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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凹陷青一段米兰科维奇旋回识别及其沉积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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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松辽盆地青山口组湖相深水细粒沉积岩厚度大，具有巨大的非常规油气勘探潜力。利用小波变化和频谱分析方法，对

研究区取芯井青一段地层的大段深水细粒沉积岩进行米兰科维奇旋回划分，并通过地球化学、全岩矿物等参数分析古沉积环

境，将古环境的沉积响应与所划分的旋回进行对应分析，建立受控于米兰科维奇旋回的地层响应特征。研究表明，青一段地层

中共识别出四级米氏旋回，分别为 68个米级旋回、25个Ⅴ级旋回、6个 IV级旋回以及 1个Ⅲ级旋回界面，地层沉积主要受控于

128 ka短偏心率和48 ka斜率旋回。青一段沉积环境整体上具有气候由干到湿，水体加深、还原性增强、盐度降低的旋回变化特

征，6种环境组合表明了厚层泥页岩岩相与沉积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其中暖湿气候控制的层状灰质泥岩有利于油页岩层发育。

因此利用米氏旋回细分深水细粒沉积层，有望对页岩油气勘探获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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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米兰科维奇旋回（Milankovitch）指由地球轨道

参数（偏心率、斜率、岁差）变化在地层中产生的旋

回性沉积记录，是一种从全球尺度上研究日照量和

地球气候之间关系的天文理论[1]。不同轨道参数导

致到达地球表面的日照量存在差异，进而使气候出

现冷暖干湿的区分，气候变化进一步影响水体分

层、沉积物充填以及湖泊内部生物组合形式和种群

密度。有机质的形成与保存依赖于暖湿环境，因此

气候的旋回的周期变化决定地层中的有机质丰度

的差异。近年来，诸多学者通过对地层旋回层序的

研究，将其级别划分到了六级[2⁃3]，通过对比前人划

分的不同级次旋回，认为米级旋回相当于Ⅵ级旋

回，其厚度变化不等，与地层成因相关，能反应一个

湖平面的升降过程[4⁃5]。
松辽盆地青山口组深湖—半深湖环境沉积的细

粒沉积岩（图1），受海侵事件及同时伴随的湖泊缺氧

事件的影响，大量湖泊生物得以保存，形成了青山口

组的优质烃源岩[6]。但因为缺乏理想的放射性同位

素年龄数据，阻碍对青山口组记录的地质过程的进

一步认识[7]，如湖泊相地层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等

在地层中难以识别，大段深色泥岩的分层及地层特

征尚未清楚。前人研究表明，青山口组地层受构造

旋回影响较小[8]，但全球海平面的升降幅度大、古气

温变化频繁、降雨增加及大气成分也发生变化，对气

候变化极为敏感[9]，其中青一段的缺氧事件发生在森

诺曼期（Cenomanian）—土仑期（Turonian）期界线附

近[10⁃11]，地层中沉积了多套富含有机质的暗色、红色

泥岩。考虑该地层可能会保存较为完整的米氏旋

回，本文利用米氏旋回对大段湖相细粒沉积进行地

层旋回层序划分。

选取古龙凹陷细粒沉积岩参数井（YX58井）的

青山口组一段（简称青一段）地层（图2）为研究对象。

YX58井位于古龙凹陷中部偏西北处，自 1 986.5~
2 142.0 m连续取芯150 m以上，其中青一段属于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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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沉积，岩性以黑色泥岩、粉砂质泥岩等细粒沉积

