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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故事

1. 碳酸盐岩鲕粒成因之谜

郭芪恒，金振奎          1 月 27 日

全篇约 2690 字，5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原创

鲕粒本义是指鱼籽粒，被沉积学家引入碳酸盐岩岩石学中，专门用来描述一种极具艺术欣赏价值而
又变化多端的碳酸盐岩结构组分，是碳酸盐岩中重要的颗粒类型。鲕粒的形态通常为直径小于 2mm 的、
有核心的、被不同圈层结构包裹的球型或椭球形（图 1），根据圈层结构可以分为放射鲕、同心鲕及同心 -
放射鲕。鲕粒不仅可以用来指示古环境条件（水深、盐度、温度和水体能量）及古气候特征，鲕粒石灰
岩还是碳酸盐岩中优势的油气储层。自鲕粒被发现以来，关于鲕粒是物理成因还是生物成因就一直存在
争论。争论的要点主要集中在：（1）微生物是否在鲕粒圈层形成中起到积极作用；（2）光合微生物和
硫酸盐还原细菌微生物群落是否均在鲕粒形成中发挥作用；（3）鲕粒的放射状结构是次生还是原生。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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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鲕粒形态
（a. 同心 - 放射梅花状鲕，单偏光，北京下苇甸寒武系张夏组；b. 同心 - 放射纤维状包壳鲕，单偏光，北京青白口寒武系张夏组；

c. 偏心放射鲕，单偏光，北京青白口寒武系张夏组；d. 放射鲕，单偏光，北京青白口寒武系张夏组）

典型鲕粒的物理化学成因假说认为鲕粒形成需要三个条件：（1）饱和碳酸钙的海水；（2）有核心
的来源；（3）动荡的水体。这种地质条件在现代热带的碳酸盐浅滩是比较普遍的，但不是所有的浅滩
都有鲕粒的发育。Rankey 等（2009）通过对太平洋库克群岛现代鲕粒研究发现鲕粒主要形成于群岛附
近 pH 值和碱度最高的地区，其他地区鲕粒基本不发育，并且现代发生鲕粒沉积的海域具有相同的特征 -
高 pH 值和高碱度，认为碳酸钙饱和度是限制鲕粒全球分布的重要因素。

Duguid 等（2010）研究认为微生物在鲕粒的形成中不起作用，相反，由于微生物的存在造成的钻
孔及与其相关胶结物的形成，改变了原始鲕粒圈层的结构和化学组成，其将鲕粒形成划分为两个阶段（图
2）：

（1）活跃阶段（悬浮搅动阶段）鲕粒表面形成具有相对较高的 Mg/Ca 比的非晶质钙碳酸盐 ACC
（Amorphous Calcium Carbonate）；（2）稳定阶段（静止阶段）ACC 重结晶形成针状文石。

二、 鲕粒的物理化学成因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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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关于微生物促进鲕粒形成的认识不断加深，例如 Folk 和 Lynch 等（2001）研究认为大
量鲕粒圈层的沉淀与纳米细菌有关，并且鲕粒中文石切向排列是由粘液的“定向模板”造成的。粘液填
充的层与文石层周期性排列构成了鲕粒的圈层结构，而这些富有机质的粘液层在后期腐烂形成了文石层
之间的间隙。Summons 等（2013）研究认为特定的微生物群落通过代谢活性增加了局部的碱度，促进
了碳酸盐的沉淀，进而促进鲕粒皮层的生长。 Diaz 等（2017）详细研究了微生物活动对鲕粒形成的影
响，认为由微生物活动诱导的碱度和过饱和条件局部增加可导致 ACC 发展和随后的文石晶体形成，强调
了 ACC 形成的生物过程 ; 将鲕粒的形成总结为以下几个阶段（图 3）：（1）鲕粒外部圈层微生物细胞外
聚合物质（EPS）形成导致碳酸钙的沉淀形成 ACC；（2）ACC 累积形成薄层；（3）ACC 转化为文石晶体，
形成围绕核心的新的文石层；（4）动荡的水体磨损不均匀的文石层，形成较为光滑的球形，构成了鲕
粒的圈层。

图 2  鲕粒典型物理化学形成机制（据 Duguid 等，2010）

图 3 鲕粒典型的微生物形成机制（据 Diaz 等，2017）

三、鲕粒的微生物成因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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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相淡水鲕粒的发现表明碳酸钙过饱和的水体不再是鲕粒形成的必要条件，更加支持了鲕粒微生物
学说。Plee 等（2008）通过对日内瓦现代淡水湖做原地实验表明光合微生物群落在鲕粒圈层的形成中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丝状和球状的蓝藻，在相同的物理化学条件下，生物膜的缺乏抑制了方解石的
沉淀。Pacton 等（2012）通过对瑞士日内瓦现代淡水鲕粒研究表明光合微生物不仅促进了鲕粒核心周
围早期碳酸盐岩的沉淀，而且控制了鲕粒整个圈层的形成，硫酸盐还原细菌对鲕粒的形成基本不起作用，
鲕粒圈层在钙化之前首先由光合微生物细胞外聚合物质物质（EPS）矿化为无定型硅酸镁（amMg-Si）
为鲕粒碳酸钙沉淀提供模板，然后转变为低镁方解石。

鲕粒的原始圈层主要分为三类（图 4）：（1）围绕核心径向展布的放射状结构；（2）围绕核心切
线状分布的同心状结构；（3）围绕核心随机分布的杂乱结构。这三种结构既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鲕粒中，
也可以单独存在一个鲕粒中。通过大量的鲕粒镜下观察结合前人研究机理，作者认为鲕粒最原始的结构
是径向生长的放射层，是在低能静水环境中由 ACC 矿化形成的，随机分布结构及切线状结构是被水动力
剪切形成的次生结构，严格意义上的切线状结构是不发育的（图 1），因此作者认为鲕粒圈层由径向 - 随机 -
切线结构演化，代表了沉积水体能量的增加，鲕粒圈层结构是判断沉积水体能量变化的良好标志。

