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４２ 卷 第 ３ 期
沉积与特提斯地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ＤＯＩ：
１０． １９８２６ ／ ｊ． ｃｎｋｉ． １００９３８５０． ２０２２． ０３００１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ｅｔｈｙ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３
Ｓｅｐｔ． ２０２２

牟传龙，２０２２． 关于相的命名及其分类的建议． 沉积与特提斯地质，４２ （３ ）：３３１３３９． ＤＯＩ：１０． １９８２６ ／ ｊ． ｃｎｋｉ． １００９３８５０． ２０２２． ０３００１
ＭＯＵ Ｃ Ｌ，２０２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ｎ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ｆａｃｉｅ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ｅｔｈｙ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４２ （３ ）：
３３１３３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９８２６ ／ ｊ．
ｃｎｋｉ． １００９３８５０． ２０２２． ０３００１

关于相的命名及其分类的建议

牟传龙 ，，
１ ２ ３

（１．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西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２． 自然资源
部沉积盆地与油气资源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３． 中国地质调查局沉积地质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摘要：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是能源资源调查与勘探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要开展岩相古地理研究，必须要准确理解和定义
与岩相古地理研究相关的基本概念。现在涉及到相的研究成果，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对相的含义、使用及其分类不尽一致。
通过系统回顾“相”一词诞生到发展演化过程，结合多数学者的意见和使用习惯，本文建议采用“相”是“沉积环境的物质表
现，包含了物理特征、化学特征和生物特征”的含义。对于相的命名，可以使用代表物质的如灰岩相；代表环境的，如河流相；
代表成因的，如浊流相；代表生物综合特征的，如笔石相；以及代表构造背景如磨拉石相等。对侧重环境的相命名与分类，按
照“环境 ＋ 相”原则来使用。根据研究程度，按照相（ｆａｃｉｅｓ）—亚相（ｓｕｂｆａｃｉｅｓ）—次相（ｓｕｂｏｒｄｅｒ ｆａｃｉｅｓ）来描述和分类。即相是
沉积环境的物质表现，亚相是相的次一级环境的物质表现，次相是亚相的次一级环境的物质表现，而微相（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则是岩
石薄片、揭片和磨光面中的生物学和沉积学的全部特征。
关 键 词：相；亚相；次相；微相；分类
中图分类号：Ｐ５３１；Ｐ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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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环境和古地理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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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地质学家斯坦诺（Ｎ． Ｓｔｅｎｏ，１６６９）首次把相
（ｆａｃｉｅｓ）一词引入地质文献中，但是赋予地层学和沉
积学含义的则是瑞士地质学家格列斯利 （Ａｍａｎｚ
Ｇｒｅｓｓｌｙ，１８３８ ），他首次用相 （ｆａｃｉｅｓ ）表示具有相同
岩石学特点和古生物学特点的岩石单位。自此以
后，相这个术语得到了广泛地使用，其含义也发生
了变化，相是“沉积环境的物质表现，包含了物理特
征、化学特征和生物特征”的定义逐渐被多数沉积
学家们所接受。但是，迄今为止，无论国外还是国
内，对于与 “相 ”及其相关的术语使用存在一定分
歧。冯增昭先生 ２０２０ 年在 《古地理学报 》发表了
“沉积相的一些术语定义的评论”，读后深有感触。
通过梳理“相”的发展历史，结合作者从事岩相古地
理研究的心得，本文进一步阐述“相”的含义及其发
展过程，并提出相分类建议。在此提出，仅供广大
沉积学工作者讨论，逐步达成共识，形成与国际接
轨，并具有严格逻辑的术语使用体系。
地理学家把现代的地球表面划分出若干不同
的地理景观单位，如山脉、河流、湖泊、海洋、沙漠
等，这些不同的地理景观就是自然地理环境。在沉
积学领域，把物质沉积时的自然地理环境称为沉积
环境。虽然“环境”一词极为常用，但仍需给予进一
步明确和定义。Ｋｒｕｍｂｅｉｎ ａｎｄ Ｓｌｏｓｓ （１９６３ ）认为沉
积环境包括了 “沉积物堆积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条
件的组合”；也有人认为依据氧化还原电位将环境
描述为氧化环境或还原环境，或者依据一定的盐度
分为咸水环境或淡水环境。这些术语至今有的学
者还在使用，其实，这些术语的地质含义不明，也没
有地形地貌的含义，不太好使用。由此，沉积学工
作者把地理学家对环境的定义用于沉积学领域，将
古代沉积的环境称为古环境或古地理，逐渐形成了
一致 的 看 法 和 定 义 （Ｓｈｅｐａｒｄ ａｎｄ Ｍｏｏｒｅ，１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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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较为常用的是 （ ）对沉积环境
的定义，即“在物理学上、化学上和生物学上有别于
相邻地区的一块表面”，比如海洋、沙漠、潮坪、三角
洲等。其实，沉积环境和自然地理景观单位是同一
含义，只是沉积学家称为沉积环境，而地理学家划
为自然地理景观术语。但是，沉积研究者面对的不
仅是现代的沉积物，而且要对地质历史时期中 （古
代）的沉积岩的研究，是发生在古代曾经出现过的
地球的一块表面，即古沉积环境或古地理单位。或
许对沉积环境的定义可以做出比较严谨的定义，但
是要将沉积环境进行分类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
题。虽然至今仍然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分类，以完
全穷尽地球上的所有独特的地球表面，或者得到大
家共同使用和遵循的方案，但是沉积学研究者对沉
积环境的分类一直在探索，并从各自考虑的重点对
沉积环境提出了分类方案。
Ｂａｒｒｅｌ（１９０６ ）把沉积物划分为大陆的、滨海的
和海洋的，并可进行细分。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 （１９７５ ）分析总
结了前人在沉积环境分类方面作出的有益尝试，提
出了一个多因素的方案，包括沉积的位置、介质、作
用或营力，甚至对沉积物质等划分了次级环境 （表
１ ）。我国对沉积环境的分类同样提出了相应的分
类方案，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案，既有地理因素，
也有沉积作用等等。作者认为从沉积环境的原始
定义来讲，从地球的一块特殊性质的表面，即沉积
物的位置来划分更为合理，尝试性地提出了主要沉
积环境分类的建议 （表 ２ ）。首先，将环境分为大陆
环境、过渡环境和海洋环境三大类环境。大陆环境
细分为残坡积、湖泊、沙漠、冰川、河流环境等，并可
进一步细分次级环境。过渡环境主要为海岸、三角
洲、河口湾和陆缘近海湖环境等。海洋环境分为浅
海和深海环境，可进一步细分为陆棚、陆棚边缘、次
深海和深海盆地等次级环境。
Ｔｗｅｎｈｏｆｅｌ １９５０ Ｐｏｔｔｅｒ １９６７ Ｓｅｌｌｙ １９７０ 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
１９７５
Ｓｅｌｌｙ 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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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相的命名及其分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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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类

