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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北承德盆地杏石口组沉积相及演化模式

彭芊芃，赵海璇，关秀宇，李庆喆，季虹，张运强
（河北省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研究所，河北 廊坊 065000）

摘 要：笔者在完成“河北1/5万新杖子、承德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中，选取了更具代表性的承德县上谷乡杏石

口组剖面进行了实测和研究，并将其细分为两个岩性段，一段以粗碎屑沉积为主，岩性主要为砾岩夹少量砂岩透镜

体；二段主体为一套细碎屑沉积，岩性为砂岩、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局部发育1-2层煤线）。据岩石组合特征将其划

分为泥石流沉积、辫状河道沉积、筛状沉积、漫流沉积、河道滞留沉积、边滩沉积和河漫滩沉积共7种沉积成因类型，

进而归纳出杏石口组一段属于冲积扇沉积相，包括扇根、扇中和扇缘3个沉积亚相；杏石口组二段为河流沉积相；晚

期局部沼泽化，形成河沼相沉积。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杏石口组沉积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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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北部的承德盆地杏石口组源自杨杰

（1947）首次报道[1]，原意系指北京西山双泉组之上窑

坡组之下的玄武岩流及其下的含化石沉积层。杨杰

随后（1957）将其命名为杏石口亚统[2]，后经北京矿业

学院改称杏石口组。河北省地质局区调二队（1975）

研究燕山地区中生代地层时引入杏石口组一名，泛

指冀北地区中三叠世二马营组之上，南大岭组之下

的沉积地层①。在冀北主要分布于承德盆地的承德

县下板城-平泉县围场沟一带，滦平县大石棚和怀来

县下花园一带亦有零星报道[3]。尽管前人对杏石口

组的岩性组合类型、古生物、沉积时代作了较为详细

的研究，但受各种条件制约，对杏石口组沉积相和沉

积环境的研究较为粗略，尤其缺少沉积演化模式的

进一步探讨。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承

德县上谷一带杏石口组地层剖面的详细观测，重新

对杏石口组的沉积相进行了划分，并初步探讨了杏

石口组的沉积演化模式，旨在对晚三叠世杏石口期

大地构造环境及承德盆地的演化提供沉积学依据。

1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华北陆块北缘燕山板内造山带东

段，中生代期间经历了多次构造变形，形成了不同期

次、不同性质的盆地。其中三叠纪时期挠曲盆地的

发育为承德盆地的早期发育阶段，盆地呈近东西向

分布于承德县正北沟、下板城、武厂、上谷、平泉围场

沟村一带（图1），盆地基底由西向东依次变新，西部

承德县-上谷三叠系平行不整合于奥陶纪地层之上，

东段平泉县杨树岭一带则整合于晚二叠世石千峰组

之上。承德三叠纪盆地由老到新共沉积了刘家沟

组、和尚沟组、二马营组和杏石口组，总体为一套干

燥炎热气候的陆相红色碎屑岩建造，但晚三叠世气

候温润，开始转暖，沉积了一套含煤建造。尽管受到

强烈构造破坏，局部地段原始轮廓的恢复较为困难，

但承德盆地是发育和保存三叠纪地层最好的地区之

一。而晚三叠世杏石口组的形成与区域上的“印支

运动”密切相关，因此受到广大地质学者的格外关

注，并且多集中于该组的古生物组合、沉积时代和构

造演化等方面的研究[4-11]。长期以来，由于受后期构

造严重影响及地表露头不连续等诸多不利因素影

响，对承德盆地杏石口组的研究存在划分标志不统

