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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沉积学和岩相学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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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天山上、下石炭统之间是否存在区域性角度不整合争议颇大，制约了西天山晚古生代构造演化阶段的划分。伊犁地区
石炭纪地层出露典型且完好，通过对该地区上、下石炭统接触关系的重新厘定，开展沉积学和岩相学研究。沉积学特征显示，
二者产状一致，未见底砾岩和风化壳，且存在碳酸盐岩和火山碎屑物质“混生”的沉积特征，下石炭统阿克沙克组和上石炭统伊
什基里克组之间并无明显沉积间断，应为连续的火山–沉积序列。该研究为西天山伊犁地区石炭纪为统一后碰撞裂谷盆地的
认识提供了沉积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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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山造山带作为中亚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记录保存了古生代多地体俯冲增生造山过程
和显生宙大陆地壳生长的诸多信息

[1-5]

，是研究增

生型造山带的良好载体。长期以来，古亚洲洋（天
山洋）的闭合时限一直是地学界争论的焦点，具有

室内岩相学观察，开展火山-沉积序列的精细研究，
分析上、
下石炭统的接触关系，
为西天山石炭纪构造
背景与盆地演化过程提供沉积学依据。

1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总体位于中亚造山带西南段（图 1-A），

晚志留世—泥盆纪 [6]、中晚泥盆世 [7]、晚泥盆世—早
石炭世

[8- 11]

和晚二叠世—中三叠

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伊犁-中天山地块之上，夹持于

等不同认识，归纳起来可分为前石炭世、早石

北天山和南天山早古生代造山带，
分别以中天山北缘

炭世、晚石炭世和后石炭世 4 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因

断裂和南部尼古拉耶夫-那拉提北坡断裂为界 [26- 27]

此，石炭纪构造演化过程是研究上述问题的突破

（图 1-B）。本文基于早石炭世（也有学者认为是晚

世

[13-15]

、晚石炭世末

[2,12]

2018 年

[16]

口。前人多集中于高级变质岩 、大洋岩石圈残片
[17]

（即蛇绿岩） 、不同成因和类型火山岩

[18- 19]

泥盆世—早石炭世）大哈拉军山组区域性角度不整

等的研

合于下伏前寒武纪中天山结晶基底或前石炭纪褶

究，而地层接触关系，尤其是区域性角度不整合被

皱基底之上 [2,23,30] 的地质事实，认为西天山伊犁地区

认为是构造演化阶段划分的重要依据，地学界趋于

下石炭统下部的区域性角度不整合代表着碰撞后

认同研究区石炭系与前石炭系的区域型角度不整

裂谷的“起点”[23]，下石炭统发育自下而上的退积型

合[20]，但对于石炭系内部尤其是上、下石炭统之间是

沉积序列，且由扇三角洲向浅海相过渡，具备后碰

[21-23]

否存在角度不整合争议颇大

撞裂谷的递进伸展裂陷的充填特征 [31]，西天山石炭

。

例如，
1∶20万昭苏幅①将上、
下石炭统划为不整合
接触，
李永军等也将特克斯达坂地区的石炭系各地层
均厘定为角度不整合接触[22]，
而 1∶20 万莫合尔幅②（昭
苏幅东侧邻区）将下石炭统阿克沙克组和伊什基里克
③

纪为后碰撞裂谷盆地[23，31]。

2

地层及岩性特征
研究区石炭系分布广泛，自下而上可划分为 4

组划为整合接触。1∶20万伊宁幅 下石炭统阿克沙克

套岩石组合，分别为大哈拉军山组（C1d）中酸性火

组的岩石组合为碳酸盐岩、
砂岩、
砾岩、
晶屑岩屑凝灰

山岩-火山碎屑岩、阿克沙克组（C1a）碳酸盐岩-碎

岩、
英安岩、
流纹岩、
玄武岩等多种岩性组合，
并认为

屑 岩 、伊 什 基 里 克 组（C2y）火 山 岩 、东 图 津 河 组

盛产腕足和珊瑚化石，
较多酸性、
中性和基性火山岩

（C2dt）海陆交互相碎屑岩夹碳酸盐岩组合和科古琴

[24]

