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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后旗测老庙拗陷西北缘一典型

入湖三角洲剖面露头简介
———测老庙拗陷地质研究和实习基地典型露头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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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内蒙古西部狼山以北的测老庙拗陷中主要充填着下白垩统巴音戈壁组陆相碎屑岩。拗陷的西部边

缘主要出露灰黑色页岩，偶见巨厚层砂砾岩为主构成的河流相三角洲入湖沉积体。一条近南北向延伸１００多米、深
达２０余米的冲沟切割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三角洲入湖砂体纵剖面，从下而上依次显示出由灰黑色页岩夹泥灰岩组成
的底积层，由砂砾岩组成的前积层和相似组分的顶积层，而在顶积层之上还见上覆旋回的部分前积层下部层序。根

据顶积层和前积层产状判断，露头点处古流向为 ＳＳＷ，说明物源区在北侧，而湖泊主体在南部。根据三角洲顶积层
和前积层特征判断，该早白垩世入湖三角洲应为辫状河三角洲。完整的三角洲天然露头十分罕见，研究者往往借助

于地震或雷达等手段间接地探讨三角洲的结构特征，而本露头为人们野外现场观察三角洲的结构层特征提供了最

为直观的例子。

关键词：入湖三角洲；天然露头；乌拉特后旗测老庙拗陷；白垩纪

　　位于狼山北侧的测老庙地区，是白垩纪巴音戈
壁盆地群东部边缘的一个次级拗陷，ＮＥ—ＳＷ向延
伸，面积８５０ｋｍ２，盆地内主要出露早白垩世河流相
砂砾岩、湖相泥页岩，局部夹着入湖三角洲砂体。该