四、鲕粒原始圈层结构

图 4  鲕粒圈层结构（a. 破坏性微生物钻孔破坏鲕粒结构，图片据 Duguid 等，2010；b、c. 围绕核心的鲕粒放射结构、随机杂乱
结构及切线状结构，据 Rankey 等，2009；d. 鲕粒圈层文石杂乱分布，据 Folk 和 Lynch 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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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鲕粒的形成不是单一的纯物理化学机制或者微生物机制，微生物通过调节局部碳酸钙饱和度及
碱度促进了鲕粒圈层的形成，而水动力的变化改变了鲕粒圈层结构，从而得到丰富的鲕粒类型。不同鲕
粒在新的圈层形成前必须经过建设性生物膜—EPS—ACC—矿化成针状碳酸盐矿物这四个过程，新圈层
形成后根据水动力条件及鲕粒生长的间歇性将形成几种典型的鲕粒类型（图 5）：（1）持续低能连续生
长环境—生长环境稳定，因此鲕粒圈层能够围绕核心持续径向周期性生长，生物膜后期难以保留，形成
典型的放射鲕（图 5a）；（2）持续低能间歇生长环境—鲕粒圈层围绕核心径向周期性间歇生长，在鲕
粒生长间歇阶段，被大量微生物定殖，后期残余的有机质形成明显的同心状分布的富有机质层，这种情
况下形成的鲕粒表现为径向生长的放射状圈层和富有机质同心圈层周期性交替，形成同心 - 放射状纤维
包壳鲕（多数学者定义为同心鲕）（图 5b）；（3）持续动荡连续生长环境—ACC 矿化形成围绕核心径
向生长的碳酸盐矿物被水动力剪切作用改造成围绕核心的切线状，周期性的切线状圈层包裹鲕粒核心形
成典型的同心鲕（图 5c）；（4）持续动荡间歇生长环境—切线圈层被间歇期微生物定殖形成的黑色富
有机质同心圈层分割在不同的小层内，形成同心 - 切线包壳鲕（图 5d）；（5）鲕粒形成早期处于静水
环境，连续生长径向放射圈层，后期经过短暂间歇环境变的动荡形成连续的切线状圈层，构成典型的同
心 - 放射鲕（图 5e、f）；（6）鲕粒在形成后，受生物定殖强烈的钻孔影响，原始圈层被破坏，形成泥
晶鲕（图 5g）；（7）鲕粒沉积后期遭受强烈的成岩作用改造，尤其是重结晶作用，形成多晶鲕 / 单晶鲕，
最外层被富含有机质的泥晶套包裹（图 5h）。

五、鲕粒有机 - 无机复合成因

图 5 不同类型鲕粒形成过程



8

主要参考文献
[1]  Davies P J , Bubela B , Ferguson J . The formation of ooids[J]. Sedimentology, 1978, 25(5):703-

730.
[2]  Rankey E C , Reeder S L . Holocene ooids of Aitutaki Atoll, Cook Islands, South Pacific[J]. 

Geology, 2009, 37(11):971-974.
[3]  Duguid S M A , Kyser T K , James N P , et al. Microbes and Ooids[J]. Journal of Sedimentary 

Research, 2010, 80(3-4):236-251.
[4]  Folk R L , Lynch F L . Organic matter, putative nannobacteria and the formation of ooids and 

hardgrounds[J]. Sedimentology, 2001, 48(2):215-229.
[5]  Summons R E , Bird L R , Gillespie A L , et al. Lipid biomarkers in ooids 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ages: evidence for a common bacterial flora[J]. Geobiology, 2013, 11(5):420-436.
[6]  Diaz M R, Eberli G P, Blackwelder P, et al. Microbially Mediated Organomineraliz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Ooids[J]. Geology, 2017, 45(9):771-774.
[7]   Plee K , Ariztegui D , Martini R , et al. Unravelling the microbial role in ooid formation - Results 

of an in situ experiment in modern freshwater Lake Geneva in Switzerland[J]. Geobiology, 2008, 
6(4):341-350.

[8]  Pacton M , Ariztegui D , Wacey D , et al. Going nano: A new step 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es governing freshwater ooid formation[J]. Geology, 2012, 40(6):337-45. 

 责任编辑 |
图文 |

文字编辑 | 
校对 | 
美编 |

马素萍
郭芪恒   金振奎
许艺炜   韩中
祝上
李宇琦

本文作者：郭芪恒 长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硕士 Email:1974735970@qq.com;
金振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 教授 Email: jinzhenkui@188.com



9

沉积故事

2. 软沉积物变形记

陈吉涛          3 月 17 日

全篇约 3171 字，9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原创

如果说像夹心蛋糕层层叠置规整的沉积地层是一本天书，蕴含着地球演化的历史，那么软沉积物变
形构造就像是地球在撰写这本天书时，有意无意的把一些页面搓皱了、撕裂了、烧穿了。这或许会让原
本记录的“天机”难以捉摸，却也增添了更多让我们无线遐想的神秘。软沉积物变形的奇特经常让我们
惊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大大超乎我们的常规认知，很多时候一个现象让我们瞠目结舌的赞叹，也禁不
住会问：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图 1 美国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交界处侏罗纪风成沉积；图中间为软沉积变形构造（Roger Hopkins 拍摄，
图片来自网站：https://epod.usra.edu/blog/2016/04/encore-soft-sediment-deformation-at-coyote-butt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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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软沉积物变形构造？

二、软沉积物变形机制

软沉积物变形构造是未完全固结成岩的沉积物（或原生沉积构造）在沉积期间或沉积期后（也就是
早期成岩过程）受到扰动变形而形成的次生沉积构造（或同生变形构造）。软沉积物变形构造的主要形
态特征是它一般局限于一定层位或一定岩层中，与大规模区域构造变形相比分布较为有限。例如，一个
强烈变形层夹于整套变形轻微或无变形的岩系中（图 2）。

由于软沉积物特征及触发机制的多样性，在实际研究中，软沉积物变形构造特征非常复杂，虽然研
究众多，但由于其复杂性导致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及参数（如岩性，形状，大小，变形机制等），因此
不管是特征分类还是成因分类，地质学者始终没有一致意见。常见的软沉积物变形构造包括：碟状和柱
状构造、沙泥火山构造、均一构造、碎屑岩墙构造、重荷构造、火焰构造、假结核构造、球状 - 枕状构造、
包卷构造、扭曲褶皱构造、角砾构造等等。

液化作用是导致软沉积物变形的一个重要机制，所谓液化作用主要是由外力触发时（如地震、风暴、
海啸等），沉积物的孔隙水压力突然升高，使得沉积物抗剪强度（shear strength）大大降低，导致沉
积物由固态向液态转化的作用（图 3）。

图 2 死海旁更新世软沉积物变形构造（包卷、褶皱及逆冲断层构造），夹于上下正常水平岩层之间（Alsop and Marc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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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作用同样也能造成巨大的地质灾害。如：1692 年 6 月 7 日，臭名昭著的海盗天堂—牙买加港
市皇家港口，在短短几秒钟内沉陷了，与之一同沉陷的是三分之二的城市楼房和两千多人，后续发现，
起因就是由当天上午 11 点 43 分（精确的记录在了发掘出来的钟表上）发生的一个强烈地震引起的港口
沉积物液化作用导致的历史灾难（图 4）。相比之下，现代记录的由地震（及经常伴生的海啸）引起的
土壤液化导致的房屋、公路、汽车的沉陷就更多了，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如 2011 年 3 月 11 日的日本大
地震、2018 年 10 月 26 日的印尼大地震等。

图 3 液化过程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视频截图）https://www.britannica.com/video/185615/liquefaction-event-soil-particles-
earthquake-combination-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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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左图为沙火山形成过程示意图（据 Sims and Garvin, 1995 修改）；右图为爱尔兰石炭系中发育的沙火山构造

（https://www.geolsoc.org.uk/GeositesKilkee）

图 4 上图为牙买加港市皇家港口在震前的繁荣景象；下图为 17 世纪荷兰诗人、画家、雕刻家 Jan Luyken 对皇家港口大地震的雕
刻 （图片均来自于网络）

与液化作用相似也经常与之伴生的还有流化作用，指的是沉积物在快速排水或有外来孔隙水注入时，
孔隙水向上的拽拉作用抵消或大于沉积物重力作用，使沉积物处于暂时平衡状态或向上运动，而呈液态
流动的过程。