岩为主，发育油页岩层。由于构造稳定，没有经历较

大构造破坏，其间不存在明显的地层缺失，是区内研

究米兰科维奇旋回的理想对象。前人研究表明青一

段沉积初期经历过两次大规模湖侵，形成了青一段

整体深水沉积[13⁃14]。本项研究拟利用自然伽马测井

数据，通过深度校正、去均值化等处理手段后，利用

MATLAB中小波变换和频谱分析工具，提取青一段

湖相细粒沉积岩中米兰科维奇旋回信息，并通过全

岩X射线衍射、X荧光微量元素分析、岩石热解等数

据分析，明确青一段沉积古环境，建立受控于米兰科

维奇旋回的沉积环境响应特征。

1 米兰科维奇旋回识别

1.1 地球轨道参数分析

经典米氏旋回理论认为，轨道参数的周期性变

化导致地球表面日照量变化[15]，偏心率、斜率、岁差三

个参数引起地球表层气候系统的发生周期性波动，

地层中记录对应温度、水深、植被等气候要素敏感变

化，形成不同级别的旋回。

根据松辽盆地青山口的“浮动”天文标尺数

据[16⁃17]，计算出白垩纪各地球轨道参数（表 1）。相对

稳定的米氏旋回周期意味着轨道参数之间的比率关

系一般也是稳定的[19⁃20]，因此利用各参数之间的比

率，在较小的误差范围内，通过自然伽马测井数据分

析的谱峰之间存在的相等或相近的旋回比率，就可

以初步判断地层中记录了米兰科维奇旋回信息[21⁃22]。
研究中，青山口组一段地层自然伽马测井的测

量间距均为 0.125 m。自然伽马测井数据范围在

78~167 API，其中 GR低值对应地层中的泥灰岩夹

层，GR高值对应黑色页岩、泥岩及油页岩。选择研

究区取芯井的自然伽马（GR）数据进行小波变换分

析，通过傅里叶变换对GR信号进行连续分解，去除

噪音及高频信号，对剩余信号进行重新组构，得到相

对平稳的信号（图3），提取频率并进行频谱分析。利

用小波分析工具的 db5小波对GR曲线进行 10层小

波分解，得到 10条不同级次的小波系数K曲线。分

析各曲线发现 d1、d2曲线显示出的频率信息大于岁

差 p2频率，而 d9、d10两条曲线频率低于长偏心率 e1
频率，据此认为与米氏周期相关的信息主要在集中

在 d3~d8曲线之中。进一步对 d3~d8各小波系数曲

线进行频谱分析，选择能量相对集中的优势频率作

为旋回地层划分的依据，通过优势频率与波长对应

关系，确定地层旋回周期，计算旋回厚度。结果表

图 1 松辽盆地构造单元划分

Fig.1 Division of tectonic units in Songlia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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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优势频率出现在 d3、d4、d5、d6和 d8曲线中（表

2），其频率比值 21.79∶6.79∶2.63∶2.02∶1.23∶1.00，与
表 1中的地球轨道参数周期的频率比值 20.01∶6.79∶
2.61∶2.04∶1.22∶1.00相近，证明青一段地层沉积与米

兰科维奇旋回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

1.2 小波分析划分米氏旋回

由于一维小波的连续分解可以提取GR曲线的

低频信号，利用这种方法得到可以显示整体变化趋

势的低频信号[23]。对 GR 曲线进行 1∶1∶128的连续

小波变换，得到 128×1 246 个连续小波变换因数矩

阵，连续小波变换因数时频色谱图是图形化的相似

因数显示（图 4），亮色部分表示相似因数大，深色部

图 2 松辽盆地地层综合柱状图（据文献 [12]，有改动）

Fig.2 Synthetic histogram of the Songliao Basin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12])
表1 白垩纪米氏周期、频率及其频率比值（据参考文献[18]）
Table 1 Milankovitch cycle, frequency and frequency

ratio in the Cretaceous (after reference [18])

名称

e1

e2

a1

a2

p1

p2

周期[18]/Ma
0.405
0.125
0.048
0.0375
0.0225
0.0184

频率/Hz
2.47
8.00
20.83
26.67
44.44
54.35

频率比值

e1

1.00
3.24
8.44
10.8
18.0
20.01

e2

—

1.00
2.60
3.33
5.56
6.79

a1

—

—

1.00
1.28
2.13
2.61

a2

—

—

—

1.00
1.67
2.04

p1

—

—

—

—

1.00
1.22

p2

—

—

—

—

—

1.00
注：e1为长偏心率；e2为短偏心率；a1为斜率 1；a2为斜率 2；p1

为岁差 1；p2为岁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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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表示相似因数小，从图5小波色谱图中可以看出主

