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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龙格组为青藏高原南羌塘盆地西部晚古生代地层，本次工作对其岩石组合、古生物面貌、沉积环境、层序特征等

进行了详细研究，将龙格组进一步划分为三个段，初步认定一段主要形成于开阔台地亚相、二段形成于局限台地和潮坪
亚相、三段形成于潮间带-潮上带微相，从下往上反映海水逐渐变浅过程。依据地层中出露的蜓类、腕足类、腹足类、双
壳类和珊瑚等海相化石的详细鉴定结果，认定龙格组形成于中二叠世栖霞期-茅口期。此研究可为深入探讨南羌塘盆
地西部古生代大地构造背景及晚古生代盆地边界、盆地属性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地质资料。

关键词:龙格组；南羌塘盆地；古生物特征；栖霞阶-茅口阶
中图分类号：P53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135（2017）02－0089-10

南羌塘盆地地处西藏自治区北部，盆地内出露

年）
）项目继续引用龙格组[6]，
并将其原 1/25 万划分的

的龙格组系梁定益等 1982 年命名，创名剖面位于西

下段的下部归为一段、
下段的上部、
中段和上段的下

[1，
2]

藏自治区日土县欧拉

。原义指岩性为块状结晶灰

部合并为二段，在上段的上部新解体出一套以白云

岩、生物礁灰岩、含砂灰岩、白云岩及部分鲕状灰岩

岩为主的岩石组合，
并整合于二段之上，
故将其划为

组成的一套地层，富含蜒类和群体珊瑚、苔藓虫、钙

三段。二段底部有一层稳定的砾屑灰岩作为标志与

藻及部分腕足类、
腹足类化石，
时代为茅口期。中国

一段区分，且二者之间岩石岩性组合、颜色、层厚等

[3]

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章炳高等（1984）

均差异较大，三段底部以一层出露稳定厚约 10 m 的

将日土县民卓茶卡一带的灰岩称民卓茶卡灰岩。西

中细晶白云岩与二段区分。本次工作对龙格组的岩

[4]

藏区调队（1986） 将改则县鲁谷一带的灰岩称鲁谷

石组合、
沉积环境、
古生物特征等均开展了较为详细

组，
以上这些组均指同一套灰岩地层。1993 年《西藏

的研究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以此为依据重新

[1]

地质志》 引用其名，
时代为早二叠世。夏代祥、
刘世
[2]

建立了龙格组内三个段的划分标志，并根据其内出

坤（1997）在《西藏岩石地层》 继续引用龙格组，
指岩

露的古生物特征将其时代归为中二叠世栖霞阶（上

性以灰岩为主的一套地层，主要岩性为灰色厚层至

部）-茅口阶。

块状结晶灰岩、生物礁灰岩、含砂灰岩、白云岩及鲕
状灰岩等，
产蜒类、
珊瑚及腕足类。顶、
底不全，
时代

1 区域地质背景

为早二叠世。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2003—2005

调查区地处青藏高原西部，
属班公湖-怒江结合

年）在羌多一带开展地质调查时引用龙格组，
为一套

带西段和南羌塘地块南缘，大地构造位置归属于班

碳酸盐岩组合，
根据岩石组合将其划分为下段、
中段

公湖-双湖-怒江-昌宁对接带。据《西藏自治区岩石

和上段，时代为中二叠世，但其划分的下段的上部、

地层》[2]和《青藏高原及邻区地质图及说明书（1/1 500

中段和上段岩性均较一致，
均以白云质灰岩为主，
且

000）》[7]，
调查区属班公湖-双湖-怒江-昌宁地层大区

各段之间无明显的划分标志，
故难以区分，
另对龙格

（Ⅵ）、
南羌塘地层区（Ⅵ2）[5]（图1）。

组地层的沉积环境也局限于碳酸岩台地[5]。笔者主

调查区内主要出露晚古生代地层，次为中生代

持完成的西藏 1/5 万埃永错东地区四幅区域地质调

地层和新生代地层。古生代地层有早-中二叠世吞

查（河北省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研究所（2011—2013

龙共巴组、中二叠世龙格组。吞龙共巴组以一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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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二叠世龙格组作为南羌塘盆地西部日
土-羌多一带出露最为广泛的地层，
是研究二叠纪地
层的较佳地段，
本次通过对其进行详细剖面研究，
为
深入探讨南羌塘盆地西部古生代大地构造背景及晚
古生代盆地边界、盆地属性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
础地质资料。

2 剖面描述
调查区内龙格组地层多呈北西西向或近东西向
展布，岩层产状较稳定，露头较好，整合于下伏吞龙
共巴组之上，上被晚三叠世日干配错群或新生代地
图 1 调查区地层区划图
（据青藏高原及邻区地质图及说明书（1/1 500 000））
Fig.1 Certain radioactive-pollute area formation
zoning map（according to the Qianghai-Tibet plateau
and its adjacent area geological map and instructions
（1/1 500 000））
1. 调查区位置；2. 一级地层区界线；3. 二级地层分区界线；4.
三级地层分区界线；Ⅴ. 羌塘-三江地层大区；Ⅵ. 班公湖-双
湖-怒江-昌宁构造-地层大区；Ⅶ. 冈底斯-喜马拉雅地层大
区；Ⅴ 5- 1 . 喇嘛昆仑地层分区；Ⅴ 5- 2 . 北羌塘地层分区；Ⅵ 1 . 日
土-改则构造-地层分区；
Ⅵ 2 . 南羌塘地层区；
Ⅵ 3 . 龙木错-双湖
构造-地层区；
Ⅶ 1-2 . 班戈-八宿地层分区；

