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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孜盆地紧邻雅鲁藏布江缝合带，随着特提斯洋的演化及最终消亡，盆地必然随之经历一系列演化，分析其沉积

响应是了解盆地演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因而，本文以分布于江孜地区的晚侏罗世至古近纪海相沉积地层为研究对象，在前人
建立的地层格架基础上，基于野外露头和镜下观察，仔细分析了其沉积岩石学特征。江孜地区晚侏罗世至古近纪沉积序列

为：石英砂岩（上侏罗统维美组）一页岩夹火山岩屑砂岩（下白垩统日朗组）一黑色硅质／钙质页岩（中白垩统加不拉组黑层
段、白层段）一黑色硅质岩（上白垩统加不拉组硅质岩段）一红色硅质页岩、泥灰岩夹滑塌灰岩（上白垩统床得组）一灰绿色页

岩夹外来岩块（上白垩统宗卓组）一彬页岩互层（古近系甲查拉组）。从中可以看出海水从维美组至加不拉组硅质岩段为逐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编号２００６ｃＢ７０１４００）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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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加深的过程，而至甲查拉组海水再次浅于硅质岩段沉积水深。生物沉积、悬浮沉积及块体搬运作用沉积常见，其中块体搬
运作用包括砂质碎屑流、浊流、滑塌和岩崩等，沉积环境为大陆斜坡至深水洋盆。通过沉积学与沉积地球化学分析可知，底层
水经历了缺氧、氧化再到缺氧的过程。根据沉积岩石学特征结合沉积环境分析，从较长的时间尺度上将盆地的演化历史划分

为四个阶段：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稳定发育阶段，白垩纪中期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持续沉降阶段，晚白垩世
残留被动大陆边缘盆地阶段，白垩世末期至始新世初期为残留洋盆地阶段。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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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５１２．２

本文研究区域位于江孜县城以东，床得村至加不拉村一带。
该地区主要出露有盆地的代表性沉积物，即连续的侏罗纪晚
１

引言

期至古近纪早期的海相沉积。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国内外

中、新生代是西藏东特提斯洋演化的重要时期，其海相

地质学家对该区进行了大量的地层学和沉积学工作，近年

沉积地层在我闻西藏南部特提斯喜马拉雅带广泛出露。特

来，江孜地区白垩系和下古近系的沉积学和古海洋学工作陆

提斯喜．码拉雅带系指位于喜马拉雅结品岩带北界与印度．雅

续展肝。前人主要对沙拉岗锑矿早白垩世沉积（彭勇民等，

鲁臧布江缝合带之间的一个地质构造单元，以定日．定结．冈

２００１）、侏罗－白垩系床得、加不拉剖面（王成善等，２０００；

巴大断层为界分为南带和北带（图ｌａ）。本文所述江孜盆地

ｗａｎｇ甜口ｆ．，２００５）、古近系甲查拉剖面（李国彪等，２００４；魏

即处于北带的东部，指的足西至拉轨岗日，东到浪号子，南北

玉帅等，２００６）等不同时段的沉积地层，通过层序地层学、沉

与海相‘叠系以断层为界的近东西向狭长区域，主要充填侏

积相划分以及物源分析等方法，分别对江孜盆地不同时期的

罗纪至占近纪早期沉积物（图ｌｂ）。江孜盆地位于印度大陆

沉积特征进行ｒ研究，而对该盆地从晚侏罗世至古近纪演化

北缘，向北紧邻印度－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因而研究盆地的演

历史仅见零星报道（“ｕ

化历史对于研究印度被动大陆边缘的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分析沉积岩石学特征基础上对沉积环境及盆地演化的研究。

８８。Ｅ

９０。Ｅ

ａｎｄ Ｅｉｎｓｅｌｅ，ｌ

９９４），尤其缺乏在详细

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对床得、加不拉、甲查拉
及满拉水库等削面（图２）的多次野外实地考察，分析沉积岩
的宏观与微观特征，同时主要运用ｘ射线荧光法（ｘＲＦ）对不

