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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安多县东巧晚侏罗世生物礁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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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现西藏安多县东巧地区 晚侏罗世生物礁, 造礁生物以层孔虫和六射珊瑚

为主, 其中, 层孔虫可分为枝状、筒状和块状三种类型, 它们多以 原地生长状态保存。
礁岩石学
特征研究表明, 礁岩可分为筒状-枝状层孔虫障积岩、枝状层孔虫障积岩、筒状层孔 虫障积岩、
筒状-块状层孔虫障积-骨架岩和筒状层孔虫-六射珊瑚障积-骨架岩。礁体类型可 分为筒状-枝
状层孔虫 障积岩隆礁、枝状层孔虫障 积岩隆礁、筒状层 孔虫障积岩 隆礁、筒状-块状 层孔虫障
积-骨 架岩隆礁和筒状层 孔虫-六射珊瑚 障积-骨架岩 隆礁, 礁体的 演化均经历了奠基 阶段、
发
育阶段和衰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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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安多县东巧地区上侏罗统生物礁系作者等于1995年在气候十分恶劣的青藏高原
进行油气地质调查时首次发现。
侏罗纪生物礁在国内报道极少, 目前仅限于西藏西南部
( 余光明等, 1990) 。
本区上侏罗统生物礁的发现, 不仅填补了藏北地区无礁的空白, 丰富了
我国侏罗纪生物礁的类型, 而且对于目前在中国最后一块大陆区域—— 西藏进行油气勘
探和评价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1

产礁层位及礁体基本特征
东巧生物礁产于上侏罗统沙木罗组之中, 其中含有层孔虫 Cladocorop sis mi rabilis,

C. nanox i , P arast romatop ora comp acta, Mill ep orid ium r emesi 等, 其 中, Cl adocor op sis
mirabil is 分布极广, 见于希腊、
南斯拉夫、
阿尔巴尼亚、欧洲、
日本及阿拉伯等地上侏罗统
( 董得源等, 1983; 汪明洲等, 1984) 。此外, Cladocorop sis nanox i 和 P arastr omatop or a comp acta 亦曾见于南斯拉夫的上侏罗统( 董得源等, 1983; 汪明洲等, 1984) 。本区上侏罗统生
物礁与中扬子地区下奥陶统生物礁( 肖传桃等, 1993; 朱忠德等, 1995, 1994) 相似, 它们均
具有厚度小、数量多、
规模小和分布广等特点。
现已查明, 本区上侏罗统沙木罗组中的生物
礁赋存于三个层系中( 图1) , 生物礁厚度多为2—3. 5m, 在剖面中横向延伸80m 左右, 在区
域上延伸10km 左右。
礁体多呈丘状、面包状及似层状等, 横向上具指状相变特征, 分带明
显。
肖传桃, 男, 1965年6月生, 副教授, 地层学及古生物学专业。
1998—11—05收稿, 2000—03—06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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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多东巧上侏罗统生物礁分布特征

1. 筒状层孔虫; 2. 块状层孔虫; 3. 枝状层孔虫; 4. 六射珊瑚; 5. 砂屑灰岩; 6. 生物碎屑灰岩;
7. 核形石灰岩; Ⅰ- Ⅴ的说明见正文
Fig. 1

2

Dis tr ibut ion f eat ures of t he U pper Jurass ic reef in D ongqiao, A ndu o Coun ty

礁体岩相及礁类型

2. 1 礁体岩相
礁体岩相概括起来可分为两大类, 即障积岩和障积- 骨架岩。
2. 1. 1

障积岩

此类岩石主要由枝状层孔虫及少量筒状层孔虫原地固着生长并阻挡或捕获灰泥而形
成, 发育于弱水流环境中, 该类微相可分为三种类型。
( 1) 泥 晶筒 状层 孔虫 - 枝 状层 孔虫 障 积岩

由 筒状 层孔 虫 Mi llep or idium cy lin-

dricum 和枝状层孔虫 Cladocorop sis 原地生长并阻挡或捕获灰泥而形成, 筒状层孔虫直径
较大, 多为10—14mm , 个别可达20—30mm , 含量约为10—15% 。该类生物粗壮而发达, 可
形成障积骨架。枝状层孔虫直径较小, 多为3—5m m , 长多为5—60m m , 为主要障积生物,
其含量为40—60% 。障积生物之间的填隙物主要为灰泥, 含量占25- 40% , 其次为少量的
生物礁屑及粉屑等。
生物屑主要为双壳类及腹足类。该类微相主要见于本区Ⅰ号礁( 图1) ,
厚2. 5—3m。
( 2) 泥晶枝状层孔虫障积岩