区植被稀少，因而有很多优质的地质现象暴露于地

表，为地学研究和野外实习提供了非常好的露头。

为了便于地学同行到野外现场考察，笔者等归纳

２０１４年以来的野外考察初步成果，分类介绍该区的
几个经典地质露头。上一期介绍了测老庙拗陷南缘

的一个火山通道露头（吕洪波等，２０１５），本文则简
单介绍出露于测老庙拗陷西部边缘的一个典型的入

湖三角洲纵剖面天然露头。

１　三角洲剖面位置及主要特征
露头地点位于内蒙古西部乌拉特后旗狼山以北

的测老庙拗陷西部边缘（图１ａ），距乌拉特后旗潮格
温都尔镇直线距离不足５ｋｍ。沿着潮格温都尔镇东
边的省道（Ｓ２１３）向北西方向走大约４ｋｍ，然后向左

下道绕牧区铁丝网围栏沿着土路向西，从牧民家南

部上山坡后向南一拐，在第四纪洪积扇上向东隔着

近南北向的冲沟观望，就会发现冲沟东边的天然露

头：壮观而清晰地展现了河流入湖三角洲的结构特

征。

三角洲露头位置 ＧＰＳ值：Ｎ４１°２７′４０．７３″；
Ｅ１０６°５７′０３．０９″。

该剖面向西不足１００ｍ即是由片麻岩类组成的
基岩山区，早白垩世碎屑岩局部被第四纪洪积扇所

覆盖，而沿Ｎ１５°Ｅ方向发育的一条长逾１００ｍ、深逾
２０ｍ的冲沟，将湖相页岩为主的地层中夹着的巨厚
层三角洲入湖砂体纵剖面完整地展现出来，可见一

个完整的前积层及其顶底，露头清晰（图１ｂ、ｃ、ｄ），
下午太阳西挂，观察效果尤佳。

剖面露头揭示一个完整的三角洲旋回（底积

层、前积层、顶积层）和其上覆旋回的部分前积层和

底积层。剖面近南北向长度大约１００ｍ，深度２０余
米。一个完整的三角洲结构层（旋回 Ｉ，图１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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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乌拉特后旗测老庙拗陷西缘早白垩世入湖三角洲剖面露头
Ｆｉｇ．１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ｌｕ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ｄｅｌｔａｏｕｔｃｒｏｐｉｎＣｅｌａｏｍｉａｏ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ＵｒａｄＲｅａｒＢａｎｎｅｒ，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三角洲剖面位置（底图据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ｂ）、（ｃ）三角洲入湖砂体天然露头剖面全景；（ｄ）三角洲剖面露头结构特征及不同部位的
产状；（ｅ）顶积层与前积层顶部特征；（ｆ）前积层近顶部松散砾岩与钙质胶结粗砂岩结核，砂岩结核中可见前积纹理；（ｇ）顶积层松散
砾岩与钙质胶结粗砂岩结核，砂岩结核中可见平行纹理；（ｈ）底积层泥灰岩夹层及灰黑色泥岩、页岩露头（泥灰岩层厚２０ｃｍ）
（ａ）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ｌｔａｏｕｔｃｒｏｐ（Ｂａｓｅｍａｐｆｒｏｍ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ｂ），（ｃ）ｆｕｌｌ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ｄｅｌｔａ；（ｄ）ｔｈｅ
ｏｕｔｃｒｏｐ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ｄｅｌ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ｓｅｔｂｅｄｓ，ｆｏｒｅｓｅｔｂｅｄｓａｎｄｂｏｔｔｏｍｓｅｔｂｅｄｓ；（ｅ）ｏｕｔｃｒｏｐ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ｓｅｔｂｅｄｓａｎｄ
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ｆｏｒｅｓｅｔｂｅｄｓ；（ｆ）ｔｈｅｌｏｏｓｅ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ｌｃｉｔｅｃｅｍｅｎｔｅｄｃｏａｒｓｅ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ｎｏｄｕｌｅｉｎｔｏｐ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ｅｔｂｅｄｓ；ｉｎｔｈｅ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ｎｏｄｕｌｅｆｏｒｅｓｅｔｌａｍｉｎａｅ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ｇ）ｔｈｅｌｏｏｓｅ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ｌｃｉｔｅｃｅｍｅｎｔｅｄｃｏａｒｓｅ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ｎｏｄｕｌｅ；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ｎｏｄｕｌ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ｌａｍｉｎａｅ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ｈ）ｔｈｅｍａｒｌｓｔｏｎｅｂｅｄ（ａｂｏｕｔ２０ｃｍｔｈｉｃｋ）ｉｎｔｅｒｂｅｄｄｅｄｉｎｄａｒｋ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ｓｈａｌ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ｓｅｔｂｅｄｓ

与产状如下（图１ｄ）：
１．１　顶积层（Ｔｏｐｓｅｔｂｅｄｓ）

松散长石岩屑细砾岩及含砾岩屑长石粗砂岩，

发育平行层理，厚度３ｍ多，产状：２７°∠１２°；
１．２　前积层（Ｆｏｒｅｓｅｔｂｅｄｓ）

松散长石岩屑细砾岩与含砾岩屑长石粗砂岩交

替分布，近顶部棱角状砾石较多，而顺层向下延伸则

粒度变细。前积层整体呈上凹形曲线，顶部明显被

顶积层冲刷并截切，向下顺层逐渐变缓，直到与底积

层相切。我们从北向南测量三处近顶部的前积层产

状：

１８５°∠１６°；１８０°∠１４°；２２６°∠１６°。
运用赤平投影方法将顶积层产状恢复水平，则

上述三组前积层面的产状也相应地改变，投影后所

获得的产状就是三角洲沉积时所测三组前积层的真

实倾向及其上部的休止角（图２ｂ）：
１９７°∠２８°；１９３°∠２６°；２１８°∠２８°，前积层指示

的古流向为 ＳＳＷ，而前积层上部最陡处休止角为
２６°～２８°。

前积层单元整体厚度（即：顶积层与底积层之

间的厚度）也是从北向南逐渐变厚，由６ｍ多变为
２０ｍ厚。

在顶积层与前积层内，除了断续分布的钙质胶

结砂岩结核外，其他含砾砂岩或细砾岩都非常松散，

胶结作用很弱，表现为杂基内泥质含量偏低。

１．３　底积层（Ｂｏｔｔｏｍｓｅｔｂｅｄｓ）
为浅灰色钙质泥岩、泥灰岩（图１ｈ）及其下面典

型湖泊相的灰黑色页岩（被掩埋）。产状与顶积层

基本一致。

１．４　砂岩结核（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ｎｏｄｕｌｅｓ）
在顶积层（图１ｅ、ｇ）和某些前积层的上部（图