要有3种级别的周期。用不同 a值 的 morl小波从左

到右与原始信号对比，选取尺度因子分别为128，64，
32的小波因数变化曲线代表 3种周期，低频曲线对

应中地质周期、中频曲线对应长地质周期，而高频曲

线则显示为相变剧烈面。

参照研究区青一段地层测录井及其他资料，确

定小波系数a为128的曲线对应Ⅳ级层序，表现为轨

道参数控制下的整个周期内的气候变化情况，a为
64的曲线对应Ⅴ级层序，表现为短偏心率周期中气

候波动引起的基准面升降和物质供给变化，a为 32
的曲线对应Ⅵ级层序，表现为斜率周期中气候波动

引起的基准面升降变化。不同 a值与旋回层序的对

应曲线的振荡趋势不同，由此通过小波系数即可以

反映出其与层序界面的关系。

1.3 频谱分析划分米氏旋回

频谱分析通过按频率顺序展开时间序列的信号

强度，使其成为频率的函数，目的在于识别出地层信

号中的周期性成分[24]。频谱能量分析图（图5）中能量

谱峰的高低表示GR信号的相对强弱，对应地层出现

的次数。能量值越大，表示该区域这种地层出现的次

数越多、矿物组成相似度越高。通过分析频谱能量图

中的主频值，提取高频信息，对比地层沉积可求出其

相应的波长，得到旋回地层的厚度。图5中频谱能量

相对强的点为d3、d4、d5、d6和d8曲线频谱，通过其对

应的频率计算出地层主要旋回厚度为 41.667 m，

图 3 GR曲线 db5离散小波变换分解结构

Fig.3 GR curve of db5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decomposition structure
表2 d3、d4、d5、d6、d8的优势频率及其比值

Table 2 Dominant frequencies of d3, d4, d5, d6, d8
and their ratio

小波变换

系数曲线

d8
d6
d5
d4
d3

米氏

周期

e1
e2
a1
a2
p1
p2

优势频

率/Hz
0.000 24
0.000 77
0.001 99
0.002 59
0.004 26
0.005 23

频率比值

e1
1.00
3.21
8.29
10.79
17.75
21.79

e2
—

1.00
2.58
3.36
5.53
6.79

a1
—

—

1.00
1.30
2.14
2.63

a2
—

—

—

1.00
1.64
2.02

p1
—

—

—

—

1.00
1.23

p2
—

—

—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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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8 m，5.025 m，3.861 m，2.347 m，1.912 m（表 3），

其比例关系为21.792:6.792:2.628:2.019:1.228:1，与轨

道周期 405 ka:125 ka:48 ka:37.5 ka:22.5 ka:18.4 ka的
比例关系22.001:6.793:2.609:2.038:1.223:1非常接近，