主要由枝状层孔虫阻挡或捕获灰泥而形成( 图版Ⅰ-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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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呈躺卧状态。
此外, 含有少量筒状层孔虫, 约占5% 。
层孔虫枝体间的填隙物主要为灰
泥, 含量为30—35% , 其次为少量生物屑和粉屑等。此类微相主要发育于本区Ⅱ号礁( 图
1) , 厚3—3. 5m。
( 3) 筒状层孔虫障积岩

由筒状层孔虫阻挡或捕获灰泥而形成, 枝状层孔虫极少, 以

筒状层孔虫占绝对优势( 图版Ⅰ-4) , 它们多呈近于垂直层面的直立状态保存, 平卧者较
少, 个体间及体腔内以充填灰泥为主。
尚可见少量生物屑或砂屑, 灰泥含量约占35- 40% 。
该种微相主要发育于本区的Ⅳ号礁( 图1) , 厚约1m。
2. 1. 2 障积- 骨架岩
该类岩石主要由筒状层孔虫、
块状层孔虫和六射珊瑚原地固着生长并形成抗浪格架,
阻挡或捕获灰泥等而成, 它们发育于中-低能环境中, 可细分为两种类型。
( 1) 筒状层孔虫—块状层孔虫障积—骨架岩 具有较典型的骨架结构, 以块状层孔虫
和筒状层孔虫为特征( 图版Ⅰ-6, 7) , 组成了主要造架和障积生物。
其中, 块状层孔虫原地
生长, 彼此相连接, 形成了抗浪格架, 含量为25—35% , 筒状层孔虫和少量枝状层孔虫原地
固着生长, 与块状层孔虫一起阻挡或捕获灰泥等形成了障积—骨架岩, 前者含量 约8—
10% , 后者约15—20% 。
本微相中的层孔虫具有原地生长特征, 个体完好, 直立保存, 其间
的填隙物分为三类, 即灰泥、
粉屑和生物屑, 以灰泥占优势, 生物屑以双壳类和腹足类, 此
类微相见于本区Ⅲ号礁中, 厚2. 5—3. 0m。
( 2) 筒状层孔虫—六射珊瑚障积—骨架岩

系筒状层孔虫的障积作用和块状复体的

六射珊瑚的原地生长所形成的骨架阻挡灰泥及粉屑等而成( 图版Ⅰ-8) , 其中筒状层孔虫
以 M ill ep oridi um kabar dinense 及 M . cy lindr icum 为主, 含量约15- 20% 。六射珊瑚以块
状复体的 A cti nastraea 为特征, 含量为20- 25% , 且呈原地生长状态保存, 形成了抗浪格
架。
造礁生物之间填隙物以灰泥和粉屑为主, 其次为少量生物屑。灰泥含量占岩石的2530% , 有些呈细小的泥晶团块, 粉屑则散布于灰泥之中, 生物屑以双壳类和腹足类为主。
该
类微相见于本区Ⅴ号礁中, 厚1. 5- 2. 0m。
2. 2 礁类型及特征
本文采用关于礁的分类方案( 范嘉松等, 1985) , 将本区上侏罗统生物礁划分为两大
类, 即障积岩隆礁和生物岩隆礁。
根据本区晚侏罗世造礁生物类型的不同, 将障积岩隆礁
划分为筒状层孔虫- 枝状层孔虫障积岩隆礁、
枝状层孔虫障积岩隆礁和筒状层孔虫障积
岩隆礁; 将生物岩隆礁划分为筒状层孔虫—块状层孔虫障积—骨架礁和筒状层孔虫—六
射珊瑚障积—骨架礁, 共五种亚类型。
2. 2. 1 障积岩隆礁
( 1) 筒状层孔虫—枝状层孔虫障积岩隆礁

分布于沙木罗组中上部( 图1, Ⅰ号礁) , 高

2. 5- 3m , 出露宽度50m 左右, 呈丘状或面包状, 礁基为亮晶核形石灰岩, 礁盖也为核形石
灰岩。造礁生物主要为枝状层孔虫 Clad ocorop sis, 含量占岩石的40- 60% , 其次为筒状层
孔虫 Mil lep or idium cyl indri cum , 含量为10- 15% , 此外, 发育少量块状层孔虫。它们多呈
原地生长状态保存, 其障积或捕获物主要为灰泥。
( 2) 枝状层孔虫障积岩隆礁

赋存于沙木罗组上部( 图1, Ⅱ号礁) , 高3- 3. 5m , 出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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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60m , 在区域上可追索约10km 。呈丘状或面包状, 礁基为亮晶砂屑灰岩, 局部可见砂
质砂屑灰岩, 礁盖为亮晶砂屑灰岩。
该类型礁体在横向20m 处相变为筒状层孔虫—块状
层孔虫障积—骨架礁( 图1-Ⅲ号礁) 。
本礁体造礁生物主要为枝状层孔虫, 含量占岩石的60
- 70% , 且多数呈直立或倾斜状态保存, 其障积或捕获物主要为灰泥。
( 3) 筒状层孔虫障积岩隆礁

