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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于都晚白垩世陆相红盆层序地层研究

张永忠，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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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探讨于都陆相小型红盆晚白垩世岩石地层划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沉积相划分及沉积环境、沉积体系

分析，认为这套地层总体形成于冲积扇-湖泊沉积体系，且以前者为主。沉积环境可具体划分为冲积扇、冲泛平原、

湖泊，并将冲积扇按成因进一步划分为泥石流、分枝河道（辨状河）、片流及洪泛等4种沉积相。在旋回及叠加型式研

究基础上又进行了层序地层的划分，将该地盆划分为2个二级构造层序及5个三级旋回层序，并对盆地地质演化进

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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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湖盆地地层层序的形成和演化除受控于沉

积与构造作用外，还受气候变化与充足的物源供给

等综合因素的影响。相比海相地层沉积层序，陆相

层序地层更为复杂。目前，陆相层序地层研究仍属

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李思田等[1]、曾

允孚等[2]、王东坡等[3]均以湖平面升降作为划分湖相

地层层序的依据；解习农等[4]认为内陆断陷盆地地层

层序形成和演化主要受构造控制；池英柳[5]指出，可

容纳空间与基准面是一对相关联的概念，湖平面不

是陆相盆地的基准面。岳文浙[6]等认为，依据基准面

旋回，可容纳空间变化，导致沉积岩石地层学和沉积

学特征变化过程—响应原理基础上的高分辨率层序

地层划分与对比技术，同时适用于海相与陆相地层

层序研究。

江西省晚白垩世陆相红层分布广泛，主要为一

套巨厚的陆相红色碎屑岩系地层。前人对江西晚白

垩世红盆研究资料较多，主要集中在对红盆沉积特

征及构造演化[7-9]、古生物地层[10-11]、沉积相以及由红

层构成的丹霞地貌[12-15]等方面，但在层序地层研究方

面比较薄弱。江西于都红盆地为一不足300 km2的

内陆断陷地，具有面积小、物源近、岩相变化快，产状

平缓，化石稀少，沉积作用较为复杂等特点，同时难

以测制完整剖面，盆内与盆缘地层对比困难。前人

在盆地地层研究中多注重岩石地层研究，未进行过

层序地层方面的研究。本文在探讨于都陆相红盆晚

白垩世岩石地层划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沉积相

划分及沉积环境、沉积体系分析，并采用“高分辨率

层序地层划分与对比的理论和技术方法”首次进行

了层序地层的划分，为赣南地区晚白垩世地层划分

与区域对比、盆地古地貌分析、中小比例尺等时岩相

古地理图的编制、层控矿床（如石膏等）研究等提供

了可靠的资料和依据。

1地质背景及岩石地层
喜马拉雅期由晚白垩世地壳强烈伸展裂陷成盆

开始（新编《江西省区域地质志》将晚白垩世归于喜

马拉雅期）进入断陷成盆期，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30

余个大小不等、方向有异的晚白垩世-古近纪红色盆

地群，充分显示了这些盆地继承了早期断裂带拉张

断陷的成盆作用，并被称为“赣鄱断陷系”。于都小

型红盆地不足300 km2，由于继承了原断裂再现拉张

断陷成盆而呈北东向展布。盆缘几乎均为断裂围

限，因南北两侧盆缘断裂拉伸下降幅度不同，导致盆

地中的地层倾斜成为箕状盆地。根据区域资料，约

在晚白垩世中期古太平洋板块沿台湾玉里带俯冲，

构造热事件时间为79±7 Ma，使大陆向西掀斜，红盆

自东向西逐渐萎缩，控盆构造活动逐渐停止，大多数

晚白垩世红盆地封闭，仅修武、清江及池江3个盆地



叠加了古近纪盆地。至古近纪末，全省断陷盆地封

闭。现存的于都盆地被分割为2个更小的盆地，为后

期断裂活动导致老地层上升的结果。

在于都盆地中见到的岩石地层单位为赣州群茅

店组、周田组、龟峰群河口组、塘边组（图1）。由于剥

蚀原因，龟峰群最上部的莲荷组未予保存。岩石地

层单位的确定是根据岩石组合特征及其与邻近盆地

的对比，并依据邻近盆地所含生物化石而定，现从下

而上分述如下：

1.1赣州群

1.1.1 茅店组（K2m）

紫红色中-厚层状复成分含中砾细砾岩，中-厚

层状钙质含砾中细粒岩屑杂砂岩，中-厚层状含钙砂

岩、砂质钙质泥岩互层，并反复交替叠置组成旋回，

厚约350 m，与下伏地层角度不整合并可以超覆于任

何老地层之上。

1.1.2 周田组（K2z）

可分为三个岩性段。其中下段（K2z1）由紫红色

薄-中层状复成分细砾岩、含细砾砂岩、中层状钙质

中细粒岩屑石英砂岩、中层状粉砂岩组成旋回，厚

343 m；中段（K2z2）由紫红色薄-中层状含细砾中细粒

岩屑石英杂砂岩，中层状岩屑石英杂砂岩、中-厚层

状粉砂岩组成旋回，厚356 m；上段（K2z3）由紫红色中

层状钙质含砾中细粒岩屑石英杂砂岩、中层状砂岩、

中层状粉砂岩组成旋回，厚113 m。与下伏茅店组为

整合接触。

图1 江西于都地区区域地质图

Fig.1 Regional geologic map

1.第四系；2.塘边组；3.河口组；4.周田组；5.茅店组；6.侏罗系；7.三叠系；8.二叠系；9.石炭系；10.泥盆系；11.元古界-

下古生界；12.侏罗纪花岗岩；13.志留纪花岗岩；14.性质不明断层；15.推覆／滑覆断层；16.飞来峰；17.构造窗；18.地

层界线；19.平行不整合界线；20.角度不整合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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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龟峰群

