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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干湖地区与柴北缘侏罗系原始沉积关系探讨
赵旭东１） ，赵俊峰１ ） ，郭泽清２ ） ，曾旭２ ） ，田继先２ ） ，王迪１ ） ，胡超１ ）
１） 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地质学系，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２）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河北廊坊，０６５００７

内容提要：苏干湖地区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端，二者之间以大、小赛什腾山相隔。 钻井及露头资料证实，苏干湖
地区和柴北缘新生界之下均有较大范围的侏罗系分布，但围绕两地侏罗系之间的沉积关系探讨较少。 本文通过地
层与沉积学对比、后期改造分析、物源分析等综合研究认为，苏干湖—柴北缘地区侏罗系经历了白垩纪晚期、新生代
末等多期改造作用，现今残留地层分布为后期改造的结果。 早侏罗世沉积较局限，柴北缘与苏干湖地区应为相互分
隔的沉积区，且以断陷沉积为主。 中侏罗世时期，苏干湖地区与柴北缘呈连通状态，赛什腾山地区主体接受沉积，研
究区为一个较现今侏罗系残留范围更为广阔的坳陷型沉积盆地。 研究结果对于加深理解青藏高原北缘中—新生代
构造演化和该地区油气资源评价、勘探部署具较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侏罗系；原型盆地；隆升；苏干湖地区；赛什腾山；柴北缘

苏干湖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其北为祁连
造山带，其南以大、小赛什腾山为界，与柴达木盆地

相邻，面积约 ７０００ ｋｍ （ 图 １） 。 苏干湖地区发育厚
２

达 ４５００ ｍ 的新生界断陷—坳陷沉积，现今呈两凹夹
一隆的构造格局（ 祁文珍等，２００７） 。 柴达木盆地北

本文按 照 改 造 盆 地 原 盆 恢 复 的 思 路 （ 刘 池 洋

等，２０００；赵俊峰等，２０１０） ，采用野外露头调查、地震
资料、钻井资料以及重矿物分析等相结合的方法，从
沉积建造、后期改造两方面资料和证据入手，今古对
比，相互约束，来探讨苏干湖地区与柴北缘侏罗系的

缘（ 简称柴北缘） 新生界之下广泛发育侏罗系，已被

原始沉积关系。

２０００；付锁堂等，２０１４） 。 勘探资料显示，苏干湖地区

１

分布范围、盆地性质及其与柴北缘的关系，观点不

层，自下而上可依次划分为：下侏罗统湖西山组、小

依据侏罗系横向厚度变化等，推测侏罗纪苏干湖地

段 ～ 七段，上侏罗统采石岭组和红水沟组。 作为柴

勘探证 实 为 重 要 的 油 气 源 岩 和 储 层 （ 杨 永 泰 等，
亦发育较厚的侏罗系，但关于苏干湖地区侏罗系的
一，认识模糊。 高瑞祺等（ ２００１） 、钟筱春等（ ２００３）

区已与柴达木盆地分隔，为独立的山间断陷或山前

断坳 型 盆 地； 肖 安 成 等 （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 、 韦 成 杰 等
（２０１７） 通过古构造恢复、地层对比等认为，侏罗纪
时期苏干湖地区为柴达木盆地的一部分。 不同的盆

现今侏罗系的分布与沉积特征
勘探表明，柴北缘发育有较大厚度的侏罗纪地

煤沟组、大煤沟组一段 ～ 三段，中侏罗统大煤沟组四
北缘的主力生烃层系，下、中侏罗统在苏干湖地区、
赛什腾山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发育，但各处保存的具
体层段和厚度有所差别（ 图 １、表 １） 。

１．１

苏干湖地区

地类型和沉积规模，具有不同的资源潜力，因此，深

下侏罗统仅残留于东部向阳煤矿一带，中侏罗

入剖析苏干湖地区侏罗系原型盆地特别是其与柴北

统在凹陷内部和东部露头均有分布。 在向阳煤矿，

缘侏罗系原始沉积关系，对于该地区油气资源评价

下侏罗统覆盖严重、出露局限。 下部发育灰色、灰白

和勘探部署具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有助于

色砂砾岩夹薄层炭质页岩，上部为大套紫灰色砾岩，

加深对青藏高原北缘沉积—构造演化的理解。

出露厚度 １０２ ｍ，具边缘相沉积特征。 向上连续沉

注：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编号：４１３３０３１５） 、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部专项经费项目（ 编号：２０１２１０１４０） 、中国石油
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委托项目（ 编号：ＲＩＰＥＤ⁃ＬＦＦＹ⁃２０１６⁃ＪＳ⁃１５３）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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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苏干湖—柴北缘地区地质简图

