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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燕山运动是中国东部晚中生代重要的陆内造山运动，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地质影响。虽然前人对燕山运动的研究已近百
年，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对于燕山造山带的陆内造山过程仍存在很大争议。针对这一科学问题，选取燕山西部尚义
盆地开展了 1∶5 万专题地质填图。在此基础上，通过盆地充填序列、岩相、沉积环境、物源的综合分析，恢复了盆地岩相古地
理，建立了盆地演化模型，并探讨了燕山造山带陆内造山过程的沉积响应。根据沉积岩区岩相组合填图方法，绘制了 1∶5 万
组-相级岩相分布图。燕山西部尚义盆地侏罗纪—早白垩世早期沉积演化记录了燕山造山带造山前伸展、同造山挤压和造山
后伸展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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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anshan movement was an important intra-continental orogenic movement in East China during the Late Mesozoic,
causing extensive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Although researchers have studied the Yanshan movement for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and achieved lots of results, the intra-continental orogeny of the Yanshan orogenic belt remains a problem of much controversy. To
tackle this problem, the authors chose the Shangyi Basin in western Yanshan Mountain to carry out 1∶50000 special geological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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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On the basis of the geological mapping, a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basin filling sequences, lithofacies,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and provenance was conducted to reconstruct lithofacies paleogeography, construct basin evolutionary model and discuss sedimentary
response to the intra-continental orogeny of the Yanshan orogenic belt. A 1∶50000 formation-facies lithofacies geological map was
completed by the method of sedimentary lithofacies association mapping. The sedimentary evolution of the Shangyi Basin in the west⁃
ern Yanshan Mountain recorded the whole process of pre-orogenic extension, syn-orogenic compression and post-orogenic exten⁃
sion of the Yanshan orogenic belt.
Key words: Yanshan movement; Shangyi Basin; special geological mapping; lithofacies; provenance; intra-continental orogeny

华北是中国地学研究的摇篮，一系列重要的区

再结合关键地区实测地层剖面的综合研究，能够

域构造运动命名于此，如阜平运动、吕梁运动、燕山

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单一剖面盆地整体信息把握上

运动等。近些年来，华北克拉通破坏的研究已成为

的不足。中国地质调查局专题地质填图项目实施

中国地学研究新的热点，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关

的初衷就是根据填图促科研，科研带填图的思路

注。目前，大量研究表明，华北克拉通破坏的显著

而提出的。

特点是其在中生代发生了巨量岩石圈的丢失和岩
石圈地幔物理化学性质的根本性变化

[1-5]

本次选取燕山西部尚义盆地作为陆相填图试

。克拉通

点与示范地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①尚义盆

破坏的峰期时间在 130Ma 左右，并伴随有区域性分

地规模不大，面积约 800km2，有利于开展大比例尺

布的裂谷盆地、变质核杂岩、双峰式火山岩、A 型花

地质填图。②前人在尚义地区开展过 1∶20 万和 1∶5

岗岩、辉绿岩脉等

[6-15]

。然而，对于华北克拉通侏罗

万填图工作，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③研

纪—早白垩世早期的构造演化及动力学机制还存

究区人口密度较低、植被覆盖程度不高、露头情况

在很大争议。

较好，有利于填图工作的开展。④尚义盆地主要发

燕山造山带位于华北克拉通北部，是一条典型

育早—中侏罗世和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地层，与燕

的陆内造山带，在晚中生代发生了强烈的构造变

山其他地区能够进行对比。目前，大量高精度年龄

形、地壳缩短增厚及火山活动

[16-25]

。燕山造山带的

对燕山地区年代地层格架的建立起到很好的约束

形成、演化与燕山运动存在密切联系。自 1927 年翁

作用，可进一步为造山带的演化阶段划分提供有效

[26]

文灏提出燕山运动以来 ，燕山运动的含义和影响

限定。此外，研究区中—上侏罗统的缺失在燕山造

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仅是一次地区性的构造运

山带造山过程研究中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⑤盆

[27]

动，更代表了区域性的构造变革 。燕山运动产生

地内部构造活动较弱，对地层的改造作用较小，边

的中侏罗统—上侏罗统角度不整合在西北、华南、

界断层仅出现在盆地北部和南部。⑥前人在尚义

。虽然许多学者从

盆地开展的研究较少，研究程度较低。白志达等 [35]

不同角度对燕山运动开展了大量研究，同时也积累

报道了尚义盆地熔积岩；和政军等 [36] 在尚义盆地开

了丰富的成果，但由于地质条件的限制及后期构造

展了晚侏罗世沉积-构造响应研究；章朋等 [37] 对本

作用叠加改造、破坏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对于燕山

项目组从 2010 年开始在尚义盆地开展的沉积、物

运动的活动时间、期次、构造界面、造山过程、动力

源等方面的工作做了先期报道。因此，在尚义盆

学机制等仍存在巨大争议。

地开展陆相填图试点与示范的研究有利于获得新

朝鲜半岛及日本均广泛存在

[28-32]

盆地的充填序列记录了盆地周边造山带演化

发现，并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本次通过在尚义

的大量信息，盆山耦合的研究现已成为造山带研

盆地开展 1∶5 万地质填图，并结合盆地充填序列、沉

究的重要手段

[25,33-34]

。传统的盆地充填序列研究主

积岩相、物源与古水流的综合研究，恢复盆地岩相

要根据实测地层剖面的岩石组合、垂向序列、物质

古地理，建立盆地演化模型，探讨燕山造山带侏罗

组分等开展。由于剖面数量、基础地质调查程度

纪的形成、演化过程及区域构造背景。

等的限制，盆地的整体充填特征无法得到有效控

1

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充填记录所能反映的盆
地周边造山带的演化信息，容易出现以点盖面的
情况。相比而言，对研究区开展详细的地质填图，

1.1

地质背景
区域构造
燕山造山带位于华北克拉通北部，北邻兴蒙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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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带（图 1-a）。尚义盆地地处燕山造山带西部，古

子群以南的尚义-赤城断裂带中，为一套变质表壳

内蒙古高原南缘，同时横跨华北克拉通前寒武纪中

岩和变质沉积岩组合，主要包括堆晶辉长岩、辉石

部造山带与西部陆块的衔接部位，并与 NNE 向大

岩、斜长角闪岩、英云闪长岩、TTG 片麻岩、硅质岩、

兴安岭-太行山重力梯度带重叠（图 1-a）。盆地南

大理岩等，其中英云闪长岩和变质玄武安山岩岩浆

北以断裂为界，北部为尚义-赤城断裂，南部为小蒜

锆石年龄分别为 2.51Ga[45]和 2.53Ga[46]。目前对于尚

沟-韭菜沟断裂（图 1-b）。尚义-赤城断裂属于华

义杂岩的划分和构造属性还存在很大的分歧。王

北北缘边界大断裂体系的中段，是一条古老的、具

仁民等[45,54-56]认为，尚义杂岩代表了新太古代晚期洋

有多期次活动历史的深大断裂，在晚中生代发生过

壳组合。彭澎等 [46] 将尚义杂岩进行了分解，把呈残

强烈的右行走滑与逆冲 [40-42]。小蒜沟-韭菜沟断裂

片状分布的变质表壳岩归为红旗营子群，而英云闪

是燕山西段三大 NE 向逆冲断裂带之一，其上盘具

长岩等则归为灰色片麻岩、麻粒岩。最近，白文倩

[43]

有基底卷入特征，晚中生代逆冲活动强烈 。

等 [53] 对尚义杂岩中的石英闪长岩和辉长岩进行了

1.2

盆地基底

SHRIMP 锆石 U-Pb 定年，分别获得了 278±4Ma 和

尚义盆地变质基底主要分布在盆地北部、西部

279±3Ma 的岩浆锆石年龄，提出尚义杂岩和红旗营

和南部（图 1-b）。盆地北部基底由新太古代—古元

子群中的变质表壳岩形成时代并非新太古代，而是

[44]

古代红旗营子群变质沉积-火山岩 、新太古代尚
义杂岩

[45-46]

组成。红旗营子群分布在尚义-赤城断

晚古生代，其成因并非太古宙蛇绿岩残片，而受中
亚造山带影响。盆地西部基底为古元古代下白窑

裂以北地区，主要岩石组合包括黑云斜长片麻岩、

组变质表壳岩，属华北克拉通西部孔兹岩系的东

角闪黑云斜长片麻岩、石榴黑云母片岩、矽线黑云

缘，岩石组合包括黑云矽线石榴钾长片麻岩、黑云

母变粒岩、石英岩和大理岩等，并被中元古代—中

石榴斜长片麻岩、矽线石榴斜长片麻岩、矽线钾长

生代花岗岩所侵入

[47-48]

