[３]ꎬ但迄今为止未获得实质

９１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煤 炭 科 学 技 术 第 ４６ 卷

性突破ꎮ 目前ꎬ页岩气富集区主要集中在川东高陡

褶皱带及川南、川西南低陡褶皱带ꎬ其他地区均未发

现页岩气田[４]ꎬ迫切需要基础地质学理论研究以揭

示其根本原因ꎮ 认识页岩气的富集规律ꎬ就必须从

原生沉积盆地的形成、演化特征方面深入分析ꎬ在区

域上进行对比总结ꎮ
四川盆地及其周缘在大地构造上属于中、上扬

子地区大型多期叠合盆地ꎬ是我国开展油气地质工

作的重点区域[ ４ ]ꎮ 长期以来ꎬ中、上扬子地区内的

盆山大陆动力学问题是地质学研究的热点与难点ꎬ
认识上也存在分歧[５]ꎮ 近年来ꎬ随着中、上扬子地

区油气勘探程度不断深入ꎬ有关层序地层、盆地演化

等引起地学界的关注与热议ꎬ但成果主要针对四川

盆地或周边特定区域的某段地质历史时期 [ ６ ]ꎮ 何

登发等[ ７ ]曾将四川盆地青白口系—第四系划分出 ４
个构造层序ꎬ但其钻井资料证据应用匮乏ꎬ沉积环境

研究未能详细阐述ꎻ刘新民等[ ８ ]分析了中扬子地区

震旦纪以来的盆地演化史ꎬ指出中扬子地区先后经

历了加里东期、海西期—早燕山期、晚燕山期—喜山

期三个大的盆山演化旋回ꎬ但未提及上扬子地区的

盆地演化ꎮ 迄今ꎬ中、上扬子地区尚未有整个地质历

史时期的构造－层序地层认识ꎮ 开展构造－层序地

层研究ꎬ揭示其时空构造、沉积控制因素ꎬ进而明确

地质历史时期的原型盆地类型ꎬ分析其沉积环境演

化特征ꎬ是寻找页岩气勘探有利区ꎬ部署页岩气勘探

开发方案的基本途径和依据ꎮ

１　 区域地质背景

中、上扬子地区地理位置位于秦岭—大别山造山

带以南ꎬ江南碰撞带以北ꎬ东西界于郯庐断裂和龙门

山断裂之间[ ９ ]ꎮ 大地构造上ꎬ其北侧为秦岭洋盆(早
古生代为北秦岭洋ꎬ晚古生代—三叠纪为南秦岭洋)ꎬ
西南侧为昌宁—孟连洋盆、金沙江—墨江洋盆、甘
孜—理塘洋盆(主要为古特提斯洋盆)ꎬ东南侧为华

南洋盆(早古生代)ꎬ西北侧为龙门山陆内裂陷带(主
要为晚古生代裂陷) [１０]ꎮ 中、上扬子地区构造运动主

要受控于三大板块(华北板块、扬子板块和华夏板

块)的拼合和分离所控制ꎬ经历了多其次构造运动ꎬ发
生了陆缘和陆内逆冲推覆、多重构造复合、以及沉积

盆地的转换和迁移[１１]ꎮ 中、上扬子地区在前震旦系

结晶基底之上发育了震旦纪—中三叠世(或晚三叠世

早期)的海相沉积和晚三叠世—第四纪的陆相沉积ꎬ
沉积厚度达 ６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 ｍꎬ经多期构造演化ꎬ形成

复杂的地质构造格局(图 １)ꎮ

Ｐｔ—元古界ꎻ∈—寒武系ꎻＯ—奥陶系ꎻＳ—志留系ꎻＤ—泥盆系ꎻＰ—二叠系ꎻＴ—三叠系ꎻＪ—侏罗系ꎻＫ—白垩系

图 １　 中、上扬子地区构造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ｅｇｉｏｎ

２　 构造层序划分

２ １　 地层概述

本文分川中地区、川东地区、湘鄂西地区分别叙

述如下ꎮ ①川中地区ꎮ 川中地区地层发育较全ꎬ从
下向上发育震旦系到第四系ꎬ缺失志留系、泥盆系和

石炭系(图 ２)ꎻ②渝东地区ꎮ 渝东地区地层从下向

上发育震旦系到侏罗系ꎬ缺失上、下泥盆统ꎬ上、下石

炭统ꎬ白垩系及以上地层(图 ３)ꎻ③湘鄂西地区ꎮ 湘

鄂西地区发育震旦系到白垩系ꎬ缺失上志留统、下泥

盆统、上泥盆统、石炭系、中三叠统、上侏罗统、古近

系及之上地层(图 ４)ꎮ

２ ２　 构造－层序地层划分

构造层序是指在一定的构造作用背景下形成的

地层序列ꎬ以不整合面或与之相对应的整合面为界ꎬ
指示沉积盆地在一个构造演化阶段的产物ꎮ 依据层

序地层理论ꎬ将中、上扬子地区从震旦系—新近系划

分出 ３ 个构造层序:加里东构造层序、海西—印支构

造层序和燕山—喜山构造层序ꎮ
１)加里东构造层序ꎮ 该层序形成阶段为震旦

纪到志留纪ꎬ代表原特提斯阶段的产物ꎮ 该构造层

序的底界面为震旦纪底部的重大不整合面ꎬ该界面

在整个中、上扬子地区均可良好对比:界面之下为变

质石英岩ꎬ界面之上为冰碛砾岩ꎬ砾岩颗粒大小从西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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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川中地区地层综合柱状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ｉｃｈｕ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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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渝东地区地层综合柱状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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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湘鄂西地区地层综合柱状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Ｗｅｓｔ Ｈｕｎａｎ－Ｈｕｂ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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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逐渐变小ꎬ且砾岩层厚度增加ꎬ颜色变浅ꎬ可
以推断冰碛砾岩的物源来自于川中地区ꎮ 该层

序的顶界面为加里东运动形成的不整合面:在川

中地区为奥陶系与二叠系之间的不整合面ꎬ在渝

东地区为上志留统与泥盆系之间的不整合面ꎬ而
在湘鄂西地区为中志留统与泥盆系之间的不整

合面ꎮ
加里东构造层序记录了华南洋盆的形成、发展、

萎缩、消亡的整个过程ꎬ加里东运动后沉积盆地抬升

成陆ꎬ长期遭受了风化剥蚀ꎮ 所以该层序的形成ꎬ为
一次完整的威尔逊旋回ꎮ

２)海西—印支构造层序ꎮ 该层序形成阶段为

泥盆纪到三叠纪ꎬ代表古特提斯阶段的产物ꎮ 该构

造层序的底界面为加里东运动的顶界面ꎬ顶界面为

印支运动形成的巨大不整合面ꎬ全区对比良好ꎮ 海

西—印支构造层序记录了南秦岭洋盆从形成、发展、
萎缩、消亡的整个过程ꎬ印支运动后沉积盆地抬升成

陆ꎬ长期遭受了风化剥蚀ꎮ 该层序的形成ꎬ为另一次

完整的威尔逊旋回ꎮ
３)燕山—喜山构造层序ꎮ 白垩纪到新近纪ꎬ代

表新特提斯阶段的产物ꎮ 该层序的底界面为海西运

动的顶界面ꎬ顶界面为新近系顶部的不整合面ꎬ在川

中地区可以对比ꎮ 燕山—喜山构造层序记录了新特

提斯洋盆从形成、发展、萎缩、消亡所致的远离洋盆

大陆内沉积过程ꎮ 该层序的形成ꎬ为另一次完整的

威尔逊旋回ꎮ

３　 沉积环境演化

３ １　 加里东构造层序

１)陆内拉张阶段ꎮ 震旦纪早期ꎬ随着 Ｒｏｄｉｎｉａ
大陆的解体ꎬ扬子板块南北缘陆壳基底拉开ꎬ形成大

陆边缘裂谷盆地并快速沉降ꎬ中、上扬子地区发育了

一套磨拉石—冰碛岩建造序列ꎬ总体呈现出北高南

低的古地理格局[１２－１３]ꎮ 震旦纪中期ꎬ中、上扬子地

区南北边缘开始裂陷、扩张ꎮ 北部发育大陆冰川ꎬ南
部发育陆棚海洋冰川ꎬ全球气候变冷进入冰期阶段ꎬ
形成了以灰绿色杂砾岩为主体的陆相冰碛和冰海沉

积物[１４]ꎮ
２)被动大陆边缘形成阶段ꎮ 晚震旦世ꎬ华北板

块与扬子板块之间、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之间持续

拉张ꎮ 随着祁连洋的扩张ꎬ华北板块和扬子板块分

离ꎬ形成了秦岭海和南秦岭大陆边缘裂谷带[ １２ － １４ ]ꎮ
同时ꎬ沿江绍缝合带形成了江绍转换断层系ꎬ使华夏

板块向东运动ꎬ扬子板块向西运动ꎬ华南残留盆地拉

张ꎬ华南洋盆形成ꎮ 扬子海盆逐渐形成了被动大陆

边缘ꎬ沉积了碎屑岩台地—碎屑岩陆棚ꎮ
３)成熟被动大陆边缘阶段ꎮ 早寒武世ꎬ受控于

两大板块边界拉张ꎬ南华洋盆持续扩张ꎬ中、上扬子

海盆发生大规模海侵ꎬ逐渐发展为成熟被动大陆边

缘ꎬ广泛沉积了牛蹄塘组黑色碳质泥岩(图 ５ａ)ꎮ 中

寒武世—早奥陶世ꎬ板块间洋盆由扩张停滞ꎬ中、上
扬子地区海平面基本稳定ꎬ沉积了广阔巨厚层碳酸

盐岩台地ꎮ
４)被动大陆边缘萎缩阶段ꎮ 至中奥陶世ꎬ扬子

板块向北侧华北板块之下俯冲ꎬ华夏板块向扬子板

块之下俯冲ꎬ中、上扬子地区构造运动由早期的扩张

机制转变为挤压机制ꎬ南北两侧的边缘海盆地收缩ꎮ
扬子板块南侧与华夏板逐渐块闭合[１５]ꎬ被动大陆边

缘海平面下降ꎬ逐渐过渡为局限台地环境ꎬ渝东—湘

鄂西地区沉积了紫红色瘤状灰岩ꎬ川中地区沉积了

海相碎屑岩ꎮ
５)前陆盆地阶段ꎮ 志留纪初期ꎬ加里东运动

使扬子板块北缘与华北板块闭合造山ꎬ形成了北

秦岭造山带ꎬ 扬子板块南侧与华夏板块闭合造山ꎬ
形成了雪峰造山带ꎮ 中、上扬子地区由于重力差

异快速沉降ꎬ海平面上升ꎬ形成了前陆盆地 (图

５ｂ)ꎬ沉积了巨厚的海相复理石ꎮ 特别是志留纪早

期ꎬ中、上扬子地区沉积了厚层的黑色笔石页岩是

一套重要的烃源岩ꎬ也是目前我国南方页岩气勘

探的主要目的层位ꎮ 志留纪末期ꎬ加里东运动加

剧ꎬ中、上扬子地区进一步隆升ꎬ形成大隆大坳的

构造格局ꎬ如江南隆起、黔中隆起、乐山—龙女寺

隆起及大洪山隆起等大型古隆起ꎬ中、上扬子地区

遭受风化剥蚀[ １６ ] ꎮ
３ ２　 海西印支构造层序

１)被动大陆边缘形成阶段ꎮ 早泥盆世早期ꎬ华
北板块与扬子板块沿秦岭缝合带勉阳—略阳断裂带

扩张成裂谷[１７]ꎬ形成了南秦岭浅海盆ꎬ扬子地区则

初步形成了被动大陆边缘ꎮ 扬子地区北部边缘开始

海侵ꎬ沉积了陆架环境的钙质泥岩、页岩及白云岩ꎮ
中泥盆世晚期ꎬ随着古特提斯洋扩张活动加剧ꎬ湘赣

海槽扩张ꎬ海水自南向北侵入扬子板块ꎬ形成滨浅海

环境ꎬ沉积了中、上泥盆统粗碎屑岩ꎮ 晚泥盆世早

期ꎬ海侵范围进一步扩大ꎬ中扬子腹地发育湘鄂滨浅

海沉积ꎮ 晚泥盆世末ꎬ中、上扬子地区小幅抬升ꎬ产
生沉积间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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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中、上扬子地区沉积环境演化模式

Ｆｉｇ ５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ｅｇｉｏｎ

　 　 中晚石炭世ꎬ扬子地区局部下沉ꎬ沉积了一套灰

岩、白云岩ꎮ 石炭纪末由于特提斯构造域活动的远

程效应、出现短暂抬升ꎬ中、上扬子地区出现沉积间

断ꎬ上石炭统遭受剥蚀ꎬ发育了古溶蚀孔洞ꎮ
２)成熟被动大陆边缘阶段ꎮ 早二叠世ꎬ古特提

斯洋持续扩张ꎬ扬子板块南北海槽进一步裂陷加深ꎬ
中、上扬子地区整体沉降、海侵ꎬ形成了稳定的被动

大陆边缘ꎮ 中、上扬子地区早期为潮坪环境ꎬ发育含

煤碎屑岩沉积ꎻ中二叠世海水自北东向西南再次侵

入ꎬ到栖霞组沉积时期ꎬ南秦岭海盆与扬子海盆连成

一片ꎬ形成了以碳酸盐岩台地为主的沉积建造ꎻ晚二

叠世海平面略有下降ꎬ早期发育潮坪相煤系地层ꎬ晚
期发育开阔台地—台中盆地相沉积ꎬ充填了泥灰

岩—硅质岩建造系列ꎮ
３)被动大陆边缘萎缩阶段ꎮ 三叠纪是中国南

方的重大变革时期ꎮ 早三叠世ꎬ印支运动发生ꎬ古特

提斯洋缩减ꎬ南秦岭洋壳向南北方向俯冲消减ꎬ扬子

地区被动大陆边缘开始萎缩ꎬ海平面下降ꎬ沉积了三

叠系潮坪相大冶组薄层状灰岩、嘉陵江组的白云岩、
蒸发岩ꎮ

４)前陆盆地阶段ꎮ 中三叠世晚期ꎬ随着古特提

斯洋消减消亡ꎬ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的碰撞拼合ꎬ构
造运动开始由板块间的构造活动转入板内活动ꎬ并
由此结束了中国南方的海相沉积历史[ １８ ]ꎮ 中三叠

世末ꎬ沿秦岭—大别碰撞造山带南侧形成前陆盆地ꎬ
沉积了巨厚的陆相碎屑岩ꎮ 晚三叠世ꎬ印支运动进

入晚期ꎬ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陆陆碰撞后ꎬ前陆盆地

沉积中心向西北迁移ꎬ沉积了陆相磨拉石建造ꎮ
３ ３　 燕山—喜山构造层序

１)前陆盆地扩张阶段ꎮ 早、中侏罗系ꎬ随太平

洋板块向北运动ꎬ燕山运动发生ꎬ扬子板块南部江

南—雪峰造山带和北部秦岭—大别造山带隆升造

山[ １９ ]ꎮ 同时ꎬ由于新特提斯洋的扩张ꎬ导致中、上
扬子地区差异性拉张、沉陷ꎬ原已形成的前陆盆地面

积扩大ꎬ湖平面上升ꎬ沉积了厚层的湖盆相碎屑岩ꎬ
全区分布稳定(图 ５ｃ)ꎮ

２)前陆盆地萎缩阶段ꎮ 中侏罗系晚期ꎬ太平洋

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 ２０ ]ꎬ燕山运动加剧ꎬ扬子板块

南部江南—雪峰造山带和北部秦岭—大别造山带强

烈造山ꎬ使中、上扬子地区在剧烈隆升的同时ꎬ横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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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强烈变形、变位ꎬ并褶皱、冲断ꎬ使原中、上扬子地

区前陆盆地的范围缩减ꎬ成为残留盆地ꎬ沉积了陆相

磨拉石ꎮ 晚侏罗系时ꎬ构造抬升范围加大ꎬ前陆盆地

面积大范围缩小ꎬ湘鄂西地区湖盆消失ꎬ仅在川中、
渝东地区沉积了紫红色碎屑岩ꎮ

３)断陷盆地形成—发展阶段ꎮ 白垩纪早期ꎬ由
于新特提斯洋扩张加剧[ １９－２０ ]ꎬ扬子板块内早期走滑

断裂转换为伸展断陷ꎬ中、上扬子地区由北东、北西

向 ２ 组正断层间组成了一系列断陷湖盆ꎬ主要分布

在川中地区和湘鄂西地区ꎬ接受一套以陆相红色砾

岩为主的磨拉石建造ꎮ 晚白垩世ꎬ太平洋板块向欧

亚大陆俯冲ꎬ缩减ꎬ燕山运动再次加剧ꎬ湖盆萎缩ꎬ湖
平面快速下降ꎬ沉积了紫红色膏岩、泥岩(图 ５ｄ)ꎮ
古近纪时ꎬ新特提斯洋继续扩张ꎬ在区域性伸展构造

背景下ꎬ中、上扬子地区早期大型逆冲断层强烈展断

陷ꎬ再次形成陆相断陷盆地ꎬ造成了盆岭相间的构造

面貌[ ３８ ]ꎮ
４)断陷盆地萎缩消亡阶段ꎮ 古近纪末ꎬ喜山运

动发生ꎬ新特提斯洋关闭[ １９ ]ꎬ区域构造应力场再次

反转ꎬ断陷盆地萎缩ꎬ新近纪仅在川西南地区发育洪

积型砾岩ꎬ称“大邑砾岩”ꎮ 新近纪之后ꎬ喜山运动

加剧ꎬ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陆—陆碰撞ꎬ强烈造

山ꎬ断陷盆地完全消亡ꎮ 新近纪末期ꎬ中、上扬子地

区基底隆升ꎬ沉积盆地消失ꎬ长期遭受剥蚀ꎮ

４　 结　 　 论

１)中、上扬子地区区分出 ３ 个构造层序:加里

东构造层序、海西印支构造层序、燕山—喜山构造

层序ꎮ
２)完整的构造层序受控于板块间洋盆的扩张

与闭合:加里东层序主控洋盆为南华洋ꎬ海西印支层

序主控洋盆为南秦岭洋ꎬ燕山—喜山构造层序受控

于新特提斯洋与太平洋ꎮ ３ 个构造层序组成 ３ 个威

尔逊旋回ꎮ
３)加里东构造层序反映了中、上扬子地区经历

了陆内拉张阶段、被动大陆边缘形成阶段、成熟被动

大陆边缘阶段、被动大陆边缘萎缩阶段、前陆盆地阶

段ꎻ海西构造层序反映中、上扬子地区经历了被动大

陆边缘形成阶段、成熟被动大陆边缘阶段、被动大陆

边缘萎缩阶段、前陆盆地阶段ꎻ燕山—喜山构造层序

反映了中、上扬子地区经历了前陆盆地扩张阶段、前
陆盆地萎缩阶段、断陷盆地形成—发展阶段和断陷

盆地萎缩、消亡阶段ꎮ 各层序的沉积环境演化与盆

地距离主控洋盆的位置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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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台煤矿侏罗纪沉积岩特征及对物理力学性质的影响

陈江峰ꎬ林志峰ꎬ王振康ꎬ黄玉峰ꎬ李迎超
(河南理工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ꎬ河南 焦作　 ４５４０００)

摘　 要:为了查明布尔台煤矿侏罗纪砂岩微观特征与其物理力学性质的定量关系ꎬ通过岩石单轴抗压

实验、薄片偏光显微镜试验和声波速度测定试验ꎬ研究了岩样微观结构、宏观力学性质和声波速度ꎬ并
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定量分析了侏罗纪砂岩平均粒径、颗粒分选性对其宏观力学性质和声波速度的影

响ꎮ 结果表明:布尔台煤矿沉积岩微观结构特征影响岩石的宏观力学性质ꎬ碎屑颗粒平均粒径减小、
分选程度好ꎬ导致岩石密实度增大ꎬ孔隙度减小ꎬ岩石的力学性质增强ꎬ这一特征有别于石炭二叠纪煤

系砂岩ꎬ后者的力学强度随粒度增加有增大趋势ꎻ岩样平均粒径、分选性影响其声波速度ꎬ当岩样平均

粒径减小ꎬ碎屑颗粒分选性越好ꎬ则其致密性越高ꎬ岩样的声波速度越大ꎮ
关键词:砂岩微观特征ꎻ物理力学性质ꎻ颗粒粒径ꎻ颗粒分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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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神东煤田布尔台煤矿是一座年产 ２０ Ｍｔ 的大型

现代化矿井[１－３]ꎮ 在煤炭生产过程中ꎬ曾发生上覆

岩层整体垮落的地质灾害ꎬ严重制约了煤矿安全高

效的发展[４－６]ꎮ 布尔台主采煤层赋存于侏罗纪陆相

地层延安组ꎬ岩石类型复杂多样ꎬ其中顶板砂岩稳定

性与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息息相关ꎬ而岩石的内部微

８２



陈江峰等:布尔台煤矿侏罗纪沉积岩特征及对物理力学性质的影响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观结构又决定着岩石的物理力学性质ꎮ 因此ꎬ研究

岩石微观结构与其物理力学性质的关系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ꎮ
沉积岩微观结构特征与其力学性质的定量关

系ꎬ前人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ꎬ部分学者探讨了淮南

石炭二叠纪煤系赋存环境对岩石力学性质的影响和

控制作用ꎬ给出了二者之间的定量关系[７－９]ꎻ有学者

阐述了沉积岩石中的矿物成分、性质、结构和构造变

化ꎬ都会引起岩石力学性质发生的改变[１０]ꎮ 但就目

前的研究成果来看ꎬ针对岩浆岩、变质岩的研究成果

相对较多ꎬ而对沉积岩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ꎬ这是因

为沉积岩的层理和层面构造更为发育ꎬ岩石的非均

质性更强ꎬ加工制样难度增大ꎬ所得物理力学参数离

散性 增 加ꎬ 其 规 律 性 远 不 如 岩 浆 岩 和 变 质 岩

明显[１１－１３]ꎮ
布尔台煤矿侏罗纪砂岩微观结构与其物理力学

性质之间的定量关系与石炭二叠系砂岩有较大差

异ꎮ 为了查明岩性特征对其物理力学性质的影响ꎬ
必须从岩石的矿物成分和微观结构着手ꎬ对岩石的

矿物成分、颗粒粒径、分选性ꎬ以及胶结程度和胶结

类型等进行定量统计ꎬ建立其与岩石物理力学性质

之间的定量关系ꎮ 笔者采用试验和数理统计方法ꎬ
系统研究布尔台煤矿侏罗纪砂岩平均粒径、颗粒分

选性对其宏观力学性质以及声波速度的影响ꎬ进而

建立了岩石微观结构与物理力学性质之间的定量

关系ꎮ

１　 取样与试验

１.１　 样品采集

试验岩心均取自布尔台煤矿深基坑 ＳＪ－３ 号钻

孔ꎬ该钻孔布置在 ４２１０５ 综放工作面ꎮ 在钻孔垂直

方向上根据地层岩性ꎬ选取了不同粒径的砂岩岩心ꎬ
并将其进行编号ꎮ 岩心均较为完整ꎬ岩心直径为 ８９
ｍｍꎬ层理发育ꎬ局部有炭屑沿层面分布(图 １)ꎮ 取

样时尽量选择岩心完好、无炭屑、无裂隙发育的层

段ꎬ以免在岩样加工过程中破坏而影响后期试验

结果ꎮ
１.２　 力学试验

力学试验在河南理工大学力学实验室进

行ꎬ试验采取 １０ 个 ø５０ ｍｍ× １００ ｍｍ 的圆柱体

试件ꎬ试验内容包括岩石力学性质测定及超声

波测速ꎮ
岩石力学参数测定采用 ＲＭＴ－１５０Ｃ 岩石力学

图 １　 钻孔砂岩岩心照片

Ｆｉｇ.１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ｃｏｒｅｓ

试验系统ꎬ按照国家标准«煤与岩石物理力学性质

测定方法»(ＧＢ / Ｔ２３５６１—２００９)进行ꎬ试件两端常

涂以润滑油或垫以减阻膜ꎬ以减少试件与压力板

之间的摩擦ꎮ 为克服加荷的惯性影响ꎬ单轴压缩

加载速率稳定在 ０.００２ ｍｍ / ｓꎬ直到试件破坏为止ꎬ
每组试样重复压载 ３ 次ꎮ 超声波速度测试利用

ＵＴＡ－２０００ 智能超声波检测仪测定ꎬ测定前岩样放

在实验室干燥 ７ ｄꎬ传感器频率为 ３５ ｋＨｚꎬ采样频

率和测定精度分别为 １０ ＭＨｚ 和 ０.１ μｓꎮ 测试时ꎬ
沿岩样轴向测速ꎬ传感器与岩样之间用黄油进行

耦合ꎮ
１.３　 岩石薄片鉴定

此次与力学试验相关的岩石薄片在中国地质科

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制备ꎬ岩石薄片长为

３０ ｍｍꎬ宽为 ２５ ｍｍꎬ厚度为 ０.０３ ｍｍꎮ 薄片镜下鉴

定在河南理工大学基础实验室进行ꎬ试验仪器为

ＺＥＩＳＳ Ａｘｉｏｓｋｏｐ ４０ 型偏光显微镜ꎬ采用正交偏光和

单偏光 ２ 个系统ꎬ在放大倍数为 ５０ 倍和 １００ 倍的环

境下ꎬ观察薄片并摄取照片ꎮ 利用粒度分析软件测

量矿物颗粒视长轴ꎮ 按照图像法粒度分析的质量要

求ꎬ样品最终测定粒径不小于 ３１.２５ μｍ(即不大于

５ϕꎬϕ 为颗粒直径)的颗粒总数不少于 ４００ 个ꎬ各粒

级颗粒质量分数、体积分数、粒度参数计算结果均保

留 ３ 位小数[１４－１６]ꎮ

２　 样品微观结构特征

本次试验样品以砂岩为主ꎮ 砂岩结构特征主要

包括碎屑颗粒的结构、颗粒间的接触关系、胶结方式

和分选性等方面[１７－１８]ꎮ 从微观角度出发ꎬ通过偏光

显微镜观察分析砂岩内部结构ꎬ然后做详尽的描述

与统计ꎬ分析碎屑岩中矿物的颗粒粒径和胶结类型

等特征ꎬ并找出其与岩石力学性质之间的定量关系ꎮ
显微镜下拍摄得到的岩石薄片特征如图 ２ 所示ꎬ微
观结构描述见表 １ꎮ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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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偏光显微镜下的岩样薄片照片

Ｆｉｇ.２　 Ｒｏｃｋ ｓｌｉｃｅ ｐｈｏｔｏｓ ｕｎｄｅｒ Ｐｏｌａｒｉｚ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表 １　 砂岩样品微观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样品编号 岩石 埋深 / ｍ 微观结构特征描述

３５－２
３９－７
８５－２
８９－５
９２－５
１０４－１
１６５－３
１７８－６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３

极细砂质细砂岩

中砂质细砂岩

中－细砂岩

中砂质细砂岩

中砂质细砂岩

中砂岩

粉砂质极细砂岩

含粉砂极细砂岩

粗粉砂质细砂岩

细砂岩

９８.５７
１１１.１２
２３９.９２
２５２.４２
２６３.５２
２９８.９５
３１０.５６
３７８.２５
４２８.４３
４３０.５９

细砂为主ꎬ钙质胶结ꎬ次棱角状ꎬ杂基支撑ꎬ分选中等

细沙、中砂为主ꎬ泥质胶结ꎬ次圆状ꎬ杂基支撑ꎬ分选中等

中砂、细砂为主ꎬ泥质胶结ꎬ次棱角状ꎬ杂基支撑ꎬ分选差

细砂、中砂为主ꎬ泥质胶结ꎬ次棱角状ꎬ杂基支撑ꎬ分选中等

细砂、中砂为主ꎬ泥质胶结ꎬ次棱角状ꎬ杂基支撑ꎬ分选中等

中砂为主ꎬ粗、细砂次之ꎬ泥质胶结ꎬ次棱角状ꎬ杂基支撑ꎬ分选较好

极细砂、细砂为主ꎬ钙质胶结ꎬ次圆状ꎬ颗粒支撑ꎬ分选中等

极细砂为主ꎬ次棱角状ꎬ钙质胶结ꎬ杂基支撑ꎬ分选中等

极细砂、粗粉砂为主ꎬ泥质胶结ꎬ杂基支撑ꎬ分选中等

细砂岩为主ꎬ钙质胶结ꎬ杂基支撑ꎬ分选较好

２.１　 砂岩粒径分析

按照碎屑岩粒度分析方法的规定ꎬ利用偏光显微

镜的拍照系统ꎬ对 １０ 个岩样进行拍照处理ꎬ并利用粒

度分析软件对照片进行分析ꎬ测得有效矿物的视长轴

Ｄꎬ通过公式 ＤＴｉ ＝－ｌｏｇ２Ｄ 得出校正前的粒径 ＤＴｉꎬ为排

除切片效应的影响ꎬ必须对粒径结果进行筛析校正ꎬ
校正公式为 Ｄｓｉ ＝０.３８１ ５＋０.９０２ ７ＤＴｉꎬ得出校正后的粒

径 Ｄｓｉꎬ即 ϕ 值ꎬ根据所得结果画出粒度累计频率曲

线、频率曲线和分布频率直方图(图 ３)ꎮ
从图 ３ 所知ꎬ根据各岩石样品的颗粒粒径累计频

率曲线ꎬ并利用 Ｆｏｒｋ 和 Ｗａｒｄ 公式ꎬ求出各岩样的最

小、最大 ϕ 值、中值 Ｍｄ、平均粒径 ϕ 值、标准偏差 σ、
偏度 ＳＫ１和峰度 ＫＧ等粒度参数ꎬ结果见表 ２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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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岩样颗粒粒度统计的频率分布、频率曲线和累计频率曲线

Ｆｉｇ.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ｄ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从图 ３ 和表 ２ 可知ꎬ各砂岩样品主要以中粒、
细粒为主ꎬ而粉砂和粗粒则较少ꎬ颗粒粒径 ø 值