碎屑的

滨岸
带

表 １ 沉积环境的分类（据 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１９７５）
（

非碎屑的
海 洋
内陆盆地
冰川

， ）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 １９７５

环境
冲积扇
网状河
曲流河
三角洲
潮坪
潟湖、港湾
海滩、堤岛
潮坪
堤礁
潟湖（常为超咸的）
浅海
非碳酸盐岩浊积盆地
碳酸盐岩浊积盆地
淡水湖泊
盐湖、干盐湖、盐坪
沙丘地
大陆冰川
冰海

冲 积

３３３

次 级 环 境
分流河道、河道间区域
河道、边滩砂坝、天然堤、泛滥平原、泛滥平原湖泊、沼泽
前三角洲、三角洲前缘、三角洲边缘、三角洲台地
潮渠、天然堤、潮汐三角洲、潮汐沼泽
潮渠、天然堤、潮汐三角洲、潮汐沼泽
礁本体、后礁、礁石帷裙
滩礁及类似物
台地、台地边缘
海底扇、扇谷、天然堤、拦坝远基区
（对非碳酸盐岩浊积盆地）
各种次级环境
底冰川、冰水沉积物、冰碛阜、蛇形丘
冰川湖、湿基底、干基底

表 ２ 主要沉积环境的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２

大

类
大
陆
环
境

过
渡
环
境

沉积环境
冲积扇
河流
湖泊
沙漠
冰川
残积、坡积
海岸
三角洲
河口湾
陆缘近海湖

海
洋
环
境

浅海
深 海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亚环境
次级环境
扇根、扇中、扇端
分支河道、主河道
河床、心滩、边滩、天然堤、牛轭湖、决口扇、串沟、洪泛平原、沼泽
河道、河漫滩
滨湖、浅湖、深湖
湖泊三角洲
三角洲平原、三角洲前缘、前三角洲
、
岩漠、戈壁（石漠） 旱谷、沙丘、沙漠湖、内陆盐碱滩
冰碛阜、蛇形丘、湖泊、三角洲、冲积平原
无障壁海岸
有障壁海岸
三角洲平原
三角洲前缘
前三角洲
河流
潮坪
半咸水陆缘近海湖
咸水陆缘近海湖
陆棚
陆棚边缘
次深海
深海盆地

后滨、前滨、近滨
障壁岛、潟湖、潮坪、碳酸盐台地
分流河道、分流间洼地、天然堤、决口扇、河漫湖
水下分流河道、水下决口扇、水下天然堤远沙坝、
河口坝、分流间湾
浅湖、深湖、浅海等
河床、河漫滩
潮上带、潮间带、潮汐通道等
滨湖、浅湖、深湖、湖泊三角洲、水下冲积扇、潮坪等
浅水陆棚（内陆棚）、深水陆棚（外陆棚）、
陆棚边缘斜坡、陆棚边缘盆地
大陆坡、陆隆、海底扇
深海平原、深海扇、深海山