，在晚古生代—早中生代发

浅粒岩、石榴斜长浅粒岩、长石石英岩及少量斜长

生多阶段变质作用 [44,49-53]。尚义杂岩分布在红旗营

角闪岩。大量测年数据表明，孔兹岩系原岩形成时

图 1 燕山西部尚义盆地地质及构造地质简图
Fig. 1 Simplified geological and tectonic setting map of the
Shangyi Basin in western Yanshan Mountain
a—华北克拉通及邻区大地构造简图（据参考文献[38-39]修改）；
b—尚义盆地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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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为 2.1~1.95Ga[57- 60]，变质时代为 1.95~1.85Ga[61- 64]，

土木路组和阎家窑组。和政军等[36]依据原九龙山组

后者代表了阴山陆块和鄂尔多斯陆块碰撞拼合[65-66]

紫红色粉砂岩、泥岩夹火山岩向南广泛超覆在下白

[67]

和碰撞后折返的时代 。盆地南部基底由马市口组

窑组变质表壳岩之上，在北部与下花园组平行不整

角闪岩相-麻粒岩相高级变质岩组成，处于以灰色

合接触，且与后城组连续过渡，将原九龙山组划入

片麻岩（TTG 片麻岩）为代表的怀安杂岩的北缘[68]，

后城组下部。同时，还将与后城组连续过渡，且与

主要岩石组合包括二辉斜长麻粒岩、紫苏斜长麻粒

辽西地区土城子组同样发育风成沙岩的阎家窑组

岩、角闪斜长二辉麻粒岩等，其原岩年龄集中在

归入后城组上部。根据野外调查情况，笔者认为和

2520~2430Ma，并在 1900~1800Ma 发生变质

政军等[36]的划分方案更恰当。

[69-71]

。此

外，盆地北部和南部还分布有少量中元古代长城系

下花园组主要分布在盆地北部，呈近东西向展

常州沟组石英砂岩和团山子组燧石条带白云岩、砂

布，与孔兹岩系（下白窑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图

质白云岩，且呈构造飞来峰形式分布在尚义杂岩之

1-b）。其底部为深灰色中厚层砂质细-中砾岩，分

中或逆冲到盆地侏罗系之上，在盆地南部被后城组

布范围局限。向上为灰黄色、棕色厚层粗-中砂岩，

上部角度不整合覆盖（图 1-b）。

夹黑色薄层炭质粉砂岩与煤层，植物化石丰富，含

1.3

地层系统及区域对比

可采煤层 3~5 层，多表现为透镜状，以下井一带厚度

尚义盆地主要发育早—中侏罗世下花园组、龙

最大，向南煤层逐渐消失，粒度变细。上部以黄绿

门组和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后城组，缺失冀北—辽

色厚层粗-细砂岩为主，夹炭质粉砂岩、泥岩透镜

西地区所发育的中—晚侏罗世九龙山组和髫髻山

体，砂岩中交错层理发育。顶部为透镜状砂岩与砾

组火山-沉积岩或与阴山—大青山地区同时代的召

岩互层。下花园组中植物化石发育，包括真蕨类、

沟组上部和长汉沟组沉积岩（图 2）。原 1∶20 万张家

松柏类、银杏类及苏铁类，这与冀北—辽西地区的

口幅 和 1∶5 万乌梁台幅、土木路幅 将尚义盆地侏

下花园组/北票组、阴山—大青山地区的召沟组中

罗系划分为下花园组、九龙山组/哈拉沟组、后城组/

的植物化石组合一致[72]。此外，真蕨类中的 Coniop⁃

①

②

图 2 华北北部侏罗纪—早白垩世地层序列、岩石组合和区域对比
Fig. 2 Jurassic—Early Cretaceous stratigraphy, lithology and
regional correlations in northern Nor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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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is 的出现指示下花园组时代为早—中侏罗世 [73]。

灰绿色中厚层粗-细砂岩与红色厚层粉砂岩、泥岩

虽然目前无法测定下花园组的准确年龄，但在北

互层，灰绿色砂岩中产恐龙足迹化石 [78-79]。上部为

京西山下花园组之下整合覆盖的南大岭组玄武安

紫红色厚层交错层理砂岩、泥质粉砂岩。尚义盆地

山岩所测得的锆石年龄为 195~180Ma ，表明下花

后城组与辽西地区的土城子组、冀北的后城组及阴

园组形成时代晚于 180Ma，与植物化石指示的时

山—大青山地区的大青山组能够进行对比。目前，

代一致。

大量高精度测年结果表明，冀北—辽西地区的土城

[74]

龙门组，实际为原 1∶20 万张家口幅 和 1∶5 万
①

乌梁台幅、土木路幅②划分的下花园组三段，主要分
布在京西一带，与辽西地区的原海房沟组、冀北宣
化—下花园地区的九龙山组一段相当，被认为是燕
[16]

子组/后城组年龄为 154~137Ma[80]。

2
2.1

研究方法
沉积岩区地质填图方法

山造山带同造山磨拉石 。鉴于龙门组所具有的重

根据国际分幅综合区域地质填图特点，中国相

要地质意义，本研究将尚义地区原下花园组三段粗

继开展了 1∶100 万、1∶20 万、1∶25 万和 1∶5 万地质填

碎屑沉积分解出来，划入与京西地区可对比的龙门

图。这类填图以扫面为主，强调综合地质调查，旨

组。尚义盆地龙门组主要分布在盆地北部，其分布

在提高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程度，对中国的地质调查

范围较下花园组小。其下部岩性为黄绿色粗砂岩

与研究、国民经济建设等发挥了巨大作用 [81]。与此

夹透镜状砾岩，砂岩中植物茎杆印痕化石发育，上

同时，这类填图工作的性质也反映了一个重要问

部为黄绿色巨厚层中-粗砾岩夹砂岩。本组在砾石

题，即区调填图与科研的分离。在中国，区调填图

成分及结构上特征典型，砾石分选一般，粒径一般

人员只负责填图，而科研人员则根据已完成的地质

在 5~20cm 之 间 ，最 大 可 达 30cm，磨 圆 很 好 ，呈 次

图件来开展科研工作。这样的分工不仅阻碍了新

圆-圆状，砾间以砂质充填，这与京西及邻区的龙门

的理论和方法及时地进入到填图队伍并提高填图

组特征完全一致 [75]。龙门组砾岩具有北厚南薄、北

质量，同时科研人员仅凭一纸图件所开展的散点式

粗南细的特点，北部大王茂沟地区最厚可达 400m，

区域地质调查也容易形成以点盖面的认识。相比

而南部银洞沟一带厚度则仅有几米甚至尖灭。根

之下，欧美一些国家的地质填图与科研工作及国

据冀北—辽西地区龙门组之上九龙山组和髫髻山

家、社会需求的联系就紧密得多 [82-83]。鉴于中国传

组最大年龄为 166Ma[76- 77]，认为龙门组时代应老于

统国际分幅地质填图中存在的问题，加之国家科技

166Ma。

体制改革对区调工作的新要求，中国地质调查局推

后城组是尚义盆地分布范围最广的一套地层，
超覆在不同地层之上（图 1-b），与龙门组呈平行不

出了专题地质填图，即以问题和需求为驱动，将填
图与科研融为一体的地质填图[81]。

整合接触（图版Ⅰ-a），与西部的孔兹岩系（下白窑

尚义盆地以其特殊的构造位置和地层发育特

组）以及南部的怀安杂岩（马市口组）呈角度不整合

点，在燕山运动、古亚洲洋演化、华北克拉通破坏等

接触（图版Ⅰ-b），在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分别与长城

重 大 科 学 问 题 的 研 究 中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前 文 已

系团山子组白云岩、尚义杂岩（黄土窑组）及怀安杂

述）。前人在尚义地区已开展过 1∶20 万和 1∶5 万地

岩（马市口组）呈断层接触关系（图版Ⅰ-c~e）。尚

质填图，并发表了部分研究成果[41,84-86]。随着华北地

义盆地后城组最大厚度超过 3000m，总体可分为两

区地质研究程度的不断提高，新的问题不断出现。

部分。下部存在明显相变，北部以紫红色厚层巨-

因此，在尚义盆地开展专题地质填图来探讨和解决

粗砾岩、粗砂岩为主，砾石分选性、磨圆度均较差。

这些重大科学问题已成为必然。

向南逐渐过渡为紫红色河道状砂岩、粉砂岩和紫红

尚义盆地图区由盆内沉积岩区和盆缘变质岩

色中-厚层泥岩，在盆地北部、西部及南部砂岩、粉

区组成。本次研究将传统纸质填图与数字填图相

砂岩中普遍发育一层中-酸性火山岩。后城组上部

结合，通过图幅修测形式开展 1∶5 万地质填图。尚

主要集中在盆地中东部地区，其下部以灰绿色、黄

义盆地侏罗系在图区中分布范围最广，是图区中

绿色中厚层含砾粗砂岩、粗-细砂岩为主，夹红色粉

最重要的填图单元。中国自 1991 年推出《沉积岩

砂岩、泥岩，砂岩中交错层理发育。中部为紫红色、

区 1∶5 万区域地质填图方法指南》以来，对于沉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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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PlateⅠ

a.尚义盆地西部菜木梁后城组与孔兹岩系（下白窑组）角度不整合接触；
b.尚义盆地北部拉米沟后城组与龙门组
平行不整合接触；
c.尚义盆地北部南壕堑沟长城系团山子组逆冲到后城组之上；d.尚义盆地北部土木路尚义
杂岩（黄土窑组）逆冲到后城组之上；e.尚义盆地西南部怀安杂岩（马市口组）逆冲到后城组之上

