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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岭造山带中三叠统复理石相研究①
晋慧娟李育慈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文中主要论点是：１）区内中兰叠统属巨厚复理石相，它清楚地显示出以浊流为主的深水块体流沉积的各种

标志性特征；２）巨厚沉积序列的粒度和层厚自下而上呈规律性变粗变厚湘成完整的进积型沉积序列；３）除块体漉沉
积外，还发现深水牵引流沉积与浊积岩相伴而生，如等深积岩和内波、内潮汐沉积，由其形成的沉积构造丰富多样，如
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交错层理极为常见，它们在层面上相应形成不同特征的水流波痕；４）从有否粗粒水道沉积、垂直

序列有否规律性变化、古水流特征和丰富的相类型４个方面分析认为，属于不成熟被动边缘的海底扇。
关ｔ词复理石相中三叠统西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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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相三叠系是西秦岭印支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

３条重点剖面的下部均被断层切割未见底。本文所涉

分，在甘肃境内是最后一套海相地层，并以中、下三叠

及的地层主要是洮河以南中三叠统分布的广大地区，

统为主。该套地层主要分布在甘南和陇南两地区，且

虽然地层出露不完整，但也基本概括了这套地层的总

连片呈近东西向展布，向西可延至青海省境内。从整

体面貌。被研究的层段厚度约为３ ０００余米。

体上看，三叠系属巨厚复理石相，它真实地记录着印支

纵观沉积序列具如下特征：

运动前夕古特提斯北东端的沉积演化历史。

（１）总体呈砂、泥（页）岩互层的外貌，岩层呈灰

研究地区选择了中三叠世地层在甘肃境内发育甚

（砂岩）和灰黑色（泥、页岩）；

好的卓尼地区，并重点对３条剖面进行沉积地质学研

（２）砂岩以细、粉砂岩为主，约占地层总厚度的

究（图１）。本文依据野外考察中所获得的丰富的沉积

一半以上。粒径大于细砂级的中、粗粒砂岩特别是砾

资料进行综合性报道，以填补该套较闻名的复理石建

岩，仅在剖面上部少量见到。在中、细粒砂岩的底一中
部常含下伏泥岩层被撕裂后又被裹携于砂岩中的形状

造尚无详细沉积学研究的缺憾。

各异的黑色泥砾；
（３）

沉积序列中浊流沉积特征明显，浊积岩

Ｂｏｕｍａ层序清晰，Ｂｏｕｍａ层序Ｌ段底面的底痕构造极
为发育，其中大、中型槽模最为常见；
（４）垂向上砂岩的粒径和岩层厚度白下而上呈
规律性的变粗变厚。表现在下部砂岩以薄一中层粉砂

岩为主，向上逐渐过渡为厚层—块状细砂岩，在地层上
部常出现块状细砂岩和中、粗粒砂岩叠复的现象，并见
少量砾岩层。与此同时，泥、页岩的层厚自下而上逐渐
减薄；
图１研究地区剖面位置图

№．１ Ｓ硎∞ｂ∞ｄｏ∞ｏｆ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

（５）

由不同类型底流活动形成的等深积岩和内

潮汐沉积与浊积岩相伴生，并且由底流活动形成的沉
积构造类型丰富多样。如在细砂岩侧面见有大型板状

１中三叠统沉积序列特征

交错层理（图版Ｉ．１），粉砂岩侧面的小型沙纹交错层

中三叠世地层曾遭受过印支及其以后构造运动的

理（图版Ｉ．２）、爬升沙纹层理（图版Ｉ一３）也常频频出

强烈影响和破坏，地层的厚度难以准确测量，被研究的

现。这些类型多样的交错层理和纹理在层面上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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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含撕裂泥岩碎屑的块状细砂岩。普遍含