沉积与特提斯地质（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立六十周年）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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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定义及相关的术语

由于古代沉积环境或古地理是没有办法直接
观察到的，只有通过研究沉积岩所包含的各种特征
来进行分析和恢复，从而引入了相的概念。首先把
“相（ｆａｃｉｅｓ）”引入地质文献的是丹麦地质学家斯坦
诺（Ｎ． Ｓｔｅｎｏ，１６６９），用于表示时期和阶段。但赋予
“相（ｆａｃｉｅｓ）”地层学和岩石学含义的第一人则是瑞
士地质学家格列斯利（Ａ Ｇｒｅｓｓｌｙ，１８３８）。他 １８３８ 年
在阿尔卑斯开展研究工作时，用 “相”（ｆａｃｉｅｓ）这个
术语表示岩石的单位，认为具有相同的岩石学特点
和生物学特点的岩石单位才能作为一个 “相”。其
概念为把地层单位的相似的特征称为相 （ｆａｃｉｅｓ）或
象（ａｓｐｅｃｔｓ）。一方面是具有相似的岩石学特征，另
一方面是具有相似的古生物学组合”（Ｆａｉｒ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１９７８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４９ ）认为相是地层单位
的特征 （Ａｎｙ ａｒｅａｌ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ａ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ｕｎｉｔ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
由于石油工业的发展，人们对沉积学的研究日
益加强，对古沉积环境的分析得到了发展，从而对
“相”一词赋予了“环境”的含义，并且弃用了原来的
地层单位含义，因为在地层学中用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来
表示地层单位了。Ｓｅｌｌｙ （１９７０ ）认为可以从沉积岩
体的几何形态、岩石学特征、古生物特征、沉积构造
特点和古流向等五个方面来限定 “相”。目前世界
上大多数沉积学研究者认为相是“沉积环境的古代
产物”（Ｓｅｌｌｙ，１９７６ ），亦即相是沉积环境的物质表
现，包 含 了 物 理 特 征、化 学 特 征 和 生 物 特 征
（Ｒｅｉｎｅｃｋ，１９７８）。显然，相与环境不能等同，相主要
用于古代沉积。前苏联学者鲁欣 （１９５３ ）认为相就
是能表明沉积条件的岩性和古生物特征的有规律
综合，也就是相是沉积物形成条件的物质表现。我
国基本采用了鲁欣（１９５３ ）有关相的概念，如北京石
油学院（１９６１）认为“相是沉积物特征及其生成条件
的总和”；相是沉积环境及其在该环境中形成的沉
积岩（物）特征的综合 （华东石油学院，１９６１ ）；刘宝
珺和曾允孚 （１９８５ ）在 《岩相古地理基础和工作方
法》一书中论述“相的概念不应与环境等同，它是环
境物质表现，因之它主要用于古代沉积”。一定的
环境有其特定的物质表现，即 “相”，其在生物学的
综合表现即 “生物相 ”，在岩性方面的综合表现即
ｕｎｉｔ

（３）

“岩相”。应该注意的是，“岩相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一定
是某一环境中岩性的综合表现，而不是单一的岩
性，可以理解为岩性的组合。
上述表明，沉积学界对相（ｆａｃｉｅｓ）一词的含义基
本达成共识，第一层含义：相是古代沉积环境的产
物，即是物质表现，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征的
综合。这层含义只强调了物质，这点已无争议，也
废弃了代表地层单元的使用。第二层含义除了物
质外，还强调沉积物的生成条件即古环境。关于这
一点，前苏联和我国用得较多，也就是相 （ｆａｃｉｅｓ）的
分类和命名包括两个内容，其一是物质，另一是环
境，相既不单是环境，也不单是物质，环境 ＋ 物质应
该才是相的准确内涵。按照这一原则，正确的术语
应该是三角洲砂岩相、碳酸盐台地灰岩相、河流砾
岩相等。但是，同一种物质并不是仅仅出现在单一
环境的物质，比如，砂岩在河流、湖泊、陆棚、大陆
坡、滨岸、三角洲等等环境中均可出现，从而给相的
分类和使用带来了困难。刘宝珺院士 （１９８０ ）主编
的《沉积岩石学》总结了主要的相及其形成的环境
（表 ３ ），从中看出，相既有代表侧重环境的方面，如
沙漠相，也有侧重于物质宏观的描述，即岩相，如黑
页岩相、鲕粒灰岩相。冯增昭先生（２０２０ ）进一步完
善了沉积相的分类，强调了相的物质 ＋ 环境这一原
则（表 ４）。
作者从简化和使用方便角度出发，对于体现物
质的沉积环境的含义的相，建议采用环境 ＋ 相来进
行划分，用相组、相、亚相和次相来进行不同级次环
境的物质表现的描述 （表 ５ ）。相组是概略性的，大
致进行划分和归类。相是核心和关键，对其环境的
级次没有限定，如河流相、湖泊相、浅海相以及湖泊
三角洲相、陆棚相、碳酸盐台地相等术语都是可以
的，只要明确了“相”所对应的“环境”级次即可。然
后用文字对岩性和生物特征进行描述，或者在岩相
古地理图上用岩性和生物符号进行综合表达。亚
相（ｓｕｂｆａｃｉｅｓ）是相 （ｆａｃｉｅｓ）相对应环境的次一级环
境的物质表现，是沉积亚相的简称。比如，三角洲
相的亚相就是前三角洲亚相、三角洲前缘亚相和三
角洲平原亚相。“ｓｕｂｏｒｄｅｒ ｆａｃｉｅｓ ”这一术语通常认
为是与亚相一样的，是一个宽泛的术语，作者建议
改变这一传统的习惯，用次相（ｓｕｂｏｒｄｅｒ ｆａｃｉｅｓ）来描
述与亚相（ｓｕｂｆａｃｉｅｓ）相对应的次一级环境的物质表
现，是沉积次相的简称。如三角洲平原亚相可以划
分出分流河道次相、天然堤次相、决口扇次相等（表