Ｆｉｇ． 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Ｓｕｇａｎｈｕ ａｒｅａ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Ｑ—第四系； Ｎ—新近系； Ｅ—古近系； Ｋ—白垩系；Ｊ—侏罗系； Ｐ—Ｔ—二叠系—三叠系；
Ｃ—石炭系； Ｄ—泥盆系； Ｓ—志留系； Ｏ—奥陶系； Ｐｔ—元古宇； δ—岩浆岩

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Ｎ—Ｎｅｏｇｅｎｅ； Ｅ—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Ｋ—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Ｊ—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Ｐ—Ｔ—Ｐｅｒｍｉａｎ—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Ｃ—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Ｄ—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Ｓ—Ｓｉｌｕｒｉａｎ； Ｏ—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 Ｐｔ—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δ—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ｒｏ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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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向阳煤矿中侏罗统扇三角洲平原沉积露头特征

Ｆｉｇ． ２ Ｏｕｔｃｒｏｐ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ａ ｆａｎ ｄｅｌｔａ ｐｌａｉ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 ａ） 灰白色粗砂岩；（ ｂ） 植物叶片化石；（ ｃ） 爬升沙纹层理；（ ｄ） 槽状交错层理；（ ｅ） 煤层

（ ａ） ｇｒａｙ ｗｈｉｔｅ ｃｏａｒｓ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 ｂ） ｐｌａｎｔ ｌｅａｆ ｆｏｓｓｉｌｓ； （ ｃ）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ｒｉｐｐｌｅ 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ｄ） ｔｒｏｕｇｈ ｃｒｏｓｓ⁃ｂｅｄｄｉｎｇ； （ ｅ）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部为灰色、灰白色砂泥岩的互层夹薄煤
层，表现为三角洲平原沉积，向上为厚层
深灰色泥岩夹薄层同色粉砂岩，具湖泊
相沉积特征（ 图 ３） 。 北侧相邻的 ＳＴ１ 井
亦钻遇侏罗系大煤沟组六段 ～ 七段，厚
度约 ２３０ ｍ。 底部发育碳质泥岩， 向上
为一套灰绿色、灰色砂砾岩、砂岩与同色
粉砂岩、泥质粉砂岩互层的岩性组合，发
育小型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推测为三
角洲前缘沉积。 顶部岩性整体变细，以
灰黄色泥岩、 灰色泥质粉砂岩为主 （ 图

３） 。
１．２

柴北缘地区
地震和钻井资料证实，下侏罗统主

要分布于冷湖—南八仙—马北凸起一线
以南、以西的伊北凹陷、昆特依凹陷以及
石泉滩等地区，发育多个堆积中心，面积
约 ２１１００ ｋｍ ２ ，厚度 ９５ ～ ２４１５ ｍ。 柴北缘
下侏罗统各组均有发育，含湖西山组、小

煤沟组和大煤沟组一段 ～ 三段 （ 表 １） 。
中侏罗统在赛什腾山前地区呈 ＮＷ 向展

布，总体西薄东厚，面积约为 １２００ ｋｍ ２ ，

积中侏罗统大煤沟组四段 ～ 七段，厚度约 ５５０ ｍ。 剖
面可见多个由粗变细的正旋回。 旋回下部以厚层灰

厚度 ７６ ～ １３９９ ｍ。 地震剖面显示，在平
台和马北地区，可见侏罗系向凸起部位减薄和超覆，

白色粗砂岩、砂砾岩为主，发育槽状交错层理、沙纹

指示存在同沉积古隆起（ 图 １） 。 大量煤田钻孔资料

交错层理，中部为灰色、灰黄色砂岩与碳质泥页岩的

全，表现为多个由粗变细的正旋回。 大煤沟组四段

互层，夹薄煤层，可见大量植物叶片化石，表现为扇
三角洲平原沉积特征。 顶部为厚层粉砂质粘土岩夹

薄层砂岩、粉砂岩，具湖泊相沉积特征（ 图 ２） 。 中侏

罗统含丰富的植物化石 Ｐｏｄｏｚａｍｉｔｅｓ ｓｐ．、Ｐｈｏｅｎｉｃｏｐｓｏｓ
ｓｐ．、

Ｃｏｎ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ｈｙｍ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ｏｉｄｅｓ、