的出现与阿克沙克组标准剖面岩性并不完全吻合 ，
故有必要对其在伊什基里克一带划定的阿克沙克组

山组（C2k）陆相粗碎屑沉积[32]。
（1）大哈拉军山组（C1d）

进一步解体并重新厘定。部分学者在伊犁特克斯达

大哈拉军山组分布于博罗科努山南坡、那拉提

坂地区厘定出了诸多不整合，
对此提出了天山地区至

山、阿吾拉勒山、昭苏县和特克斯县北的伊什基里

[22]

少有6 幕褶皱运动的认识 ，
认为天山地区早、
晚石炭

克山南坡及特克斯县南的大哈拉军山一带[33]。火山

世之间存在一次大的洋盆闭合事件，
且早石炭世晚期

岩时空分布具有明显的水平或横向分带特征。由

[2,12,21,25]

。近期部分学者通过伊犁盆

于基底性质不同，西段盆地范围大, 沉积厚度大，向

地石炭纪火山-沉积序列的精细研究，
认为石炭纪内

东地层厚度逐渐减薄，且存在由东向西时代变新的

部各组之间为火山喷发不整合或整合接触关系，
为一

趋势[34]，总体表现为 2 套岩性沉积，一套以中酸性火

可能存在构造转换

[23]

套火山喷发的正常沉积充填序列 。故不同学者及

山岩及碎屑岩为主，分布面积大，位于巩乃斯裂谷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者对西天山伊犁地区上、
石炭统之

带外侧；一套为中基性熔岩及碎屑岩，位于以巩乃

间的区域性角度不整合尚存争议，
制约了西天山石炭

斯河为中心的内带。地层厚度表现为自西向东、自

纪构造演化乃至天山洋盆闭合时限的研究。近年来，

外带向内带增厚。地层展布显示，从西向东层位增

笔者所在的团队对新疆伊犁地区石炭系主要剖面进

高，时代进一步变新，所以是一个“穿时”地层，向东

行了基础地质调查，
本文拟通过对伊犁地区特克斯北

时限越来越高。岩石组合序列在伊犁-中天山地块

部的伊特公路北和萨尔不顺 2 条剖面，
依据下石炭统

不同位置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岩层中正常沉积碎屑

阿克沙克组和上石炭统伊什基里克组野外沉积学和

岩夹层极少见，显示火山活动较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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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区域地质略图[2,26-29]
Fig. 1 Regional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study area

（2）阿克沙克组（C1a）

霍洛山南坡，呈北西—南东向展布，为一套海相喷

阿克沙克组主要分布在伊宁盆地北缘的博罗

发岩，岩性较杂，几乎包含基性-中酸性熔岩、火山

霍洛山和盆地中部的中央隆起（乌孙山-伊什基里

碎屑岩、沉火山碎屑岩各种类型，夹正常沉积碎屑

克山）一带。总体为一套正常沉积的陆-浅海相碎

岩。该组以中-酸性火山岩为主，主要岩性包括灰

[24]