为 １ ~ ４ꎬ呈现出正态分布的特征ꎮ 标准偏差 σ 为

０.４８５ ~ ０. ６９２ꎬ体现岩样分选性较好ꎮ 偏度值在

－０.３８０ ~ ０.４７６ꎬ以正偏态为主ꎮ 峰度为 ０. ５７３ ~
０.９８０ꎬ峰度中等ꎮ 中值与颗粒粒径 ϕ 值相差不

大ꎬ在难以获得更多 ϕ 值的情况下可用中值代换

平均粒径 [１９－２０] ꎮ
２.２　 砂岩样品颗粒的分选性特征

沉积岩的颗粒分选性是指其内部碎屑颗粒大小

的均匀程度ꎬ颗粒的均匀程度与岩石的力学性质有

密切联系ꎮ
过去常用分选系数说明分选性ꎬ但因其不能

包括粒度曲线粗、细尾端的分选特点ꎬ存在一些

欠缺ꎬ现在常用标准偏差 σ 说明颗粒分选性ꎬ标

准偏差计算公式为 σ ＝
ϕ８４ － ϕ１６

４ .０
＋

ϕ９５ － ϕ５

６ .６
ꎬ

ϕ８４指累计频率为 ８４％曲线上对应的粒径 ϕ 值ꎬ
其他类似ꎬ计算结果见表 ２ꎮ

３　 岩石力学参数测定

岩心样品力学试验测得岩样的单轴抗压强度、
弹性应变、弹性模量和泊松比ꎬ以及利用智能超声波

检测仪测定声速ꎬ测试结果见表 ３ꎮ

表 ３　 岩样物理力学性质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ａｔａ ｏｆ ｒｏｃｋ 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品

编号

埋深 /
ｍ

密度 /
(ｇ

ｃｍ－３)

单轴抗

压强度 /
ＭＰａ

应变 /

１０－３

弹性

模量 /
ＧＰａ

泊松比
波速 /

(ｍｓ－１)

３５－２
３９－７
８５－２
８９－５
９２－５
１０４－１
１６５－３
１７８－６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３

９８.５７
１１０.１２
２３９.９２
２５２.４２
２６３.５２
２９８.９５
３１０.５６
３７８.２５
４２８.４３
４３０.５９

２.２９４
２.１７１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４
１.９７９
２.３１０
２.２２０
２.２６７
２.３０３
２.２５３

４７.４４３
８.６２９
２.６０２

１０.９３７
１１.８９４
２０.００７
３４.０９８
４５.００１
４８.７８９
２８.８８４

８.６３８
１０.８３９
２０.７４２
１１.５７２
７.９５９
７.９７６
８.０４８
６.８３９
９.３４９
８.２８３

６.２３２
１.３３７
０.１８１
１.６８８
２.２１５
３.７７５
８.０５１
６.０８８
７.０１９
５.４６１

０.３７１
０.４２３
０.２７３
０.２７２
０.２４３
０.１８７
０.１９６
０.３６２
０.２５６
０.２２８

２ ０９７.１３３
８０２.３２６

１ ２１１.２２０
７８３.９２４

１ １２４.８５５
２ ０３１.７０７
２ ０５５.２５６
２ ２６４.９９８
１ ７０１.７２４
１ ６５７.０００

４　 岩石微观特征与其物理力学性质关系

４.１　 平均粒径与力学性质的关系

平均粒径是反映颗粒粒度的重要指标之一ꎬ从
沉积学角度看ꎬ平均粒径 ＭＺ反映出整个岩石的粒度

水平ꎬ其反映了沉积岩形成时搬运介质的平均动能ꎻ
从岩石力学角度看ꎬＭＺ的大小影响着岩石本身的力

学性质ꎮ 按照上述统计分析的结果ꎬ建立起砂岩颗

粒平均粒径(ϕ 值)与单轴抗压强度、应变、弹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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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泊松比之间的关系ꎬ并分析平均粒径对岩石力

学性质的影响ꎮ
平均粒径 ϕ 对岩样的力学性质有一定的影响ꎬ

随着 ϕ 的增大(颗粒粒径减小)ꎬ单轴抗压强度和弹

性模量逐渐增加ꎬ相关系数 Ｒ２ 分别为 ０. ７３２ 和 ０.
６３９ꎬ有较好的相关性ꎬ如图 ４ 所示ꎮ 由此可以说明ꎬ
侏罗纪砂岩内部颗粒对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影响显

著ꎬ即随着平均粒径的减小ꎬ岩样单轴抗压强度和弹

性模量逐渐增大ꎬ这一结果在神东矿区具有普遍性ꎬ
主要原因是侏罗纪含煤地层形成时代较晚ꎬ埋藏较

浅ꎬ成岩作用较弱ꎬ胶结程度较低ꎬ其岩石力学性质

与碎屑颗粒堆积密实度有关ꎬ颗粒粒径变小ꎬ密实度

增大ꎬ相同胶结条件下ꎬ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增加ꎮ
在图 ４ｃ 中ꎬ弹性应变和平均粒径有一定的相关性ꎬ
但相关性不明显ꎮ 由图 ４ｄ 可知ꎬ泊松比与平均粒径

之间无相关性ꎮ

图 ４　 平均粒径 ϕ 值与宏观力学参数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ϕ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４.２　 标准偏差与力学性质的关系

根据表 ２ 和表 ３ 统计结果ꎬ标准偏差 σ 与岩

样抗压强度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如图 ５ 所示ꎬ随
着 σ 的不断减小ꎬ抗压强度呈现增大的趋势ꎬ其相

关系数 Ｒ２ ＝ ０.４３３ꎬ相关性中等ꎮ 由此可见ꎬ侏罗

纪砂岩内部颗粒粒度的分选性对抗压强度是有影

响的ꎬ分选性越好ꎬ其抗压强度越大ꎮ 从图 ５ｂ 可

知ꎬ相关系数 Ｒ２ ＝ ０.３３５ꎬ岩样的弹性模量与其标

准偏差是有联系的ꎬ即分选性越好ꎬ岩样弹性模量

越高ꎮ 图 ５ｃ 可知ꎬ相关系数 Ｒ２ ＝ ０.６７１ꎬ具有很好

的相关性ꎬ由此可推断ꎬ分选性越好ꎬ应变越低ꎮ
图 ５ｄ 可知ꎬ岩样标准偏差与其泊松比之间无明显

相关性ꎮ
标准偏差反映颗粒的分选程度ꎬ随着标准偏差

σ 的不断减小ꎬ岩样分选性越来越好ꎬ岩石致密性增

大ꎬ孔隙减少ꎬ岩样的整体力学性质增强ꎮ

图 ５　 标准偏差 σ 与力学参数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σ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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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岩石微观特征与声波速度

根据前述统计结果:建立声波速度与岩石微观

结构关系如图 ６ 所示ꎬ随着平均粒径 ϕ 值的不断增

加ꎬ岩样的声波速度随之增大ꎬ即平均粒径越小ꎬ其
声波速度越大ꎮ 图 ６ｂ 所示ꎬ随着标准偏差 σ 的不

断减小ꎬ岩样声波速度不断增大ꎬ即岩样分选性越

好ꎬ其声波速度越大ꎮ

图 ６　 声波速度与岩石微观结构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ｏｃｋ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综合图 ６ａ 和图 ６ｂ 可知ꎬ当岩样平均粒径减小ꎬ
颗粒分选性越好ꎬ则岩样的致密性越高ꎬ孔隙度越

小ꎬ岩样的声波速度越大ꎬ这一结果与上述力学性质

与岩样平均粒度关系的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ꎮ

６　 结　 　 论

通过岩石力学试验和薄片镜下观察统计ꎬ对神

东布尔台煤矿侏罗纪砂岩的物理力学性能进行了研

究ꎬ并分析了影响砂岩物理力学性质的相关因素ꎬ从
而建立了岩石的平均粒径、分选程度、声波速度与其

物理力学性质的定量关系ꎬ得出 ２ 条结论ꎮ
１)布尔台煤矿沉积岩的微观结构特征对岩样

的宏观力学性质有影响ꎬ当颗粒平均粒径减小、分选

程度好ꎬ岩样的力学性质增强ꎬ本质上反映了岩石力

学性质受岩石密实度和分选性的制约ꎬ这一特征有

别于石炭二叠纪煤系砂岩ꎬ后者随碎屑颗粒粒度增

加其力学强度有增大趋势ꎮ

２)岩样的声波速度与平均粒径、分选性有关ꎬ
当岩样平均粒径减小ꎬ颗粒分选性越好ꎬ则岩样的致

密性越高ꎬ岩样的声波速度越大ꎬ也从另一个侧面反

映了岩石微观结构对其物理性质的影响ꎮ
影响岩石物理力学性质的因素众多ꎬ除上述因

素外ꎬ尚有矿物种类及含量ꎬ胶结物成分与胶结类型

等等ꎬ这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做进一步阐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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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西南缘侏罗系沉积演化及聚煤主控因素研究

田继军１ꎬ何　 静１ꎬ韦　 波２ꎬ陆星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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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进一步探究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煤系分布不均衡的原因ꎬ找出聚煤作用主控因素ꎬ基于应

用现代沉积学、煤田地质学、构造地质学等理论方法ꎬ通过分析康苏走滑拉分盆地和昆仑山前断陷盆

地的充填与沉积特征ꎬ绘制了单井岩性剖面和莎里塔什、康苏组、杨叶组的沉积相展布图以及塔里木

盆地西南缘侏罗系煤层厚度等值线图ꎮ 研究结果表明:该盆地西南缘聚煤主控因素为幕式构造运动、
沉积环境及气候ꎬ幕式构造运动决定了 ２ 个聚煤时期ꎬ沉积环境决定了煤层空间展布以及气候决定了

富煤带的迁移ꎻ同时将塔西南地区侏罗纪盆地演化过程概括为:初始沉降期、首次聚煤期、聚煤迁移

期、气候变化期、强烈沉降超覆期和强烈沉降推覆期 ６ 个阶段ꎮ
关键词:塔里木盆地西南缘ꎻ早－中侏罗系ꎻ沉积演化ꎻ聚煤主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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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目前ꎬ南疆地区煤炭资源年产量约为 １ １００ 万

ｔꎬ主要集中在克州地区和巴州两地ꎬ煤炭资源探明

量仅占全疆总探明量的 ０.０６％ꎬ缺煤现象严重ꎬ煤炭

资源总体勘查程度较低ꎮ 首先ꎬ塔里木盆地西南缘

(以下简称塔西南)前期主要针对的是油气的研究

对侏罗煤炭研究较少[１－２]ꎻ其次ꎬ关于塔西南坳陷性

５３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煤 炭 科 学 技 术 第 ４６ 卷

质及演化阶段划分存在争议ꎬ大致存在着 ２ 种观点:
一种认为塔西南坳陷至少经历了 ２ 期前陆盆地演

化ꎬ其原型盆地为多阶段伸展和挤压动力学背景下

的复合盆地ꎬ现今前陆盆地是对前期前陆盆地的继

承和改造ꎮ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今塔西南坳陷的构

造格局是在原克拉通陆内凹陷基础上演化而来的

中、新生代前陆盆地[３－４]ꎻ最后ꎬ塔西南侏罗纪断陷

盆地的形成受控于构造运动、基底断裂活动等因素ꎮ
早侏罗系区域弱张性应力环境下断裂的活动是盆地

形成的关键因素ꎬ塔拉斯－费尔干纳走滑断裂控制

盆地的平面展布[５]ꎻ由于新生代强烈的挤压变形使

得塔西南中生界被抬升至地表遭受大量剥蚀ꎬ前人

针对塔西南地区含煤地层的煤岩煤质特征及其控制

因素做出研究ꎬ而在沉积环境、古生物、构造演化等

方面的研究工作较少[６－８]ꎮ 为此针对前人做的一系

列工作ꎬ笔者在其基础上加以丰富ꎬ尤其是对沉积演

化以及聚煤主控因素予以详细说明ꎮ 通过这些工作

对于开展下一步对研究区的有利靶区的划分奠定

基础ꎮ

１　 地质概况

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缘(以下简称塔西南)西

边以国境线为界ꎬ西南以康西瓦－鲸鱼湖巨型断裂

构造带为界ꎬ呈北西－南东向展布ꎮ 研究区地形起

伏变化较大ꎬ相对高差为几十米至上百米不等ꎬ属于

裂谷带与克拉通相连接区ꎬ总体地势由南向北缓斜

并由西向东稍倾ꎮ
塔里木盆地是一个在早元古代震旦纪结晶变质

基底上形成的多期构造叠加的大型复合盆地[９]ꎮ
自震旦纪以来共经历了 ６ 个阶段ꎬ即晚震旦世－奥
陶纪古亚洲洋拉张裂陷阶段、早志留世－中泥盆世

前陆盆地聚敛挤压阶段、晚泥盆世－中二叠世弧后

盆地伸展拉张阶段、晚二叠世－晚三叠世弧后前陆

盆地冲断聚敛阶段、早侏罗系－早始新世早期断－裂
陷盆地伸展断陷阶段、晚始新世－第四纪复合前陆

盆地发育阶段ꎬ形成的断陷盆地整体呈北西走向ꎬ自
南东向北西ꎬ分布着狭窄、断续相连的带状盆地ꎬ长
度约为 ７００ ｋｍꎮ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ꎬ将塔西南山

前构造带分为 ４ 个构造带ꎬ并细分为 ２４ 个次级构造

带ꎬ总体上形成了自南西向北东方向的 ３ 排逆冲推

覆构造[５]ꎮ 结合盆地基底构造特征以及侏罗系的

分布特点ꎬ将塔西南中－下侏罗统聚煤盆地进一步

划分为 ４ 个凹陷ꎬ即康苏凹陷、克孜勒陶凹陷、叶城

－和田凹陷和和田布雅凹陷(图 １ )ꎮ 在这 ４ 个区段

中主要研究的地层自上而下依次为莎里塔什组

(Ｊ１ｓ)、康苏组(Ｊ１ｋ)、杨叶组(Ｊ２ｙ)、塔尔尕组(Ｊ２ ｔ)、
库孜贡苏组( Ｊ３ ｋ)ꎮ 其中早－中侏罗系含煤建造极

为发育ꎬ形成了 ２ 个主要的聚煤时期ꎬ主要的含煤地

层为康苏组(Ｊ１ｋ)、杨叶组(Ｊ２ｙ)ꎮ

图 １　 塔里木盆地西南缘构造分区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ｚｏｎ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２　 盆地地层沉积演化

塔西南中生代地壳运动较稳定ꎬ早－中侏罗世

聚煤盆地的构造活动具有间歇性垂向振荡运动的特

点ꎬ盆地内部的地形也渐趋平缓ꎮ 但是在地层分布

上ꎬ其岩相分布在横向上或纵向上复杂多变ꎮ 由此ꎬ
此次研究以原型盆地恢复、构造沉积模式以及岩相

古地理编图等方式来研究研究区的沉积演化ꎮ
２.１　 原型盆地属性

塔西南中、新生代的演化主要受古特提斯洋的

碰撞闭合和新特提斯洋的形成、演化及其消亡(印
藏碰撞)的控制[５]ꎮ 首先ꎬ在构造破坏方面:塔西南

地区的构造演化受到塔里木地块、西昆仑和西南天

山造山带的共同制约与影响ꎮ
自中生代以来主要发生过 ５ 次重大构造事

件[１０－１１]ꎬ分别是①早二叠世末南天山洋西段的闭合

与三叠纪早期塔里木盆地西部的抬升事件ꎻ②侏罗

纪塔拉斯－费尔干纳断裂的活动与早、中侏罗世走

滑拉分盆地的形成ꎻ③白垩纪－古近纪区域坳陷作

用与海侵事件ꎻ④早白垩世和古近纪期间乌恰县托

云及中亚天山的玄武质火山活动ꎻ⑤新近纪－第四

纪帕米尔弧的形成与南北向区域挤压作用ꎬ这些构

造事件对该地区现今的构造特征与煤炭赋存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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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控制作用ꎮ 其次ꎬ在盆地构造属性方面:塔西南

地区侏罗纪的原型盆地属于构造旋回的开始ꎬ具弱

伸展性质ꎮ 因塔西南地区处于古亚洲构造域与特提

斯构造域的叠加部位ꎬ包括塔西南地区在内的中国

西北地区在侏罗纪期间主体处于地壳伸展构造环

境ꎬ它是南方特提斯洋板块两次俯冲挤压运动之间

应力松弛的产物ꎮ 最后ꎬ在原型盆地方面:侏罗纪从

塔里木南侧以康西瓦断裂为代表的古特提斯洋于三

叠纪末期关闭ꎬ致使羌塘地块、喀喇昆仑－阿克赛软

地块与北例欧亚大陆拼合ꎬ断陷盆地发育的时间从

晚三叠世开始(图 ２ ) [１２]ꎬ三叠纪末期古特提斯洋盆

相继关闭ꎮ

１—深海－半深海黑色泥质沉积组合ꎻ ２—断陷海湾、浅海砂泥质及钙质组合ꎻ ３—被动大陆边缘近海开阔盆地河湖相

(夹少量海相)碎屑及泥质沉积(下侏罗统含煤)ꎻ ４—被动大陆边缘近海开阔盆地的沉积中心相ꎻ５—山间盆地、断陷盆

地中的类磨拉石组合、碎屑及泥质组合ꎻ ６—内陆开阔盆地河湖相碎屑及泥质组合ꎻ ７—内陆开阔盆地沉积中心相ꎻ ８—侏罗系厚度控制点

图 ２　 中国西部与中亚地区早－中侏罗世构造岩相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ｍｉｄｄｌ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２.２　 盆地充填与沉积特征

以塔拉斯－费尔干纳断裂为代表的北北西向张

扭断裂的活动是侏罗纪塔西南盆地形成的主要原

因ꎬ沿断裂在塔西南形成康苏走滑拉分盆地和昆仑

山前断陷盆地ꎬ发育 ２ 种盆地充填模式ꎮ
２.２.１　 盆地充填模式

１)康苏走滑拉分盆地沉积模式ꎮ 康苏走滑拉

分盆地的特点:①沉积速率快ꎬ康苏走滑拉分盆地是

昆仑山前断陷盆地沉积速度的 ７~８ 倍ꎻ②沉积旋回

明显ꎬ可以很好地反映出盆地最初的沉积环境ꎬ已到

沉积结束过程中的沉积变化特征ꎻ③多物源特征ꎬ西
昆仑山和南天山提供康苏凹陷双向物源ꎮ 在康苏凹

陷侏罗系粗砾岩中的许多砾石显然就是盆地边部元

古界变质岩和花岗岩被就地剥蚀的产物ꎬ物源来自

盆地四周ꎬ这也是区别于山前坳陷盆地的重要特征

之一 (图 ３、图 ４) [１３]ꎮ
２)昆仑山断陷盆地沉积模式ꎮ 昆仑山断陷盆

地南部紧邻西昆仑山物源区ꎬ发育一系列角度较高

的正断层ꎬ断陷盆地北部为宽缓的麦盖提斜坡ꎮ 因

此在断陷盆地的短轴方向上构成一侧为陡坡ꎬ另一

图 ３　 康苏走滑拉分盆地早－中侏罗世盆地充填模式

Ｆｉｇ.３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ａｒｌｙ－ｍｉｄｄｌ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Ｋａｎｇｓｕ－ｓｔｒｉｋｅ ｓｌｉｐ ｐｕｌｌ ａｐａｒｔ ｂａｓｉｎ

侧为宽缓斜坡的单断式断陷盆地充填模式ꎬ至于麦

盖提斜坡在侏罗纪是否向断陷盆地内部提供物源ꎬ
目前还没有钻井或地震资料加以证实ꎮ 沉积对构造

的响应首先是在一系列大的正断层陡坡处粗粒沉积

物快速堆积ꎬ形成扇三角洲沉积ꎬ并不断向湖盆进

积ꎬ斜坡增长ꎬ坡度变缓ꎬ沉积物作用动力从以重力

流和牵引流作用为主逐渐转变为以牵引流作用为主

的水动力模式ꎮ 沉积物逐渐变细ꎬ沉积中心逐渐向

湖盆推进ꎬ形成冲积扇入湖的扇三角洲沉积ꎮ 这是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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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康苏凹陷沉积演化特征

Ｆｉｇ.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Ｋａｎｇｓｕ Ｓａｇ

一种典型的拉张构造背景下的断陷盆地沉积充填模

式(图 ５) [１４]ꎮ
２.２.２　 沉积特征

在盆地内ꎬ通过野外露头剖面观察、岩心描

述、岩石相识别建立了典型的沉积相序列ꎬ结合

地震相及测井沉积相研究ꎬ识别出了塔西南侏罗

系中下统主要发育冲积扇、扇三角洲、三角洲、湖
泊及沼泽 ５ 种沉积体系ꎮ 其中ꎬ冲积扇的特征为

粒度一般较粗ꎬ岩性以砾岩及砂砾岩等粗碎屑岩

图 ５　 昆仑山前断陷盆地沉积演化特征

Ｆｉｇ.５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ｉｅｄｍｏｎｔ ｆａｕｌｔ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Ｋｕｎｌｕｎ

为主ꎬ且分选和磨圆程度较差(图 ６) ꎻ扇三角洲

平原相主要为砾质或砂质辫状河道沉积ꎻ三角洲

沉积物主要为砂质ꎬ属于相对稳定沉积环境(图

７) ꎻ湖泊及沼泽表现为泥岩、炭质泥岩夹多层煤

层ꎬ属于潮湿气候条件下低能滨浅湖或湖湾地带

的沉积环境(图 ８) ꎮ
２.３　 沉积演化

塔西南自侏罗历的盆地演化可概括:初始沉降

期(塔里塔什组)、首次聚煤期(康苏组)、聚煤迁移

期(杨叶组和塔尔尕组)、气候变化期 (库孜贡苏
组)、强烈沉降超覆期和强烈沉降推覆期 ６ 个阶段ꎮ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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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康苏煤矿剖面莎里塔什组(Ｊ１ｓ)冲积扇沉积特征

Ｆｉｇ.６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ｆａｎ ｉｎ Ｋａｎｇｓｕ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ｌｉｔａｓｈｅ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图 ７　 喀拉吐孜煤矿中－下侏罗统沉积特征

Ｆｉｇ.７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ｅｒ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Ｋａｌａｔｕｚｉ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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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托云地区湖泊沼泽相沉积特征

Ｆｉｇ.８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ｓｗａｍｐ 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ｕｙｕｎ Ａｒｅａ

　 　 １)初始沉降期(莎里塔什组)ꎮ 塔西南侏罗纪－
早白垩世为陆相沉积环境ꎬ湖侵和沼泽化作用十分

显著ꎬ同时植被繁茂ꎬ发育多个相互分割的滨浅湖或

者沼泽ꎬ为厚煤层的赋存提供了优质的源岩条件ꎮ
早、中侏罗系植物群中以真蕨纲占优势ꎬ银杏纲次

之ꎬ苏铁纲比较发达ꎬ松柏纲也较繁盛ꎬ木科目仅占

一定份量ꎬ明显反映出亚热带－温带气候的地理特

征ꎮ 整个塔西南侏罗纪发育昆仑褶皱带、南天山褶

皱带和巴楚古陆 ３ 个大型剥蚀区ꎬ在 ３ 个隆起区发

育狭长的湖泊沼泽相沉积(图 ９) [１５－１７]ꎮ
早侏罗系早期为初始沉降期ꎬ侏罗纪的构造格

局较三叠纪有了很大变化ꎬ沉积范围大大扩展ꎬ在康

苏凹陷、克孜勒陶凹陷发育一套冲积扇和辫状河道

砂砾为主的沉积ꎬ在叶城－和田、和田布雅凹陷缺失

莎里塔什组沉积ꎮ 塔拉斯－费尔干纳大型走滑断裂

控制了这一时期的湖盆发育ꎮ 这一时期整体沉积具

有填平补齐的特征ꎬ为康苏组成煤打下良好的基础ꎮ
２)首次聚煤期(康苏组)ꎮ 康苏组沉积期与下

图 ９　 塔西南侏罗系莎里塔什沉积相展布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ｉｔａｓｈｅ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伏莎里塔什组粗碎屑岩整合接触ꎬ岩性为一套细碎

屑岩含煤沉积ꎬ反映了盆地的稳定沉降和湖面的扩

充特征ꎮ 早侏罗系早期为冲积扇的地方已成为扇三

角洲前缘并与湖滨地带合为一体ꎬ并发生广泛的聚

煤作用(图 ９)ꎮ
３)聚煤迁移期(杨叶组和塔尔尕组)ꎮ 受燕山 Ι

幕构造的影响ꎬ杨叶组沉积期聚煤中心向西北方向

迁移ꎮ 在康苏地区主要为滨浅湖沉积ꎬ在托云东北

部地区发育扇三角洲沉积ꎬ在其前缘托云煤矿发育

沼泽沉积ꎮ 在克孜勒陶凹陷西北部主要发育冲积扇

－扇三角洲沉积(图 １０)ꎮ 叶城－和田凹陷主要为滨

浅湖相沉积ꎬ在柯克亚地区发育半深湖相沉积ꎬ杜瓦

地区发育辫状河三角洲ꎬ和田布雅凹陷发育三角洲

平原环境ꎮ
塔尔尕组为中侏罗系晚期的沉积ꎬ古气候表现

为温暖潮湿向干旱、半干旱的变化趋势ꎬ表现出由弱

氧化环境向较强氧化环境过渡的明显趋势ꎮ
４)气候变化期(库孜贡苏组)ꎮ 上侏罗统库孜

贡苏组为干旱冲积扇相沉积ꎬ主要发育一套浅紫色

－紫红色砾岩、含砾钙质粗砂岩、钙质长石石英砂

岩、粉砂岩和泥岩沉积ꎬ反映干旱氧化的沉积环境ꎮ
由于侏罗纪晚期的构造运动ꎬ使得白垩纪沉积前有

明显的沉积间断ꎬ造成很多地方只保存了中－下侏

罗统ꎬ缺失了上侏罗统ꎮ
５)强烈沉降超覆期及强烈沉降推覆期ꎮ 在强

烈沉降超覆期间塔里木西南地区虽然为湖泊覆盖ꎬ
但沉降幅度不大ꎬ充填沉积了一套细碎屑岩－碳酸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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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塔西南侏罗系康苏组沉积相展布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盐岩和泻湖泥岩、膏泥岩和膏盐岩ꎬ发生频繁的振荡

性升降ꎬ构造活动相对稳定ꎮ 在强烈沉降推覆期间

塔西南构造运动最强烈时期ꎬ最大坳陷幅度近万米ꎬ
充填沉积厚度巨大ꎮ 这一时期不仅发生了坳陷带以

南各山系的推覆抬升ꎬ在坳陷带内也产生沿棋盘－
桑株断裂、和田断裂带的块断推覆ꎬ经这一时期的充

填演化ꎬ坳陷带基本填平补齐ꎮ

３　 聚煤主控因素

塔西南侏罗纪煤层受控于特殊的构造背景、沉
积特征ꎬ其主控因素主要为:①幕式构造运动控制聚

煤期的形成ꎻ②沉积环境对煤层空间展布的决定ꎻ③
高频气候变化旋回控制煤层的迁移ꎮ 区域性煤层的

形成主要受构造沉降、湖平面变化、沉积物供给以及

气候等因素的综合控制[１８－２１]ꎮ
３.１　 幕式构造运动控制聚煤期的形成

根据我国西北地区侏罗系、白垩系空间展布、地
层间的接触关系、相应的岩浆热事件和构造活动以

及邻区的有关资料[２２]ꎬ将西北地区燕山运动划分为

两期五幕ꎬ两期是指早期燕山运动(Ⅰ－Ⅲ幕)和晚

期燕山运动(Ⅳ－Ⅴ幕) [２３]ꎮ 两者在地质时代上分

别相当于侏罗纪与白垩纪ꎬ西北地区侏罗、白垩系之

间广泛分布有一清晰的构造界面ꎮ 与塔西南侏罗纪

聚煤密切相关是早期燕山运动(Ⅰ－Ⅲ幕)ꎬ其中燕

山Ⅰ幕构造运动造成了聚煤中心迁移ꎬ燕山Ⅱ幕构

造运动使盆地构造格局发生重大变革ꎬ从而导致了

盆地沉降中心和沉积中心向西北迁移ꎬ相应地形成

了康苏、杨叶 ２ 个聚煤期ꎬ聚煤中心亦随之有规律

变化ꎮ
１)燕山 Ｉ 幕ꎮ 发生在早、中侏罗系之间ꎬ此幕波

及面大ꎬ但强度较弱ꎮ 代表此幕的构造界面有河西

民勤和兰州阿干镇的中、下侏罗统间的角度不整合

接触(图 １１)ꎻ塔西南康苏组沉积期与杨叶组沉积期

之间在中侏罗系普遍有一次构造运动ꎮ

图 １１　 阿干镇地区中侏罗统地层接触关系示意

Ｆｉｇ.１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Ａｇａｎｚｈｅｎ Ａｒｅａ

２)燕山Ⅱ幕ꎮ 发生在中、晚侏罗系之间ꎮ 此幕

的构造界面有克拉玛依、莫索湾、玛纳斯等地的上侏

罗统齐古组不整合或平行不整合覆于中侏罗统头屯

河组之上ꎻ六盘山东中、上侏罗统呈角度不整合或平

行不整合接触ꎬ其他地区同时代的地层界面多为平

行不整合接触ꎮ
３)两期聚煤ꎮ 塔西南早－中侏罗系盆地的形成

受控于区域性塔拉斯－费尔干纳走滑断裂幕式构造

旋回的控制ꎬ晚三叠世塔拉斯－费尔干纳断裂开始

走滑运动ꎬ之后活动逐渐增强ꎬ晚侏罗系－早白垩世

和古近纪达到最高潮ꎮ 位于乌恰县 ＮＷ 方向托云地

区中发育的晚侏罗系－早白垩世和古近纪火山岩ꎬ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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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了塔拉斯－费尔干纳断裂在晚侏罗系－早白垩