１ｅ、ｆ；图２ａ、ｂ），断断续续地发育了大小不等的钙质
胶结含砾粗砂岩结核，大者水平直径可达８０ｃｍ以
上，厚度超过５０ｃｍ。这说明，当时的气候以炎热干

旱为特征，降雨也主要在夏季，而且是以暴雨形式为

主，因此三角洲为季节性河流雨季发洪水注入湖泊

而发育的沉积体，在旱季顶积层甚至前积层的上部

都可能暴露于空气中，而三角洲砂层空隙中局部碳

酸钙过饱和而产生不均匀胶结作用，导致大大小小

的砂岩结核断断续续地顺层分布于顶积层及部分前

积层上部，有的结核中还保留了平行层理（图１ｅ、ｇ）
或前积纹理（图１ｅ、ｆ；图２ａ）。
１．５　泥灰岩（Ｍａｒｌｓｔｏｎｅ）

除了顶积层和部分前积层的上部有明显的钙质

不均匀胶结外，底积层也发育泥灰岩夹层，这说明某

个阶段湖水蒸发旺盛，导致盐度增加，碳酸钙率先过

饱和，因此形成泥灰岩夹层（图１ｈ）。因此，该湖泊
当时属于微咸水环境。

２　地质意义讨论
根据上述特征，我们对该三角洲露头进行如下

讨论。

２．１　三角洲天然露头十分罕见
虽然现代三角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但因

位于入海口或入湖口，除了三角洲平原相（顶积层）

可以部分露出水面之外，其他部分都被埋藏在顶积

层之下，人们难以直接观察到其三个结构组分（即：

顶积层、前积层、底积层）及其相互关系。加之三角

洲沉积体为饱含水分的松散沉积物，也很难通过挖

掘或取样而清晰地观察不同部位的沉积物组成和结

构特征。至今研究者一般都是通过地震（Ｗｏｏｄ，
１９９４；Ｂａ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或 雷 达 探 测 手 段
（Ｕｄｐｈｕａ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４）间接地了解三角洲结构特
征。

对于古代地层中的三角洲，即使配以钻孔岩心

取样，也很难刚好从侧面剥蚀并切割出一个完整的

纵剖面让人观察，因此研究者很难直观地看到完整

的三角洲纵剖面。而测老庙拗陷西部边缘这个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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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乌拉特后旗测老庙拗陷西缘早白垩世入湖三角洲
剖面前积层顶部特征

Ｆｉｇ．２Ｔｈｅｔｏｐ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ｅｔｂｅｄｓｏｆａ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ｌｕ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ｄｅｌｔａｏｕｔｃｒｏｐｉｎＣｅｌａｏｍｉａｏ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ＵｒａｄＲｅａｒＢａｎｎｅｒ，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洲恰恰受到一条纵向冲沟的切割而揭露出天然的纵

剖面，加之顶部也有顶积层和前积层出露，从三维空

间充分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三角洲旋回层纵剖面特

征。从白垩纪沉积到埋藏成岩，然后抬升并遭受侵

蚀，现在恰好保留了完整的纵剖面天然侵蚀露头，是

大自然一亿多年以来机缘巧合的结果，真是太难得

了，如此罕见的露头自然就十分宝贵。

２．２　本入湖三角洲为辫状河三角洲
三角洲一般是河流注入海洋或湖泊等静止水体

而引发沉积物大量堆积的场所，剖面上从上到下以

顶积层、前积层和底积层构成三元结构体（［２０１５
１２２７］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
）。

三角洲可以依据不同标准划分出很

多种类型。根据吉尔伯特型三角洲

（Ｇｉｌｂｅｒｔｄｅｌｔａ）的定义：坡度陡、碎屑颗粒
粗，三角洲的顶积层、前积层、底积层结

构形 态 清 楚，而 且 是 入 湖 三 角 洲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本三角洲应
属于典型的吉尔伯特型三角洲。