屑岩和浅海相碳酸盐岩，少见火山岩夹层 。典型

色、灰紫色安山岩、英安岩、流纹岩、中酸性火山角

岩性为厚层的含生物碎屑泥微晶灰岩、颗粒灰岩、

砾岩、晶屑岩屑凝灰岩、火山灰凝灰岩、沉凝灰岩，

生物灰岩、鮞粒灰岩。自下而上分为 4 个岩性段：下

局部见橄榄绿玄岩、玄武安山岩、石英斑岩、霏细

部为灰绿色、灰色厚层细砂岩、粉砂岩、泥质粉砂岩

斑岩。

等细碎屑岩，砂岩层发育大型交错层理，以浅海陆

（4）东图津河组（C2dt）

棚相为主；中下部发育厚层灰岩、含生物碎屑灰岩、

研究区东图津河组分布于博罗霍洛山、汗古尕

生物礁灰岩、台缘斜坡角砾岩等，化石极丰富，以腕

山一带，为一套海相碳酸盐岩和碎屑岩沉积，包含

足和四射珊瑚为主，代表了碳酸盐岩台地沉积环

灰色-黑色灰岩、大理岩化灰岩夹粉砂岩、砂岩、板

境；中上部发育由多个以灰色、灰褐色薄层状粉砂

岩、页岩和砾岩。东图津河组为伊什基里克组的同

岩、泥质粉砂岩和泥岩粒序层为基本单元的厚层复

期异相沉积。

理石建造，层序底部发育槽模，可见包卷层理，该时

3

期存在较深水沉积环境；上部发育厚层灰黑色泥

上、下石炭统整合接触的沉积学证据

岩、粉砂质泥岩、含生物化石泥岩，是较深水沉积环

本次选取特克斯北部的伊特公路北和萨尔不顺

境的延续，水体较安静，为陆棚边缘盆地相沉积，是

2 处露头，
对下石炭统阿克沙克组和上石炭统伊什基

阿克沙克组烃源岩主要发育层段，阿克沙克组在尼

里克组的接触关系进行详细观察（图 1、
图 2、
图 3），
并

勒克北于赞一带则以粗碎屑岩为主，碳酸盐岩仅呈

建立了沉积充填序列（图4）。下面就伊特公路和萨尔

[35]

层状产出，
表现为扇三角洲相沉积 。
（3）伊什基里克组（C2y）
伊什基里克组主要分布在阿吾拉勒山、博罗

不顺2个观察点的地层接触关系进行分述。
3.1

伊特公路北
该观察点位于特克斯县城北卡拉沙依一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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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伊特公路北露头剖面（图中①~⑧代表分层号）
Fig. 2 Geological section on the north of Yite road