分布于沙木罗组上部( 图1-Ⅳ号礁) , 高1. 5- 2. 0m , 在
剖面中出露宽度为50m , 在区域上延伸约10km, 呈似层状。
礁基为亮晶砂屑灰岩, 礁盖为
泥晶灰岩, 该类型礁体横向上25m 处相变为筒状层孔虫—六射珊瑚障积—骨架岩隆礁。
本礁体造礁生物主要为筒状层孔虫, 其含量占岩石的40- 60% , 此外为少量枝状层孔虫,
其含量约10% 。
障积或捕获物主要为灰泥及少量粉屑, 后者散布于前者之中。
2. 2. 2 生物岩隆礁
( 1) 筒状层孔虫—块状层孔虫障积—骨架岩隆礁

赋存于沙木罗组上部( 图1-Ⅲ号

礁) , 高2. 5- 3. 0m , 在剖面中出露长度约30- 40m , 在区域上可追索约10km , 其形态呈面
包状或似层状。礁基和礁盖均为亮晶砂屑灰岩。主要造礁生物为块状层孔虫、
筒状层孔虫
及枝状层孔虫。其中块状层孔虫含量约为25- 35% , 组成了礁体的格架。筒状层孔虫含量
为15- 20% , 此外还有10- 15% 的枝状层孔虫, 它们组成了礁体的障积生物, 其障积或捕
获物以灰泥为主, 其次有少量粉屑和生物屑, 生物屑以双壳类和腹足类为主。
( 2) 筒状层孔虫—六射珊瑚障积—骨架岩隆礁 分布于沙木罗组上部( 图1-Ⅴ号礁) ,
高1. 5- 2. 0m , 在剖面中出露长度约30m , 呈丘状或面包状。
礁基为亮晶砂屑灰岩, 礁盖为
泥晶灰岩。主要造礁生物为六射珊瑚 A ctinast raea 和筒状层孔虫, 前者组成了礁体的骨
架, 呈群体的原地生长状态保存, 含量约20- 25% , 后者含量约15- 20% , 其捕获物主要为
灰泥和粉屑, 但以前者为主。

3

礁演化
本区沙木罗组中的生物礁均经历了三个明显的演化阶段。

( 1) 奠基阶段 该阶段是礁体赖以形成的基础, 体现于各类型礁体的礁基由亮晶砂屑
灰岩或核形石灰岩组成, 这表明区内的礁体也不例外, 也是在浅滩的硬底上发育起来的。
( 2) 发育阶段

是礁体的主体形成时期, 特征是造礁生物大量增加。由于礁体的类型

不同, 本区礁体的发展阶段体现为不同的成礁方式, 具体体现于造礁生物的分泌钙质作
用、
捕获灰泥和原地堆积作用以及障积作用等。区内Ⅰ、
Ⅱ和Ⅳ号礁体在发育阶段以障积
作用为主要成礁方式, 而Ⅲ号和Ⅴ号礁体除伴有一定的障积作用外, 以造架生物的原地堆
积、
自身分泌和捕获等作用为主要成礁方式。
( 3) 衰亡阶段 是礁体的消亡期, 表现为造礁生物突然大量减少, 或甚至缺乏。
礁体衰
亡的原因往往不外乎于两种。
第一种是由于礁体赖以生存的环境变浅, 水体能量增强, 使
得造礁生物大量减少直至消失, 被浅滩环境所取代, 本区Ⅰ、
Ⅱ和Ⅲ号礁体属此种情况; 第
二种是由于礁体的生态环境突然变深, 水体的循环、
温度、光线和氧的含量等环境因子均
不适合造礁生物的生存, 从而使得造礁生物大量减少甚至很快消失, 本区Ⅳ、
Ⅴ号礁体属
此情况。
致谢 蒙李书林磨制化石薄片, 张存善冲洗化石照片, 表示深切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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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 M ill ep oridum cy l indricum Yavorsky ( 筒状拟多孔层孔虫) , ×6, 纵斜切面。其中腔充填
泥晶方解石, 含极少量颗粒。
2. M ill ep oridi um sp. ( 拟多孔层孔虫未定种) , ×2, 纵斜切面。
3. M ill ep oridi um kabardinensis Yavo rsky ( 卡巴尔达拟多孔层孔虫) , ×6, 纵斜切面。
4. M ill eop or dium sty l if erum Yabe and Sug iyama ( 刺状拟多孔层孔虫) , ×3, 纵斜切面。
5. Cladocorop sis ( 枝状体层孔虫) , ×3, 枝状层孔虫障积岩。
6. 块状层孔虫障积岩的显微照片, 为 P arastr omatop or a( 副层孔虫) , ×6。
7. 块状层孔虫障积岩的野外照片。
8. 六射珊瑚 A ctinastraea 骨架岩, 野外照片。