其中 12.988 m和 5.025 m沉积旋回对应的周期分别

为 125 ka和 48 ka。将偏心率、斜率和岁差在同一频

谱（图 5f）中进行分析，认为青一段地层旋回主要受

125 ka的短偏心率周期和48 ka的斜率周期控制。

由于已经利用频谱分析在地层中识别出完整的

米兰科维奇旋回信号，进一步将信号调谐到理论的曲

线上[25] ，换言之，就是将调谐到天文目标曲线上，可以

将曲线从深度域转换为时间域，古气候替代指标的时

间序列，以此去除沉积速率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同时

建立浮动天文年代标尺，来精确地计算地层或地质事

件的持续时间[26]。从GR曲线数据中提取以125 ka和
48 ka为周期的两条曲线作为调谐曲线，建立青山口

组一段的天文年代标尺（图 6）。短偏心率调谐信号

上每两条蓝色调节线之间为一个短偏心率 125 ka周
期，其中共保存了25个这样的旋回周期，持续时间大

约为3.13 Ma左右；斜率调谐信号上每两条粉色调节

线之间为一个斜率48 ka周期，其中共保存了68个这

样的旋回周期。根据前人研究已确定的青一段地层

底界年龄为94 Ma，推断青山口组一段顶界地层年龄

为90.87 Ma，由此得到具有较高分辨率的等时地层界

面，从而提高高分辨率层序地层格架的准确度。

分析结果显示，频谱分析划分出的青一段 IV级

旋回周期和V级旋回周期结果与小波变换结果相吻

合，地层旋回接线的误差在 5%以内浮动，相似度达

到 95%以上，进一步说明了青一段沉积物具有周期

性变化特征，并且这种变化的旋回性受米兰科维奇

旋回的控制。

2 沉积环境

松辽盆地在青一段时期沉积时期主要形成黑

色、灰黑色油页岩，观察可见地层水平层理、块状层

理及韵律状层理发育，岩芯观察中还可见沉积岩中

零散分布的介形虫层等生物碎屑化石。黏土层与亮

晶方解石层交替沉积形成韵律层理，而当水体碱化，

盐度增加时，方解石等碳酸盐矿物大量沉积，此时陆

源碎屑供给较少，形成内源岩沉积。基于有机地球

化学参数及矿物元素分析可以进行层序地层格架内

部旋回地层学研究，分析研究区沉积旋回响应。

2.1 古气候

根据元素在干热或湿冷气候下迁移富集变化特

征，定量引入古气候指数的概念[27]，气候指数计算公

式如下所示：

C =∑(Fe+Mn+Cr+V+Co+Ni)/∑(Ca+Mg+Sr+Ba+

K+Na)

根据相关学者提出的气候指数的定量计算与气

图 4 松辽盆地青山口组一段沉积层序综合柱状图

Fig.4 Comprehensive histogram of sedimentary sequence of K2qn1 Formation in Songlia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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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的干湿冷暖对应关系，将此次研究中的干湿

分界线定为 0.2，以 0.1~0.4为区间，C越小代表环境

适合钙、镁等元素富集，环境为干燥型、半干燥型气

候，否则为半潮湿、潮湿气候，量化表示为C<0.1为干

燥型气候，0.1≤C≤0.2为半干燥型气候，0.2≤C≤0.4为
半潮湿型气候，C>0.4为潮湿型气候。

古气候指数C计算显示，松辽盆地青一段地层

沉积时期气候为半温暖半湿润气候（图 7）。青山口

一段初期水体较浅，气候炎热干燥，气候指数接近

于 0.1，为半干旱型气候。而后在海侵发生之前，气

候的反复变化，引起了地层中富集的元素及有机质

变化，气候指数此时在 0.1到 0.3之间出现较大幅度

的波动。而后由于突然发生大规模海侵，造成全球

海平面骤升，古温度整体较高，环境炎热，Sr/Ga呈升

高趋势；Ba/Sr比值整体较小，但存在很大波动，海侵

造成了大面积水体动荡，元素很难富集，因此根据

气候指数将其判定为干旱环境；第一次海侵过后，气

表3 青一段地层旋回厚度及比例关系

Table 3 Stratum thickness and proportional relation⁃
ship of K2qn1 Formation

地层

青一段

厚度/m
41.667
12.988
5.025
3.861
2.347
1.912

厚度

比值

21.792
6.792
2.628
2.019
1.228
1

理论

比值

22.011
6.793
2.609
2.038
1.223
1

轨道周期/ka
长偏心率405
短偏心率125

斜率48
斜率37.5
岁差22.5
岁差18.4

图 5 GR曲线 db5离散小波变换系数曲线频谱

Fig.5 GR curve of db5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coefficient curve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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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研究区青山口组一段古气候地化参数在垂向上的演化特征

Fig.7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leoclimate geochemical parameters of the K2qn1 Formation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图 6 青山口组一段高频旋回划分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high⁃frequency cycles in K2qn1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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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指数 C在 0.1~0.3之间波动，因此青一段中部为

