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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岩相古地理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初期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主体是以古生物地层学的理论
为指导编制出版大区域的古地理图集，集中反映海陆分布，岩相内容较少，较少的学者开展了岩相古地理研究，揭开了由古地
理图向岩相古地理图转变的序幕。快速发展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０００ 年，总体上是以大地构造学、古生物地层学、沉积学
等理论为指导，开展了大量的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工作，并采取多种编图思路和方法编制大区域的岩相古地理图，是我国
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大发展时期，形成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编制的图件不仅尽量体现活动性古地理的学术前沿，而
且更多的是强化实用性，聚焦对沉积层控矿产远景预测和油气勘探的支撑和指导作用。现代阶段：２０００ 年至今，岩相古地理
研究与编图聚焦支撑油气地质调查与勘探成为了这段时间的主题，采取不同的编图思路和方法编制出版了大区域的岩相古
地理图。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编图资料丰富，技术方法新颖；二是编图思路先进，体现了以构造为主线，岩相古地理恢复为核
心，支撑服务油气为根本的研究思路；三是以服务油气目标为特色。由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促进大数据
岩相古地理向前发展，数字岩相古地理必将推动我国在岩相古地理编图思路和技术方法的创新，提升支撑服务沉积矿产找矿
和油气勘探开发的精准性和预测性水平。
关 键 词：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油气勘探；大数据；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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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相古地理”这个术语一直在我国流传极广
（刘宝珺和曾允孚，１９８５ ），主要包括岩相和古地理
（古环境）方面的内容。所谓岩相古地理研究是指
应用大地构造学、古生物与地层学、沉积岩石学、沉
积学甚至沉积地质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开展岩相、
古地理的专题研究，通过编图的方式，形成岩相古
地理图。目的是直观反映地质历史某一时期某一
地区的岩相古地理格局的空间分布规律，分析岩相
古地理的时空演化历史或者海陆分布，厘定沉积、
层控矿床和油气地质条件的有利相带，为地质找矿
和油气地质调查和勘探提供科学依据。岩相古地
理图包括岩相和古地理两部分主要内容，由于需求
和研究程度的不同，会采取不同的编图思路和编图
方法，编制不同比例尺的岩相古地理图。我国岩相
古地理研究起步较早，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文章
和专著非常多。尤其是采取不同的编图思路和指
导理论以及服务的对象不同，不同时期均有具有代
表性的大区古地理图集或岩相古地理图集，为岩相
古地理的发展及其油气勘探和沉积矿产的预测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２１ 世纪以来，大区的岩相古地理
图集更多聚焦服务于油气勘探，并在指导思想、编
图方法和编图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创新的认识。相
比于国际，我国开展的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特色
明显、思路先进、应用性强，位居国际研究前列。

；

１

引言

；

；

近代地质科学的奠基人当属莱伊尔 （Ｃｈａｒｉｅｓ
Ｌｙｅｌｌ）和盖基（Ａ． Ｇｅｉｋｉｅ ）两位英国地质学家。莱伊
尔（Ｃｈａｒｉｅｓ Ｌｙｅｌｌ，１８３０ ）出版的 《地质学原理 》揭开
了开展地质学研究的序幕，建立起了研究地质科学
的“现实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成为地质科学研究的
指南。盖基（Ａ． Ｇｅｉｋｉｅ，１９０５）提出的著名格言“现代
是打开过去的钥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ｓｔ）”，
为地质学“将今论古”的思维方法提供了科
学逻辑，为沉积岩石学和沉积学提供了研究原则和
方法。
岩相古地理学的发展与沉积岩石学、沉积学的
发展紧密相关。沉积岩石学是岩石学的分支学科，
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沉积物———沉积岩，是描
述沉积岩的学科。其实，开展沉积岩的研究最早是
由开展地层学工作人员开始的，他们通过野外直接
确定沉积岩的厚度和延伸的几何形态。由威廉 ·
斯密斯 １８１５ 年编制的英格兰地质图（地层）是沉积
物研究的重要标志，首次描绘了一个区域内沉积岩
的空间分布 （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１９７５ ）。地层学工作者开创
了沉积岩研究的历史，地层学工作的贡献和研究成
果为沉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地层
学工作更加注意的是地层的层序、时代，注重建立
地层的纵向叠置序列及其横向对比关系，对岩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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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研究较为粗略，从这个角度来讲，沉积岩的早
期研究属于地层学的范畴。
沉积岩从地层学分离出来成为重要的岩石学
分支学科，应该是由索尔贝（Ｓｏｒｂｙ，１８５１ ）开启的，他
是岩石学的奠基人 （Ｆｏｌｋ，１９６５ ）。索尔贝首次用薄
片研究沉积岩的微观特征，是把显微镜用于沉积岩
研究的第一人，关于石灰岩的微观岩石学是其代表
作，“石灰岩的构造和成因 ”（Ｓｏｒｂｙ，１８７９ ）和 “非钙
质成层岩石的构造和成因”（Ｓｏｒｂｙ，１８８０ ）的论文是
沉积岩研究发生转折的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开
启了沉积岩石学学科的大力发展，逐渐成为一门研
究沉积物的成分、结构构造、分类及其成因的独立
基础学科。
由于人们认识到沉积矿产和油气与特定的岩
石相联系，从而相的概念得到了应用和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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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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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的不断
深入，对相的含义逐渐取得了共识，基本采用相是
Ｔａｂｌｅ １