同层段共１０１个样品进行了测试，获得其常量元素地球化学
特征，以辅助沉积岩石学特征进行沉积作用与沉积环境解
释，并进而讨论江孜盆地晚侏罗世至古近纪的演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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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江孜床得剖面远观。Ａ，维美组；Ｂ，日朗组；ｃ，加不拉组；Ｄ，床得组；Ｅ，宗卓组。２．甲查拉剖面远观。３．维美组石英砂岩显微照片。
标尺长度为Ｏ．１ｍｍ。显示岩石为颗粒支撑结构，含有锆石重矿物。４．日朗组火山岩屑砂岩显微照片，标尺长度为ｏ．１ｍｍ。显示岩石为颗
粒支撑结构，石英颗粒为次棱角状至次圆状，可见黑色火山岩屑，大小约Ｏ．３ｍｍ。５．加不拉组黑色页岩中见浊流成因细粒粉砂岩和泥岩
的鲍马序列Ｄ·Ｅ段，显示为浊流远端沉积。６．江孜北家宗卓组野外露头，远观。灰色、灰绿色页岩、粉砂岩，混杂有大量砂岩、灰岩等外来

岩块。７．床得组红色灰岩内含椭圆形碎屑及不规则长条状泥砾，近照。泥砾成分为红色泥岩，其长轴方向与层面方向近似一致，显示灰岩
在尚未固结成岩之前的塑性滑动成因。８．甲查拉组砂岩层中见鲍马序列Ａ—Ｄ段，同时，在砂岩底部见冲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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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曦等：西藏南部江孜盆地上体罗统至古近系沉积岩石学特征与盆地演化

泥砾外，还见砂岩、灰岩和硅质岩。
砂岩中Ｓｉ０：含量高（表１），其Ｆｅ：Ｏ，＋Ｍｇｏ为２．９２％，

２沉积地层
一直以来，该地区在地层划分、地层时代的确定上存有
分歧。但总体而言，江孜地区上侏罗统至古近系由维美组石
英砂岩，加不拉组暗色页岩、床得组红色页岩和灰岩、宗卓组
页岩夹外来岩块以及甲查拉组砂／页岩互层等岩石单元组
成。从整个地区的地层对比及牛物资料来看，维美组为晚侏

Ａ１２０３／Ｓｉ０２为Ｏ．１１，Ｋ２０／Ｎａ２０可达１５．９３，Ａ１２０３／（ＣａＯ＋
Ｎａ２０）达２９．３２。表明岩石富集石英颗粒，具有再旋回特征
（Ｂｈａｔｉａ，１９８３），而化学不稳定颗粒含量较低，其化学组成与
分布于全球范围的被动大陆边缘砂岩成分相似（Ｂｈａｔｉａ，
１９８３），根据地球化学组成与大地构造背景的关系可判别其
为被动大陆边缘沉积。
从上述可知，维美组石英砂岩岩层上下界面均为突变接

罗世Ｔｉｔｈｏｎｉ卸期（万晓樵等，２００５），加不拉组时代为

Ｂｅ而龉ｉ肌．ｓａｎｔｏｎｉ锄期，床得组为ｃ锄ｐａｎｉ粕期，宗卓组为

触，层理极不发育，有漂浮泥砾，背景沉积属（半）深海的黑色

ｃ帅ｐａｆｌｉａｎ晚期一Ｍａａｓ讲ｃｈｔｉａｎ期（王成善等，２０００），甲查拉组

页岩沉积。这些特征说明其沉积水深为深海或半深海，漂浮

时代为占新世一始新世早期（Ｌｉ甜ｎｚ．，２００５）。这些不同地
层单兀分别在加不拉、床得、甲查拉等剖面中发育得尤为连
续和完整。最近，Ｈｕ等（２００８）通过详细分析床得剖面的实
地资料，从加不拉组底部将白垩系初期厚约７３ｍ的灰色页岩
夹砂岩层单独划分为日朗组（Ｒｉｌａｎｇ Ｆｏｍａｔｉｏｎ），根据丰富的
菊石化石，将其时代确定为Ｂｅ耐ａｓｉａｎ期，本文将沿用这一划

的泥砾具有拖长变形现象，说明砂岩沉积非牵引流成因。同
时上述砂岩特征又与其它浊流、等深流等深水碎屑沉积特征
有显著区别，而与发育于北海北部的砂质碎屑流沉积特征类

似（Ｓｈａｍｕｇ砌ｅ￡ａｚ．，１９９４；ｓｈａｍｕｇａｍ，１９９６），沉积环境为
斜坡上部，因此认为维美组石英砂岩为砂质碎屑流成因（李
祥辉等，２０００），沉积环境为斜坡上部。