半温暖—半湿润气候交替，整体上为呈炎热潮湿气

候，也可以认为此时期为水进时期，全球海平面持

续上升，气温回升，环境呈温暖湿润气候，Sr/Ga值
减小，Ba/Sr逐渐增大，气候指数恢复稳定。在青一

段上部，由于气候干旱炎热，发生第二次大规模海

侵，Sr/Ga、Ba/Sr、伊利石/黏土以及气候指数均出现

相对应的改变。青一段顶部，为持续高水位时期，

此时气候为半温暖半湿润。以海侵时间为界限，青

一段整体上存在两次大的气候旋回，每个旋回内经

历了从半干旱—干旱—半湿润的过程。

2.2 古水深与还原性

古龙凹陷是松辽盆地中央坳陷区中部青一段

烃源岩埋深相对较大的一个凹陷，烃源岩有机质丰

度较高，泥页岩等细粒沉积地层中干酪根类型偏向

为 I型（全岩镜检以层状藻为主）。同时稳定的深

水环境具有较好的保存条件，有利于泥页岩中有机

质的保存。根据有机质数据分析，还原环境中形成

的泥岩会具有氢指数（HI）大于 450 mg/g特点，认为

研究区地层在古沉积环境整体为还原性深水相沉

积。除此之外，还可利用化学元素分析法中的

V/（V+Ni）、X衍射矿物中，自生矿物黄铁矿含量及

相对生烃潜力（S1+S2）/TOC计算数值来研究水体深

度及氧化还原性。V、Ni均为指示氧化还原条件的

敏感元素，尤其在还原条件下易于富集，缺氧环境

中V富集更加明显。相反在富氧条件下，Ni比V优

先发生络合反映，富集于沉积岩中 [28⁃29]，因此，利用

V/（V+Ni）来揭示水底氧化还原环境，比值大于 0.5
时判定为厌氧环境，比值介于 0.4~0.5时为贫氧环

境，小于 0.4时则为富氧环境。自生矿物黄铁矿含

量与水深呈正比，水深越大，黄铁矿含量越高，同

时，黄铁矿含量还可指示水体氧化还原性，水体若

呈还原性，可造成黄铁矿的大量聚集。而（S1+S2）/
TOC计算值越大，水深越大，还原性越强；反之，若

（S1+S2）/TOC值越小，则表明水深浅，还原性弱。

根据氧化还原条件显示，松辽盆地青一段地层

沉积时期为弱还原环境（图 8），并且初步分析认为

这是由于上一个旋回顶部半深水环境导致的。而

后，青山口组一段初期突然发生大规模海侵，海侵

发生之前松辽盆地内湖泊水体较浅，但仍然属于厌

氧还原环境，根据 V/（V+Ni）比值判定为弱氧化—

弱还原环境，其中的氧化可能是由于海水中氧离子

浓度高，含氧量大于湖水，海侵时海水倒灌入湖，

引起湖水含氧量上升；另一种解释为海侵时海水冲

图 8 研究区青山口组一段氧化还原条件地化参数在垂向上的演化特征

Fig.8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eochemical parameters of K2qn1 Formation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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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原有的水流注入通道，海湖贯通导致水体大面积