相组
大
陆
相
组

过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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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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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欣，１９５３；Ｓｅｌｌｙ，１９７６ ）。沉积环境的
定义基本形成了一致的含义 （Ｓｈｅｐａｒｄ ａｎｄ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５５ ； Ｔｗｅｎｈｏｆｅｌ，１９５０ ； Ｐｏｔｔｅｒ，１９６７ ；Ｓｅｌｌｙ，１９７０ ；
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
１９７５ ），
主要理解为 “在物理学上、化学上
和生物学上有别于相邻地区的一块地球表面 ”
（Ｓｅｌｌｙ，１９７６ ），比如海洋、沙漠、潮坪、三角洲等。
“相”这一术语用到沉积学领域奠定了开展沉积相
（岩相）古地理 （古环境）研究的基础。虽然对沉积
环境以及相的使用、分类和命名存在一定的分歧，
但是人们一直在努力地探索，并提出了一些分类建
议，作者（牟传龙，２０２２ ）也尝试性提出了代表物质
环境含义的相的命名和分类建议方案（表 １）。
德国地质学家瓦尔特可以说是岩相古地理学
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 （１８９４ ）出版的 《作为历史科
学的地质学导论》极大地推动了沉积学和岩相古地
理学的发展，提出了只有侧面相邻的沉积物才能一
层层地整合叠合，从而沉积相的垂直层序不是随机
的，而是以相互联系并可预测的方式组成的重要观
点（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１９７５ ）。也就是说同一相区的不同沉
积物在空间上是相互邻接的，在地壳剖面上它们是

表 １ 主要相、亚相、次相分类和命名（牟传龙，２０２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ｃｉｅｓ，ｓｕｂ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ｏｒｄｅｒ ｆａｃｉｅｓ（ａｆｔｅｒ Ｍｏｕ，２０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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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相
组

（３）

浅海
深海

亚相
扇根、扇中、扇端
河道、河漫滩
滨湖、浅湖、深湖
湖泊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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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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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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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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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３）

