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３９ 卷 第 １ 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沉积与特提斯地质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ｅｔｈｙ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１
Ｍａｒ． ２０１９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８５０（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３２１０
西藏昂仁县扯假错渐新统日贡拉组地层
沉积相及沉积演化特征

李泽瑜 ，刘 函 ，段瑶瑶 ，李 俊 ，苟正彬
１

１．

２

成都理工大学，四川 成都

２

６１００５９

２

２

；２．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摘要：沉积相是研究古环境、古气候及岩相古地理的基础与重要依据。本文报道西藏昂仁县扯假错剖面渐新统日贡
拉组的岩性特征、基本层序、沉积相及垂向上沉积演化特征。该组为一套紫红色碎屑岩系，为砾岩、砂岩夹粉砂岩和
泥质岩，具典型的河流环境沉积特征，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该时期的沉积环境提供了线索。
关 键 词：渐新统；日贡拉组；沉积相；沉积演化；西藏
中图分类号：Ｐ５８８． 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前言

拉萨地块大范围缺失渐新世沉积记录［］，但是
日贡拉组作为渐新世拉萨地块主要地层，零星分布
于整个拉萨地块。渐新世是拉萨地块火山活动间
隙期，日贡拉组仅局部夹火山碎屑岩，并且大规模
的逆冲推覆及南北向地堑在中新世初期开始活
动［ ］，因此，日贡拉组能够反映大规模隆升前拉萨
地块古地理面貌。前人仅对日贡拉组做过物源分
析［ ］，本文着重研究措勤盆地东南缘渐新统日贡拉
组的沉积相及沉积演化特征。
８

自印度陆块与欧亚大陆碰撞以来，拉萨地块主
体隆升成陆，伴随新生代以来各个阶段的岩浆活
动［ ］。新生代地层整体为一套陆相火山 － 沉积建
造［ ］，残留大小不等数量众多的新生代沉积盆地。
这些残留盆记录了拉萨地块新生代古地理格局变
迁、气候变化、高原隆升等信息［］。
措勤盆地是拉萨地块最大的沉积盆地，以措勤
县位于盆地中部而得名，自古生界以来除了造山期
都有较为连续的地层发育［ ］，同时也是青藏高原
南部较大的新生代残留盆地之一。其所辖范围包
括措勤 － 申扎地层区、隆格尔 － 南木林地层区北部
广大地区。措勤盆地新生代地层出露齐全，古近系
主要有茶里错群（Ｅ ）、林子宗群（Ｅ ）和日贡拉组
（Ｅ ）；新近系包括布嘎寺组（Ｎ ）、雄巴组（Ｎ ）、嘎
扎村组（Ｎ ）、宗当村组（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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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及岩性特征

隆格尔 － 南木林地层小区南部楠木林县芒热
乡杜鲁村为日贡拉组命名地，岩性为紫红色复成分
砾岩、浅紫红色含砾粗砂岩、岩屑砂岩、长石石英砂
岩夹粉砂岩与碳质泥岩，厚 ２５０ｍ。区域上分布于邬
郁盆地、青都盆地、措勤盆地及申扎、仲巴等地，与
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该组中采获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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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化石。 断裂控制明显，目前主要分布于现今各个山间盆地
措勤盆地日贡拉组整体呈北西西向零星分布，且受 的山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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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地质简图及剖面位置
Ｆｉｇ． １

剖面特征
本文所选择渐新统日贡拉组剖面位于西藏昂
仁县扯假错南部，位于现今措勤盆地东南部，大地
构造位于隆格尔 － 公布江达岩浆弧北部，同时位于
拉萨地块中部，隆格尔 － 南木林地层分区北部。剖
面露头良好连续，其底部被中更新统湖积物角度不
整合覆盖，未见底，顶部上石炭统—下二叠统拉嘎
组逆冲推覆其上。剖面岩石露头好，产状稳定，倾
向为北东向，岩层较陡，倾角多为 ３０° ～ ４０°（图 ２）。
剖面简要分层列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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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灰白色中层状石英砂岩，石英偶见重结晶作用，颗粒较粗。
＝ ＝ ＝ ＝ ＝ ＝ ＝