Ｂｒｏｎｇｎｉａｒｔ、

Ｃａｒｐｏｌｉｔｔｈｕｓ ｓｐ．等（ 甘肃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８５） 。

在苏干湖地区新生界覆盖区，勘探证实侏罗系

主要分布在东、 西 两 个 凹 陷 内 （ 图 １） ， 面 积 约 ８１５

ｋｍ ２ ，目前仅两口井钻遇，均为中侏罗统。 ＳＣ１ 井揭

示的侏罗系发育大煤沟组六段 ～ 七段，厚度 ４８６ ｍ，
产孢 粉 Ｄｉｓａｃｃｉｔｅｓ—Ｌｅｉｏｔｒｉｌｅｔｅｓ—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 组 合， 具
较强中侏罗世色彩（ 付锁堂等，２０１４） 。 该套地层下

揭示，赛南、鱼卡地区大煤沟组四段 ～ 七段发育较
～ 六段岩性主体为灰白、 灰色砂岩、 含砾砂岩和煤

层，间夹深灰色粉砂岩、粉砂质泥岩，粗砂岩中普遍
发育槽状、板状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大煤沟组五段
发育多层厚煤层，含植物叶片和茎干化石丰富。 总
体来看，大煤沟组四段 ～ 六段为一套辫状河—辫状

河三角洲沉积。 大煤沟组七段发育大段暗色泥岩及
碳质泥岩，夹深灰色粉砂岩和细砂岩，常见水平层
理、沙纹层理和同生变形构造，显示为三角洲前缘—

湖泊相沉积特征（ 图 ３） 。
１．３ 赛什腾山

在赛什腾山地区的老高泉煤矿、高泉煤矿、结绿
素、云雾山、 路 乐 河 等 处 （ 位 置 见 图 １） ， 出 露 厚 度

１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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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５ ～ ３９０ ０ ｍ 的 侏 罗 系， 产 出 Ｐｏｄｏｚａｍｉｔｅｓ、

质泥岩、泥质粉砂岩为主（ 图 ４ｅ） ，偶夹粉砂岩，可见

Ｃｌａｄｏｐｌｌｅｂｉｓ ｓｐ． 等 植 物 化 石 （ 甘 肃 省 地 质 矿 产 局，

前缘—滨浅湖亚相沉积特征。

Ｃｏｎ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ｈｙｍ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ｏｉｄｅｓ （ Ｂｒｏｎｇｎｉａｒｔ ） Ｓｅｗａｒｄ、

１９８５） ，指示地层时代为中侏罗世。 侏罗系与下伏
奥陶系滩间山群或泥盆系、石炭系呈不整合接触，垂
向上以发育多个向上变细的正旋回为特点，旋回底

水平层理和同生变形构造（ 图 ４ｆ） ，具辫状河三角洲

２

侏罗系的后期改造
苏干湖地区与柴北缘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 新

部具有明显的河道冲刷构造（ 图 ４ａ） 。 下部以灰白

近纪以来，随着印度—欧亚板块的碰撞拼接，导致整

煤层（ 图 ４ｂ） ，砂岩中常见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 图

２００９；吕宝凤等，２０１１） ，对研究区侏罗系也产生了强

沉积特征。 向上岩性明显变细，以深灰色、灰色粉砂

存在明显的不整合界面，表明燕山期亦存在构造改

色、灰黄色砂岩、粉砂岩为主，夹厚层碳质泥页岩和

４ｃ、图 ４ｄ） ，总体显示为辫状河—辫状河三角洲平原

个青藏 高 原 的 剧 烈 隆 升 和 构 造 变 形 （ 刘 池 洋 等，
烈改造。 另外，地震资料揭示古近系与中生界之间

图 ４ 赛什腾山地区侏罗系露头沉积特征

Ｆｉｇ． ４ Ｏｕｔｃｒｏｐ⁃ｂａｓ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ｉｓｈｉｔｅｎｇ Ｍｔｓ． ａｒｅａ