暴露在空气中，引起水体溶氧量增加，导致水体氧

化性增强。发生海侵后湖泊水体不断加深，水体还

原性也不断增强。而后第二次还原由于规模小于

第一次，显示为弱还原环境。海侵过后水体又呈深

水还原环境。在两次海侵过程中，由于海湖连通，

海水倒灌入湖，高含氧量海水进入湖水中，导致水

体氧离子浓度增大，因此，在整体的还原增强的环

境中，出现两次V/（V+Ni）的极小值。

2.3 古盐度

青一段的地层有机质沉积全部来源于湖泊生

物，因此可以利用 Sr/Ba 比值进行水体盐度判

断[29⁃30]，Ba2+半径大，易于与黏土物质、有机质等结

合发生快速沉降，Sr元素性质较为活跃，易于溶解

水中进行较长距离的搬运。在淡水环境中，SO4含
量较少，Sr、Ba元素均以重盐形式赋存在水中，当

水体碱化浓缩时，Ba优先沉淀，随着水体进一步浓

缩、矿化度增加，Sr继而也发生沉淀，因此，Sr/Ba值
可以指示水体盐度，Sr/Ba>1一般为咸水环境，比

值<1为半咸水—淡水环境。

青山口组一段含油页岩沉积时期，气候温暖湿

润，湖盆为欠补偿—补偿沉积环境，湖泊高生产力

形成了大量有机质。而这些有机质形成后沉积在

咸水中，咸水导致湖水按盐度分层，形成了缺氧环

境。在 2 084.6~2 119.5 m地层中（图 9），受青山口

组一段下部第一个阶段干旱气候和海侵的影响，该

阶段水体盐度较大，Sr/Ba均值 1.12，最大值为 1.95，
此阶段持续为咸水环境。其中，干旱气候中盐度高

是由于蒸发量大于注入量导致的，而后期是由于少

量高盐度海水注入湖泊引起盐度动荡。而在第二

个阶段发生海侵，高盐度海水注入湖泊，引起湖水

盐度明显的异常高值点（2 079.3 m），而后由于碳酸

盐岩饱和，盐分结晶析出，水体盐度减小，而后第

三阶段由咸水环境变为半咸水—淡水环境，此阶

段 Sr/Ba 均 值 1.19，最 大 值 为 4.39。 第 四 阶 段

（2 025.6~2 039.3 m）由于水体再次加深，同时发生

本段第二次海侵，盐度再次增大，在此阶段出现峰

值（2 036.9 m），Sr/Ba值分别为 1.49、3.19、1.64，水
体在咸水—半咸水之间波动。青山口组上部为最

后一个阶段，湖盆处于高水位时期，碳酸盐岩沉淀

析出，水体盐度减小，Sr/Ba均值 0.57，最大值为

0.61，始终为淡水环境。

图 9 研究区青山口组一段古盐度地化参数在垂向上的演化特征

Fig.9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2qn1 Formation paleo⁃satellite geochemical parameters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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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米氏旋回沉积响应

对青一段地层进行综合米兰科维奇旋回研究

时，选取根据偏心率、斜率划分得到的地层旋回和元

素分析、矿物分析的旋回显示特征进行对比（图10）。

由于地层形成过程中受多种沉积作用控制，选取表

征化学作用的各种元素组成的古气候定量计算公式

C表征古气候，将古气候曲线与GR小波曲线（小波因

子 a=128）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具有一致的高频

信号特征。同时以 TOC表征古水深，TOC越大反应

古水深越大。岩性方面，青山口组一段地层沉积时

期，盆地中半深湖沉积区域主要形成薄层的劣质油

页岩，随后水体加深，在深水沉积时期，油页岩沉积

大量沉积，形成厚度大、分布广泛的油页岩地层，其

特点相比于泥质浅湖区沉积的油页岩来说，厚度较

大，品质较好。从青一段古环境来看，气候变化是沉

积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随着气候由干旱—半干旱

—半潮湿、水体由半深水到深水、盐度从半咸水到咸

水，青一段地层沉积时期水深逐渐增加、还原性逐渐

增强。

利用沉积环境的古气候、古水体的盐度、深度和

水体还原性四个指标，可以将沉积层划分为6种沉积

环境组合（表4）。气候变化主要影响构造和岩性：半

干燥、干燥气候时发育纹层状构造，岩性主要为泥质

灰岩沉积，气候半潮湿、深水环境发育层状构造，岩

性主要为灰质泥岩；而盐度则控制着地层有机质含

量，盐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生物群落繁衍，并破坏

有机质的保存，这种情况会形成含有机质的地层，而

咸水、半咸水环境利于有机质的保存，会形成富有机

质泥岩层，是我们开发油页岩的重点勘探区域。

利用偏心率、斜率划分得到的米级旋回与石英、

黏土矿物以及碳酸盐矿物所确定的古气候、古盐度

及环境氧化还原等古环境分阶也基本一致，说明青

一段地层沉积中记录了良好的米兰科维奇旋回，同

时也表明米兰科维奇旋回在地层中具有很好地响

应。同时根据建立的岩相与沉积环境的逐级对应关

系，可以推测岩相类型，寻找优势岩相发育区。经过

系统研究，建立青一段地球化学沉积相如下：青一段

为半深湖—深湖沉积相，主要有机质类型为Ⅰ型干

酪根，沉积物来源主要为湖泊生物；TOC值介于

0.102~6.84；Sr/Ba为0.56~4.4，为半咸水—咸水环境，

HI指数为111~848 mg/g，指示沉积环境为还原环境，

地球化学相为半咸水—咸水还原环境，此时为最大

深水湖泊演化阶段。

图 10 研究区青山口组一段米兰科维奇旋回综合分析

Fig.10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ilankovitch cycle in the K2qn1 Formation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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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天文轨道周期性旋回对松辽盆地青一段

沉积地层的形成具有明显影响，其地层旋回主要

受 125 ka的短偏心率周期控制，地层中共识别出

25个短偏心率旋回和 68个米级旋回，推断青一段

地层沉积持续时间大约为 3.13 Ma左右。根据已

知的青一段地层底界年龄为 94 Ma，推断青山口组

一段顶界地层年龄为 90.87 Ma。
（2）青一段地层中的化学元素记录了古气候、

古水深、古盐度及氧化还原等信息，识别出六种不

同沉积环境组合及对应岩相特征，显示出明显的

沉积旋回性，对比发现其周期性变化特征受米兰

科维奇旋回的控制。

（3）利用轨道参数确定的米级旋回与矿物含

量确定的古气候、古盐度及环境氧化还原等古环

境分阶基本一致，根据建立的岩相与沉积环境的

逐级对应关系，推测沉积区岩相类型，寻找优势油

页岩发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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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青一段地层岩相划分