粗上细的碎屑岩组合为主，夹生屑泥晶灰岩和基性
火山岩等特殊岩性层；
龙格组为一套碳酸盐岩组合，
出露硅质条带灰岩、
藻团块灰岩、
白云岩夹竹叶状灰
岩、
砾屑灰岩、
灰质砾岩。
中生代地层有晚三叠世日干配错群一组、
二组、
早-中侏罗世曲色组和晚侏罗世-早白垩世雪山组。
日干配错群一组为一套砾岩夹砂岩的岩性组合，见

层角度不整合覆盖。本次工作针对龙格组一段、二
段和三段分别布置了相应的剖面对其控制。一共测
制了 7 条剖面，
其中最具代表剖面为日土县扎普村拿
木龙中二叠统龙格组二段—日干配错群（P2l 2—T3rg）
实测剖面（PM03）和日土县 5319.5 高地东中二叠世
龙格组一段（P2l 1）实测剖面（PM18）。
2.1 PM03 剖面特征

位于日土县扎普村北东 30 km 拿木龙一带，交
通尚可。该剖面龙格组出露较全，
基岩露头较好，
构
造简单。龙格组一段、
二段和三段之间呈整合接触，
龙格组三段与上覆日干配错群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图2）。
上覆：
日干配错群（T3rg）：
为薄层残余藻团块中细晶灰岩
夹薄层含砾屑残余藻团块中细晶灰岩，二者厚度比例约为
（2～4）/1，
层底部为藻团块砾屑灰岩
～～～～～～～～角度不整合～～～～～～～～
龙格组三段：
（P2l 3）

311.2 m

68. 浅灰色-灰白色中层夹厚层中细晶白云岩，二者比例
约为2/1

40.1 m

透镜状生屑泥晶灰岩夹层；日干配错群二组主要为

67.灰色中层状含砾屑中细晶白云岩

一套台地相碳酸盐岩组合，
见有透镜状细砂岩夹层；

66.灰白色中层状中细晶纹层状白云岩

曲色组为一套次深海-浅海相碎屑岩建造，
发育鲍马

65. 下部薄层夹中层亮晶灰岩，上部中层亮晶灰岩，二者

序列；雪山组为一套下细上粗的滨浅海相碎屑岩组
合，
夹灰岩、
硅质岩和中性火山岩的火山-沉积建造。
新生代地层主要有始新世-渐新世纳丁错组、
渐
新世-中新世康托组、中新世-上新世唢呐湖组和第
四系。纳丁错组为一套高钾钙碱性系列基性-中酸

比例约为1/2

7.5 m
37.1 m
34.3 m

64. 中层夹薄层中粗晶白云岩，二者比例约为（3～5）/1
36.3 m
63.中层状中细晶灰质白云岩
62.中薄层状中细晶灰质白云岩

14.4 m
27 m

61.中厚层状中粗晶白云岩

50.7 m

性火山熔岩夹火山碎屑岩组合；康托组主要为一套

60.粉灰-灰色重结晶灰岩

7.6 m

磨圆分选中等的紫红色复成分砾岩；唢呐湖组下部

59.中厚层状中细晶白云岩

7.3 m

主要为一套单一成分的厚层灰质砾岩，
中部为中-厚

58.中层状中细晶白云岩

35.0 m

层藻屑藻团块灰岩夹砾岩组合，上部为厚层砾岩夹

57.灰色中层状中细晶白云岩

10.3 m

灰岩组合。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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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藏日土县拿木龙中二叠统龙格组（P 2 l）实测剖面图
Fig.2 Measured g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Middle Permian Longge formation（P 2 l）in Namulong at Rutog county
下伏：
龙格组二段（P2l 2）

1 377.6 m

56.中层状粉细晶灰岩

6.9 m

55.中层状含砾屑粉泥晶灰岩

4.0 m

54. 中厚层状生屑藻球粒藻团块灰岩，含圆圆茎属（未定
种）Cyclocyclicussp

19.4 m

53. 中层夹厚层亮晶生屑藻团块灰岩，二者比例为（2～
3）/1。含申扎皱希瓦格蜓Rugososchwagerina
xanzensis Wang，
Sheng et Zhang

约为（2～3）/1
37.浅灰白色厚层状泥亮晶藻团块灰岩

53.2 m
9.6 m

36. 浅灰白色中层夹厚层状泥亮晶藻团块灰岩，
二者比例
约为2/1
35.浅灰白色厚层状中细晶白云岩

29.6 m
20.0 m

34. 浅灰白色中厚层状泥亮晶藻团块灰岩，
见新希瓦格蜓
44.0 m

52. 厚层亮晶藻团块灰岩夹中细晶白云岩，
二者比例约为
2/1。含皱希瓦格蜓（未定种）Rugososchwagerina sp.
21.9 m
51. 中层夹厚层白云石化亮晶含生屑藻团块灰岩，二者
比例约为（1～2）/1

38. 浅灰白色中层夹厚层状泥亮晶藻团块灰岩，
二者比例

20.1 m

50. 泥亮晶藻团块灰岩夹浅灰白色厚层中细晶白云岩，
二

（未定种）Neoschwagerina sp.