（ ａ） 中侏罗统正粒序沉积，路乐河剖面；（ ｂ） 灰白色砂岩夹煤线，云雾山剖面；（ ｃ） 槽状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云雾山剖面；（ ｄ） 小型板状交
错层理，结绿素剖面；（ ｅ） 深灰色泥质粉砂岩含植物茎干化石，云雾山剖面；（ ｆ） 灰绿色细砂岩中的同生变形构造，路乐河剖面

（ ａ） Ｆｉｎｉｎｇ⁃ｕｐｗａｒ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ｕｌｅ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ｂ） Ｇｒａｙ ｗｈｉｔｅ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ａｌｓｅａｍ 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ｓ， Ｙｕｎｗｕｓｈ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ｃ） Ｔｒｏｕｇｈ ｃｒｏｓｓ⁃ｂｅｄ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ｂｅｄｄｉｎｇ，Ｙｕｎｗｕｓｈ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ｄ）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ｐｌａｎａｒ ｃｒｏｓｓ⁃ｂｅｄｄｉｎｇ ，Ｊｉｅｌｖｓｕ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ｅ） Ｄａｒｋ ｇｒａｙ ｍｕｄｄｙ
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ｓｔｅｍ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Ｙｕｎｗｕｓｈ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ｆ） ｓｙ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ｇｒａｙ ｇｒｅｅｎ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Ｌｕｌｅ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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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大、小赛什腾山前典型地震剖面（ 剖面位置见图 １）

Ｆｉｇ． ５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Ｓａｉｓｈｉｔ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ｓａｉｓｈｉｔ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ｅｅ Ｆｉｇ． １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造作用。 因此，探讨苏干湖地区与柴北缘侏罗系的

今苏干湖地区侏罗系的保存边界已不是原始边界，

原始沉积关系，不可忽视以上两期后期改造作用。

其原始沉积边界向南推测可至现今赛什腾山地区或

２．１

更远，与柴北缘可连为一体。

柴北缘地区
从地层接触关系来看，柴北缘中南部侏罗系与

苏干湖地区新生界发育古近纪—第四纪沉积。

上覆古近系以平行不整合接触为主，但在北部赛什

从地震剖面可看出，新生界由赛什腾山向盆内逐渐

生代末的抬升事件具北强南弱的特点。 山前钻井资

源。 同时，在赛什腾山北侧山前带，新生界内发育大

腾山前地区可见角度不整合（ 图 ５ａ） ，指示发生于中
料揭示，残留的侏罗—白垩纪地层时代自西向东逐
渐变新，指示侏罗系剥蚀时间可能具有“ 西早东晚”

加厚（ 图 ７ｃ） ，指示赛什腾山为其新生代沉积提供物
量的南倾逆断层和新生界削截现象（ 图 ７ａ、图 ７ｃ） ，
从错断层位判断，逆冲活动主要发生在第四纪以来，

的规律。 全区整体缺失上白垩统，说明燕山期的抬

这与赛什山南侧北倾为主的逆断层构成镜像关系，

升活动在晚白垩世最为强烈和普遍。 地震资料显

指示二者第四纪以来经历了共同的挤压作用。

示，柴北缘腹地巨厚新生界之下，侏罗系呈大范围连
续展布，但向北至赛什腾山前，侏罗系被山前断裂截

２．３

赛什腾山
大、小赛什腾山分隔了苏干湖与柴北缘地区，因

切中断（ 图 ５ｂ） ，表明其原始沉积未受到赛什腾山的

此，对其隆升时限的认识，直接决定了对苏干湖地区

中新世以来，伴随着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柴达

为，柴北缘构造带（ 赛什腾山—鱼卡—沙柳河构造

限制。

木盆地内发育一系列 ＮＷ 或 ＮＷＷ 向的大型褶皱构

造带，引起侏罗系的深埋或抬升（ 耿庆明等，２０１５） 。
地质资料显示，被卷入构造带的最新地层为新近系
狮子沟组（ 图 ６） ，说明新生代以来对柴北缘侏罗系

改造最为强烈的构造事件发生于新近纪末—第四
纪。 由上述分析可知，现今柴北缘侏罗系分布为后
期改造的结果，赛什腾山为其改造边界，并非原始边
界。
２．２

苏干湖地区
现今苏干湖地区，残留侏罗系呈两凹夹一隆的

构造格局，自西向东依次为西部凹陷、中部凸起、东
部凹陷（ 图 ７ａ） 。 地震剖面显示，凹陷内残存的侏罗
系与上覆新生界普遍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削截现象
十分明显（ 图 ７） ，说明侏罗系在白垩纪发生过一次