（６）深海泥岩层面和砂岩底面共发现以深水型

下伏泥岩被撕裂后的碎屑，泥岩碎屑多具逆粒序特征，

分子为主的１４个遗迹化石属，并被确定属于深海

它是由高密度的砂质浊流将下部的泥岩撕裂，同时分

Ｎｅｒｅｉｔｅｓ遗迹相（遗迹属化石研究部分将另文刊登）。

散应力对泥砾起着分选作用，把较大的颗粒推向流动

从沉积序列特征的概述看出，研究区中三叠统主

层的顶部（剪切应变率最小的地区），而较小的泥砾移

要应属深水环境浊流成因的陆源碎屑浊积岩沉积序

向底部，结果产生了反递变，因此该亚相具颗粒流性

列，由于在宏观上呈砂、泥（页）岩互层的外貌，因此又

质。

具复理石相的特征。

（３）相ｃ细砂一泥岩。砂／铌＞１，可用Ｂｏｕｍａ

２深海相、相模式、相组合及其垂向演
化

层序描述，属经典浊积岩（或称近源浊积岩）的高密度

２．１深海相划分

Ｂｏｕｍａ层序的Ｔａ、。段，Ｔａ段底面槽模十分发育，该亚

深海相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粒度和其它结构标志、

砂锟比、层厚和几何形态、沉积成因的沉积构造和沉
积组构。依据这些特征所划分的相反映其沉积作用条

浊流沉积。
相ｃＩ

细砂岩。厚度可超过１ ｍ，经常发育

相在地层中部最发育。
相Ｑ底部具撕裂泥砾的细砂岩与泥岩互层。

件、沉积作用过程及其形成环境。在相的划分过程中，

Ｂｏｕｍａ层序的Ｔａ一。、Ｌ山。Ｔａ。。较发育，Ｔｃ段的砂纹
交错层理类型多样，相应在层面上见波脊多样的小水

为了有利于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对比，参考了Ｍｕｔｔｉ

流波痕。

等【１】和Ｐｉｃｋｅｔｉｎｇ等［２］对相的划分方案。在已研究的

相岛中厚层细砂岩与泥岩互层。Ｔｅ段较Ｑ亚

３条重点剖面中，选择了车巴沟剖面作为剖析对象进

相增厚，内部不显纹理，该类泥岩属高浓集度、快速沉

行具体分析，并识别出由Ａ—Ｇ共７个深海相，每个相

积的泥质浊积物。

的发育程度和产出规模极不相同。

（４）相Ｄ

粉砂岩一泥岩。粉砂儡≈１，可用

（１）相Ａ砾岩和泥质砾岩。根据砾经大小，泥

Ｂｏｕｍａ层序描述，通常缺失Ｔ＾（和）Ｔｂ段，属低密度浊

质基质含量进一步划分为Ａｌ（细砾岩亚相）和Ａ２（泥

流形成的薄层浊积岩。该相的Ｔｃ段十分发育，并且横

质砾岩亚相）。前者泥质含量低＜２０％，内部缺少有序

向分布稳定，地层的下一中部层段最常见。

组构。属砾质高密度浊流经过短距离的搬运，最终以块

（５）相Ｅ属于不甚规则的泥页岩层。横向上成

逮堆积方式沉积下来，分布极局限，仅在地层上部层段