世和古近纪时期发生了强烈的右旋走滑活动ꎮ
塔西南早－中侏罗系发生了两幕裂陷作用ꎬ裂

陷Ⅰ幕(印支运动晚期)控制了莎里塔什组－康苏组

的发育ꎬ裂陷Ⅱ幕(燕山Ⅰ幕运动)控制了杨叶－塔
尔尕组的形成ꎮ 盆地构造格局的改变及沉降中心的

迁移ꎬ裂陷Ⅰ幕时期盆地表现为北断南超ꎬ盆缘控制

性断裂为塔拉斯－费尔干纳和铁克里克断裂ꎮ 裂陷

Ⅱ幕时期盆地亦表现为北断南超的特征ꎬ但由于塔

拉斯－费尔干纳再次活动ꎬ使盆地构造格局发生重

大变革ꎬ从而导致了盆地沉降中心和沉积中心向西

北迁移ꎬ相应地形成了康苏、杨叶 ２ 个聚煤期ꎬ聚煤

中心亦随之有规律变化ꎮ
３.２　 沉积环境对煤层空间展布的决定

１)湖平面变化控制厚煤层的发育ꎮ 湖平面的

变化与海平面的变化相比ꎬ其影响和控制因素相对

复杂ꎬ它与全球海平面的周期性变化没有明显的对

应关系ꎬ主要受盆地形成演化的构造因素、古气候、
物源供给条件等控制[２４－２５]ꎮ 在每一次相对湖平面

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折期可容纳空间增加速率逐渐接

近或略高于泥炭堆积速率ꎬ从而在进积和退积转换

期的三角洲平原或於浅的滨浅湖区形成具有经济价

值的煤层ꎮ 以康苏组含煤准层序组为例进一步阐

释ꎬ含煤准层序组顶、底一般以洪泛面为界ꎬ下部一

般为滨浅湖相泥岩或(扇)三角洲前缘水下沉积ꎬ向
上逐渐於浅ꎬ顶部发育区域稳定分布的煤层ꎬ煤层顶

板多为湖相泥岩ꎬ代表成煤沼泽末期湖泊快速扩张ꎬ
湖水淹没沼泽ꎬ聚煤作用终止ꎮ

２)基底沉降控制煤体的形态ꎮ 早侏罗系燕山

Ⅰ幕构造期ꎬ盆地基底沉降速率逐渐加快ꎬ沉积体系

从冲积扇、河流向大型湖泊－曲流河三角洲演化ꎬ总
体为一个沉积物逐渐退积、粒度向上变细的正旋回

盆地充填过程ꎮ 早中侏罗系燕山 ＩＩ 幕构造期ꎬ盆地

基底沉降速率减缓ꎬ沉积体系由辫状河三角洲向辫

状河、冲积扇演化ꎬ总体为一个沉积物逐渐进积、粒
度向上变粗的反旋回盆地充填过程ꎮ 由于同沉积构

造运动具有方向性ꎬ聚煤区、乏煤区、过渡区在塔西

南地区呈北西向分布ꎮ 塔西南侏罗系中－下统在康

苏凹陷和昆仑山前形成 ４ 个沉积中心ꎬ呈北西－南
东向长条展布ꎮ 西北部乌恰县地区ꎬ侏罗系残余地

层厚度大ꎬ呈东西向展布ꎬ以库孜贡苏为中心ꎬ地层

最厚可达 ３ ０００ ｍ(图 １２)ꎮ
３)其他因素控制煤层的分布范围ꎮ 塔西南主

图 １２　 塔西南侏罗系残余厚度等值线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ｓｏｌｉｎｅ ｏｆ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煤层形成前的沉积充填格局及其对聚煤作用的影响

主要取决于如下几个因素ꎮ 首先ꎬ含煤段沉积始于

印支运动后形成的夷平面ꎬ凹陷较强烈部位被小型

砾质扇快速充填ꎬ盆地基本填平ꎬ古地貌反差降低ꎮ
其次ꎬ小型砾质扇的发散水流在扇前因坡度的减小

流速降低ꎬ使扇前不具备形成湖泊的条件ꎮ 再者ꎬ盆
地基底沉降比较缓慢ꎬ使扇前湿地的垂向加积速率

降低ꎬ为湿地大面积沼泽化、泥炭堆积和形成简单指

状形态的煤层提供了必要条件(图 １３) [２６]ꎮ

图 １３　 塔西南冲积扇和扇三角洲聚煤模式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ｆａｎ ａｎｄ ｆａｎ ｄａｌｔ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３.３　 高频气候变化旋回控制煤层的迁移

气候对高频旋回发育的控制:对于陆相湖盆而

言ꎬ湖平面相当于基准面ꎬ湖平面的变化主要受到气

候变化及幕式运动的控制ꎮ 煤层迁移模式:通过喀

拉吐孜矿区杨叶组煤层迁移模式(图 １４)ꎬ煤层的高

频次迁移主要受气候的高频率变化影响ꎬ具体表现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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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①高频气候变化造成的可容纳空间变化速率发

生改变是煤层迁移的主要因素ꎮ ②纵向上ꎬ在干旱

气候条件下向温暖湿润型气候转变的过程中ꎬ植被

由少逐渐增多[２７－２８]ꎮ 在河道边部生长的植被为之

后河流演变过程中发育的泥炭沼泽提供了良好的成

煤条件ꎬ如图 １４ 中 Ａ 点、Ｂ 点[２９－３１]ꎮ ③横向上ꎬ气
候由干冷型向暖湿型转变的过程中ꎬ湖平面随降水

量增大而升高ꎬ整个沉积体系发生亚相转变ꎬ如之前

位于岸上的沉积地层被湖水淹没ꎬ前缘泥炭沼泽中

形成的煤层被水下湖相沉积所覆盖ꎬ如图 １４ 中

Ｃ 点ꎮ

图 １４　 喀拉吐孜矿区杨叶组煤层迁移模式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Ｙａｎｇｙ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ａｌａｔｕｚｉ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４　 结　 　 论

基于塔里木盆地西南缘侏罗系中－下统层序地

层学、岩相古地理、原型盆地、聚煤规律的研究ꎬ取得

了以下 ３ 方面的认识ꎮ
１)塔里木盆地经历早二叠世晚期－三叠纪长期

挤压构造环境后ꎬ侏罗纪进入应力松弛的断陷盆地

构造发展阶段ꎮ 以塔拉斯－费尔干纳断裂为代表的

北北西向张扭断裂的活动是盆地形成的主要原因ꎬ

沿断裂在塔西南形成康苏走滑拉分盆地和昆仑山前

断陷盆地 ２ 种盆地充填模式ꎮ
２)塔西南地区自侏罗纪经历的盆地演化可概

括为ꎬ初始沉降期、首次聚煤期、聚煤迁移期、气候变

化期、强烈沉降超覆期和强烈沉降推覆期 ６ 个阶段ꎮ
康苏组为首次聚煤期ꎬ形成 ４ 个聚煤中心ꎬ此后杨叶

组沉积期受燕山Ⅰ幕构造的影响ꎬ聚煤中心向西北

方向迁移ꎬ形成 ３ 个聚煤中心ꎮ
３)塔西南侏罗系早 －中统聚煤主控因素为:

①构造方面主要由两期幕式运动控制ꎬ燕山Ⅰ幕控

制了莎里塔什组－康苏组的发育ꎬ燕山Ⅱ幕控制了

杨叶－塔尔尕组的形成ꎬ幕式运动造成聚煤中心的

迁移ꎻ②沉积环境方面主要由湖平面变化、基底沉

降、构造运动、以及相的形成过程中对煤层的厚度以

及煤体形态等的空间展布起决定性作用ꎻ③气候方

面主要由高频气候变化旋回控制了煤层的迁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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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塘湖煤田西山窑组含煤地层沉积特征与聚煤规律

冯　 烁１ꎬ何　 静１ꎬ吴　 斌２ꎬ陆星宇１ꎬ李万军２ꎬ张雨瑶１

(１ 新疆大学 地质与矿业工程学院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７ꎻ２ 新疆煤田地质局 一六一地质勘探队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９)

摘　 要:为了明确三塘湖煤田西山窑组主力煤层的富集成因ꎬ基于三塘湖煤田的钻孔、测井、古生物等

资料ꎬ通过对沉积相、沉积岩体叠置样式、岩相等变化将西山窑组划分为 １ 个四级层序及高位、湖侵、
低位 ３ 个体系域ꎬ建立了三塘湖煤田西山窑组地层格架ꎮ 研究结果表明:三塘湖物源主要来自西北部

的大哈莆提克山、北部的苏海图山和东北部的克孜勒塔格山ꎬ盆地沉积中心位于中部的汉水泉和条湖

凹陷区ꎮ 该时期的成煤环境主要以潮湿森林沼泽相及较浅覆水森林沼泽相为主ꎬ成煤植物主要由桫

椤科、苏铁科、松科为主的木本植物及少量海金沙科、紫萁科等草本植物构成ꎬ煤层主要分布在湖侵体

系域近最大湖泛面附近ꎬ辫状河三角洲间湾和湖湾以及下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地区是最有利的煤炭聚

集的沉积环境ꎮ
关键词:三塘湖煤田ꎻ西山窑组ꎻ层序地层ꎻ沉积ꎻ聚煤规律

中图分类号:Ｐ５３４.５２ꎻ Ｐ５３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３－２３３６(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４５－１１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ｃｏａ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ｔａｎｇｈｕ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ＦＥＮＧ Ｓｈｕｏ１ꎬＨＥ Ｊｉｎｇ１ꎬＷＵ Ｂｉｎ２ꎬＬＵ Ｘｉｎｇｙｕ１ꎬＬＩ Ｗａｎｊｕｎ２ꎬＺＨＡＮＧ Ｙｕｙａｏ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４７ꎬＣｈｉｎａꎻ
２.Ｎｏ.１６１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ꎬ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Ｂｕｒｅａｕꎬ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０９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ｃｌｅ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ｓｅａｍ ｉｎ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ｔａｎｇｈｕ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ꎬ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ꎬｌｏｇｇｉｎｇꎬ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ｔｎｇｈｕ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ꎬ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ꎬ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ｃｋ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ｍｏｄｅꎬ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ꎬｔｈｅ Ｘｉｓｈ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ｏ ａ ｆｏｕｒ ｇｒａｄｅ ｂｅ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ꎬａ ｔｈｒｅ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ꎬｌａｋｅ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ａ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ｎｔａｎｇｈｕ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ａｎｔａｎｇ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Ｄａｈａｐｕｔｉｋ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ꎬＳｕｈａｉｔ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ｒｔ ａｎｄ Ｋｅｚｉｌｅｔａｇ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Ｈａｎｓｈｕｉ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ｇ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ｉａｏｈｕ.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ꎬ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ｓｗａｍｐ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ｓｔ ｓｗａｍｐ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ꎬ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ｙａｔｈｅａｃｅａｅꎬｃｙｃａｄａｃｅａｅ ａｎｄ ｐｉｎａ￣
ｃｅａ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ｓꎬ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ｉｔｔｌｅ ｌｙｇｏｄｉａｃｅａｅꎬｏｓｍｕｎｄａｃｅａ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 ｓｅａｍ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ａｋｅ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ｎｅａｒ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ｅａꎬｔｈｅ ｄｅｌｔａ ｂａｙ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ｂ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ｌｔａ ｐｌ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ａｎｔａｎｇｈｕ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ꎻ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ꎻ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ａꎻ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ꎻ ｃｏ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０８ꎻ责任编辑:曾康生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１９９ / ｊ ｃｎｋｉ ｃｓｔ ２０１８ ０２ ０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６６２０１０)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资助项目(ＸＪＥＤＵ２０１６Ｓ０３８)
作者简介:冯　 烁(１９８７—)ꎬ男ꎬ新疆乌鲁木齐人ꎬ讲师ꎮ Ｅ－ｍａｉｌ:ａｙａｎａｍｉｂｏａ＠ １２６.ｃｏｍ
引用格式:冯　 烁ꎬ何　 静ꎬ吴　 斌ꎬ等  三塘湖煤田西山窑组含煤地层沉积特征与聚煤规律[Ｊ] 煤炭科学技术ꎬ２０１８ꎬ４６(２):４５－５５

ＦＥＮＧ ＳｈｕｏꎬＨＥ ＪｉｎｇꎬＷＵ Ｂｉｎꎬｅｔ 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ｃｏａ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
ｔａｎｇｈｕ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８ꎬ４６(２):４５－５５

０　 引　 　 言

新疆三塘湖煤田独特的沉积－构造背景及丰富

的煤炭资源ꎬ近年来倍受煤田地质学家的重视ꎮ

２００９ 年三塘湖煤田勘查开始ꎬ三塘湖煤田煤炭勘查

取得重大突破ꎬ截至目前ꎬ勘探工作获得 １ ０００ ｍ 以

浅资源量 ５ １４４ ３５６.３０ 万 ｔꎬ其中中侏罗统西山窑组

煤层(２—２０ 号)煤层资源量为 ３ ７３９ ２７２.７４ 万 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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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００ ｍ 以浅资源量 １ ２００ 亿 ｔꎮ 为我国“疆煤东

运”、“疆电东送”战略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资源保

障ꎮ 因对三塘湖盆地的研究程度极低ꎬ前期主要是

石油部门开展的构造演化、层序、沉积、生储盖等方

面的研究ꎬ其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条湖和马郎凹陷ꎮ
朱伯生等[１] 将三塘湖盆地地层划分为 ６ 个地震层

序ꎬ谢志清等[２]初次探讨了三塘湖盆地沉积层序及

其体系域特征ꎬ并依据盆地内各时代之间的不整合

接触关系ꎬ结合考虑各层序沉积组成与生物组合特

征ꎬ将三塘湖盆地的沉积盖层划分为 ７ 个层序序列ꎮ
李玮[３]把三塘湖盆地沉积盖层划分为 ３ 个一级层

序ꎬ在研究层段划分出 ４ 个二级层序、１０ 个四级层

序ꎮ 张冀等[４] 对三塘湖煤田中－下侏罗统煤层煤

质、煤岩进行了相关研究ꎬ但是针对三塘湖煤田全区

范围内的沉积环境、岩相古地理、聚煤规律等的研究

尚未深入ꎬ为此笔者深入地研究了三塘湖煤田下中

侏罗统西山窑组形成的古地理背景ꎬ建立了含煤岩

系层序地层格架ꎬ分析了层序格架下的聚煤特征和

富煤带迁移规律ꎬ为下一步三塘湖煤田煤炭资源勘

查开发提供有利的理论依据ꎮ

１　 区域地质概况

三塘湖盆地位于东天山北麓ꎬ北部邻近蒙古国

中低山区ꎬ南隔巴里坤低山与巴里坤含煤盆地相望ꎬ
盆地呈北西—南东向条带状夹峙于莫钦乌拉山与苏

海图山之间ꎬ盆地呈北西—南东向延伸ꎬ东西长 ５００
ｋｍꎬ南北宽约 ４６ ｋｍ[５]ꎮ 盆地总体呈两隆一拗格局ꎬ
自北向南可分为东北冲断隆起带ꎬ中央坳陷带ꎬ西南

逆冲推腹带ꎮ 其中中央凹陷区自西向东共划分为库

木苏凹陷ꎬ巴润塔拉凸起ꎬ汉水泉凹陷ꎬ石头梅突起ꎬ
条湖凹陷及岔哈泉凸起等Ⅱ级构造单元[６](图 １)ꎮ

三塘湖盆地自晚古生界起经历了:中、晚石炭

世—早二叠世碰撞前陆盆地、晚二叠世—三叠纪周

缘前陆盆地、侏罗纪—新生代类周缘前陆盆地[７]ꎮ
在中侏罗系含煤建造极为发育ꎬ形成了主要的西山

窑组聚煤期[８]ꎮ 西山窑组(Ｊ２ ｘ)整合或局部整合地

沉积在三工河组之上ꎬ岩性为灰绿、灰黄色泥岩ꎬ夹
煤层及菱铁矿结核ꎬ底部有砂岩、砾岩[８]ꎮ 其含煤

达 ２０ 余层煤层总厚度一般为 ２０~５０ ｍꎬ煤层多分布

于该组中下部ꎮ

图 １　 三塘湖盆地构造纲要图

Ｆｉｇ.１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ｍａｐ ｏｆ Ｓａｎｔａｎｇ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　 地层层序分析

２.１　 等时层序地层格架

三塘湖煤田中侏罗统西山窑组的地层划分对比

是以不整合面及沉积旋回为依据ꎬ同时考虑沉积物

岩性、颜色、沉积序列的叠置样式以及测井所反映的

沉积特征对沉积层序进行划分和对比[９－１０]ꎮ 根据识

别的层序界面可将三塘湖煤田中侏罗统西山窑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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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１ 个四级层序ꎬ并细分高位体系域(ＨＳＴ)、湖侵体

系域(ＥＳＴ)、低位体系域(ＬＳＴ)ꎮ
２.１.１　 层序界面识别

１) 西山窑组与头屯河组界面特征ꎮ 西山窑组

顶界面为燕山Ⅱ幕运动作用下北东侧的阿尔泰褶皱

山系进一步隆升ꎬ盆地沉降的构造不整合面ꎮ 造成

头屯河组以微角度不整合覆于西山窑组之上ꎬ标志

着三塘湖煤田乃至整个盆地性质的转变界面ꎮ 界面

之上以一套较稳定的黄绿色砂岩、灰黄色粉砂岩为

界(图 ２ａ)ꎮ 在测井曲线上表现为高电阻、低伽马的

特征ꎬ界面之下为灰白色含砾砂岩ꎬ测井上表现低电

阻、高伽马的特征ꎮ

图 ２　 层序界面及岩性、测井响应特征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ꎬ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ｏｇｇｉｎｇ

　 　 ２)西山窑组高位体系域与湖侵体系域界面特

征ꎮ 西山窑组高位与湖侵体系域界面为组内准层

序组叠加方式改变的自旋回界面ꎬ标志着沉积环

境由滨浅湖相向辫状河三角洲分流河道的转变ꎮ
界面之下湖侵体系域主要为灰黑色粉砂岩、炭质

粉砂岩、炭质泥岩夹煤层ꎬ测井上变现为中高伽

马ꎬ低电阻率ꎮ 界面之上高位体系域主要为灰色

粉砂岩ꎬ灰黑色粗砂岩ꎬ测井上变现为低伽马ꎬ高
电阻率(图 ２ｂ)ꎮ

３) 西山窑组湖侵体系域与低位体系域界面特

征ꎮ 西山窑组高位与湖侵体系域界面为组内由进积

向退积改变的自旋回界面ꎬ标志着沉积环境由低位

时期以辫状河三角洲为主的平原相细－粉砂质沉积

物转变为湖侵时期以滨湖相粉砂－泥质为主的泛湖

盆沉积ꎮ 界面之上湖侵体系域主要为灰黑色粉砂

岩、炭质粉砂岩、炭质泥岩夹煤层ꎬ测井上变现为中

高伽马ꎬ低电阻率ꎮ 界面之下高位体系域主要为灰

色粉砂岩ꎬ灰黑色炭质粉砂岩ꎬ测井上变现为低伽

马ꎬ高电阻率(图 ２ｃ)ꎮ
４) 西山窑组与三工河组界面特征ꎮ 三塘湖煤

田中侏罗统西山窑组底界标志明显ꎬ为一暴露不整

合冲刷面ꎬ下伏地层为三工河组凝灰黄色泥岩夹灰

绿色粉砂岩(图 ２ｄ)ꎮ 在测井曲线反映出较低伽马ꎬ
电阻率有较明显台阶的现象ꎮ 界面之上粒度变粗ꎬ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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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变浅ꎬ为灰白色细砂岩、粉砂岩ꎮ 反映水体由深

变浅ꎬ沉积环境由三工河组泛湖盆沉积转化为西山

窑组辫状河三角洲碎屑沉积ꎮ

图 ３　 三塘湖盆地西山窑组层序地层划分综合柱状

Ｆｉｇ.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ｎｔａｎｇｈｕ Ｂａｓｉｎ

２.１.２　 层序划分方案

本次研究通过三塘湖地区 ８ 口井的岩心描述、
层序地层划分及沉积相分析ꎬ２ 条野外露头地质剖

面的观察ꎬ１０ 条连井层序地层对比剖面的编制ꎬ对
全区石油、煤田部门井的钻测井资料进行了层序地

层学分析[１１]ꎮ 通过岩性剖面、测井相应等方面ꎬ可
以明显识别出研究区内西山窑组底部发育大型河道

冲刷面且岩性发生突变为一典型沉积转换面而西山

窑组与头屯河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ꎬ岩性由灰白色

细砂岩突变至灰黄色、灰绿色粉砂岩ꎬ所以将西山窑

组组划分为一个四级层序ꎬ根据地层叠置样式、岩
性、岩相变化以及古生物资料等细分出低位、湖侵和

高位体系域ꎬ揭示了西山窑组一次重要湖侵事件ꎬ清
晰反映了由水进→水退的沉积序列(图 ３)ꎬ此次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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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事件也成为了控制全区大规模煤层发育的最有利

因素ꎮ
２.１.３　 层序构型特征

西山窑组(ＳＱ１)低位体系域岩性为灰白色细砂

岩、灰色粉砂岩ꎬ湖侵体系域岩性主要为灰黑色炭质

泥岩与灰黑色炭质粉砂岩互层ꎬ高位体系域主要为

灰白色粗砂岩、粉砂岩、灰色细砂岩互层ꎬ在四级层

序内部构型上表现出明显的沉积韵律特点ꎮ 自下而

上沉积物粒度等沉积物特征表现为进积－退积－弱
加积的准层序组叠加方式ꎬ对应的沉积水体深度由

浅变深再缓慢变浅ꎬ形成沉积厚度为 ４００ ｍ 左右的

四级层序ꎮ 此外ꎬ由连井地层格架图可以看出ꎬ受构

造等因素的控制ꎬ西山窑地层厚度由汉水泉地区向

条湖地区逐渐增厚ꎬ条湖地区为该区的沉积中心ꎬ厚
度最厚可达 ５００ 多米ꎬ揭示了盆地西山窑组沉积中

心位于条湖地区(图 ４)ꎮ

图 ４　 ６８－３ 至 ４６０－１ 井联井层序沉积剖面

Ｆｉｇ.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Ｈｏｌｅ ６８－３ ｔｏ ４６０－１

３　 沉积环境分析

３.１　 边缘相识别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ꎬ三塘湖盆地即使

是泥炭最为发育的条湖地区ꎬ也可见到辫状河

三角洲相的粗碎屑沉积ꎬ例如在条湖地区 ３１０ －
２ 等井发现了大量的含砾粗砂岩沉积ꎬ在石头

梅地区 ２４２－１ 井也发现有辫状河三角洲相的发

育等ꎮ
因此ꎬ边缘相的范围界定了盆地内煤层的

发育范围ꎮ

３.２　 沉积相类型及特征

通过分析识别出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湖
泊、沼泽等 ４ 种主要沉积相类型ꎬ主要介绍扇三角

洲ꎬ辫状河三角洲ꎬ湖泊相的特征ꎮ
１) 扇三角洲ꎮ 研究区常见扇三角洲平原和扇

三角洲前缘 ２ 个亚相类型ꎮ 前者主要发育辫状分流

河道、分流河道间微相和河漫滩微相ꎮ 后者主要发

育水下分流河道、分流河道间微相ꎬ水下分流河道相

岩性以含砾砂岩、粗砂岩、中砂岩为主ꎬ具有清楚的

槽状、楔状交错层理ꎬ代表有较高能量的水流环境ꎬ
１８－２ 井上部如图 ５ 所示ꎮ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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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沉积相岩心识别图版

Ｆｉｇ.５　 Ｐｌａｔｅ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２)辫状河三角洲ꎮ 研究区常见辫状河三角洲

平原、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亚相类型ꎬ在三塘湖地区

中侏罗统中ꎬ沼泽可分为河流沼泽、辫状河三角洲

平原沼泽和湖泊沼泽ꎬ以辫状河三角洲平原沼泽

尤其发育ꎮ 辫状河三角洲主要是通过辫状河携带

大量粗粒沉积物在地形转折的基部泄入停滞水体

而形成ꎬ其河流量具有突发性和变化大的特点ꎬ反
映在地层中主要以粗粒的砾石质河流与细粒的湖

泊沉积ꎮ
本区的辫状河三角洲平原沼泽相为潮湿气候

下发育的一套含煤沉积ꎬ广泛发育的分流河道废

弃之后形成良好的聚煤场所ꎮ 由于不均匀沉降作

用的影响ꎬ造成局部煤层夹矸较多ꎮ 随着基底沉

降ꎬ水位升高ꎬ聚煤作用中止ꎮ 区内可采的西山窑

组 １４－２０ 号煤层就是在这一环境中形成ꎬ如图 ６
中 ６１２－２ 井全段所示ꎮ

３) 湖泊相ꎮ 西山窑组湖泊相主要发育滨湖亚

相ꎬ其位于洪水期岸线与枯水期岸线之间ꎬ水位降低

时期广泛的湖岸线范围内形成了良好的泥炭沼泽发

育环境ꎬ水位升高ꎬ聚煤作用终止ꎮ 区内可采的 ８－９
号煤层就是在这一环境下形成的ꎮ 如图 ７ 中 ３１０－２
井中段所示ꎮ

４　 沉积演化结果讨论

４.１　 西山窑组沉积演化

通过砂岩百分含量图、砾岩分布图的编制及重

矿物组分的分析明确了三塘湖盆地物源来自西北部

的大哈莆提克山、北部的苏海图山和东北部的克孜

勒塔格山ꎬ盆地沉积中心位于中部汉水泉和条湖凹

陷区ꎬ整个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前缘带即围绕这 ２ 个

沉积中心呈环带状展布ꎬ由于喜山期的逆冲推覆运

动ꎬ导致三塘湖盆地西南一侧的深湖相沉积物被剥

蚀ꎬ整个聚煤带体现出环绕沉积中心展布的规律ꎮ
三塘湖盆地西山窑组从早期至晚期的沉积物形成由

粗到细再到粗的沉积旋回ꎬ沉积相从辫状河三角洲

相变为湖泊相ꎬ再转为辫状河三角洲相的过程ꎮ
西山窑组低位时期继承了三工河组广泛湖盆的

发育ꎬ整体趋近于稳定的湖泊三角洲环境ꎬ湖盆沉积

中心位于盆地西北部ꎮ 库木苏矿区深湖范围减小ꎬ
扇三角洲前缘相分布范围扩大ꎬ汉水泉矿区北部物

源较为充足ꎬ条湖区为 ２ 个的大型辫状河三角洲沉

积ꎮ 此时表现为沉积物不断被搬运到盆地中心ꎬ在
进积充填过程中湖盆逐渐萎缩ꎬ在低位体系域早期

附近形成薄层泥炭堆积(图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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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三塘湖盆地 ＳＱ１－ＬＳＴ 沉积相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Ｑ１(ＬＳＴ) ｉｎ Ｓａｎｔａｎｇｈｕ Ｂａｓｉｎ

　 　 湖侵时期沉积中心继续向东南迁移ꎬ使得库木

苏以及汉水泉北部辫状河三角洲连成一片ꎬ滨湖砂

相面积也逐渐增加ꎬ大面积分布泥炭沼泽ꎮ
石头梅矿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相面积减小ꎬ其

东南部主要发育深湖－半深湖相沉积ꎮ 条湖矿区成

为此时新的沉积中心ꎬ东北部辫状河三角洲面积继

续减小ꎬ滨湖砂相消失ꎬ主要为半深湖－深湖沉积ꎮ
此时位于深湖相泥炭沼泽堆积被湖侵作用打断ꎬ而
滨岸线附近泥炭沼泽堆积区则被迅速掩埋ꎬ有利于

形成稳定分布的 ９ 号煤层(图 ７)ꎮ

图 ７　 三塘湖盆地 ＳＱ１－ＥＳＴ 沉积相

Ｆｉｇ.７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Ｑ１(ＥＳＴ) ｉｎ Ｓａｎｔａｎｇｈｕ Ｂａｓｉｎ

　 　 高位时期深湖相面积减小ꎬ西面的库木苏、
汉水泉矿区湖相面积减小ꎬ取而代之是辫状河三

角洲和滨湖砂相沉积ꎮ 石头梅北部滨湖砂相与

汉水泉矿区连成一片ꎬ辫状河三角洲面积相对增

加ꎮ 条湖矿区由于物源较充足ꎬ发育一个规模较

大的辫状河三角洲垛叶体ꎬ随着区域构造应力的

回返ꎬ导致本区坳陷盆地整体抬升ꎬ西山窑组顶

部主要发育粒序较粗的辫状河三角洲相沉积ꎮ
聚煤作用有所减弱ꎬ受河流冲刷、湖泛的影响ꎬ煤

层侧向变薄尖灭现象显著ꎮ 高位体系域之上头

屯河组以河流相为主ꎬ气候趋近于干热ꎬ含煤盆

地沉积至此结束(图 ８) ꎮ
４.２　 层序格架下的聚煤特征

煤层发育受很多地质条件的控制ꎬ最重要的

是基底沉降和沉积环境 [１１] ꎬ前者包括构造活动

的强度和频率ꎬ后者包括沉积时的岩相古地理条

件、古地貌、古植被 [１２] 、古气候、泥炭沼泽类型和

沼泽中的水体深度以及地球化学条件等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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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三塘湖盆地西山窑组 ＳＱ１－ＨＳＴ 沉积相

Ｆｉｇ.８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Ｑ１－ＨＳＴ ｉｎ Ｓａｎｔａｎｇｈｕ Ｂａｓｉｎ

　 　 其中泥炭的堆积和保存需要足够高的水位以覆

盖正在腐烂的植物并阻止其被氧化ꎬ同时水位又要

足够低以确保活着的植物不被淹死ꎬ即可容空间变

化速率必须与泥炭沉积速率保持某种平衡关系ꎬ才
有利于泥炭的堆积和保存[１３]ꎮ 所以层序地层学就

是研究可容纳空间的变化速率、可容空间产生速率

与泥炭堆积速率之间的平衡是聚煤作用的充分条

件ꎬ这种平衡保持时间的长短决定了煤层的厚度亦

即聚煤作用强度[１４－１５]ꎮ 三塘湖煤田中侏罗统西山

窑组煤层受控于 ３ 大因素ꎬ分别是:①古气候下的古

植被生长规律ꎬ控制泥炭生产力、泥炭类型及煤层单

层厚度ꎻ②沉积环境变化ꎬ主要影响有利沉积相带的

展布ꎻ③可容空间变化ꎬ主要影响泥炭生长、保存的

有利空间ꎮ ３ 个条件控制着泥炭输入与沉积以及控

制泥炭保存与演化ꎮ
４.１.１　 古植被与沼泽环境

根据孢粉资料显示ꎬ木本植物的孢粉数量在垂

向上显示出了 ３ 个先增大后减小的周期性变化ꎬ与
沉积环境反映出的规律完全吻合ꎬ而草本植物孢粉

的数量变化规律与木本植物孢粉相反ꎮ 孢粉的含量

可以更加精确地表征原始泥炭沼泽的类型ꎬ其中在

９ 号煤层上段、１４ 和 １９ 号煤层ꎬ木本植物孢粉含量

极高ꎬ表明木本植物在成煤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ꎬ除
９ 号煤层下段、１７ 和 ２２ 号煤层草本植物孢粉较高的