中国岩相古地理研究进展

重叠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基本观
点：只有那些没有间断的、现在能看到相互邻接的
相和相区，才能重叠在一起，这就是著名的瓦尔特
相律。这个相律指出，在整合垂直层序中产出的
相，是在横向相邻的环境中形成的，同时，垂直接触
的相必须是地理上邻接环境的产物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１９８５ ），
为相分析和岩相古地理的研究与编图提供
了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相律告诉人们在
开展相分析和古地理重塑时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
虽然通过岩石的特征、沉积构造组合以及特殊的生
物特征，可以对沉积岩形成的古地理即古环境进行
推测和恢复，但是应该更加注意对相序进行分析，
加强剖面结构或序列的分析是相分析的关键。同
时，要非常关注剖面上相的叠置关系，只有整合接
触的才能满足瓦尔特相律。不整合或间断的相序，
则反映存在地质事件，导致相叠置的相不是相邻环
境的产物。
索尔贝（Ｓｏｒｂｙ，１８５７）通过对现代的海洋、江湾、
河流的调查表明，在自然地理和其中的水流之间存
在明显的关系，而水流又在它影响之下形成的沉积
物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所以从古代形成的印迹中
可以确定水流的特点，从而根据标志是可以对其自
然地理（沉积环境）加以推测的。这项工作就是古
地理的重塑（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１９７５ ），开启了古地理恢复的
研究。可以这样说，索尔贝和瓦尔特对岩相古地理
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是奠基人和开拓者。尔
后，人们开启了相分析和古地理研究的热潮，取得
了重要的成果。布林克曼 （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１９３３ ）对欧洲
中部三叠纪斑砂岩统 （Ｂｕｎｔｓａｎｄｓｔｅｉｎｉａｎ Ｓｅｒｉｅｓ）交错
层理的杰出工作，认为系统测绘交错层可以获得重
要的古地理资料，并可用于其他沉积属性，如粒度、
化石和厚度等（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１９７５ ），极大地推动了古水
流和古地理的研究和重塑。 裴蒂庄 （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
１９６２ ）的 《古水流和古地理学 》以及波特等 （Ｐｏ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
１９６３ ）的 《古水流和盆地分析 》两部著
作，详细总结了古水流和古地理分析的关系，以及
与地质演化历史的科学逻辑，对推动和发展利用古
水流开展古地理重塑和盆地分析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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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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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牟传龙，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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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制 （纳利夫金等，１９６３；米
哈伊洛娃，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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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和
发展。
２

岩相古地理图编图目的要求

岩相古地理图是反映某一地质时期的古地理
及其相应岩相的综合图件，是沉积和油气资源调查
与勘探的重要基础图件。图上主要表达古地理单
元、岩相类型、海陆界线（图 １），也可增加海浸、物源
方向和等厚线等内容，目的是了解区域上岩相古地
理（相带）的空间分布和相带的空间配置，更好地为
沉积矿产远景预测和油气地质调查和勘探开发服务。
按照编图基础资料的充分程度、研究的精细程
度和服务的目标，岩相古地理图的编图比例尺各不
相同。前苏联提出了相应比例尺的图名（表 ２ ）。编
制前苏联的全国或大区域的古地理图的比例尺一
般小于 １∶ ２５０ 万，而以预测沉积矿产和油气为目的
的古地理图通常在 １∶ ５０ 万—１∶ ２５０ 万（引自地科院
情报所，１９７５）。
中国地质科学院情报所（１９７５ ）编译的《岩相古
地理研究及编图方法》文辑，是较早把岩相古地理
这个术语呈现到我国的文献，这部文辑把国外 （尤
其是前苏联）有关岩相古地理研究的基础理论和编
图方法介绍到我国，对开启和推动我国的岩相古地
理研究和编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原地质矿产部
于 １９７９ 年成立全国性的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工
作协作组，负责推动全国的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工
作。由成都地质学院曾允孚教授编写的岩相古地理
研究与编图工作提要中，明确了四类比例尺的岩相古
地理图的要求和目的（刘宝珺和曾允孚，１９８５），即概
略性沉积古地理图，比例尺 １∶ ８００ 万；小比例尺岩相
古地理图，比例尺为 １∶ ２００ 万—１∶ ４００ 万；中比例尺岩
相古地理图，比例尺为 １∶ ５０ 万—１∶ １００万；大比例尺
岩相古地理图，比例尺为 １ ∶ ５ 万—１ ∶ ２０ 万，与苏联
的有所不同。在沿用曾允孚教授方案的基础上，作
者增加了服务于油气地质调查与勘探的内容，同时
建议增加一类“精细岩相古地理”，岩相古地理的相
关术语可参考表 １ （牟传龙，２０２２ ）的分类进行命名
和使用。其基本要求和目的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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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１

图 １ 中上扬子地区志留纪兰多维列世特列奇期岩相古地理图（据周恳恳等，２０１４）
，

（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ｉｌｕｒｉａｎ Ｌａｎｄｏｖｅｒｙ Ｔｅｌｙｃｈｉ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ｔｅｒ Ｚｈｏｕ ｅｔ