1.2.1河口组（K2h）

区域上与下伏的周田组呈平行不整合接触,但亦

可超覆于老地层之上呈现角度不整合关系。河口组

下段（K2h1）由砖红色中-巨厚层状复成分中砾岩、复

成分细砾岩、砂砾岩组成旋回，局部夹薄-中层状粉

砂岩，厚1 009 m；上段（K2h2）由砖红色厚-块状复成

分粗中砾岩、复成分中砾岩、复成分细砾岩组成旋

回，局部夹似层状砂砾岩、含砾砂岩，厚547 m。

1.2.2塘边组（K2t）

塘边组下段（K2t1）由砖红色中-厚层状复成分细

砾岩、含砾砂岩、含砾粉砂岩组成旋回，局部夹薄-中

层状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厚＞333 m。上段（K2t2）由

紫红色薄-中层状含砾砂岩、中层状砂岩、细砂岩组

成旋回，偶夹复成分细砾岩，厚＞176 m。与下伏河

口组地层呈整合接触。

2沉积相与沉积体系
于都小型内陆红色盆地以粗碎屑岩沉积为主，

沉积学研究从“米级旋回层序”研究入手，在“岩性岩

相相序”的叠加形式的基础上进行多重地层特别是

旋回层序地层的划分。

2.1岩相

岩相是成因相或沉积体系内部构成的基本单

元，代表了一定物理、化学、生物条件下形成的特定

岩性特征的岩石，岩相的划分依据是沉积物性质及

原生沉积构造。

（1）粗碎屑岩相

粗碎屑岩相包括砾岩相、砂岩相及它们的过渡

类型岩石。

含“漂砾”粗中砾岩相：紫红色，中层状，砾石成

分视基底或盆缘岩性而定，多为复成分砾岩。砾石

成分主要由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含细砾石英杂

砂岩、石英岩及石英组成，次圆-圆状，粒径2～18.8

mm，“漂砾”可达数十厘米。基质为泥砂基或砂基。

岩层中常夹中层状细砾岩及似层状透镜状钙质含砾

中细粒岩屑石英砂岩。前者可能为砾质片流沉积

物，后者则为原沉积层冲刷后的残留物。该岩相仅

见于河口组上段，为干热气候条件下洪积扇泥石流

沉积（图2）。

粒序层理中砾岩相：主要见于茅店组、河口组，

其它各组也见薄的夹层。以复成分砾岩为主，砾石

成分以火山岩、长石、石英为主，次为粉砂质泥岩、泥

质粉砂岩、灰岩及石英岩。砾径多在2～14.8 mm之

间，以＞1 cm常见。砾石圆状-次圆状，分选差。岩

石中的正粒序层理由砾石砾级或砾石多少显示。重

力分异作用明显。中粗砾先行沉积，然后依次为细

砾、砂，以致描述中出现砾岩相-含砾砂岩相-砂岩相

的沉积序列，但这一序列的各种岩性之间并没有明

显的界线而显示渐变关系，反映出重力流泥石流的

沉积特点（图3）。

中细砾岩相：该岩相可分为粒序层理中细砾岩

相及不显层理中细砾岩相两类。前者的产出层位同

于粒序层理中砾岩相，特征与其相似，应与其有相似

的沉积环境，为泥石流的沉积；后者岩性为紫红色，

薄-中层状，底冲刷明显，其最大特点是砾石不具定

向，不显层理，可能为快速堆积的片流作用沉积物。

细砾岩相：为常见岩相，各组均可见到。岩石为

紫红色，薄-中层状。砾石呈次圆-圆状，砾径2 mm

左右。砾石成分有石英岩、石英、长石、粉砂岩、泥岩

等，成分复杂，分选中等。砂质基质呈棱角-次圆状，

分选差，呈基底式胶结。砾石无定向，呈“瘤状”分布

于岩石之中或充填于填隙物之间。底冲刷明显，向

下呈浅槽状冲刷沟。方解石含量达15%，成为胶结

物的一部分，呈它形填隙状存在于岩石之中而成为