露地层为 1∶20 万昭苏幅划定的下石炭统阿克沙克

尔不顺沟西侧采石场（图 1）。原 1∶20 万伊宁福将其

组和上石炭统伊什基里克组（图 2）。

划定为阿克沙克组，并未识别出伊什基里克组。本

上、下石炭统接触面两侧岩性为阿克沙克组浅

文依据该地区阿克沙克组上部未含火山岩④，将原阿

灰色中薄层状含生物碎屑砂质灰岩和伊什基里克

克沙克组进一步解体，萨尔不顺剖面出露的大套火

组灰绿色玄武岩，产状陡倾（倾角约 82°），二者产状

山岩及火山岩碎屑岩组合划定为伊什基里克组，由

一致（图 3），且岩性为渐变过渡关系，阿克沙克组

于受后期南北方向的强烈挤压，该剖面褶皱和断层

顶部浅灰色中薄层状砂质灰岩中出现灰绿色玄武

较发育，故观察点选取阿克沙克组灰岩与伊什基里

安山岩砾石（4cm×12cm），砾石呈次棱角状，砂质

克组火山岩直接接触部位进行观察。

灰岩中砂质含量约 20%，单层厚度约 15cm。二者

上、下石炭统接触面为阿克沙克组中厚层状灰

的接触面为火山喷发不整合面，接触面凹凸不平，

褐色含生物碎屑灰岩和伊什基里克组暗紫红色流

为喷发覆盖关系，未见底砾岩和风化壳（图版Ⅰ-

纹质火山角砾岩，火山角砾岩强烈碳酸盐化，且风

A），故不存在风化剥蚀作用。沉积序列由下至上

化严重。二者产状近直立且一致（倾角约 85°），可

分别为：生屑灰岩→砂质灰岩→钙质岩屑杂砂岩→

与伊特公路剖面进行对比，接触面凹凸不平，未见

含火山岩砾石的生屑灰岩→含火山碎屑的生物碎

底砾岩和风化壳（图版Ⅰ-C、D、图 3）。接触带附近

屑灰岩→玄武岩→钙质长石岩屑杂砂岩→安山质

灰岩中见多个紫红色安山质凝灰岩砾石，大小不

含角砾熔结凝灰岩（图 2、图版Ⅰ-B）。阿克沙克组

一，呈棱角-次棱角，大者可达 30cm×15cm，小者可

顶部灰岩中的火山岩砾石同伊什基里克组火山岩

达 5cm×2cm（图版Ⅰ-E）。沉积序列由下至上分别

岩性一致。

为 灰 白 色 中 厚 层 状 生 物 碎 屑 灰 岩（含 火 山 岩 砾

3.2

萨尔不顺
该观察点位于伊特公路北观察点以东 2km 萨

石）→流纹质火山角砾岩→流纹质沉凝灰岩→安山

玄武岩→晶屑凝灰岩→含角砾晶屑凝灰岩→流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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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Plate Ⅰ

(B2、B4…为采样点)
A.伊特公路阿克沙克组与伊什基里克组接触关系[23]；B.阿克沙克组岩性组合；
C.萨尔不顺阿克沙克组与伊什基里克组接触关系；
D.灰岩与火山角砾岩接触面；
E.灰岩中的火山岩砾石；
F.珊瑚化石；
G.腕足化石；H.火山角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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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萨尔不顺露头剖面（图中①~⑧代表分层号）
Fig. 3 Geological section of Saerbushun area