Table 4 Lithofacies division of K2qn1 Formation
环境

组合

6
5
4
3
2
1

古气候

半潮湿

干燥型

半潮湿型

半潮湿型

干旱型

半干旱型

古水深

深水

半深水

深水

半深水

半深水

深水

古氧化

还原度

强还原

弱还原

强还原

弱还原

弱还原

弱还原

古盐度

淡水

咸水

半咸水

淡水

咸水

半咸水

岩相类型

富有机质层状灰质泥岩

含有机质纹层状泥质灰岩

富有机质层状灰质泥岩

富有机质纹层状灰质泥岩

含有机质纹层状泥质灰岩

富有机质纹层状泥质灰岩

671



第37卷沉 积 学 报

rol，2002，22（2）：47⁃53.］

［14］ 迟小燕 . 松辽盆地上白垩统油页岩特征及沉积环境分析［J］.

石油天然气学报（江汉石油学院学报），2010，32（4）：161⁃165.

［Chi Xiaoyan. Characteristics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oil shale in the Upper Cretaceous of Songliao Basin［J］. Journal

of Oil and Gas Technology（Journal of Oil and Gas），2010，32

（4）：161⁃165.］

［15］ 孙善勇，刘惠民，操应长，等 . 湖相深水细粒沉积岩米兰科

维奇旋回及其页岩油勘探意义：以东营凹陷牛页 1 井沙四

上亚段为例［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7，46（4）：846⁃858.

［Sun Shanyong，Liu Huimin，Cao Yingchang，et al. Mila‐

nkovitch cycle of lacustrine deepwater fine⁃grained sedimentary

rocks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shale oil：A case study of the upper

Es4 member of Well NY1 in Dongying Sag［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2017，46（4）：846⁃858. ］

［16］ 吴怀春，张世红，黄清华 . 中国东北松辽盆地晚白垩世青山口

组浮动天文年代标尺的建立［J］. 地学前缘，2008，15（4）：159⁃
169.［Wu Huaichun，Zhang Shihong，Huang Qinghua. Estab‐

lishment of floating astronomical time scale for the terrestrial

Late Cretaceoes Qingshankou Formation in the Songliao Basin

of Northeast China［J］. Earth Science Frontiers，2008，15（4）：

159⁃169.］

［17］ 黄春菊 . 旋回地层学和天文年代学及其在中生代的研究现状

［J］. 地学前缘，2014，21（2）：48⁃66.［Huang Chunju. The cur‐

rent status of cyclostratigraphy and astrochronology in the Meso‐

zoic［J］. Earth Science Frontiers，2014，21（2）：48⁃66.］

［18］ Laskar J，Robutel P，Joutel F，et al. A long⁃term numerical so‐

lution for the insolation quantities of the Earth［J］.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2004，428（1）：261⁃285.

［19］ Wu H C，Zhang S H，Jiang G Q，et al. The floating astronomi‐

cal time scale for the terrestrial Late Cretaceous Qingshankou

Formation from the Songliao Basin of Northeast China and its

stratigraphic and paleoclimate implications［J］. Earth and Plane‐

tary Science Letters，2009，278（3/4）：308⁃323.

［20］ Wu H C，Zhang S H，Jiang G Q，et al. Astrochronology of the

Early Turonian ⁃ Early Campanian terrestrial succession in the

Songliao Basin，northeaster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long⁃
period behavior of the Solar System［J］. Palaeogeography，Pal‐

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2013，385（3）：55⁃70.

［21］ Wu H C，Zhang S H，Hinnov L A，et al. Cyclostratigraphy and

orbital tuning of the terrestrial upper Santonian⁃Lower Danian in

Songliao Basin，northeastern China［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

ence Letters，2014，407：82⁃95.