断层 ＝ ＝ ＝ ＝ ＝ ＝

６２ ３２ｍ

４１１ ５３ｍ
日贡拉组（Ｅ ｒ）
紫红色中层状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夹砾岩，砾岩中砾石含量约为
６０％ 。砾石分选较好，
磨圆较好，成分复杂。
３１． ８３ １９ｍ
２９． 紫红色薄层状细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夹中层状砾岩。
１６ ５４ｍ
２８． 紫红色薄层状细中粒长石石英砂岩。
８ ２７ｍ
２７． 紫红色薄层状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夹紫红色中薄层状含砾砂岩，
５２ ３９ｍ
砂岩中可见平行层理。
２６． 紫红色中薄层状砾岩夹中粒长石石英砂岩，砾石含量约为 ５５％ ，
１４ ７１ｍ
分选、磨圆较好，成分复杂。
２５． 紫红色中薄层状砾岩夹紫红色薄层状细中粒长石石英砂岩，砂
１４ ５０ｍ
岩中可见平行层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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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西藏昂仁县扯假错日贡拉组实测剖面图及基本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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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剖面图；Ｂ． 基本层序 ａ；Ｃ． 基本层序 ｂ；Ｄ． 基本层序 ｃ；Ｅ 基本层序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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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红色薄层状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单层厚度约为 ３ ～ ５ｃｍ。
５ ５０ｍ

紫红色中薄层状砾岩夹紫红色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３ ５４ｍ
５ ２３ｍ
２２． 紫红色薄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２１． 紫红色中层状砾岩，
砾石磨圆较好，分选中等。
５ ２３ｍ
２０． 灰紫色中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与紫红色薄层状粉砂岩不等厚
６ １０ｍ
互层。
１９． 紫红色薄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与砖红色薄层状泥质粉砂岩不
６ ４３ｍ
等厚互层，偶见平行层理、水平层理发育。
１８． 紫红色中薄层状砾岩，
２ ４１ｍ
砾石磨圆、分选较好。
１７． 砖红色薄层状泥质粉砂岩夹灰紫色中粒长石石英砂岩。 ６ ４３ｍ
１６． 灰紫色薄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１２ ８６ｍ
１５． 紫红色薄层状砾岩，
同时可见砂岩透镜体。砾石含量约为 ６０％ ，
１０ ２９ｍ
磨圆中等，分选中等，偶见定向性。
１４． 紫红色中薄层状中粗粒长石石英砂岩夹薄层状泥岩。
６ ３３ｍ
１３． 灰紫色中厚层状含砾中粗粒长石石英砂岩，
砾石含量约 １５％ 。
２３．

３ １７ｍ

紫红色薄层状砾岩夹紫红色薄层状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岩层中
１１ ９５ｍ
发育槽状交错层理。
１１． 紫红色薄层状泥质粉砂岩。
２ ６６ｍ
１０． 紫红色中薄层状砾岩，
砾石含量约为 ６０％ 。
３ ５８ｍ
９． 紫红色薄层状中粒长石石英砂岩。
７ １６ｍ
８． 紫红色中薄层状含砾粗粒长石石英砂岩夹紫红色薄层状砾岩。
１２．

１１ ３４ｍ

５ ９７ｍ
紫红色薄层状砾岩夹薄层状中粒长石石英砂岩。
６． 紫红色薄层状含砾粗粒长石石英砂岩。
９ ５５ｍ
５． 紫红色中层状砾岩夹紫红色薄层状中粒长石石英砂岩，砾岩中砾
７ １６ｍ
石偶见定向性。
４． 紫红色薄层状中粒长石石英砂岩。
１ ８６ｍ
３． 紫红色块状复成分砾岩，
单层厚度约为 １２０ｃｍ。砾石具定向性，磨
２２ ３７ｍ
圆、分选较好，成分复杂。
２． 紫红色薄层状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３ ９８ｍ
１． 紫红色块状复成分砾岩夹紫红色中层状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砾
岩中砾石含量约为 ７５％ ～ ８０％ ，具定向性、成分较复杂。 ７１ ０４ｍ
（第四系残破积掩盖，未见底）