区的地质填图方法基本上采用的都是沉积地层的

面的表达形式而言还停留在地层分区展布、接触关

基本层序调查-区域地层格架调查-区域地层模型

系等方面上，无法直观显示图幅区的动态演化特

[87]

研究的方法，即岩石地层调查研究方法 。该方法

点。本次在尚义盆地开展专题填图的目的在于，通

将新的地层学和沉积学理论引入到填图中，有效地

过盆地沉积响应的研究探讨燕山运动等重大科学

提高了填图人员在沉积地质方面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因此，传统的图面表达形式无法突出本专题

问题的能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岩石地层

填图的问题导向。

填图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沉积岩区地质填图

本次在岩石地层调查填图方法的基础上，引入

的质量，同时也强化了相关的科研内容，如区域地

岩相组合填图方法。通过建立不同的岩相组合，划

层格架、地层模型及盆地演化模型的建立，但就图

分相应的沉积环境。传统的沉积岩区地质填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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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地层方面也采用了岩相理论，即通过单一岩相

理的轴向所指方向在河流体系中是最准确和有效

的建立来开展实测剖面中沉积环境的研究，从而恢

的，而加积在沙坝边部的交错层理则产生与主流向

复沉积古地理。岩相的划分在沉积相的研究方面

不一致的水流，最大误差可达 90°[96]。在野外测量交

具有重要作用，Miall[88] 划分的河流沉积的岩相是最

错层理过程中，以 2D 或 3D 露头为佳，提高测量的

典型的实例，其划分方案至今还为人所用。然而，

数据量，在叠瓦状构造砾岩中，多选择粒径较大的

由于单一岩相分布范围和规模往往很窄，在 1∶5 万

砾石进行测量，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与实际主流

甚至 1∶1 万地质图中很难表达出来，只能在实测剖

向的误差。

面中进行划分，因此在填图过程中很难操作。相比

本研究在尚义盆地所开展的物源分析包括砾

之下，岩相组合的沉积厚度及分布范围则大的多，

石组分、古水流和砂岩碎屑锆石年代的测量和统

在填图过程中也能够实现。

计，采样全部在相应实测剖面上完成。砾石成分统

自 2010 年起，本项目组在尚义盆地开展了 5 年

计采用面积法，对每 1m2 范围内的砾石成分进行统

的区域地质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踏勘资料和信

计，并制成砾石成分饼状图。古水流分析主要是在

息，完成了 2 条穿盆实测剖面（图 3、图 4），依据区域

床沙底形和层理类型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交错层理

地层对比划分出了填图单位（图 2），全面了解了不

和叠瓦状砾石分别进行层理产状、砾石长轴方向的

同填图单位的岩石组合特点及其接触关系，为专题

测量，再经地层校正后制得古水流玫瑰花图。砂岩

填图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填图过程中，本次

碎屑锆石年代研究中，样品粉碎和锆石分选在廊坊

研究以平行路线穿越法为主，侧向追索法为辅开展

诚信地质公司完成，锆石制耙、阴极发光、反射光和

地质填图。由于陆相盆地中存在岩石快速相变的

透射光照相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进行。碎屑锆石

特点，为了准确识别并详细勾绘出不同的岩相组合

LA-ICP-MS 定年在国家实验地质测试中心完成。

及其在侧向上的延展特点，本次研究加密了填图路

具体的实验过程、分析步骤和数据处理方法见相关

线及地质点间的间隔，将线间距限定在 1km，点间距

文献[97-98]。

限定在 200m。在组一级正式填图单位连线的基础
上，还要对岩相组合这类非正式填图单位进行勾
绘。最终所成图件不仅能够表达传统的地层分区，
而且还能够精细地展示各组中岩相组合的分区，从

3
3.1

沉积岩相的划分及其在填图中的应用
沉积岩相的划分、
识别及成因解释
沉积岩相是指在特定的水动力条件或地质营

而更直观、生动地体现图区的岩相古地理、沉积演

力的作用下形成的岩石类型与沉积构造的组合。

化及盆山耦合过程。

岩相组合则是成因上相联系的 2 个或多个沉积岩相

2.2

物源研究方法

在垂向上的组合。本研究在尚义盆地侏罗系中共

物源区母岩经过风化、剥蚀和搬运之后，最终

识别出 16 种岩相和 17 种岩相组合，构成了 5 类沉积

以沉积碎屑形式在沉积区沉积下来，是沉积记录中

相，包括冲积扇相、河流相、三角洲相、湖泊相和沙

重要的组成部分。沉积碎屑蕴含了大量的地质信

漠相（图 6）。岩相代码主要参照 Miall[88-99]，部分代码

息，对物源示踪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以沉积碎屑

为本文所设立。

为载体开展物源示踪的方法很多，包括砾岩砾石组
分

[24-25,89-90]

[91]

、砂岩镜下组分 、沉积碎屑中轻-重矿物

[92]

[19]

[93]

组分 、碎屑锆石年代学 、沉积碎屑热年代学 及
[94]

地球化学 研究。
此外，古水流也是物源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冲积环境中，由于水流较急、水动力较强，形成的
叠瓦状构造中砾石的长轴指向能较准确地指示水

（1）块状层理砾岩相（Gms）：主要出现在盆地北
部、西部和南部后城组下部，岩性为紫红色块状砾
岩，杂基支撑，砾石分选性差，最大可达 2.2m，呈次
棱角-棱角状，杂基由砂、泥组成，砾石成分复杂，底
部具冲刷面，代表了泥石流在山前冲积扇根部位的
快速堆积（图 6-a）。
（2）块状层理砾岩-透镜状/楔状砂岩相（Gm-

流方向 。河流环境中，不同沙坝类型和交错层理

Sm）：发育于盆地北部龙门组中，岩性为黄绿色块

指示的水流方向与实际水流方向的误差较大。如

状中-粗砾岩夹透镜状/楔状砂岩，砾岩呈颗粒支

在辫状河中，纵向坝和舌形坝中形成的槽状交错层

撑，砂质充填，砾石分选性较差-一般，呈次圆-圆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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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尚义盆地实测地层剖面 A-B
Fig. 3 The measured stratigraphic section A-B in the Shangy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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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尚义盆地实测地层剖面 C-D
Fig. 4 The measured stratigraphic section C-D in the Shangy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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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显正/逆粒序，代表了湿润型冲积扇根部-中部