43.0 m

33. 浅灰-灰白色厚层状泥亮晶藻团块灰岩，
见新希瓦格蜓
Neoschwagerinahaitongica、Pseudodoliolinaprimigena
Toriyama and Kanmera

18.9 m

32. 浅灰白色中厚层状泥亮晶藻团块灰岩，含 Neoschwagerinasp 和小泽氏假桶蜓（比较种）Pseudodoliolinaozawai Yabe et

53.2 m

47.0 m

31.灰白色中厚层状中细晶白云岩

49.灰白色藻团块残余中粗晶白云岩

10.9 m

30.浅灰白色中厚层状泥亮晶藻团块灰岩

48.深灰色中薄层状残余藻团块泥粉晶灰岩

50.8 m

29. 灰白色中厚层亮晶含藻屑藻球粒藻团块灰岩，
含郴县

6.5 m

圆圆茎Cyclocyclicus cf.chanensis Dubatolowa et Shao

者比例相当

47.灰白色厚层亮晶含藻屑藻团块灰岩

46. 中层夹厚层亮晶含藻屑藻团块灰岩，二者比例约为
3/2
45.厚层亮晶藻团块灰岩
44.灰白色中层夹厚层亮晶藻团块灰岩
43.灰白色中层残余藻团块细晶灰岩
42.灰白色厚层状残余藻团块细晶灰岩
41.灰白色中层状泥亮晶藻团块灰岩

39.灰红色薄层状中细粒钙质岩屑砂岩

20.7 m

21.5 m

10.2 m

28.灰色-深灰色中薄层状亮晶含生屑藻团块灰岩 26.0 m

8.1 m

27. 下部中层微晶灰岩，上部厚层微晶灰岩，二者比例约

8.1 m
26.4 m
7.5 m
20.4 m

40. 灰白色巨厚层状含生屑藻团块亮晶灰岩，
含圆圆茎属
（未定种）Cyclocyclicus sp.

4.4 m

为2/3

15.6 m

26. 浅灰白色中厚层状中细晶白云岩夹灰色中层状微晶
灰岩，
二者比例约为2/1
25.紫灰色薄层状中粗晶结晶灰岩

56.6 m
5.5 m

24. 灰色中层微晶灰岩夹浅灰白色中厚层状中细晶白云

56.9 m

岩，
二者比例约为（3～4）/1

38.7 m

6.4 m

23.浅灰白色中层状中细晶白云岩

6.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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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浅灰色中厚层微晶灰岩浅灰白色厚层状中细晶白云
岩，
二者比例约为（3～4）/1

24.6 m

21.浅灰白色中层状中细晶白云岩

6.7 m

20. 灰白色厚层微晶灰岩夹浅灰白色中厚层状中细晶白
云岩，
二者比例约为2/1

14 m

19. 中层状亮晶灰岩夹厚层中细晶白云岩,二者比例约为
（2～4）/1

5.1 m

18. 浅灰白色中厚层状中细晶白云岩夹中层微晶灰岩，
二
者比例约为2/1

21.8 m

17. 灰色微晶灰岩夹浅灰白色中厚层状中细晶白云岩，
二
者比例约为（2～3）/1
16.浅灰白色厚层状泥亮晶藻团块灰岩

23.5 m
9.3 m

15. 灰白色微晶灰岩夹浅灰白色中厚层状中细晶白云岩，
二者比例约为（2～3）/1

17.6 m

14.灰色薄层状结晶灰岩

5m

13. 灰色中层微晶灰岩夹浅灰白色中厚层状中细晶白云
岩，
二者比例约为2/1

79.1 m

12.紫红色薄层状含砂质结晶灰岩

6m

11.浅灰白色中厚层状中细晶白云岩

40.7 m

10.中薄层状含砾屑结晶灰岩

10.2 m

9.深灰色中薄层状含生屑亮晶灰岩

36.3 m

8.深灰色中薄层状含砾屑结晶灰岩

31.8 m

7.灰白色中薄层含生屑亮晶灰岩

24 m

6. 下部浅灰色厚层泥亮晶藻团块灰岩，中部浅灰白色中
层夹厚层泥亮晶藻团块灰岩，上部为薄层含砾屑泥亮
晶藻团块灰岩，
三者比例约为2/2/1

32.6 m

5. 灰色-浅灰白色中层夹厚层含生屑粉泥晶灰岩，
二者出
露比例约为（2～3）/1

23 m

4.灰色中层状亮晶藻团块灰岩，
含圆圆茎属（未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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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ocyclicus sp.

55.9 m

3.灰色中厚层状泥亮晶（含生屑）藻团块灰岩

18.8 m

2.灰色中层夹厚层泥亮晶（含生屑）藻团块灰岩

86.3 m

1.中层含生屑藻团块砾屑灰岩

17.1 m

——————整合——————
下伏：
龙格组一段（P2l 1）：
灰色中层含硅质团块生屑藻球
粒藻团块灰岩

2.2 PM18 剖面特征

位于日土县扎普村 5319.5 高地以东；剖面上基
岩露头出露较好，地层较连续，局部发育层内褶皱，
剖面上龙格组一段下被第四系覆盖未见底，与上伏
龙格组二段呈整合接触（图3）。
上覆地层：
龙格组二段（P2l 2）：
砾屑灰岩夹含砾屑微晶灰
岩，
局部夹中层微晶灰岩
——————整合——————
龙格组一段（P2l1）