７．

岩性特征
由上述剖面可知，日贡拉组岩性上以紫红色砾
岩、砂岩为主，夹有少量的紫红色泥岩、粉砂岩及泥
质粉砂岩。每种岩性的特征和垂向上的变化如下：
１ ２ １ 砾岩
底部砾岩层成层性差，多呈块状或透镜状，砾
石成分较复杂，为砂岩、火山岩、花岗岩、灰岩、白云
岩等多种砾石成分（图 ３Ｃ、Ｄ）。下部砾石含量高，
可达 ７０％ 以上，杂基支撑，基质为砂粒。砾石分选
较差、磨圆较好，大小多为 ２ ～ １０ｃｍ，最大可达
１５ｃｍ，
多为扁圆状 － 椭圆状。故砾石具有近物源区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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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的特征，其中的火山岩、灰岩砾石与日贡拉组
附近的下拉组灰岩和火山岩成分一致，也能作为判
断其物源的依据。底部砾岩多见正粒序（图 ３Ａ、
Ｂ），
砾石具有一定的定向性，偶见叠瓦状构造（图 ３
Ｅ ）和槽状交错层理（图 ４Ａ）。砾岩与下伏的砂岩层
之间常见底冲刷构造（图 ４Ｂ、Ｃ ）。往上至剖面中
部，砾岩层出露有所变少、单层厚度变薄、砾石含量
减少，部分岩层中夹有砂岩透镜体（图 ５Ａ）。砾石
分选、磨圆逐渐变好，多为圆状—次圆状，大小主要
在 ２ ～ ５ｃｍ 之间。砾岩层与砂岩层接触面更为平
整，底冲刷减弱。剖面顶部，砾岩主以夹层出露，单
层厚度继续变薄，砾石减少。
１ ２ ２ 含砾砂岩
含砾砂岩主要出现在“砾岩 － 含砾砂岩 － 砂
岩”的层序之中，层厚多为薄层 － 中层，砂粒以粗粒
为主，少量为中粒或细粒；砾石磨圆较好，多呈椭圆
状、次圆状，大小主要在 ２ ～ ４ｃｍ 之间。随着砾岩层
中砾石含量的减少，由砾岩逐渐过渡为含砾砂岩，
在剖面中上部出露较多。岩层中常见槽状交错层
理（图 ４Ｂ、Ｃ）。
１ ２ ３ 砂岩
砂岩的岩性为紫红色岩屑石英砂岩、岩屑砂
岩，粒度以中粒、细粒为主，少见粗粒，呈板状或透
镜状（图 ５Ｂ）。剖面下部砂岩主要以夹层的形式出
现于砾岩层之中，剖面上部砂岩变多、砾岩变少，变
为砂岩夹砾岩层的组合。砂岩层中局部可见水平
层理（图 ４Ｅ、Ｇ）及交错层理（图 ４Ｈ）。
１ ２ ４ 泥岩、粉砂岩
泥岩、粉砂岩多为粉砂质泥岩或泥质粉砂岩，
在整个剖面中出露较少，呈薄层状，以夹层形式零
星出露于 １１ ～ １９ 层中（图 ５Ｄ）。
１ ３ 基本层序划分
日贡拉组地层整体上由一套紫红色陆源碎屑
岩组成，粒级从泥级至中粗砾石级均有，整体上粒
度变化较大，以砂岩和砾岩为主。日贡拉组发育的
基本层序整体上反映出该套地层属于河流沉积体
系的产物，可划分出 ４ 个基本层序：
基本层序 ａ （图 ２Ｂ）：为一套砾岩层序，下部为
厚层砾岩夹中层状含砾砂岩、砂岩，该套层序由下
往上从砾岩变为砂岩，其中砾岩层厚度较大，与砂
岩层比例约为 ８∶ １，往上砾岩层厚度减小，比例逐渐

３５

变为 ４ ∶ １。砾岩层中砾石富集于同一层下部，具明
显的滞留砾石特征（图 ３Ｆ），发育正粒序。该套层序
具有旋回性，每一个旋回之间砾岩和砂岩之间接触
面发育冲刷构造［ ］。
基本层序 ｂ（图 ２Ｃ）：为砾岩—含砾砂岩—砂岩
组合，具有明显的旋回性，单个旋回中粒度向上变
细。砂岩为薄—中层状，砾岩为中层或透镜状。层
序顶部偶见泥岩、粉砂岩夹层，其上被新一旋回的
砾岩层所覆盖，二者之间常见底冲刷构造。砂岩中
常见板状交错层理，泥岩、粉砂岩中可见水平层理。
基本层序 ｃ （图 ２Ｄ）：为砂砾岩互层的组合，砂
砾岩地层出露比例在 ２ ∶ １ ～ ３ ∶ １。层序中砂岩层板
状或透镜状，偶见平行层理和槽状交错层理。
基本层序 ｄ （图 ２Ｅ）：为砂岩夹含砾砂岩组合，
与基本层序 ｃ 特征基本一致，砾岩由于砾石含量的
减少而过渡为含砾砂岩，以夹层形式产出。砂岩与
含砾砂岩层出露比例约为 ４∶ １，偶见平行层理。
综合 ４ 种基本层序特征及其产出位置可知，整
个地层剖面具有下粗上细的特征，整体为一套河道
中的沉积体系［ ］。
１２