２０２２

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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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大
陆

过渡
海
洋

境

级相

２

级相

表 ４ 主要沉积相的分类和命名（冯增昭，２０２０）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Ｆｅｎｇ，２０２０ ）
陆 相
残积相
坠积 － 坡积相
山麓洪积相
河流相
湖泊相
沼泽相
沙漠相
冰川相

）。通常情况下，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更加精准应
用，划分到次相即可，从环境的级次来进行命名也
是符合相的本质含义的。微相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一词的
含义和使用应全面与国际接轨。“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一词
可能是布朗（Ｂｒｏｗｎ，１９４３）最早使用的术语，他的定
义是“在显微镜下的岩石薄片中呈现的一些特征”；
而卡维里尔（Ｃｕｖｉｌｌｉｅｒ，１９５２）对微相的定义是“岩石
薄片中的古生物学和岩石学特征”；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
１９７５ ）使用了微相这一术语；弗吕格尔 （Ｆｌüｇｅｌ，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０ ）对微相的定义是 “微相是岩石薄片、揭
片和磨光面中的生物学和沉积学的全部特征”。从
他们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微相都应该是代表显微镜
６

３３５

相
红土相
热灰流相
泥石流相
沙漠相、石漠相
冰碛相
冲积相
红层相
蒸发岩相（内陆萨勃哈）
黑页岩相、淡水介壳相、淡水灰岩相
泥炭沼泽相
扇砾岩相、筛积相
顶积相、前缘斜坡相（河口坝相）、前三角洲相
潮汐砂坝相
泥坪相、砂坪相、混合坪相、萨勃哈相、白云岩相
鲕粒灰岩相、礁灰岩相
席状砂岩相
黑页岩相、笔石页岩相
浊积岩相、复理石相

残积带
火山
坡积带
沙漠
冰川
河流
河、湖
盐湖
淡水湖
沼泽
冲积扇
三角洲
河口湾、入潮口
潟湖、潮坪
台地浅海
海滩
停滞深水
次深海、深海
Ｔａｂｌ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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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相的命名及其分类的建议
表 ３ 主要沉积相类型（刘宝珺，１９８０）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ｉｕ，１９８０ ）

海相

海陆过渡相

滨海相
浅海相
深海相

三角洲相
河口湾相

下岩石薄片呈现的岩石学或（和）生物学特征，是微
观尺度的。从这方面来讲，与我国一部分使用的微
相有差别。当然，我国有一部分学者也在使用这种
含义的微相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 ），只是我国的沉积研究者
对微相（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的含义和使用不一致，显得有
点乱，不是很严谨。如果从使用微相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 ）
的先后来讲的话，我国学者应该废弃代表亚相相对
应的次一级环境的物质表现的微相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 ），
使用新的术语来表达更合适。作者推荐使用次相
（ｓｕｂｏｒｄｅｒ ｆａｃｉｅｓ）代表这种含义的相，这样就与国外
使用的微相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区别开来了。比如 ，碳酸
盐台地相可以分为蒸发台地亚相、局限台地亚相、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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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组
大
陆
相
组

过
渡
相
组

相
冲积扇
河流
湖泊
沙漠
冰川
残积、坡积
海岸
三角洲
河口湾
陆缘近海湖

海
洋
相
组

浅海
深海

沉积与特提斯地质（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立六十周年）
表 ５ 主要相、亚相、次相分类和命名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ｃｉｅｓ，ｓｕｂ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ｏｒｄｅｒ ｆａｃｉｅｓ
亚相
扇根、扇中、扇端
河道、河漫滩
滨湖、浅湖、深湖
湖泊三角洲