>669.8 m

28. 灰色中层夹薄层含硅质条带泥晶灰岩，
二者比例约为
（2～3）/1

44.9 m

27.1 单层中层泥晶灰岩与 2～4 单层薄层硅质岩互层，
发
育水平层理

25.6 m

26. 灰褐色中层含硅质条带泥晶灰岩夹薄层状硅质岩，
二
者比例约为3/1

22.4 m

25. 深灰色中层夹厚层含硅质团块粉晶生屑灰岩，
二者比
例约为（2～4）/1

23.3 m

24. 灰色中层灰色含硅质团块泥晶灰岩夹薄层含生屑泥
晶灰岩，
二者比例约为（2～4）/1

23.4 m

23. 深灰色中层含硅质团块泥晶灰岩夹灰红色薄层硅质
岩夹深灰色薄层泥晶灰岩，三者厚度比例约为（2～

图 3 日土县 5319.5 高地东中二叠统龙格组（P 2 l）实测剖面图
Fig.3 Measured g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middle of Permian Longge formation（P 2 l）
at 5319.5 highlands,Ruto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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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m

4. 薄层泥晶生屑灰岩与薄层含灰质生屑硅质岩互层。生

22. 灰色中薄层砾屑灰岩夹灰色中薄层砂屑微晶灰岩，
二

屑 灰 岩 见 云 南 拟 纺 锤 蜓 ？ Parafusulinayunnanica

8.4 m

者比例约为3/2

21. 中层含硅质团块泥晶灰岩夹薄层泥晶灰岩夹浅红色
薄层状硅质岩，
三者厚度比例约为（4～6）/1/1 30.1 m
20. 含硅质条带泥晶生屑灰岩、薄层硅质泥晶生屑灰岩、
中层（个别为薄层）含硅质团块泥亮晶藻屑灰岩，
三者

Sheng？

19.6 m

3. 深灰色中层硅质条带泥晶藻屑灰岩，偶见薄层硅质生
5.9 m

屑白云质灰岩

2. 灰黑色薄层泥晶藻屑灰岩夹浅灰绿色薄层硅质生屑灰
岩，
二者比例约为（2～3）/1，
见藻类、
介形虫等碎片
21.6 m

41.7 m

组成层序重复出露

19. 薄层或中层泥晶灰岩、中层泥晶灰岩夹薄层状硅质
51.2 m

岩，
三者比例约为3/4/1

18. 薄层硅质泥晶生屑灰岩夹薄层硅质岩，
二者出露比例
约为（2～3）/1

1. 深灰色薄层泥晶藻屑灰岩夹灰色中层泥晶藻屑灰岩，
层序底部偶见微薄层状硅质岩，前二者单元厚度比例
（未见底）

23.8 m

17. 灰白色中层泥晶灰岩夹薄层（或中层）泥晶灰岩夹硅
质泥晶生屑灰岩，三者厚度比例约为 4/2/1，一个基本

51.5 m

约为2/3

3 龙格组岩石组合特征

层序单元厚多在 50～70 cm 之间。底部有厚约 10 cm

龙格组广泛出露于调查区，为出露最为广泛的

36.8 m

填图单元，多呈北西西或近东西向展布。通过剖面

左右、
呈透镜状产出的含砾屑泥晶生屑灰岩

16. 深灰色中薄层状泥晶生屑灰岩夹灰色薄层硅质条带
53.4 m

硅质泥晶生屑灰岩，
二者出露比例约为2/1

15. 中层状含生屑泥晶灰岩夹薄层状含生屑泥晶灰岩，
二
者单元厚度比例约为（2～4）/1

19.9 m

测制，
根据其基本层序、
物质组成以及岩石组合特征
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一段、
二段和三段，
一段和二段中
发现了蜓类、
双壳、
有孔虫、
苔藓虫、
海百合茎和珊瑚

14. 薄层-中层状生屑泥晶灰岩、薄层状硅质岩夹微薄层

等海相化石。一段在 Worldview-2 影像中多呈棕灰

泥晶灰岩夹薄层透镜状硅质岩，三者出露厚度比例

色、浅红色色调，多呈粗线条纹理，形成平行线状山

约为（3～4）/1/1

6.7 m

脊，发育平行羽状水系、树枝状水系；二段呈灰色色

13. 中层状泥晶灰岩夹薄层状微泥晶灰岩，
二者比例约为

调，
粗线条影纹，
发育羽状水系、
树枝状水系，
地貌以

（3～4）/1

30.3 m

陡坡为主；
三段灰绿色、
浅灰白色，
色调较均匀，
影纹

12. 灰色-深灰色中层泥晶灰岩，局部偶见少量透镜状硅

不清晰，
难已识别出影纹图案以及展布方向，
多形成

16.3 m

平行线状山脊，
发育平行羽状水系，
地貌多数以缓坡

质条带

11. 薄层含硅质条带泥晶生屑灰岩夹中层含硅质条带泥
晶生屑灰岩，
二者出露比例约为（2～3）/1，
见蜓
Pseudofusulinaparalpina Chen