岩→安山质晶屑凝灰岩。灰岩中的珊瑚化石（图版

的岩石类型，呈块状构造，砂状粒状结构，物质组

岩台地相沉积。伊什基里克组火山角砾岩中可见

A）。岩屑主要为酸性火山岩岩屑、中酸性火山岩

Ⅰ-F）和腕足化石（图版Ⅰ-G）指示了浅水碳酸盐

分 由 方 解 石 、长 英 质 砂 屑 与 岩 屑 组 成（图 版 Ⅱ-

玄武岩、安山岩和英安岩砾石，砾石呈次棱角-次圆

碎屑，粒径细小，一般小于 0.2mm（图版Ⅱ-B）；长

状（图版Ⅰ-H），
指示近物源堆积特征。

石砂屑为斜长石，多呈次棱角状，少数呈次圆状，

4

上、下石炭统整合接触的岩相学证据
本次选取伊特公路北和萨尔不顺 2 处观察点，

粒径一般小于 0.2mm；石英砂屑形态、大小与长石
砂屑相似；方解石晶体形态多呈不规则粒状，粒径
小于 0.2mm。

在详细观察露头沉积特征的基础上，系统采集下石

接触面下部为砂质含生物碎屑灰岩（14YSJLK-

炭统阿克沙克组和上石炭统伊什基里克组的岩石

B6），呈块状构造，含生物碎屑砂状结构。岩石中可

样品，特别是接触界面附近的代表性岩石和火山岩

见较多岩浆岩岩屑，主要为酸性、中酸性火山岩碎

砾石，对比砾石成分与上覆火山岩地层的差异性。

屑，其次为安山岩碎屑，碎屑物形态多为次棱角状，

岩相学特征表明，界线附近的阿克沙克组砂质灰岩

少数为次圆状，粒径大小一般为 0.15~0.5mm（图版

中含有较多的火山碎屑物质，与露头观察到的阿克
沙克组灰岩中赋存的火山岩砾石现象吻合。现将

Ⅱ-C）。长石砂屑为斜长石，多呈次棱角状，少数为

次圆状，粒径大小为 0.1~0.4mm；灰岩碎屑多为泥晶

详细岩相学特征进行论述。

灰岩，形态多不规则，粒径大小在 0.15~0.5mm 之间；

4.1

伊特公路北剖面

生物碎屑常见有孔虫生物碎屑，呈锥形或盘形，有

在该剖面上、下石炭统接触界面附近共采集 7

海百合长方形骨板与圆形基板。

件 样 品 ，阿 克 沙 克 组 4 件（14YSJLK- B3、B4、B5、

阿克沙克组的陆源碎屑岩组合以细粒钙质岩

B6），伊什基里克组 3 件（14YSJLK-B2、B8、B9），其

屑杂砂岩（14YSJLK-B5）为代表，可见较多酸性火

中样品 14YSJLK-B3 为砂质灰岩中的火山岩砾石。

山岩碎屑、中酸性火山岩碎屑，碎屑形态呈次棱角

阿克沙克组的代表性岩石组合主要为砂质灰

状，粒径一般小于 0.2mm。长英质砂屑形态呈次圆

岩 、生 物 碎 屑 灰 岩 ，夹 少 量 陆 源 碎 屑 岩 。 样 品

状或次棱角状，粒径一般小于 0.1mm；块状构造，砂

14YSJLK-B4 为细粒砂质灰岩，是阿克沙克组典型

状 结 构 ，岩 屑 成 分 约 52% ，长 石 和 石 英 砂 屑 小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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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上、下石炭统沉积序列示意图（图中①~⑧代表分层号）
Fig. 4 The sedimentary succession of the Upper and Lower Carboniferous strata

10% ，钙 质 胶 结 物 约 38% 。 阿 克 沙 克 组 生 物 碎 屑

伊什基里克组代表性岩石组合为玄武岩和安

灰 岩 可 见 火 山 岩 砾 石 ，岩 性 为 蚀 变 安 山 玄 武 岩

山质含角砾熔岩，本次选取 14YSJLK-B2 和 14YS⁃

（14YSJLK-B3），与上覆伊什基里克组岩性一致。

JLK-B9 两件典型岩石样品开展岩相学研究。其中

岩石为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由斜长石组成，

玄武岩（14YSJLK-B2）为块状构造，斑状结构，基质

含 量 为 18%~20% ，矿 物 晶 体 呈 板 状 或 粒 状 ，粒 径

为间粒结构，斑晶为斜长石，含量约 20%，呈板状或

大小在 0.5~2.5mm 之间，矿物晶体多分散分布，少

粒 状 ，粒 径 大 小 在 1~2.5mm 之 间 ，有 时 呈 聚 斑 出

数 呈 聚 斑 出 现（图 版 Ⅱ-D）。 基 质 由 斜 长 石 、辉

现。基质由斜长石、辉石、金属矿物钛铁矿组成，斜

石、金属矿物与火山玻璃组成，斜长石矿物晶体

长石矿物晶体呈小板条状，粒径达 0.5mm（图版Ⅱ-

呈小板条状杂乱分布，其空隙被辉石小晶体、金

E）。安山质晶屑熔结凝灰岩（14YSJLK-B9）呈块状

属矿物、火山玻璃充填，呈间粒间隐结构。火山

构造，熔岩为含角砾凝灰结构，物质组分由角砾、岩

玻璃已脱玻化，被细小帘石交代，细小辉石也被

屑、晶屑与熔岩组成。角砾成分为安山岩，呈次棱

闪石交代。

角状、熔蚀状，粒径大小在 2~5.5mm 之间；岩屑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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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ⅡPlate Ⅱ

A.砂质灰岩；
B.砂质灰岩中的火山岩岩屑；
C.富含火山碎屑的砂质含生物碎屑灰岩；
D.安山玄武岩砾石；
E.玄武岩；
F.安山质含角砾熔岩。
均为伊特公路北剖面，
正交偏光

也为安山岩，碎屑物形态呈棱角状、次棱角状、溶蚀

源供给，这与石炭纪火山活动期及间歇期碳酸盐岩

状，粒径大小在 0.15~0.4mm 之间，碎屑胶结物为安

台地沉积的构造背景吻合。

山质熔岩（图版Ⅱ-F）。

4.2

萨尔不顺剖面

综上所述，阿克沙克组灰岩中安山玄武岩砾石

该 剖 面 共 采 集 10 件 样 品 ，阿 克 沙 克 组 4 件

与上覆伊什基里克组玄武岩基本一致，且接触界面

（14SEB- B5、B9、B10、B11），伊 什 基 里 克 组 6 件

附近灰岩中砂质含量较高，可见较多酸性、中酸性

（14SEB-B3、
B4、
B6、
B7、
B8、
B12）
（图 5）。上、
下石炭

火山岩碎屑物质，存在陆源碎屑和火山物质 2 类物

统接触界面附近的生屑灰岩和安山质火山角砾岩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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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地表现为碳酸盐岩和火山物质的混合沉积