， ）

ａｌ． ２０１４

表 ２ 前苏联编制古地理图的比例尺分类（引自地科院情报所，１９７５）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ｃａｌ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ｓ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７５

图名
概略图
区域图
小比例尺图
中比例尺图
半详细图
详细图
大比例尺图

鲁欣（１９５９ ）
万，或更小

１∶ ５００

／

万
万—１∶ ５０ 万

１∶ ２５０
１∶ １００

／
１∶ ２０

万—１∶ １０ 万

波波夫（１９６３ ）
万，或更小

１∶ ２５０

／

／
／

／

概略性岩相古地理图
概略性岩相古地理图的比例尺小于 １ ∶ ８００ 万，
编图范围是大区、全国或者洲际性，编图单元通常
按“统”进行编制。其目的是在了解地层划分对比、
区域上构造格局和沉积盆地类型分布的基础上，概
略性阐明岩相古地理格局，分析海陆分布及其演化
历史，了解岩相的区域变化趋势和分布规律。
２． ２ 小比例尺岩相古地理图
小比例尺岩相古地理图的比例尺为 １∶ ２００ 万—
１∶ ４００ 万，编图范围以大区为主或更大范围。编图
的前提是区域的地层划分对比格架清楚，构造格架
清晰。对成图按照 “统”或 “组”的地层单元编制。
图上要求划分出海陆分布、沉积相带空间展布。沉
积区分出“相”级至 “亚相”级单元。对于沉积相的
２． １

哈巴科夫（１９６２ ）
万，或更小
１∶ １０００ 万—∶ １５０ 万
１∶ １０００

／
１∶ １００

万—１∶ １０ 万
／

／

万—１∶ ５０ 万
１∶ ２０ 万—１∶ １０ 万
１∶ ５ 万，
或更大

１∶ １００

／

研究，要求选择区域具代表性的典型剖面开展详细
的“亚相”级或 “次相”级沉积环境的研究。目的是
详细了解大区内岩相及其古地理的特征、变化趋
势、沉积模式和沉积矿床、油气地质条件的有利相
带及其区域分布规律。
２． ３ 中比例尺岩相古地理图
中比例尺岩相古地理图的比例尺是 １∶ ５０ 万—
１∶ １００ 万。编图单元为 “组、段 ”，图上要求划分出
“亚相”沉积区。目的是在具有成矿远景区或油气
远景区选择重要含矿或油气地质条件优越的时代
或层位开展岩相古地理调查研究。需要时，进一步
开展研究区的构造地质研究，厘定构造格架和沉积
盆地类型的空间分布格架。进一步开展地层学研
究工作，厘定更为详细的地层划分对比方案，为编