“钙结壳”，为成岩早期受气候变化控制的产物，不能

作为湖相沉积的判别依据。岩层中常夹含砾砂岩、

钙质粉砂质砂岩、粉砂岩等，因其为冲刷后的残留层

而界线清楚。此岩相属较湿热-较干热交替气候条

图2 于都利村剖面第37层含“漂砾”粗中砾岩（Pm13）

Fig.2 Thirty-seventh layer of Yudu licun section

contains "drifting gravel" coarse-medium

conglomerate (P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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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片流沉积作用的产物（图4）。

含细砾砂岩相：仅见于河口组上段下部。砾石

含量仅12%，成分为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细粒石

英杂砂岩、石英岩及石英等，砾径2～18 mm，次圆-圆

状。砂基次棱角-次圆状。当含有岩屑时，则被称为

“含细砾岩屑砂岩”，岩屑成分以泥质粉砂岩、粉砂质

泥岩、泥岩为主。方解石含量达20%，呈它形填隙状，

为气候控制的成岩早期产生的钙结壳。砾石定向排

列显示岩石具有大型板状斜层理，为扇体上分枝河

道沉积，砾石层为分枝河道滞留砾石，含砾砂岩层为

心滩堆积（图5）。

缓倾斜板状斜层理粉砂质长石细砂岩相：仅见

于塘边组下段顶部。砂级碎屑呈圆状-次圆状，由长

石、石英、白云母、泥岩、炭质泥岩等组成，分选差。有

时含少量砾石，含量4%～10%，砾径3～6 mm。砾石

以长石为主，次为石英，泥岩，圆状-次圆状，分选

差。方解石可达25%，成为主要的胶结物，以它形粒

状均匀分布于岩石之中，反映它可能与沉积作用有

关。岩石中见低缓角度的交错板状斜层理，由泥质

薄层断续延伸显示。此岩相为较湿热气候条件下的

浅湖相沉积（图6）。

钙质中细粒岩屑砂岩相：岩石呈紫红色，薄-中

层状，见于周田组下部、塘边组下部。碎屑颗粒由石

英、岩屑、长石、云母组成，呈次棱角-次圆状。岩屑

由酸性熔岩、粉砂岩、泥岩组成，并见长石碎屑。方

解石含量达 28%，呈它形填隙状充填于砂粒之间。

泥质呈薄膜状围绕碎屑分布，两者可能均为成岩早

期再充填的产物。岩石不显层理而呈团块状结构，

反映该砂岩为快速沉积的产物，即片流作用的砂质

沉积。该砂岩相中往往夹有粉砂岩薄层，亦不显层

理呈团块状，可能为洪泛作用于冲泛平原上的堆积

物（图7）。

含砾砂岩相：见于塘边组下段。砾石含量仅

2%～6%，呈次圆状，砾径 2～6 mm，砾石成分由长

图3 具有正粒序层理的砾岩

Fig.3 The conglomerate with

positive sequence bedding showing

by the size and content of gravel

图4 河口组下部块状层理细砾岩

Fig.4 Massive bedded

conglomerate in the lower part of

Hekou Formation

图5 于都利村剖面第36层河道沉积

（Pm13）

Fig.5 Layer 36 channel deposits in

Yudulicun section (Pm13)