１３１４

２

沉积相分析

日贡拉组主要由紫红色砂岩、砾岩组成，夹少
量泥岩、粉砂岩。结合剖面岩性特征和组合进行详
细分析，认为该日贡拉组为一套河流沉积，属于河
流中的河道亚相，可进一步细分为河床滞留沉积、
心滩和边滩微相（图 ６）。
２ １ 河床滞留沉积
河床滞留沉积位于沉积旋回的下部（１ ～ １５
层），岩石由复成分砾岩夹少量的紫红色砂岩组成，
下粗上细，且砾石在同一层岩层中往岩层底部更加
富集，表现出明显的滞留特征。岩层中可见不太明
显的低角度槽状交错层理，相邻旋回之间砂砾岩接
触面普遍发育底冲刷构造；砾石具定向性，发育叠
瓦状构造。从三维空间观察可大致得出砾石的最
大扁平面倾向为近北，为古水流方向提供了依据。
下部的河床滞留沉积物粒度整体高于上部，砂
岩层及砂粒基质含量较少，砂岩多呈透镜状，发育
交错层理；而上部的沉积物中砾岩层厚度变薄，出
露减少，砂岩层含量变多，多呈板状，发育平行
层理。

沉积与特提斯地质

３６

（１）

图 ３ 西藏昂仁县扯假错日贡拉组砾岩的特征

（Ａ）正粒序；（Ｂ）正粒序；（Ｃ）不同岩性的砾石；（Ｄ）火山岩砾石；（Ｅ）叠瓦状砾石；（Ｆ）滞留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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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西藏昂仁县扯假错日贡拉组中发育的沉积构造

（Ａ）砾岩中的槽状交错层理；（Ｂ）含砾砂岩中的低角度槽状交错层理；（Ｃ）含砾砂岩中的槽状交错层理；（Ｄ）砂岩和砾岩间的底冲刷构造；（Ｅ）
底冲刷及砂岩中的平行层理；（Ｆ）泥岩和砂岩间的底冲刷构造；（Ｇ）平行层理；（Ｈ）交错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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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西藏昂仁县扯假错日贡拉组地层特征

（Ａ）砾岩中的砂岩透镜体；（Ｂ）透镜状砂岩层；（Ｃ）叠覆的心滩；（Ｄ）心滩顶部的细粒沉积物及上覆的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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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滩
心滩沉积旋回性地出露于剖面的下 － 中部（１
～ ２４ 层），
在中部较为集中，在垂直剖面中上覆于河
床滞留沉积。剖面中段的心滩微相以紫红色透镜
状或中 － 薄层的砂岩层为特征，层间含少量的泥
岩、粉砂岩夹层。砂岩和泥岩之间可见底冲刷构造
（图 ４Ｆ）。心滩中的砂岩粒度变化范围较大，为细 －
粗粒，以中粗粒砂岩为主，局部含有砾石，岩层中发
育槽状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泥岩、粉砂岩出现在
心滩的顶部，局部遭到上覆砾岩或砂岩的侵蚀［ ］。
２ ３ 边滩
边滩出露于剖面的上部（２７ ～ ３０ 层），在地层的
垂直剖面中上覆于河床滞留沉积，其岩性主要为紫
红色中 － 薄层的细 － 中粒砂岩，岩层单层厚度向上
２ ２

１５

变大，由 １０ ～ ３０ｃｍ 变厚至 ３０ ～ ５０ｃｍ，岩层中偶见槽
状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未见冲刷构造。
３