含量表明了草本植物向泥炭沼泽提供了主要的原

料ꎬ其余煤层的沼泽均是以草本、木本植物混合型的

沼泽为主ꎮ
从表 １ 反映出:三塘湖煤田汉水泉区西山窑组

主采煤层的孢粉测试结果表明:研究区成煤沼泽主

要由海金沙科(０ ~ ２８.６％)、紫萁科(７.７％ ~ ４３.４％)
为主的草本植物和桫椤科(０ ~ １４.３％)、苏铁科(１.
９％~１４.３％)、松科(０ ~ ３８.６％)为主的木本植物构

成ꎬ其中又以 ７、９、１４ 号煤层是以紫萁科为主的泥炭

沼泽ꎬ８、１３、１５、１８、１９、２０ 号煤层是以松柏科为主的

泥炭沼泽ꎬ１７ 号煤层是以海金沙科为主的泥炭沼

泽ꎬ２２ 号煤层泥炭沼泽的原料中紫萁和海金沙科共

同占据着主导地位为特征ꎮ

三塘湖煤田西山窑组孢粉组合类型主要以

Ｌｅｉｏｔｒｉｌｅｔｅｓ－Ｃｙａｔｈｉｄｉｔｅｓ －Ｏｓｍｕｎｄａｃｉｄｉｔｅｓ － Ｃｙｃａｄｏｐｉｔｅｓ －
Ｐｉｎｕｓ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为主[１６]ꎬＯｓｍｕｎｄａｃｉｄｉｔｅｓ 依旧在蕨类植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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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占据主导地位ꎬ它在中生代尤其是早－中侏罗系

达到了繁殖的巅峰ꎬ作为侏罗系标志性植物的 Ｃｙａ￣
ｔｈｉｄｉｔｅｓ 含量显著增加ꎬ裸子植物中 Ｐｉｎｕｓ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含

量占优[１７]ꎮ 三塘湖煤田西山窑组早期ꎬ随着基底上

升ꎬ盆地地貌被广泛准平原化ꎬ区内沉积环境全面转

变为湖泊环境ꎬ表明在中侏罗系早期气候温暖潮湿ꎬ
适宜本区的植物生长ꎬ高山地带生长着松科、罗汉松

科等高大的针叶植物[１８]ꎬ并伴有苏铁、南洋杉科等常

绿阔叶植物ꎬ湖岸边广泛生长着矮小的桫椤科ꎮ
桫椤、石松、卷柏等草本树蕨类植物无次生

木质部组织或者次生木质部组织不发育ꎬ多发育

薄壁组织和表皮细胞ꎬ这些组织抗分解能力差ꎬ
不容易保存下来ꎬ在潮湿的还原环境下容易形成

基质镜质体和碎屑状显微组分 [１９] ꎮ 而杉类、银
杏、松柏苏铁等木本裸子植物茎干的次生木质部

组织较为发育ꎬ不容易被分解、破坏ꎬ在潮湿的还

原环境下容易形成均质镜质体和结构镜质体ꎮ
桫椤科和紫萁科的植物都适合在温暖潮湿的环

境下生活ꎬ综合分析研究区西山窑组的孢粉化

石ꎬ其古植物生长的潮湿程度从沼生到中生不

等ꎬ中生环境植物均为松科植物ꎬ它们可以抵御

短时间的干旱ꎬ结合当时的环境来看ꎬ这些松科

植物生长在汉水泉区北侧的高山上ꎬ紫萁生长在

山地森林的边缘或者坡地的草丛中ꎬ而桫椤科植

物则生长在湖岸边上ꎬ它们生长所处的气候类型

主要为热带－亚热带的温暖气候ꎬ雨水供给充足ꎬ
气候适宜植物茂盛的生长ꎬ为成煤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ꎮ 后期湖侵的发生ꎬ导致植被被水淹没ꎬ松
科、苏铁等木本植物则形成了浅覆水的潮湿森林

沼泽ꎬ个别生长在湖岸边的木本植物形成了深覆

水的森林沼泽ꎬ相对矮小的紫萁形成了覆水浅的

低位泥炭沼泽ꎬ而湖岸边的桫椤则形成了深覆水

的低位泥炭沼泽 [２０] ꎮ
４.１.２　 沉积环境与可容空间

沉积环境决定了聚煤作用有利相带的分布范

围ꎬ同时也为泥炭富集提供物质基础ꎬ是聚煤作用主

要决定因素之一[２１]ꎮ 三塘湖煤田西山窑组自下而

上砂岩厚度由厚变薄再缓慢变厚ꎬ反映了进积－退
积－弱加积的沉积规律ꎬ主要聚煤区位于滨浅湖相ꎬ
其次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相ꎬ因此ꎬ可以用砂岩厚度

值与聚煤作用强度相关性反映沉积环境对聚煤作用

的控制ꎮ
从图 ９ 中可以看出ꎬ三塘湖煤田聚煤作用曲线

随砂岩厚度单调下降ꎬ中心主要位于滨浅湖ꎬ向上辫

状河三角洲作用略有增强ꎮ

图 ９　 三塘湖盆地西山窑组含煤系数与沉积速率关系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ａ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ｎｔａｎｇｈｕ Ｂａｓｉｎ

此时区域内主要聚煤中心皆为滨浅湖沉积环境

下较为稳定的泥炭沼泽中ꎮ
总体看来ꎬ位于泛湖盆边缘的三塘湖盆地在湖

侵时期水位上升速率不快ꎬ在较大范围内可形成可

容空间变化速率与泥炭堆积速率之间的长期平衡关

系ꎬ而高位与低位时期ꎬ周边物源供给反而破坏了这

种平衡[２２]ꎬ这也就是西山窑时期湖侵体系域要明显

高于高位及低位时期的根本原因ꎬ说明有利于煤和

碳质泥岩聚集的环境是沉降速率中等、陆源碎屑供

给相对较少的辫状河三角洲间湾和湖湾以及辫状河

下三角洲平原地区ꎮ
综上所述ꎬ三塘湖煤田西山窑组聚煤期主要

分布于湖侵体系域末期(图 １０)ꎬ该时期存在较快

的可容空间增加速率与较快的泥炭堆积速率之间

的平衡ꎬ从而有利于厚煤层的聚集ꎮ 同时ꎬ三塘湖

煤田在西山窑时期气候温暖潮湿ꎬ有利于植物生

长繁殖ꎬ在构造稳定沉降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巨厚

的含煤岩系ꎮ 当然ꎬ部分学者认为湖侵期不利于

成煤[２３] ꎬ湖侵体系域形成于湖平面快速上升、陆源

碎屑供给不断减少、可容空间增长率明显大于泥

炭堆积率的条件下ꎬ故研究区湖侵体系域期间煤

层不发育ꎮ 但是三塘湖盆地中央凹陷区内并没有

大面积深湖－半深湖相沉积ꎬ此时三塘湖盆地位于

准噶尔－吐哈泛湖盆的边缘[２４－２５] ꎬ可容纳空间虽然

增大ꎬ但是在泛湖盆边缘的三塘湖并不明显ꎬ相对

的此时的水位有利于覆盖及保存已经腐烂的植物

防止其被氧化ꎬ同时ꎬ由于汉水泉北部、条湖东北

部物源持续供给ꎬ使得在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废弃

河道上依旧不断生长着植物ꎬ为形成泥炭沼泽提

供了较有利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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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三塘湖盆地西山窑组 ＥＳＴ 煤层等厚线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ＳＴ) ｉｎ Ｓａｎｔａｎｇｈｕ Ｂａｓｉｎ

５　 结　 　 论

１) 三塘湖煤田西山窑组含煤岩系形成于辫状

河三角洲半湖泊体系ꎬ发育 １ 个四级层序ꎬ下分高

位、湖侵、低位体系域ꎬ先后经历了辫状河三角洲化

(低位)—湖泊沼泽化(湖侵)—辫状河三角洲化的

过程(高位)ꎮ
２) 三塘湖煤田西山窑组沉积时期ꎬ主要物源供

给方向来自于北部ꎬ并且由于燕山运动末期东北部

盆地隆升使得沉积中心由西北部汉水泉区域逐渐迁

移至东南部条湖地区ꎮ 西山窑组早期聚煤中心位于

西北部汉水泉凹陷ꎬ中、晚期逐渐过渡至东南部条湖

凹陷ꎬ煤层厚度也有自下而上逐渐变薄ꎬ自东向西逐

渐变厚的趋势ꎮ
３) 在三塘湖煤田西山窑组含煤岩系中ꎬ煤层大

多分布在最大湖泛面附近的湖侵体系域末期ꎬ该时

期煤层孢粉组合类型主要为 Ｌｅｉｏｔｒｉｌｅｔｅｓ－Ｃｙａｔｈｉｄｉｔｅｓ－
Ｏｓｍｕｎｄａｃｉｄｉｔｅｓ－Ｃｙｃａｄｏｐｉｔｅｓ －Ｐｉｎｕｓ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ꎬ其中 ７、
９、１４ 号煤层是紫萁型泥炭沼泽ꎬ８、１３、１５、１８、１９、２０
号煤层是松柏型泥炭沼泽ꎬ１７ 号煤层是海金沙型泥

炭沼泽ꎬ２２ 号煤层则是紫萁和海金沙混合型泥炭沼

泽ꎻ此外ꎬ较快的可容空间增加速率与较快的泥炭堆

积速率之间的相对平衡ꎬ有利于厚煤层的聚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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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厚煤层沉积间断面的综合判别方法与成因模式

王东东１ꎬ侯懿隽１ꎬ刘海燕１ꎬ吕大炜１ꎬ刘炳强２

(１ 山东科技大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ꎬ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５９０ꎻ２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基于巨厚煤层沉积间断面识别困难的现状ꎬ为了更加准确、可靠地识别巨厚煤层的沉积间断

面ꎬ以鄂尔多斯盆地彬长煤田延安组 ４ 号巨厚煤层为例ꎬ采用测井数据分析、煤岩煤质分析、有机质稳

定碳同位素分析、一维连续小波变换以及米兰科维奇旋回识别方法ꎬ开展巨厚煤层沉积间断面的综合

判别和间断面发育的控制因素研究ꎬ提出了一套定量判别巨厚煤层沉积间断面的方法体系ꎮ 研究结

果表明:对不同判别方法识别出的间断面予以赋值、加权和计分ꎬ并通过米兰科维奇旋回识别查明了

沉积间断面发育的控制因素———偏心率ꎬ这使得巨厚煤层内部间断面的判别结果更加定量化和更具

可靠性ꎮ 据此ꎬ初步提出了滨岸带原地堆积巨厚煤层内部沉积间断面的成因模式ꎮ
关键词:巨厚煤层ꎻ沉积间断面ꎻ彬长煤田ꎻ成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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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煤层厚度分类中ꎬ单煤层厚度大于 ８ ｍ 的煤

层称为巨厚煤层[１]ꎮ 世界范围内发现了许多厚度

巨大的煤层ꎬ比如我国胜利煤田早白垩世煤系中单

煤层厚度可达 ２４４.７ ｍꎬ前苏联齐良宾煤田科尔金矿

区中三叠系单煤层厚度可达 ２００ ｍ[２]ꎬ巨厚煤层的

成因机制一直是煤地质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ꎮ 根据

传统的观点ꎬ厚煤层的形成是泥炭堆积速率与构造

沉降速率长期处于均衡补偿状态的产物[３－５]ꎮ 众所

周知ꎬ从泥炭到煤层的演化过程中是不断压实和生

排烃的过程ꎬ泥炭(煤)的物质不断压实减少ꎬ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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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泥炭(煤)的厚度不断减小ꎮ 目前ꎬ学者对泥炭到

煤层的压缩比例的认识不统一ꎬ压缩比例范围变化

较大[６－８]ꎬ从 ３０ ∶ １ 到 １１ ∶ １ 到１.２ ∶ １.０ꎮ 按照这几

个比例ꎬ形成超过 ２００ ｍ 的单煤层ꎬ至少需要泥炭层

２４０ ｍꎬ最大可达 ６ ０００ ｍꎻ连续形成厚度如此之大的

泥炭而没沉积间断ꎬ其作用机制还有待商榷ꎮ 据统

计ꎬ目前世界上最厚的单泥炭层约 ２０ ｍ[９]ꎬ这势必

难以解释泥炭连续沉积形成巨厚煤层的过程机制ꎬ
同时也是对“将今论古”思想的挑战ꎮ

Ｊａｒｒｅｔｔ 等[１０]认为目前对于巨厚煤层的成因存

在一个普遍的误解:即“巨厚煤层是由一个古泥炭

沼泽体形成的ꎬ且为连续、等时的泥炭聚积记录”ꎮ
实际上ꎬ巨厚煤层中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间断面

(Ｈｉａｔ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ꎬ根据煤岩煤质特征可以识别出暴

露间断面(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Ｈｉａｔ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和淹没间断面

(Ｄｒｏｗｉｎｇ Ｈｉａｔ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ꎬ或者 Ｓｈｅａｒｅｒ 等[１１] 划分出

的非有机质层段(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ａｒｔｉｎｇ)、氧化层段(Ｏｘｉ￣
ｄｉｚｅｄ ｐａｒｔｉｎｇ)和降解－非氧化有机层段(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ｖｅ
ｎｏｎ－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ａｒｔｉｎｇ)ꎮ 王国力等 [１２]研究发

现巨厚煤层是由“填积型”和“退积型”煤层叠加而

成的ꎮ 李晶等[１３] 在巨厚煤层内部识别出了水进水

退含煤小旋回ꎬ认为巨厚煤层垂向上由水退－水进

含煤小旋回叠加构成ꎮ 庄军等[１４] 认为不同泥炭沼

泽类型(低位沼泽、中位沼泽、高位沼泽)相互演化、
叠加ꎬ进而发育形成了巨厚煤层ꎮ

可见ꎬ国内外的煤地质学者已经认识到巨厚煤

层内部存在沉积间断面的事实ꎬ将巨厚煤层的成因

机制的认识推进了很大一步ꎮ 但目前对巨厚煤层沉

积间断面的研究程度较为薄弱ꎬ主要依靠密集的煤

层取样和定量的煤岩煤质测试数据进行定性的识

别ꎮ 单一方法识别出的结果其可靠性值得商榷ꎬ且
需要依靠野外密集采样和大量试验测试ꎬ采样条件

苛刻、测试成本高ꎬ存在诸多限制条件ꎬ鉴于此ꎬ笔者

以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彬长煤田延安组 ４ 号巨厚煤层

为例ꎬ介绍一种综合识别巨厚煤层沉积间断面的定

量化方法ꎬ并研究了巨厚煤层沉积间断面发育的控

制因素ꎬ进而初步提出了巨厚煤层沉积间断面的成

因模式ꎮ

１　 区域地质概况

鄂尔多斯盆地是中国中北部大型的中新生代坳

陷盆地ꎬ盆地周围被秦岭、六盘山、贺兰山、大青山及

吕梁山环绕ꎬ彬长煤田位于该盆地西南部 ꎬ成煤期

在煤田内存在几个古隆起ꎬ没有地层沉积ꎬ在一定程

度上提供了物源ꎻ彬长煤田的大佛寺煤矿位于该煤

田的南部(图 １ａ)ꎮ

图 １　 鄂尔多斯盆地彬长煤田地质简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Ｂｉｎｃｈａｎｇ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彬长煤田的含煤地层是中侏罗统延安组ꎬ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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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砂岩、泥岩、煤层等ꎮ 延安组可以划分为 ５ 个

段ꎬ自下而上为延一段到延五段ꎬ每个段上部发育一

个煤组ꎬ下部以砂岩沉积为主ꎻ彬长煤田延安组地层

剥蚀严重ꎬ仅保留下部 ２ 个地层段(图 １ｂ)ꎮ 大佛寺

煤矿延安组煤层普遍较厚ꎬ本次的研究对象是彬长

煤田大佛寺煤矿 ＺＫ１ 钻孔中的延安组一段 ４ 号巨

厚煤层ꎬ单层厚度 １１.３ｍꎬ主要的成煤环境为河漫沼

泽、滨湖沼泽等(图 １ｂ)ꎮ
彬长煤田延安组一段 ４ 号煤中的孢粉主要发育

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ｏｓ－Ｃｙａｔｈｉｄｉｔｅｓ ｍｉｎｏｒ 孢粉组合ꎬ裸子植物花

粉含量高于蕨类植物孢子ꎬ以 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 花粉含量

高为特色ꎬＣｙａｔｈｉｄｉｔｓ ｍｉｎｏｒ 孢子也占重要比例ꎬ反映

出成煤植物主要为蕨类和裸子植物[１５]ꎮ 一般认为

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 的母体植物主要为掌鳞杉科ꎬ一般出现

在干旱炎热的气候条件[１６－１８]ꎬ也能适应潮湿气

候[１９]ꎻ而 Ｃｙａｔｈｉｄｉｔｓ ｍｉｎｏｒ 孢子母体植物主要为桫椤

科和蚌壳蕨科(部分)ꎬ主要生长在潮湿的热带和亚

热带[２０]ꎮ 古植物孢粉、孢子组合等特征ꎬ反映了延

安组 ４ 号煤层成煤期古气候环境的复杂性ꎻ成煤沼

泽以森林沼泽为主ꎬ局部存在草本植物相对富集的

沼泽环境ꎮ 该时期植物群落的发育情况ꎬ反映了成

煤期主要为暖温带－亚热带气候ꎮ

２　 资料准备与分析方法

２.１　 资料准备

１)巨厚煤层按照一定间距自下而上系统密集

采样当煤层厚度小于等于 ５０ ｍ 时ꎬ间距为 ０.２ ~ ０.５
ｍꎬ当煤层厚度超过 ５０ ｍꎬ采样间距扩大到 １ ｍꎻ如
果采样前能识别出米兰科维奇旋回ꎬ则保证岁差控

制的煤沉积旋回厚度内采样数不少于 ３ 个ꎬ各样品

分别进行煤岩煤质测试、微量元素测试和有机质稳

定碳同位素测试ꎻ彬长煤田延安组 ４ 号煤层采样间

距为 ０.５ ｍꎬ共计 ２２ 个样品ꎮ
２)系统收集巨厚煤层层位的测井数据ꎮ 彬长

煤田延安组 ４ 号煤层系统收集了补偿中子、自然伽

马、岩性密度等测井数据ꎮ
２.２　 沉积间断面识别方法

１)依据样品的煤岩煤质测试、微量元素测试和

有机质稳定碳同位素测试数据ꎬ分别用煤岩煤质组

分判别法、特征微量元素判别法、有机质稳定碳同位

素判别法、测井数据一维连续小波变换判别法进行

沉积间断面识别ꎬ并得出识别结果ꎮ
２)对巨厚煤层补偿中子测井数据一维连续小

波变换分析ꎬ识别沉积间断面ꎬ得出分析结果ꎮ
３)对巨厚煤层的自然伽马和岩性密度测井数

据进行米兰科维奇旋回判别法分析:计算巨厚煤层

中受米兰科维奇旋回的岁差、斜率和偏心率控制的

煤沉积旋回的个数ꎬ与煤岩煤质组分判别法、特征微

量元素判别法、有机质稳定碳同位素判别法、测井数

据一维连续小波变换判别法识别的沉积间断面所限

定的旋回个数相比较ꎬ进而得到各沉积间断面的综

合可靠程度ꎮ

３　 间断面类型与判别方法

３.１　 间断面类型划分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将沉积间断面识别的

可行性ꎬ可划分了 ２ 种典型的沉积间断面ꎮ
１)水进型间断面ꎮ 泥炭堆积过程中ꎬ水位逐渐

上升、水体加深ꎬ导致泥炭堆积出现欠补偿ꎬ水体加

深使得成煤环境较为潮湿、且偏向还原环境ꎬ之后水

位逐渐降低ꎬ泥炭堆积逐渐转变为均衡补偿甚至过

补偿ꎬ在这个转折时期ꎬ泥炭可能连续堆积ꎬ向湖

(海)方向可能被湖相(海相)泥岩沉积代替ꎬ这个转

折面称为“水进型间断面”ꎮ
２)水退型间断面ꎮ 泥炭堆积过程中ꎬ水位逐渐

下降、水体变浅ꎬ导致泥炭堆积出现过度补偿ꎬ水体

变浅使得成煤环境较为干燥、且偏向氧化环境ꎬ甚至

部分泥炭暴露氧化ꎻ之后ꎬ水位逐渐升高ꎬ泥炭堆积

逐渐过渡为均衡补偿甚至欠补偿ꎬ在这个转折时期ꎬ
泥炭可能连续堆积ꎬ向岸方向也可能因暴露而终止

堆积ꎬ这个转折面称为“水退型间断面”ꎮ
３.２　 间断面判别方法解析

３.２.１　 煤岩煤质组分判别法

煤的显微组分种类和含量是反映煤成因的基本

标志ꎮ 一般认为ꎬ镜质组是由植物的根、茎、叶在覆水

还原的条件下ꎬ经凝胶化作用形成的ꎻ但在干热的氧

化沼泽环境下ꎬ植物的根、茎、叶主要发生丝炭化作

用ꎬ形成惰质组[２１]ꎮ 如果泥炭沼泽水位高、较深覆水

和潮湿的微环境ꎬ泥炭化作用以凝胶化作用为主ꎬ形
成的泥炭转变成煤后镜质组含量就高ꎻ反之如果泥炭

沼泽水位低ꎬ干燥微环境居多ꎬ以丝炭化作用为主ꎬ丝
炭化作用发生在有机质沉积前或者沉积后的泥炭表

层ꎬ丝炭化方式包括炭化、氧化、腐败作用等[２２]ꎬ最后

形成的泥炭转变成煤后惰质组含量就高ꎮ 暴露间断

面明显或者氧化层段ꎬ惰质组、壳质组和矿物质含量

较高、镜质组 /惰质组比值(简称镜惰比)较小ꎬ在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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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间断面或降解－非氧化有机层段ꎬ镜质组含量很高ꎬ
惰质组、壳质组和矿物质含量较低、镜 /惰比较大ꎮ 因

此ꎬ煤中镜惰比大小ꎬ反映了泥炭沼泽总体或一定范

围内氧化－还原环境的总体面貌ꎬ进而可判断泥炭沼

泽潮湿－干燥的程度ꎬ煤中镜惰比亦可称为潮湿系数ꎮ
水进型间断面表现为“两高一低”ꎬ水退型间断

面则恰恰相反ꎬ表现为“两高三低”ꎮ “两高一低”指
高镜质组体积百分含量、高镜惰比ꎬ低惰质组体积百

分含量ꎻ“一高两低”指高惰质组体积百分含量ꎬ低镜

质组体积百分含量、低镜惰比ꎮ 无机矿物组分体积百

分含量与间断面类型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ꎬ但在间断

面处往往表现为相对的高值或低值ꎮ 以彬长煤田延

安组 ４ 号煤层为例ꎬ可以识别出 ４ 个水进型沉积间断

面ꎬ编号依次为 Ｔ１、Ｔ２、Ｔ３、Ｔ４ 和 ３ 个水退型间断面ꎬ
编号依次为Ｒ１、Ｒ２、Ｒ３ꎬ自下而上表现为 ３ 个水进－水
退旋回和半个水进旋回ꎬ巨厚煤层煤岩煤质组分判别

法与沉积间断面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彬长煤田延安组 ４ 号煤层煤岩组分含量与沉积间断面

Ｆｉｇ.２　 Ｐｅ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ｉａｔ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Ｙａｎ’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ｏ.４ ｕｌｔｒａ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ｉｎ Ｂｉｎｃｈａｎｇ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图 ２ 中镜质组含量较高反映水体较深的还原环

境ꎬ惰质组含量较高则反映水体较浅的氧化环境ꎬ镜
惰比越高ꎬ则反映了镜质组越多惰质组越少ꎬ则反映

水体较深和还原环境ꎮ 即水进型间断面表现为高镜

质组体积百分含量、高镜惰比、低惰质组体积百分含

量ꎻ水退型间断面则恰好相反ꎻ无机组分体积百分含

量在间断面附近常出现极值ꎬ起到辅助说明作用ꎮ
３.２.２　 特征微量元素判别法

不同沉积条件下的水介质具有不同的物理化学

条件ꎬ这便为利用沉积物中微量元素含量及其比值

指示沉积环境分析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２３－２４]ꎮ
Ｓｒ / Ｂａ 比值对气候环境具有良好的指示意义:在一

般情况下ꎬＳｒ 含量低指示潮湿的气候背景ꎬ反之指

示干旱的气候背景ꎬＳｒ / Ｂａ 比值大于 １ 为咸(海相)
水介质ꎬＳｒ / Ｂａ 比值小于 １ 为淡水介质ꎬ因为 Ｓｒ / Ｂａ
比值是随着远离湖(海)岸而逐渐增大的ꎬ所以 Ｓｒ /
Ｂａ 比值能定性的反映介质古盐度ꎻＳｒ / Ｃｕ 比值可判

别温湿还是干热气候环境ꎬ通常ꎬ铷 /锶(Ｒｂ / Ｓｒ)比

值较低反映气候温暖潮湿ꎬ反之ꎬ反映气候炎热干

旱[２５]ꎮ Ｔｈ / Ｕ 比值则能较好地反映沉积环境的氧化

还原特征:沉积物或沉积岩中 Ｔｈ / Ｕ 比值可以作为

环境的氧化还原状态指示ꎬＴｈ / Ｕ 值在 ０ ~ ２ 指示缺

氧环境ꎬ当这个比值达 ８ 时ꎬ表明指示在强氧化环境

下[２６]ꎮ 敏感古气候微量元素参数 Ｒｂ / Ｓｒ 比值、Ｔｈ /
Ｕ 比值、Ｓｒ / Ｂａ 比值可以作为气候潮湿－干旱和氧化

－还原条件的良好指标ꎬ气候温暖潮湿的还原条件

(水体较深) Ｒｂ / Ｓｒ、Ｔｈ / Ｕ、Ｓｒ / Ｂａ 比值相对较低ꎬ气
候炎热干旱的氧化条件(水体较浅) Ｒｂ / Ｓｒ、Ｔｈ / Ｕ、
Ｓｒ / Ｂａ 比值相对较高ꎮ

水进型间断面表现为“三低”ꎬ水退型间断面则

恰恰相反ꎬ表现为“三高”ꎮ “三高”指高 Ｒｂ / Ｓｒ 比

值、高 Ｔｈ / Ｕ 比值、高 Ｓｒ / Ｂａ 比值ꎻ“三低”指低 Ｒｂ / Ｓｒ
比值、低 Ｔｈ / Ｕ 比值、低 Ｓｒ / Ｂａ 比值ꎮ

在彬长煤田延安组 ４ 号煤层中ꎬ可以据此识别

出 ３ 个水进型沉积间断面ꎬ编号依次为 Ｔ１、Ｔ２、Ｔ３
和 ３ 个水退型间断面ꎬ编号依次为 Ｒ１、Ｒ２、Ｒ３ꎬ自下

而上大致表现为 ３ 个水进－水退旋回(图 ３)ꎮ
３.２.３　 有机质稳定碳同位素判别法

煤层中有机质稳定碳同位素 δ１３Ｃ 值可以表示

泥炭沉积时的温度和湿度条件ꎬ气候因子(湿度和

温度)对植物碳同位素组成具有重要的影响ꎬ湿度

与植物碳同位素组成具有负相关关系ꎬ干旱气候条

件下植物叶片通过调整表层气孔导度改变水分利用

效率来适应环境ꎬ从而使 δ１３Ｃ 值升高[２７]ꎮ 相对湿度

下降 ４８％ꎬ会引起 Ｃ３草本植物 δ１３Ｃ 值升高 ０.０７％ ~
０.２７％[２８]ꎮ 温度与植物 δ１３Ｃ 值呈正相关关系ꎬ影响

植物体碳同位素组成[２９]ꎬ温度每升高 １℃ꎬ植物体

内 δ１３Ｃ 值增加 ０.０１７％ ~ ０.０２０％[３０]ꎮ 因此ꎬ在植物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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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彬长煤田延安组 ４ 号巨厚煤层微量元素、
碳同位素特征与沉积间断面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ｉａｔ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Ｙａｎ’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ｏ.４ ｕｌｔｒａ ｔｈｉｃｋ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ｉｎ Ｂｉｎｃｈａｎｇ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种类ꎬ大气成分等条件一定情况下ꎬ干热气候有利

于１３Ｃ 在植物体内的富集ꎬ成煤植物 δ１３Ｃ 值偏高ꎻ相
反ꎬ湿暖气候不利于１３Ｃ 在植物体内富集ꎬ成煤植物

δ１３Ｃ 值偏低ꎮ 即随着温度升高ꎬ气候变的干燥ꎬ泥
炭沼泽环境氧化性增强ꎬδ１３Ｃ 变重ꎻ当大气湿度较

低时ꎬ气孔导度和细胞内 ＣＯ２浓度低ꎬ因而导致植物

纤维素 δ１３Ｃ 值增高ꎬ进而导致煤中 δ１３Ｃ 变重ꎮ 而水

进型间断面表现为 δ１３Ｃ 值变轻(值变小)ꎬ水退型间

断面则恰恰相反ꎬ表现为 δ１３Ｃ 值变重(值变大)ꎮ
在彬长煤田延安组 ４ 号煤层中ꎬ可以识别出 ４

个水进型沉积间断面ꎬ编号依次为 Ｔ１、Ｔ２、Ｔ３、Ｔ４ 和

３ 个水退型间断面ꎬ编号依次为 Ｒ１、Ｒ２、Ｒ３ꎬ自下而

上大致表现为 ３ 个水进－水退旋回(图 ３)ꎮ
３.２.４　 测井数据一维连续小波变换判别法

小波变换是空间(时间)频率的局部变换ꎬ能够

有效地从信号中提取信息ꎬ通过伸缩和平移运算功

能ꎬ可对函数或信号进行多尺度精细分析ꎬ进而解决

傅里叶变换不能解决的很多问题ꎮ 通过对测井数据

一维连续小波变换ꎬ可以表征 ２ 个数据的“相似”程
度ꎬ进而将数据体划分为几个“相似”的部分ꎮ 巨厚

煤层形成期ꎬ水体的进退度对煤的成分影响较大ꎬ而
一些对此敏感的测井数据中则留下了相应的记录ꎬ

通过一定的分析ꎬ如一维连续小波变换ꎬ则可以将这

些信息还原出来ꎮ
对彬长煤田延安组 ４ 号巨厚煤层的补偿中子测

井数据进行一维连续小波变换分析ꎬ设置参数伸缩

尺度因子 ａ ＝ ３２、频率 ｆ ＝ ０.０２５ꎬ可以识别出 ４ 个水

进型沉积间断面ꎬ编号依次为 Ｔ１、Ｔ２、Ｔ３、Ｔ４ꎬ局部极

大值线与水进型间断面的位置吻合度较高(图 ４)ꎮ

图 ４　 彬长煤田延安组 ４ 号巨厚煤层补偿中子

测井连续一维小波变换与沉积间断面

Ｆｉｇ.４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ｉａｔ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Ｙａｎ’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ｏ.４ ｕｌｔｒａ ｔｈｉｃｋ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ｉｎ Ｂｉｎｃｈａｎｇ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３.２.５　 测井数据米兰科维奇旋回判别法