图6 仙下蒲子坑—朱坑剖面（Pm03）第46层淡水湖泊相缓

倾斜板状斜层理钙质粉砂质细砂岩

Fig.6 Layer 46 calcareous silty sandstone with slowly

inclined plate-like inclined lacustrine facies of Xianxia

Puzikeng-Zhukeng section (Pm03)

4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42卷



石、石英组成。砂级碎屑呈次棱角-次圆状。岩石中

含2%左右的岩屑，由酸性熔岩、泥岩、粉砂岩组成。

方解石含量达25%，呈它形粒状，均匀分布于岩石之

中，成为主要胶结物。岩层中常夹厚层状粉砂岩，与

砂岩呈互层产出。岩石中可见不清晰的水平层理，

加之岩石中均匀分布的可能由沉积作用形成的方解

石，反映该岩相可能为浅湖相沉积。而且水介质条

件已碳酸盐化成为碳酸盐浅湖相。砂岩相与粉砂岩

相互层为地壳升降脉动的结果（图8）。

（2）细碎屑岩

粉砂岩相：岩石呈紫红色、中-厚层状，可见不清

晰的水平层理，粉砂岩往往与复成分细砾岩、钙质含

粉砂细砾岩屑杂砂岩组成向上变细的半韵律旋回。

其中的砂岩碎屑物呈次棱角-次圆状，由石英、长石、

岩屑等组成，岩屑由泥岩、粉砂岩组成。方解石含量

达24%，呈它形均匀分布于岩石之中，成为主要的胶

结物。区域上在该岩相中见石膏薄层。上述特征反

映该岩相为硫酸盐湖亚相沉积（图9）。

（含砾）长石石英砂质粉砂岩相：见于塘边组下

段，其它各组则以夹层形式出现。碎屑物以石英为

主，长石次之，并可见少量云母及重矿物。岩屑由泥

岩、含炭泥岩组成，分布较均匀。胶结物以方解石为

主，呈它形粒状均匀分布，次为泥质。岩石呈团块状

结构，不见层理构造，为冲泛平原上的洪泛沉积物。

2.2沉积环境与沉积体系分析

沉积体系即为岩相组合在垂向上的变化规律，

亦为成因上有联系的岩相构成的垂向顺序（或称剖

面结构）。沉积类型是对岩相和岩相组合的成因解

释，也称成因类型。这一研究工作直接能获取盆地

的伸缩及湖平面的变化，关系到旋回层序地层的划

分。于都小型陆相红盆地总体为冲积扇-湖泊沉积

体系，且以前者为主。其沉积环境具体可划分为：冲

积扇、冲泛平原、湖泊，并将冲积扇按成因划分为泥

石流、分枝河道（辨状河）、片流及洪泛等4种。

（1）泥石流沉积

泥石流是一种自山口呈散射状间歇性洪水形成

的扇状堆积物，可以是突降暴雨亦可以是雪水融化

形成，多形成于干旱或半干旱气候条件下。它为一

种高密度高粘度的沉积重力流，流动方式为层流。

当重力顺坡推力小于流体的剪切强度时，流动随之

停止。由于粘度很高，不可能出现选择卸载，所有粒

级物质一起停积，形成分选极差的堆积物，造成碎屑

物大小悬殊，形成“漂砾”，砾石无定向排列。周田组

下部的泥石流沉积于“干汇水盆地”中，所谓干汇水

盆地意指洪水带来的水只在盆地低洼处短暂汇积，

因气候为干热条件，随即蒸发导致盆地中基本不积

水。由于处于冲积扇中端，经过了一定距离的搬运，

使砾石呈圆状-次圆状。高密度高粘度泥石流沉积

物一般不显层理构造，但周田组下部的泥石流经过

了一定距离的搬运，较大的砾石已先行沉积，并逐渐

向“稀性泥石流”演化，以致可见到由砾岩向砂岩的

递变现象，而显示粒序层理。另一特点是泥石流沉

图9 于都利村剖面周田组18-21层硫酸盐湖

沉积（Pm13）

Fig.9 18-21 Layers of sulfate lake

deposits in Zhoutian Formation of

Yudulicun section (Pm13)