由液化或流化作用形成的软沉积物变形构造以沉积物泄水构造为主，典型构造包括碟状和柱状构造、
沙火山构造（图 5）、均一构造、以及碎屑岩墙构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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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液化和流化作用外，软沉积物变形机制还包括：反密度梯度作用、重力滑塌作用等。当密度大
的沉积物（如沙层）覆盖在密度小的沉积物（如泥层）之上，由于沉积物密度和孔隙度的差异而产生反
密度梯度现象引起的软沉积物变形作用（图 6）。反密度梯度作用使沉积物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
其它因素（如沉积物的粘结性、外力触发等）的影响下，可形成以重荷构造为主的软沉积物变形构造，
包括小型重荷构造、火焰构造、假结核构造及球状 - 枕状构造等。

重力滑塌作用是软沉积物在重力作用下沿斜坡向下移动而变形的一种变形作用（图 7）。根据变形
程度不同，可分为轻微滑塌构造和重度滑塌构造。轻微滑塌构造（仍可辨认原生层理）包括裂缝构造、
岩墙构造及微褶皱构造等；重度滑塌构造（原生层理几乎无法辨认）包括包卷构造、扭曲褶皱、角砾构
造等 ( 图 7)。

图 6 上图（A-C）为反密度梯度作用示意图；下图为鲁西寒武系中发育的砂枕构造（据陈吉涛 , 2020）

图 7 上图（A-C）为重力滑塌作用示意图；下图为内蒙奥陶系重力滑塌地层中发育的褶皱构造（据陈吉涛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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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软沉积物变形的地质意义

软沉积物变形构造广泛发育于沉积地层中，对其形成过程的正确解释在理解沉积盆地的充填机制和
性质、油气储层勘探、以及与其相关的沉积岩相和地层序列的解释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1）有助于盆地分析
对软沉积物变形构造特征及成因的研究有助于确定沉积环境的水动力条件和古水流与古坡度方向，

解释古气候（如风暴、洪水等）与古地震事件。其中，地震作用是触发形成软沉积物变形构造的主要诱
发因素，而由于引起地震作用的板块构造运动及火山运动在盆地分析及古地理恢复中起着重要作用，对
软沉积物变形构造（尤指震积岩）的研究可以指示震源的位置及震级大小，因此，将有助于分析盆地边
界或内部构造及火山活动强烈活动的时期。此外，板块构造运动可能导致一系列古地形的转变，包括坡
向和坡度的变化，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软沉积物变形（如滑塌构造）。综合分析软沉积物变形机制，受力
特征，相关地层的沉积相变化和火山活动记录，可以更直观地恢复盆地充填历史，重建古地形变化过程。

（2）潜在的油气储层
由于软沉积物变形构造中的特殊岩性，如自碎角砾岩、砂岩侵入体（也称为砂质注入岩）等，具有

较好的孔隙度和渗透率，同时具有特殊几何形态（如碎屑岩墙 - 岩脉等）（图 8），因此软沉积物变形
构造是很好的由岩性控制的油气储层。它们通常较易于在地震剖面或岩芯观察中发现，因此在石油勘探
和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3）竹叶状灰岩的一种新成因
砾屑灰岩（尤指竹叶状灰岩）通常被认为是由风暴浪将固结 - 半固结的薄板状灰岩破碎改造后再沉

积形成的。但根据近些年对软沉积物变形构造的研究，国内外沉积地质学者发现一些砾屑灰岩（或竹叶

图 8 沙质注入岩的特殊几何形态及不同类型的软沉积物变形构造（据 Braccini et al., 2008）
A. 砂体沉积为注入岩母岩 ; B. 砂岩床 ; C. 岩床与岩墙复杂体 ; D. 梯状岩床与岩墙 ; E. 不规则状侵入体 , 含有围岩碎屑 ; F. 母岩 A 中

的岩床被母岩 J 中岩墙切割 ; G. 砂火山 ; H. 泄气凹陷 ; I. 锥形砂岩侵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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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由软沉积物变形形成的竹叶状灰岩特征及示意图（修改自 Chen et al., 2009）；上图拍摄于鲁西九龙山剖面寒武系炒米店组，
其右侧的竹子为笔者特意插入以形象的展示中文“竹叶状灰岩”名词的由来

状灰岩）并非是由风暴浪的直接破碎再沉积形成的，而是在外力（如差异压实作用、地震作用及风暴浪
的载力作用等）触发下形成的一种软沉积物变形构造（图 9）。【注：注意笔者认为有一些竹叶状灰岩
可能是该成因，并非指所有竹叶状灰岩。】

灰泥层和含泥层在成岩过程早期具有差异胶结现象：灰泥层较易于受到早期胶结作用而呈固结 - 半
固结状态，而含泥层则由于黏土矿物的存在抑制胶结作用而呈流态。成岩过程早期，在外力触发下，固结 -
半固结的薄板状灰岩层可能遭受韧性变形或脆性破碎过程，而未固结的含泥层沿裂缝侵入，进一步破碎、
扰乱薄板状灰岩并形成竹叶状砾屑（图 9）。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属作者本人理解，主要依据作者于 2020
年发表在《地层学杂志》的文章整理而成，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jtchen@nigpas.ac.cn）与作者联
系。欲知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相关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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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故事

3. 于山之巅，寻海之渊：雅鲁藏布海沟沉积

胡修棉          3 月 24 日

全篇约 3407 字，13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原创

渊者，水之深处也。地球的表面 ~70% 为海洋，海之极深位于海沟。海沟，顾名思义，指海底的沟壑，
地理学上一般指水深超过 6000 m 的海底长条形凹型地貌。在地质学上，海沟指板块俯冲过程中，在上
板块和下板块界线处形成的 "V" 字型凹陷地带。现今地球上共有 36 条海沟，其中 28 条分布在太平洋，
5 条分布在印度洋，3 条分布在大西洋（图 1），海沟总长度大约 5 万 5 千公里，是地球周长的 1.4 倍（李
三忠等，2020）。海水最深的海沟为马里亚纳海沟。2020 年 11 月 10 日，我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
号载人潜水器成功在马里亚纳海沟坐底，潜深 10909 米，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引起全社会的
高度关注。

一、海沟与海沟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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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主要海沟系统的分布（李三忠等，2020）

图 2 海沟盆地中主要的沉积过程及典型的向上变粗的沉积序列，修改自 Underwood 和 Moore (1995)

海沟盆地通常呈弧形或线形平行于俯冲带分布。由于海沟盆地的海水很深，一般超过或接近碳酸盐
补偿深度（CCD 面，在此界面之下碳酸钙因压力增加导致溶解），海沟沉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缺乏碳酸
盐岩，背景沉积以硅质岩、硅质页岩为主。同时，由于海沟盆地往往具有陡峭的盆地边界（尤其是上板
块边缘的坡度一般超过 5°，有的甚至达到 30°），加之俯冲带地震频发，海沟沉积的另一个特点是广泛
发育重力流沉积（图 2，Underwood 和 Moore, 1995），包括浊流、碎屑流、滑塌、滑移等（Thornburg
和 Kulm,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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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拉萨地体和雅鲁藏布缝合带地质简图，修改自 Laskowski 等 (2019)
红色符号表示识别出来的海沟盆地的位置，灰色符号为做过物源分析的弧前盆地剖面。

