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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学理论的有益开拓
读 造山带地层学 后感
张守信
(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29)

10 年前, 我曾提出 开展造山带地层学的理论研 究是建 设中国 现代区 域地层学 的重要 内容之 一 。
没想到这一命题的专著( 吴根耀著 造山带地层学 ) 今天竟然问世了, 实在令人兴奋和欣慰。
关于造山带地层学的定位
著者认为: 以板块学说的确立为标志的第 二次地学 革命把 活动论、突变 论、全球洋

陆 构造等观 点

带进了地层学, 地层学与构造地质学的结合使大地构造 作用与地层之间的联系成为主要研究 点, 开 创了
构造地层学( tectonostratigraphy) 。著者把造山带地层学定位于 构造地 层学的一部 分 。这 一定位应 当说
是客观的, 现实的, 也是恰当和可行的。
对于什么是造山带地层学, 著者只给出一个较泛 的定义: 造山带 地层学 是在造 山带地 区开展地 层
学工作的理论和方法 , 它缺乏关于这个命题的 目的 、 任务 、 内容 、 意义 和 方法 学 的 概括阐述。
这可能与著 者对该学科的估计有关。著者 认为 造山带 的类 型或主 要特 征不 同, 具体内 涵可 能因地 而
异 , 造山带地层学的研究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 统工程, 绝非 著者单 枪匹马可 以完成, 著 者只试图 以
近十年来在中国南方( 尤其是西南三江地区) 从事特提斯造山带的研究为基础提出造山带 地层学的 一个
不成熟的框架以期引玉 。这种认识, 虽体现了著者的谦逊, 却忽略了一个 学科的要求; 尽 管在书中 的不
同部位, 读者能嗅出或触摸到诸如造山带地层 学的目的、
任务、内容等项内含 的存在( 如该书第 114 页已
经叙述 对造山带地区, 地质调查的第 一步 是划 分单位 ) , 然而, 它缺 乏一 个学科 要求 的集中、系 统、具
体、
严谨而精确的科学阐述。著者应当就在你的 不成熟框架 中 提出来, 以回应 造山带地层学 这 个书
名, 勿需等待中国所有的造山带被研究之后。
著者接受 区域地层学 的概念, 认为造山带地层学也是区域 地层学, 还特别归纳出 对造 山带而言,
其地层的同质性, 在于与洋盆同时的两侧大陆边缘和稳 定地块的发育, 内聚力则表现为造 山作用决 定了
它们集中在这一相对狭窄的带内及其在带内的分布和位置 。这是著者对区域地层学的一个有益发展。
关于造山带地层学的理论
造山带地层学 一书把造山带地层学的理论归纳为 4 个方面: 盆地分析的活 动论构造观、造山 带的
建造特征、
造山带的变形特征和造 山带 的变质 特征。具 有盆 地分析 的活 动论 构造观, 了 解造 山带中 建
造、
变形和变质的特征, 对于研究造山带的地层学来说, 确实非常重要, 就如同不了解陆表 海的水动 力学
分布、
地壳升降与海水的进退特征和规程, 而要说明地层 学的岩 石地层 单位穿时 普遍性 原理一 样, 是 不
可思议的。但是, 陆表海的水动力学分布、地壳升降与海水的进退特征和规程本身毕竟不 是地层学 的理
论。我倾向这样认识这个问题: 把书中当前的 造山带地层学的理论 全体视为 造山带 地质学的理 论 ,
将之作为 造山带地层学的理论背景 , 简化为一 个小节, 置于 造山 带地层 学的理论 一 章之首, 然后 再
张守信, 男, 1931 年 8 月生, 研究员, 地层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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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造山带 地层学的理论。比如: 我们可以通过造 山带的 建造、变形、变质等 特征归 纳得出 造山带内 改
造盛于建造, 改造多体现为构造, 而建造多体现为现存的岩石, 因此, 造山带内客观的地层 划分必须 兼容
构造和岩石两者。这就是书中所倡导的 构造