为泥晶灰岩碎屑，
形态不规则，
凝块石碎屑呈褐色，
碎

现象，
生屑灰岩中见较多火山碎屑，
安山质火山角砾

屑物形态多呈次棱角状，粒径大小在 0.3~0.5mm 之

岩碳酸盐化明显，
与伊特公路北的观察点认识一致。

间，方解石碎屑形态多为次棱角状，粒径大小在 0.1~

现选取上、下石炭统界线附近的岩石开展岩相

0.25mm 之间。生物碎屑主要为有孔虫碎屑，个体呈

学分析，其中该剖面阿克沙克组岩石组合为生物碎

长方柱形或圆形，
形体一般较小，
可见数个房室。

屑灰岩（含腕足、珊瑚、海百合茎化石），为阿克沙克

伊什基里克组岩石组合为安山玄武岩、流纹

组典型岩石类型（14SEB-B9），岩石为块状构造，碎

岩、流纹质火山角砾岩、流纹质沉凝灰岩、安山质晶

屑结构。物质组分主要为方解石碎屑与生物碎屑，

屑凝灰岩的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组合，本次选取接

其中生物碎屑主要为海百合茎，常见矩形骨板，长

触界面附近的 14SEB-B8 和 14SEB-B12 两件岩石

度达 1mm。另见海百合圆形基板，中间有基孔，基

样品开展岩相学研究。样品 14SEB-B8 岩石类型为

板直径达 1mm（图 5-A）。

流纹质火山角砾岩，角砾含量大于 90%，火山角砾成

阿克沙克组顶部为生物碎屑灰岩（14SEB-B5），

分为流纹岩，碎屑形态为棱角-次棱角状，砾径大小

含有火山碎屑（10%），
种类为酸性火山岩碎屑，
形态多

在 2~7.2mm 之间，凝灰质胶结（图 5-C）。另外，伊

为次棱角状，粒径大小在 0.1~0.5mm 之间，碎屑胶结

什基里克组下段可见碳酸盐化流纹质沉凝灰岩

物为亮晶方解石（图 5-B）。岩石为块状构造，
碎屑状

（14SEB-B12），岩石的物质组分主要由火山凝灰物

结构，
物质组分主要由灰岩碎屑、
凝块石碎屑组成，
其

与碳酸盐矿物组成，火山凝灰物主要为流纹岩碎

次为方解石碎屑、
生物碎屑等细小岩屑。灰岩碎屑多

屑、形态多呈不规则状，粒径大小在 0.1~0.6mm 之

图 5 萨尔不顺剖面岩石岩相学特征
Fig. 5 The petr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aerbushun profile
A—生物碎屑灰岩（单偏光）；B—含火山碎屑的生物碎屑灰岩（正交偏光）；
C—流纹质火山角砾岩（正交偏光）；
D—碳酸盐化流纹质沉凝灰岩（正交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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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还有较多玻屑，形态多呈多角状、鸡骨状、弧面