2017 年

（7）层状砾岩-砂岩-槽状交错层理砂岩（Gt、

的高密度泥石流沉积。所夹砂岩多不显层理，局

Sm-St）：主要出现在后城组，下部为由紫红色中层

部显楔状交错层理，为冲积扇辫状河道中的垂向

中细砾岩与粗砂岩构成的正韵律，侧向延伸不远，

加积（图 5-b）。

为小型河道充填沉积。上部为紫红色厚层粗-中砂

（3）层状砂岩-厚层砾岩-层状砂岩（Sm-GmSm）：出现在盆地北部龙门组中，岩性为黄绿色中厚
层/块状粗-中砂岩与黄绿色厚层中砾岩互层，砂岩

岩，发育槽状交错层理，与下部砂砾岩接触面较平
直，代表了曲流河中曲脊砂坝沉积（图 5-g）。
（8）厚层泥岩-平行层理、交错层理砂岩-水平

呈层状，无粒序或显正粒序，与砾岩接触面较平直，

层理粉砂岩-泥裂泥岩（Fm-Spl-Sp-Sh-Fm）：发育

代表了冲积扇中或扇端河道外围的漫流沉积。砾

于下花园组中下部和后城组，组合下部为紫红色厚

岩中砾石分选性一般，呈圆状-次圆状，砂质充填，

层泥岩，发育虫迹，代表了河漫滩静水条件下的悬

发育冲刷面和叠瓦状构造，为冲积扇中或扇端辫状

浮负载沉积。中部为灰绿色、浅紫红色厚层粗-中

河道充填沉积。砾岩所夹楔状或层状砂岩中发育

砂岩，底部发育重荷模，为差异负载所致，其上为约

平行层理或小型楔状交错层理，单韵律与下伏砾岩

10cm 厚的平行层理，代表了河道高能水流，之上主

构成正粒序，为冲积扇远端辫状河中小型心滩沉积

体部分发育板状交错层理，为舌形坝或横向坝沉

（图 5-c）。

积。上部为浅紫红色、紫红色中薄层粉砂岩与泥岩

（4）透 镜 状/层 状 砾 岩 - 层 状 砂 岩（Gl/Gm-

的韵律层，粉砂岩与泥岩中分别发育水平层理和泥

Sm）：主要发育在后城组和下花园组中，组合下部为

裂构造，为季节性干旱气候条件下的曲流河堤岸与

紫红色、黄绿色透镜状或层状中-粗砾岩，透镜状砾

河漫滩沉积（图 5-h）。

岩中砾石分选性较差，呈棱角-次棱角状，发育冲刷

（9）厚层泥岩-同沉积变形粉砂岩-厚层泥岩-

面，其上直接被层状砂岩覆盖，代表了河道滞留沉

透镜状砂岩-厚层泥岩（Fm-Sd-Fm-Sm-Fm）：出

积。层状砾岩砾石分选性较差-一般，砾石呈次棱

现在后城组，岩性为紫红色厚层泥岩夹中薄层状

角状，砂质充填，局部发育叠瓦状构造，在垂向上与

细-粉砂岩与透镜状中-细砂岩，泥岩中钙质结核发

层状砂岩组成薄-中层韵律，砂岩显正粒序，为小型

育，为河漫静水条件下的悬浮负载沉积。所夹紫红

河道充填沉积（图 5-d）。

色中薄层细粉砂岩中发育同生沉积变形构造，为曲

（5）透镜状砾岩-斜层理砂岩（Gm-Sp）：
多出现

流河堤岸在沿岸流侵蚀过程中垮塌所致。透镜状

在盆地北部的下花园组上部和龙门组下部，
为黄绿色

中-细砂岩底部含细砾或泥砾，发育冲刷面，显正粒

中厚层中-粗砂岩夹透镜状中-粗砾岩，砾岩呈透镜

序，代表了曲流河中决口扇沉积（图 5-i）。

状，
发育冲刷面，
砾石分选性一般，
呈圆状-次圆状，
砂

（10）厚层粉砂岩、泥岩-透镜状、叠瓦状砾岩

质充填，为辫状河道充填沉积。砂岩呈河道状或层

（Fm-Gms、Gm）：主要发育在盆地西部后城组底

状，
发育板状、
楔状交错层理，
河道状砂岩直接盖在透

部，为紫红色厚层粉砂岩、泥岩夹浅紫红色透镜状

镜状砂岩之上，
构成一个完整的辫状河道充填沉积，

粗-中砾岩。泥岩中钙质结核发育，代表了干旱蒸

而层状砂岩多出现在河道状砂岩之上，
代表了洪水期

发环境。透镜状砾岩中砾石分选较差，杂基支撑

辫状河中纵向坝向下游的加积（图 5-e）。

为主，显正/逆粒序，局部发育叠瓦状构造，发育冲

（6）交错层理砾岩-斜层理砂岩（Gt、Gp-Sp）：
发育于下花园组下部和后城组，组合下部为深灰

刷面，侧向上断续出现，为扇三角洲水下泥石流沉
积（图 5-j）。

色、紫红色、黄绿色中厚层粗-中砂岩，发育板状交

（11）紫红色厚层泥岩-水平层理砂岩-交错层

错层理，为舌形坝或横向坝沉积的产物。中部为深

理砂岩-泥裂泥岩（Fm-Sh-Sp-Fm）：出现在盆地南

灰色、紫红色中-厚层粗-中砾岩，砾石分选较差，呈

部后城组下部，岩石组合下部为紫红色厚层泥岩夹

次棱角状，砂质充填，发育槽状交错层理，为辫状河

浅紫红色中薄层细砂岩，泥岩中含丰富的钙质结

道充填沉积。上部为深灰色、紫红色中层中-细砾

核，代表了三角洲平原干旱气候条件下的河漫滩沉

岩，正粒序，发育低角度楔状交错层理，为高能河道

积。所夹细砂岩中发育水平层理，侧向延伸不稳

水流沉积（图 5-f）。

定，为堤岸沉积。上部为浅紫红色厚层粗-细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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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尚义盆地侏罗纪—早白垩世地层岩相类型、组合及其形成环境的成因解释
Fig. 5 Facies types, facies associations, and interpreted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s
for the Jurassic-Early Cretaceous strata in the Shangy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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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楔状泥岩，砂岩底部发育冲刷面，其上为滞留砾