岩石( 非 构造岩 石 ) 地层 划分和单位 的 造山带地 层学

的理论之一。此外还有造山带 地层学的 对比 理论、单位 的命 名理论、单 位术 语的 理论和 综合 分析理 论
等。我欣赏 著者的主张, 造山带地层学既要继承其合理 的历史 分析法 有用部分 , 也 要以活 动论构造 观
为指导重新审视其正确性 。对于 用化石 鉴定地 层的年 代 和 地层的 叠覆律 , 该 书仍然 说 是 不 说
非 , 因为这是使用理论人的 非 , 不是理论的 非 , 这也是造山带地层学的理 论。总之, 造山带地 层学
的理论不是造山带内的一般地质现象和特征, 必须有它自 己的特 殊具体 内涵。这是 我对造 山带地层 学
的理论的见解。
关于造山带地区的地质图
造山带地区的地质制图工作, 虽然不是造 山带地层学的份内任务, 却与地层学有 密切关系。正 如该
书所说: 如何测制一幅能客观反映造山带面貌的地质图, 是造 山带地 层学的 方法学 研究的 一大重要 内
容 。换句话说, 给造山带地区地质制图提供合理的地层划分和制图单位 , 也是造山带地 层学研究 的任
务和内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 也是非常正 确的观点。 因为做 不到这一 点, 造山带 地层学研 究
就成了一句空话。
正如我前面所说, 某些带有理论性的问题 , 著者是作为方法学阐述的, 如单位划分的理论 和原则, 单
位术语的使用和规定, 以及正式地层单位的命 名等。
造山带地层学 一书主张 地质图上要表示的, 就是野 外识别 的各种 原始的 ( 不 管它是 简单还是 复
杂) 地层序列, 以求真正反映物质的和成因的联系。地质 图是野 外调查 的成果, 它既 不需要 岩石按时 代
进行年代地层学或年代地质学的组合, 也不需 要进行构造的或古地理的解释。唯其是客观的, 才能 成为
综合研究的基础。因而, 这样的地质图上没有所谓的 综合地层柱状图 , 因为这个 综合地层柱 是 没有
任何意义的。 之所以这样选择地质图的制图单位, 是因为 造山带 地层学 的理论 中强调构 造

岩石地 层

划分的意义和价值。物质是第一性的, 认识是第二性的 。
在地层划分上, 造山带地层学 认为 单位的含义是多重的, 它主要被 用作构造单位, 一个推覆 体或
一个岩片即一个单位, 剖面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单 位现存的叠覆关系( 而不是地层柱 状图反映 的地
层自老而新 的原始堆积关系) 。有时它也被作 为一个 地层单 位, 称构造
造(

地 层单位。在 填图时, 一个 构

地层) 单位可能是一个填图单位, 也可能细分 为若干 个填图 单位( 岩石地 层单位 ) 。具 成因联系 的

岩石地层单 位( 它们常保存在一个 单位组 内) 被列 成一 个垂直 的序 列。若岩 石地 层单位 的时 代已经 确
定, 则其垂向上的排列遵循老地层在下、新地层在上的原则 。
造山带地层学 认为 用实际典型地区( 建组地区) 的地名加岩性来表 示更加简洁明了, 它们同 样相
当组一级正式地层单位 。对于变质岩地质图, 造 山带地 层学 也主 张 以岩石地 层单位 表示。在构 造
单位已经清楚地厘定之后, 只要岩性清楚( 与周围单位 明显可分 ) , 野外 填图中可 供操作, 那 么就可以 成
为一个填图单位。变质岩区的地质图旨在反映这些岩石 地层单位 间的现 存关系 ( 包 括平面 上的和垂 向
上的) , 片麻岩, 片岩, 各种构造岩都可以作为正式的填 图单位, 对它 们是不 需要也不 应当建 组建群 的 。
这些关于地层划分、
单位术语、地层单位名称的命名等的主张和见解, 都与 国际地层指南 相一致。
造山带地层学 对老厂火山岩和华南燕山期花岗岩的岩浆演化趋势分析以及填图单 位的处理 有独
到的见解, 说明岩浆序列的认识为我们提供了 一条用地层学方 法表示 一定区 域内同 一时代 有成因联 系
的岩体群的可行道路。把岩浆岩和变质岩都纳入地层学的研究范畴, 同样也是 国际地 层指南 的观点,
代表了现代地层学的发展趋势。
总之, 造山带地 层学 是一本适应急需而又出 版及时 的好书, 如能 稍加修编 , 可 以形成 一本理想 的
教科书; 书中的范例生动易懂, 点破关键, 展示了理论指导和方法 运用的结合, 也可被 教材吸收采 用。可
以说, 此书对当前在造山带地区从事地层和制 图工作的地质学家们, 不能不读, 不能不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