图7 于都利村剖面周田组第15层砂质

片流沉积（Pm13）

Fig.7 Sandy Sheet Flow deposits in

the 15th Layer of Zhoutian Formation,

Yudulicun Section（Pm13）

图8 具不清晰水平层理含砾砂岩

（Pm13）

Fig.8 Gravel-bearing sandstone

with unclear horizontal bedding

（P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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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往往被无层理构造的中层状含砾中细粒岩屑砂

岩的砾砂质片流沉积物分开，为常见的互层沉积，为

盆地伸缩作用控制的垛体迁移所致（图10、图11）。

（2）分枝河道沉积

亦称辫状河道，为扇体中、上部季节性河道沉积

物。主要发育于河口组上段下部，见于扇根与扇中

的过渡地区，其特点是河宽水浅，流量变化大，河道

不稳定，其地貌单元是河道与心滩。主河道由紫红

色中层状粗中砾岩与中层状中细砾岩互层组成。粗

中砾岩层为河道滞留砾石层。后者岩石中见由砾石

定向排列显示的大型板状斜层理（图12），牵引流作

用明显，为河道靠边部堆积。其上往往见紫红色透

镜状或似层状含细砾砂岩，两者组成旋回结构，为河

道内纵向砂坝（心滩）沉积。岩层内各沉积层间底冲

刷明显，多呈凹槽状。沉积序列中反映堤岸、河漫及

冲泛平原的细碎屑岩沉积不发育，成为确定辨状河

相的主要原因。

（3）片流沉积

片流是一种席状洪水流，出现于冲积扇上河道

交汇点以下，因洪水开始不受河道的约束，而片状撒

开的沉积。具有持续时间短，能量消减快的特点。

能量高时，主要形成颗粒支撑的砾岩，块状不显层理

为其最大特征，称为砾质片流沉积（图13），主要发育

于扇根及扇中近扇根处。向盆方向则见紫红色中层

状含砾中细粒长石砂岩为主的砂砾质片流沉积，两

者互层产出。岩石呈块状不见层理，反映出水浅片

状的快速堆积作用。

另在周田组、塘边组中还见有砂质片流沉积物，

以紫红色中层状细粒岩屑砂岩为代表。岩石呈块状

不具层理，并与砂砾质片流沉积物呈互层关系，说明

砂质片流沉积处于砂砾质片流与冲泛平原的过渡

区，即扇中与扇缘过渡区，为重力分异的结果（图14）。

（4）洪泛沉积

指洪水期在盆地内低洼部分的沉积，当泥石流

中的粗碎屑物沉积以后，泥、粉砂等细碎屑物被带入

盆地的低洼处，因水浅且气候干燥，水体大量蒸发，

导致细碎屑物快速沉积，以致形成团块状无层理的

泥岩层或粉砂岩层，被称为“洪泛沉积层”。这类盆

地被称为“干汇水盆地”。其沉积区往往处于干汇水

盆地中的低洼且相对平坦的地段，因此其沉积相被

图10 于都利村周田组下部泥石流沉积相序

Fig.10 Sedimentary facies sequence of the debris

flow in the lower part of Zhoutian Formation,Yudulicun

图11 于都利村晚白垩世河口组泥石流沉积相序

Fig.11 Sedimentary facies sequence of debris flow in

Hekou Formation of Late Cretaceous in Yudulicun

图12 于都利村晚白垩世河口组分枝河道沉积相序

Fig.12 Branch channel sedimentary facies sequence

of Late Cretaceous in Yuduli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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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冲泛平原沉积相”（图15）。