［22］ Weedon G P. Time series analysis and cyclostratigraphy：exam‐

ining stratigraphic records of environmental cycles［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3］ 袁学旭，郭英海，沈玉林，等 . 以米兰科维奇周期为约束的层

序地层划分研究［J］. 煤炭科学技术，2013，41（12）：105⁃109，

59.［Yuan Xuexu，Guo Yinghai，Shen Yulin，et al. Study on se‐

quence stratigraphic division by using Milankovitch cycles as

constraints［J］. Co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3，41（12）：

105⁃109，59.］

［24］ 王志坤，王多云，宋广寿，等 . 测井信号小波分析在高分辨率

层序地层划分中的应用［J］. 大庆石油学院学报，2005，29（6）：

17⁃20.［Wang Zhikun，Wang Duoyun，Song Guangshou，et al.

Application of wavelet analysis to sequence stratigraphic divi‐

sion of high resolution sequence stratigraphy［J］. Journal of

Daqing Petroleum Institute，2005，29（6）：17⁃20.］

［25］ Laskar J，Fienga A，Gastineau M，et al. La2010：A new orbital

solution for the long term motion of the Earth［J］. Astronomy &

Astrophysics，2011，532：89.

［26］ 房强 . 晚古生代冰期末期米兰科维奇旋回在华南的记录及环

境响应［D］.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5.［Fang Qiang.

Milankovitch cycles from South China and the environmental re‐

sponds at the end of the Late Paleozoic Ice Age［D］.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2015.］

［27］ 杨万芹，蒋有录，王勇 . 东营凹陷沙三下—沙四上亚段泥页岩

岩相沉积环境分析［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39（4）：19⁃26.［Yang Wanqin，Jiang Youlu，Wang Yong.

Study on shale facies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lower Es3 ⁃
upper Es4 in Dongying Sag［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dition of Natural Science），2015，39（4）：19⁃26.］

［28］ Ikan R. The biomarker guide：by KENNETH E. PETERS and

J. MICHAEL MOLDOWAN，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

363 pp，1993. ISBN 0⁃13⁃086753⁃7［J］. Organic Geochemis‐

try，1993，20（5）：617.

［29］ Jia J L，Liu Z J，Bechtel A，et al. Tectonic and climate control

of oil shale deposition in the Upper Cretaceous Qingshankou

Formation（Songliao Basin，NE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

nal of Earth Sciences，2013，102（6）：1717⁃1734.

［30］ Chamberlain C P，Wan X Q，Graham S A，et al. Stable isoto‐

pic evidence for climate and basin evolution of the Late Creta‐

ceous Songliao Basin，China［J］. Palaeogeography，Palaeocli‐

matology，Palaeoecology，2013，385：106⁃124.

672



第4期 杨 雪等：古龙凹陷青一段米兰科维奇旋回识别及其沉积响应

Identification of Sedimentary Responses to the Milankovitch Cycles in
the K2qn1 Formation, Gulong Depression

YANG Xue1，2，LIU Bo3，ZHANG JinChuan1，2，HUO ZhiPeng1，2
1. School of Energy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Strategy Evaluation for Shale Gas,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Beijing
100083,China
3. Accu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State Key Laboratory Cultivation Base Jointly⁃constructed by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Heilongjiang 163318, China

Abstract：The great thickness of deep⁃water fine⁃grained sedimentary rock in the K2qn Lake，Songliao Basin，offers
the potential for very large⁃scale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Spectral analysis and wavelet analysis were
used in a study of the Milankovitch cycle recorded in the K2qn1 Formation. The sedimentary paleoenvironment and its
response to the Milankovitch cycle for the deep⁃lake facies in the Gulong Depression，Songliao Basin，were analyzed
by whole⁃rock X⁃ray diffraction to determine geochemical elemental data. The formation responses to the Milankovitch
cycle were established，revealing four⁃stage Milankovitch cycles in the K2qn1 Formation：68 meter⁃scale cyclic se⁃
quences，25 level⁃V Milankovitch cycle sequences，6 level⁃IV Milankovitch cycle sequences，with one stage⁃Ⅲ cy⁃
cle sequence interface. The lacustrine sedimentation in the K2qn1 Formation was mainly controlled by a short⁃term ec⁃
centricity of 128 ka and a slope of 48 ka. The sedimentation environment indicates that the climate changed from dry
to wet，with increasing water depth，reductive enhancement，and decreasing salinit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ix envi⁃
ronments indic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ick shale lithology and 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The layered
gray mudstone deposited in a warm，humid climate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oil shale formation.
Key words：Milankovitch cycle；lacustrine fine ⁃ grained sediments；sedimentary response；K2qn1 Formation；
Gulong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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