含煤地层通常发育在盆地构造变动相对稳定时

期ꎬ它对沉积环境的改变ꎬ尤其是气候的变化既敏感

又容易保存沉积作用信息ꎮ Ｌａｒｇｅ 等发现在新近纪

煤层中蕴含着米兰科维奇旋回的信息ꎬ并将此旋回

信号作为度量时间的工具ꎬ较为精确地得出了煤层

的堆积时限ꎬ进而对泥炭的生态系统进行研究ꎬ当时

成功地计算出了前第四纪泥炭地的生产力水平ꎬ并
对结果做出了合理解释[３１－３３]ꎮ 在众多的沉积作用

信息中ꎬ地层旋回是重要的、容易识别的信息之一ꎬ
小到几厘米ꎬ大到上百米ꎬ同时也被多位学者应用于

地层序列的旋回性研究中[３４－３８] ꎮ 自然伽马曲线对

古气候变化有良好的记录ꎬ是反映内陆盆地气候

与环境变化良好的代用指标ꎮ 利用自然伽马曲线

对巨厚煤层进行快速傅立叶变换频谱分析(多窗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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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分析、最大熵分析)ꎬ从中提取其米兰科维奇旋

回地质信息ꎻ如果不能识别出米兰科维奇旋回ꎬ则
不使用该方法ꎻ如能识别出米兰科维奇旋回ꎬ分别

计算巨厚煤层中包含的岁差、斜率、偏心率控制的

沉积旋回厚度和数量ꎬ验证煤岩煤质组分判别法、
特征微量元素判别法、有机质稳定碳同位素判别

法、一维连续小波变换判别法识别出的沉积间断

面结果ꎮ
彬长煤田延安组一段 ４ 号煤层的自然伽马

(ＧＲ)和密度(ＤＥＮ)测井曲线的频谱分析结果显

示ꎬ置信系数大于 ９５％的有效显著频率分布在低频、
中频和高频 ３ 组范围内ꎬ依次为 ０.２４ ~ ０.３３ꎬ０.４５ ~
０.９０和 １.２０ ~ １.４５ 周期 / ｍꎬ平均值分别 ０.２８、０.６５、
１.３３周期 / ｍꎬ对应的周期长度依次为 ３. ５７、１. ５４、
０.７５ ｍ(图 ５) [３９]ꎬ周期之比约为 ４.７ ∶ ２.０ ∶ １.０ꎮ 该

比值与中侏罗系延安组(巴柔阶)(约 １７０ Ｍａ)的米

兰科维奇旋回周期参数比值 １００ ｋａ(偏心率) ∶ ３７.２
ｋａ(斜率) ∶ ２１.７ｋａ(岁差) ＝ ４.６:１.７:１.０[４０－４１] 比较

接近ꎮ 据此ꎬ可以认为该煤层在泥炭地发育时期ꎬ受
到了米兰科维奇旋回的驱动ꎮ

图 ５　 彬长煤田延安组段 ４ 号煤层测井曲线频谱分析结果

Ｆｉｇ.５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Ｙａｎ’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ｏ.４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ｉｎ Ｂｉｎｃｈａｎｇ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上述图 ２、图 ３、图 ４ 中巨厚煤层厚度为 １１.３０
ｍꎬ共识别出了约 ３.２ 个周期ꎬ则平均每个周期长度

约为 ３.５３ ｍꎬ与偏心率控制的煤层周期平均长度近

似ꎬ可以认为该巨厚煤层中沉积间断面的发育受米

兰科维奇旋回中偏心率周期变化的控制ꎬ进而从本

质上找到了沉积间旋回发育的控制因素ꎬ增加了本

研究识别出的沉积间断面的可信度ꎮ
３.３　 沉积间断面可靠性评价

５ 种沉积间断面识别方法ꎬ在整个识别体系

中具有不同的判识作用ꎮ 煤岩煤质组分判别法、
特征微量元素判别法、有机质稳定碳同位素判别

法用到的参数都与成煤泥炭沼泽的潮湿与干旱、
氧化还原条件有直接的对应关系ꎻ一维连续小波

变换判别法是分析测井数据进行“相似”数据段

划分ꎬ为间接判别法ꎻ米兰科维奇旋回判别法则

是通过识别巨厚煤层中包含水进水退旋回的厚

度和个数来验证上述 ４ 种识别方法的结果ꎮ 研

究发现不同判别方法对间断面的敏感程度不同ꎬ
为了更加准确地描述间断面的可靠性ꎬ可给各种

判别方法进行了权重赋值ꎮ 对于某个沉积间断

面ꎬ能识别出沉积断面的方法ꎬ计 １ 分ꎬ识别不出

的计 ０ 分ꎬ各种方法的得分乘以权重后求和ꎬ满
分为 １００ 分ꎬ得分越高ꎬ说明这个沉积间断面存

在的可靠性越大ꎮ 彬煤田延安组 ４ 号煤层中各

沉积间断面的得分均较高ꎬ说明其可信度较高

(表 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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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巨厚煤层沉积间断面的成因模式

滨岸地带是有利的聚煤地带ꎬ不同部位的成煤

特征不同ꎮ 滨岸带发育的煤层ꎬ向陆地方向煤层逐

渐变薄、尖灭ꎬ向水体加深方向ꎬ煤层逐渐分叉、变
薄、尖灭ꎬ只有在适宜的部位才能长期聚煤ꎬ发育厚

度巨大的煤层ꎮ 煤层的横向延深、分叉、尖灭等ꎬ是
由成煤环境水体条件的变化引起的ꎮ 如图 ６ 所示ꎮ

图 ６　 滨岸斜坡带巨厚煤层沉积间断面的成因模式

Ｆｉｇ.６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ｉａｔ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ｗｉｔｈ ｉｎ ｕｌｔｒａ
ｔｈｉｃｋ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ｏｆ ｏｎｓｈｏｒｅ ｓｌｏｐｅ

Ａ、Ｂ、Ｃ 示意了滨岸带不同部位ꎬ随着水体的进

退ꎬ煤层与间断面(夹矸)的发育情况ꎮ 图 ６ 中水进

间断面代表了某个时期水位上升到最大ꎬ泥炭沼泽

向左侧迁移ꎬ左侧部位(Ａ)泥炭沼泽向岸扩大ꎬ仍然

发育煤层ꎻ右侧部位(Ｃ)的泥炭沼泽水体加深ꎬ甚至

被较深水覆盖而发育非煤沉积ꎻ中间部位(Ｂ 部位)
虽然水体深度发生变化ꎬ仍为泥炭沼泽环境ꎬ仍然发

育煤层ꎮ 图 ６ 中水退间断面代表了某个时期水位下

降到最低ꎬ泥炭沼泽环境向右侧迁移ꎻ左侧部位(Ａ)
泥炭沼泽因水体变浅而被粗碎屑沉积替代ꎬ或者泥

炭暴露发生氧化分解甚至遭受剥蚀ꎻ右侧部位(Ｃ)

泥炭沼泽发育范围明显扩大ꎬ成煤范围明显向水域

方向扩张ꎻ中间部位(Ｂ 部位)虽然水体深度发生变

化ꎬ仍为泥炭沼泽环境ꎬ仍然发育煤层ꎮ 可见ꎬ在水

进、水退过程中ꎬＡ 和 Ｃ 部位的成煤作用都可能被中

断ꎬ而 Ｂ 部位一直处于成煤环境ꎬ进而发育了巨厚

煤层ꎮ

５　 结　 　 语

巨厚煤层内部存在不同类型的沉积间断面ꎬ巨
厚煤层的形成是由多个单煤层和间断面组成的复合

体ꎬ每个单煤层代表一期连续沉积的古泥炭沼泽ꎻ古
泥炭沼泽间的演化则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沉积间断

面ꎮ 煤岩煤质分析、微量元素分析、有机质稳定碳同

位素分析、测井数据一维连续小波变换、测井数据米

兰科维奇旋回分析等方法均可以从一定的角度识别

巨厚煤层中的沉积间断面ꎻ采用多种方法分别识别

巨厚煤层内部的沉积间断面ꎬ并对各种方法给予相

应的权重和赋值ꎬ可以定量化的描述了各沉积间断

面识别结果的准确性ꎮ 通过巨厚煤层内部米兰科维

奇旋回的识别ꎬ从成因本质上找出了沉积间断面发

育的控制因素ꎬ认为偏心率周期是控制巨厚煤层沉

积间断面发育的“源头”ꎬ大幅提高了沉积间断面识

别结果的可信度ꎮ 在此基础上ꎬ提出了巨厚煤层沉

积间断面的成因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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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凹陷花港组物源特征及对储层的影响研究

赵　 洪１ꎬ蒋一鸣１ꎬ沈文超２ꎬ常吟善１ꎬ覃　 军１

(１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ꎬ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ꎻ２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为查明西湖凹陷花港组物源体系并明确其对于储层的控制作用ꎬ以砂组为研究单元ꎬ通过重

矿物组合、薄片观察、古水流恢复及地质统计学等多技术手段ꎬ开展不同母源类型砂体对优质储层的

影响研究ꎮ 研究结果表明:中央带北部 Ｔ１ 构造主要受钓鱼岛隆褶带影响ꎻ中央反转带中北部 Ｔ２－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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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多物源供给沉积盆地由于不同沉积时期多向砂

体的汇聚对物源研究造成了干扰ꎬ因此其母源分析

一直是地质研究的难点ꎮ 西湖凹陷作为我国东海陆

架盆地最大的生烃凹陷ꎬ其主力储层花港组的物源

体系至今不明ꎬ严重限制着勘探工作的深入ꎮ 王鹏

等[１]通过沉积构造研究认为ꎬ除了该凹陷北部及西

部物源外ꎬ钓鱼岛隆褶带作为东部物源起到了重要

作用ꎻ武法东等[２]通过重矿物分析认为物源主要来

自于西部古渔山隆起与海礁隆起ꎻ陈琳琳[３] 通过层

序地层与沉积学研究认为物源主要来自于北部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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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ꎻ郝乐伟等[４]通过碎屑组分特征研究认为物源主

要来自于西部的海礁隆起ꎻ高雁飞等[５] 等通过构

造、重矿物、古生物等研究认为物源主要来自凹陷西

部ꎻ徐艳霞等[６]通过重矿物稳定系数及砂岩百分比

等研究认为物源具有东部及西部 ２ 个来源ꎬ且以西

部物源为主ꎮ 前人大多以群、组为尺度进行研究ꎬ并
未重视多物源体系所导致的纵向及横向强非均质

性ꎬ导致目前仍然具有较大争议ꎮ 与此同时ꎬ花港组

物源体系如何发育、如何控制优质储层的分布、不同

物源的砂体成岩演化特征如何ꎬ目前均未有明确的

结论ꎬ这严重制约着西湖凹陷勘探目标的优选ꎬ是目

前亟需解决的问题ꎮ
笔者在明确重矿物纵向强非均质性的基础上通

过聚类分析、镜下观察等技术手段对西湖凹陷花港

组重矿物类型及组合特征进行研究ꎬ并对砂岩成熟

度及古水流等进行分析ꎬ在此基础上确定花港组的

物源方向ꎮ 最后针对不同物源方向储层的物性及成

岩作用进行研究ꎬ查明物源对储层物性的影响ꎮ

１　 区域地质特征

西湖凹陷位于东海陆架盆地的东北部ꎬ构造整

体呈北北东向展布ꎬ是东海陆架盆地中规模最大的

新生代含油气凹陷[７－８]ꎮ 凹陷总体可划分为东部陡

坡带、中央洼陷－反转带、西部斜坡带等构造带ꎮ 中

央洼陷－反转构造带由东向西包括东次凹、中央反

转构造带和西次凹等次级构造带(图 １)ꎮ

图 １　 我国东海陆架盆地西湖凹陷构造区划

Ｆｉｇ 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ｈｕ Ｓａｇꎬ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西湖凹陷经历了基隆运动、雁荡运动、瓯江运

动、玉泉运动、花港运动、龙井运动及海槽运动等 ７
次构造运动ꎮ 研究区内新生代地层自下而上发育了

始新统平湖组、渐新统花港组、中新统龙井组、玉泉

组和柳浪组、上新统三潭组及第四系东海群等地

层[７ － ８]ꎮ 其中花港组由下到上分为花港组下段

(Ｈ１２－Ｈ６)及花港组上段(Ｈ５－Ｈ１)ꎮ

２　 花港组物源分析

在重矿物及其组合特征分析母源性质的基础

上ꎬ利用砂岩分布、成熟度及古水流特征等综合判断

西湖凹陷花港组砂体的物源特征ꎮ
２ １　 重矿物分析

随着近年来电子探针技术精度的不断提高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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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研究已成为物源研究最可靠方法之一[９－１０]ꎮ 针

对西湖凹陷西部斜坡带、西次凹与中央反转带代表

性钻井进行细砂岩及中砂岩样品取样ꎬ进行重矿物

分析ꎮ 但由于沉积岩中也可以产生新的自生重矿

物ꎬ因此在分析过程中应谨慎使用原始数据ꎮ 本文

镜下观察分析认为重晶石与黄铁矿是研究区含量最

大的自生重矿物ꎬ其局部富集程度可达 ８０％ꎬ由于

其本身无法指明母源特征ꎬ因此在数据分析中予以

舍弃并对数据进行校正ꎮ
２ １ １　 重矿物分类特征

针对花港组各段重矿物纵向非均质性进行统计

表明重矿物含量方差达可达 ８６.４ꎬ变异指数可达 ０.８
(表 １)ꎬ因此需要对花港组分段进行聚类分析ꎮ

利用 ＩＢＭ 公司的 ＳＰＳＳ 聚类分析软件针对西部

斜坡带、西次凹及中央反转带花港组各段细砂岩及

中砂岩的重矿物进行 Ｒ 型与 Ｑ 型聚类分析[ １１ －１２ ]ꎮ
Ｒ 型聚类分析表明花港组主要为锆石、电气石和金

红石ꎬ赤褐铁矿、磁铁矿和绿泥石以及石榴石三种组

合ꎬ符合重矿物的分类特征(图 ２ａ)ꎮ Ｑ 型分析表明

西斜坡花港组上下段及中央反转带花港组 Ｈ３ 及

Ｈ４ 段重矿物具有亲缘性ꎬ中央反转带花港组 Ｈ１－
Ｈ２ 及 Ｈ４ 段以下重矿物具有亲缘性(图 ２ｂ)ꎮ
２ １ ２　 重矿物组合特征

前人研究表明ꎬ金红石、锆石及电气石来自酸性

岩浆岩母源ꎬ赤褐铁矿、磁铁矿及白钛矿为来自中基

性岩浆岩母源ꎬ石榴石、绿泥石及绿帘石为来自变质

岩母源的重矿物组合[１６－１７]ꎮ 但由于西湖凹陷绿帘

石与绿泥石含量过低而导致存在偏差ꎬ但重矿物组

合关系依然表现出较强的变质母源与岩浆母源类型

重矿物组合的特征ꎮ

图 ２　 重矿物聚类分析

Ｆｉｇ 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统计分析表明西斜坡砂体为典型的变质母源特

征ꎬ其石榴石含量往往可以达到重矿物总含量 ７０％
(图 ３ａ、图 ３ｂ)ꎻ西次凹花港组上段表现为高石榴石

含量的特征ꎬ下部表现为高褐铁矿与白钛矿特征

(图 ３ｃ、图 ３ｄ)花港组中央反转带的重矿物分布特

征有所不同ꎬ北部 Ｔ１ 构造带以岩浆母源与变质母源

混合为特征ꎬ以中基性岩浆岩母源为主(图 ３ｅ、图
３ｆ)ꎻ中央反转带中北部至中央反转带南部重矿物具

有明显的纵向非均质性ꎬ具体表现为 Ｈ１－Ｈ２ 段以岩

浆母源为主(图 ３ｇ)ꎬＨ３ 及 Ｈ４ 段以变质母源为主

(图 ３ｈ)ꎬＨ４ 段以下发育以岩浆岩为母源的重矿物

组合(图 ３ｉ)ꎮ
这种组合特征表明ꎬ花港组沉积砂体为来自

变质母源与岩浆母源的混合ꎬ其中西斜坡是以变

质母源占主导ꎬ中央反转带北部 Ｔ１ 构造以北为

岩浆母源为主ꎬＴ１ 构造以南以为混合特征ꎬ其中

Ｈ３－Ｈ４ 以变质母源为主ꎬＨ１ －Ｈ２ 及 Ｈ４ 以下以

岩浆母源为主ꎮ
２ １ ３　 重矿物成熟度特征

鉴于花港组重矿物的强非均质性特征ꎬ笔者对

花港组重矿物进行分段统计ꎮ 研究表明 Ｈ１－Ｈ２ 段

重矿物成熟度指数[ １ ５] 在 Ｔ１ 构造附近存在一个高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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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区ꎬ向南则逐渐由低值向高值发育ꎬ表明 Ｔ１ 构造

南北存在不同物源体系(图 ４ａ)ꎻＨ３－Ｈ４ 重矿物分

析研究表明其发育具有三段式特征:第 １ 段 Ｔ１ 构造

带北部附近存在一个高值区ꎬ重矿物成熟度指数可

达 １８ꎻ第 ２ 段由 Ｔ１ 构造南部至 Ｔ５ 构造北部附近ꎬ

重矿物成熟度指数由 ２.３ 升至 １３.５(图 ４ｂ)ꎻ第 ３ 段

由南部的 Ｔ７ 构造至黄岩构造附近ꎬ熟度指数由 １０.６
升至 １８.８ꎮ 三段式的发育特征与研究区的 ３ 个沉降

中心相对应ꎬ也表明研究区存在 ３ 个不同的物源汇

聚体系ꎮ

图 ３　 西湖凹陷花港组重矿物组合特征

Ｆｉｇ ３　 Ｈｅａｖ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ｏｆ Ｈｕａｇ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ｈｕ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区东西向成熟度指数相对复

杂且规律性不强ꎬ究其原因是因为西部物源与东部

物源在西次凹地区存在交汇且东西向距离较短ꎬ导
致东西向数据区分度不高(图 ４ｃ)ꎮ

图 ４　 中央反转带南北向分段 ＺＴＲ 及砂岩成熟度统计

Ｆｉｇ ４　 Ｓ－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ＺＴＲ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 ｅ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ｅｌｔ

２ ２　 岩性特征分析

通过对研究区花港组砾岩、砂岩的厚度及砂地

比分布特征[ １ ６]进行统计以明确物源方向ꎮ 分析表

明花港组 Ｈ１－Ｈ２ 段砾岩发育较少且规律性不强ꎻ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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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３－Ｈ４ 段砾岩在西部杭州构造带最为发育ꎬ厚度及

粒径均远大于其他地区ꎬ厚度最大可达 ８０ ｍꎮ 向南

到平湖构造带中部砾岩厚度逐渐减小ꎬ向东到中央

反转带逐渐减小ꎬ表现出自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的

特征ꎮ Ｈ４ 以下花港组砾岩较少发育ꎬ仅见由 Ｔ８ 构

造向 Ｔ７ 构造砾岩具有减小的趋势ꎮ
花港组砂地比具有明显的规律性ꎬＨ１－Ｈ２ 段由

最东部的 ６０％向西逐渐降低ꎬ在西斜坡区达到 ３０％
的最低值ꎬ继续向西则具有逐渐增高的趋势ꎬ表明此

线为东西向物源的交汇(图 ５ａ)ꎻＨ３－Ｈ４ 段砂地比

分布表明研究区具有 ３ 个明显的区带:其一为杭州

构造带到 Ｔ５ 构造逐渐降低的趋势ꎻ第二为平湖构造

带南部向 Ｔ６ 构造逐渐降低的区带ꎻ第三为 Ｔ８ 向 Ｔ７
构造逐渐降低的区带(图 ５ｂ)ꎮ

图 ５　 砂地比及砂岩成熟度特征

Ｆｉｇ 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针对西湖凹陷南北及东西向多井 Ｈ３－Ｈ４ 段的

矿物成分成熟度进行分析表明其同样具有南北分带

的特征ꎻ东西向来看ꎬ由西部斜坡带到 Ｔ５ 构造存在

一个岩石成分成熟度上升的过程ꎻ南北向来看ꎬ第 １
带为 Ｔ１ 构造带为高成分成熟度特征ꎬ其成分成熟度

均大于 ２.７ꎻ第 ２ 带为其南部的 Ｔ１ 构造以南至 Ｔ５ 构

造ꎬ成分成熟度由 １.２ 上升到 ３.３ꎻ第 ３ 带为中央反

转带南部ꎬ具有 Ｔ８ 至 Ｔ７ 构造矿物成分成熟度逐渐

增加的趋势(图 ５ｃ)ꎮ
２ ３　 古水流特征分析

成像测井分析是判断古水流的有效手段[１７]ꎬ针
对研究区西次凹及中央反转带中北部已有成像测井

资料进行研究表明ꎬ西次凹及中央反转带 Ｈ１－Ｈ２ 段

均具有明显的西向水流特征ꎮ 而 Ｈ３－Ｈ４ 段古水流

特征较为复杂ꎬ位于西次凹的 Ｔ４ 构造与中央反转带

中北部 Ｔ３、Ｔ２ 等构造均具有东南向水流特征ꎻ而位

于中央反转带中部的 Ｔ５ 构造古水流方向较为杂乱

而没有确定的方向ꎬ根据现今砂体厚度表明花港组

沉积时期 Ｔ５ 构造为深凹ꎬ为多水流汇聚或水体较为

动荡的沉积部位ꎮ
同样针对不同砂层组古水流与重矿物组合进行

对比分析发现ꎬ向西发育的砂体具有典型岩浆母源

的特征ꎬ向东及东南向发育的砂体具有典型的变质

母源特征ꎬ表明古水流与物源方向具有较好的对应

关系ꎮ
综合研究表明西湖凹陷花港组沉积时期中央

反转构造带北部受钓鱼岛隆褶带影响较大ꎬ流体

携带大量火山物质在流经 Ｔ１ 构造沉积中心时沉

积下来ꎻ西北部杭州构造带相对盆地中心构造较

高ꎬ顺宽缓斜坡发育厚层砾岩为特征的辫状河水

道沉积相ꎮ Ｈ１ －Ｈ２ 段主要受到东部物源影响ꎬ
Ｈ３－Ｈ４段沉积时期受到西部物源的影响ꎬ由中央

反转带中北部至 Ｔ２、Ｔ３ 及 Ｔ５ 发育受西部物源影

响的砂体ꎻＨ４ 以下砂体主要来自于东部钓鱼岛隆

褶带的剥蚀ꎮ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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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不同物源的储层特征分析

针对不同类型母源所形成储层的物性条件进行

统计分析ꎬ并结合成岩演化特征的分析ꎬ明确来自不

同物源砂体的储层物性控制因素ꎮ
３ １　 不同母源砂体的储层物性特征

针对研究区花港组不同深度段的细砂岩及中砂

岩进行镜下鉴定、重矿物组合分析与实测物性对比

可知:在孔隙度小于 ８％的区间内ꎬ变质母源和岩浆

母源的重矿物含量 Ｗ 均分散度较大(５％~９０％)ꎬ与

孔隙度无明显关系ꎻ在孔隙度大于 ８％时ꎬ变质母源

重矿物含量 ｗ 明显增大ꎬ而岩浆母源重矿物含量与

孔隙度关系呈负相关ꎮ 研究区储层渗透率统计结果

也具有相似的特征ꎬ表明变质母源的储层物性要优

于岩浆母源(图 ６)ꎮ 综合来看ꎬ来自于变质岩母源

的细－中砂岩储层平均孔隙度可达 １２％ꎬ平均渗透

率可达 ９×１０－３ μｍ２ꎻ来自于岩浆母源的细－中砂岩

储层平均孔隙度为 ８％ꎬ平均渗透率为 １. ２ × １０－３

μｍ２ꎬ在物性条件上表明变质岩来源的储层物性条

件明显优于岩浆母源ꎮ

图 ６　 不同母源储层的重矿物含量与物性关系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３ ２　 成岩演化控制因素分析

从成岩特征来看ꎬ来自岩浆母源的石英、长石及

岩屑颗粒分选及磨圆相对较差ꎬ常见火山型港湾状

特征(图 ７ａ、图 ７ｂ)ꎬ加之塑性岩屑及凝灰质等杂基

含量相对较高、分选磨圆较差导致早期压实较为强

烈ꎬ镜下常见缝合及凹凸接触(图 ７ｅ、图 ７ｆ)ꎻ岩浆母

源储层中凝灰质等火山物质可以提供较多的硅质、

钙质及其它矿物化学成分对储层伤害较大ꎬ镜下常

在有限的储集空间中发育导致完全堵塞孔隙(图
７ｈ、图 ７ｉ)ꎻ由于早期压实作用较强而导致晚期酸性

流体流动受阻ꎬ因此溶蚀作用较弱且孔隙多孤立发

育ꎮ 镜下常见溶蚀不彻底的岩屑、长石等颗粒ꎬ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孔隙度ꎬ但对于提高渗透率的作用有

限(图 ７ｅ、图 ７ｇ)ꎮ

图 ７　 西湖凹陷花港组砂岩镜下特征

Ｆｉｇ ７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Ｈｕａｇ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Ｘｉｈｕ Ｓａｇ

　 　 来自变质母源区的砂岩碎屑颗粒磨圆及分选较

好ꎬ石英颗粒波状消光特征明显ꎬ常见硅质岩屑具有

拉长构造等特征(图 ７ｃ、图 ７ｄ)ꎮ 镜下常见以点－线
接触为主ꎬ现今保存有大量原生孔隙(图 ７ｊ、图 ７ｋ)ꎬ
局部可见少量方解石、泥质、白云石以及石英自生加

大等胶结(图 ７ｊ)ꎬ凝灰质蚀变成绿泥石包膜有效的

阻止了石英颗粒硅质加大ꎬ对储层发育具有建设性

作用ꎮ 颗粒较好的孔隙连通性为后期溶蚀创造了条

件ꎬ颗粒边缘及孔隙中可见方解石胶结物溶蚀残余ꎮ
钙质长石及部分易溶岩屑颗粒溶蚀较为完全ꎬ常见

铸模孔及超大孔隙发育(图 ７ｋ、图 ７ｌ)ꎮ
通过成岩演化对比可知ꎬ岩浆母源较变质母源

储层早期经历了更强的压实作用ꎬ加之火山灰等物

质在早成岩期溶蚀产生钙质、硅质等胶结物ꎬ致使储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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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致密ꎻ变质母源刚性颗粒保存了大量的原生孔隙ꎬ
加之储层中绿泥石的发育为原生孔隙的保护提供了

物质基础ꎬ共同形成了优质的储层的发育条件ꎬ导致

变质母源来源的储层物性优于岩浆母源ꎮ
３ ３　 结果讨论

目前关于西湖凹陷周缘海礁隆起与渔山低隆起

的母源类型仍然具有部分争议ꎬ认为海礁隆起为岩

浆岩基底ꎮ 其主要依据是在海礁隆起唯一钻探的海

礁 １ 井以钻遇了一套火山岩“基底”而完钻ꎬ因此海

礁隆起是否存在变质岩基底目前存在争论ꎮ 本文通

过针对海礁 １ 井所钻遇的火山岩同位素定年表明其

年龄在 ５６ Ｍａ 左右ꎬ这与西湖凹陷西斜坡基底之上

所钻遇的早始新统八角亭组火山沉积岩年代相同ꎬ
表明海礁 １ 井之下应该具有更古老的地层ꎮ 东海陆

架盆地的基底是浙闽沿海陆区出露的深变质岩系向

东的延伸[１－２]ꎮ 冲绳海槽盆地两侧的钓鱼岛隆褶带

和琉球隆起同属于晚侏罗系－早白垩世形成的东海

陆架外缘隆起ꎮ 由于其均发育在华南－扬子地体的

边缘ꎬ所以东海陆架外缘隆起具有元古宙结晶基底ꎬ
这也对应了现今钓鱼岛隆褶带基底是元古代变质岩

基底的结论[ １８ ]ꎮ 此外目前东海陆架盆地多口井也

均钻遇了元古代变质岩基底ꎬ因此海礁隆起火山岩

地层之下存在震旦纪基底且与中国东南沿海大陆出

露的基底特征相同[１９－２０]ꎬ亦证明本文重矿物分析结

论中认为海礁隆起具有变质母源的物质基础是成

立的ꎮ
物源体系研究是沉积储层研究的先导ꎬ而多期

构造运动与多期剥蚀导致古地貌恢复难度大ꎮ 随着

勘探开发程度的深入ꎬ以群、组为单位的物源研究尺

度已无法满足需求ꎮ 因此在进行多物源沉积盆地研

究过程中首先应通过重矿物等对物源体系敏感的参

数进行非均质性研究ꎬ再通过多证据证明物源发育

特征ꎮ 由于不同物源体系形成的储层特征具有较大

的不同ꎬ需要对其进行区别研究ꎬ才能有效的识别多

物源沉积体系对储层的影响作用ꎮ

４　 结　 　 论

１)西湖凹陷花港组存在西部海礁隆起及渔山

低隆起的变质岩母源与来自钓鱼岛物源区的岩浆岩

母源二种母源类型ꎮ 中央带北部 Ｔ１ 构造主要受钓

鱼岛隆褶带影响ꎻ中央反转带中北部 Ｔ２－Ｔ５ 构造

Ｈ３－Ｈ４ 段砂体主要来源于西北部的海礁隆起ꎬＨ１－
Ｈ２ 段及 Ｈ４ 段以下砂体来自钓鱼岛隆褶带ꎻ中央反

转带南部 Ｔ７－Ｔ８ 构造 Ｈ３－Ｈ４ 段砂体主要来自于海

礁隆起及渔山低隆起ꎮ
２)不同母源类型储层的成岩演特征不同ꎬ岩浆

岩母源储层早期压实作用较强ꎬ晚期以孤立溶蚀孔

隙为主ꎬ物性相对较差ꎻ变质母源颗粒承压作用强ꎬ
原生孔隙得到有效保护ꎬ加之绿泥石的发育有效保

护储层ꎬ物性相对较好ꎮ
３)多物源盆地的母源分析应关注其平面及纵

向非均质性ꎬ查明以砂层组为单位的物源分布特征ꎬ
以对优质储层的分布及发育进行更为准确的预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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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ＥＮＧ ＱｉｕｇｅｎꎬＺＨＯＵ ＺｕｙｉꎬＣＡＩＬｉｇｕｏꎬｅｔ ａｌ.Ｍｅｓｏ－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
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ｓｈｅｌｆ ｂａｓｉｎ[ Ｊ] .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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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凹陷平湖构造带花港组沉积环境与聚煤规律