发育弱波状纹层，体现了半深湖安静水体中的悬浮

石，为河道滞留沉积，其上发育中-大型板状、楔状

负载，同时偶尔受湖流作用影响（图 5-p）。

交错层理，属舌形坝或横向坝沉积。砂岩中所夹楔

（17）槽状交错层理砂岩-水平层理砂岩-斜层

状泥岩中发育泥裂构造，代表了季节性洪水的末期

理砂岩（St-Sh-Sp）：发育于盆地东部后城组上部，

在砂坝顶部的垂向加积（图 5-k）。

岩性主要为紫红色厚层细-中砂岩，发育巨型-大型

（12）斜层理砂岩-泥裂泥岩-波状层理砂岩-

槽状、板状、楔状交错层理和水平层理，其中交错层

厚层泥岩（Sp-Fm-Sr-Fm）：发育于后城组上部，岩

理单个层系厚度最大可达 5m。层系界面平直或弯

石组合下部为灰绿色厚层中-细砂岩，发育板状交

曲，内部纹层向下端收敛，最大倾角超过 30°，纹层

错层理，属舌形坝或横向坝迁移产物。其上紫红色

内部显逆粒序。板状、楔状交错层理较槽状交错层

中薄层泥岩中发育泥裂构造和钙质结核，代表了季

理发育，侧向上延伸距离可超过 300m，代表了新月

节性的炎热、干旱环境。中部为浅灰绿色中厚层细

形沙丘的沉积特点（图 5-q）。水平层理砂岩层一般

砂岩，发育波状层理和叠加流水波痕构造，见恐龙

厚 0.4~1cm，夹于交错层理砂岩之间，层内显逆粒

足迹，为恐龙在堤岸活动时留下。上部为灰色、浅

序，反映了干旱沙丘间沉积界面上亚临界爬升沙波

灰绿色中厚层泥岩，
为河湾沉积（图 5-l）。

的迁移作用[100]。

（13）厚层泥岩-波状层理砂岩-纹层状泥岩-

3.2

沉积岩相在填图中的应用

波状层理砂岩（Fm-Sr-Fl-Sr）：主要出现在盆地南

沉积岩相划分是制作岩相古地理图的重要手

部和东部的后城组，下部为紫红色厚层泥岩，为三

段。岩相古地理图根据区域范围、时代或地层系统

角洲前缘静水条件下的悬浮负载。上部为紫红色

可以分为多种不同的级别，如全球震旦纪—始新世

中层细-粉砂岩夹薄层泥岩，细-粉砂岩中发育波状

岩相古地理 [101]、环太平洋显生宙岩相古地理 [102]、中

交错层理，为波浪作用下水下河道堤岸或沙坝顶部

国寒武纪和奥陶纪岩相古地理[103]、鄂尔多斯奥陶纪

沉积（图 5-m）。

马家沟期岩相古地理 [104]、内蒙古锡林浩特-阿鲁科

（14）厚层泥岩-波状层理、同生变形砂岩-交错

尔沁地区林西组岩相古地理 [105] 等。中国学者先后

层理砂岩（Fm-Sr、Sr-Sp）：发育于盆地东部后城组

在古生物地层学、大地构造学、岩相学、板块构造

上部，下部为紫红色厚层泥岩，为前三角洲-三角洲

学、盆地分析、层序地层学等理论的指导下，针对

前缘静水条件下的悬浮负载。上部为紫红色中薄

岩相古地理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冯增昭提出

层泥岩与浅紫红色中厚层粉砂岩、细砂岩互层，向

的单因素分析多因素综合作图法，首次将中国岩

上沉积物粒度逐渐变粗，且层厚增大。下部粉砂岩

相古地理的研究由定性提升到定量 [106] 。在制作定

层中发育波状层理、同生变形构造，粉砂岩层底部

量岩相古地理图过程中所需要的图件材料包括沉

平坦、无冲刷面，反映了地形不稳定、快速堆积的特

积相综合柱状图、地层等厚线图、岩相横剖面图、

点，为河口坝沉积。上部厚层细砂岩中发育板状交

岩相图、沉积类型图、古生物分区图等 [106-107] 。不难

错层理，代表了水下分流河道中的舌形砂坝或横向

看出，不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岩相古地理图，所

砂坝沉积（图 5-n）。

依据资料多来自部分露头、钻孔及已有资料，大部

（15）中厚层粉砂岩、泥岩-交错层理砂岩-中厚
层粉砂岩、泥岩-交错层理砂岩（Fm-Sp-Fm-Sp）：

分工作是在室内完成的，在精度上与同等比例尺
地质图相比要小。

主要发育在盆地西部后城组下部，岩性为紫红色中

相比之下，本文根据沉积岩相组合填制出的地

厚层粉砂岩、泥岩与中层中细砂岩互层。粉砂岩与

质图有别于岩相古地理图，是岩相古地理图与地质

泥岩中虫迹发育。砂岩分选性较好，发育楔状、槽

图的综合体。它不仅能够体现传统国际分幅地质

状交错层理，反映了滨湖中沿岸流及波浪的冲刷、

图件中的填图单位展布、接触关系等信息，还能在

淘洗作用（图 5-o）。

填图单位中直接展示岩相分布。本文根据划分出

（16）厚层泥岩-中薄层粉砂岩（Fm-Fl）：主要出

的 16 种岩相、17 种岩相组合及 5 种沉积相，再结合

现在盆地南部后城组下部，岩性为紫红色厚层泥岩

在填图区实测的 2 条 1∶2000 穿盆剖面、14 条 1∶1000

夹中薄层粉砂岩，泥岩中发育水平层理，粉砂岩中

基干剖面，通过岩相组合路线填图，填制出了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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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1∶5 万组-相级的岩相分布图（图 6）。
从图 6 可以看出，早—中侏罗世下花园组时期，
尚义盆地分布范围较小，主体以河流相砂、砾岩为

1905

岩性较一致，硬砂岩砾石则可能来自北部零星出露
的长城系长州沟组，而浅粒岩砾石与盆地西部的孔
兹岩岩性吻合。此外，下井和十三号地区根据砂岩

主，南北边缘局部发育冲积扇-辫状河相砾岩，在盆

交错层理测得的古水流显示，主体流向为由北向南

地南部发育局限湖泊相粉砂岩、泥岩。中侏罗世龙

（图 3、图 6）。因此，尚义盆地下花园组物源主要来

门组时期，盆地沉积范围向北萎缩，完全由冲积扇

自盆地北部的红旗营子群和尚义杂岩及少量长城

相砾岩所占据。中—晚侏罗世尚义盆地没有沉积

系，其次为西部的孔兹岩系。

记录。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后城组时期，盆地范围

相对于下花园组，龙门组的出露范围虽然更加

向南快速扩张。后城组早期，盆地北部主要发育冲

局限，但砾岩非常发育，砾石粒径较大，很适合砾石

积扇相砾岩，向南逐渐过渡为河流相砾岩、三角洲

组分的统计。大王茂沟地区龙门组砾石组分特征

相砂岩、粉砂岩、泥岩和湖泊相粉砂岩、泥岩，平面

显 示 ，其 主 要 由 片 麻 岩（32.4%）、花 岗 片 麻 岩

上存在明显的相变。在盆地西部和南部也分布较

（22.1%）、浅粒岩（16.2%）、斜长角闪岩（13.2%）组成，

局限的冲积扇或扇三角洲相砾岩，但二者的相带展

其次为大理岩（5.9%）和石英岩（4.4%）
（图 6）。上述

布分别为 NW—SE 向和 SE—NW 向。至后城组晚

砾石组分特征与盆地北部的红旗营子群和尚义杂

期，盆地沉积范围向东逐渐萎缩，主要发育河流相

岩岩性较匹配。结合大量叠瓦状砾石和交错层理

砾岩、砂岩、三角洲相砂岩、粉砂岩、泥岩、湖泊相砂

所恢复的南东和南向古水流（图 3、图 6），表明尚义

岩、粉砂岩及沙漠相砂岩。上述岩相分布特征表

盆地龙门组受单一物源控制，来自盆地北部的红旗

明，通过岩相组合地质填图方法填制出的组-相级

营子群和尚义杂岩。

岩相分布图很好地反映了尚义盆地侏罗纪沉积演

分布在盆地不同位置的后城组，其砾石组分存

化，即尚义盆地早侏罗世成盆向南扩张，以稳定的

在较大差异，表明了不同的物质来源。盆地西北的

冲积平原沉积为主；中侏罗世向北萎缩直至消亡，

长汗沟地区，砾石主要由白云岩组成（75%），其次为

主体被不稳定的冲积环境所占据；晚侏罗世再次沉

石英砂岩（10%）、粉砂岩（8%）和花岗闪长岩（7%）

降向南扩张，由北向南相变迅速，早白垩世向东迁

（图 6）。相比之下，长条沟以东的南壕堑沟，砾石全

移直到萎缩消亡，三角洲-河流-沙漠相沉积是对该

部由石英砂岩组成。上述 2 个地区的砾石组分特征

过程的直接响应。因此，尚义盆地 1∶5 万组-相级岩

与分布在盆地北部的长城系碳酸盐岩和碎屑岩一

相分布图，动态地展示了尚义盆地侏罗纪—早白垩

致。在盆地北部的营子湾，巨-粗砾岩砾石组分包

世早期的沉积演化过程。

括片麻岩（14%~42%）、花岗片麻岩（39%~78%）和片

4

岩（5%~11%）及少量闪长岩、燧石条带白云岩（图

4.1

物源分析

7），其中片麻岩组分向上快速减少，花岗片麻岩则

砾石组分与古水流

逐渐增多，显示了盆地北部从红旗营子群向尚义

尚义盆地下花园组中砾岩不太发育，目前仅从

杂岩的剥蚀过程。在红土梁，砾石组分以花岗岩

下井、十三号、银洞沟 3 个地点获得了下花园组砾石

（41%~50%）、花岗片麻岩（15%~39%）、片麻岩（4%~

组分数据（图 6）。在盆地北部的下井地区，下花园
组 砾 石 组 分 主 要 由 片 麻 岩（71%）和 花 岗 片 麻 岩

29%）为主，其次为硬砂岩和石英岩，该特征与红旗

（26%）组成，含少量变粒岩（3%）。十三号地区，砾石

长城系中的碎屑岩相对应（图 6）。此外，盆地北部

组分以片麻岩（70%）为主，其次为石英岩（14%）、变

后城组古水流主体向东南或南（图 3、图 6），表明物

粒岩（11%）及少量硬砂岩（5%）。相比之下，南侧银

源区在盆地北部，这与通过砾石组分得出的物源特

洞 沟 地 区 的 砾 石 组 分 变 化 较 大 ，主 要 由 浅 粒 岩

征吻合。

（69%）组成，其次为石英岩（21%）和片麻岩（10%），

营子群、尚义杂岩中的变质岩、中元古代花岗岩及

在盆地西部，土城子组砾石组分主要由花岗片

显示出南北物源的差异。通过与盆地周边基底岩

麻岩（35%~38%）、石榴子石浅粒岩（8%~24%）、片麻

石的比较不难看出，片麻岩、花岗片麻岩、变粒岩及

岩（7%~39%）、石英岩（8%~14%）和花岗岩（7%~15%）

石英岩砾石与盆地北部的红旗营子群和尚义杂岩

组成（图 6）。花岗片麻岩、片麻岩、石英岩和花岗岩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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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尚义盆地岩相分布、实测剖面、古水流和砾石组分特征
Fig. 6 Lithofacies distribution, measured stratigraphic sections, paleocurrent
orientations, and clast compositions of the Shangyi Basin