合茎化石，指示了浅水的生物礁相沉积。裂谷演化

状等，已被方解石交代，但保留其玻屑假象。晶屑

阶段常伴有多期火山岩浆活动，晚石炭世开始，研

少量，种类为石英，形态多呈棱角状与次棱角状、粒

究区开始出现火山喷发，产生的高粘度富含挥发分

径大小在 0.1~0.3mm 之间。火山凝灰物在岩石中的

的酸性、基性岩浆喷出地表，同时火山灰流或火山

含量大于 50%，方解石呈粒状，粒径大小在 0.06~

碎屑流进入水体并沉积。伴随火山活动的持续和

0.15 mm 之间，
为火山凝灰质胶结物（图 5-D）。

强烈喷发，伊什基里克组的双峰式火山岩覆盖于浅

5

水相的碳酸盐岩台地即阿克沙克组灰岩之上。特

讨

论

别是在二者接触界面附近的灰岩不纯，可见较多砂

地层作为造山带构造演化过程的沉积响应，
可以

屑和火山碎屑，这与火山活动引起的较多陆源碎屑

客观记录并有效划分不同构造层，
上、
下石炭统之间

和火山物质供给密切相关。故少量火山岩块、陆源

是否存在区域性角度不整合关系到西天山石炭纪构

碎屑和碳酸盐岩共同沉积，形成介于下石炭统阿克

造演化阶段能否
“二分”
或为统一裂谷盆地这一关键

沙克组和上石炭统伊什基里克组之间的沉积序

科学问题。本文基于伊犁地区伊特公路北和萨尔不

列。综上所述，研究区上、下石炭统之间并不存在

顺 2 个观察点，
着重开展上石炭统伊什基里克组和下

沉积间断，应为连续沉积。

石炭统阿克沙克组的地层接触关系研究，
以沉积序列

综上，伊犁地区的石炭纪火山岩以双峰式火山

为突破口，
开展精细的沉积学和岩相学观察。

岩和碱性火山岩为主，其岩性组合和地球化学特征

5.1

火山-沉积充填演化过程

表明，石炭纪盆地属于持续拉张的构造背景。火山

伊犁地区上石炭统伊什基里克组主要为一套

岩夹层中的碎屑岩、砾岩和火山碎屑岩含量较多，

裂谷期的双峰式火山岩组合，下石炭统阿克沙克组

结构成熟度和成分成熟度较低，指示了火山喷发期

则以稳定的浅水碳酸盐岩台地相灰岩为代表。野

复杂的物源供给特征，火山活动间歇期则以滨浅海

外沉积学调查和室内岩相学特征表明，二者不存在

相的碳酸盐岩台地为代表，产丰富的海相动物化石

角度不整合或平行不整合，产状一致，未见底砾岩
和风化壳，特别是在接触界面上、下的岩石组合中，

（菊石、腕足、珊瑚等）。
5.2

盆地演化分析

均发现了碳酸盐岩和火山物质的混合沉积现象，阿

裂谷环境下（大洋型、陆间型和大陆型）在演化

克沙克组灰岩中的火山岩砾石与上覆伊什基里克组

阶段，由于岩浆火山活动的周期性，其充填序列可

的火山岩岩性基本一致，
上、
下石炭统之间未见明显

出现诸多沉积不整合 [36]，裂谷盆地的充填序列之间

的沉积间断，
应为同一构造层的产物。另外，
在特克

可以存在一个由角度不整合经平行不整合过渡为

斯南库仕台可见阿克沙克组的砾屑灰岩和伊什基里

整合的界面 [37]。以东非陆内裂谷为例，盆地在演化

克组的安山岩直接整合接触。在尼勒克北于赞乡

过程中可发育诸多沉积不整合[36,38]，裂谷演化阶段初

可见阿克沙克组生屑灰岩与东图津和组含砾粗砂

期和裂谷期后均可以出现地层不整合 [39]，故仔细甄

岩接触，产状一致且未见风化壳沉积。

别沉积不整合并厘定区域性角度不整合是确定造

1∶20 万昭苏幅区域地质调查工作表明，特克斯

山事件抑或洋盆闭合时限的关键。

县城北卡拉沙依剖面的阿克沙克组除以碳酸盐岩

李永军等[32]在研究区厘定出下石炭统阿克沙克

为典型岩石组合特征外，还有较多酸性火山灰凝灰

组与上石炭统伊什基里克组之间的角度不整合，二

岩，并可见多套砾岩沉积，表明该地区该时期的构

者呈微角度相交，应为裂谷盆地期的沉积不整合，

造环境火山活动频繁，易造成滑塌砾岩堆积。本次

而伊什基里克组的火山岩组合则代表新的裂陷期

研究表明，所谓“不整合”很可能是裂谷演化阶段火

的开始，在裂谷发育演化阶段，岩浆活动频发阶段

山-沉积作用的典型产物，阿克沙克组和伊什基里

伴随着剧烈的地壳运动，会对下伏沉积地层造成强

克组分别对应石炭纪火山喷发期与间歇期的火山-

烈挤压变形，间歇期地层变形较弱，可以出现局部

沉积建造。早石炭世阿克沙克组在东西横向上不

所谓“不同构造层次”的变形特征组合。前人将上、

连续，表现为局部碳酸盐岩台地特征，灰岩中赋存

下石炭统之交作为洋盆闭合的重要关键节点，对应

丰富的腕足（图版Ⅰ-F）、珊瑚（图版Ⅰ-G）和海百