分标准。根据风化色的差异加不拉组义可进一步划分为黑
层段和白层段（王成善等，２０００），根据箭石、放射虫及有孔虫

３．２

日朗组

化石资料，认为黑层段时代为Ｂｅｒｒｉ髂ｉａｎ晚期一Ａｌｂｉ明晚期，白

日朗组是从传统的加不拉组划分出来，其岩性主要为中

层段时代为ｃｅｎｏｍ蛐ｉａｎ－ｓａｎｔｏｎｉａｎ期（千成善等，２０００）。同

灰色页岩夹砂岩，由底部至顶部砂岩夹层的层数和层厚逐渐

时，笔者近年来多次对该地区的野外考察，发现加不拉组顶

增加，部分砂岩层在侧向被尖火（Ｈｕ以击．，２００８）。在床得

部厚约２０ｍ的硅质岩段在研究区内广泛分布，因而建议将传

剖面出露最佳，厚度为７３ｍ（图版ｌＢ）。砂岩通常为细粒，绿

统的加不拉组划分为黑层段、白层段和硅质岩段，具体划分

灰色，层厚一般在几十ｃｍ，在该组上部少数层位呵达到ｌｍ。

将另文讨论，本文不再赘述。综上，江孜地区一Ｉ：侏罗统至古

以亚岩屑砂岩和亚长石砂岩为主，主要矿物：火山岩屑２５％

近系地层单元分别为：维美组，日朗组，加不拉组（包括黑层

一３５％，石英含量４０％～７０％。石英颗粒大小通常集中在两

段、白层段和硅质岩段）、床得组、宗卓组和甲查拉组。

个范围，其一为０．０５～Ｏ．１ｍｍ，其二为０．２～０．４ｍｍ，磨圆度

差一中等，多为棱角状至次圆状。长石含量在１５％～２５％之
间，主要为钾长石，斜长石含量较少。岩石中的重矿物组分，

３岩石学特征与沉积环境
３．１维美组
维美组在研究区内分布连续，最早由王义刚等（１９８０）定
义为厚层砂岩与页岩互层。维美组总体而言由石英砂岩或
砂页岩瓦层组成。在床得剖面其厚度约为６０ｍ（图版ｌＡ），
砂岩主要以夹层形式出现于粉砂质或硅质贞岩巾，在该组内
部，砂岩层的厚度一般在ｌＯ一２０ｃｍ，底部有一７０ｃｍ厚砂岩
层出露（Ｈｕ“越．，２００８），但顶部为厚度达１３ｍ的中厚层中
粒石英砂岩，未见有页岩。砂岩体与Ｅ覆下伏黑色页岩均呈
突变接触，部分岩体在侧向被尖灭，缺乏层理构造。
维美组砂岩以灰、黄灰色石英中．细粒含粗粒砂岩为主，
可见岩屑石英砂岩（Ｈｕ“耐．，２００８）。岩石为颗粒支撑结
构，粒度可以为细粒至中粒，同一层内颗粒大小通常较一致。
填隙物主要为杂基，含量一般５％～１０％，多可达２０％左右，
重矿物含量低，偶见锆石（图版３）。砂岩中有漂浮的泥砾，
泥砾平均５～１０ｃｍ，Ｈ有拖长变形现象（李祥辉等，２０００），个
别层段层面上砾石含量可达２０％～３０％，成分较为复杂，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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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锆石、金红石、榍石和电气石等含量较低（Ｈｕ ｅ￡以．，
２００８）。顶部厚层砂岩中有出现镁铁质的火山岩岩屑
（图版４），含量约为３％，具有粗面结构。岩屑的成分主要由
完全钠长石化的斜长石微晶和斑晶以及暗色隐品质基质组
成（Ｈｕ ｅ￡口ｆ．，２００８）。
日朗组的背景沉积仍为黑色页岩，页岩中硅质含量较

高，而ｃａＯ含量极低，推断其沉积于ｃｃＤ（ｃａ‰眦ｔｅ
ｃ伽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碳酸盐补偿深度）面以下，属于深海环

境。Ａｌ：Ｏ，和ＴｉＯ：含量远低于全球平均页岩和北美页岩，但
Ａ１２０３／Ｔｉ０２比为１６．９８，与ｕｓＧｓ标样的比值１６．６６相近
（Ｇｍｍｅｔ甜ｏＺ．，１９８４）。与全球平均页岩（ｗｅｄｅｐｏｈｌｌ９６９一
１９７８）和北美页岩（Ｇｍｍｅｔ以Ⅱｆ．，１９８４）的元素组成相比，其
Ｆｅ：０，含量较高，全铁含量相对于全球平均页岩极为富集。
砂岩的岩屑成分主要火山岩屑，其中镁铁质岩屑占有一定比
例，因而该组页岩中的Ｆｅ富集，可能为源区火山物质的大量
输入导致。相对于维美组而言，砂岩组分急剧减少，部分砂
岩层侧向尖灭，砂岩粒度为细粒，砂岩与页岩呈突变接触，