沉积演化特征

通过前文的基本层序和沉积相特征可以得出，
日贡拉组主要为一套河流沉积，根据岩性组合变
化、沉积构造及所对应的沉积相，可一定程度地分
析出其沉积演化特征［ ］。
首先，从岩性组合上看，日贡拉组为一套垂向
上向上变细的砂砾岩组合，整体粒度较粗，细砂岩
相对较少，层间局部夹有薄层状的泥、粉砂岩。下
部砾岩层的砾石磨圆和分选普遍较好，且常见叠瓦
状构造和定向性。向上整体粒度相对变细且碎屑
的分选变好，主要为中砂岩，其次为粗砂岩和细砂岩，
１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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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中的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较为发育。
沉积环境方面，剖面下部（１ ～ ５ 层）为河床滞留
沉积夹心滩的沉积旋回，两者之间常见冲刷构造，
单个旋回及冲刷构造反映出一次洪水事件［ ］，这样
的组合整体上反映了一个水流较强的典型辫状河
河道的环境。６ ～ １１ 层开始过渡为心滩环境，发育
具交错层理的砂岩夹砾岩，该阶段整体上反映出的
是在水流强度较为稳定的条件下的辫状河的迁移
改道，且 １１ 层中的粉砂质泥岩以及随后整体粒度的
变小表明了沉积环境中水流强度相对减弱。１２ ～ ２０
层中相互穿切的槽状交错层理指示心滩的迁移叠
覆（图 ５Ｃ）［ ］，同时岩层中发育具滞留特征的砾岩
层，故该阶段为心滩与河床滞留的交替沉积，指示
了河流的反复迁移、频繁改道［ ］。此外，砂岩顶部、
砾岩底部常见泥岩或粉砂岩夹层，与上覆砾岩层之
间发育底冲刷构造，反映了冲积平原地区辫状河中
的间歇性洪水事件［ ］。１７ ～ ２０ 层中细粒沉积物的
增加代表了水流强度的衰弱，相比 ６ ～ １１ 层地层，沉
积时期水流更加不稳定，指示洪泛期的沉积。
２１ ～ ２６ 层中岩石粒度变大，泥岩、粉砂岩不发
育，水流强度变大且稳定，心滩遭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冲刷侵蚀，同样为心滩与河床滞留的交替沉积，
但相比 １２ ～ ２０ 层阶段，河道在反复的迁移和冲刷侵
蚀过后，心滩规模变小，边滩开始出现，河道更加稳
定，有逐渐开始过渡为曲流河的趋势［ ］。２７ ～ ３０
层开始进入曲流河沉积模式，但曲流河成熟度不
高，岩性和沉积特征较为单一，未见堤岸和河漫滩
亚相的发育。其中 ２７ ～ ２９ 层以砂岩沉积为主，偶见
含砾砂岩层或砾岩层，为边滩沉积，砂岩成熟度相
比下部和中部更高；而 ３０ 层表现为河床滞留和边滩
交替沉积。岩层中的砾石成分相对底部更加简单、
成熟度高，表明了此阶段砾石的搬运距离更远，沉
积区远离物源区。
综上所述，日贡拉组剖面反映了河流从山区进
入冲积平原并逐渐发育的过程：最初河道位于山
区，河道坡度较陡，水体能量整体较强，物源区近，
沉积物成熟度较低［ ］；中间阶段水流强度发生间歇
性变化，整体稍有变弱，河流进入洪水时期；此后水
流强度再次变强且趋于稳定，由于强水流对河道的
不断冲刷，导致了辫状河频繁改道和心滩的迁移与
侵蚀，促进了河流的发育；最后，随着河流进入远源
的冲积平原，河道变缓，水流与河道更加稳定，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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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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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西藏昂仁县扯假错日贡拉组地层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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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成熟度更高，整体上由最初的幼年辫状河逐渐
发育为早期的曲流河。
４

结论

（１）日贡拉组地层由一套紫红色陆源碎屑岩组
成，属河流相河道亚相沉积，包括心滩、边滩、河床
滞留沉积微相。
（２）日贡拉组沉积于古近纪渐新世时期的山区
－ 冲积平原的河流环境，并指示了河流从山区进入
平原、由辫状河逐渐发育为曲流河的过程。
（３）日贡拉组沉积期间的河道水流变化明显，
具有间歇性特征。
致谢：感谢曾敏副教授在沉积岩学习方面所给
出的帮助，以及审稿人给出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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