２０２２

年（３）

中国岩相古地理研究进展

制岩相古地理图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前提。同时，有
针对性地开展地球化学和 “次相 ”级 （牟传龙，
２０２２ ）、
微相和成岩作用等研究，为阐明油气地质条
件提供坚实的依据。
２． ４ 大比例尺岩相古地理图
大比例尺岩相古地理图的比例尺是 １ ∶ ５ 万—
１∶ ２０ 万，
成图单元应是含矿层或含矿段、烃源岩和储
层层位。要求对沉积次相和微相深入研究，建立沉
积、成矿模式，探讨沉积相与成矿、油气地质条件之
间关系。图上应该圈定出 “亚相级”或 “次相级”沉
积区，岩相主要是表示与矿、烃源岩和储层有关的
微相及其组合。必要时，可以编制成岩相图。对于
沉积矿产来讲，大比例尺岩相古地理图的目的是直
接服务于找矿与勘探，用于该目标时，岩相古地理
研究不是基础地质研究，而是一种找矿方法。服务
于油气地质调查和勘探时，大比例尺岩相古地理图
是为了更加准确了解烃源岩的微相特征及其分布
规律，最有利的烃源岩分布位置及其分布规律。通
过沉积微相和成岩作用，确定有利相带、有利次相、
有利微相以及有利成因作用和成岩相，准确厘定储
层特征及其分布规律，为地震和钻井的精准部署提
供坚实的基础。为了服务于油气勘探开发的需要，
编制更大比例尺岩相古地理图是必要的。
２． ５ 精细岩相古地理图
精细岩相古地理图的比例尺大于 １∶ ５ 万。编图
单元是含矿层段、沉积体系域、烃源岩和储集层段。
编制这类岩相古地理图的目的是更加精准服务于
沉积矿产的目标区、油气勘探的甜点区的选区评
价、钻探工程的部署和能源资源的开发。编图基础
为：（１）具有包括地表剖面、钻井和地震的翔实资
料；（２）详细的地层划分对比格架；（３ ）详细的地表
剖面沉积相、岩心、地震相和测井相的研究以及准
确的横向对比；（４ ）有较为系统和详细的成岩作用
和成岩相研究成果；（５）开展系统的层序地层研究，
建立层序等时格架，厘定含矿层段、烃源岩和储层
的体系域空间展布。要求对沉积次相、微相或成岩
相进行深入研究，建立其与成矿、油气条件的成因
关系，图上应该圈定出 “次相级”沉积区，必要时编
制成岩相图，提出油气有利目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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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为支撑服务沉积矿产和
油气勘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研究成果看，国外
早期最具特色的是岩相图的编制，用以分析区域上
的岩性变化趋势，对岩相图的编制和解释给予了极
大的关注。综合起来，国外更多是侧重于小比例尺
的古地理的研究，聚焦全球古地理复原和动态研究
（许效松，１９９９ ）。以古地磁资料为依据，建立了全
球数据库，编制了全球古地理复原图，但真正意义
上的岩相古地理图比较少。通常岩相图仅仅反映
岩相的空间变化，而缺少相应的古地理单元的限
定。由于古环境或古地理不仅控制沉积层控矿床
的形成和富集，而且控制着油气的基本地质条件，
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已经成为沉积层控矿床预
测和油气地质调查和勘探的关键基础工作，并在沉
积层控矿床的找矿突破和油气的勘探突破起到了
关键作用。与国外相比，我国在真正意义上的岩相
古地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为了满
足沉积矿产和油气勘探的需要，在相分析的基础
上，创新性地把岩相和古地理图的内容编制在同一
张图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种图件，即岩相古地
理图，其水平处于国际领先。
刘鸿允先生（１９５５ ）编制的 《中国古地理图》掀
开我国岩相古地理研究的序幕。该图集是以古生
物地层学的理论为指导，编制了震旦纪—三叠纪期
间的以纪或世为单位的 ２０ 幅古地理图，基本上是海
陆分布图 （冯增昭，１９８９ ），岩相的内容少有涉及。
卢衍豪先生 （１９６５ ）编制了中国寒武纪各时期的古
地理图 ８ 幅，在海陆分布的基础上，增加了简单的岩
石类型。李耀先等（１９５７ ）利用地层古生物资料，编
制了大巴山西段早古生代岩相古地理图 （共 １１
幅），图中有海陆、岩石类型、古生物标志和相带等
内容。该图内容和形式上已经超出原来主要是古
地理而强化了沉积相（岩相），是以古生物地层学为
指导思想的岩相古地理图，推动了由早期的古地理