（３）

次相
分支河道、主河道
河床、心滩、边滩、天然堤、牛轭湖、决口扇、串沟、洪泛平原、沼泽
三角洲平原、三角洲前缘、前三角洲
、
岩漠、戈壁（石漠） 旱谷、沙丘、沙漠湖、内陆盐碱滩
冰碛阜、蛇形丘、湖泊、三角洲、冲积平原

无障壁海岸
有障壁海岸
三角洲平原
三角洲前缘
前三角洲
河流
潮坪
半咸水陆缘近海湖
咸水陆缘近海湖
陆棚
陆棚边缘
次深海
深海盆地

后滨、前滨、近滨
障壁岛、潟湖、潮坪、碳酸盐台地
分流河道、分流间洼地、天然堤、决口扇、河漫湖
水下分流河道、水下决口扇、水下天然堤远沙坝、河口坝、分流间湾
浅湖、深湖、浅海等
河床、河漫滩
潮上带、潮间带、潮汐通道等
滨湖、浅湖、深湖、湖泊三角洲、水下冲积扇、潮坪等
浅水陆棚（内陆棚）、深水陆棚（外陆棚）、
陆棚边缘斜坡、陆棚边缘盆地
大陆坡、陆隆、海底扇
深海平原、深海扇、深海山

表 ６ 三角洲相的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６

相
三
角
洲
相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ｌｔａ ｆａｃｉｅｓ

亚 相
次 相
分流河道次相、天然堤次相、决口扇次
三角洲平原亚相 相、
湖泊次相、沼泽次相
河口砂坝次相、远砂坝次相、分流间湾
三角洲前缘亚相 次相、
水下天然堤次相
前三角洲亚相 浅湖次相、深湖次相、陆棚次相等

开阔台地亚相和台地边缘亚相。台地边缘亚相可
以细分为台地边缘生物礁次相、台地边缘浅滩次相
和台地前 （边）缘斜坡次相。台地边缘生物礁次相
发育生物粘结灰岩、介壳灰岩、生物碎屑粒状灰岩
等微相；台地边缘浅滩次相则主要发育生物碎屑粒
状灰岩、介壳灰岩、藻灰结核粒状灰岩、生物碎屑粒
状灰岩、滞留角砾岩、鲕灰岩等微相；台地前（边）缘
斜坡次相则发育生物碎屑 － 岩屑微角砾岩、生物碎
屑粒状灰岩 － 泥粒状灰岩、漂浮状灰岩和生物礁砾
屑灰岩等微相 （表 ７ ）。因此，综合国际国内的概念
和使用习惯，作者建议表示物质沉积环境的相可根
据研究程度的不同分别使用相 （ｆａｃｉｅｓ ）－ 亚相

微
相
炭质泥岩、泥质粉砂岩、砂砾岩、岩屑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
陆相生物为主
岩屑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岩屑长石石英砂岩、石英砂岩
等。水陆生物混生为特点
泥岩、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炭质泥岩、介壳灰岩等。海相
生物为主，以及湖泊淡水生物，如有孔虫、抱球虫，介形虫等

（ｓｕｂｆａｃｉｅｓ）－ 次相 （ｓｕｂｏｒｄｅｒ ｆａｃｉｅｓ ）来描述。微相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则按照布朗 （Ｂｒｏｗｎ，１９４３ ）的定义来
使用。
这里就要涉及到沉积相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这
一术语了。从 “相是沉积环境的物质表现，包含了
物理特征、化学特征和生物特征”定义看，相与沉积
相是一样的，可以理解为相是沉积相的简称。但
是，环境 ＋ 物质只是沉积物在古沉积环境方面的概
括，并未将物质在成因、构造背景等方面加以总结
和体现。由于古环境、成因、及其构造等方面均属
于解释性的，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欧美学者更加
重视物质的宏观特征，因为它是客观的，不具主观性。

２０２２

年（３）
Ｔａｂｌｅ ７

相

亚相
蒸发台地亚相

碳
酸
盐
台
地
相

局限台地亚相
开阔台地亚相
台地边缘亚相

关于相的命名及其分类的建议
表 ７ 碳酸盐台地相划分（综合威尔逊，１９７５ 的资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ｐｌａｒｆｏｒｍ ｆａｃｉｅｓ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Ｗｉｌｌｓｏｎ，１９７５ ）
次相
萨勃哈（蒸发坪）次相，盐沼地次相等
潮坪次相、天然堤次相、池沼次相、藻
席次相等
潮汐三角洲次相、潟湖次相、潮汐砂
坝次相、藻席次相、台内浅滩次相、台
内生物礁次相