11.7 m

10. 深灰色薄层夹中层泥晶生屑灰岩，二者比例约为 2/1

为特征。
3.1 龙格组一段（P2l 1）

下部为灰色-深灰色薄层夹中层泥晶藻屑灰岩、

28.2 m

泥晶生屑灰岩、泥晶灰岩夹薄层灰质生屑硅质岩或

9. 中层含硅质条带泥晶灰岩，层厚 15～40 cm，局部见发

硅质生屑灰岩、砾屑灰岩、硅质条带泥晶灰岩；上部

4.3 m

为灰色-深灰色薄层-中层硅质条带泥晶灰岩、泥晶

8. 层序下部为灰黑色薄层状泥晶灰岩（局部偶夹薄层状

生屑灰岩、硅质团块泥晶灰岩夹薄层状灰质生屑硅

硅质岩），
上部为薄-中层生屑泥晶灰岩，
二者比例约为

质岩、含生屑泥晶灰岩，偶见深灰色薄层状砾屑灰

育水平层理

（2～3）/1，
见蜓Pseudofusulinaparalpina Chen

10.3 m

岩、砂屑微晶灰岩等,总体上以含硅质条带或团块为

7. 中层灰色-深灰色含硅质条带生屑泥晶灰岩，
局部偶见

主要特点，产蜓、菊石、有孔虫、双壳、海百合茎和珊

薄层硅质岩夹层

9.0 m

6. 薄层夹中层泥晶生屑灰岩与薄层夹中层硅质岩互层，
泥晶生屑灰岩中见内蒙古假纺锤蜓 Pseudofusulinaneimonggolensis Han 和少圈假纺锤蜓？Pseudofusu-

瑚等化石。一段岩层单层厚度在几厘米至十几厘米
之间，
粒度较细、
颜色较深，
水平层理相对较为发育。
3.2 龙格组二段（P2l 2）

13.7 m

下部为浅灰白色中层夹厚层泥亮晶（生屑）藻团

5. 中层含硅质条带微晶灰岩夹薄层状含灰质生屑硅质

块灰岩、
亮晶生屑藻团块灰岩、
亮晶生屑藻团块灰岩

岩，
二者出露厚度比例约为（2～3）/1，
微晶灰岩中见少

夹结晶灰岩、
中细晶白云岩；
中部为灰白色中厚层状

圈假纺锤蜓Pseudofusulinaparalpina Chen

微晶灰岩、
含微晶灰岩夹中细晶白云岩或与其互层，

linaparalpina Chen？

9.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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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钙质细砂岩、
砾屑生屑（或砾屑）灰岩夹层；
上部为

间，
岩层面见虫孔痕迹，
单个层序内厚 12～16 cm，
见

灰白色中厚层微晶（或粉晶）藻团块灰岩、含生屑微

发育水平层理；
上部为深灰色中层泥晶藻屑灰岩，
见

晶灰岩夹浅白色细晶或中晶白云岩，向上细晶白云

珊瑚、海百合茎等化石，单个层序内厚多 12～20 cm

岩有所增多，
总体上下部与上部以藻团块灰岩为主，

之间；
层序底部偶见微薄层状硅质岩或泥晶灰岩，
水

中部则基本未见。二段底部以砾屑灰岩与龙格组一

平层理发育，
岩层单层厚 0.5～3 cm 之间，
整体厚 3～

段区分，与一段对比其岩石颜色明显较浅、粒度略

5 cm。形成于开阔台地台内洼地亚相环境[8]，
主要出

粗、岩层单层厚较大（以中厚层为主，单层厚多在 30

露于龙格组一段。

cm以上）。

层序 B：层序下部为灰色-浅灰绿色薄层状含灰

3.3 龙格组三段（P2l ）
3

质生屑硅质岩、
硅质岩，
单层厚多 4～8 cm 之间，
偶发

下部为亮白色夹灰色中层细晶（或中晶）白云岩

育水平层理，
单个层序内厚多在 8～15 cm 之间；
上部

夹微晶白云质灰岩，
白云岩中偶见鸟眼构造；
上部为

为深灰色中层含硅质条带微晶（或泥晶）灰岩、硅质

亮白色中层-厚层中晶（细晶或粉晶）白云岩夹发育

条带微晶（或泥晶）灰岩，
岩层单层厚多在 10～18 cm

鸟眼构造的白云岩或与其互层。底部以 1 层厚约 10

之间，
单个层序内厚多在 30～40 cm 之间。形成于开

m 出露稳定中细晶白云岩与二段区分，
与二段对比多

阔台地台内洼地环境，
主要出露于龙格组一段。

见暴露标志（鸟眼构造等），
且古生物基本绝迹。

4 龙格组基本层序特征
调查区本组为一套碳酸盐岩岩石组合，本次工
作对其所划分的一、
二、
三段各自测制了相应的剖面
对其进行剖析，
从龙格组中识别出 11 种层序类型（图

层序 C：层序下部为深灰色薄层泥晶生屑灰岩，
岩层单层厚多在 4～8 cm 之间，发育水平层理，单个
层序内厚 35～40 cm 之间；
上部为深灰色中层泥晶生
屑灰岩，
单个层序内厚在 10～15 cm 之间。形成于开
阔台地下缓坡环境，
主要出露于龙格组一段。
层序 D：
层序下部为深灰色薄层含硅质条带泥晶

4），
并对各个基本层序的沉积环境进行了初步探讨，

生屑灰岩，岩层单层厚在 3～9 cm 之间，单个层序内

对各个基本层序的特征介绍如下：

厚在 45～50 cm 之间，
上部为深灰色中层含硅质条带

层序 A：层序下部为深灰色薄层泥晶藻屑灰岩、
泥晶灰岩、生屑泥晶灰岩，岩层单层厚多 3～7 cm 之

泥晶生屑灰岩，
单个层序内厚 15～20 cm 之间。形成
于开阔台地上缓坡环境，
主要出露于龙格组一段。

图 4 龙格组基本层序特征
Fig.4 The basic seque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ngge formation
1. 泥晶生屑灰岩；2. 泥晶藻屑灰岩；3. 硅质岩；4. 含硅质条带泥晶灰岩；5. 藻团块生屑灰岩；6. 白云岩；7. 藻屑/藻团块
灰岩；
8. 亮晶灰岩；
9. 含藻团块亮晶灰岩；
10. 水平层理；
11. 平行层理；
12. 鸟眼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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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段和三段。