一、横向展布规律不清晰和缺乏沉积环境详细分析

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在详细的野外露头观测基础

上，将承德盆地杏石口组细分为两个岩性段，对其沉

积成因类型进行了划分，进而归纳总结了杏石口组



的沉积相特征。其中一段为冲积扇相沉积，又可细

分为扇根、扇中和扇缘3个亚相，每个亚相具有不同

的沉积特征与成因机制；二段为曲流河相沉积，在此

基础上初步总结了其沉积演化模式。

2代表性剖面
2.1剖面岩性特征及横向展布规律

本区以承德县武厂-上谷一带杏石口组发育最

齐全，露头最为连续。原作为河北省次层型的武厂

剖面[11]受构造破坏、脉岩侵入、下部层位不齐全等诸

多不利因素影响，其代表性较差。本次工作笔者选

取承德上谷杏石口组剖面进行了重测（图1），该剖面

顶底清楚，岩性段划分标志明显，厚705.59 m，是区域

上具有代表性的剖面，现将其特征描述如下：
上覆南大岭组（J1n）：黄绿色玄武安山岩

～～～～～～～～角度不整合～～～～～～～～

杏石口组二段（T3x2）

12.黄绿色厚层块状中粗粒砂岩 11.79 m

11.黄绿色厚层块状含细砾中粗粒砂岩 13.05 m

杏石口组一段（T3x1）

10.黄绿色与灰色薄层粉砂质泥岩 2.45 m

9.黄绿色厚层含砾中粗粒砂岩 22.84 m

8.黄绿色厚层块状中细粒砾岩 10.39 m

7.灰黄、黄褐色厚层块状复成分中细粒砾岩 29.57 m

6.灰紫、紫红色块状中粗粒复成分砾岩，砾岩中有

大漂砾，下部夹薄层砂岩透镜体 387.18 m

5.灰紫、灰色块状中粒复成分砾岩，砾岩中可见灰

绿色中细粒砂岩透镜体 8.61 m

4.灰色块状粗中粒复成分砾岩，砾岩颗粒支撑 89.06 m

3.灰、灰白色块状复成分中粒砾岩夹中细砂岩透镜体

18.30 m

2.灰白色块状粗中粒复成分砾岩，砾岩中夹黄绿色

中细粒砂岩透镜体，底部砾岩稍细，为中细粒砾岩

68.39 m

1.灰白色块状、厚层复成分中粒砾岩，层内砾石具叠

瓦状构造，含砂岩透镜体 43.91 m

～～～～～～～～角度不整合～～～～～～～～

下伏地层：二马营组紫红色厚层含钙质结核泥岩

由上述剖面可知，杏石口组一段岩性主体为砾

岩，间夹砂岩透镜体；杏石口组二段粒度较细，主体

为砂岩、粉砂岩，局部夹有煤线。

本次调查发现承德盆地中杏石口组横向变化较

大，自东向西呈现逐渐变薄的趋势。东部平泉县围

场沟一带出露厚度最大达1 700余米，而西部正北沟

一带仅厚400余米，反映出杏石口组沉积空间分布的

不稳定性。

2.2沉积成因类型

根据上述代表性剖面岩性组合特征，结合区域

地质背景，笔者认为杏石口组沉积物形成于温湿气

候条件下的冲积扇-河流相沉积环境，根据沉积物的

充填序列和岩性组合特征，可划分出7种沉积成因类

型，其特征如下：

（1）泥石流沉积

主要出现于冲积扇的扇根部位，岩性为砾、砂、

泥混杂堆积，层理不发育，多呈块状层理，分选极差，

含有漂砾（直径最大达100 cm）。

图1 承德县一带地质简图（据①修编）与上古乡杏石口组地层剖面（AB）图

Fig.1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Chendexian belt and geological profile of the Xingshikou

Q.第四系；J.侏罗系；T3 x.三叠系杏石口组；T2 e.三叠系二马营组；T1h.三叠系和尚沟组；

T1 l.三叠系刘家沟组；∈+O.寒武-奥陶系

①河北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大队. 1/20万平泉幅区域地调查报告[R].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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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辫状河道沉积