易　 琦１ꎬ邵龙义１ꎬ秦兰芝２ꎬ沈文超１ꎬ周倩羽３ꎬ鲁　 静１ꎬ张　 信１ꎬ刘金水２

(１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地球与科学测绘工程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ꎻ２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ꎬ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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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对西湖凹陷勘探区优选、煤系烃源岩生烃潜力进行评价ꎬ就西湖凹陷花港组的岩相古地

理和煤层富集的控制因素进行研究ꎬ根据钻井的岩石学、地球化学、古生物特征及地球物理测井特征

进行了分析ꎬ利用岩性等值线图恢复了花港组的岩相古地理图ꎬ总结了平湖构造带的沉积特征与煤层

发育规律ꎮ 研究结果表明:在西湖凹陷古近系花港组识别出 ９ 种岩相类型ꎬ主要发育三角洲沉积体

系ꎬ物源区位于该凹陷区西部的海礁隆起和西南部的渔山隆起ꎬ且花港组下段古地理单元包括上三角

洲平原和下三角洲平原ꎬ上段古地理单元包括上三角洲平原、下三角洲平原和三角洲前缘ꎬ整个花港

组以下三角洲平原占优势ꎮ 在花港组沉积期发生持续的湖侵现象ꎬ聚煤作用主要发生于下三角洲平

原分流间湾ꎬ且下段聚煤作用强于上段ꎮ
关键词:西湖凹陷ꎻ平湖构造带ꎻ花港组ꎻ沉积环境ꎻ聚煤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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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西湖凹陷是东海陆架盆地勘探潜力最大的凹陷

之一ꎬ整体上是个东断西超的断陷盆地ꎬ自 １９７４ 年

以来陆续发现了多个油气田和含油气构造ꎬ具有巨

大的油气勘探潜力ꎮ 前人研究结果显示ꎬ西湖凹陷

烃源岩发育的主要层位为平湖组ꎬ而上部花港组次

之[１－２]ꎮ 前人对西湖凹陷烃源岩评价指出ꎬ西湖凹

陷花港组煤系地层具有一定的生烃能力ꎬ为较差－
中等烃源岩ꎬ但由于其砂体孔隙性好ꎬ具有较高的渗

透性ꎬ因而成为较好的储层[３]ꎮ
平湖构造带是西湖凹陷发现并投入开发的第一

个含油气构造带[４]ꎬ是西湖凹陷主要的含油气构造

带之一ꎬ但该构造带钻井仍然较少ꎬ且分布不均匀ꎬ
从而导致对该构造带含煤建造的沉积类型认识存在

分歧ꎬ孙思敏等[５－６] 认为平湖构造带主要发育曲流

河与辫状河两种沉积相ꎬ张建培等[７] 认为西湖凹陷

花港组主要有陆相湖泊、河流和湖泊三角洲沉积体

系组成ꎬ而张绍亮等[８] 认为花港组下段为河流—冲

积扇沉积相组合ꎮ 此外ꎬ西湖凹陷煤层具有多相带ꎬ
多煤层中心展布的格局ꎬ受到诸多因素的控制[９]ꎮ
近年来ꎬ随着对构造带勘探的深入ꎬ揭露了层数较多

的薄煤层、厚煤层ꎬ这些煤层代表的沉积环境与生烃

潜力有着密切关系ꎬ因此ꎬ有必要对该凹陷沉积环境

及聚煤特征进行深入研究ꎮ
笔者结合对钻井岩心的描述及地球物理测井资

料的解释ꎬ识别了花港组的主要岩相类型及沉积体

系ꎻ利用地震勘探资料对西湖凹陷的盆地构造及沉

积物充填特征进行了研究ꎬ利用单因素等值线等方

法对平湖构造带进行单井沉积相划分及沉积相空间

展布特征对比研究ꎬ恢复花港组沉积期的古地理ꎬ利
用测井资料及岩心资料确定了煤层厚度及层数ꎬ从
而对平湖构造带花港组煤层的发育特征、分布规律

进行研究ꎬ对以后的勘探区优选、煤系烃源岩生烃潜

力评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１　 区域地质概况

东海陆架盆地位于欧亚板块东南边缘与太平洋

板块之间ꎬ是环太平洋构造带的一部分[１０]ꎮ 西湖凹

陷位于东海陆架盆地东部坳陷带ꎬ面积约 ４６ ０００
ｋｍ２ꎬ新生界最大厚度可达 １５ ０００ ｍꎬ西邻渔山隆起

与海礁隆起ꎬ东与钓鱼岛隆褶带毗邻(图 １)ꎮ 西湖

凹陷从西往东可分为西部斜坡带、西次凹、中央反转

构造带、东次凹和东部断阶带 ５ 个次级单元带ꎮ
西部斜坡带位于西湖凹陷西部ꎬ整体呈 ＮＮＥ 向

展布ꎬ根据断裂特征及构造组合样式ꎬ自北往南依次

划分为杭州构造带、平湖构造带和天台构造带ꎬ平湖

构造带由平北、平中和平南 ３ 个区带组成ꎮ 该区新

生代地层自下而上分别为始新统瓯江组和平湖组ꎻ
渐新统花港组ꎻ中新统龙井组、玉泉组和柳浪组ꎻ上
新统三潭组及第四系东海群[１１]ꎬ其中平湖组和花港

组为主要的含煤层段ꎮ

图 １　 平湖构造带位置及构造分带示意[１２]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ｇｈ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Ｚｏｎｅ[１２]

所研究的层段花港组厚度为 ６００ ~ ８００ ｍꎬ花港

组与下伏地层平湖组和上覆地层龙井组呈区域不整

合接触ꎮ 花港组依据岩性组合可划分为下段和上

段ꎬ下段以中砂岩和粗砂岩为主ꎬ含薄煤层和粉砂

岩ꎬ下部以中砂岩为主ꎬ上部主要为细砂岩和泥岩ꎻ
上段主要以粉砂岩和泥岩为主ꎬ下部以细砂岩为主ꎬ
上部主要为泥岩和粉砂岩的互层(图 ２)ꎮ

２　 花港组沉积环境与沉积相

２.１　 岩相与沉积环境

依据钻井及录井资料分析ꎬ平湖构造带花港组

主要有泥岩、粉砂岩、砂岩和煤 ４ 种岩石类型ꎬ发育

水平层理、平行层理、交错层理、水流波痕、冲刷—充

填构造、包卷层理和透镜状层理等 １１ 种沉积构造ꎬ
具有生物扰动构造、生物潜穴、植物茎叶化石等古生

物特征ꎬ依据岩性、沉积构造及古生物特征ꎬ在花港

组识别出 ９ 种岩相类型(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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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西湖凹陷平湖构造带花港组综合柱状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ｌｕｍｎａ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Ｈｕａｇ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ｉｎｇｈ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Ｚｏｎｅ

　 　 １)砂岩:平湖构造带花港组砂岩以灰白色、灰
色和灰黄色为主ꎬ细—中粒ꎬ分选性较好ꎬ磨圆多为

次棱角状ꎬ发育有波痕、交错层理、平行层理等沉积

构造ꎬ具有板状交错层理、平行交错层理以及楔状交

错层理的砂岩常形成于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ꎬ同时ꎬ
砂岩中具有定向性排列的紫红色泥砾和扁平状定向

排列的砾石ꎬ代表着河道底部冲刷面ꎻ在具波痕层理

的砂岩出现在上三角洲平原堤岸、边滩及河口坝微

相中(图 ３)ꎮ
２)粉砂岩:粉砂岩主要发育在花港组上段ꎬ

下段沉积末期也发育有粉砂岩ꎬ多呈灰绿色、灰
黄色ꎬ具有小型槽状交错层理、包卷层理等构造ꎻ
具有缓波状的水流波痕层理形成在分流间湾、堤
岸等微相ꎬ在泛滥盆地、决口扇、下三角洲平原分

流间湾环境中形成的泥质粉砂岩通常出现小型

槽状交错层理ꎻ分流间湾形成的泥质粉砂岩通常

还具有生物扰动构造、生物潜穴和泄水构造等ꎬ
代表着低能环境ꎮ

表 １　 平湖构造带花港组主要岩相类型及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ｕａｇ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ｉｎｇｈ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Ｚｏｎｅ

岩石类型 岩相 沉积构造 岩性描述 环境解释

砂岩

含泥砾中砂岩
　 平 行 层 理ꎬ 楔 状 交 错

层理

　 灰白色ꎬ灰黄色ꎬ砂岩磨圆中等ꎬ分选较好ꎬ含有泥砾ꎬ
多呈紫红色ꎬ具叠瓦状定向排列

分流河道

含砾中砂岩
　 大型板状交错层理ꎬ平
行层理

　 灰白色ꎬ灰绿色ꎬ厚层状ꎬ磨圆较好ꎬ分选中等ꎬ底部偶

见植物茎化石ꎬ
分流河道

交错层理细砂岩 　 槽状、楔状交错层理 　 灰白色、灰黄色ꎬ薄－厚层状ꎬ常与平行层理共生 决口扇、边滩、天然堤

波痕状层理细砂岩 　 水流波痕状层理 　 灰白色ꎬ砂质较纯ꎬ磨圆、分选较好ꎬ偶见火焰状构造 河口坝ꎬ天然堤

粉砂岩

缓波状粉砂岩 水流波痕 　 灰白色、灰绿色ꎬ薄—中厚层ꎬ发育生物潜穴 　 泛滥平原、分流间湾

泥质粉砂岩
　 槽状交错层理、包卷层

理、冲刷—充填构造

　 多为灰绿色、灰黄色ꎬ泥岩和粉砂岩常呈互层出现ꎬ受
生物扰动强烈

远砂坝

泥岩质
粉砂质泥岩 　 水平层理、浪成波痕 　 灰黑色、紫红色薄层泥岩ꎬ生物扰动构造发育 分流间湾

水平层理泥岩 　 水平层理 　 灰黑色、灰绿色泥岩ꎬ含有暗色有机质ꎬ生物潜穴发育 泛滥盆地ꎬ前三角洲

煤 煤岩 — 　 层数少而薄ꎬ多为亮煤ꎬ可见植物碎片ꎬ可见黄铁矿 分流间湾

　 　 ３)泥质岩:泥质岩以灰黑色、灰绿色紫红色泥

岩为主ꎬ主要分布在花港组上段ꎬ粉砂质泥岩具有水

平层理、浪成波纹层理ꎬ同时具有生物扰动构造ꎬ主
要形成在下三角洲平原分流间湾ꎻ发育水平层理的

灰黑色、灰绿色泥岩形成于泛滥平原和前三角洲

微相ꎮ
煤:本区煤层厚度薄ꎬ但是层数较多ꎬ宏观煤岩

类型以亮煤为主ꎬ暗煤含量较低ꎬ少见镜煤及丝炭组

分ꎬ多呈块状或发育线理ꎬ可见植物茎叶化石和黄铁

矿ꎬ代表了还原性的沉积环境ꎻ煤层主要形成于下三

角洲平原分流间湾ꎮ
图 ３ 中①~⑨各组岩相特征分述如下:①为砂

岩中具有定向性排列的泥砾ꎬ可指示水流方向ꎬ形成

于下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底部(井号:Ｎ－１Ｄꎬ井深:

５７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煤 炭 科 学 技 术 第 ４６ 卷

井深:３ ５４２.６２ ｍ)ꎻ②为具爬升波纹层理的砂岩ꎬ形
成于上三角洲平原天然堤沉积(井号:Ｎ－１Ｄꎬ井深:
３ ４４２.７８ ｍ)ꎻ③为生物潜穴、变形及泄水沟造ꎬ形成

于泛滥盆地沉积 (井号:Ｐ－１ꎬ井深:２ ７１５ ｍ)ꎻ④为

小型交错层理ꎬ远砂坝沉积 (井号: Ｐ － １ꎬ井深:
２ ８１４.１１ ｍ)ꎻ⑤为缓波状层理及波状交错层理砂

岩ꎬ远砂坝沉积(井号:Ｐ－２ꎬ井深:２ ８２５.９５ ｍ)ꎻ⑥为

下部为斜层理ꎬ顶部有冲刷面及扁平泥砾ꎬ受分流河

道影响的泛滥盆地沉积(井号:Ｐ－１ꎬ井深:２ ７１５.１９
ｍ)ꎻ⑦为远端坝砂岩中的浪成沙纹交错层理 (井
号:Ｐ－２ꎬ井深:２ ８４３.７３ ｍ)ꎻ⑧为河道砂质沉积物中

平行的炭质纹带 (井号:Ｐ －４ꎬ井深:２ ３０６.６２ ｍ)ꎻ
⑨为下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中的平行层理(井号:
Ｐ－６ꎬ井深:２ ６３１.５ ｍ)ꎮ

图 ３　 西湖凹陷平湖构造带花港组岩相特征

Ｆｉｇ.３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Ｈｕａｇ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ｉｎｇｈ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Ｚｏｎｅ ｏｆ Ｘｉｈｕ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２ ２　 沉积相特征

由前面分析可知ꎬ在平湖构造带花港组发育 ４
种岩石类型、９ 种岩相类型ꎬ主要发育三角洲沉积体

系ꎮ 三角洲沉积在单井中常呈不完整序列出现ꎬ上
三角洲平原、下三角洲平原、三角洲前缘和前三角洲

交互叠加出现ꎮ 前三角洲位于下三角洲前缘外侧ꎬ
以泥质沉积为主ꎬ夹有薄层的粉砂－细砂岩ꎬ以水平

层理和小型波状交错层理为主ꎬ可见生物潜穴和生

物扰动构造ꎬ与叠加的三角洲前缘构成向上变粗的

序列ꎮ
在岩心上ꎬ三角洲前缘表现为局部发育ꎬ其微相

包括河口坝和远砂坝沉积(图 ３)ꎻ河口坝以互层的

细砂岩、粉砂岩为主ꎬ发育有槽状交错层理、楔状交

错层理、平行层理和同生变形层理等ꎻ远砂坝岩性较

细ꎬ砂体厚度薄ꎬ其显著特征是粉砂岩、细砂岩和泥

岩互层出现ꎬ发育有砂纹层理和流水波痕层理ꎬ在测

井曲线上多表现为漏斗形ꎮ
下三角洲平原是水陆过渡区域ꎬ为最低湖平面

和最高湖平面的沉积范围ꎬ下三角洲平原可分为水

下分流河道和分流间湾ꎻ水下分流河道岩性以细砂

岩为主ꎬ发育有平行层理和交错层理ꎬ砂体规模较上

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小ꎻ分流间湾以泥质岩、粉砂质

泥岩为主ꎬ具有波状层理和水平层理ꎬ研究区煤层主

要形成在分流间湾ꎻ在下三角洲平原中ꎬ中厚层的砂

岩和泥岩在垂向上叠加出现ꎬ据此可与上三角洲平

原区分ꎮ
上三角洲平原是河流分叉到最高湖平面的沉积

范围ꎬ沉积亚相包括分流河道、天然堤、决口扇、岸后

沼泽等沉积作用ꎮ 其中ꎬ分流河道岩性为中砂岩ꎬ发
育大型的平行层理、板状交错层理和楔状交错层理ꎬ
底部以显著的泥砾和砾石为标志ꎬ测井曲线中河道

通常表现为箱形ꎻ在分流河道岸后还发育堤岸和决

口扇沉积ꎬ以细砂岩为主ꎬ具有波纹层理和交错层

理ꎻ在分流河道间还发育泛滥盆地微相ꎻ上三角洲平

原中测井曲线呈箱形和钟形特征ꎮ
２.３　 垂向沉积特征

通过钻井分析可知ꎬ花港组下段主要为三角洲

平原亚相ꎬ而花港组上段则发育下三角洲平原亚相ꎬ
在上段沉积末期ꎬ局部地区发育有三角洲前缘沉积ꎮ

西湖凹陷花港组下段发育三角洲平原沉积ꎬ由
单层厚度大的砂岩相互叠置出现ꎬ在砂岩底部通常

出现含泥砾或砾石的砂岩ꎬ分流河道间湾沉积物厚

度小ꎬ主要是河道迁移引起ꎮ 花港组上段主要是下

三角洲平原和三角洲前缘沉积ꎬ花港组末期发生大

规模持续湖侵现象ꎬ在此过程中ꎬ逐渐发育三角洲前

缘沉积(图 ４)ꎮ

３　 岩相古地理及聚煤模式

３.１　 盆地构造活动及充填特征

沉积体系类型主要受盆地构造背景、古气候等

６７



易　 琦等:西湖凹陷平湖构造带花港组沉积环境与聚煤规律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因素所控制ꎬ但物源对盆地内沉积体系的类型及其

发育规模有重要的决定作用[１３]ꎮ 同西湖凹陷构造

演化相似ꎬ平湖构造带新生代演化特征也经历了断

陷、坳陷和整体沉降 ３ 个阶段ꎬ其中ꎬＴ３０ 界面作为

断陷期和坳陷期之间最大的转换界面ꎬ上超下削现

象普遍ꎬ玉泉运动(Ｔ３０ 界面)结束后ꎬ界面上下的断

层发育差别大ꎬ界面下部的断层对沉积作用控制已

不大[１４－１６]ꎮ

图 ４　 平湖构造带花港组沉积相柱状

Ｆｉｇ.４　 Ｃｏｌｕｍｎａ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Ｈｕａｇ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ｉｎｇｈ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Ｚｏｎｅ

　 　 花港组为断陷期向坳陷期转变后的早期沉积ꎬ
断层不发育ꎬ整个凹陷呈锅底式铺平的沉积特点ꎬ地
层在地震剖面上表现为自凹陷中心向东西两侧逐渐

减薄ꎬ表现为“坳陷型”结构特征ꎻ平湖构造带位于

凹陷西部边缘斜坡带ꎬ受构造活动影响ꎬ构造带内主

要水系近东西向ꎬ由于构造带处于坳陷早期ꎬ湖盆范

围不断扩大ꎬ自下而上为一套水进沉积ꎬ地震上具有

上超现象ꎬ水体总体较浅ꎬ区域上以基准面上升沉积

为主ꎮ
３.２　 岩相古地理

对研究区内每个钻孔揭示地层按照组段进行地

层厚度、砂岩(砾岩＋砂岩)厚度、泥岩(泥岩＋粉砂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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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厚度、砂泥比值和煤层厚度等参数的统计ꎬ对花

港组下段和上段的地层厚度等值线图、砂岩厚度等

值线、泥岩厚度等值线图以及砂泥比等值线图和煤

层等值线图进行了分析ꎻ其中ꎬ地层厚度等值线图可

以反映沉积期内的沉积中心、隆起和凹陷以及盆地

轮廓ꎬ泥岩厚度等值线结合沉积相、古生物等确定了

古地理单元边界ꎬ砂岩厚度等值线图反映了三角洲

河道砂体的分布特征ꎬ泥岩厚度图反映了分流间湾

的分布特征ꎬ最后以砂泥比等值线为基础ꎬ参考砂岩

和泥岩厚度等值线图ꎬ综合分析绘制出沉积期的古

地理图[１６]ꎮ
花港组下段地层总厚度较薄(表 ２)ꎬ平均厚度

为 １７３.３ ｍꎬ地层厚度图显示了地层厚度沿斜坡带

呈带状分布ꎬ厚度向盆地中心逐渐增厚ꎬ在平北区

东部、平中区东南部地区ꎬ地层厚度最厚分别为

２６０、３６０ ｍꎬ显示了主要的沉积中心ꎮ 砂岩平均厚

度为 １４３.６ ｍꎬ总体厚度较大ꎬ沿构造带方向变化

较大ꎬ在平北区北部和南部、平中区南部和平南区

南部出现了高值区ꎬ其值高于 ２７７ ｍꎬ与地层厚度

沉积中心基本一致ꎬ泥岩厚度在 ６２ ~ ４１５ ｍꎬ变化

范围较大ꎬ主要受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的影响ꎮ

表 ２　 平湖构造带花港组单因素数据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Ｈｕａｇ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ｉｎｇｈ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Ｚｏｎｅ

组段
地层厚

度 / ｍ
砂岩厚

度 / ｍ
泥岩厚

度 / ｍ
砂泥比

煤层厚

度 / ｍ

花港组

上段

２７２.０~５５７.０
３７９.５

３３.０~２１２.１
１１８.２

１７２.４~４２１.０
２６０.６

０.１~１.２
０.５

０~４.５
０.７

花港组

下段

１７２.２~４４３.２
１７３.３

２０.０~２７７.０
１４３.６

６２.０~４１５.０
１４３.７

０.０５~３.２０
１.３０

０~６.９
１.２

　 　 注:数据表示最小值~最大值 / 平均值ꎬ表中统计数据来源于 ３３
口钻井

根据以上分析ꎬ绘制出平湖构造带花港组上下段

的古地理图(图 ５)ꎮ 从图 ５ａ 可以看出ꎬ沉积期的古

地理单元主要有下三角洲平原、上三角洲平原等ꎬ其
砂泥比分别大于 １ 和小于 １ꎮ 花港组下段沉积物主要

来源于平湖构造带西部的海礁隆起ꎬ平南区的沉积物

也有部分来自于西南侧的渔山隆起ꎻ在平湖构造带西

部存在河流冲击平原ꎬ砂泥比大于 １ 的地区为上三角

洲平原ꎬ沉积走向与构造带走向基本一致ꎬ主要分布

在平湖构造带西部靠物源一侧ꎻ砂泥比小于 １ 的地区

为下三角洲平原ꎬ主要分布在平湖构造带的东部ꎬ三
角洲朵体分布在砂泥比较高的地区ꎬ集中在平北区

ＮＢ－１ 井、平中区 Ｂ－１ 井、平南区 Ｐ－９ 井附近ꎮ

图 ５　 平湖构造带花港组砂泥比等值线及岩相古地理

Ｆｉｇ.５　 Ｉｓｏｐａｃｈ ｏｆ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 ｍｕｄｓｔｏｎｅ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Ｈｕａｇ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ｇｈ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Ｚ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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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同样的方法分析花港组上段单因素等值线

特征ꎬ花港组上段总体较厚ꎬ最厚可达 ５５７ ｍꎬ平均厚

度为 ３７９.５ ｍꎬ自西部边缘向东部斜坡逐渐变厚ꎬ该时

期沉积中心与下段沉积中心基本一致ꎬ砂岩厚度为

３３~２１２.１ ｍꎬ厚度变化较大ꎬ在平中区 Ｐ－９ 井附近砂

岩范围为 ５０~２００ ｍꎬ泥岩普遍较高ꎬ为 １７２.４~４２１.０
ｍꎬ平均厚度 ２６０.６ ｍꎬ沉积中心与地层沉积中心基本

一致ꎮ
花港组上段沉积期内ꎬ沉积期的古地理单元主

要为下三角洲平原和三角洲前缘ꎬ局部发育上三角

洲平原(图 ５ｂ)ꎮ 砂泥比大于 １ 的地区为上三角洲

平原ꎬ主要分布在平北区、平中区西部边缘一带ꎬ砂
岩含量也较高ꎬ分布范围比较小ꎮ 砂泥比介于 ０.１ ~
１.０ 的地区为下三角平原ꎬ沿着 ＮＢ－１ 至 Ｂ－１ 至 Ｐ－
９ 井呈带状分布ꎬ砂泥比小于 ０.１ 的地区发育三角

洲前缘沉积ꎬ分布在构造带的西部地区ꎬ为当时湖水

较深的地区ꎮ 同上段一样ꎬ物源主要来自西部的海

礁隆起ꎬ平南区的物源来自西南方向的渔山隆起ꎬ在
花港组沉积期内向着湖岸线发生了湖侵现象ꎬ沉积

相带向西发生了迁移ꎬ从而发育下三角洲平原和三

角洲前缘ꎮ
３.３　 测井确定煤层厚度

利用测井资料识别煤层并确定煤层厚度在煤

田勘探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１７－１９] ꎮ 但由于海

域区深部受无机化学元素、放射性元素和海水导

电性的影响[２０] ꎬ且煤层发育受诸多因素的控制而

呈多相带展布的格局ꎬ钻井揭示的煤层多为薄煤

层ꎬ使用单一的测井解释方法很难正确区分煤层

空间分布及厚度ꎬ目前ꎬ对于海域区煤层识别较为

有效的方法主要有逻辑判别法、聚类分析法、蜘蛛

网图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法[２０－２１] ꎬ笔者以测井相蜘

蛛网图法和逻辑判别法为例介绍研究区煤层识别

及厚度的确定方法ꎮ
测井相蜘蛛网图法是将测井反映的某一岩层的

物性ꎬ形象地展示在一个蜘蛛网图上ꎮ 其做法如下:
首先选取测井曲线响应显著的多个岩性段ꎬ将每一

类型的测井曲线值取平均值ꎬ并注意将测井值较小、
相差不大的给予适当加权ꎬ以此提高识别精度和敏

感度ꎬ然后将不同类型的侧井值表示在蜘蛛网图上ꎬ
这样就建立了不同岩层的测井相标准蜘蛛网图ꎮ 本

次研究选取中孔隙度(ＣＮＣＦ))、井径(ＤＴ)、自然伽

马(ＧＲ)、微侧向电阻率(ＲＭＬＬ)、密度(ＺＤＥＮ)、自
然电位(ＳＰ)共 ７ 类测井ꎬ分别建立了标准煤层、泥

岩、砂岩段的测井相蜘蛛网图(图 ６)ꎬ利用取心段煤

层对应的测井相蜘蛛网图进行检验ꎬ蜘蛛网图形状

基本一致ꎮ 选取区内 Ｐ－１１ 钻井的不同岩层进行蜘

蛛网图分析ꎬ对照已建立的标准ꎬ当异常层的测井相

蜘蛛网图与标准煤层测井蜘蛛网图相似时ꎬ则可以

较为准确地识别煤层ꎮ

图 ６　 标准蜘蛛网图判别测井异常的岩性(Ｐ－１１ 井)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ａｂｎｏｒｍｉｔｙ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ｂ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ｆａｃｉｅｓ ｃｏｂｗｅｂ(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Ｐ－１１)

逻辑判别法是在分析总结取心段测井曲线响应

的规律ꎬ根据测井响应规律来推断未取芯段煤层发

育情况ꎮ 需要注意的是取芯段和未取芯段在煤的灰

分、水分及沉积环境等方面相差不大的条件下采用

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２０]ꎮ 研究区 Ｐ －１１ 井取心

段煤层测井曲线具有“三高两低” (即高中子孔隙

度、高井径、高声波时差、和低侧向电阻率、低岩性密

度测井)的规律ꎬ据此分析其他井段的测井曲线特

征ꎬ从而对煤层进行识别(图 ７)ꎮ
研究区煤层厚度普遍小于 ２ ｍꎬ煤层顶、底板多

为砂岩ꎬ其物性差异较大ꎬ因此ꎬ其煤层的测井响应

较显著ꎬ但与顶、底板界面不明显ꎬ有时具渐变过渡

特征ꎻ研究区测井间距为 ０.１ ｍꎬ理论上测井分辨率

为 ０.２ ｍꎬ但实际工作中分辨率大于 ０.２ ｍꎬ因此ꎬ当
煤层厚度小于 ０.２ ｍ 时ꎬ测井反映的煤层厚度可能

包含了部分顶底板岩性ꎬ因此ꎬ常规测井方法解释煤

层厚度常比实际厚度要大ꎻ因此ꎬ笔者选取了 ２ 条对

煤层响应显著的两条曲线(声波时差和岩性密度测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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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作为确定煤厚的依据ꎮ 统计了研究区 ３３ 口钻

井的煤层厚度ꎬ研究煤层实际测量厚度与声波时差、
岩性密度测井截取值的关系发现ꎬ在取声波时差和

岩性密度的平均值为 ８２.４ μｍ / ｓ 和 ２.５ ｇ / ｃｍ３时ꎬ煤
层厚度识别的误差值较小ꎬ因此ꎬ可以据此作为确定

煤层厚度的截取值ꎮ

图 ７　 Ｐ－１１ 井逻辑判别法识别煤层

Ｆｉｇ.７　 Ｉｎ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ｃｏａｌ ｂｅｄｓ ｂｙ ｌｏｇｉｃ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Ｐ－１１

３.４　 聚煤特征

煤层发育受很多地质条件控制ꎬ其中最重

要的是基底沉降和沉积环境 [ １６ꎬ２２] ꎮ 基底沉降

包括构造活动的强度和频率ꎬ沉积环境包括沉

积期的古地理条件、古地貌、古植物、古气候、泥
炭沼泽类型及其水体深度以及地球化学物理条

件等ꎮ
平湖构造带花港组下段煤层厚度在 ０ ~ ６.２ ｍꎬ

平均厚度为 １.２ ｍꎮ 花港组下段主要发育三角洲平

原沉积体系ꎬ结合单井成煤环境分析以及煤层厚度

等值线图ꎬ花港组下段煤层主要发育在下三角洲平

原地区ꎬ随着古地理单元从上三角洲平原向下三角

洲平原过渡ꎬ煤层厚度逐渐增大ꎬ表明该时期煤层主

要形成于下三角洲平原ꎮ
此外ꎬ受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的影响ꎬ聚煤场所

主要在三角洲平原分流间湾ꎬ煤层较薄而且连续性

差ꎻ花港组下段聚煤中心主要分布在平北区和平中

区南部(图 ８ａ)ꎮ 花港组上段煤层厚度在０~４.７ ｍꎬ
平均厚度为 ０.７ ｍꎬ煤层厚度自西向东逐渐增厚ꎬ在
下三角洲平原和三角洲前缘发育区ꎬ水体较浅ꎬ聚煤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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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广泛发生ꎬ在下三角洲分流间湾微相中聚煤作