深度超过数千米的海沟，沉积物来自哪里呢？现代海洋调查表明海沟沉积物有两种来源（肖春晖等，
2017）：一种是上板块陆源碎屑输入。碎屑沉积物通过河流 - 三角洲 - 海底扇体系进行搬运，最终到达海沟。
例如源自台湾省中央山脉的沉积物经西部河流搬运入海，之后通过开屏海峡，到达马尼拉海沟。另一种
为悬浮沉降。如沙尘或大海里的生物碎屑经重力沉降最后落入海沟。据初步估计，现今海沟系统的沉积
物中，陆源碎屑输入（黏土和砂岩）约为 10.8 亿吨 / 年，占总沉积物通量的 76%；碳酸钙、蛋白石（硅质）
输入分别为 2.2 亿吨 / 年和 1.3 亿吨 / 年，分别占总沉积物通量的 15 % 和 9 %（Rea 和 Ruff，1996)。

长期以来，科学界对于海沟盆地沉积作用的了解非常有限。一方面，现今大洋俯冲带海沟盆地水体
极深，很难进行长期的观察和大规模的采样，研究仅依赖地球物理资料和少量的岩石学、沉积学和地层
学信息（肖春晖等，2017）。另一方面，地质历史时期的海沟盆地沉积在后期卷入增生楔或造山带，遭
受了强烈的后期构造变形，原始的沉积信息被破坏。因此，在古老的碰撞造山带中识别和研究海沟盆地
一直存在巨大的挑战。

幸运的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西藏喜马拉雅地区雅鲁藏布缝合带中段（图 3）先后识别出多套
海沟沉积，为造山带海沟沉积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我们在最近《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的文章中
系统地介绍了雅鲁藏布缝合带海沟沉积的基本特征，提出了识别这类沉积盆地的主要依据（胡修棉等，
2020）。具体内容读者可以参阅原文。这里让我们先来一睹雅鲁藏布江沿线新特提斯海沟沉积的芳容吧。

如果要推荐一个海沟沉积的地质旅游观察点，日喀则地区萨嘎县城南侧雅鲁藏布江畔当之无愧。在
这里可以看到两套海沟沉积地层：罗岗错组、桑单林组 - 者雅组，分别形成于大洋俯冲阶段和陆 - 陆碰
撞早期阶段。

（1）罗岗错组
罗岗错组沉积于晚白垩世（迄今大约八千万年前）新特提斯洋俯冲时期（An 等 , 2018）。这种海沟

盆地类似于现今东太平洋侧的海沟，一侧是下插的大洋板块，一侧是大陆板块。罗岗错组的整体厚度超
过 100 米，基底未知。罗岗错组的岩石组成包括砾岩、含砾砂岩、砂岩和泥质岩，不同露头的岩石组合

二、雅鲁藏布海沟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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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很大。罗岗错组的沉积作用主要为深水条件下的碎屑流或高密度浊流，伴随着滑塌或崩落。沉积物
中的砾石主要为硅质岩，另含少量砂岩和灰岩，分选和磨圆度差，可能为俯冲增生楔的再选回沉积；砂
质浊流主要由火山碎屑组成，可能直接来源于冈底斯。白垩纪中期，拉萨地体隆起，大量陆源碎屑通过
海底峡谷跨过日喀则弧前盆地搬运至海沟盆地，这是罗岗错组形成的主要原因。

图 4  雅鲁藏布江上游萨嘎地区，两侧为罗岗错组 （照相：胡修棉，2012-5-15）

图 5 罗岗错组野外工作照片。
每到夏季，印度季风携带暖湿气流翻过喜马拉雅山脉，每天下午阴云和阵雨如期到达雅鲁藏布江地区。丰沛的降雨让雅江两岸成

为良好的天然牧场。（照相：胡修棉，200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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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罗岗错组野外剖面实测，前测手李娟，后测手安慰（照相：胡修棉，2012-5-14）

图 7 罗岗错组野外照片，显示由砾岩、含砾粗砂岩和砂岩构成的向上变细的韵律层，砾石包括硅质岩、砂岩和灰岩（照相：胡修棉，
2012-5-14）

（2）桑单林组 - 者雅组
桑单林组和者雅组建组于著名的桑单林剖面。该剖面位于萨嘎县城沿 G216 向南约 7 公里的桑单林

村附近。与蹬岗组不同，桑单林组 - 者雅组沉积于印度大陆北缘深水沉积地层（蹬岗组）之上，表明在
它们沉积时期印度 - 亚洲大陆已经发生初始碰撞 ( 胡修棉等，2017)。桑单林组 - 者雅组主体为一套连续
的浊流沉积，整体厚度超过 500 米。下部桑单林组以紫红色硅质页岩为背景沉积，其中穿插石英砂岩和
岩屑砂岩浊流沉积。物源分析表明石英砂岩的物源区为南侧印度大陆，而岩屑砂岩的物源区为北侧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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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大陆冈底斯弧。二者同时出现表明这一时期两侧物源可同时到达海沟。上部者雅组由薄层至厚层的浊
积砂岩、黑色页岩组成，夹少量硅质岩和硅质页岩。在地层中，多处出现滑塌沉积，滑塌岩块包括砂岩、
砾岩和灰岩等。整体看来，桑单林组 - 者雅组砂岩层向上变厚、变粗，表明碎屑物质输入逐渐增加。

图 8 萨嘎桑单林剖面远观图，谷地为地方政府为牧民新建的安居房 （照相：胡修棉，2008-7-20）

图 9 桑单林组的背景沉积——紫红色硅质页岩，缺乏碳酸盐岩，沉积于 CCD 面之下（照相：胡修棉， 200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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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桑单林组紫红色硅质页岩夹石英砂岩（下部，灰白色，薄层）和岩屑砂岩（上部，灰绿色，中层）（照相：王建刚）

图 11 桑单林剖面者雅组下部中薄层灰白色、灰黑色页岩和浊积砂岩互层。灰白色页岩中含钙质成分，从中发现的钙质超微化石把
地层时代精确限定为 ~59±1Ma（照相：胡修棉， 2009-4-20）

图 12 桑单林剖面者雅组上部地层中的滑塌砾岩岩块（照相：胡修棉，200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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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桑单林剖面者雅组上部地层中的滑塌含苔藓虫灰岩岩块（照相：胡修棉，2008-7-20）

通过对雅鲁藏布缝合带海沟沉积的研究，我们初步总结了造山带海沟盆地的沉积特征，包括：
（1）水深通常位于 CCD 面之下，以硅质和黏土质背景沉积为特征，缺乏钙质沉积；
（2）因位于构造结合带，重力流沉积广泛发育，包括浊流沉积、碎屑流沉积、滑塌沉积；
（3）碎屑物质主要来自上覆板块，包括上板块基底岩石、火山弧和早期的俯冲杂岩；古水流方向