图向岩相古地理图的转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随着国外沉积岩石学和
沉积学理论传入我国，一系列教材的问世 （刘宝珺
等，１９８０；刘宝珺和曾允孚主编，１９８５；曾允孚和夏文
杰等，１９８６；余素玉和何镜宇等，１９８９；何镜宇和孟祥
化等，１９８９；冯增昭，１９８９；１９９３，等等），以及一系列
３ 中国岩相古地理研究进展
期刊的出现，如《岩相古地理》、《沉积学报》、《古地
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起源于欧美，一系列的 理学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沉积学和岩相古地理
教材、文章和专著为开展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提 研究，取得了海量的成果，标志着我国全面进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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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古地理研究发展阶段，并以不同的指导思想和编
图方法编制了相关比例尺不同级次的岩相古地理
图，广泛服务于油气和沉积、层控矿产调查与勘探。
叶德胜等（１９８３ ）以沉积岩石学和沉积学的理论为
指导，通过大量的野外地质工作，编制了贵州泥盆
纪岩相古地理图，并指出了油气生成和储集的有利
相带。这项工作是我国岩相、古地理研究的编图思
想从古生物地层学向沉积学转变的典型代表之一，
也是把岩相古地理研究与油气地质条件相结合的
代表，开拓了油气勘探的新途径 （冯增昭，１９８９ ）。
关士聪等（１９８４ ）以大地构造学、地层学、沉积学和
石油地质学理论为指导，出版了 《中国海陆变迁海
域沉积相与油气》。该书编制了晚元古代至三叠纪
的海陆分布和沉积相 ２５ 幅，强调了沉积相与油气的
有机联系。这是一部大区域以服务于油气为目的
的沉积相和古地理著作。王鸿祯等 （１９８５ ）以全球
构造活动论和地质历史阶段论为指导，编制出版了
《中国古地理图集》。总结了中国各陆块间的造山
形式，并编制了断代生物古地理图，丰富了地史重
建的信息，对我国的地学发展和矿产预测产生了重
要影响。冯增昭等 （１９８９ ）以沉积岩石学和岩相学
理论为指导，采用单因素分析综合作图法，编制了
各大区部分地质时期的一系列定量岩相古地理图，
推动了岩相古地理支撑油气勘探工作。刘宝珺和
许效松等（１９９４）以沉积学、板块构造学等理论为指
导，从活动论视野出发，按照“构造控盆、盆地控相”
的思路，重点服务于沉积层控矿产预测，编制出版
了《中国南方震旦纪—三叠纪岩相古地理图集》，并
以角图形式，按照地质断代表示中国各块体在全球
构造中的位置，体现了“活动论”。该图集是大区域
岩相古地理研究的典型代表，具有里程碑意义，为
我国沉积层控矿产预测和找矿突破起到了重要的
指导作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的岩相古地理研究
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沉积学界具有
很大的影响。各种比例尺和范围的岩相古地理研
究成果层出不穷，尤其是服务于油气调查和勘探的
成果更是显眼，并为我国的油气、页岩气勘探的突
破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加之层序地层学和沉
积地质学等理论的创新 （Ｖａｉｌ，１９８７；Ｓｌｏｓｓ，１９８８；
Ｓａｒｇ，１９８８ ；Ｐｏｓａｍｅｎｔｉｅｒ，１９８８ ；Ｖａｎ Ｗａｇｏｎｅｒ，１９８８ ；
Ｍａｉｌ，
１９９０ ），
对沉积学和岩相古地理的研究带来了
新的活力，为提高岩相古地理研究的等时性、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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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客观性，更加精准服务于油气勘探提供了理论
基础（牟传龙等，１９９２；２０１６ ）。牟传龙等 （１９９２ ）将
层序地层学与岩相古地理学有机结合，创立了 “层
序岩相古地理编图法”，力图解决岩相古地理图的
等时性、成因连续性和实用性。其基本原则是 “以
沉积层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为基本年代地层格