用最为强烈ꎬ聚煤中心基本与其上段一致ꎬ成煤作用

场所的范围有所扩大ꎬ在三角洲前缘煤层发育也较

好(图 ８ｂ)ꎮ

图 ８　 平湖构造带花港组煤厚等值线

Ｆｉｇ.８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Ｈｕａｇ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ｎｇｈ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Ｚｏｎｅ

渐新统花港组时期ꎬ西湖凹陷拉张裂陷趋于停

止ꎬ发育了一套坳陷型湖盆沉积 [ １５ꎬ２３－ ２４] ꎬ基底

处于坳陷早期阶段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煤层ꎻ钻
井揭示的资料显示ꎬ花港组主要由丰富的梣粉

属－栎粉属－杉粉属－桤木粉属组合和桤木粉属

组合ꎬ其他门类化石少见ꎬ为较湿润的亚热带气

候的淡水沉积环境 [ ７ꎬ２５－ ２６] ꎬ有利于植物的生长ꎻ
因此ꎬ控 制 花 港 组 煤 层 厚 度 的 主 控 因 素 为 古

地理ꎮ
花港组沉积环境以三角洲平原为主ꎬ在上三

角洲平原沉积地区ꎬ可容空间产生速率小于沉积

速度ꎬ可容空间很快被填满ꎬ没有形成适合煤层

发育的沼泽环境ꎬ因此ꎬ聚煤作用相对较弱ꎻ东部

下三角洲平原地区水体变深ꎬ可容空间增大ꎬ间
湾沼泽发育ꎬ有利于煤层的形成ꎬ聚煤作用强度

较强 [２７] ꎮ

４　 结　 　 论

１)本次研究区识别出砂岩、粉砂岩、泥岩和煤

等 ４ 种种岩石类型ꎬ综合岩石颜色、结构、构造以及

生物化石ꎬ在研究区识别出含泥砾中砂岩、含砾中砂

岩、交错层理细砂岩、波痕状层理细砂岩、缓波状粉

砂岩、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水平层理泥岩和煤

岩 ９ 种岩相类型ꎮ
２)研究区花港组划分出三角洲沉积体系ꎬ花港

组下段主要发育三角洲平原ꎬ在平湖构造带东部发

育上三角洲平原ꎬ向西过渡为下三角洲平原ꎬ在平北

区东部、平中区东南部地区ꎻ花港组上段发育上三角

洲平原、下三角洲平原和三角洲前缘沉积ꎬ沉积中心

基本与下段一致ꎮ
花港组物源位于构造带西部的海礁隆起ꎬ平南

区物源主要来自于渔山隆起ꎻ花港组沉积期发生持

续湖侵现象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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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花港组沉积期内ꎬ主要成煤环境是下三角

洲平原分流间湾ꎬ受分流河道影响较大ꎬ导致煤

层横向和纵向连续性差ꎬ花港组下段聚煤作用强

于上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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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断陷盆地层序地层与聚煤作用研究

高　 迪１ꎬ３ꎬ邵龙义２

(１.河南理工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ꎬ河南 焦作　 ４５４００３ꎻ２.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ꎻ
３.中原经济区煤层气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ꎬ河南 焦作　 ４５４００３)

摘　 要:为得到鸡西断陷盆地早白垩世层序地层地层格架中的展布特征ꎬ运用层序地层学有关理论和

方法ꎬ对鸡西陆相断陷盆地早白垩世含煤岩系进行层序地层分析ꎬ并探讨了该断陷盆地的聚煤作用ꎮ
研究结果表明: 鸡西盆地早白垩世含煤地层共识别出 ３ 个层序边界ꎬ划分 ２ 个三级层序ꎬ分别对应于

城子河组和穆棱组ꎻ煤层的聚集主要取决于可容空间变化速率和泥炭堆积速率ꎬ而在陆相断陷盆地

中ꎬ控制两者变化速率的主要因素为构造活动和气候ꎻ鸡西断陷盆地早白垩世时期处于湖盆稳定发展

向萎缩阶段过渡ꎬ湖盆稳定发展阶段基底速率变化缓慢、陆源碎屑供给相对较少ꎬ可容空间增加速率

和泥炭堆积速率相对平衡ꎬ主要发育了三角洲平原相ꎬ有利于煤层的聚集ꎻ在三级层序中ꎬ湖侵体系域

聚煤最好ꎬ其次为低位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ꎮ
关键词:含煤岩系ꎻ层序地层ꎻ聚煤作用ꎻ鸡西断陷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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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层序地层学在近海盆地含煤岩系分析研究中得

到了广泛应用[１－３]ꎬ许多研究者都从不同角度揭示

了该盆地煤层在层序格架中的发育和分布特征ꎬ提
出了多种基于层序地层格架的成煤模式[４－６]ꎮ 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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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海型陆源碎屑含煤岩系煤层的研究表明:以冲

积相和三角洲相为主的厚煤层常与最大海泛面相

关[７－９]ꎬ因为在最大海泛面附近ꎬ快速的可容空间产

生速率与快速泥炭堆积速率相平衡ꎮ 众多学者应用

层序地层学理论分析形成多样化、复杂化的内陆含

煤盆地取得了可喜的成果[１０－１２]ꎬ研究表明ꎬ在陆相

断陷盆地中ꎬ煤层的形成与盆地的构造活动和气候

因素密切相关ꎬ在盆地构造活动较弱ꎬ同时气候所影

响的降水量适于泥炭堆积的情况下ꎬ有利于煤炭聚

集ꎮ 煤层的分布受区域古地理背景及湖平面变化规

律的控制ꎬ高分辨率层序地层格架的建立有助于预

测煤层的分布规律[１３]ꎮ 对于鸡西断陷盆地ꎬ虽然已

有不少学者开展了层序地层学研究[１４－１７]ꎬ但是对该

区层序地层的划分方案尚未统一ꎬ同时对于层序地

层格架下的煤层聚集规律鲜有报道ꎮ 因此ꎬ笔者对

鸡西断陷盆地早白垩世层序地层进行分析ꎬ研究该

盆地煤层在层序地层格架中的展布特征ꎬ探讨断陷

盆地的聚煤模式ꎮ

１　 区域地质概况

鸡西盆地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ꎬ地理座标东经

１３０°１５′~１３１°５０′、北纬 ４４°５０′ ~ ４５°３０′ꎬ东西长 １３５
ｋｍꎬ南北平均宽 ２５ ｋｍꎬ面积约 ３ ３７５ ｋｍ２ꎮ 鸡西盆

地位于前中生代佳木斯地块之上ꎬ介于依舒断裂和

敦密断裂之间ꎬ为一典型断陷盆地[１７]ꎬ该盆地为

ＮＥＥ 和 ＮＥ 向含煤盆地ꎬ盆地中部存在一条近东西

向的平麻逆断裂及发育一条向东倾伏基底隆起(恒
山隆起)ꎬ使盆地分成南、北 ２ 个条带ꎮ

图 １　 鸡西盆地地理位置及钻孔分布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ｓ

北部条带为不对称的大型复向斜ꎬ称为鸡东坳

陷ꎬ呈东西向展布ꎬ主要包括麻山、大同村、大通沟、
滴道、西鸡西、城子河、正阳、东海、永安、太平、黑台

等地ꎻ南部条带亦为大型复向斜ꎬ称为穆棱坳陷ꎬ走

向 ＮＥ－ＮＥＥꎬ主要包括光义、穆棱、平岗、恒山、二道

河子、张新、荣华、平阳镇等地ꎮ 鸡西盆地基地性质

复杂ꎬ由太古界麻山群ꎬ元古界黑龙江群变质岩、混
合岩ꎬ上古生界浅变质岩ꎬ元古代混合花岗岩ꎬ加里

东期、海西期、印支期花岗岩等组成ꎮ 盆地内白垩系

鸡西群城子河组和穆棱组是该盆地主要含煤岩组ꎬ
其中城子河组含煤 ４０ 余层ꎬ最多可达 ５６ 层ꎬ可采煤

层 ７~２０ 层ꎬ可采煤层累计厚度为 ４.８８~１７.２３ ｍꎬ是
鸡西盆地主采层位ꎻ穆棱组含煤 ２０ 余层ꎬ可采或局

部可采 １~８ 层ꎮ

２　 断陷盆地层序模式与构造特征

起源于被动大陆边缘的层序地层学ꎬ在海相盆

地的应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ꎬ在陆相断陷盆地的

应用ꎬ也逐渐得到重视ꎬ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ꎬ如提

出了许多断陷盆地的层序模式[１８－２２]ꎮ 但是区别于

海相盆地ꎬ陆相断陷盆地研究有其独特之处:①与海

相盆地相比ꎬ断陷盆地湖平面变化频率要远大于海

平面ꎬ且构造活动对盆地的影响更大ꎬ因此控制层序

形成的主导因素是构造活动ꎻ②并不是所有湖盆都

会有煤炭聚集ꎬ只有当降水量大于湖盆水体蒸发量

且基底沉降速率较低时ꎬ才会有有煤层聚集[２３]ꎬ因
此ꎬ气候对湖平面变化的影响显著大于海平面ꎻ③在

断陷盆地中可以近似地把湖平面看作基准面ꎬ因为

湖平面的变化与相对海平面的变化在控制层序的形

成机制上相似[１８]ꎬ这样就有利于利用基准面升降变

化而引起的可容空间变化和沉积物供给速率来解释

层序级别的划分和层序的形成过程ꎮ
鸡西断陷盆地总体呈菱形断块ꎬＮＥＥ 向展布ꎬ

近东西向的平麻断层将盆地分割为南北 ２ 个条带ꎬ
盆地东南侧为敦密断裂ꎬ整体边界较规则ꎮ 盆地从

滴道组到城子河组、穆棱组发展演化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鸡西盆地早白垩世盆地演化示意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ｒｌｙ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ｉｎ Ｊ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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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Ｂ、Ｃ 时期的沉积模式与图 ３ 中城子河组

和穆棱组沉积组合基本一致ꎬ而 Ｂ 时期聚煤作用最

好ꎬ即对应于湖盆发展阶段的城子河组ꎮ

３　 鸡西盆地早白垩世层序地层格架

陆相断陷盆地一般均与海洋隔绝ꎬ盆地特征与

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明显不同ꎬ因此在层序划分、层序

级别、层序模式及体系域划分时不能照搬经典层序

地层学理论ꎬ但是亦不能完全脱离该理论ꎬ应根据断

陷盆地形成的动力学机制及湖盆的发展模式来确定

层序的划分ꎬ笔者结合冯有良等[２４] 提出的陆相断陷

盆地层序级别划分原则对鸡西盆地进行划分ꎬ认为

三级层序是有幕式断陷、气候三级旋回和叠加其上

的米兰科维奇旋回函数的基准面升降旋回的产物ꎬ
根据层序界面、初始湖泛面、最大湖泛面把一个层序

划分为低位体系域(ＬＳＴ)、湖侵体系域(ＴＳＴ)、高位

体系域(ＨＳＴ)ꎮ
３.１　 关键层序界面的识别

关键界面的识别主要通过地震相、测井相、岩相

组合特征、古生物特征、地球化学及古地磁特征、界
面附近盆地构造和充填特征等进行识别ꎬ针对鸡西

盆地来说ꎬ主要根据以下标志进行关键界面的识别ꎮ
１)层序界面在湖盆边缘通常表现为区域性不

整合面或河道下切冲刷面ꎬ而在湖盆内部常为连续

沉积的整合面ꎮ 其识别的具体特征如下:①区域不

整合面:古构造运动形成的不整合面是等时面ꎮ 研

究区城子河组与下伏滴道组、城子河组与上覆穆棱

组为平行不整合面ꎬ穆棱组与上覆东山组为角度不

整合ꎻ②下切谷砂砾岩体及伴随的冲刷面的发育:伴
随着湖平面相对下降ꎬ由河流回春作用形成的下切

谷是层序界面的典型标志ꎮ 下切谷充填沉积一般以

叠置的厚层及透镜状砂砾岩体为特征ꎬ可根据下切

谷砂体的规模及其垂向的叠置关系把层序界面处的

下切谷沉积与次级层序的河道砂岩区别开来ꎮ 研究

区穆棱组和城子河组之间有明显的冲刷面ꎮ
２)初始湖泛面的识别ꎮ 以出现薄而稳定的灰

色泥岩、白云岩、生物灰岩或油页岩等细粒岩石为特

征ꎬ研究区在城子河组和穆棱组将河道下切谷或河

道滞留沉积的砂砾岩之上覆盖的泥岩、粉砂质泥岩、
粉砂岩等较细的岩性底面定为初始湖泛面ꎮ

３)最大湖泛面ꎮ 最大湖泛面为基准面旋回内

基准面或可容空间速率增加最快、水体最深时形成

的沉积面ꎮ 其识别特征如下:①在一套粒度向上变

图 ３　 鸡西盆地早白垩世沉积环境与层序地层综合柱状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ｌｕｍ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ｅａｎｌｙ－ｅｒｔｏｏｓ ｉｎ Ｊ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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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水体变深的沉积序列中ꎬ代表最深的岩相一般为

泥岩、粉砂质泥岩ꎬ这样的岩性一般以相对较大的厚

度出现时ꎬ可将其底面作为最大湖泛面的位置ꎻ②最

深的岩性岩相若在剖面上重复出现ꎬ那么在厚度上

向上变到最厚的层位的底面即为最大湖泛面位置ꎮ
３.２　 层序划分

根据以上层序界面识别原则ꎬ研究区早白垩世

含煤岩系共识别出 ３ 个层序界面ꎬ划分为 ２ 个三级

层序(图 ３)ꎮ 由于该含煤岩系延续时间大致为

１２５~１１３ Ｍａꎬ则每个三级层序时间大致延续了

６ Ｍａꎮ
１)三级层序 ＳＩＩＩ１:大致对应早白垩世城子河组

沉积ꎮ 层序底界面为城子河组与下伏滴道组平行不

整合面ꎬ顶界面为城子河组与上覆穆棱组平行不整

合面ꎮ 该层序发育低位体系域、湖侵体系域及高位

体系域ꎮ 低位体系域为一套冲积扇相灰白色砾岩ꎻ
湖侵体系域主要由一套滨浅湖—辫状河三角洲相中

－细砂岩、粉砂岩、泥岩夹煤层组成ꎮ 该时期盆地处

于稳定发展阶段ꎬ沉积物供给速率缓慢ꎬ沉积速率低

于基准面上升速率ꎬ剩余可容空间增强ꎬ多处于欠补

偿状态ꎬ只有当湖平面下降使基底变浅之后湖平面

重新上升过程中才会产生适于泥炭层堆积的可容空

间ꎬ此时的煤层常形成于湖侵体系域的初期－中期ꎮ
高位体系域为上三角洲平原相细砂岩夹粉砂岩ꎮ

２)三级层序 ＳＩＩＩ２:大致对应于早白垩世穆棱组

沉积ꎮ 层序底界面为与下伏城子河组平行不整合

面ꎬ并且发育辫状河河道底部冲刷面ꎮ 层序顶界面

与上覆东山组为角度不整合ꎮ 层序 ２ 发育低位体系

域、湖侵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ꎮ 低位体系全区发育ꎬ
湖侵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只在局部发育ꎮ 低位体系

域为辫状河相砾岩ꎬ粗－中砂岩组成ꎻ湖侵体系域为

下三角洲平原相沉积ꎬ岩性主要为细砂岩、粉砂岩、
泥岩夹煤层组成ꎮ 此时期ꎬ处于盆地萎缩早期ꎬ陆源

碎屑供给速率大于基准面上升速率ꎬ可容空间减少ꎬ
只有当基准面上升速率较大时才能与泥炭堆积速率

持平ꎬ形成煤炭ꎬ此时对应于湖侵体系域的中晚期ꎮ
高位体系域为上三角洲平原相灰绿色泥岩、粉砂质

泥岩与粉、细砂岩呈不等厚互层ꎬ夹凝灰岩及煤线ꎮ

４　 断陷盆地层序地层格架内的聚煤作用分析

断陷盆地演化和层序的发育主要受控于构造活

动和气候变化ꎬ因此影响煤层发育的最重要的因素

是基底沉降和沉积环境[２５]ꎬ泥炭的堆积和保存需要

合适的水位[２６]ꎬ即可容空间变化速率(基准面变化

速率)必须与泥炭沉积速率保持某种平衡关系ꎬ才
有利于泥炭的堆积和保存[９]ꎮ

在断陷盆地中可容空间变化速率(基准面变化

速率)与盆地基底沉降速率、沉积物供给速率等关

系密切ꎬ而以上各因素的综合结果控制聚煤作用的

强弱ꎬ盆地剩余可容空间增加速率最大的位置(盆
地沉积中心)处于盆地陡坡带与缓坡带过渡地区ꎬ
所以断陷盆地沉降中心与沉积中心不一致ꎮ 研究区

早白垩世层序 ＳＩＩＩ１ 和 ＳＩＩＩ２ 分别对应于盆地稳定发

展阶段和萎缩阶段ꎬ从聚煤作用来看ꎬ层序地层格架

内煤层的发育具有明显的规律性ꎬ从层序 ＳＩＩＩ１ 到

ＳＩＩＩ２ 聚煤作用逐渐减弱ꎮ 层序 ＳＩＩＩ１ 多发育全区可

采的煤层ꎬ层数较多ꎻ层序 ＳⅢ２ 发育煤层较薄ꎬ可采

程度较层序 ＳＩＩＩ１ 差(图 ４)ꎮ

图 ４　 鸡西盆地早白垩世体系域特征对比剖面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ｉｎ Ｊ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

鸡西断陷盆地聚煤模式如图 ５ 所示[２７]ꎬ盆地稳

定发展阶段ꎬ煤层主要发育在缓坡带和陡坡带的三

角洲平原环境ꎬ缓坡带好于陡坡带ꎬ而在深水湖泊相

煤层几乎不发育ꎬ所以聚煤强度曲线呈双峰分布ꎻ在
盆地萎缩阶段ꎬ煤层的发育与盆地稳定阶段相似ꎬ但
是聚煤强度明显弱于前者ꎬ另外ꎬ由于湖泊水位变

浅ꎬ适合煤炭聚集ꎬ因此该阶段的湖泊相有煤层发

育ꎮ 因此ꎬ从盆地边缘到沉积中心等时地层格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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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相和聚煤作用有规律的迁移为断陷盆地的煤炭

资源勘探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指导ꎮ

Ａ—基底沉积速率ꎻＢ—可容空间增加速率ꎻＣ—沉积物供给速率ꎻ
Ｄ—剩余可容空间增加速率ꎻＥ—稳定发展阶段ꎻＦ—裂陷萎缩阶段

图 ５　 断陷盆地聚煤模式

Ｆｉｇ.５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ｆａｕｌｔ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

４　 结　 　 论

１)鸡西断陷盆地早白垩世含煤岩系形成于三

角洲沉积体系ꎬ以区域性分布的与下切谷砂岩共生

的间断面、区域不整合面等为层序边界ꎬ可划分为 ２
个三级层序ꎬ分别对应于城子河组和穆棱组ꎻ

２)鸡西断陷盆地早白垩世时期处于湖盆稳定

发展阶段向萎缩阶段过渡ꎬ湖盆稳定发展阶段沉降

速率缓慢、陆源碎屑供给相对较少ꎬ可容空间增加速

率和泥炭堆积速率相对平衡ꎬ主要发育了三角洲平

原相ꎬ有利于煤炭的聚集ꎻ湖盆萎缩阶段聚煤作用弱

于稳定发展阶段ꎮ
３)在鸡西断陷盆地早白垩世层序地层格架中ꎬ

煤层主要在三级层序中的湖侵体系域发育ꎬ且整个

湖侵体系域均有煤层发育ꎬ其次为低位体系域和高

位体系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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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县矿区上二叠统层序地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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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究海陆过渡相含煤岩系层序地层特征ꎬ基于垂向沉积序列、岩性组合、测井响应、地球

化学特征ꎬ运用高分辨率层序地层理论和方法ꎬ对贵州盘县矿区上二叠统进行了层序地层研究ꎮ 研究

结果表明:以构造不整合面、区域海退面、沉积间断面、侵蚀不整合面、淹没不整合面等三级层序界面ꎬ
将研究区上二叠统划分为 ４ 个三级层序ꎮ 层序结构为典型的二元体系域ꎬ由海侵体系域(ＴＳＴ)和高

水位体系域(ＨＳＴ)组成ꎬ低水位体系域(ＬＳＴ)不发育ꎬ呈现慢速海侵、快速海退的特点ꎮ 研究区厚煤

层主要分布于海侵体系域早中期ꎬ此时基底沉降缓慢ꎬ可容空间增加速率与泥炭堆积速率基本保持

平衡ꎮ
关键词:层序地层ꎻ层序界面ꎻ上二叠统ꎻ盘县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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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贵州地区二叠纪处于拉张板块构造环境下ꎬ具
有与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类似的沉积结构[１－３]ꎮ 贵州

盘县矿区上二叠统底部普遍发育峨眉山玄武岩ꎬ具

西厚东薄之趋势ꎮ 玄武岩之上经历多期海进—海退

旋回ꎬ沉积了龙潭组和长兴组煤系ꎬ地层自西向东逐

渐增厚ꎮ 该区沉积时古坡度极缓ꎬ低幅海平面升降

即可引起大面积的海水进退ꎬ因而龙潭组和长兴组

中海相标志层和煤层均可大面积展布[３]ꎮ 海相标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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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层具极好等时性ꎬ为区域层序地层对比研究创造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ꎮ 迄今已有不少学者对贵州地区

上二叠统层序地层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ꎬ王成善

等[１]认为中国南方晚二叠世发育半个二级旋回和 ５
个三级旋回ꎻ陈洪德等[２] 将贵州所属的扬子克拉通

盆地上二叠统划分为 １ 个二级旋回(旋回不完整ꎬ
只发育相对海平面上升阶段)和 ５ 个三级旋回ꎻ王
鸿祯等[３]认为贵州地区属于中上扬子克拉通盆地ꎬ
上二叠统由 ５ 个三级层序组成ꎬ层序结构不完整ꎬ高
位和海侵体系域是最为常见ꎬ低位或陆棚边缘体系

域仅能在盆地边缘部分见ꎻ邓红婴等[４] 提出滇黔桂

地区上二叠统由 ５ 个三级层序组成ꎬ即吴家坪阶(３
个三级层序)、长兴阶(２ 个三级层序)ꎮ 初汉明[５]

提出滇黔桂盆地及邻区上二叠统发育 ２ 个三级层

序ꎻ龚绍礼等[６]在华南上二叠统中识别出 ２ 个三级

层序ꎻ焦大庆等[７]认为黔桂地区上二叠统发育 ２ 个

三级层序ꎻ梅冥相等[８－９] 将滇黔桂盆地及邻区上二

叠统划分为 ２ 个三级层序ꎻ文献[１０－１１]在滇东—
黔西地区上二叠统识别出 ３ 个三级复合层序ꎬ１６ 个

四级层序ꎻ康高峰等[１２]建立了滇东北晚二叠世层序

地层格架ꎬ识别出 ２ 个三级层序ꎮ 但学者们研究范

围主要集中在贵州中东部台地边缘、台盆碳酸盐地

层或滇东北陆相地层ꎬ而对贵州西部海陆过渡相下

的碎屑岩层序地层研究较少[１３]ꎬ这对于扬子地台内

陆相—海陆交互相—台地相的层序格架对比不利ꎮ
因此ꎬ研究区上二叠统海陆过渡相含煤岩系层序地

层格架的建立ꎬ对于丰富扬子地台内层序地层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　 区域地质背景

盘县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ꎬ大地构造位置处于

扬子陆块黔北隆起六盘水断陷的西部[１４]ꎬ其上二叠

统为一套海陆交互相含煤地层ꎮ 作者通过对研究区

钻井资料的研究分析ꎬ并基于沉积岩石学、沉积学、
古生物地史学及沉积地球化学、地球物理测井响应

等沉积相标志ꎬ在研究区上二叠统地层中识别出潮

坪－潟湖、三角洲、碳酸盐潮坪 ３ 种沉积类型ꎬ以及

潮坪、潟湖、三角洲平原、三角洲前缘、前三角洲、局
限潮下、开阔潮下等 ７ 种亚相ꎬ龙潭组和长兴组为典

型的浅水三角洲－潮坪－潟湖－碳酸盐潮坪环境下含

煤碎屑岩夹碳酸盐岩沉积[１５]ꎮ 徐彬彬等[１４] 总结出

盘县发育海相标志层 １３ 层(Ｌ１ ~ Ｌ１３)ꎬ控制着区内

煤层顶板(表 １)ꎮ

表 １　 盘县矿区上二叠统层序地层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ｒａｔａｓ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ｉｎ Ｐａｎｘｉａ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系 统 组 段 海相标志层

二

叠

系

上

统

Ｐ３

长兴组

龙潭组

峨眉山

玄武岩组

Ｐ３ｃ

　 Ｌ１ ( １ 煤顶板)、 Ｌ２ ( ２ 煤顶板)、 Ｌ３上

(５－１煤顶板)、Ｌ３下(６ 煤顶板)、Ｌ４(７ 煤

顶板)

Ｐ３ ｌ２
　 Ｌ５(１０ 煤顶板)、Ｌ６(１４ 煤顶板)和辅Ⅱ

(１７ 煤顶板)

Ｐ３ ｌ１

　 Ｌ７(２３ 煤顶板)、Ｌ９( ２７ 煤顶板)、Ｌ１０

(３０ 煤顶板)、Ｌ１１(３２ 煤顶板)、Ｌ１２(３４ 煤

顶板)、Ｌ１３(３５ 煤顶板)

Ｐ３β 　 深灰色致密状熔岩夹紫灰色凝灰岩

２　 层序界面识别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ꎬ用高分辨率层序地层理论

和方法ꎬ在研究区上二叠统识别出构造不整合面、区
域海退面、暴露不整合面、侵蚀不整合面、淹没不整

合面等 ５ 个三级层序面(图 １)ꎮ 上二叠统形成时

限[１６－１７]为 ９ Ｍａ(２６０—２５１)Ｍａꎬ每个三级层序平均

时限 ２.２５Ｍａꎬ与 ＶＡＩＬ 等[１８] 和 ＭＩＡＬＬ[１９] 建立的三

级层序时限吻合ꎮ
２.１　 构造不整合面(ＳＢ１)

为龙潭组地层与下伏峨眉山玄武岩分界面ꎬ为区

域平行不整合面ꎬ典型的Ⅰ型层序界面[２０]ꎬ处于瓜达路

普阶与晚二叠世之间ꎬ在 Ｃａｐｉｔａｎｉａｎ 全球海退背景下形

成[２１]ꎬ在研究区也对应于东吴运动第一幕[９ꎬ２２]ꎮ 研究

区峨眉山玄武岩顶部均发育一层几厘米到十几厘米的

凝灰质泥岩或铝土质泥岩ꎬ为风化残积产物ꎮ 自然伽

玛曲线和电阻率曲线在界面处存在高异常ꎬ可对比性

强ꎬ可作为识别该层位的标志ꎮ
２.２　 区域海退面(ＳＢ２)

１)区域性沉积体系转换面:由于区域性沉积基准

面下降ꎬ岸线向东南部海盆方向移运ꎬ河流平衡点也随

之迁移ꎬ对下伏地层造成下切ꎬ并在海平面上升初期形

成充填沉积ꎬ实现潮坪－潟湖向浅水三角洲转换ꎮ
２)水下分流河道下切面:环境的变迁伴随着沉

积物的改变ꎬ水下分流河道砂岩造成对下伏地层的

冲刷ꎬ砂岩底部发育顺层分布的泥砾沉积ꎮ
３)稀土元素异常面:盘 １、盘 ２ 井的界面附近的

泥岩稀土元素参数和矿物成分垂向变化指示了陆源

碎屑物供应量和还原条件的改变ꎬ较好地记录了这

一环境变化[１３]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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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上二叠统层序边界类型

Ｆｉｇ.１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ｅｒｍｉａｎ

２.３　 暴露不整合面(ＳＢ３)
１)区域沉积间断暴露面:在研究区东部主要发

育于 １９ 煤底板ꎬ向西逐渐超覆到 １７ 煤底板附近ꎬ为
一层区域稳定分布的古土壤层ꎬ代表研究区整体经

历短期暴露并遭受风化剥蚀ꎮ
２)自然伽玛曲线在此高异常ꎬ主要与放射性元

素 Ｔｈ、Ｋ、Ｕ 有关[２３]ꎬ样品中 Ｔｈ 元素富集为自然伽

玛异常的主要原因[１３]ꎬ可能与遭受风化淋滤的高岭

石泥岩更易吸附来自西部峨眉山玄武岩源区水体的

Ｔｈ 元素有关ꎮ
３)稀土元素异常面:盘 １、盘 ２ 井界面处及附近

的泥岩稀土元素总量、轻重稀土比值、镧镱球粒陨石

标准化比值、铈异常等值均相对较低甚至达到低谷ꎬ
稀土元素和轻稀土富集程度明显降低ꎬ矿物成分特

征也表明了氧化条件增强和海平面的下降[１３]ꎮ
２.４　 侵蚀不整合面(ＳＢ４)

１)侵蚀不整合面:区域内迎来了晚二叠世最大

一次海侵超覆期ꎬ沉积盆地迅速扩张ꎬ聚煤区西迁ꎮ
以海相标志层 Ｌ４底界作为海侵作用开始的标志ꎬ与
下伏地层平行不整合接触ꎮ

２)沉积体系转换面:由于海侵超覆作用ꎬ致使

龙潭晚期的三角洲环境迅速向潮坪－潟湖、碳酸盐

潮坪环境相变ꎮ 究其原因为基底古坡度极为平缓ꎬ
较大幅的海侵作用导致沉积环境的迅速改变ꎬ且随

着层位变新ꎬ海相标志层向西部陆相地层持续延伸ꎮ
３)稀土元素异常面:盘 １、盘 ２ 井自界面下至之

上稀土元素总量、轻重稀土比值降低ꎬ镧镱球粒陨石

标准化比值、铕异常、铈异常有所增加ꎬ指示了还原

条件逐渐增强和界面附近海侵作用的存在[１３]ꎮ
２.５　 淹没不整合面(ＳＢ５)