层多不连续，有时夹薄层浊积岩（图版Ｉ．４）。Ｍｕｔｔｉ等

有出露，呈透镜状产出；后者为泥质支撑的无任何内部

（１９７２）将该相确定为漫滩（溢岸）沉积。主要分布在地

沉积组构的泥质岩，厚度＞１ ｍ，根据支撑机制划分，

层上段。

后者应归于碎屑流沉积，分布局限，仅出露于地层上
部。

（６）相Ｆ沉积后又顺坡滑动的层。研究剖面的
上部层段该相十分发育，可见滑塌褶曲、滑塌角砾岩

（２）相Ｂ砂岩。砂含量一般≥８０％，基本不舍
砾，不能用Ｂｏｕｍａ层序描述。进一步划分为：

（图版Ｉ一５）和砂岩层间的页岩顺坡滑动并遭破碎、揉
皱的现象（图版Ｉ＿６）。本区的Ｆ相单层厚达十余米。

中一厚层状粗砂岩。正粒序十分明显，底

（７）相Ｇ深海页岩。有清晰的页理或平行纹理，

界面略显冲蚀面。横向分布不稳定。属高浓集度的砂

表明是在极缓慢的以垂向加积作用为主、侧向加积作

质浊流的快速堆积物。分布局限，见于上部层段。

用次之的联合作用下形成的。该相在剖面的下部层段

相ＢＩ

相岛厚一块状层，无定向组构的细砂岩。无粒
序，顶、底界面平坦，横向分布稳定。Ｐｉｃｋｅｔｉｎｇ等和
ｓｔｏ、＾ｒ［５１认为，沉积物的浓集度愈高，对下伏的侵蚀作

最发育。
除此之外，本区中三叠统等深流沉积和内潮汐沉
积也时有发现，限于篇幅，在此不予赘述。

用愈低，因而该相是在高浓集度非粘性的悬浮物凝聚

从上述深海相类型的划分看出，中三叠统中除岩

力作用下，由高密度浊流快速沉积作用形成的，该相类

崩堆积外，几乎囊括了深海沉积作用谱系中所有的沉

型在地层中分布较为普遍。

积物类型，但其中是以Ｂ、ｅ、Ｄ、Ｅ、Ｇ在剖面中的分布

相马具大型平行层理和板状交错层理的细砂
岩。它是由浊流经过衰减并在底流的作用下，由牵引
流对砂体的重新改造而形成。仅分布于局限的水道
中。该相在上部地层有发现。

占主要地位。
２．２海底扇模式确定的依据
（１）有粗粒物的水道沉积。Ｎｉｌｍｎ【４’和Ｗａｌｋｅｒ［５Ｊ
曾分别指出：砾岩和含砾砂岩和块状砂岩等水道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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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是海底扇的重要标志之一，笔者在３条重点研究剖

变细的次级层序外，大体上是以Ｄ相为主的席状砂为

面普遍见到砾岩和中、粗粒砂岩以及综合其它方面的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标志认为，这些粗粒物是水道内的沉积产物。