微相
叠层石灰泥岩，非纹层状纯灰泥岩，结核、珠状、肠状硬石膏，
含石膏的灰泥岩等
球粒亮晶灰岩，窗状球粒、纹层状灰泥岩，非纹层纯灰泥岩，通
道砾屑灰岩，绵层灰泥岩等
含完整介壳灰泥岩，生物碎屑粒泥灰岩，含包壳颗粒灰泥岩，
球粒亮晶灰岩，含葡萄石藻灰结核灰泥岩，有孔虫伞藻粒状
灰岩
生物粘结灰岩，介壳灰岩，生物碎屑粒状灰岩，藻灰结核粒状
台地边缘生物礁次相、台地边缘浅滩 灰岩，生物碎屑粒状灰岩，滞留角砾岩，鲕灰岩，生物碎屑 － 岩
次相、台地前（边）缘斜坡次相
屑微角砾岩，生物碎屑粒状灰岩 － 泥粒状灰岩、漂浮状灰岩和
生物礁砾屑灰岩

（ ）认为沉积相是在一个同时代地层内
的沉积物的面貌或特点，这个定义非常精确，意义
重大。因为这样才能编制有意义的岩相古地理图，
探讨其演化历史。里丁（Ｒｅａｄｉｎｇ，１９７８ ）在其《沉积
环境和相》一书中，认为相是一种具有特定的岩石
体。就沉积岩来说，根据成分、结构、层理、颜色、化
石和沉积构造来定义。Ｔｕｃｋ（１９９１ ）也是这种看法。
里丁（１９７８ ）认为只要明确 “相 （ｆａｃｉｅｓ）”的含义，相
的各种用法都可以。比如，砂岩相、介壳灰岩相、笔
石页岩相、砾岩相、交错层理砂岩相等代表岩石的
外观特征，是客观的。浊积岩相代表成因，即认为
物质是由浊流形成的，但它不一定就是浊流形成
的；河流相是指岩石或一套岩石组合的古环境恢复
为河流环境，但并不一定就是河流环境；磨拉石相、
复理石相则是与构造背景相联系，通常认为复理石
相代表地槽背景的深水沉积，磨拉石相则是造山后
多为陆相环境的产物等等。但是他还是主张像“河
流相”这种术语不是指环境，而是指环境的产物。
在理想的情况下，相应该是在一定的沉积条件下形
成的一种有特色的岩石，这种沉积条件反映一种特
定的过程或环境。从某种角度上，里丁对相的理解
代表了欧美沉积学家的看法。他们认为由于岩石
体是客观准确的，而成因和环境是解释性的，因而，
不同的学者对同一岩石体或一套岩石组合对其成
因和环境可能出现不同的认识和结论。同时，准确
确定沉积环境具有难度和不确定性，因而他们不主
张使用与环境相关联起来的相的含义。这些相的
含义或使用在国际和国内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研
究者使用，不能完全统一。
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 １９７５

３３７

冯增昭先生 （２０２０ ）强调岩相就是 “沉积岩的
相，即沉积相”，认为“岩相”、“相”和“沉积相”是同
义的术语。岩相（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的概念其实有差别，存
在不一致的使用和定义。Ｍｏｏｒｅ （１９４９ ）认为岩相是
“任何沉积环境的岩石记录，包括物理的和有机的”
（Ｔｈｅ ｒｏｃｋ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ａｎｙ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作者在研究我
国岩相古地理研究的发展历史时发现一个有趣的
现象：一是在与古地理组合使用时更多的是称 “岩
相古地理”，较少称为“沉积相古地理”；二是在描述
相的特征时基本是用 “沉积相特征”，很少用 “岩相
特征”；三是与古地理相联系的较早出版的教材用
沉积相的较多如成都地质学院（１９６１ ）编著的《沉积
相及古地理教程》，以后称为岩相古地理学（刘宝珺
主编，１９８０；冯增昭，１９８９；李增学主编，２０１０ 等 ）。
现在看来，使用岩相和沉积相一是与原文的翻译有
关，二是与相的表达方式紧密相关。因为相是面貌
特征，同一时代的相在区域上是有变化的。因此，
表示相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编图。也只有通过编
图，呈现不同地区相的类型，才能有效服务于沉积
矿产预测和油气勘探。区域性相图是一种表示岩
性在广大区域上的变化趋势的图件 （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
１９７５ ），
告知人们在哪里是以砂岩为主，在哪里变为
砂岩 ＋ 灰岩，哪里是砂岩 ＋ 泥岩 ＋ 灰岩等等。大多
数相图曾经被人称作为岩相图，它们描述地层层系
的岩石特征，而不是生物或者其他特征 （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
１９７５ ）。人们利用地表露头、钻井和地震等资料，采
用不同的方法编制各种不同的岩相图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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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后来人们习惯称为岩相古地理图的
原因。Ｓｌｏｓ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６０ ）合作撰写的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ｍａｐｓ：ａｎ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ｎａｄａ》总结了以往的沉积相研究成果的表示方
法，提出了三角图划分法等，这对以后的岩相图编
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代，在苏联也开展了
系统和大范围的古地理图、岩性图或岩相图和岩石
纵向图，提出了岩性三角图等编图方法 （纳利夫金
Ｂ Д 等，
１９６３ ；
米哈伊洛娃 Ｈ Ａ，１９７３）。上述工作对
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奠定了理论方法。由于岩
相图对沉积矿产预测和油气勘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掀起了岩相、古地理研究的热潮，极大地推动了
岩相古地理学的诞生、完善和发展。
上述看出，岩相和沉积相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可以这样理解，相在编制区域相图时，主要是表达
同一地层时代沉积环境岩性的综合或者组合特征，
习惯称为岩相。我国现在开展的岩相古地理研究
及其编图，就是岩相图和古地理图的叠加，既有岩
相的内容，也有古地理的内容，合并称为岩相古地
理图。岩相的内容就是表示岩性的组合和综合特
征，通常没有表示生物等其他特征。作者非常同意
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 （１９７５ ）总 结 的 岩 相 和 刘 宝 珺、曾 允 孚
（１９８５）对岩相的定义：在岩性方面的综合表现。因
此，本文建议用 “沉积相 ”代表沉积环境的物质表
现，包括岩石学和生物学特征的综合及其规律，相
是沉积相的简称。用岩相表达岩性的综合表现，比
如河流相：表达沉积环境是河流环境，物质表现则
可能是砾岩 ＋ 长石石英砂岩；陆棚相，沉积环境是
陆棚，物质表现可能是泥岩 ＋ 粉砂质泥岩 ＋ 泥质粉
砂岩。生物相（ｂｉｏｆａｃｉｅｓ）主要用来描述生物上的综
合表现。其实，国内的岩相古地理图上更多表示的
是综 合 岩 性 组 合 或 优 势 岩 性 组 合 即 岩 相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符合我国岩相古地理图的表达习惯。
聚焦岩相和古地理研究的学科称为岩相古地理学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而不要称为沉积古地
理学；编制的含有岩相图和古地理图内容的图件称
为岩相古地理图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而不要称为沉积古地理图。这样符合国内外的习
惯和编图实际，才能发挥岩相古地理图服务于能源
资源的根本目标。
ｍａｐ