Ａ咖砌ｒｏ如咖口＆，如口岩石学报２００８，２４（３）

６２０

表ｌ

江孜地区上侏罗统·白垩系不同岩石地层单元的常量元素分布特征（％）

％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ｘｉｄｅ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ｎｉｔｓ“ｕｐｐｅｒ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ｔｏ

Ｃｒｅｔ∽ｅｏｕ８ ｉｎ Ｇｙａｎ铲ｅ

８ｒｅａ

注：本文数据主要以ⅪｔＦ方法在南京大学分析中心测试所得，样品总数１０１个。表中所列数据为不同岩石单元样品常量元素含量的平均值。

这些特征代表沉积水深加深，属斜坡下部重力流沉积。日朗

件（０ｃｅａＩｌｉｃ Ａｎ喇ｃ Ｅｖｅｎｔｓ，０ＡＥ８，Ｊｅｎｋｙｎｓ，１９８０）。黑层段

组砂岩成分与下伏维美组显著不同的一点是其中含有火山

Ａｌ：０，和Ｆｅ：０，含鼍高于白层段，而钙质含量低于白层段，说

碎屑物质，指示了物源区的改变。

明黑层段沉积于ｃｃＤ面之下，而白层段页岩主要为钙质页
岩，沉积于ｃｃＤ面之上。相对于余球平均页岩，黑层段至白

３．３加不拉组

层段下部全铁含量较为富集，而白层段上部则为亏损。指示

加不拉组（图版１Ｃ）在床得剖面和加不拉剖面出露良

在黑层段至白层段下部町能由于黄铁矿含量高导致铁的富

好，从底部至顶部，根据风化色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岩性段，即

集，而在白层上部由于缺氧作用造成Ｆｅ迁移至水体中，导致

黑层段，白层段和褐色的硅质岩段，相应的岩性分别为灰绿

沉积物中伞铁含量亏损。硅质岩段最突出的特征是ｓｉ０：含量

色页岩，灰色页岩与泥灰岩互层，以及黑色硅质岩。

较高，而钙质含昔低，块状构造，表明其沉积速率缓慢，沉积水

灰绿色页岩是江孜地区下白孚统常见的岩相，黄铁矿含
量较高，富含有机质，含少量放射虫和有孔虫等微体化石，同

深比下伏地层深，沉积物－水界面位于ｃｃＤ面之下，陆源输入
有限，主要为放射虫生物沉积，属典型的深水洋盆沉积。

时可见顺层分布的箭石化石，偶见灰岩和泥灰岩夹层。灰色
页岩与泥厌岩互层为白层段的典型特征，剖面上常见黄铁矿

３．４床得组

浸染现象。页岩中黄铁矿含量较高，也见有孔虫等生物化

床得组指江孜地区晚白垩世一套红色远洋沉积物，在研

石，有孔虫壳体常为方解石，而壳内为泥质充填，页岩中偶见

究区内出露广泛，其中以其建组剖面床得剖面研究最为细致

白云化作用，镜下叮见直径小于０．０５Ｈ瑚的白云石。泥灰岩

（Ｌｉ ｅｔ口Ｚ．，２００５；ｗａｎｇ ｅ￡口ｆ．，２００５；Ｈｕ甜ｏＺ．，２００５），厚度

中的灰泥组分大于９０％，生物含量少，以有孔虫、钙质超微化

约为２７ｍ。岩石类型主要有红色页岩、泥厌岩和灰岩等。红

石等居多，偶见介形虫壳。生物扰动构造发育，自生石英常

色页岩为叶片状，沉积构造不发育。有孔虫化石多被溶蚀，

见，自生石英大小约为０．４ｍｍ。黑色硅质岩主要分布于该组

硅质组分高，缺少碳酸钙沉积。红色页岩中部常见红色泥灰

顶部，厚约２０ｍ，在床得剖面和满拉水库剖面的厚度均约为

岩和页岩互层，泥灰岩巾灰泥组分大于９０％，生物含量极少，

２０ｍ，偶见薄层页岩夹层，层厚一般在ｌＯｃｍ左右，颜色多为

如有孔虫和钙质超微化石等，偶见介形虫壳。生物扰动构造

深灰色至黑色。放射虫含量在２０％左右，粒径０．１４ｍｍ，硅质

发育，常见粉砂级粒径的自生石英。红色灰岩主要见于该组

岩重结晶作用强烈，给放射虫的鉴定带来了较大的闲难，因

的ｌ：部和底部，与贞岩呈突变接触，底面可见塑性变形构造。

而硅质岩中放射虫的种、属尚小十分清楚。二者在地球化学

含有有孔虫，部分层位有孔虫含量大于９０％，为红色有孔虫