（5）盐湖沉积

本区仅见盐湖沉积的浅湖相沉积物，可分为碳

酸盐湖相及硫酸盐湖相二种沉积类型。

碳酸盐浅湖沉积：见于周田组中段及塘边组下

段顶部。以紫红色中-厚层状钙质含粉砂细砂岩为

代表，具水平层理或不清晰的水平层理。岩石普遍

含钙，方解石呈它形粒状均匀分布。说明在蒸发量

大于降雨量时，湖水介质迅速咸化转化为碳酸盐浅

湖相（图16）。

硫酸盐浅湖沉积：当气候条件干热加骤时，湖水

介质会更加咸化，则可由碳酸盐湖转化为硫酸盐

湖。该沉积相出现在周田组中段，以紫红色薄-中层

状砂岩与中-厚层状粉砂岩组成旋回为特征。见不

清晰水平层理，因粉砂岩中见薄层石膏而确定为硫

酸盐湖相的沉积（图17）。

3层序地层
二级构造层序依据 2 个区域不整合面进行划

分。三级陆相沉积层序是一个相当于“中级”基准面

穿越旋回时间间隔的地质体，基准面旋回二分时间

单元即可容纳空间增加到最大值，或减少到最小值

单向变化的极限位置，可作为层序界面或对比的优

选位置[16]。表现为基准面下降形成的地表剥蚀作用，

河流回春下切形成的河道滞留物，河道间的古土壤

层、钙质结核层等早期暴露成岩标志，以及基准面高

位时的黑色粘土岩、煤层等沉积物。岩相类型或组

合在垂向剖面的相序转换位置等。据此体系域可以

简单二分，即基准面上升沉积体系域（STR）和基准面

下降沉积体系域（STF）。将于都红盆沉积物划分为2

个二级构造层序、5个三级层序。

图13 于都利村晚白垩世河口组

砂砾质片流及砾质片流沉积相序

Fig.13 Sedimentary facies sequence of the gravel

sheet flow and gravel sheet flow in Hekou Formation

of Late Cretaceous in Yudulicun

图14 于都利村剖面晚白垩世周田组下部

砂质片流沉积相序

Fig.14 Sedimentary facies sequence of sandy sheet

flow in the lower part of Zhoutian Formation of Late

Cretaceous in Yudulicun section

图15 于都仙下晚白垩世塘边组洪泛平原沉积相序

Fig.15 Sedimentary facies sequence of the floodplain

of the lower Cretaceous Tangbian Formation in

Yuduxian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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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1：底界面为茅店组底部的不整合面，角度不