2017 年

第 36 卷 第 11 期

许欢等：燕山西部尚义盆地沉积岩区专题地质填图方法与成果

1907

与盆地北部的红旗营子群、尚义杂岩及中元古生代

兴蒙造山带的岩浆活动或构造-热事件进行对比，

侵岩较一致，而石榴子石则与盆地西部的孔兹岩相

这样有利于区分不同时期锆石的来源。笔者搜集

对应。再结合整体东南方向的古水流，表明物源主

了 707 件兴蒙造山带和 335 件华北北部岩体的同位

要来自盆地北部的红旗营子群、尚义杂岩和中元古

素年龄数据，对二者的岩浆活动进行了对比（图 7）。

代花岗岩，其次为盆地西部的孔兹岩系。在盆地南

华北克拉通以广泛的、多期次的前寒武纪（特

部板申、韭菜沟和三道沟，后城组砾石组分除来自

别是新太古代—古元古代）岩浆-构造热事件为特

盆地北部和西部的片麻岩、花岗片麻岩、浅粒岩、花

征，这些岩浆-构造热事件既代表了华北克拉通早

岗岩和石英岩外，变粒岩（6%~24%）的出现表明，盆

期的地壳生长及克拉通化，也是对超大陆裂解的

地南部的怀安杂岩可能为盆地提供了物质组分，这

响应 [112-114] 。目前，燕山褶皱逆冲带西部的新太古

一推断得到北东向和北西向古水流证据的支持（图

代—古元古代变质-岩浆岩分布范围较东部广泛，

6）。 在 盆 地 东 南 部 水 泉 沟 ，砾 石 组 分 以 花 岗 岩

东部地区中—新元古代盖层出露较多。相比而

（66%）和浅粒岩（23%）为主，缺乏以变粒岩和灰色片

言，兴蒙造山带基底年龄比华北克拉通年轻许多，

麻岩为代表的怀安杂岩组分。再结合南东向古水

主要集中在 600~1000Ma 之间 [115- 116] 。虽然有报道

流（图 3、图 6），表明其物源主要来自盆地北部和西

称在额尔古纳地块和松辽盆地中发现了 1.8Ga 左

部的变质岩及花岗岩。

右的岩浆活动[117-119]，但对于这些古老岩石的来源和

后城组上部碎屑物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盆地

归属目前还存在很大争议。因此，除兴蒙造山带少

中东部的阎家窑和中乌拉哈达地区。在阎家窑，砾

数几个地区来源不定的古元古代岩浆岩外，前寒武

石以花岗片麻岩（49%~59%）为主，其次为片麻岩

纪，特别是中元古代及其之前的岩浆活动是华北克

（4%~27%）、石英岩（5%~18%）、砂岩（3%~13%）和火
山岩（5%~15%）。相比之下，中乌拉哈达地区的砾

拉通所特有的（图 7）。
古亚洲洋在新元古代—早中生代发生了自西

石组分主要为花岗岩（49%），其次为片麻岩（16%）、

向东的关闭，在这一过程中发育了一系列岛弧、弧

石英岩（16%）、花岗片麻岩（10%）、火山岩（5%）和硬

前与弧后盆地、蛇绿岩及微陆块的拼合[120-122]。中亚

砂岩（4%）
（图 6）。以花岗片麻岩、花岗岩为主的砾

造山带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演化时间最长的显生

石与盆地北部的红旗营子群、尚义杂岩、中元古代

宙增生型造山带，其形成伴随一系列连续的岛弧杂

花岗岩一致，而片麻岩、石英岩则可能来自盆地北

岩及其相伴的古生代—中生代基性-酸性侵入岩的

部和西部。需要指出的是，以安山岩为主的火山岩

增生[123-125]。虽然目前对于中亚造山带/兴蒙造山带

的出现及主体向东的古水流表明（图 3、图 6），分布

的闭合、造山过程及时间还存在很大争议，但报道

在盆地西部的土城子组下部地层（夹火山岩）在土

的大量造山带上的高精度岩浆岩体年龄是确定

城子组晚期发生了抬升并遭受剥蚀，成为土城子组

的。在兴蒙造山带东部，存在一期 500Ma 左右与

上部物源。因此，盆地北部的红旗营子群、尚义杂

泛非事件相关的变质和花岗质岩浆侵入活动 [116] ，

岩、中元古代花岗岩，盆地西部的孔兹岩及先期沉

这期岩浆-热事件在华北缺乏。350~450Ma 的岩

积的后城组下部火山-沉积岩共同构成后城组晚期

浆岩在兴蒙造山带上分布较少，380~400Ma 的岩浆

的物源。

岩在华北北部却出露较多，这可能与白乃庙岛弧

4.2

与华北克拉通弧-陆碰撞之后在泥盆纪发生的伸

4.2.1

碎屑锆石 U-Pb 年龄
华北与兴蒙造山带岩浆活动特征对比

展作用有关 [126] 。晚古生代—早中生代岩浆活动在

华北克拉通北缘紧邻兴蒙造山带。中生代时

华北北部及兴蒙造山带都非常发育，而晚泥盆世

期，
华北北部发育众多盆地，
而华北北缘及兴蒙造山

（300~320Ma）的岩浆岩在兴蒙造山带上分布更广

带构成这些盆地主要的物源区。然而，
由于中生代华
北北缘强烈、
多期次的构造活动，
导致了华北北部盆
地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物源

[19,108-111]

。因此，为了更

泛（图 7）。
随着华北与蒙古弧在晚二叠世—早三叠世最终
发生拼合，
兴蒙造山带上出现了大量的岩浆活动[124]，

好地限定物质来源，在开展尚义盆地侏罗系碎屑锆

同时，在华北也出现了 1 条长约 1500km 的碱性岩

石年代物源研究之前，有必要对华北克拉通北缘和

带 [127-129]。虽然华北北部早侏罗世岩浆活动不甚发

1908

地 质 通 报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 年

图 7 华北北部、兴蒙造山带岩浆活动及尚义盆地侏罗纪—
早白垩世地层碎屑锆石年龄频谱对比
Fig. 7 Comparison of probability plots for zircon U-Pb ages of magmatic rocks from
northern North China, Xing-Meng Orogenic Belt and the detrital zircon ages
from the Jurassic—Early Cretaceous strata in the Shangyi Basin

育，但以南大岭组为代表的基性火山岩在燕山地区

个 年 龄 区 间 ，分 别 为 219.8~370.4Ma（峰 期 年 龄 为

分布广泛。华北北部与兴蒙造山带岩浆活动在中

228Ma，67 个颗粒）、1670.7~1935.9Ma（7 个颗粒）、

侏 罗 世 达 到 高 峰 期 ，华 北 北 部 2 个 峰 期 年 龄 为

2237.0~2402.2Ma（6 个颗粒）。样品 20110910-1 存

153Ma 和 125Ma，兴蒙造山带峰期年龄为 178Ma 和

在 4 个年龄区间，分别为 220.1~305.8Ma（峰期年龄

130Ma（图 7）。

为 231Ma，46 个颗粒）、373.0~393.8Ma（3 个颗粒）、

4.2.2

1612.9~1918.4Ma（16 个颗粒）、2289~2532.6Ma（9 个

碎屑锆石物源
尚义盆地侏罗系砂岩碎屑锆石定年样品分别

颗粒）。样品 1175-4 存在 3 个年龄区间，分别为

采自红土梁下花园组中部（20110901-1）、下井下花

220.6~314.2Ma（峰 期 年 龄 为 266Ma，27 个 颗 粒）、

园组上部（20110910-1、1175-4）、红土梁后城组下

372.1~396.4Ma（3 个颗粒）、1517.0~2707.1Ma（峰期

部（100821-1）和阎家窑后城组上部（100821-3）
（图

年龄为 1831Ma，51 个颗粒）。样品 100821-1 存在 2

1-b、图 6）。定年结果显示，样品 20110901-1 存在 3

个 年 龄 区 间 ，分 别 为 206.7~371.0Ma（峰 期 年 龄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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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Ma，40 个颗粒）、1544.3~1777.3Ma（4 个颗粒）。

地区红旗营子群在晚古生代—早中生代发生了 4 期

样品 100821-3 存在 2 个年龄区间，分别为 225.0~

变 质 事 件 ，分 别 是 325Ma、285Ma、255Ma 和

364.7Ma（峰期年龄为 245Ma，次峰期年龄为 361Ma，

235Ma。张静等[51]测得赤城红旗营子群中黑云斜长

24 个颗粒）、1643.9~1959.7Ma（峰期年龄为 1733Ma，

片麻岩的黑云母 40Ar/39Ar 年龄为 238Ma。初航等 [52]