（２）中扇区相结合。它在研究剖面上所占地层厚

（２）垂直层序呈规律性变化。由于扇体的不断迁

度最大，并且也是多个深海相类型频繁出现的地区。

移以及扇体表面地形和沉积作用的相互制约，使得海

按出现的频率统计，深海相依次排列的顺序是相Ｃ、Ｂ、

底扇浊积岩相类型在垂向上经常发生变化。常出现十

Ｄ…Ｇ

Ｆ它与外扇区的主要差异在于：①由于ｃ相的

余米乃至数十米厚的具规律性变化的垂直层序。研究

大量出现，因此是Ｔ＾段底面底痕构造最发育的层段；

剖面的沉积序列中，经常可以见到向上变薄变细（图版

②由于Ｃ相和Ｄ相都具有Ｔｃ段，因此也是小水流波

Ｉ－７）的水道充填层序和扇体向前推进的变厚变粗层

痕多层出现的层段；③该相组合的中部开始向上，见多

序（图版Ｉ．８）。垂直层序的这种规律性变化是海底扇

层块状细砂岩中含有撕裂泥岩碎屑，并偶见滑塌层；④

的另一种特征。

中扇区的下部常见灰黑色深海页岩夹层，而中部以上

（３）具放射状古流向。通常认为海底扇的古流向

则逐渐被暗灰色泥岩所代替。这些特征表明中扇区的

大都呈放射状。野外考察中，利用浊积岩底面槽模测

水道化特征明显，且自下而上其冲蚀强度增加。如果

得３２个古流向。绝大多数都摆动于南东１０５。至南西

说由中扇向外扇过渡的地区还可以形成以垂向加积作

２６０。之间，由此看出，古流向大致在南东—南西１６０‘的

用为主的深海页岩，而中扇区上部由于重力流沉积作

范围内呈放射状分布。此外，根据滑塌沉积的滑动面

用增强，细粒泥质物则以高浓集度的泥云并以快速堆

所指示的古坡向大致为南东１２０‘，表明物源主要来自

积的方式堆积下来，形成高浓集度的泥质浊流沉积。

于北西方向。由此推测中三叠世沉积时，浊流沿北西

此外，在中扇区的上部还见厚度＞１０ ｍ的泥岩层中夹

方向的古斜坡通过水道向南东方向倾注，至斜坡的基

有薄层浊积岩，其中ｔ段较为发育，这种含粉砂岩薄

部呈放射状散开，形成海底扇扇体。

层的泥岩段极可能是水道问的细粒沉积。

（４）具丰富的相类型。海底扇通常可划分出供应

（３）内扇区相组合。是粗粒物和滑塌层集中分布

水道（或峡谷）、内扇区的主水道、天然堤和中崩区的叶

的地区，主要由Ａ相、Ｂ相和Ｆ相组成。这里细砾岩、

状体、辫状水道以及外扇区一盆地平原的大型终端叶

泥质砾岩、含撕裂泥岩碎屑的中一细砂岩以及以不同

状体（或席状砂）等多种次级沉积单元，在这些次级单

特征产出的滑塌层主要集中分布在该层段。滑塌层的

元中相应沉积了特征不同的深海相（或亚相）。因此笔

广泛分布表明上扇区的地形坡度增大，此外，由于滑塌

者认为，海底扇沉积体系应该较非扇沉积体系中相的

作用主要限于快速沉积的地区，因此内扇区大量滑塌

类型要丰富的多。例如，已研究过的西秦岭泥盆系舒

堆积的产生除表明地形坡度大以外，也说明该沉积区

家坝组非扇沉积体系的深海相类型【６０确实较之本区

的沉积速度较之中扇和外扇区加快。

三叠系丰富多样的相类型大为逊色。
２．３相组合及其垂向演化

现将相组合在垂向上的演化以图２示之。图中自
下而上是由外扇区的相组合通过中扇区向上扇区的相

根据前述７个深海相概括出相组合的目的，在予

组合过渡。这种变化规律说明了海平面下降过程中海

解释研究区古代海底扇的环境特征。本区中三叠世地

底扇向海推进的一种相序变化，也反映了印支运动前

层可划分出内扇、中扇和外扇一盆地平原３个最基本

夕海盆逐渐变浅的沉积记录。

的相组合。
（１）外扇一盆地平原相组合。分布于垂向序列的

下部层段，以薄层浊积岩的Ｄ相和深海页岩的Ｇ相为
主。Ｂ和Ｃ相极少量出现并偶夹等深积岩，外观上呈横

３海底扇沉积体系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对该扇体系的古地形及其环
境特征概括出以下几点认识：

向展布稳定的薄层粉砂岩和暗色页岩互层，偶有０．５

（１）海底扇体的坡度由内扇向外扇过渡逐渐变

ｍ厚的细砂岩夹于其中。虽然外角区可以向盆地平原

缓，内扇扇体的坡度较陡，表现在不同类型的同沉积变

延伸，但是鉴于本层段中以Ｄ相为主，Ｇ相居于次要，

形构造和滑塌层频繁出现，并且还有颗粒流、碎屑流沉

故其沉积环境可能是９０ｆ－扇向盆地平原过渡。该层段

积的存在；中扇区仅有少量滑塌层，而外扇区再未见滑

中引人注意的是见含撕裂泥岩砾屑的块状砂岩出现于

塌层的出现。

该组合段的上部，它的出现代表着是水道沉积而并非

（２）扇体主水道由内扇可一直延伸到外扇。内扇

是叶状体［７Ｊ，表明在外扇区仍有水道相（Ｂ和Ｃ）的存

水道中沉积了扇体系中最粗粒的沉积物；中扇形成的

在。外扇区除见水道切人并组成垂向上的向上变薄、

辫状水道除有向上变薄、变细的水道充填层序外，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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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中三叠统海底扇相模式和深海相的分布
（图中黑带的宽度代表相的相对丰度）

ｌ，页岩；２，掘岩；３．向Ｅ变厚变粗层序；４．向上变薄变组屡序

图２中三叠统简化的海底赢相组合的垂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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