很多入湖三角洲属于扇三角洲（ｆａｎ
ｄｅｌｔａ），其特点是：顶积层和前积层主要
由粗碎屑的细砾岩和含砾粗砂岩组成，

分选较差，砾石磨圆度也较差，一般是山

区河流冲出山口后的冲积扇直接注入湖

泊堆积所成，山口处之湖泊边缘常有断

层为边界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
ＭｅｍｅｃａｎｄＳｔｅｅｌ，１９８８）。

与扇三角洲最容易混淆的是辫状河

三角洲（ｂｒａｉｄｄｅｌｔａ），虽然顶积层与前积
层的沉积物也以粗碎屑为主，但辫状河

三角洲因为远离山前断裂，顶积层之上

没有冲积扇组合，而是代之以显示辫状

河特征的砾岩和砂岩相间分布，因缺少

泥质和钙质胶结而相对松散（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ｅｔａｌ．，１９８７）。

本三角洲露头之顶积层和前积层主

要也由粗碎屑的砾岩和含砾粗砂岩组

成，而且分选和磨圆都很差，具有扇三角

洲的某些特点。然而，该三角洲顶积层

和前积层砂体却夹在湖泊相灰黑色页岩

之中，而湖泊相页岩从该露头向南、向北

都广泛分布，而且该露头以北附近缺少

山前断裂；顶积层与前积层不是一个过

渡的整体，从二者产状上可以明显看出：

近水平的顶积层盖在顶部被切削的前积层之上，加

之前积层上部较陡的休止角（图２ｂ，２６°～２８°），应
为洪水期的牵引流沉积而非碎屑流沉积，这就排除

了扇三角洲的可能；顶积层顺层断续分布着的钙质

砂岩结核或透镜体揭示了顶积层沉积物粗细相间分

布的特征，考虑到上述特点，该三角洲应属于典型的

辫状河三角洲（ｂｒａｉｄｄｅｌｔａ）。
２．３　该三角洲的地质意义

根据该露头三角洲结构层的指向特征判断，早

白垩世测老庙拗陷在该点及南侧存在着一个比较大

的湖泊。在该入湖砂体的上覆地层和下伏地层都以

灰黑色页岩为主，含有丰富的湖相生物化石—东方

２３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６年



叶肢介，也表明该套地层确实属于早白垩世（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顶积层和前积层产状赤平投影结果显示，入湖

三角洲由北向南推进，古流向由北向南（ＳＳＷ），物
源区在北方。三角洲前积层上部休止角较陡（图

２ｂ，２６°～２８°），这意味着洪水入湖时为典型的牵引
流而非碎屑流。

湖泊为微咸水湖，以干旱气候为主。因为：湖相

页岩中夹着薄层泥灰岩，个别地方还有石膏层，含砾

砂岩被碳酸钙不均匀胶结而形成结核，特别是顶积

层中的含砾砂岩不均匀钙质胶结更是典型的干旱环

境标志。砂砾岩结核的厚度大约６０ｃｍ，代表着雨
季与旱季水深的最小差异（水位下降后碳酸钙胶结

砂砾岩空隙），但若遇到干旱年份，湖面降低幅度可

能超过几米深（所以有的前积层结核向下延伸得更

远）。

根据顶积层与底积层之间的前积层的厚度，早

白垩世该套地层沉积时露头点向南湖泊水深至少超

过２０ｍ，而向北为辫状河沉积。
该三角洲砂体夹层向北（向上）连续出露湖相

页岩，说明该段三角洲砂体形成后，幕式沉降作用使

得该点以北的河流相沉积被湖水覆盖，沉积了一系

列湖相泥页岩，指示湖盆的北侧边缘继续向北扩大。

该剖面向西几十米即是拗陷西边缘，西部出露

的是片麻岩。因此，现在拗陷的西部边缘在早白垩

世盆地接受沉积时肯定远离西部边缘，野外观察中

发现该露头西部沉积岩与变质基底之间确实存在着

一条近南北向延伸的走滑断层，以红色断层泥为特

征。

鉴于该河流入湖（含砾）砂体本身含泥质偏少，

具有一定的渗透性，其上覆层和下伏层均为典型的

灰黑色湖相页岩，该砂体向其倾向方向（ＮＮＥ）延伸
而深入到地下水位之下就可成为承压含水层。

３　结论
测老庙拗陷西部边缘出露了一个典型的入湖三

角洲，其结构与沉积物特征显示为辫状河三角洲，前

积层上部较陡的休止角（２６°～２８°）同时排除了扇
三角洲的可能。

三角洲前积层产状指示：出露点向南为主要的

湖泊沉积区，而该河流入湖三角洲由北向南推进，物

源区在北方。

由顶积层和前积层构成的三角洲入湖砂体除了

局部钙质胶结外，大部分细砾岩胶结较弱，杂基中泥

质含量偏低，因而较为松散。入湖砂体上下均发育

典型的湖相页岩以及局部的泥灰岩夹层，因此该河

流入湖砂体向ＮＮＥ方向而深入地下，便可在地下水
位之下成为承压含水层。这一特征为某些地下水循

环相关的沉积矿产提供了有利的边界条件。

该三角洲露头清晰地展示出完整的顶积层、前

积层和底积层结构单元，加之处于荒漠区而缺少植

被覆盖，既可为河流入湖三角洲研究提供典型的范

例，也为地质学野外现场教学提供了最直观的观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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