整合于任何老地层之上。盆地拉伸初期，地形高差

悬殊，坡大流急，物源区近，沉积物供应充分，基准面

上升创造的容纳空间被快速充填而消失，在基准面

下降时，即发生侵蚀作用而产生剥蚀面，导致三级或

亚层序，甚至更低级别的层序。具体表现为下部3个

亚层序为泥石流与砾砂质片流沉积组合，代表了

STR体系域，其上叠加的砾砂质片流与砂质片流组

成的1个亚层序，为STF体系域沉积（图18）。

SQ2：相当周田组中、上段。为盆地强烈拉张期，

表现为短暂湖泊的形成。其底界面为冲积相转换为

湖相沉积的转换面，该层序基准面上升沉积体系域

由硫酸盐湖相沉积的砂岩与粉砂岩旋回组成；基准

面下降沉积体系域由碳酸盐湖相沉积的含砾砂岩与

砂岩的次级旋回组成（图18）。在其湖相沉积之上，

叠覆了粗碎屑岩的冲积扇沉积，显示盆地收缩直至

消失，冲积扇沉积与下伏碳酸盐湖沉积之间为平行

不整合接触。

SQ3：相当河口组下段。其底界面为冲积扇沉积

与碳酸盐湖沉积之间的平行不整合面。该层序基准

面上升沉积体系域及基准面下降沉积体系域均由砾

砂质片流与砂质片流组成旋回。二个体系域之间以

同相叠覆面为界。层序由于地壳的脉动导致盆地发

生扩张与缩小，盆地已转化为“干汇水盆地”。当基

准面上升则形成了容纳空间，沉积了片流粗碎屑物，

基准面下降时剩余空间尚有遗存，仍然沉积了由砾

砂质片流与砂质片流组成的粗碎屑物（图19）。

SQ4：相当河口组上段至塘边组下段。以辫状河

道滞留沉积物底界为层序底界面，由2个辫状河相沉

积与泥石流相的粗碎屑沉积物组成的脉动伸缩旋回

构成。代表了地表剥蚀作用和基准面的上升。其上

叠加了砂岩、粉砂岩旋回的砂质片流及粉砂岩、泥岩

旋回的洪泛平原沉积，代表了基准面下降沉积体系

域。由于填平补齐作用明显，本层序所有亚层序仅

保留了基准面上升沉积半韵律（图20）。

SQ5：相当于塘边组下段顶部至上段。以湖相与

其下的洪泛平原的转换面为其底界面，其顶界面未

出露。该层序包括基准面上升沉积体系域和基准面

下降沉积体系域，二个体系域之间以湖泛面为界。

基准面上升沉积体系域沉积了碳酸盐湖相的滨湖沉

积及浅湖沉积，其中滨湖沉积由钙质含砾砂岩、钙质

粉砂岩旋回组成，浅湖沉积由钙质粉砂岩、钙质粉砂

质泥岩旋回组成，其沉积物结构演化总体表现为一

个由粗逐渐变细的过程。基准面下降沉积体系域也

是由碳酸盐湖相的滨湖沉积及浅湖沉积组成，其中

滨湖沉积分别由钙质砂砾岩与钙质细砂岩、钙质含

砾砂岩与钙质粉砂岩旋回组成，浅湖沉积由钙质粉

砂岩、钙质粉砂质泥岩旋回组成，其沉积物结构演化

总体表现为一个由细逐渐变粗的过程（图20）。

研究区是以明显的区域不整合面作为划分二级

构造层序的依据，为茅店组与其下老地层的角度不

整合面和河口组与周田组的角度或平行不整合面。

第一构造层序包括茅店组与周田组及SQ1、SQ2，第二

构造层序包括河口组、塘边组、莲荷组（测区未出露）

及SQ3-SQ5。沉积序列中的“旋回套旋回”的沉积现象

常见，时间的长短则成为判别各级层序的主要依据。

各家的划分并不一致，梅冥相等[17]将三级层序限定为

1～10 Ma，岳文浙等[6]定为2～5 Ma。据“中国地层表”

（征求意见稿）[18]，晚白垩世时跨 31 Ma，共包括 5个

组。研究区仅保存了5个三级层序，平均1个三级层

图17 于都利村晚白垩世周田组硫酸盐浅湖相沉积相序

Fig.17 Sedimentary facies sequence of the sulfate

shallow lacustrine facies of the late Cretaceous

Zhoutian Formation in Yudulicun

图16 于都利村晚白垩世周田组 碳酸盐浅湖相沉积相序

Fig.16 Sedimentary facies sequence of the carbonate

shallow lacustrine facies in late Cretaceous Zhoutian

Formation in Yuduli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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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于都利村分水坳-罗坳晚白垩世茅店组-周田组层序地层柱状图

Fig.18 Sequence stratigraphic column map of Late Cretaceous Maodian-Zhoutian Formation in

Fenshui-Luoao depression , Yudulicun

/

第1期 张永忠等：江西于都晚白垩世陆相红盆层序地层研究 9



序不足6 Ma。构造层序2个，每一个约12～18 Ma，符

合两级层序年限的划分要求。

4于都陆相红盆地的地质演化
自晚白垩世开始，江西进入燕山陆内造山后的

喜马拉雅伸展期。沿区域性断裂拉开，江西全境形

成了一系列受控于区域性断裂的断陷盆地，这一时

期，在江西于都至仙下地区，在强烈的块断作用下，

形成了于都断陷盆地，其是在燕山期地壳发生伸展，

多层次拆离，下地壳明显拉薄，上地壳隆升的背景下

形成的断陷盆地。该盆地总体呈北东向展布，具有

由单斜构造盆地向坳陷盆地转化的趋势，沉降中心

总体由南东向北西迁移。在盆地中部（岭背幅内）为

一北西向展布的“古隆起”构造（北端转为北东向），把

断陷盆地分割为于都子盆地和仙下子盆地。

其形成演化过程为：赣州期（晚白垩世早期），江

西进入燕山陆内造山后的喜马拉雅伸展期，由于区

域大断裂的作用，于都红盆北西侧枣子排-老村里一

带形成盆缘拉张断裂，在盆缘断裂的不断拉张下滑

塌陷作用下，本区不断拓展下沉，初步形成盆地雏形

图19 于都利村分水坳-罗坳晚白垩世河口组层序地层柱状图

Fig.19 Sequence stratigraphic column map of the Late Cretaceous in Fenshui-Luoao depression,Yudulic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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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于都仙下蒲子坑-朱坑-黄泥坑晚白垩世塘边组层序地层柱状图