架单元，以沉积体系域（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ｒａｃｔ）为
编图单元，以沉积体系域的顶或底界面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作
为编图的等时或瞬时界面，以沉积体系域的不同的
沉积相作为编图要素”。并按照这种编图方法编制
了华南泥盆纪层序岩相古地理（许效松等，１９９３ ）和
湘鄂赣二叠纪层序岩相古地理 （牟传龙等，１９９９ ），
开拓了层序岩相古地理在油气勘探中的应用（马永
生等，２００６ａ，ｂ；牟传龙等，２００７ ）。郑和荣、胡宗全
等（２０００ ）按照 “以构造 － 沉积成因联系为主导，以
缝合带为其两侧盆地的联系枢纽，以板块的岩相古
地理再造目标，以前中生代油气地质条件为侧重
点”的编图思路编制出版了 《中国前中生代构造 －
岩相古地理图集》。总共编制了 ３８ 个时间段构造
－ 岩相古地理图，
再现了中国前中生代海相层系的
构造 － 沉积盆地格局、古地理特征与岩相分布及演
化历史。马永生等 （２００９ ）以沉积学、层序地层学、
石油地质学和板块构造学理论为指导，编制出版了
《中国南方构造 － 层序岩相古地理图集 （震旦纪—
新近纪）》，该图集建立了中国南方震旦系—古近系
的层序地层方案，不同盆地的层序地层格架和模
式，揭示了构造 － 层序岩相古地理特征及其演化规
律，深入分析了等时层序格架中生 － 储 － 盖组合特
征及时空分布。
板块构造推动的地学革命和地球动力学的发
展，使得人们深刻认识到全球的构造演化、海陆转
换与重组必然导致全球能源、矿产的调整和重新配
置（许效松，１９９９）。因此，全球古地理的复原（活动
论古地理）及其海陆分布仍然是沉积地质学家们努
力探索的前沿科学问题。但是，如何精准服务于能
源资源发现与突破，在现今纬度上提高岩相古地理
图的实用性，其编图思路和方法的创新也是人们孜
孜不倦的追求目标。不同的板块构造位置、不同的
动力机制决定了盆地的基本类型；不同的沉积盆地
又制约了沉积体系、沉积特征、沉积充填序列和沉
积式样；不同的沉积体系和沉积相又控制了最原始
的生 － 储 － 盖地质条件，这一规律总结为 “构造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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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盆地控相、相控油气基本地质条件”（牟传龙和
许效松，２０１０）。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在长达 １０ 年的时间中，笔者有
幸承担了中石化“中国南华纪—新近纪岩相古地理
与油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全国油气地质基础地
质研究与编图”和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国岩相古地
理编图”项目任务。面对更好地服务于油气地质调
查与勘探，支撑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的重大需
求，岩相古地理研究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油气地质调
查与勘探工作摆在了沉积学工作者的面前。紧紧
围绕这一重大问题，深入分析岩相古地理与油气的
关系，兼顾实用性和理论性，通过野外的详细系统
的工作，充分利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大调查的资
料和成果、各大沉积盆地的地震、钻井等资料和公
开发表的文章及专著成果，以 “构造控盆、盆地控
相、相控油气基本地质条件”为指导思想，以服务于
油气地质调查和勘探为目标，编制出版了 《中国岩
相古地理图集（埃迪卡拉纪—志留纪）》（牟传龙等，
２０１６ ），《中国岩相古地理图集 （晚古生代—三叠
纪）》即将问世。这套图集集中编制三大类图件：大
区构造格架与沉积盆地类型分布图、大区岩相古地
理图和重点盆地、重点层系、重点地区的油气地质
条件图。该成果在编图思路、图件的表达等方面进
行了新的尝试和创新，不仅在一些重要的地质科学
问题、造山带的岩相古地理研究方法和重要地质事
件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而且为页岩气和油气地
质调查与勘探工作部署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力推动
了岩相古地理理论研究水平，大大增强了岩相古地
理在油气勘探中的应用价值。
４