岩，
岩石中砂屑含量25%～50%不等，
岩层单层厚4～

层序 J：层序下部为薄层夹中层亮晶灰岩，薄层

8 cm，单个层序内厚 15～20 cm 之间；中部为砾屑微

单层厚多在 4～8 cm 之间，中层单层厚多在 12～18

晶灰岩，
砾屑不均匀分布于岩石之中，
单层厚在 12～

cm 之间，单元厚多在 30～35 cm 之间；中部为中层

20 cm 之间，
单个层序内厚 30～35 cm 之间；
上部为中

（极少数为厚层）亮晶灰岩，上部为中层状中细晶白

薄层砾屑灰岩，
单层厚在 6～12 cm 之间，
单个层序内

云岩，单层厚多在 10～15 cm 之间，单元厚多在 10～

厚在 6～12 cm 之间。属于风暴沉积岩，形成于台内

15 cm 之间。主要形成于潮间带-潮上带环境，多出

浅滩亚相环境，
主要出露于龙格组二段。

露于龙格组三段。

层序 F：层序下部为灰色-深灰色中薄层泥晶灰

层序 K：层序下部为亮白色或灰白色薄层（偶见

岩、
泥晶藻屑灰岩或亮泥晶藻屑（或藻团块）灰岩，
单

中层）中粗晶白云岩或中细晶白云岩，略发育纹层，

层厚多在 4～14 cm 之间，
发育水平层理，
单个层序内

岩层单层厚多 5～10 cm 之间，单元厚 30～60 cm 之

厚 15～25 cm 之间；上部为灰白色中层或厚层藻屑

间；上部为亮白色或灰白色中层（少数为厚层）白云

（或藻团块）灰岩、
泥亮晶藻团块（或藻屑）灰岩，
单个

岩，岩层单层厚 20～60 cm 之间，以发育鸟眼构造为

层序内厚 30～70 cm 之间。本层序上部或下部岩性

特征，单个层序内厚 200～250 cm 之间；本层序有时

常独立出现。形成于局限台地环境，主要出露于龙

缺失下部或上部单元。主要形成于潮上带环境，多

格组二段。

出露于龙格组三段。

层序 G：层序下部为中层粉亮晶藻团块生屑灰
岩、亮晶藻团块灰岩，发育藻纹层，岩层单层厚 20～

5 形成环境分析

50 cm 之间，
单个层序内厚 60～90 cm 之间；
上部为灰

根据龙格组的岩石组合并结合其基本层序特征

色中层-厚层细晶白云岩或块层粉细晶灰岩，
见发育

认为龙格组形成于开阔台地、局限台地和潮坪等沉

平行层理，
单个层序内厚多在 130～160 cm 之间。层

积环境。

序底部偶见有薄层状泥晶灰岩，发育水平层理。本

开阔台地相为龙格组一段的主要岩相单元，深

层序常缺失上部单元或下部单元。主要形成于潮坪

灰色薄层-中层泥晶藻屑灰岩、泥晶灰岩、泥晶生屑

环境，
多出露于龙格组二段。

灰岩、
生屑泥晶灰岩、
含灰质生屑硅质岩、
硅质岩、
含

层序 H：层序下部为灰白色中层粉亮晶藻团块

硅质条带微晶（或泥晶）灰岩，
岩层单层厚多在 3～15

（或藻屑）生屑（或含生屑）灰岩、
藻屑粉晶灰岩，
岩石

cm 之间，发育水平层理，主要的化石类型为海绵骨

见发育有藻纹层，
常含有少量砂屑，
从 2%～8%不等，

针、
藻类有孔虫、
蜓、
海百合茎、
介形虫、
钙球、
苔藓虫，

岩层单层厚在 15～40 cm 之间，单个层序内厚 110～

缺乏棘皮类、腕足类等。整体显示了低能正常浅海

150 cm 之间；
上部为厚层或块层粉亮晶藻团块（或藻

环境。

屑）生屑（或含生屑）灰岩、
藻屑粉晶灰岩，
含有部分砂

局限台地为灰色-深灰色薄-中层至厚层泥晶灰

屑，含量 5%～10%不等。本层序常缺失上部单元或

岩、
泥晶藻屑灰岩或亮泥晶藻屑（或藻团块）灰岩，
化

下部单元。主要形成于潮间带环境，多出露于龙格

石较少分布，偶见有少量海百合、藻类化石碎片，发

组二段。

育水平层理。整体显示了低能的局限滨浅海环境[8]。

层序 I：
层序下部为灰白色中层或厚层含藻团块

潮坪亚相为龙格组二段和龙格组三段的主要岩

亮晶灰岩，岩层单层厚多在 30～60 cm 之间，单个层

相单元，
分为潮下带、
潮间带和潮上带微相。潮下带

序内厚 60～90 cm 之间；上部为灰色-灰白色中层或

常与潮间带一起分布，
多处均较难区分，
主要为灰白

厚层纹层状亮晶灰岩、
亮晶藻团块灰岩，
岩石中发育

色中层-厚层亮晶藻团块（或藻屑）生屑（或含生屑）

鸟眼构造，单层厚多在 30～60 cm 之间，发育平行层

灰岩、藻屑粉晶灰岩、含藻团块亮晶灰岩、亮晶藻团

理，向上逐渐增多，单个层序内厚 150～220 cm 之

块灰岩，
藻纹层发育，
主要分布有藻类、
有孔虫、
海百

间。本层序常缺失下部单元，上部单元常独立出

合茎、
介形虫、
苔藓虫等化石碎片；
潮上带微相主要为

现。层序顶部偶见有砾屑灰岩层，厚度 20～30 cm。

中层-厚层纹层状白云岩，
鸟眼构造白云岩夹亮晶灰

主要形成于潮间带-潮上带环境，
主要出露于龙格组

岩、
亮晶藻团块灰岩。整体显示了高能的滨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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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大致与华南茅口组的中、下部相当 [10- 11]。Pseu-