抬升掀斜作用，使原始地层遭受大量剥蚀。 因此，现

与柴北缘侏罗系原始沉积关系的判断。 前人研究认
带） 是一条早古生代洋盆闭合而形成的缝合带（ 杨
经绥等，１９９８；朱小辉等，２０１５；孙娇鹏等，２０１６） 。 早
二叠世，随着古特提斯洋的关闭，该地区发生陆内俯
冲，柴北缘因而隆升为古陆，且这种隆升状态一直持
续到三叠纪末（ 朱迎堂等，２００９） ；至侏罗纪，柴达木

盆地及周邻地区又进入了伸展环境，接受陆相沉积。
赛什腾山地区出露的地层有下元古界、古生界、

侏罗系以及少量白垩系和新生界（ 图 １、图 ６ｃ） 。 与
柴北缘和苏干湖地区相似，赛什腾地区侏罗纪以来
亦经 历 了 多 期 构 造 改 造 （ 杨 明 慧， １９９８； Ｒｉｔｔｓ ａｎｄ

Ｂｉｆｆｉ，２００１；Ｌｅｉ 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 区内可识别出上侏
罗统与下白垩统之间、中生界与新生界之间、新近系
与第四系之间 ３ 个不整合界面，指示发生在晚侏罗
世末、晚白垩世、上新世末三期挤压构造活动。 其中
晚侏罗世末构造活动以区域抬升为主，改造强度较

第５期

赵旭东等： 苏干湖地区与柴北缘侏罗系原始沉积关系探讨

１１１１

弱；晚白垩世逆冲改造可能造成赛什腾山的初步隆
升；喜山晚期构造运动最为强烈且最具有广泛的区
域性，造成新近系与第四系之间的角度不整合（ 图

６ｃ） 。

低温热年代学是反映中—新生代以来地壳抬升

活动过程的有效手段 （ Ｐｅｔｅｒ， ２００５） 。 对前人已发
表的赛什腾山地区 ４７ 个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数据

（ Ｊｏｌｉｖｅ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彭 杨 宏 等， ２００８； 曾 春 林 等，

２００９；万景林等，２０１１；Ｃ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统计表明，样品寄主岩石时代主要为元古宙和早古
生代，少数为中、新生代。 裂变径迹年龄存在 ４ 个峰
值（ 图 ８） ，指示主要发生于晚白垩世、始新世末—渐
新世的隆升时间，少量样品也记录了新近纪末—第
四纪的区域性抬升事件。 低温热年代学分析结果显
示，赛什腾山地区在侏罗纪尚未发生明显的隆升作
用（ 图 ９） 。

３

３．１

侏罗系物源与原始沉积关系
重矿物物源分析

苏干湖地区 ＳＴ１ 井中侏罗统主要重矿物组合为
磁铁矿 ＋锆石 ＋ 白钛石 ＋ 石榴子石 ＋ 绿帘石（ 图 １０） ，
指示源区母岩以中基性岩浆岩和中高级变质岩为
主。 ＺＴＲ 指数介于 ３ ８％ ～ ３８ ３％，反映其物源体系

的多变性和复杂性。 东部向阳煤矿主要重矿物为锆
石 ＋ 金红石 ＋ 白钛矿 ＋ 赤褐铁矿 ＋ 电气石的组合（ 图

１０） ，指示母岩区以中高级变质岩和沉积岩为主，这
与 ＳＴ１ 井矿物组合有所区别，表明两者可能具有不
同的物源区，但与鱼卡煤矿相近，说明物源应当来自
南祁连山。

赛什腾山一带的云雾山与结绿素剖面主要重矿
物组合分别为锆石 ＋ 石榴子石 ＋ 电气石 ＋ 白钛矿 ＋ 金

红石、锆石 ＋ 白钛石 ＋ 赤（ 褐） 铁矿 ＋ 蓝晶石（ 图 １０） ，
反映源区母岩均以中高级变质岩为主，但距云雾山

不远处的路乐河剖面重矿物组合与前者差别较大，
指示两者具不同的物源体系。 从 ＺＴＲ 指数来看，云
雾 山 和 结 绿 素 地 区 ＺＴＲ 指 数 高 达 ５６ ９４％ 和