３

结语

（１）相 （ｆａｃｉｅｓ）是沉积相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的

（３）

简称，两者通用，含义是沉积环境的物质表现，包括
物理特征、化学特征和生物特征。岩相（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是指在岩性方面的综合表现，生物相 （ｂｉｏｆａｃｉｅｓ ）主
要用来描述生物上的综合表现。
（２）相在使用时，只要明确 “相 （ｆａｃｉｅｓ ）”的含
义，相的各种用法都可以。岩相：强调沉积体的宏
观特征和岩性的客观性，如砂岩相、砾岩相、页岩
相。生物相：主要是沉积体在生物方面的综合特
征，如笔石相、介壳相。环境相：代表了沉积体的古
环境的分析和重建，如河流相、湖泊相、三角洲相和
深海相。成因相：代表沉积体的成因方面的解释和
推测，比如浊流相。构造相：主要用于沉积体形成
的构造背景方面的解释和描述，如复理石相、磨拉
石相。
（３）沉积相在环境方面的命名和分类强调了环
境 ＋ 物质的一致性。由于同一种物质并不是仅仅
出现在单一环境的物质，比如，砂岩在河流、湖泊、
陆棚、大陆坡、滨岸、三角洲等沉积环境中均可出
现，从而给相的分类和使用带来了困难。因此，考
虑到使用的习惯和简明的角度出发，按照 “环境 ＋
相”原则来使用。根据研究程度，按照相 （ｆａｃｉｅｓ）－
亚相（ｓｕｂｆａｃｉｅｓ）－ 次相（ｓｕｂｏｒｄｅｒ ｆａｃｉｅｓ）来描述和分
类。即相是沉积环境的物质表现，如潮坪相、河流
相、浅海相。亚相是相的次一级环境的物质表现，
用与相相对应环境的次一级环境来命名。如三角
洲相可以分为三角洲平原亚相、三角洲前缘亚相和
前三角洲亚相；次相是亚相的次一级环境的物质表
现，用亚相相对应环境的次一级环境来命名，如三
角洲前缘亚相可以分为河口砂坝次相、远砂坝次
相、分 流 间 湾 次 相、水 下 天 然 堤 次 相 等。 微 相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则按照“岩石薄片、揭片和磨光面中的
生物学和沉积学的全部特征”来命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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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Ｓｔｒｏｕｄｓｂｕｒｇ：Ｄｏｗｄｅｎ，Ｈｕ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ｎ ＆ Ｒｏｓｓ Ｉｎｃ． ，１ － ９０１．
Ｆｌüｇｅｌ Ｅ，１９８２．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Ｍ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Ｋ．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Ｈｅｉｄｂｅｒ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