成分Ｉ：也有所差异，黑层段灰绿色页岩主要表现为全铁与铝

颗粒灰岩。通常有孔虫壳体被亮晶方解石充填，壳内为泥晶

含量较高，除厌岩和泥灰岩层段外，大部分样品ｃａ０含量在

或亮品方解石充填。红色灰岩巾叮见两类性质不同的碎屑

５％以下；白层段钙质含量较高，通常在１０％左右，而铁含量

（图版７），其一为粒径在１～１０ｍｍ之问的绿色碎屑，成分主

一般低于５％；硅质岩段ｓｉ０２含量极高，平均可达７６％以上，

要为泥灰岩，磨圆度高，常为椭圆状至圆状。另一类为粒度

除钙质页岩夹层，Ｃａ０钙质含量低于３％。

在几ｃｍ至数ｆ‘ｃｍ不等的红色泥砾，成分与红色页岩类似，

页岩中见有典型浊流沉积层序水平层理粉砂岩一黑色页

泥砾町见拖长变形现象，长轴方向通常与岩层倾向一致。床

岩层序，即鲍屿层序Ｄ．Ｅ段（图版５），为浊流远端沉积，指示

得组顶部可见灰色外来灰岩块体，与页岩旱突变接触。从元

沉积环境为半深海斜坡下部－深海盆地。见生物扰动构造，

素地球化学来看，与其它岩层相比，床得组最明显的特征是

以具有强耐氧性的均分潜迹（ｃｈｏｎ棚ｔｅｓ）为主（ｓａｖｒｄａ明ｄ

Ａｌ：０，和Ｆｅ：０，含量高，红色页岩巾的Ｃａ０含量低。

Ｂｏｔｔｊｅｒ，１９８６），尤为重要的是ｗａｎｇ等（２００１）在该段内发现

床得组的背景沉积为红色页岩，页岩ｃａ０含量常在ｌ％

Ｃｅｎｏｍａｎｉａｎ．Ｔｕｍｎｉａｎ界线化石带以及相应的６”Ｃ正偏现象，

左右，代表其沉积于ｃｃＤ面之下。Ｆｅ：０，／Ａｌ：０，远高于全球

表明其形成于缺氧环境，对应于全球性的自垩纪大洋缺氧事

平均页岩，指示铁的富集。而与日朗组及黑层段有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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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铁与铝的相关性较好，表明铁的主要来源是陆源输入（陈

８８０ｍ，单层一般为块状且厚层、中厚层，薄层相对少见（图版

曦等，２００８）。从前人研究可知铁主要以细小分散的赤铁矿

２）（魏玉帅等，２００６）。岩性主要为砂、页岩互层，自下而上砂
岩比蕈逐渐增加。叮见有鲍马序列Ａ—Ｄ段（图版８）。部分

形式赋存于岩石中（Ｈｕ

ｅｆ

ｏｚ．，２００６），由于底层水氧化条件

（ｗａｎｇ以耐．，２００５），导致铁得以保存。
在红色灰岩的底面常可见到坦性变形构造，指示在成岩

层位中可见灰岩透镜体和包含泥砾的中粒砂岩或细砾岩（魏
玉帅，２００５）。

之前，较浅水的碳酸盐沉积物滑移到深水过程中塑性变形的

甲查拉组砂岩可占５０％以上，主要为长石岩屑砂岩、岩

产物。灰岩中绿色碎屑的磨圆度较高，显然经过长距离搬

屑砂岩、岩屑长石砂岩和石英砂岩（魏玉帅，２００５；魏玉帅

运，相较于红色泥砾，这类碎屑应该是灰岩沉积的同牛作用

等，２００６）。甲查拉组砂岩一般为灰绿色，砂岩的碎屑主要为

阶段由盆外经较长距离搬运而来。而红色泥砾岩性与页岩

石英、长石、岩屑和绿帘石等重矿物。石英的含量平均约为

一致，且有拖长变形现象，叮解释为，在页岩尚未固结成岩之

６１％；长石的平均含量为１４％，以斜长石为主；岩屑的平均

前，由于浅水碳酸盐滑塌进入盆地，使其被快速搅动、掀起，

含量为２３％，其中以中性、中基性和酸性火山岩岩屑为主，如

快速沉积至厌岩内部并随之变形所致。该组顶部的灰色灰

安山岩，安山玄武岩岩屑，粗面岩岩屑和流纹岩岩屑；重矿

岩与页岩呈突变接触，未见有握性变形构造，推断其为浅水
先成岩石碎裂之后在重力作用下进入盆地。

物含量低，可见绿帘石和锆石等（魏玉帅，２００５；魏玉帅等，
２００６）。砂岩分选性为中等偏差。大多数碎屑颗粒呈次棱角
状到次圆状。填隙物主要为杂基，含莓一般为６％～１３％。