７３ ５９％，显示远源沉积的特点，表明赛什腾山非物
源剥蚀区，而是稳定的沉积区，这与前文分析结果一
致。

３．２

原始沉积关系分析
同一盆地的同一套地层是在相似构造、气候背

景下沉积充填的，因此其各类沉积体系的演化特征
在空间和时间上均会存在比较强的规律性和对比
性。 从沉积体系配置和演化来看，苏干湖地区下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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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苏干湖地区侏罗系削截现象（ 剖面位置见图 １）

Ｆｉｇ． ７ Ｔｒｕｎｃ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ｇａｎｈｕ ａｒｅａ（ Ｓｅｅ Ｆｉｇ． １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罗统仅向阳煤矿可见。 柴北缘下侏罗统分布主要限

柴北缘、赛什腾山地区中侏罗世早期以辫状河、

于冷湖—南八仙构造带以南地区，赛什腾山、苏干湖

辫状河三角洲平原沉积占主体，晚期演变为以湖泊

地区覆盖区并未见下侏罗统。 故推测早侏罗世柴北
缘与苏干湖地区应为相互分隔的沉积区。

相为主的远源细粒沉积（ 图 ３） ，这与苏干湖地区中

西部中侏罗统的沉积体系配置和演化规律具明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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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布来看，中侏罗统自柴北缘腹地向赛什腾山前没
有明显的相带变化，指示原始湖盆范围较广。 另外，
赛南地区大煤沟组七段发育有代表较深水还原环境
暗色泥页岩发育（ Ｌｉ Ｍ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且整个中侏
罗世缺乏边缘相沉积，说明该地区距原始沉积边界
尚远，即赛什腾山对两侧覆盖区中侏罗统无明显分
隔作用。 在盆地内部，侏罗系向平台凸起方向地层
厚度减薄，岩性变粗，与平台凸起呈上超接触，表明
盆内古隆起对其沉积具一定控制作用。 此外，地震
剖面显示，中侏罗统向南侧冷湖—南八仙构造带减
薄尖灭，下伏地层由基岩过渡为下侏罗统，呈上超接
触。 地震相主要表现为中强振幅、中低频、较连续的
图 ８ 赛什腾山地区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统计柱状图
（ 汇总前人发表数据）

Ｆｉｇ． 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ｐａｔｉｔｅ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 ａｇ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Ｓａｉｓｈｉｔｅｎｇ ａｒｅａ（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ｄａｔａ）

致性，表明赛什腾山及两侧盆地中侏罗统沉积相带
可有机相连，构成统一的沉积实体。 从沉积相平面

特点，推测为河流—沼泽相沉积，进而指示冷湖—南
八仙构造带已靠近中侏罗世盆地南部边缘（ 图 １１） 。

４

早—中侏罗世盆地性质探讨
关于柴北缘早—中侏罗世盆地性质一直存在争

议，主要有断陷型盆地（ 段宏亮等，２００７） 、先断后拗
型盆地（ 李军亮等，２０１６） 、 走滑拉分盆地 （ 赵 文 智

图 ９ 苏干湖—柴北缘地区侏罗纪以来构造演化模式图

Ｆｉｇ． ９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ｏｍ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ｕｇａｎｈｕ ａｒｅａ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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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柴北缘西段中侏罗统重矿物组合分布图

Ｆｉｇ． １０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等，２０００） 和前陆盆地（ 和钟铧等，２００２） 等观点。 地