可以垂直海沟，也可以平行海沟；
（4）往往具有向上变粗的沉积旋回。从硅质岩、黏土岩为主过渡为以浊积砂岩为主；
（5）在地理分布上，海沟盆地平行于缝合带呈线分布；
（6）由于受大洋俯冲增生作用和随后的大陆碰撞作用影响，构造变形强烈。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陆源碎屑供给充足的、成熟的增生型“沟 - 弧”体系是海沟盆地形成和保存的

必要条件。然而，并非所有的海沟盆地都能满足这样的条件。在构造侵蚀型的活动大陆边缘，譬如现今
太平洋西侧以及东侧的大部分，海沟盆地形成后被迅速破坏，绝大部分的海沟沉积物被俯冲消减，难以
保存。因此，并非所有造山带内部都发育海沟盆地。

 读到这，想必大家对雅鲁藏布海沟沉积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吧。下一次路过后藏重镇萨嘎县城时，
别忘了亲自探访海沟沉积哦，说不定有意外发现哦！

作者系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huxm@nju.edu.cn

三、造山带海沟盆地的识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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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故事

4. 分子尺度古植被重建的信使——沉积植物 aDNA

马瑞丰，张威          3 月 31 日

全篇约 3116 字，8 图，阅读需要 8 分钟

原创

分子生物学是目前自然学科中进展最迅速、最具活力和生气的领域之一。借助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人类已经解决了许多涉及生物的进化、运行机理等重大科学问题。将分子生物学技术与传统古气候学、
古生态学等学科交叉和融合，有望在现有的地球科学研究中碰撞出新的火花。

沉积植物 aDNA 属于古环境 DNA 的范畴，aDNA 主要是机体死亡经历水解和氧化后、保存在沉积物
中的 DNA 分子基因物质。在植物中，这些 aDNA 分子主要赋存于植物残体组织，如枝干、果实和种子
的厚壁组织及植物化石残体中（图 1）。这些埋藏于沉积物中的古植物来源的 DNA 就是沉积植物 aDNA
（Felix et al., 2010）。沉积植物 aDNA 是我们分析古植被信息的主要手段，也是近十年来应用非常广泛
的古植被重建方法。

一、沉积植物 aDNA 的定义及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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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显示，沉积植物 aDNA 最老记录已超过五万五千年，而冰芯可将其保存长达 45-80 万年（Eske 
et al., 2014），孢粉中的 aDNA 为 15 万年（Suyama, et al., 1996）。基于以上植物 aDNA 的保存时间，
可完全实现通过沉积植物 aDNA 的信息来重建晚更新世及全新世的植被演替过程。

图 1 沉积物中分离出的植物残体

图 2 沉积过程与古植被重建图示

研究表明，湖泊沉积物中的孢粉来自于区域的植物源区，且以风媒植物孢粉为主（Wilmshurst et 
al., 2005; Chen et al., 2017）。此类孢粉通过气流可实现区域性分布，其传播距离要远高于虫媒植物孢粉。
由于孢粉可进行风力传输，记录了较大区域性的植物区系。由于植物残体体积重量较大，不易被风力搬
运（Allen and Huntley., 2010），因此植物大化石来自于本地植物，其种类通常受湖泊周围水生和湿地

二、沉积植物 aDNA 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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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类影响，陆生植物代表性不足（Birks., 2007）。相关研究证实，沉积物中的植物 aDNA 与沉积
孢粉单体颗粒中的 DNA 并不完全一致，其与植物大化石有着相似的来源（Pedersen., 2013; Lendvay et 
al., 2018），其具体关系见图 1。大量研究表明（Barnes and Turner., 2016; Ficetola et al.,2015; Yoccoz., 
2012; Boessenkool et al., 2014），aDNA 技术虽不能完全体现植被调查以及孢粉鉴定的数据，但其有较
大范围的重合，对于植物大化石的种类可基本覆盖。

Metabarcoding 和 Shotgun metabarcoding 是两种目前发展最为迅速的 DNA 宏条形码技术。这些
技术主要通过环境 DNA 来评估生物多样性，其利用 PCR 和第二代测序等分子技术，结合经典生态学知识，
通过生物信息学和生物统计学分析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监测。Shotgun metabarcoding 有着更高检测精
度，可对更多的种类进行覆盖。

图 3 基于 3 种方法重建的植物种类比例韦恩图 ( 蓝色为两种 aDNA 技术，黄色为植被调查，红色为孢粉统计，绿色为植物大化石 )

图 4 常规湖泊沉积物钻取过程

植物 aDNA 沉积物岩芯的收集与常规古生态研究中的钻取设备一致，但采样管需提前进行杀菌消毒
处理，以杜绝现代环境残留物质对样品的污染。野外样品需要通过密封管来将样品运到实验室。样品处
理及分析的各个阶段都应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可能的污染来自于三个方面：设备本身、样品之间交叉
污染以及实验药品。因此，每一个样品的分样都需要使用乙醇及短波紫外线 (UVC) 进行杀菌。消毒设备，
保证无菌的工具是首要的，实验者在整个实验过程需确保穿着隔离实验服、口罩与手套要佩戴齐全。

三、沉积植物 aDNA 采样分析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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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无菌操作台与岩心实验样品的选取

新技术的开启可以解决传统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沉积植物 aDNA 的研究始于植物孢粉 DNA：德
国学者 Parducci（2010; 2012; 2014）率先从瑞典霍尔特贾宁冰湖 (Holtjärnen postglacial lake) 沉积物
中提取到了苏格兰松树和挪威云杉的花粉质体 DNA，这些花粉有近 10 万年的历史，说明植物孢粉 DNA
在 10 万年以内可以得到很好的保存。随后，在斯堪的纳维亚采用 aDNA 技术发现了保存于 1.03 万年的
本地特有云杉属的 DNA，2.2 万年和 17.7 万年的松属及云杉属的叶绿体 DNA；在斯堪的纳维亚中部通过
两个全新世湖泊样品的采集，发现孢粉与 aDNA 鉴定科属上存在一定差异，并在孢粉统计到了 46 个科属，
植物 aDNA 技术识别到了 14 个科属，二者综合统计了 52 个科属。从此，运用沉积植物 aDNA 技术对于
古植被重建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1）提升对植物种类的识别
Epp et al（2015）在格陵兰北部湖泊沉积物中采用 aDNA 手段发现了冰后期维管植物，如岩高兰

(Empetrum nigrum) 等，并认为基于 aDNA 重建的植被与预期一致，可准确跟踪环境变化。德国学者
Zimmermann et al（2017）在西伯利亚东北部 Buor Khaya 半岛沉积物中，通过分析沉积 aDNA 鉴定出
了 154 个科属的植物，孢粉统计出了 83 个科属，二者共同重建了该区域末次冰期之后的气候，并认为
在沉积剖面中，aDNA 表现为高分辨率高物种检测丰度的特点，并指出沉积 aDNA 的种类更多的表现了
植物地下生物量的信息。