３．５宗卓组

与维美组相比，甲查拉组砂岩成分成熟度较低，磨圆度和

宗卓组系杨遵仪和关顺宝（１９６４）命名，指江孜地区晚白

分选性较低，不具备再旋回的特征，表明搬运距离较近。魏玉

垩世一套含大量外来岩块的混杂堆积，即所谓的“北家混杂

帅等（２００６）通过碎屑成分分析认为甲杏拉组物源区为再旋回

岩”（吴浩若等，１９７７）。后经乇成善（２０００）重新厘定，与原

造山带和混合造山带，另具俯冲带的性质，通过岩石地球化学

始定义差别不大，但将江孜地区上白孚统划分为床得组和宗

和古水流分析，认为甲查拉组火山岩屑来自于雅鲁藏布江缝

卓组，宗卓组厚度大于１５０ｍ。背景沉积主要为灰色、厌绿色

合带以北的冈底斯岩浆弧，因而此时印度与欧亚大陆的碰撞

页岩，混杂有大量砂岩、灰岩及硅质岩组成的外来岩块（图版

已经开始，甲查拉组沉积的大地构造背景为持续的碰撞隆升。

６）。页岩巾可见沉积构造如水平层理、粒序层理、鲍马序列、

甲查拉组主要是由砂、页岩互层组成，上部砂／页岩比明显高

均分潜迹（ｃｈｏｎ幽ｔｅｓ）等。另外，还见典型的浊流沉积的槽

于中、下部，从下到上是粒度和砂岩层厚度增大的序列，鲍马

模构造（胡修棉，２００２）。
宗卓组以常见外来岩块为特征，岩块与基质为突变接
触，长轴方向与层面方向基本一致。岩块分选差，多为ｌ一

序列指示砂岩为浊流成因，故甲查拉组总体是一套深海环境
浊流成因的沉积，为深海环境下形成的多个海底扇叠加并由
于斜坡变陡而向前推进的结果，在盆地中形成复理石沉积。

３ｍ，磨圆度较差，为棱角状．次棱角状，其成分复杂，但主要为
沉积岩类，如砂岩、粉砂岩、灰岩和硅质岩。外来岩块中深水
环境的放射虫、菊石、双壳等较为常见，部分灰岩和白云岩也

４盆地演化

反映来自浅海环境的沉积地层。外来岩块既有来自先期地
层的，也有来自近乎同期沉积地层（胡修棉，２００２）。基质成

根据前文对江孜盆地沉积岩石学特征的描述，以及对沉

层性和连续性较好，变形相对较弱，成分以细粒陆源碎屑沉

积环境变化的分析，认为盆地晚侏罗世至早古近纪的沉积物

积为主，浊积砂岩和硅质页岩常见，尚有红色和灰绿色放射

主要为深海和半深海悬浮沉积和生物远洋沉积，伴有砂质碎

虫硅质岩和泥灰岩出现。
该组浊流发育，显示了深海．半深海沉积环境特点。页

屑流及浊流沉积，部分层段可见滑塌及岩崩等块体搬运作用
沉积。推断其沉积环境主要为大陆斜坡至深水洋盆。但不

岩的ｃａＯ含量低，指示其为ｃｃＤ面以下沉积。均分潜迹

同的岩性单元义具备其各自不同的沉积特征，如维美组石英

（Ｃｈｏｎ曲ｔｅｓ）具有很强的耐氧性（ｓａｖｒｄａ舳ｄ Ｂｏｔｔｊｅｒ，１９８６），

砂岩、床得组红色灰岩、宗卓组外来岩块等。这些沉积记录

因而在宗卓组沉积期间，盆地从床得组的氧化环境再次返回

的不同，反映ｒ江孜盆地沉积环境的变迁，更进一步表明盆

到缺氧环境。宗卓组叮见鲍马序列指示其岩块常伴随重力

地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演化过程。本文根据其沉积岩石学特

流沉积，同时岩块中化石时代与基质相当或老于基质，长轴

征，认为维美组为被动大陆边缘沉积，而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方向多与层面平行，这些特征表明了宗卓组岩块区别于构造