１)为二叠系和三叠系分界面:汪浩[１１]研究表明

滇东—黔西地区煤层中惰质组含量较高(５. ６％ ~
５９％)ꎬ并有向界面处增多的趋势ꎬ惰质组“火焚成

因论”为主流[２４]ꎬ说明成煤环境曾发生频繁的火灾

事件ꎮ 到二叠纪末期由于大规模地下岩浆活动造成

地表甲烷释放以及火山喷发等的共同作用ꎬ海水严

重缺氧ꎬ从而导致海洋生物大量灭绝ꎮ 同时ꎬ全球气

候快速变暖并干旱化ꎬ造成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森林

野火事件频发ꎬ地表风化加剧ꎬ地表土壤系统快速崩

溃ꎬ地球进入三叠纪生命萧条期[２５]ꎻ界面之上岩性

和古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２６]ꎬ 成 煤 环 境 发 生

终止[２７]ꎮ
２)淹没不整合面:以快速沉积为特征ꎬ界面之

下为长兴组含煤地层ꎬ界面之上为早三叠世飞仙关

组地层ꎬ发育潮坪相灰绿色粉砂岩、泥岩ꎮ

３　 区域层序地层特征

在三级层序格架内将上二叠统划分为 ４ 个三

级层序( ＳＱ１、ＳＱ２、ＳＱ３、ＳＱ４) ꎬ如图 ２、图 ３ 所示ꎮ
由于研究区晚二叠世古坡度极为平缓 [３] ꎬ不具备

发育陆架坡折带的条件ꎬ因此上二叠统低位体系

域不发育ꎬ层序结构以二元体系域为主ꎬ且以海

侵体系域最为发育ꎬ呈现出慢速海侵、快速海退

的特点ꎮ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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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盘 ２ 井上二叠统沉积相及层序地层分析柱状

Ｆｉｇ.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ｅｒｍｉａｎꎬＰａｎ Ｎｏ.２ Ｗｅｌｌ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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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盘县 Ｔｃ１ 井—Ｘｆ７ 井上二叠统层序地层对比(北西—南东向)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ｅｒｍｉａｎꎬＴｃ１ ｗｅｌｌ－Ｘｆ７０１ ｗｅｌｌ ｉｎ Ｐａｎｘ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 ｆｏｒｍ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３.１　 ＳＱ１特征

为大幅海侵背景下的潮坪－潟湖、碳酸盐潮坪

层序ꎬ以海水入侵过程中的退积作用、河道迁移后引

起的充填作用和潮汐作用对沉积物的改造作用为

主ꎬ发育海侵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ꎮ 海侵体系域主

要为潟湖亚相铝质泥岩、潮坪亚相细砂岩、粉砂岩、
粉砂质泥岩、泥岩和煤层、局限潮下亚相灰岩、泥灰

岩组成ꎬ发育若干个退积序列ꎬ依次发育了海相标志

层 Ｌ１３、Ｌ１２、Ｌ１１、Ｌ１０、Ｌ９、Ｌ７ꎬ其中 Ｌ７为最大海泛面ꎬ煤
层厚度先增后减ꎬ厚煤层 ２７ 煤发育于海侵体系域中

期ꎬ以中－高硫煤为主ꎮ 随着慢速海侵作用发生ꎬ基
底沉降缓慢ꎬ造成潜水面逐渐抬升ꎬ可容纳空间增

大ꎬ潮坪－潟湖环境下沉积了较多泥炭层ꎮ 煤层沉

积取决于可容空间增加速率和泥炭堆积速率的平衡

关系[２８]ꎬ只有当可容空间增加速率等于或稍大于泥

炭堆积速率时ꎬ厚煤层才可形成[２９]ꎮ 高位体系域主

要由潮坪亚相泥岩、细砂岩、粉砂岩和煤层组成ꎬ厚

度明显较海侵体系域减薄ꎬ沉积速率明显降低ꎬ在中

西部由于上覆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砂岩的冲刷

而发育不全ꎮ 煤层较薄与快速海退背景下ꎬ泥炭层

得不到有效堆积关系密切ꎮ
３.２　 ＳＱ２特征

为海退背景下的浅水三角洲层序ꎬ以进积作用

为主ꎬ兼有(水下)分流河道改道形成的侧积作用和

(水下)分流间湾的填积作用ꎮ 发育海侵体系域和

高位体系域ꎬ整体厚度较其他层序变薄ꎬ且海侵体系

域厚度相对较大ꎮ 海侵体系域为三角洲前缘亚相粉

砂质泥岩、细砂岩、粉砂岩和泥质粉砂岩沉积ꎬ为整

体向上变粗的沉积层序ꎬ并且以水下分流河道和河

口砂坝粉细粒钙质岩屑砂岩和长石质岩屑砂岩为

主ꎬ最大海泛面为 １９ 煤顶板或东部地区发育的辅Ⅱ
层位下部海相灰岩层ꎮ 高位体系域为三角洲前缘亚

相细砂岩、泥质粉砂岩和三角洲平原相细砂岩、粉砂

岩、泥岩和煤层沉积ꎬ由于顶面为区域风化暴露面ꎬ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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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高位体系域接受长期风化淋滤而被夷平ꎬ故发育

不全ꎬ顶部以浅灰色泥岩为主ꎮ 由于 ＳＱ２ 层序整体

受进积作用影响ꎬ泥炭沼泽受大量陆源碎屑沉积物

冲刷破坏ꎬ煤厚较薄甚至剪灭ꎮ
３.３　 ＳＱ３特征

该层仍为河控浅水三角洲层序ꎬ底面为区域风

化面ꎬ发育一层稳定分布的古土壤层ꎬ见脐根座化

石ꎬ主要发育于天然堤微相中ꎬ顶面为 Ｌ４灰岩ꎮ
发育海侵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ꎬ两者厚度相近ꎮ

海侵体系域以三角洲平原亚相碎屑岩夹煤层沉积为

主ꎬ夹局限潮下亚相泥灰岩ꎬ整体为向上变细的退积

层序ꎬ初始海泛面附近发育厚煤层 １４ 煤ꎬ随着海侵

作用发生ꎬ可容空间增加速率超过泥炭堆积速率ꎬ煤
厚向上减薄ꎬ以区域海相标志层 Ｌ５灰岩顶板为最大

海泛面ꎮ 高位体系域主要为三角洲前缘碎屑岩和煤

层沉积ꎬ显示向上变粗的进积旋回ꎮ
３.４　 ＳＱ４特征

该层为大规模海侵背景下的潮坪—潟湖、碳酸

盐潮坪层序ꎬ底面为 Ｌ４灰岩ꎬ为区域侵蚀不整合面ꎬ
顶面为二叠系和三叠系分界面ꎮ 包括海侵体系域和

高位体系域ꎬ厚度后者略大ꎮ 海侵体系域主要由潟

湖亚相泥岩、潮坪亚相细砂岩、粉砂岩、粉砂质泥岩、
泥岩和煤层以及碳酸盐潮坪相灰岩、泥灰岩组成ꎬＬ４

灰岩为长兴期早期最大一次海侵沉积ꎬ随着海水入

侵ꎬ海相标志层逐渐变厚ꎬＬ３－１灰岩代表了最大海泛

面的沉积ꎬ东部地区 Ｌ３－１灰岩为开阔潮下沉积ꎬ广盐

性生物发育ꎬ中西部地区海相标志层为局限潮下沉

积ꎮ 煤层发育于海侵体系域早中期ꎬ以厚煤层 ６ 煤

为特征ꎬ随着相对海平面上升ꎬ可容空间增加速率和

泥炭堆积速率的平衡关系打破ꎬ煤厚向上逐渐减薄ꎮ
高位体系域由潟湖亚相泥岩、潮坪亚相细砂岩、粉砂

岩、粉砂质泥岩、泥岩、煤层和局限潮下亚相灰岩组

成ꎬ顶部局部地区发育大隆组深水硅质岩ꎬ煤层由西

北向东南逐渐剪灭ꎮ

４　 结　 　 论

１)在盘县上二叠统海陆过渡相含煤地层中识

别出构造不整合面、区域海退面、沉积间断面、侵蚀

不整合面、淹没不整合面等 ５ 个三级层序界面ꎬ划分

出 ４ 个三级层序ꎮ
２)上二叠统层序地层结构以二元体系域为主ꎬ

发育海侵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ꎬ低位体系域不发育ꎬ
且以海侵体系域最为发育ꎬ呈现出慢速海侵、快速海

退的特点ꎮ 通过去研究区内厚煤层详细对比分析ꎬ
发现厚煤层主要发育于海侵体系域中早期ꎮ 此时可

容空间增加速率等于或稍大于泥炭堆积速率ꎬ随着

相对海平面持续上升ꎬ煤层厚度和煤层数逐渐减少ꎮ
高位体系域由于受快速海退作用影响ꎬ大量陆源碎

屑沉积物对泥炭层造成冲刷破坏ꎬ对煤层沉积产生

较大影响ꎬ因此煤层不甚发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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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哈盆地三道岭剖面西山窑组煤层煤相分析

李静琴１ꎬ李明培１ꎬ２ꎬ樊俊雷１

(１ 陕西煤田地质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ꎬ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２１ꎻ２ 陕西能源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ꎬ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　 要:基于吐哈盆地煤层厚度变化大煤层对比困难的实际ꎬ为了找出新的可以用于煤层对比的明显

差异性特征ꎬ采用煤岩学的方法ꎬ对吐哈盆地三道岭剖面煤层煤相进行了分析研究ꎮ 结果表明:三道

岭剖面西山窑组煤层成因参数镜惰比较高ꎬ组织保存指数和植被指数较低ꎬ凝胶化指数均大于 １ꎮ 煤

相类型为潮湿的草木混生型泥炭沼泽ꎬ包括 ３ 种亚相:ＲＭ Ⅰ型、ＲＭ Ⅱ型、ＲＭ Ⅲ型ꎮ 其中 ＲＭ Ⅱ型煤

相具有凝胶化指数和镜惰比特别高ꎬ地下水流动指数最低的特征ꎮ 煤层自下而上水动力条件出现减

弱－增强－减弱的变化ꎬ煤层覆水深度由深到浅变化ꎻＲＭ Ⅱ型煤相特征明显ꎬ可以用于吐哈盆地煤层

对比ꎮ
关键词:吐哈盆地ꎻ西山窑组ꎻ显微组分ꎻ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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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ａｍｓꎬａ ｃｏ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ｍ ｉｎ Ｓａｎｄａｏｌ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ｐａｎ－Ｈａｍｉ Ｂａｓｉ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ｍ ｉｎ Ｘｉｓｈａｎｙａｏ 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ｄａｏｌ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ｔｒｉｎｅｒｔｉｔｅ ｒａｔｉｏ.Ｔｈ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Ｔｈｅ ｇｅｌ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ｗａｓ ａｌ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１.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ｔｙｐｅ ｗａｓ ａ ｗｅ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ｍｉｘｅｄ ｐｅａｔ ｓｗａｍｐꎬ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ｔ
ｓｗａｍｐ Ｉ ｔｙｐｅꎬｔｈｅ ｐｅａｔ ｓｗａｍｐ Ｉ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ｔ ｓｗａｍｐ ＩＩＩ ｔｙｐｅ.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ꎬｔｈｅ ｐｅａｔ ｓｗａｍｐ ＩＩ ｔｙｐｅ ｃｏ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ｇｅｌ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ｖｉｔｒｉｎｅｒｔｉｔｅ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ｉｎｄｅｘ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ｏｐ ｔｏ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ｍ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ｗｅａｋ－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ｗｅａ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ｍ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ｔｏ ｓｈａｌｌｏｗ.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ｔ ｓｗａｍｐ ＩＩ ｗ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ｍｓ ｉｎ Ｔｕｒｐａｎ－Ｈａｍｉ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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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煤相”的概念最早由热姆丘日尼科夫提出ꎬ就
是指成煤环境ꎮ 后来 Ｔｅｉｃｈｍｕｌｌｅｒ Ｍ.对煤相提出了

新认识ꎬ即“煤相是指煤的原始成因类型ꎬ它取决于

形成泥炭的环境” [１]ꎮ 煤相分析的重点是煤岩特

征ꎬ因为煤岩特征是泥炭沼泽地貌、水文、植被、气
候、水介质、沉积环境、构造条件等综合因素的反

映[２]ꎮ 在煤相的研究中ꎬ国外学者提出了多种煤相

参数ꎬ比如 ＤＩＥＳＳＥＬ Ｃ Ｆ Ｋ 提出了凝胶化指数(ＧＩ)
和组织保存指数(ＴＰＩ) [３－４]ꎬＣＡＬＤＥＲ 提出了地下水

流动指数(ＧＷＩ)和植被指数(ＶＩ)ꎬＨＡＲＶＥＹ ＲＤ[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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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镜惰比等ꎬ这些参数成为经典煤相学研究方

法的基础ꎮ
国内学者代世峰等[７] 对乌达尔矿区的煤层研

究时ꎬ分析煤中自生矿物对煤层成因参数和水介质

酸碱度的影响ꎬ提出了(自生高岭石＋结构镜质体＋
均质镜质体) / (自生黄铁矿＋碎屑惰性体)参数ꎮ 许

福美等[８]研究兖州矿区太原组煤层时提出了骨基

比(Ｆ / Ｍ )ꎬ并依据镜惰比(Ｖ / Ｉ)将煤层的覆水深度

划分为 ４ 类ꎮ 代世峰等[９]研究内蒙古准格尔黑岱沟

煤层时ꎬ根据国际岩石学委员会对显微组分的重新

定义和划分ꎬ对现有的 ＧＩ 和 ＴＰＩ、ＧＷＩ 和 ＶＩ 煤相参

数的计算公式进行修订ꎮ 目前 ＧＩ－ＴＰＩ、ＧＷＩ－ＶＩ图
法已经广泛应用于煤相的划分ꎬ将修订的煤相参数ꎬ
利用 ＧＩ－ＴＰＩ 图、ＧＷＩ－ＶＩ 图法对三道岭剖面的煤层

进行煤相分析ꎮ
近年来煤相分析被广泛应用ꎬ比如可选性评

价[１０]、煤储层评价[１１]、含气量控制分析[１２] 等ꎮ 吐

哈盆地煤层本身厚度和分叉变化较大ꎬ施工地勘单

位多ꎬ时间跨度较长ꎬ煤层编号缺少系统性和统一

性[１３]ꎬ因此通过研究三道岭剖面的煤层的煤相特

征ꎬ以期为复杂煤层对比提供可靠的方法ꎮ

１　 地质概况

吐哈盆地位于新疆东部ꎬ呈东西向展布ꎬ三道岭

剖面位于盆地东北部(图 １)ꎮ 盆地四面环山ꎬ地形

具有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趋势ꎮ 早、中侏罗系ꎬ盆
地处于伸张发育阶段ꎬ主要发育冲积扇、三角洲、湖
泊沉积体系[１４－１５]ꎮ 三道岭矿区西山窑组直接超覆

于二叠系之上ꎬ下部为辫状河三角洲沉积ꎬ由砾岩、
粗砂岩夹粉砂岩、泥岩和煤层组成ꎻ中部为湖泊沉

积ꎬ由细砂岩、泥岩、粉砂岩夹薄煤层组成ꎻ上部为辫

状河三角洲沉积ꎬ由粗砂岩夹砾岩、粉砂岩、泥岩组

成ꎮ 由于聚煤盆地不同区域的沉降幅度有差异ꎬ使
得煤层层数和厚度有别[１３]ꎮ

图 １　 吐哈盆地主要构造单元划分及三道岭剖面位置

Ｆｉｇ.１　 Ｍａｊｏ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Ｔｕｒｐａｎ－Ｈａｍｉ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ｄａｏｌ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样品采集和分析方法

研究样品采自三道岭矿区的某露天剖面ꎬ自上

而下对 ５ 个煤层各采集 １ 个样品(图 ２)ꎬ依次编号

为 ＳＤＬ－１、ＳＤＬ－２、ＳＤＬ－３、ＳＤＬ－４、ＳＤＬ－５ꎮ 样品委

图 ２　 露天矿揭露煤层及采样位置纵向剖面示意

Ｆｉｇ.２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ｉｎ ｏｐｅｎｃａｓｔ 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

重点实验室进行粉碎和缩分、光片制备、显微组分定

量、ＸＲＤ 测试ꎮ 根据分析测试结果(表 ２、表 ３)ꎬ采
用 ＴＰＩ－ＧＩ 和 ＧＷＩ－ＶＩ 图法相结合的方法ꎬ划分出煤

相类型ꎬ进行煤相垂向演替分析ꎮ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显微煤岩特征

显微组分以镜质组为主ꎬ含量为 ４９. ８４％ ~
７７.１４％ꎬ惰质组含量为 ０.６６％~２６.５６％ꎬ壳质组含量

为 ４.００％~９.２４％ꎮ ＳＤＬ－４ 显微组分含量变化较大ꎬ
惰质组很少ꎬ且矿物含量增多ꎬ接近 ２０％(表 ２、表
３)ꎮ 镜质组主要以宽条带和细条带 ２ 种形式出现

居多ꎬ主要以基质镜质体为主ꎬ也有少量结构镜质体

(图 ３ａ)、团块镜质体和胶质镜质体存在ꎮ 惰质组主

要是丝质体(图 ３ｂ)和半丝质体ꎬ大都以条带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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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煤的显微组分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ａｃｅｒａｌ

样品

编号

镜质组含量 / ％

Ｔ
Ｃ

ＴＣ ＧＣ ＣＣ ＤＣ
ＶＤ Ｖ

惰质组含量 / ％

Ｓｆ Ｆ Ｍａ Ｆｕ ＩＤ Ｉ

壳质组含量 / ％

Ｓｐ Ｃｕ Ｓｕｂ ＬＤ Ｅ

ＳＤＬ－１ ７.２１ １９.２２ — — ２９.４３ ９.０１ ６４.８６ １１.１１ ４.２０ — — ３.００ １８.３２ ６.０１ — ０.６０ ０.６０ ７.２１

ＳＤＬ－２ ３.７１ １７.７１ — — ３６.００ １９.７１ ７７.１４ ６.２９ １.７１ ２.８６ — ０.５７ １１.４３ ２.８６ — ０.５７ ２.８６ ６.２９

ＳＤＬ－３ ４.９２ １０.８２ ０.６６ １.３１ １５.７４ １６.３９ ４９.８４ ９.１８ ３.６１ ５.２５ ８.５２ ２６.５６ ７.５４ １.９７ — ６.５６ １６.０７

ＳＤＬ－４ ０.３３ ８.２５ — — ５３.４７ ０.３３ ６２.３８ — — — — ０.６６ ０.６６ １２.２１ ４.２９ — １.９８ １８.４８

ＳＤＬ－５ １.６６ ７.６２ ０.９９ ３.９７ ２１.８５ ３０.７９ ６６.８９ ３.９７ １.９９ ４.６４ ０.３３ ４.３０ １５.２３ ９.９３ — — — ９.９３

　 　 注:Ｖ 为镜质组总量ꎻＴ 为结构镜质体ꎻＣ 为无结构镜质体ꎻＴＣ 为均质镜质体ꎻＧＣ 为胶质镜质体ꎻＣＣ 为团块镜质体ꎻＤＣ 为基质镜质体ꎻＶＤ 为

碎屑镜质体ꎻＩ 为惰质组总量ꎻＦ 为丝质体ꎻＳｆ 为半丝质体ꎻＭａ 为粗粒体ꎻＦｕ 为真菌体ꎻＩＤ 为碎屑惰质体ꎻＥ 为壳质组总量ꎻＳｐ 为孢子体ꎻＣｕ 为角质

体ꎻＳｕｂ 为木栓质体ꎻＬＤ 为碎屑类脂体ꎮ

图 ３　 油浸反射光下煤样的主要显微组分特征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ｍａｉｎ ｍａｃｅｒａｌｓ ｉｎ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ｏｉｌ 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ｆｃｌ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ｇｈｔ

透镜状出现ꎬ还有少量粗粒体和真菌体(图 ３ｃ)ꎮ 壳

质组主要是孢子体ꎬ其次是碎屑类脂体ꎬ还有少量角

质体和木栓质体(图 ３ｄ)ꎮ 矿物组分主要有黏土和

菱铁矿ꎬ其中黏土矿物主要为高岭石ꎮ
３.２　 煤相分析

３.２.１　 ＴＰＩ－ＧＩ 图解

组织保存指数(ＴＰＩ)反映植物组织的破坏程度

和木质部分所占比例的大小ꎬ间接反映了沼泽的埋

藏速度和沼泽基底的沉降速度ꎻ凝胶化指数(ＧＩ)表

明沼泽的氧化还原性ꎬ是反映泥炭沼泽水位变化和

氧供给状况最好的指标[７ꎬ２０]ꎮ 有学者对 ＤＩＥＳＳＥＬ
提出的 ＴＰＩ －ＧＩ 图法研究泥炭沉积环境提出过质

疑ꎬ但近年来的研究证明了煤的显微组分与沉积环

境关系密切[８－９ꎬ１２]ꎮ 采用修订后的凝胶化指数(ＧＩ)
和组织保存指数(ＴＰＩ)计算公式如下[９]:

ＧＩ ＝ Ｖ ＋ Ｍａ
Ｓｆ ＋ Ｆ ＋ ＩＤ

ＴＰＩ ＝ Ｔ ＋ ＴＣ ＋ Ｆ ＋ Ｓｆ
ＤＣ ＋ ＣＣ ＋ Ｍａ ＋ ＩＤ ＋ Ｖ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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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Ｖ 为镜质组含量ꎻＭａ 粗粒体含量ꎻＦ 为丝质体

含量ꎻＳｆ 为半丝质体含量ꎻＩＤ 为碎屑惰质体含量ꎻＴ
为结构镜质体含量ꎻＴＣ 为均质镜质体含量ꎻＤＣ 为基

质镜质体含量ꎻＣＣ 为团块镜质体含量ꎻ ＶＤ 为碎屑

镜质体含量ꎻＧＩ 为凝胶化指数ꎻＴＰＩ 为组织保存

指数ꎮ
３.２.２　 ＧＷＩ－ＶＩ 图解

大地构造背景下控制泥炭沼泽发育的主要因素

是水文条件ꎬＣＡＬＤＥ 讨论了煤层中识别降水性补给

和流水性补给的判别依据ꎬ并提出了以地下水流动

指数(ＧＷＩ)和植被指数(ＶＩ)为基础的图解法[６]ꎮ
ＧＷＩ 表示地下水对泥炭的控制程度、地下水位的变

化和矿物含量ꎬ间接反映了成煤环境的氧化还原性

和水体流动情况ꎬＶＩ 表示成煤植被及其保存程度

等ꎬ间接反映了成煤植物类型[９]ꎮ 公式如下:

ＧＷＩ ＝ ＧＣ ＋ ＣＣ ＋ ＶＤ ＋ ＣＭ ＋ Ｑ
Ｔ ＋ ＴＣ ＋ ＤＣ

ＶＩ ＝ Ｔ ＋ ＴＣ ＋ Ｆ ＋ Ｓｆ ＋ Ｓｕｂ ＋ Ｒｅ
ＤＣ ＋ ＩＤ ＋ Ａｌｇ ＋ ＬＤ ＋ Ｓｐ ＋ Ｃｕ

式中:Ｔ 为结构镜质体含量ꎻＴＣ 为均质镜质体含量ꎻ
ＤＣ 为基质镜质体含量ꎻＣＣ 为团块镜质体含量ꎻＧＣ
为胶质镜质体含量ꎻＶＤ 为碎屑镜质体含量ꎻＦ 为丝

质体含量ꎻＳｆ 为半丝质体含量ꎻＩＤ 为碎屑惰质体含

量ꎻＡｌｇ 为藻类体含量ꎻＳｕｂ 为木栓质体含量ꎻＲｅ 为

树脂体含量ꎻＬＤ 为碎屑类脂体含量ꎻＣｕ 为角质体含

量ꎻＳｐ 为孢粉体含量ꎻＣＭ 为黏土类含量ꎻＱ 为石英

含量ꎻＧＷＩ 为地下水流动指数ꎻＶＩ 为植被指数ꎮ
３.２.３　 镜惰比(Ｖ / Ｉ)

镜惰比是镜质组与惰质组的比值ꎮ 依据镜惰

比ꎬ许福美等[８]将煤层划分为 ４ 种成因类型:Ⅰ类:
Ｖ / Ｉ>４ꎬ强覆水环境ꎻⅡ类:１<Ｖ / Ｉ<４ꎬ极潮湿－覆水环

境ꎻⅢ类:１ / ４<Ｖ / Ｉ<１ꎬ潮湿－弱覆水环境ꎻⅣ类:Ｖ / Ｉ<
１ / ４ꎬ干燥－极干燥环境ꎬ并且将该划分方法在多处

应用[１７]ꎮ 各煤层镜惰比计算结果显示 ＳＤＬ－４ 煤层

非常高ꎬ其他煤层镜惰比基本上均在 ４ 附近ꎮ 据上

述分类ꎬ认为 ＳＤＬ－４ 煤层是强覆水环境下形成的ꎮ
３.２.４　 煤相类型

组织保存指数(ＴＰＩ)和植被指数(ＶＩ)均较低ꎬ
反映了成煤植物类型是草木混生型(ＲＭ)ꎮ ＴＰＩ－ＧＩ
和 ＧＷＩ－ＶＩ 图解分析结果显示(图 ４)ꎬ三道岭剖面

西山窑组煤层的煤相属于草木混生型ꎮ 王士俊

等[１６]研究三道岭露天煤矿中侏罗统西山窑组一层

煤的成煤植物ꎬ发现银杏类和松柏类植物较为丰富ꎬ

苏铁类较贫乏ꎬ说明煤层的古泥炭沼泽植物群落面

貌主要由高大木本植物构成ꎬ同时也印证了本次研

究的煤层为草木混生型煤相的结论ꎮ

图 ４　 三道岭剖面煤层相参数与煤相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ａｎｄａｏｌ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凝胶化指数(ＧＩ)值均大于 １ꎬ说明泥炭沼泽环

境处于潮湿环境ꎮ ＳＤＬ－４ 煤层的地下水流动指数

(ＧＷＩ)最低ꎬＧＩ 值最高ꎬ说明其泥炭沼泽环境覆水

较深ꎬ水体流通不畅或相对静止ꎬ还原性较强ꎬ泥炭

堆积速度很慢ꎬ植物遗体得以充分凝胶化ꎮ ＳＤＬ－１、
ＳＤＬ－２、ＳＤＬ－３、ＳＤＬ－５ 等煤层的凝胶化指数相对较

低ꎬ地下水流动指数(ＧＷＩ)则是依次增强ꎬ说明泥炭

沼泽环境还原性减弱ꎬ氧化性增强ꎮ 原因可能是水

位的降低ꎬ或者是水体流动性较强带来氧气的作用ꎮ
因此ꎬ研究认为三道岭剖面西山窑组煤层的煤

相为草木混生型 ( ＲＭ)ꎬ进一步根据凝胶化程度

(ＧＩ)和地下水流动性(ＧＷＩ)划分为 ３ 个亚相ꎮ
ＲＭ Ⅰ型:１<ＧＩ<１０、ＧＷＩ>１ꎬ泥炭沼泽为潮湿草

木混生型泥炭沼泽ꎬＧＷＩ 最大ꎬＶ / Ｉ>４ꎮ 以 ＳＤＬ－５ 煤

层为代表ꎮ
ＲＭ Ⅱ型:ＧＩ>１０、ＧＷＩ<１ꎮ 泥炭沼泽为潮湿草

木混生型泥炭沼泽ꎬＧＩ 和 Ｖ / Ｉ 非常高ꎬ泥炭堆积速

度很慢ꎬ植物遗体得以充分凝胶化ꎬ显微组分中惰质

组含量明显减少ꎮ 以 ＳＤＬ－４ 煤层为代表ꎮ
ＲＭ Ⅲ型:１<ＧＩ<１０、ＧＷＩ<１ꎬ泥炭沼泽为潮湿草

木混生型泥炭沼泽ꎬ水体流动性较弱ꎬ位于潜水面附

近ꎬ以 ＳＤＬ－１、ＳＤＬ－２、ＳＤＬ－３ 煤层为代表ꎮ
根据组织保存指数(ＴＰＩ)、植被指数(ＶＩ)和地

下水流动指数(ＧＷＩ)的变化规律推断出ꎬＳＤＬ－３、
ＳＤＬ－２、ＳＤＬ－１ 三层煤的沉积环境呈水体流动性减

弱ꎬ氧化程度增强ꎬ还原性减弱的趋势ꎮ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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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煤相的演替特征

ＳＤＬ－５ 煤层的 ＧＷＩ 最大ꎬ水体流动性最强ꎬ演
化到 ＳＷＬ－４ 煤层时ꎬＧＷＩ 和 ＶＩ 均最小ꎬＧＩ 最大ꎬ经
充分凝胶化形成的基质镜质体增多ꎬ弱还原介质条

件下形成的菱铁矿含量增加ꎬ整个沼泽处于下三角

洲平原ꎻ演化到 ＳＤＬ－３ 煤层ꎬＧＷＩ 开始变大ꎬ水动力

条件变强ꎬ凝胶化程度降低ꎻ演化到 ＳＤＬ－２ 和 ＳＤＬ－
１ 煤层发育时ꎬＧＷＩ 逐渐变小ꎬ水动力条件减弱ꎮ
即:煤层自下而上水动力条件出现减弱－增强－减弱

的变化ꎮ 镜惰比变化特征亦反应煤层自下而上覆水

深度呈现由变深到变浅的变化ꎮ

４　 结　 　 论

１)通过对三道岭剖面西山窑组煤相进行研究ꎬ
得出煤相类型为潮湿的草木混生型泥炭沼泽

(ＲＭ)ꎬ分为 ３ 个亚相ꎬ即 ＲＭ Ⅰ型ꎬＲＭ Ⅱ型ꎬＲＭ Ⅲ
型ꎬ其中 ＳＤＬ－５ 煤属于 ＲＭ Ⅰ型ꎬＳＤＬ－４ 煤属于 ＲＭ
Ⅱ型ꎬＳＤＬ－１、ＳＤＬ－２ 和 ＳＤＬ－３ 煤属于 ＲＭ Ⅲ型ꎮ

２)三道岭剖面西山窑组煤层形成于下三角洲

平原ꎬ成煤植物为草木混生型ꎬ煤层自下而上水动力

条件呈现减弱－增强－减弱的变化ꎬ覆水深度呈现由

变深到变浅的变化ꎮ
３)ＳＤＬ－４ 煤层的煤相为 ＲＭ Ⅱ型ꎬ煤相特征具

有凝胶化指数(ＧＩ)和镜惰比(Ｖ / Ｉ)非常高ꎬ水动力

程度弱ꎬ黏土矿物含量低ꎬ菱铁矿发育的特征ꎬ该特

征与其他煤层差异明显ꎬ其煤相特征可以作为复杂

煤层对比的参数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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