（2）补充植物大化石不足造成的信息缺失
在沉积体中缺乏植物大化石的情况下，采用沉积 aDNA 和孢粉结合的技术，具有较大优势。Alsos 

et al（2018）通过分析斯瓦尔巴特群岛湖泊沉积物，将 aDNA 技术与植物大化石鉴定对比，aDNA 方法
额外鉴定出了更多的植物种类：6 种维管束植物、2 种藻类及 12 种苔藓类，且每份样品中检测到的种类
都要多于大化石（图 6，图 7）；未保存大化石的时期，植被情况同样可识别且变化不大。其研究表明，
植物群在古气候变化中具有一定的“韧性”，气温变动在 2℃之内的情况下植被不会有较大的变动。

实验样品的选取需是样品芯最中心的部分。取样时候可以将 DNA 示踪剂用到取心设备上，这样就
可以检测来自外层的 DNA 分子是否进入沉积物内部。防止外源 DNA 污染需要在整个实验过程严格把控。

四、沉积植物 aDNA 的应用历史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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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于 aDNA 技术重建的孢粉谱

图 7 基于植物大化石重建的孢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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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DNA 分类（黄色）与孢粉分类（绿色）对比图

Zale et al.（2018）在斯堪的纳维亚威赫塞尔 (Weichselian) 后期冰盖附近的冰川瓯穴中采用了微体
古生物化石、aDNA、孢粉及硅藻分析，恢复了早期冰上植被系统，认为灌木 ( 柳属，桦木属，杜鹃花科 )
以及落叶松属等植物均存在于末次冰消期。

（3）揭示更清晰的植被生态关系
Heineck et al.（2017）通过沉积 aDNA 技术结合碳氮元素比及同位素 (δ13C, δ15N) 研究了帕米尔

高原 Karakul 湖 2.9 万年以来水下植物组成生物量变化，清晰展示了水位变动与古植物多样性的关系。
（4）助力于科学新发现
Bremond et al.（2017）提取了非洲西部 Sele 湖沉积 DNA，进一步论证了热带地区古 DNA 存在的

可能并发现了 22 科 21 属的植物，该结果与孢粉结果重叠性很小，分类对本地植物指示性较强（图 8）。
还鉴定到了外来物种地瓜。可见此技术除了可以较强针对性的重建本地植被还可用于早期农业耕作历史
方面的研究。

Clarke et al.（2018）报道了 Varanger 半岛中部（挪威东北部）基于孢粉及沉积 aDNA 重建的植被
及气候，共统计了 101 个维管植物和 17 个苔藓植物科属，其 86% 的科属依然存在于现在植被中，表明
现代灌木 - 冻原群落及其大部分物种早在 1.07 万年前就已经存在，而 aDNA 结果特别显示了水生植物水
芒草 (Limosella aquatica) 和杜鹃 (Rhododendron tomentosum) 的持续存在，说明整个全新世早期和
中期的气候都要比现在温暖，这是依靠传统孢粉所记录不到的气候信息。

由此可见，高分辨率地挖掘沉积物中保存的植物化石与分子记录对于古植被演替及环境重建是非常
关键的。随着技术本身的发展强化，其检测精度进一步提高，检测信息也愈加丰富，沉积 aDNA 手段不
仅仅协助揭示植被的局部信息，将进一步达到全面客观展示本地古植被的演替过程。

本文第一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本文属作
者认识，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874061015@qq.com 与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下
列参考文献。



32

主要参考文献
[1]   Pedersen M W, Overballe-Petersen S, Ermini L, et al. Ancient and modern environmental DNA.

[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14, 370(1660): 20130383.
[2]   Jørgensen T, Haile J, Möller P,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ncient sedimentary DNA, pollen 

and macrofossils from permafrost sediments of northern Siberia reveals long-term vegetational 
stability[J]. Molecular Ecology, 2012, 21(8): 1989-2003.

[3]   Parducci L, Matetovici I, Fontana S L, et al. Molecular- and pollen-based vegetation analysis in 
lake sediments from central Scandinavia[J]. Molecular Ecology, 2014, 23(4): 3511-3524.

[4]   Eva B, Davey M L, H?Vard K, et al. Fungal palaeodiversity revealed using high-throughput 
metabarcoding of ancient DNA from arctic permafrost[J].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13, 15(4): 
1176-1189.

[5]  Jã¸Rgensen T, Kjaer K H, Haile J, et al. Islands in the ice: detecting past vegetation on 
Greenlandic nunataks using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edimentary ancient DNA meta-barcoding[J]. 
Molecular Ecology, 2012, 21(8): 1980-1988.

[6]  Epp L S, Gussarova G, Boessenkool S, et al. Lake sediment multi-taxon DNA from North 
Greenland records early post-glacial appearance of vascular plants and accurately tracks 
environmental changes[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15, 117(2): 152-163.

[7]   Rawlence N J, Lowe D J, J.R, et al. Using palaeoenvironmental DNA to reconstruct past 
environments: Progress and prospects[J]. Journal of Quaternary Science, 2015, 29(7): 610-626.

[8]    马瑞丰 , 张威 , 刘亮 , 杨蝉玉 . 沉积植物古 DNA 技术在古植被重建中的应用 [J]. 沉积学报 , 2020, 
38(6): 1179-1191. doi: 10.14027/j.issn.1000-0550.2019.121.

责任编辑 |
图文 |
审核 | 
校对 | 
美编 | 

马素萍
马瑞丰   张威
赖文   吴琼
祝上
李宇琦



33

沉积故事

5. 遗迹化石背后的生物与沉积奥秘

范若颖          4 月 28 日

全篇约 3800 字，6 图，阅读需要 7 分钟

原创

遗迹化石（trace fossils）是地史时期生物在生命活动期间留下的遗迹或遗物。遗迹化石主要记录了
生物的行为习性而非生物实体的解剖特征。生物个体死亡后只可能形成或保存为一个完整的实体化石，
但生物在其生命活动期间可能形成或保存为多个遗迹化石。因此，遗迹化石的数量理论上会多于实体化
石的数量。遗迹化石与实体化石的另一显著区别是其原地保存特性。实体化石在埋藏、石化之前可能会
经历不同程度的搬运，而遗迹化石则是生物原地行为的记录——这也是遗迹化石成为沉积相标志的重要
基础。对遗迹化石或现代生物遗迹的研究称为遗迹学（ichnology）。

遗迹化石和现代生物遗迹又被称为生物成因构造（biogenic structures），可分为生物扰动构造
（bioturbation structures）和生物侵蚀构造（bioerosion structures）两类：前者是指扰动和改造松
散或有一定固结沉积物的生物成因构造，后者是指侵蚀、破坏坚固底质（如木质、石质、生物壳体 / 骨
骼）的生物成因构造，即生物钻孔。其中生物扰动构造又称生物成因沉积构造（biogenic sedimentary 