通常由大陆裂谷形成，经历盆地的发育与沉降过程，其沉降

混杂岩（余光明和王成善，１９９０），应该是滑动或滑塌堆积成

通常是由岩石圈变薄、热沉降或沉积负荷造成（Ｃｏｎｄｉｅ，

因，为先成岩石在固结成岩以后，由于岩崩作用而被搬运到

１９９７）。前人在研究特提斯喜马拉雅沉积演化历史时，认为

远洋沉积物中。岩崩作用比床得组更为常见，标志着盆地持

江孜盆地的裂谷发育阶段主要在三叠纪时期，至侏罗纪时期

续处于不稳定状态。

进入裂后（ｐｏｓｔ．ｒｉｆＩ）被动边缘阶段（“ｕ

ａｎｄ

Ｅｉｎｓｅｌｅ，１９９４）。

而江孜盆地位处大陆碰撞带附近，因而它也具备从被动大陆
３．６甲查拉组
甲查拉组角度不整合上覆于晚白垩世宗卓组，总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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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盆地向碰撞带不同盆地类型的转变（％ｃａｎ，１９８４），随
着缝合带的渐进式关闭（Ｇｒａ｝ｌａｍ，１９７５），依次形成类似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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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江孜盆地沉积特征与演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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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孟加拉湾的残留洋盆地和前陆盆地等。

岩发育为特征，出露富有机碳的黑色页岩及钙质页岩，在该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沉积岩石学特征，在分析其沉积环

组顶部ｆ｛ｊ露有深水黑色硅质岩。代表着海平面最大ｆ：升或

境基础上，认为江孜盆地晚侏罗世至早占近纪经历了由被动

盆地的最大沉降时期，至该组顶部的黑色硅质岩段达到相对

大陆边缘瓮地向残留洋盆地的转化，在转化过程中，被动大
陆边缘盆地经历了稳定发育、持续沉降和残留被动大陆边缘
（赵锡卒等，２００７）等三个阶段，最终转化为残留洋盆地。因
此本文将江孜盆地晚侏罗世至早古近纪的演化历史划分为
四个阶段（图３）。

海平面最高值，与白垩纪中期全球平均海平面变化相一致
（Ｈｕ村谢．，１９８７）。由于海平面的上升，砂质碎屑流不发育，
代之以粉砂级至泥级的浊流远端沉积，表明沉积环境已经由
上一阶段的斜坡环境转变为斜坡坡脚位置（Ｌｉｕ

ａｎｄ Ｅｉｎｓｅｌｅ，

１９９４），沉积物－水界面在ＣｃＤ面上下波动最终停留在ＣＣＤ
４．１

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稳定发育阶段（ｒｎｔｈ砌锄一Ｂｅ圩ｉ聃ｉ锄）
被动大陆边缘形成之初通常为大陆裂谷，其沉积物常以

成熟度较低的陆源碎屑或双峰式火山岩组成（ｗｉｌｓｏｎ，

面以下。盆地内部没有发现剧烈的事件沉积，沉积物为相对
均一的远洋半远洋背景沉积，末见粗粒陆源碎屑或内碎屑，

因而，沉积的控制凶素仍然为海平面的相对升降，构造活动

１９９３）。而在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期间，江孜盆地沉积物以

不占主导因素。但这小表明盆地在该阶段始终处于绝对稳

砂质碎屑流成因的维美组石英砂岩及日朗组火山岩屑砂岩

定状态，可能的解释是盆地处于持续沉降阶段。如今大多数

为特征，』￡背景沉积为半深海灰色页岩，由此推断其沉积环

地质学家倾向于认为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的沉降是由于岩石

境为斜坡环境。维美组砂岩的地球化学组成与其它大陆的

圈的热冷缩及沉积负荷的共同作用（ｃｏｎｄｉｅ，１９９７）。仉就江

典型的被动大陆边缘沉积类似（Ｂｈａｔｊａ，１９８３），同时石英砂

孜盆地而占，除热沉降以外还必须考虑剑岩石圈变薄、水体

岩、页岩等高成熟度陆源碎屑物通常代表着稳定大地构造背
景下的产物。口朗组的页岩含量比维美组高，指示了海平面
上升或盆地沉降的过程。口朗组贞岩层的全铁含量相对于
全球平均页岩较为富集，这与本组的火山岩屑砂岩沉积相互

负荷的增加等对于盆地沉降的影响，冈为此时特提斯洋巾脊
消失，洋壳从转换断层处向北俯冲（刘志飞等，２０００），俯冲产
生的拖曳力町使得岩石圈被拉薄而导致盆地整体处于持续