6 古生物特征及地层时代探讨

dodoliolinaprimigena Toriyama and Kanmera 壳小，
圆

调查区内龙格组地层化石较丰富，有蜓、腕足

筒状，两极宽圆。共 10 圈，首圈呈球形，第二圈呈圆

类、
腹足类、
双壳类、
珊瑚、
海百合动物等，
且在局部形

柱状，之后的壳圈呈圆筒状。半长 1.71 mm，宽 1.16

成珊瑚礁。其中蜓类、
腕足类、
腹足类、
双壳类、
珊瑚

mm，轴率 2.95. 各壳圈的宽度自内向外依次为 0.21，

化石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张遴信、

0.25，0.32，0.38，0.46，0.57，0.68，0.86，1.03，1.16

廖卓庭、
陈挺恩、
陈楚震、
邓占球鉴定，
各门类发育情

mm。旋壁薄，似由致密层及其下一较不致密层组

况及分布特征分别叙述如下：

成。隔壁不褶皱。拟旋脊发育良好，
呈半圆形，
排列

6.1 蜓

较松，高度约为壳室之半或更高。初房小，圆球形，

调查区内龙格组蜓较为发育，根据剖面中化石

外径 0.16 mm。见于日土县龙格组，
时代为中二叠世

的采集层位划分了三个蜓类化石带：

茅口期[10-11]。故该带主要形成于茅口阶中下部较为

（1）Neoschwagerina-Pseudodoliolina 组合带（图

适宜。

5-1；
5-2；
5-3）

（2）Parafusulina带（图5-4）

对应的岩石地层单位为龙格组二段（PM03 拿木

对应的岩石地层单位为龙格组一段（PM18 剖面

龙剖面第 32-34 层），
调查区内出露分子有 Pseudodo-

第 4 层），
见 Parafusulinayunnanica Sheng？分子。区

liolinaprimigena Toriyama and Kanmera，
新希瓦格蜓

域上在鲁卡尔杂龙格组下段中还分布有 Parafusu-

（未定种）Neoschwagerina sp. 和小泽氏假桶蜓（比较

linasplendens Dunbar et Skinner，它们都是特提斯区

种）Pseudodoliolinaozawai Yabe et.？。其中新希瓦格

和我国华南栖霞阶常见分子并显示了特提斯暖水型

蜓（未定种）标本的壳体大小和轴率与陈氏新希瓦格

的性质。研究区内蜒类 Parafusulina 动物代表了栖

蜓? Neoschwagerinacheni Sheng?相似，但隔壁相对

霞阶上部的组合。属二叠纪栖霞期。

较薄。与芒康新希瓦格蜓 Neoshwagerinamarkamica

（3）Pseudofusulina带（图5-5；
5-6；
5-7）

相比轴率稍小，曾见于日土县民工茶卡灰岩。聂泽

对应的岩石地层单位为龙格组一段（PM18 剖面

同等（1983）认为龙格组下部主要以 Neoschwagerina

第5-6层），
该组合带产出于Parafusulina带之上，
主要

较高级种族为代表，
上部以 Yabeina 为代表，
但 Neos-

分子有少圈假纺锤蜓 Pseudofusulinaparalpina Chen、

chwagerina仍很繁盛，
并伴生有 Colania，
Chusenella，

内蒙古假纺锤蜓 Pseudofusulinaneimonggolensis Han

Yangchienia，
Nankinella，
Kanlerina 等属的分子，
在层

和 少 圈 假 纺 锤 蜓 ？ Pseudofusulinaparalpina Chen？

1

2

4
3

5

6

7

图 5 龙格组中蜓类化石
Fig.5 TheTing class of the Longge formation
1. Neoschwagerina sp.；2. Pseudodoliolinaprimigena Toriyama and Kanmera；3. Pseudodoliolinaozawai Yabe et；4. Parafusulinayunnanica Sheng？；5. Pseudofusulinaneimonggolensis Han；6. Pseudofusulinaparalpina Chen；7. Pseudofusulinaparalpin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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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调查区内所见的 Pseudofusulinaparalpina Chen