一、什么是遗迹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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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s），是遗迹学应用于沉积环境分析的主要研究载体。生物扰动构造因底质固结程度不同，其
展现面貌也有所差异。在富含水分的松散沉积物中，生物扰动构造的保存极差，外观模糊，难以鉴别其
特征，被称为称之为生物变形构造（biodeformational structures）。而在水分含量较少或有一定固结
的沉积物中，生物扰动构造通常具有特定的形态，可对其进行属种鉴定和命名。

遗迹化石虽有沉积构造的属性，但鉴于其生物成因与特定形态，通常采用与实体化石类似的双名
法来命名。例如，Cruziana semiplicata 这一遗迹种名就是由遗迹属本名（Cruziana）和遗迹种本名
（semiplicata）构成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遗迹属和遗迹种仅仅代表遗迹化石形态的不同类别，并不
指示生物分类位置或亲缘关系。通常鉴定到遗迹属即可用于沉积环境分析，钻井岩心样品中的遗迹化石
一般也只能鉴定到遗迹属一级。

在遗迹化石记录中，多物一迹和一物多迹现象十分普遍。多物一迹是指处于不同生物分类位置，但
形态功能和行为习性相似的生物可以形成同一类遗迹化石。例如，遗迹属 Cruziana 通常被认为是三叶
虫的遗迹，然而在三叶虫灭绝之后的中生代仍有 Cruziana 的报道，推测与其它行为习性相似的节肢动
物有关（如鲎（读音为 hòu））。与此同时，同一类生物或同一生物个体则会因其行为目的差异，形成
和保存为形态迥异的遗迹化石，即一物多迹现象（图 1）。

图 1 遗迹化石的一物多迹现象：以三叶虫遗迹为例（据 Seilacher, 2007）
A. 三叶虫向前行走的遗迹 Diplichnites；B. 三叶虫侧向快速移动的遗迹 Dimorphichnus；C. 三叶虫在沉积物中掘穴过程中形成的

Rusophycus（停息）和 Cruziana（持续向前掘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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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遗迹化石的保存类型（据 Savrda, 2007）

研究遗迹化石（特别是具有沉积环境指示意义的生物扰动构造），首先需要了解生物原始是在沉积
物的表面、内部还是岩性分界面上生活。由此延伸出的便是遗迹化石的保存类型（图 2）保存类型主要
包括表生迹（epichnia）和底生迹（hypichnia）两种类型以及全浮雕（full reliefs）、半浮雕（semireliefs）
等描述性术语。在实际运用中，通常将这两套术语结合起来，如半浮雕可进一步分为上浮雕（epireliefs）
和下浮雕（hypireliefs）。在岩层底面呈脊状凸起的遗迹化石，其保存形式可描述为“底迹凸起”（convex/
positive hypireliefs）。遗迹化石的不同保存形式与沉积过程密切相关。对于具有周期性沉积作用的沉
积环境如浊流沉积环境，通过精细分析遗迹化石的埋藏和保存特征可进一步识别出相对于事件层砂质沉
积的沉积前和沉积后遗迹化石（图 2）。

遗迹化石所反映的生物行为可以说是遗迹学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长期以来，遗迹学家总结出一
系列遗迹化石所代表的典型行为习性类型——动物在沉积物浅表爬行所留下的遗迹称为爬行迹，滤食性
动物的居住潜穴称为居住迹，动物近原地的摄食构造为觅食迹，动物边运动边摄食的遗迹为牧食迹，此
外还有孵化迹、捕食迹、逃逸迹和死亡迹等等（图 3）。这些形形色色的行为习性类别是大千世界生物
所具有的行为特征的概括和缩影。

二、遗迹化石的保存与行为习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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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遗迹化石的典型行为习性
A. 三叶虫的爬行迹（repichnia）Cruziana；B. 海星类或蛇尾类的停息迹（cubichnia）Asteriacites（Knaust & Neumann, 2016, 
Fig. 5）；C. 蜜蜂的孵化迹（calichnia）Cellicalichnus（Genise, 2017, Fig. 10.15）；D. 未知蠕虫状生物的牧食迹（pascichnia）
Cosmorhaphe；E. 未知蠕虫状生物的觅食迹（fodinichnia）Zoophycos；F. 多毛类随快速沉积不断向上迁移形成的平衡迹
（equilibrichnia）——堆叠型 Rosselia（Nara, 2002, Fig. 5）；G. 具有培植微生物为食功能的耕作迹（agrichnia）Paleodictyon

（Seilacher, 2007, p. 158）；H. 鲎的死亡迹（mortichnia，鲎的实体化石位于其爬行迹尽头）（Seilacher, 2007, p. 214）。

3.1  沉积环境分析
遗迹化石的产出类型与沉积环境密切相关，特定的遗迹化石组合分布于特定的沉积环境。遗迹相

（ichnofacies）即是对应于特定环境的具有重现性的典型遗迹化石组合。每个遗迹相都有相对固定和统
一的名称，通常以该遗迹相典型的遗迹属来命名，指示一类具有相似环境分布特征的遗迹化石，但并不
是说对应于该遗迹相的遗迹化石组合必须包含其命名的遗迹属。现被广泛认可的遗迹相共有 14 种，分
布于海洋、河湖以及土壤等环境（详见 MacEachern et al., 2007, 2012）。其中以海相遗迹相最为典型，

三、遗迹化石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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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海相遗迹相与遗迹亚相的环境分布
A. 海相遗迹相的环境分布，Psi: Psilonichnus 遗迹相，分布于潮上带及潮间带上部，Sk: Skolithos 遗迹相，分布于水体较为动荡
的滨浅海环境，Cr: Cruziana 遗迹相，分布于水体较为平静的滨浅海环境，Zo: Zoophycos 遗迹相，分布于陆坡及深海平原，Or: 
Ophiomorpha rudis 遗迹亚相，分布于海底主水道和分流水道，Pa: Paleodictyon 遗迹亚相，分布于海底天然堤、水道间以及叠

覆扇远端，Ne: Nereites 遗迹亚相，分布于海底扇边缘；B. 海底扇相关环境的遗迹化石行为习性类型分布特征。

遗迹组构分析是遗迹学分析的另一重要手段，着眼于沉积物中生物扰动或生物侵蚀作用所形成的各
种组构（ichnofabrics, Buatois & Mángano, 2011）。相比基于遗迹化石组合的遗迹相分析，遗迹组构分
析能够精细刻画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沉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更加微观的尺度分析沉积物的组构特征
及其沉积环境背景。遗迹组构分析可辅助判断一系列沉积环境参数如底质类型、水动力、盐度、氧含量等。
遗迹组构更适于利用岩心进行分析（岩心横截面有限，但垂向记录较连续），这已成为沉积岩岩心描述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遗迹学逐步渗入到油气勘探领域（Pemberton & Gingras, 2005; Knaust, 2009），特别是在
非常规油气（如页岩气）的勘探中具有潜在应用前景（Bednarz & McIlroy, 2012）。一方面，生物扰动
广泛分布于各种岩性（碎屑岩、碳酸盐岩）和沉积环境（滨海、浅海、深海），遗迹相和遗迹组构分析
可用于精细恢复沉积环境、识别重要的层序地层界面，从而获得高分辨率层序地层格架以及沉积相横向
对比和垂相变化等资料。另一方面，遗迹组构会影响储油层或储水层的孔隙度、渗透率分布，特定遗迹