明显的洋陆转换，伊犁特克斯地区下石炭统阿克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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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组为典型滨浅海碳酸盐岩台地沉积，上石炭统伊

Asia: A tectonic and evolutionary innovative review[J]. Earth- Sci⁃

什基里克组为海相火山岩建造，二者之间并未出现

ence Reviews, 2012, 113: 303-341.

明显的洋陆变迁事件。
伊犁地区石炭纪盆地具备 2 套伸展-裂陷演化

序列，序列Ⅰ、Ⅱ为大哈拉军山组底部的扇三角洲

[6]Yue Y J, Liou J G, Graham S A. Tectonic correlation of Beishan and
Inner Mongolia oroge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alinspastic re⁃
construction of north China[C]//Hendrix M S, Davis G A. Plaeozo⁃
ic and Mes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Asia:

相沉积，向上出现 2 次爆发相-喷溢相的火山喷发旋

from continental assembly to intracontinental deformation. Memoir

回，阿克沙克组为扇三角洲相→滨浅海相→开阔台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 2001，
194：101-116.

地相，序列Ⅱ为伊什基里克组的 3 次爆发相-喷溢相
的火山喷发旋回，东图津和组则为浅海陆棚相沉

[7]Tang K. Tectonic development of Paleozoic foldbelts at the north
margin of the Sino- Korean Craton[J]. Tectonics, 1990, 9(2): 249260.

积，具备后碰撞裂谷盆地的充填过程 [23]，其受控于

[8]Graham S A, Hendrix M S, Wang L B, et al. Collisional successor

南、北两侧早古生代造山带，二叠纪研究区完全进

basins of western China: Impact of tectonic inheritance on sand com⁃

入陆内裂谷盆地。盆地动力学机制方面，石炭纪可

position[J].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 1993, 105(3):

能与盆山结合带的增厚地壳造成的“去山根”作用
有关，使岩石圈地幔和下地壳发生拆沉，导致软流
圈热侵蚀、俯冲板片的断离-折返，诱发基性岩浆活
[40]

323-344.
[9]夏林圻，张国伟，夏祖春，等. 天山古生代洋盆开启、闭合时限的岩
石学约束——来自震旦纪、石炭纪火山岩的证据[J]. 地质通报,
2002, 21(2): 55-62.

动，引起地表短暂抬升后的持续裂陷 。二叠纪西

[10]卢进才，牛亚卓，魏仙样，等. 北山红石山地区晚古生代火山岩

天山伊犁地区整体表现为陆相红层，其拉张的动力

LA-ICP-MS 锆石 U-Pb 年龄及其构造意义[J]. 岩石学报, 2013,

学机制可能与塔里木地幔柱的远程效应有关[41]。

29(8): 2685-2694.

6

结

论

西天山伊犁地区的地层学调查表明，上、下石
炭统为整合接触，沉积学和岩相学特征均表明，阿
克沙克组灰岩和伊什基里克组火山岩之间存在火
山物质和碳酸盐岩物质“混生”现象，研究区在石炭
纪应为统一后碰撞裂谷盆地。
致谢：野外地质样品采集过程中，得到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高小跃博士后、马文礼硕士的协助，
成文过程中，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卢
进才教授级高工提出诸多指导意见，审稿专家对本
文提出了建设性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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