结语

我国的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大致经历了三
个大的发展时期。初始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
这个时期主体是以古生物地层学的理论为指导编
制出版的大区域的古地理图集，集中反映海陆分
布，岩相内容较少，较少的学者（李耀先等，１９５７ ）开
展了岩相古地理的工作，开启了由古地理图向岩相
古地理图转变的序幕。快速发展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０００ 年，总体上是以大地构造学、古生物地
层学、沉积学等理论为指导，开展了大量的岩相古
地理研究与编图工作，并采取多种编图思路和方法
编制大区域的岩相古地理图，是我国岩相古地理研
究与编图大发展时期，形成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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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编制的图件不仅尽量体现活动性古地理的学
术前沿，而且更多的是强化实用性，聚焦对沉积层
控矿产预测和油气勘探的支撑和指导作用。这期
间，将层序地层与岩相古地理研究结合起来产生的
层序岩相古地理编图思路和方法 （牟传龙等，
１９９２ ），
在岩相古地理图的等时性、瞬时性、连续性
和客观性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进展，并广泛地应用
于油气勘探领域中。现代阶段：２０００ 年至今，岩相
古地理研究与编图聚焦支撑油气地质调查与勘探
成了这段时间的主题，采取不同的编图思路和方法
编制出版了大区域的岩相古地理图。具有三大特
点：一是编图资料丰富，技术方法新颖；二是编图思
路先进，体现了以构造为主线，岩相古地理恢复为
核心，支撑服务油气为根本的研究思路；三是以服
务油气目标为特色。同时，我国在活动论古地理方
面的成果辉煌，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造山带岩相
古地理研究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造山
带岩相古地理图编图思路和方法 （牟传龙等，
２０１６ ）。提出了岩相古地理是页岩气地质调查指南
（牟传龙等，２０１６；王秀平等，２０１８ ）的新认识，出版
了《岩相古地理与页岩气地质调查》专著 （牟传龙
等，２０１７），为开展页岩气地质调查提供了思路和方
法。总之，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是非常重要的基
础地质研究，是区域沉积相研究的高度综合的成果。
大数据岩相古地理时代已经来临，大数据、人
工智能将推动未来岩相古地理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我国在岩相古地理的等时性、服务沉积矿产找矿和
油气勘探的精准性等方面一定会取得更多原创性
的成果。编图思路和技术方法的创新是推动岩相
古地理研究与编图发展的根本动力，其目标是支撑
服务沉积矿产的预测和油气勘探开发，任务是集中
开展岩相和古地理（古环境）的研究，关键是沉积体
的识别和古地理（沉积环境）的恢复，重点是分析岩
相古地理的时空分布规律，核心是岩相古地理编
图。未来的岩相古地理研究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
研究。
（１）加强地层连续性研究。自从瓦尔特提出相
律以后，为开展相分析和岩相古地理图提供了根本
理论方法。但是，该相律只能适用于没有间断和连
续的地区，不适用于有间断、缺失和事件沉积的地
方。因此，必须加强对地层的研究工作，不仅提高
其等时性、瞬时性和横向对比的精度，而且要加强
地层连续性的研究，并创新在这种条件下的相律的

内涵及其表达的方式。
（２）提高相分析的精度和准确性。岩相古地理
图的成果价值取决于对沉积环境或古地理的重建
程度。加强沉积物的物理标志、化学标志和生物标
志的研究工作，充分利用现代测试技术方法，提高
沉积环境或古地理恢复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这是岩
相古地理研究的核心。
（３）提高岩相研究的水平。尤其是提高岩相的
特征和纵向的变化的精细程度。包括与沉积矿产、
烃源岩和储层相关的岩石在剖面上的层数、特征、
组合面貌及其横向对比。提高地震资料的解译水
平，满足岩相的横向追踪对比，为准确确定相与相
之间的界线、古陆的确定等岩相古地理的关键要素
提供坚强的支撑。提高岩相的研究水平，不仅加强
对各种岩性组合（包括细粒沉积物）研究，而且要加
强岩相与大地构造关系的研究。加强定量研究，推
进定量岩相图的发展，实现定量岩相古地理图的
转变。
（４）创新岩相古地理图的编图思路和方法。不
同的编图思路和方法，会呈现不同的岩相古地理图
及其内涵。编制岩相古地理图的一切方法都应该
围绕等时性和实用性两个根本问题来展开。实现
岩相古地理图的等时性，其根本的方法是要找到地
层年代学的理论和定年技术手段。比如，层序地层
学是否能成为建立地层等时性及其对比的理论方
法？地层年代划分愈细，间隔愈短，对比愈准，编制
的岩相古地理图愈等时，愈客观、愈瞬时、愈准确。
在此基础上，如何编制岩相古地理图，采取什么方
法编制，表达什么内容，如何表达是永恒的创新主
体，但是应该以满足服务对象要求为准。
（５）大数据岩相古地理研究。２１ 世纪是大数据
的时代，岩相古地理的研究和编图已经进入大数据
的建设和利用的创新时代。实现这一创新目标，从
沉积剖面、钻井等数字化，增强岩相和沉积环境的
横向和纵向的趋势研究和预测性，为区域岩相古地
理图的编制、岩相古地理的空间分布提供更加准确
和精细的支撑，从而大大提高岩相古地理图的客观
性、等时性、瞬时性、准确性和预测性，更加服务好
能源资源的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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