cus cf. chanensis Dubatolowa et Shao 和苔藓虫 Poly-

壳大，长圆筒形，中部平或微凹，两极钝圆。壳圈较

porasinovaricellata Yang et Lu 等常见于中二叠世或

少，
共3圈，
包卷松，
最初两圈为纺锤形，
第3圈骤然伸

上古生代。综上所述，龙格组一段形成于栖霞晚期

长。壳体长 9.97 mm，宽 2.29 mm，轴率 4.35，各壳圈

至茅口早期，
二段形成于茅口期早至中期较为适宜。

的宽度自内向外依次为 0.9、
1.56、
2.29。隔壁厚，
由致

7 结论

密层及蜂巢层组成。隔壁褶皱强烈，不规则。膜壁
发育。通道不清楚。初房大而圆，
外径 0.51 mm。形

龙格组在南羌塘盆地西部广泛分布，调查区作

成时代为中二叠世，
由于该带临近 Parafusulina 带且

为研究龙格组的较佳地段，本次工作通过在调查区

在其之上，故其归属于栖霞期上部或茅口期下部较

内的各个地段详细剖面测制，
并辅以地质路线调查，

为适宜。

最终合理地建立了龙格组三个段的划分标志。通过

6.2 腹足动物

区内不同地段龙格组地层加以对比和研究，查明了

区内腹足动物主要产于龙格组一段，为全脐螺

调查区内的横向变化特征，
从西向东，
一段厚度略有

（未定种）Euomphalus sp.（图6-1），
时代隶属于古生代。

增加，
且其中的硅质岩、
硅质条带灰岩所占比例整体

6.3 腕足动物

呈现增多的特征；
二段沉积厚度略有减薄，
中薄层深

主要见于龙格组二段，
主要分子有 Allorhynchus

色白云岩逐渐增多，反映其从西往东沉积水体有所

cf. hunanensis、Choristitessp（图 6-2；6-3），产出时代

变浅的特征；
三段白云岩中灰岩夹层逐渐减少，
向东

为中二叠世。

演化转变为以白云岩为主的特征。

6.4 双壳动物

通过对龙格组开展剖面测制研究，对龙格组三

区内双壳动物主要产于龙格组，
分布数量较少，

个段的沉积相、
亚相以及微相进行了重新梳理分析，

本次采获有 Pseudomonotis sp.，Heteropecten sp.（图

对其古沉积环境进行了初步恢复，最终认为龙格组

6-4），其中前者发现于昂仁县多白区错那地区，时代

一段主要形成于开阔台地亚相，龙格组二段主要形

为中二叠世，
后者在石炭纪至二叠纪中较常见。

成于局限台地和潮坪亚相，龙格组三段形成于潮间

6.5 龙格组形成时代讨论

带-潮上带微相，反映了龙格组从下部至上部海水逐

根据龙格组内采集的蜓类 Neoschwagerina－

渐变浅的沉积演化特征。该项资料可以供今后石油

Pseudodoliolina 带产于龙格组二段，
与茅口阶中下部

勘探工作参考。另在龙格组一段、二段中发现了较

相当，Pseudofusulina 带（产于一段）归属于栖霞阶上

丰富的蜓类，
腕足类，
腹足类，
双壳类，
海百合茎等化

部或茅口阶下部较为适宜，Parafusulina 带（产于一

石，为龙格组地层时代的确定收集了较多的古生物

段）代表了栖霞阶上部的组合，
故龙格组一段和二段

资料，
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并最终认定龙格组形成时

的生物组合大致相当中二叠世栖霞期-茅口期。另

期为中二叠世栖霞晚期-茅口期。

外，
其中产出的腹足类 Euomphalus sp.、
双壳类 Pseu-

羌塘盆地作为我国油气资源勘查的重要选区，

domonotis sp.，
Heteropecten sp.、
海百合茎 Cyclocycli-

1

2

近年来广泛受到国内外研究学者的关注，对油气资

3

4

图 6 龙格组中腕足、腹足和双壳化石
Fig.6 The brachiopods，
gastropod，
double hull of the Longge formation

1. 全脐螺（未定种）Euomphalus sp.；
2.Allorhynchus cf. hunanensis Liao；
3. 喙石燕（未定种）Choristites sp.；
4. 异海
扇（未定种）Heteropecten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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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勘查研究的主要对象也集中于中生代海相沉积地
层的含油白云岩夹层。但是，随着 2012 年在羌塘盆
地西侧角木茶卡地区完成的羌资 9 号井及其钻孔揭
露出的二叠系含油白云岩和古油藏[12]，都预示了羌
塘盆地隐伏的古生代地层中具有重大的油气资源勘
探潜力。前人在羌塘盆地中部昂达尔错地区也发现
[13]

了有二叠纪龙格组地层的存在 ，明确了中央隆起
带东段的南羌塘地区中新生代之下存在晚古生代地
层，为更深入研究羌塘盆地零星出露的古生代地层
及地质演化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但其整体研究尚
浅。本次在南羌塘盆地西部埃永错东地区对中二叠
世龙格组通过详细研究，
对其形成时代、
沉积环境及
古生物面貌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多的认识，尤其是在
龙格组三段中发现了大量的白云岩，虽同样无油气
显示，
但结合新生老储的油气地质特点，
是否预示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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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iddle Permian Longge formation in western part of
the south Qiangtang Basin, Qianghai-Xizang(Tibet),China
BI Zhi-wei
（Regional Geology and Mine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ebei Province,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The Middle Permian Longge formation is located in the west-south Qiangtang basin.The investigations

of mineral sparagenesis, paleontological features, sedimentary characterization and remote sensing data are
carried out in detail. The Longge form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members from the bottom up. 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s of the Longge formation were open platform, restricted platform, and intertidal to supralittoral
zone, respectively, which indicated the seawater became shallow. The marine fossils are well developed in the
Longge formation, such asfusulinida, brachiopods, gastropod, bivalves andcorals, suggesting the Longge
formation formed in Permian Qixia Stage to Maokou Stag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 basic geological data
which could improve the studies of the tectonic setting in southern Qiangtang basin during Paleozoic period.
Key words：
Longge formation; south Qiangtang basin; paleontological characteristic; Qixia-Maokou St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