26 个）
（图 7）。

提出，赤城地区红旗营子群在 355Ma 发生了榴辉岩

华北克拉通在太古宙—古元古代经历了多期

相变质作用、320~300Ma 角闪岩相退变质核 280~

构造-岩浆-热事件，包括 2.9~2.7Ga 的地壳生长、

290Ma 大规模强烈热事件。白文倩等[53]新测得的尚

2.5Ga 的克拉通化及 2.0~1.8Ga 的克拉通活化或再

义杂岩中的石英闪长岩和辉长岩形成年龄分别为

，形成的变质岩、岩浆岩在华北北

278±4Ma 和 279±3Ma。长期以来，由于红旗营子群

部地区分布非常广泛。盆地周边出露的红旗营子

具有复杂的岩石组合和多样的年龄数据，对于其形

群、尚义杂岩、孔兹岩，以及怀安杂岩都是下花园

成时代和构造属性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上述红旗

组和后城组中 2.7~1.8Ga 锆石的潜在物源。华北北

营子群中新发现的晚古生代—早中生代岩浆-变质

部 1.8~1.6Ga 非造山岩浆-火山活动非常发育，
如承

事件表明，红旗营子群古老块体很可能参与到了古

德大庙正长岩和二长岩锆石 U- Pb 年龄为 1726~

亚洲洋在晚古生代—早中生代向华北北缘俯冲增

1742Ma

生的过程中，在华北北缘形成了一条由古老块体和

克拉通化

[66,130-131]

[132- 133]

，广泛分布的环斑花岗岩年龄集中在

1.75~1.68Ma 之间

，长城系中火山岩年龄介于

新生物质组成的近东西向的晚古生代—早中生带

及 1780~1730Ma 之 间 的 基 性 岩 墙

构造混杂岩带。虽然这一认识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这些岩石可为下花园组和后城组中 1.8~

支持，但可以确定的是，尚义盆地下花园组和后城

1669~1560Ma
群

[138- 139]

[133- 136]

[137]

1.6Ga 的锆石提供物源。

组中晚古生代—三叠纪年龄碎屑锆石应该来自盆

晚古生代—早中生代岩浆活动在华北北部和

地北部这条晚古生代—早中生代构造混杂岩带，为

兴蒙造山带上非常发育，与古亚洲洋的关闭和随后

近源沉积。这与前述沉积岩相展布、砾石组分和古

的造山活动密切相关

[140-145]

。下花园组上部和后城

组中出现的 370~400Ma 的锆石与中晚泥盆世古亚
洲洋向华北克拉通之下俯冲产生的弧后伸展或板
片回退岩浆活动联系密切 [141] 。目前，在华北北缘
发现了一系列中泥盆世深成侵入岩体，如承德孤
[141]

山二长闪长岩（390±5Ma） 、张家口水泉沟石英
[146]

水流分析结果一致。

5
5.1

讨

论

盆地沉积-古地理演化与陆内造山过程
尚义地区目前残存的最古老的未变质沉积岩

为盆地北部和南部零星出露的中元古代长城系白

二长岩（390±6Ma） 等。兴蒙造山带这一期岩浆

云岩和碎屑岩，缺失新元古代—三叠纪沉积，这与

活动微弱。

华北北部古生代—早中生代地层发育存在明显差

石炭纪—三叠纪是下花园组与后城组碎屑锆

异，体现了尚义地区特殊的地质演化过程。早侏罗

石最主要的年龄频段，同时也是华北北部与兴蒙造

世开始，尚义盆地开始接受沉积，首先发育的是下

山带岩浆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如何区分二者的

花园组稳定的曲流河、三角洲及局限浅水湖泊相

岩浆活动差异是决定尚义盆地侏罗纪物质来源的

沉积（图 8-a）。所产煤层与燕山及中国北方地区

关键。从华北北部与兴蒙造山带岩浆对比图中可

能够进行良好对比，代表了区域性温暖、湿润的气

以看出，华北北部二叠纪岩浆活动高峰期集中在

候环境。物源研究结果表明，下花园组受盆地南

270~301Ma 之 间 ，而 兴 蒙 造 山 带 则 出 现 在 300~

北双向物源控制，盆地北部的红旗营子群和尚义

320Ma。尚义盆地下花园组上部与后城组下部碎屑

杂岩为主要物源。古水流指示了主体由北向南的

锆石年龄频谱中出现的二叠纪峰期年龄分别为

水系特点，反映了尚义盆地早侏罗世北高南低的

284Ma、266Ma 和 267Ma，与华北北部的岩浆活动峰

古地理格局（图 8-a），这是对华北北部三叠纪古地

期时间较一致。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在华北北

理格局的继承[147]。

部的红旗营子群中发现了大量晚古生代—早中生
[50]

代岩浆-变质事件。王惠初等 报道的赤城—崇礼

中侏罗世早期，下花园组上部主要发育辫状河
相砾岩、砂岩，并逐渐转变为龙门组冲积扇相粗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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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燕山西部尚义盆地侏罗纪—早白垩世演化模型
Fig. 8 Model showing the tectono-sedimentary evolution of the
Shangyi Basin in western Yanshan Mountain

岩，沉积中心向北迁移，盆地范围急剧缩小。物源

为代表的沉积-火山岩。通常将龙门组作为燕山

体系由下花园组双向物源转变为龙门组北部单向

运动的同造山沉积 [16] ，而髫髻山组和九龙山组之下

物源（图 8-b）。龙门组由初期的辫状河相砂砾岩过

的角度不整合界面则代表了燕山运动的结束界

渡为冲积扇相砾岩，垂向上表现为下细上粗的逆粒

面。年代学研究表明，九龙山组—髫髻山组底部年

序，具有典型的同造山磨拉石特点。上述特征表

龄在 166Ma 左右 [76-77]，表明燕山运动的结束时间早

明，龙门组时期盆地北部遭受了显著抬升，燕山造

于 166Ma。

山带发生了强烈的陆内造山活动。需要指出的

晚侏罗世，盆地再次沉降，北缘出现的后城组

是，下花园组与龙门组沉积演化是一个渐变的过

干旱型冲积扇相巨-粗粒砾岩指示了干旱气候条件

程，即由早期的辫状河过渡为晚期的湿润型冲积扇，

下盆缘的快速堆积。随后盆地向南部迅速扩张，依

指示了燕山造山带陆内造山过程的连续性与渐进

次发育冲积扇、河流、三角洲和湖泊，在盆地西部和

性。该造山运动一直持续到中侏罗世末，
造成了尚义

西南部存在局部的边缘相沉积（图 8-c）。物源研究

盆地的抬升与消亡，缺失了以九龙山组—髫髻山组

结果表明，盆地受多向物源控制，主要物源来自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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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北部的红旗营子群、尚义杂岩、中元古代花岗岩

一直持续到早白垩世 [150]。碎屑锆石年代学研究表

及长城系，其次为盆地西部的孔兹岩和南部的怀安

明，北京西山和承德下板城晚三叠世杏石口组中含

杂岩。古水流研究显示，存在南东向水流体系。上

有大量晚古生代—早中生代碎屑锆石，且显生宙锆

述特征表明，在燕山运动后，盆地继承了早—中侏

石中存在正εHf（t）值和较低的模式年龄，与兴蒙造

罗世北高、南低的古地理格局，同时在盆地西部和

山带锆石年代和 Hf 同位素特征一致 [19,151]。鄂尔多

南部出现了次级隆起。此外，盆地南部水泉沟地区

斯盆地北部延长组中也有较多来自兴蒙造山带的

缺乏边缘相沉积，加之东南向古水流及北部或北西

晚古生代—早中生代岩浆岩锆石 [152] 。上述特征表

部来源碎屑组分特征，后城组早期原型盆地南界位

明，兴蒙造山带是华北北部盆地晚三叠世时期的

置应该在当前盆地的更南部（图 8-c）。后城组晚

主要物源区，而华北北部盆地早侏罗世物源则显示

期，盆地西部经历了明显的抬升，其下部先期出现

出了差异性。燕山地区的早侏罗世下花园组中不仅

的沉积-火山岩遭受剥蚀。盆地沉积范围缩小，沉

存在晚古生代—早中生代碎屑锆石，
而且显生宙锆石

积中心向东南部迁移。沉积环境由河流、三角洲、

的εHf（t）显正值，
与兴蒙造山带吻合[19,149]。阴山—大

湖泊逐渐变为河流、沙漠，反映了盆地整体的抬升

青山石拐子盆地召沟组碎屑锆石则全由前寒武纪

及湖盆的萎缩、消亡（图 8-d）。

年龄组成，指示盆地邻区亲华北变质基底的物质组

值得一提的是，物源研究结果显示，尚义盆地

分[90]。此外，华北北部阴山-燕山地区晚侏罗世—

侏罗纪—早白垩世早期物源主要来自盆地北部近

早白垩世土城子组/后城组/大青山组物源研究结

东西向晚古生代—早中生代构造混杂岩带，表明

果表明，盆地为近源沉积，没有兴蒙造山带物质参

盆地北部在侏罗纪—早白垩世一直处于绝对的古

与 [90,153]。因此，华北北部盆地晚三叠世—早白垩世

地理高地，在构造位置上归属于古内蒙古高原。

物源演化特征表明，兴蒙造山带在晚三叠世是华北

Ma 等

北部绝对古地理高地和主要源区，早—中侏罗世，

[148]