多分布于扇根和扇中部位，岩性多为砾岩，间夹

含砾粗砂岩透镜体，含砾粗砂岩多呈“上平下凸”的

透镜体状（图2a），厚度一般10～50 cm，延长10～30

m不等。砾石一般为次棱角状，分选较差，块状构造，

具叠瓦状构造。砂岩透镜体中发育交错层理（图

2b），底部见明显的冲刷标志。

（3）筛状沉积

仅见于扇根部位，岩性为细砾岩，分选中等，砾

石多呈棱角状-次棱角状，颗粒支撑，孔隙式胶结，填

隙物为砂，在平面上呈舌状。

（4）漫流沉积

多分布于扇缘部位，岩性为细砂岩、砂质泥岩、

粉砂岩，发育小型交错层理。

（5）河道滞留沉积

指杏石口组二段底部曲流河沉积环境，岩性由

河床底部的滞留砾岩、含砾粗砂岩组成（图2c），底部

见有冲刷面，含砾粗砂岩中偶见泥砾。

（6）边滩沉积

多见于杏石口组二段中下部，岩性为长石石英

砂岩，发育大型交错层理。

（7）河漫滩沉积

分布于杏石口组二段顶部，岩性为灰黑色粉砂

岩、粉砂质泥岩（图2d），局部夹1-2层煤线，垂直层序

位于河床沉积之上，二者构成“河流二元结构”。

3沉积相划分
通过对杏石口组沉积成因类型的划分，可将其

归纳为冲积扇沉积相和曲流河沉积相，其中一段为

冲积扇沉积相，进一步细分为扇根亚相、扇中亚相和

扇缘亚相。该岩性段砾岩自下而上表现为“细-粗-

细”的充填序列，代表了两次明显的沉积小旋回；二

段为曲流河沉积相，主要由河道滞留沉积相和心滩

沉积相，厚度出露有限，本次未作细分（图3）。

3.1冲积扇沉积相

（1）扇根亚相

发育于杏石口组一段中部，该亚相沉积物由砾

岩、含砾粗砂岩透镜体组成，沉积物粒度粗，分选极

差，一般多呈次棱角状-次圆状，层理不发育，多呈块

状层理，砾砂比值较高，多见漂砾，最大直径可达100

图2 承德盆地杏石口组野外地质特征

Fig.2 Macroscopic observation of the Xingshikou Formation in the Chengde Basin

180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40卷



cm。主要沉积类型包括泥石流沉积、辫状河道沉积

和筛状沉积。

（2）扇中亚相

位于杏石口组一段中上部，该亚相主要有砾岩夹

含砾粗砂岩透镜体组成，含砾粗砂岩中发育大型板

状交错层理、平行层理，底部可见冲刷面，砾石具有

叠瓦状构造，沉积类型有辫状河道沉积和筛状沉积。

（3）扇缘亚相

发育于杏石口组一段上部，该亚相沉积厚度较

小，岩性为细砂岩、砂质泥岩、粉砂岩，与杏石口组二

段曲流河沉积相相衔接，具有水平层理、砂纹层理及

小型交错层理。

3.2曲流河沉积相

该沉积相垂直层序位于杏石口组一段冲积扇沉

积体系之上，厚度较小，总体由河道沉积组成，包括

以砾岩和含砾粗砂岩岩性组合为特征的河道滞留沉

积和以砂岩为主的边滩沉积。其次为河漫沉积，主

要为河漫滩、河漫湖泊、沼泽环境下形成的粉砂岩、

泥岩及煤层，富含植物化石。

4沉积演化模式
依据研究区杏石口组沉积成因类型及沉积相划

分标志，结合区内中生代三叠纪大地构造演化特征，

笔者初步建立了承德盆地杏石口组的沉积演化模式

（图4）。

晚三叠世伊始，研究区在区域近东西向尚义-平

泉大断裂的控制下，于山前地带发育了少量呈线性

分布的山间小盆地，由于受到地壳强烈差异升降的

影响，这些小盆地充填了一套冲积扇沉积相的快速

堆积物，岩性主体为泥石流沉积成因的砾岩和扇上

辫状河河道充填沉积的砾岩夹砂岩透镜体。来自古

流向方面证据显示沉积物源区为区域大断裂北侧的

内蒙古隆起[12]。因此在杏石口组沉积作用早期，地壳

明显的差异升降构造运动使北侧内蒙古隆起区剥蚀

速率加快，快速堆积的碎屑物供应速率大于盆地的

扩张速率，盆地相对基准面由初始的h0下降至h1，形

成了杏石口组一段中下部的晚期扇根沉积叠覆于稍

早的扇中沉积之上，垂向上表现为“下细上粗”的反

粒序特征。岩相上则表现为巨厚层-块层状的泥石

流成因的砾岩覆盖于辫状河道充填成因的砾岩夹砂

岩透镜体的岩性组合之上，该时期属冲积扇体系的

进积沉积旋回（图4a）。

杏石口组中期，随着北侧内蒙古隆起的不断抬

升，晚三叠世盆地不断下陷，盆地范围的基准面上升

至h2，物源供应速率小于盆地扩张的速率，于是出现

了盆地向物源方向侵蚀的“退积”现象，在杏石口组

一段中上部垂向充填序列上则表现为“下粗上细”韵

律特征，即后期形成的扇缘亚相的砂岩、粉砂岩覆盖

图3 承德盆地杏石口组综合柱状对比图

Fig.3 Lithologic column of the Xingshikou formation in

Chengd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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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扇中亚相的砾岩夹砂岩透镜体岩石组合之上，而