缘地区在中侏罗世为一个较广阔的坳陷型盆地。

震资料显示，柴北缘昆特依—石泉滩地区下侏罗统

５

厚度横向变化大，沉积体呈不对称的楔形，盆地边界
受正断层控制，显示出明显的断陷结构，加之垂向和

结论
（１） 苏干湖地区与柴北缘现今侏罗系的赋存分

横向上相变剧烈，故认为该区在早侏罗世以断陷沉

布状态为多期后期改造的结果。 赛什腾山初始隆升

积为主。 而盆地内伊北、一里坪等凹陷发育的同时

于晚白垩世，之后主要经历了始新世末—渐新世、新

代地层展布较以上地区更为平缓稳定，且无明显断

近纪末—第四纪两期隆升过程。 赛什腾山为柴北缘

陷结构，初步推断为坳陷沉积性质。 从区域构造背

和苏干湖地区侏罗系的改造边界，非原始沉积边界。

景看，早侏罗世柴达木地块与相邻地块之间的差异
运动，造成柴达木地块整体处于伸展构造环境（ 赵

文智等，２０００；杨永泰等，２０００） 。 盆地内部则由于伸

（２） 沉积学、物源分析及后期改造等综合研究

表明，早侏罗世苏干湖地区沉积局限，柴北缘与向阳
煤矿应为相互分隔的沉积区，并以断陷沉积为主，可

展应力场相对较弱且更均衡，沉积形式可能以坳陷

能在盆地内部转换为坳陷沉积。 中侏罗世时期苏干

为主；但受限于现有勘探资料，尚需进一步论证。

湖地区与柴北缘呈主体连通状态，赛什腾山一带主

柴北缘和苏干湖地区中侏罗统呈较稳定层状展
布，未表现出明显的断陷结构样式，具坳陷沉积的特

体接受沉积，苏干湖—柴北缘地区为一个较现今侏
罗系残留范围更为广阔的坳陷型沉积盆地。

点。 前文分析表明，中侏罗统在不同地区具有沉积

致谢：感谢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闫占冬、薛锐、

同步性和统一性，沉积源区相对较远，中侏罗世赛什

杨瑶，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孔骅工程

腾山地区主体尚在接受沉积。 故认为苏干湖—柴北

师在野外工作和资料收集整理等方面给予的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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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苏干湖—柴北缘地区中侏罗世原型盆地沉积面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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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ｕ Ｃｈｉｙａｎｇ． ２０００＆．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 ｏｒｅ）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１（１） ： １１ ～ １４．