LATE JURASSIC REEFS IN DONGQIAO AREA OF
ANDO, XIZANG ( TIBET)
Xiao Chuant ao

L i Y ib in

Xiao An cheng

Hu M in gyi Gon g Wenping

Lin K ex iang

Zhang Cunsh an

( J ianghan I nst itu te of Pe troleum, J ingz hou, H ubei 434102)

Abstract
L ate Jurassic r eefs ar e first ly discovered in Do ng qiao ar ea of T ibet , t he reef -building org anism s are mainly composed of hexacorals and st rom ato por oids w hich comprise
dendrit ic, cy lindric and massive fo rms. T hey w ere mostly pr eserv ed in place. F iv e t ypes
of microf acies can be dist ing uished according to t he st udy on pet rolo gy of reef s,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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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lindric-dendrit ic st ro mat opo roids baff lest one , dendritic st romat oporoids baf flesto ne ,
cy lindric st ro mat opo roids baff lest one, cy lindr ic-massive st rom at oporo ids baff le-fram est one and cylindric st romat oporoids-hexaco rals baff le-fram esto ne. T hey f orm ed five
t ypes of buildup , namely , cyl indr ic -dendrit ic st romat oporoids baff ling buildup , dendr it ic st romat oporoids baff ling buil dup, cy lindric st romat oporoids baf fling buildup, cy lindric-massive st rom at oporo ids baf fle-f rame buildup and cylindric st rom at o poro ids-hexacor al s baf fle-f rame buil dup. T hey all w ent t hr oug h t hree stag es: colonizat io n, dev elo pment and declinat ion , w hich refl ects the cont rol of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and w ater
energy o n reef dev elo pment .
Key Words

Reef, St romat oporoids, Hex aco rals, T ibet , Jurassic

“第三届全国地层会议”在京举行
第三届全国地层会议于2000年5月26日- 30日在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 108个生产、科研和教学
单位的270余名代表。
温家宝副总理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由国土资源部寿嘉华副部长主 持。
第二届全国地层委员会副主任 程裕淇院士作工作报 告, 总结
了1979年第二届全国地层会议以来, 地层委员会完成的各项工作, 回 顾了二十年来全国 地层工作的主要
进展, 对新世纪初全国地层工作提出了建议。
会 议代表通 过认真讨 论, 原则 通过了《中国 地层指 南及说明 书( 修订版 ) 》及所附 的《中国年 代地层
( 地质年代) 表》。
会后, 这个文件将根据代表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 然 后正式颁布。
会议 还讨论通过了2000- 2015年《全国地层 工作和地 层学发展规 划纲要的 建议》
, 纲要指 出地层工
作是地质工作的最基础工作, 许多地层问题未能及时研究解决和统一认识, 严重影响了 地质勘查特别是
区域地质调查和填图的质量。提出了“
建立起我国 西部若干重点地区的区域地层系统并 解决区域对比问
题”等7项预期目标和拟开展的各项主要研究任务 。
会议期间分组进行了内容广泛的学 术交流, 约130人 作了学术报告, 会前还组织了 176篇, 约120余万
字 的总结报告、学术论文和论文摘 要, 编辑出 版了《
第三届 全国地层会 议论文集》和《第三届全 国地层会
议论文摘要集》各一本。
这些文章和报告涉及到我 国大部分地区的从太古宙一直到第四 纪各地质时期的
各类地层, 以及一些新技术、
新方法的研究成果。
会议经过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充分 酝酿协商, 产生了由55人组成的第 三届全国地层委员会 , 推选寿
嘉华为委员会主任, 叶天竺等为副主任, 王泽九任 秘书长。
聘请程裕淇院士 为名誉主任, 第二届全国地层
委员会中的资深院士为科学顾问。全国地层委员会下设前寒武系、下古生界、上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界
各分会及 下属各系的工作组, 还有同位 素年代、
磁性 地层、
定 量地层和地 层单位分 类及地层名 称审核等
分会或工作组。会议聘任了各分委员会的主席、
副 主席、
工作组长和地层学 杂志编委会、地层委员会办公
室的组成人员, 落实了各工作组的组成人员。
本届 委员会任期8年。
5月30日上午的闭幕大会上, 寿嘉华作了总结报告。下午举行了第三届 全国地层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
讨 论了加 强委员 会的自身 建设, 建立 健全 机构 及工作 制度 等问题, 原 则上 通过了 《
全 国地 层委员 会准
则》。
( 吴浩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