Ｂａｒｒｅｌ Ｊ １９０６．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

［］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４ ３１６ － ３５６．

２０２２

年（３）

关于相的命名及其分类的建议

－ ６３４

，

：

Ｆｌüｇｅｌ Ｅ ２０１０．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
Ｋｒｕｍｂｅｉｎ Ｗ Ｃ，Ｓｌｏｓｓ Ｌ Ｌ，１９６３．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
２ｎｄ ｅｄｔｉｏｎ．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ｓｃｉｓｃｏ：Ｆｒｅｅｍａｎ． １ － ６６０．
Ｍｏｏｒｅ Ｒ Ｃ，１９４９．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ｃｉｅｓ ［Ｃ ］． Ｉｎ：Ｌｏｎｇｗｅｌｌ Ｃ Ｒ （ｅｄ ）．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 － ３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ｅｍｏｉｒ，３９ ：
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 Ｆ Ｊ，１９７５．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ｃｋｓ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ｗ Ｉｎｃ． ６２８．
Ｐｏｔｔｅｒ Ｐ Ｅ，１９６７． Ｓａｎｄ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５１ （３ ）：３３７ － ３６５．
Ｒｅｉｎｅｃｋ Ｈ Ｅ，Ｓｉｎｇｈ Ｉ Ｂ，１９７８．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４３９．
Ｓｅｌｌｅｙ Ｒ Ｃ，１９７０．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Ｍ］． Ｉｔｈａｃａ Ｎ． 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 － ６３３．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３７．
Ｓｅｌｌｅｙ Ｒ Ｃ

，１９７６．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 ［Ｍ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ｌｌｅｙ Ｒ Ｃ

，１９８２．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

：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ｃａｄｙ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１ － ４１７．
Ｓｈｅｐａｒｄ Ｆ Ｐ

，Ｍｏｏｒｅ Ｄ Ｇ，１９５５．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ｅｘａｓ ｃｏａｓ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Ｃ ］．

Ｇｕｉｄｅｂｏｏｋ． ９５ － ９７．

，

， ｒｅｃ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Ｔｅｘａｓ Ｆｉｅｌｄ Ｔｒｉｐ

，

，

：
［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ｌｏｓｓ Ｌ Ｌ Ｄａｐｐｌｅｓ Ｅ Ｃ Ｋｒｕｍｂｅｉｎ Ｗ Ｃ １９６０．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ｍａｐｓ Ａｎ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ｎａｄａ
Ｗｉｌｅｙ． １ － １０８．

， ，

：

Ｔｕｃｋｅｒ Ｍ 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１．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ｃｋｓ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６０．

［Ｍ ］．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３３９

，
［Ｍ ］． ２ｎｄ ｅｄｔｉｏｎ．
：
Ｔｗｅｎｈｏｆｅｌ Ｗ Ｈ，１９５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Ｃｏ． ，
１ － ６７３．
Ｗｉｌｌｓｏｎ Ｊ Ｌ，１９７５．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 ］．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ｂｅｒ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北京石油学院，１９６１． 沉积岩石学［Ｍ ］． 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１
Ｔｗｅｎｈｏｆｅｌ Ｗ Ｈ １９２８．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Ｗｉｌｌａｍ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ｋｉｎｓ． １ － ９２６．

－ ２５６．

成都地质学院，１９６１． 沉积相及古地理教程［Ｍ］． 北京：中国工业出
版社：１ － １４２．
冯增昭，２０２０． 沉积相的一些术语定义的评论［Ｊ］． 古地理学报，２２
（２ ）：２０７ － ２２０．
冯增昭，１９８９． 碳酸盐岩岩相古地理学［Ｍ］．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
－ ２９８．

华东石油学院，１９８２． 沉积岩石学［Ｍ ］．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
－ ２８２．

李增学，２０１０． 岩相古地理学［Ｍ］． 北京：地质出版社：１ － ４１９．
里丁 Ｈ Ｇ，１９８５． 沉积环境和相［Ｍ ］． 周明鉴等，译． 北京：科学出
版社．
刘宝珺，１９８０． 沉积岩石学［Ｍ］． 北京：地质出版社：１ － １９７．
刘宝珺，曾允孚，１９８５． 岩相古地理基础和工作方法［Ｍ］． 北京：地质
出版社：１ － ６６３．
鲁欣． １９５３． 沉积岩石学原理（中册）［Ｍ］． 张介涛等，译． 北京：地质
出版社：１ － １７４．
米哈伊洛娃 Ｈ Ａ，１９７３． 大比例尺岩相图及古地理图的编制方法
［Ｍ］． ／ ／ 岩相古地理研究及编图方法． 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情
报研究所，１９７５．
纳利夫金 Ｂ Д，等，１９６３． 编制俄罗斯地台及其边缘地槽区岩相图和
古地理图的基本原则［Ｍ］． ／ ／ 岩相古地理研究及编图方法． 北
京：地质科学研究院情报研究所，１９７５．

《沉积与特提斯地质》新网站启用声明
为适合期刊高质量发展需要，《沉积与特提斯地质 》新的门户网站目前已正式启用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ｃｊｙｔｔｓｄｚ． ｃｏｍ． ｃｎ。新网站不仅设计更加精美，
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文稿编辑网络实时更新，时效性更强，欢迎
广大地质工作者浏览和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