呼应，指示了源区火山物质的大量输入。依据Ｉ：述沉积特征

沉降（李思田等，２００４）。本阶段江孜地区相对海平面的上

和沉积环境判别维美组和口朗组为被动大陆边缘沉积，盆地

升，水体负荷增加而造成岩石圈向下弯曲亦可导致盆地沉降

已经处于稳定发育状态，盆地沉降初见端倪。

（王成善等，２００３）。

４．２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持续沉降阶段ｌ Ｂｅｒｒｉ鹅ｉ衄晚期

４．３残留被动大陆边缘盆地阶段（Ｓ肌ｔｏｎｉ明晚期～Ｍａ鹪ｔ－

～Ｓａｎｔｏｎｉａｎ １

本阶段盆地内沉积物以加不拉组典型黑色页岩和硅质

万方数据

ｒｉｃｈｔｉａｎ

Ｊ

这一阶段早期以出现床得组红色沉积为特征，如前文所

陈曦等：西藏南部江孜盆＿地上体罗统至古近系沉积岩石学特征与盆地演化

述，其岩性以红色硅质页岩为主，页岩中部见有浊流成因红

外来岩块一砂／页岩互层。经历了构造稳定至活动的过程，

色泥灰岩央层，床得组灰岩组分占有相当高的比例，ｆｌ｛露于

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沉积物以石英砂岩和火山岩屑砂岩为

该组的底部和上部，为滑塌成因。红色沉积物是由于赤铁矿

特征，盆地的构造背景较为稳定，为盆地的稳定发育阶段。

含量高所致，和全球范丽内晚白垩世大洋底层水富氧有着密

白垩纪中期，沉积物主要为加不拉组页岩和硅质岩，指示了

切关系。该阶段后期以外来混杂岩块（床得组顶部与宗卓

相对海平面逐渐上升，至该组顶部相对海平面最高，解释为

组）的广泛发育为特征。岩块与基质接触关系明显，分选性

由于洋壳向北俯冲而产生的拖曳力和水体负荷，使得盆地整

与磨圆度都较差，因而推断是由于岩崩作用使得先成岩石破

体持续沉降。随着特提斯洋壳的进一步向北俯冲，洋壳与陆

碎而被搬运到远洋沉积物中。一般而言，浊流、滑塌及岩崩

壳过渡地带上翘而形成增生棱体，江孜盆地形成地堑并接受

等块体搬运作用都需要有一定的触发机制，在解释这些沉积

来自印度被动大陆边缘和增生棱体的岩块堆积，因此晚白垩

作用及其触发机制时，必须考虑到此时特提斯洋的俯冲情

世以床得组和宗卓组滑塌和岩崩沉积作用常见为特征，盆地

况。伴随着洋壳的进一步俯冲，江孜盆地不断接近俯冲带，

活动性增强，称为残留被动大陆边缘盆地阶段。白垩纪未期

洋壳与陆壳过渡地带产生上翘而形成棱生体（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

至始新世初沉积物为海底扇相的砂／页岩互层，是碰撞抬升

蹦ｓｍ），使得处于陆壳外缘的江孜盆地形成地堑（Ｌｉｕ蚰ｄ

的背景下多个海底扇叠加并向前推进的产物，为造山期残留

Ｅｉｎｓｅｌｅ，１９９４），印度被动大陆边缘及增生棱体由于地质应力

洋盆地演化阶段。综上所述，江孜盆地从侏罗纪、白孚纪的

作用破碎，并在重力作用下被搬运至江孜盆地中。江孜盆地

被动大陆边缘盆地逐渐演化为占近纪的残留洋盆，它是研究

不再处于稳定阶段，活动件逐渐增强。由此可以看出本阶

造山带盆地演化的典刑地区，同时也是研究海平面和构造活

段，在总体汇聚挤压背景下，由于俯冲板块前缘受到仰冲板

动共同作用下沉积演化的典型地区。本文尝试性地从沉积

块的垂向压力以致挠曲和派生的拉张作用加强，产生张性断

岩石学特征来分析瓮地的演化历史，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尺度

裂。赵锡奎等（２００７）通过对桂一粤交界的钦防地区的研究，

上描述盆地的演化过程，而造ｌｌＩ带盆地通常经历ｒ复杂的构

将这类盆地定为残留被动大陆边缘盆地，随着板块的汇聚，

造作用及后期改造，更精确地理解江孜盆地的演化，仍然需

可发展为残留洋盆地。

要从多个学科角度对其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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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源区为再旋回造山带和混合造山带，另具俯冲带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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