通过对燕山中段承德地区二叠纪—三叠纪

沉积地层物源、锆石 U-Pb 年龄和 Hf 同位素的研

随着燕山运动由绪动到高潮，燕山造山带逐渐隆

究，提出内古蒙古高原（高地）在晚古生代分别发生

升，形成了横贯华北北部的东西向山脉，在中侏罗

了 3 次强烈隆升，分别是 325~312Ma、中二叠统和二

世彻底隔绝了兴蒙物质向华北北部盆地的输送，自

叠纪末。本文对尚义盆地侏罗纪—早白垩世碎屑

此奠定了华北北部晚中生代盆-山古地理格局。

锆石的年代学研究显示，在下花园组上部和后城组

5.2

区域构造演化

上部均出现了 370~390Ma 的碎屑锆石。再结合下

华北克拉通在 1.85Ga 克拉通化后，长期处于稳

花园组和后城组由下向上盆地逐渐变浅、沉积范围

定阶段，直到早中生代印支运动的出现，这种局面

逐渐变小的演化趋势，表明盆地北部的古内蒙古高

才被彻底打破 [154]。印支运动以褶皱构造变形为特

原分别在中侏罗世和早白垩世发生了显著隆升，从

点，造成了上三叠统或下侏罗统与下伏地层之间的

而造成尚义盆地在侏罗纪—早白垩世早期的 2 次整

角度不整合[154-155]。印支运动后，燕山地区出现了以

体抬升和消亡。

南大岭组为代表的中基性火山活动，指示强烈的大

此外，尚义盆地北部在侏罗纪—早白垩世早期

陆裂谷伸展作用 [156-158]。阴山—大青山地区则发育

的隆升不仅形成了盆地主要的源区，同时还阻碍了

同期断陷盆地[159]。在此种区域性伸展构造背景下，

兴蒙造山带物质向华北盆地的输送。随着古亚洲

尚义盆地开始形成。盆地北缘正断层的断陷活动

洋在晚二叠世—早三叠世的闭合，兴蒙造山带发生

控制了下花园组的发育，盆地由北向南依次分布河

了显著的造山作用，形成华北早中生代盆地主要的

流、三角洲和湖泊相沉积，垂向上构成了下粗上细

物源区。然而，兴蒙造山带何时停止向华北盆地提

的正向充填序列（图 8-a）。

供物源，亦或华北北部何时发生强烈隆升阻碍了兴

中侏罗世早期，燕山运动爆发，盆地北缘断裂

蒙造山带的碎屑物质，目前仍存在争议。一部分学

发生了强烈的由北向南的逆冲作用，形成了龙门组

者认为，中侏罗世燕山造山带的形成结束了兴蒙造

同造山磨拉石堆积（图 8-b）。燕山造山带中侏罗世

山带向华北盆地提供物源的历史

[19,149]

，另一部分学

者则提出，兴蒙造山带向华北盆地物质供给的时间

持续的隆升造成了尚义盆地的消亡。燕山运动的
意义不仅在于地壳的强烈缩短、燕山造山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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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华北北部晚中生代盆-山格局，而且还标志

积响应，而且反映了华北北部及邻区侏罗纪—早白

着近东西向特提斯构造域向北北东向滨太平洋构

垩世早期的构造演化。

造域的转换

[160]

。董树文等

[161]

认为，燕山运动启动了

以华北克拉通为中心的东亚“多向汇聚”体制，并将
中国东部岩石圈的巨量减薄视为燕山陆内造山和

6

结

论

（1）在尚义盆地侏罗纪—早白垩世地层中划分
出了 16 种岩相、17 种岩相组合和 5 种沉积相。

变形的后效。
虽然尚义盆地在燕山运动结束后没有沉积记

（2）根据岩相组合填图方法，在尚义盆地沉积

录，但在燕山其他地区却出现了以髫髻山组为代表

岩区开展了 1∶5 万专题地质填图，绘制出了组-相级

的大范围火山活动，
之后又发育了更大面积分布的土

岩相分布图。

城子组、
后城组紫红色粗碎屑沉积。目前，
对于华北

（3）尚义盆地为近源沉积，物源主要来自盆地

北部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构造背景存在很大争议。

周边基底。早—中侏罗世下花园组时期，盆地受双

多数学者认为，
髫髻山组-土城子组为燕山运动二幕

向物源控制，主要物源为盆地北部由红旗营子群和

的活动产物，形成于挤压构造背景

[16- 17,20,25,162- 165]

。也

尚义杂岩及新生物质构成的晚古生代—早中生代

有学者提出，华北及东北地区侏罗纪—白垩纪过渡

混杂岩带，其次为西部的孔兹岩系。中侏罗世早期

期发育 1 条北东向裂谷系

龙门组时期，盆地物源完全来自北部的晚古生代—

[147]

。从尚义盆地后城组沉

积演化特征看，盆地北部首先出现干旱型冲积扇，

早中生代混杂岩带。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盆地受

在盆缘快速堆积，并向南迅速扩张超覆。加之垂向

多向物源控制，物源主要来源于盆地北部的晚古生

上整体下粗上细的正粒序结构，与断陷盆地特征吻

代—早中生代混杂岩，其次为西部的孔兹岩和南部

合，表明尚义盆地北断南超的构造格架与属性（图

的怀安杂岩。后城组早期形成的火山-沉积岩也构

8-c）。当前在盆地南、北缘出现的逆冲断层活动时

成其晚期的物源。

间均在后城组形成之后 [37] 。虽然在后城组晚期，

（4）中侏罗世燕山造山带的形成奠定了华北北

盆地范围缩小，沉积中心逐渐向东南迁移，但并

缘晚中生代盆-山格局，
彻底阻隔了兴蒙造山带物质

非与挤压作用有关。本次研究在盆地东部发现

向华北盆地的输送。华北北部的古内蒙古高原在中

了一条侵入到后城组上部砂岩中的辉绿岩脉，并

侏罗世和早白垩世早期发生了 2 次显著的隆升。

对其进行了 SHRIMP 锆石 U-Pb 定年，获得的测

（5）尚义盆地侏罗纪—早白垩世早期演化记录

年结果为 141±1Ma（图 2、图 8-d），指示了伸展构

了燕山运动造山前、同造山和造山后全过程。早侏

造环境。此外，在辽西朝阳、冀北后城、鲁西淄博

罗世，在区域性伸展构造背景下，尚义盆地初始拉

及黑龙江开库康，笔者同样发现了大量侵入到土

张断陷，发育下花园组河流、三角洲和局限湖泊相

城 子 组/后 城 组 及 同 时 代 地 层 中 的 辉 绿 岩 脉 ，测

沉积，指示了造山前伸展作用。中侏罗世早期，燕

得 年 龄 值 均 集 中 在 141Ma 左 右

。前人测得的

山运动爆发，盆缘逆冲断层控制了下花园组晚期和

侵入到鲁西地区中—晚侏罗世地层中的辉绿岩脉

龙门组沉积，由辫状河相砂砾岩逐渐过渡为湿润型

年龄为 144~143Ma

。在华北东北部和北部地区

冲积扇相砾岩，盆地范围缩小，沉积、沉降中心向北

前人还相继报道了 155Ma 的煌斑岩和 150~144Ma

迁移，代表了同造山挤压作用。晚侏罗世—早白垩

的 A 型花岗岩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双峰世火

世早期，盆地北部再次出现断陷活动，由干旱型冲

山岩、
A 型花岗岩、
裂谷盆地在东北地区的分布更加广

积扇相砾岩向南快速超覆，依次发育河流、三角洲

泛

[6,12- 13,147,170- 173]

[167]

[166]

[168-169]

，代表了一次区域性的伸展 构 造 事

和湖泊相沉积，在盆地西部和南部存在局部边缘

件。此后，华北北部出现了燕山运动二幕，以土城

相。晚期，盆地沉积范围缩小，沉积中心向东南部

子组或张家口组与义县组之间的角度不整合为标

迁移，沉积环境由河流、三角洲、湖泊逐渐变为河

，时间为 137/135~130Ma。

流、沙漠。侵入到后城组上部的辉绿岩脉与区域性

因此，尚义盆地侏罗纪—早白垩世早期的演化

分布的基性岩脉、A 型花岗岩、双峰世火山岩时代一

是华北北部盆地演化的一个缩影，不但记录了燕山

致，代表了一次区域性伸展构造事件，显示了造山

造山带造山前伸展、同造山挤压及造山后伸展的沉

后伸展作用。

志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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