Fig.20 Sequence stratigraphy columnar section of the Tangbian Group in

late Cretaceous Xianxia Puzikeng-Zhukeng-Huagnnike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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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汇水盆地），当时地势南东高北西低，物源区位于

盆地南东缘，物源由南东向北西供应，盆地拓展下沉

初期，其南东缘分水坳一带物源供应充足，在季节性

洪水的作用下，山麓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冲积扇体，沉

积了一套以复成分砾岩夹砂砾岩为主的粗碎屑岩，

构成了三级层序 SQ1（相当于茅店组至周田组下

段）。盆地继续拓展下沉，水面逐渐上升，气候变得

炎热干旱，此前的干汇水盆地逐渐转化为湖泊（盐

湖），沉积了由砂岩与粉砂岩旋回组成的硫酸盐湖沉

积及由含砾砂岩与砂岩次级旋回组成的碳酸盐湖沉

积，构成了三级层序SQ2（相当于周田组中、上段）。

至晚白垩世中期，受古太平洋板块俯冲影响，本

区有一次短暂抬升接受侵蚀作用的过程。

龟峰期（晚白垩世晚期），继盆地抬升侵蚀之后，

本区再次下沉拓展，盆地范围扩大，形成了于都—仙

下地区干汇水盆地，此时枣子排-老村里盆缘断裂活

动基本停止，盆地由之前的断陷盆地转化为坳陷盆

地，在季节性洪水的作用下，盆地中出现了大规模的

冲积扇体，沉积了一套以复成分砾岩夹砂砾岩为主

的粗碎屑岩，呈平行不整合覆于周田组湖相地层之

上，构成了三级层序SQ3（相当于河口组下段）。之

后，本区相对稳定，无明显的抬升或沉降，这时属较

干热与较湿热交替出现的气候特征，干汇水盆地中

常有季节性洪水发生，伴随洪水出现了冲积扇体及

洪泛平原沉积，冲积扇体沉积由一套以复成分砾岩

夹砂砾岩为主的粗碎屑岩组成，洪泛平原沉积由一

套以粉砂岩、粉砂质泥岩为主的细碎屑岩组成，它们

构成了三级层序SQ4（相当于河口组上段至塘边组下

段）。干汇水盆地在相对稳定期之后，在地质作用

下，盆地继续沉降，水面逐渐上升，气候变得炎热干

旱，此前的干汇水盆地逐渐转化为碳酸盐湖，沉积了

由钙质砂砾岩、钙质含砾砂岩、钙质细砂岩、钙质粉

砂岩组成旋回的滨湖沉积及由钙质粉砂岩、钙质粉

砂质泥岩组成旋回的浅湖沉积，构成了三级层序SQ5

（相当于塘边组下段顶部至上段）。

5结论

（1）通过对于都小型陆相红盆地进行沉积相划分

及沉积环境、沉积体系分析，认为其总体为冲积扇-湖

泊沉积体系，且以前者为主。其沉积环境具体划分

为：冲积扇、冲泛平原、湖泊，并将冲积扇按成因划分

为泥石流、分枝河道（辨状河）、片流及洪泛等4种。

（2）将于都陆相红盆划分为两个二级构造层序、

5个三级旋回层序，二级构造层序时限约12～18 Ma，

三级旋回层序时限约6 Ma。并对盆地地质演化进行

了探讨。

（3）通过对于都陆相红盆层序地层的研究，为赣

南地区晚白垩世地层划分与区域对比、盆地古地貌

分析、中小比例尺等时岩相古地理图的编制、层控矿

床（如石膏等）研究等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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