论

评

２０１８ 年

Ｌü Ｂａｏｆ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ａｎｑ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Ｓｈｕｙｉ． ２０１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７（２） ： １６７ ～ １７４．
Ｊｏｌｉｖｅｔ Ｍ， Ｂｒｕｎｅｌ Ｍ， Ｓｅｗａｒｄ Ｄ，Ｘｕ Ｚ， Ｙａｎｇ Ｊ， Ｒｏｇｅｒ Ｆ， 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 Ｐ，
Ｍａｌａｖｉｅｉｌｌｅ Ｊ， Ａｒｎａｕｄ Ｎ， Ｗｕ Ｃ ． ２００１．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ａｎｄ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３４３： １１１ ～ １３４．
Ｐｅｎｇ Ｙａｎｇｈｏｎｇ． ２００９＆． Ａｐａｔｉｔｅ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 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Ｇａｏ Ｊｕｎｐｉｎｇ． Ｍａｓｔｅｒ ＇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ｈｅｓｉｓ．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ｅｔｅｒ Ｗ Ｒ． ２００５． Ｐａ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Ｇｅｏｃｈｅｍ， ５８： １ ～ １８．
Ｑｉ Ｗｅｎｚｈｅｎ， Ｌｉｕ Ｊｉａｎ， Ｇａｏ Ｘｕｅｆｅｎｇ， Ｊｉｎ Ｃｈｕｎｈｕａ． ２００７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ｕｇａｎｈｕ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Ｑｉｎｈａｉ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２５（３） ： ７ ～ １１．
Ｒｉｔｔｓ Ｂ Ｄ， Ｂｉｆｆｉ Ｕ． ２００１．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ｌｉａｎ 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Ｉｎ：
Ｈｅｎｄｒｉｘ Ｍ Ｓ， Ｄａｖｉｓ Ｇ Ａ （ Ｅｄｓ．） ，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ａｎｄ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ｔｏ
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９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ｅｍｏｉｒ，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２９３ ～ ３１６．
Ｓｕｎ Ｊｉａｏｐ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Ｓｈｉｙｕｅ， Ｍａ Ｙｉｎｓｈｅｎｇ， Ｐｅｎｇ Ｙｕａｎ， Ｓｈａｏ
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 Ｍａ Ｓｈｕａｉ， Ｄａｉ Ｋｕｎ， Ｚｈｅｎｇ Ｃｅ． ２０１６＆． Ｅａｒｌｙ
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ｒｃ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ｏａｒｃ ｆｏｒｅｌ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９０（１） ： ８０ ～ ９２．
Ｗａｎ Ｊｉｎｇｌｉｎ， Ｚｈｅｎｇ Ｄｅｗｅｎ， Ｚｅｎｇ Ｗｅｎｊｕｎ，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ｔａｏ． ２０１１＆．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ｙ Ｋ⁃ｆｅｌｄｓｐａｒ ＭＤＤ
ａｎｄ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Ｍｅｓｏ—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ｉｓｈｉｔｅｎｇｓ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３（２） ： ３６９ ～ ３８２．
Ｗｅｉ Ｃｈｅｎｇｊｉｅ， Ｚｈｕ Ｓｈｉｆａ， Ｄｕ Ｊｉａｎｊｕｎ， Ｙｕｅ Ｈｕｉ， Ｌｉ Ｚｏｎｇｘｉｎｇ．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ｓｔｒａｔｕｍ ｉｎ
Ｓｕｇａｎ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３（０３） ： ４３６ ～ ４５０．
Ｗｕ Ｌｅｉ， Ｘｉａｏ Ａｎｃｈ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Ｌｉｑｕｎ， Ｓ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ｙａｎ， Ｚｈｏｕ Ｓｕｐ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Ｙ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 Ｌｉｕ Ｄｏｎｇ， Ｇｕａｎ Ｊｕｎｙａ． ２０１１． Ｌａｔ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Ｅａｒｌｙ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ＮＷ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ｔｏｎｉｓｍ．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５５２ ～ ５６４．
Ｘｉａｏ Ａｎｃｈ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ｙｏｎｇ， Ｙａｎｇ Ｓｈｕｆｅｎｇ， Ｍａ Ｌｉｘｉｅ， Ｇｏｎｇ Ｑｉｎｇｌｉｎ，
Ｃｈｅｎ Ｙｕａｚｈｏｎｇ．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ｔｅ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ｐａｌｅ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１２（０４） ： ４５１ ～ ４５７．
Ｘｉａｏ Ａｎｃｈ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Ｌｉｑｕｎ， Ｙａｎｇ Ｓｈｕｆｅｎｇ， Ｍａ Ｌｉｘｉ， Ｓ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ｙａｎ，
Ｗ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 Ｗｕ Ｌｅ， Ｃｈｅｎ Ｙ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２０１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ｔｅｓｔ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ｐａｌｅ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Ｑｉｌ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４５（１） ： １４６ ～
１５６．
Ｙａｎｇ Ｊｉｎｇｓｕｉ， Ｘｕ Ｚｈｉｑｉｎ， Ｌｉ Ｈａｉｂｉｎｇ， Ｗｕ Ｃａｉｌａｉ，Ｃｕｉ， Ｊｕｎｗ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ｘｉｎ， Ｃｈｅｎ Ｗｅｎ． １９９８＃． Ｅｃｌｏｇｉｔ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ａｒｅ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４３
（１４） ： １５４４ ～ １５４９．
Ｙａｎｇ Ｍｉｎｇｈｕｉ． １９９８＆． Ａｒｃｕａｔｅ ｔｈｒｕｓｔ ｎａｐｐ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ｌ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７（２） ： １０２ ～ １０６．
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ｔａｉ， Ｚｈａｎｇ Ｂａｏｍｉｎ， Ｌｉ 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ｈｏｎｇ， Ｚｈａｏ Ｃｈａｎｇｙｉ，
Ｙａｎｇ 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ｕｍ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ｏｆ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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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
５（３） ： １２ ～ １６＋５．
Ｚｅｎｇ Ｃｈｕｎｌｉｎ， Ｊｉａｎｇ Ｂｏ，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 Ｙ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ｍ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ｏｙｏｎｇ． ２００９＆．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ａｔｉｔｅ 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１（０２） ： ２０ ～ ２４＋１２．
Ｚｈａｏ Ｊｕｎｆｅｎｇ， Ｌｉｕ Ｃｈｉｙ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 Ｊｉｗｅｉ，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ｍｅｉ， Ｙｕ Ｌｉｎ Ｈｕａｎｇ
Ｌｅｉ， Ｌｉｕ Ｙｏｎｇｔａｏ． ２０１０＆．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Ｚｈｉｌｕ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８４（４） ： ５５３ ～
５６９．
Ｚｈａｏ Ｗｅｎｚｈｉ， Ｑｉｎ Ｊｉｕｑｉａｎｇ， Ｘｕｅ Ｌｉａｎｇｑｉｎｇ， Ｍｅｎｇ Ｑｉｎｇｒｅｎ， Ｚｈａｏ
Ｃｈａｎｇｙｉ． ２０００ ＃．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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