扇中亚相的沉积物又覆于早期扇根亚相的泥石流沉

积物之上（图4b）。

杏石口组沉积作用晚期，伴随着盆地的进一步

扩张，而且北侧的内蒙古隆起古地形接近夷平，剥蚀

强度随之降低，在杏石口组二段则发育了一套河流

湖沼相沉积，沉积类型主要为河床沉积的含砾粗砂

岩及少量河漫湖泊相的粉砂岩、泥岩夹煤线。

综上可知，杏石口组主体为一套冲积扇体系沉

积，上部发育少量曲流河相沉积。在早期，区域上强

烈差异升降的构造运动使物源区的碎屑物供给速率

大于盆地扩张速率，表现为早期形成的扇中亚相沉

积物被后期扇根亚相沉积物覆盖的进积型充填序

列；中期随之盆地的扩张，沉积物供给速率小于其扩

张速率，发育了冲积扇体系的退积沉积序列；进入晚

期，随着剥蚀区古地形趋于夷平，沉积体系转化为河

流相。因此，区域构造运动造成地壳节律性差异升

降，杏石口组冲积扇-河流沉积体系即是在此控制下

序次发育的，其空间沉积充填序列的演化模式体现

了区域构造运动的发展历程。

5结论
承德上谷杏石口组剖面顶底齐全，岩性发育完

整，受构造改造影响微弱，代表性较好。其中一段以

粗碎屑沉积为主，岩性主要为砾岩夹少量砂岩透镜

体，代表了山前快速堆积的冲积扇相沉积特征；二段

主体为一套细碎屑沉积，岩性为砂岩、粉砂岩、粉砂

质泥岩（局部发育1-2层煤线），为河流相-河沼相沉

积。根据岩石组合特征将其划分为泥石流沉积、辫状

河道充填沉积、筛状沉积、漫流沉积、河道滞留沉积、

边滩沉积和河漫滩沉积共 7种沉积成因类型，进一

步归纳出其冲积扇的扇根亚相、扇中亚相、扇缘亚相

及河流沉积相的特征。初步建立的杏石口组沉积演

化模式，反映了晚三叠世区域构造运动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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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ractur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igneous reservoirs of
Zaoyuan area in Huanghua depression

MENG Qing-long1, TENG Fei2, TAO Zi-qiang1, ZHU Hong-yun1,

ZHANG Shi-hao1, Zhang Hui-qing

（1.Exploration&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Dagang Oil Field，Tianjin 300280, China;

2.TianJin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ata of drill core, thin section, well logging and igneous rock fac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actures in igneous rock reservoirs are studied in Zaoyuan area, Huanghua depression. Researches show that the

main fractures are the diagenetic fracture and structural fracture，mainly small fractures，distributed in grid,

formed the favorable reservoirs. The northeast fractures are given priority to, northwest is complementary. The

vesicular basalt, volcanic breccia and tuff are the main reservoirs of igneous rocks in this area.

Key words：Zaoyuan area; igneous rock; lithofacies; characteristic; fractures

The sedimentary facies and evolution model of the Xingshikou
formation in Chengde Basin，Northern Hebei province

PENG Qian-peng, ZHAO Hai-xuan, GUAN Xiu-yu, LI Qing-zhe, JI Hong, ZHANG Yun-qiang

( Hebei Institute of Regional Geological and Mineral Resource Survey,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

Abstract：During 1/50 000 geological survey in the Xinzhangzi and Chengde areas. The authors have surveyed

the Xingshikou profile，and then divided it into two parts. The lower one is rich in conglomerate with lenticular

sandstone, however, a lot of sandstone, siltstone and silty mudstone were found in the upper one，which

developed one to two layers coal in some location. Based on the lithological characters of the Xingshikou

form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edimentary genetic types of the Xingshikou form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types: debris flow, braidly stream channel, sieve deposit, sheet flood deposit, channel lag deposit,

alternative bar and flood-plain depos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rst part of the Xingshikou formation belongs to

the alluvial fan facies, whic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sub-facies, including top, middle and edge fans,

while the second part are the fluvial sedimentary facies.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sedimentary facies and

genetic types，the sedimentary evolution model of the Xingshikou group is established.

Key words: sedimentary facies; evolution model; fan delta; Xingshikou formation; Chengde basin

188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40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