其产出于松散沉积物底质，包括 Psilonichnus, Skolithos, Cruziana, Zoophycos, Nereites 遗迹相等（图 4）。
遗迹相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出遗迹亚相，例如深海 Nereites 遗迹相可分为 3 个遗迹亚相，在精细识别海底
扇相关环境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图 4）。基于广泛环境总结出的遗迹相模式已成为恢复沉积环境的重要
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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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构可形成流体运移的通道抑或屏障。因此，遗迹组构分析有助于更客观、更科学地衡量储集层的物性
和质量。

3.2  遗迹化石与重大生物事件
与实体化石一样，遗迹化石也有其起源、辐射和演化历史，再加上其典型的生态学属性，近年来被

广泛应用于地质历史时期重大生物环境事件的研究中（Mángano & Buatois, 2016a, b）。埃迪卡拉纪—
寒武纪生物辐射和奥陶纪生物辐射是古生代海洋生命发展最为重要的两个演化阶段，其相关遗迹学记录
研究也最为详实。

埃迪卡拉纪—寒武纪生物辐射（570–520 Ma）是后生动物门类的起源与快速演化时期。传统上对
这一辐射事件的研究主要基于实体化石，然而埃迪卡拉生物群（549 − 541 Ma）与布尔吉斯页岩型特
异埋藏化石群（521 − 514 Ma）相隔了 20 个百万年。遗迹化石记录则较全面覆盖了埃迪卡拉纪—寒武
纪过渡时期。因此，遗迹化石能从全新的角度和更为连续的记录诠释埃迪卡拉纪—寒武纪生物辐射这
一生物地质事件（Mángano & Buatois, 2020）。寒武系底界即是以具有一定形态复杂性遗迹化石（如
Treptichnus pedum）的出现而定义的，昭示着海洋底质开始进入“后生动物扰动”的全新发展阶段（图
5）。

奥陶纪生物辐射则是继埃迪卡拉纪—寒武纪生物辐射之后海洋生命发展演化的第二个重要时期
（Servais & Harper, 2018）。奥陶纪时期海洋生物向更广阔的生态空间扩张（水柱与深海空间），包括
浮游生物的辐射和（两个并列词语不能用顿号）生物向深海迁移等，生物多样性在属种级别呈“爆发式”
增长。从遗迹化石面貌上也体现出相应的演化特征：奥陶纪海相遗迹化石的掘穴深度、生物扰动指数显
著增加，遗迹化石形态类型大为扩增、深海出现规则几何形态的遗迹化石（图 5），同时遗迹群落从浅
海向深海迁移。

图 5 海相遗迹化石行为演化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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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武汉周边地区泥盆纪鱼类捕食迹（Osculichnus）及其生态复原

3.3  形态功能、动物行为与古生态
遗迹化石记录了石化的动物行为，是探讨深时动物行为、功能与生态的良好素材。遗迹化石的保存

概率要高于实体化石（特别是缺少壳体 / 骨骼的生物类群），有利于获得更全面的古生物和古生态面貌。
例如，游泳迹（Undichna）是底栖鱼类游动觅食过程中鱼鳍在沉积物表面留下的曲线形遗迹，最老可追
溯至晚志留世。游泳迹的形态演化可从行为角度反映鱼类的躯体构造和运动能力演化，从早期无颌鱼类
由臀鳍或尾鳍形成的单一、不规则曲线状游泳迹发展到后期有颌鱼类多组鱼鳍形成的多条、复杂且规则
的曲线状游泳迹。亲吻迹（Osculichnus）则是底栖有颌鱼类将头部以一定角度插入沉积物中捕食而形
成的遗迹，具有典型的“嘴巴状”外形，最初报道于渐新世（Demírcan & Uchman, 2010），后又延伸
至早泥盆世（Szrek et al., 2016）。基于武汉周边地区晚泥盆世五通组石英砂岩中多个亲吻迹露头，我
们恢复了当时有颌鱼类捕食的生活图景（图 6，Fan et al., 2019）。因此，保存精美的遗迹化石可为探
讨深时动物行为与生态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料，并有望于现代生物学、行为科学与神经科学进行交叉，或
许能促成前所未有的发现。

本文作者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讲师。本文系作者本人理解与解读，相关问题交流
可通过邮箱 cugfry@163.com 与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下列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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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故事

6. 俯冲沉积物的命运与物质循环

赵仁杰，鄢全树         5 月 5 日

全篇约 3182 字，3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原创

在全球俯冲带系统中，俯冲输入物质（即俯冲板片）主要由火成岩洋壳、下伏岩石圈地幔以及覆盖
在俯冲洋壳上的海底沉积物组成。俯冲沉积物主要由陆源组分，生源组分（碳酸盐和硅酸盐）及结合水
组成，其在俯冲带处壳幔相互作用和深部地幔地球化学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对全球碳循环也产
生深刻影响。因此，系统的揭示全球俯冲带不同背景下俯冲输入沉积物的类型和组分，为深入理解一些
重要地球动力学过程提供基础性资料（赵仁杰等，2020）。

全球汇聚板块边缘根据上覆板块剥蚀物质（前缘剥蚀及底部剥蚀）与增生物质（前缘增生和底侵增生）
之间的平衡关系，可以划分为非增生边缘（剥蚀边缘）和增生边缘（Scholl and von Huene, 2009）。
俯冲沉积物在以上两种俯冲样式下具有不同的作用形式：在增生边缘系统中，俯冲沉积物不会全部进入
俯冲带，而是通过前缘增生作用形成大的增生楔（横剖面的宽度大于 5 km），该楔形体通常形成大量
叠瓦状逆冲断层构造，并伴随底侵增生作用（图 1a），比如日本南海（Nankai）海槽处的俯冲带。相
对照的是，在非增生边缘系统中，俯冲沉积物全部进入俯冲带，弧前形成小型棱柱体（图 1b），同时，

一、俯冲带类型和俯冲沉积物输入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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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前楔形体可能经历剥蚀和结构坍塌形成前缘剥蚀，而上覆板块底部可能经历由水压致裂和磨蚀造成底
部剥蚀，这些过程共同破坏大陆边缘（Straub et al., 2020）。如中美洲俯冲带地区由于俯冲造成的上覆
板块大幅沉降。因此，Plank 及合作者（1998, 2014）对两种不同俯冲带样式背景下的大洋钻探调查数
据进行综合分析后，计算出全球俯冲沉积物输入速率为 0.5~0.7 km3/y。

自 1968 年开始实施深海钻探计划以来，大洋钻探计划已经在靠近海沟的俯冲带下盘获得了大量沉
积物与基底岩石样品。Plank and Langmuir（1998）依据 25 个海沟前的大洋钻探调查数据，计算出全
球俯冲沉积物的化学组分（global subducting sediment，GLOSS），并于 2014 年他们通过补充之前钻
孔新获得的主微量及同位素数据，以及在新西兰与智利俯冲带完成的钻孔的调查数据（图 2），重新计
算出全球俯冲沉积物化学组分（GLOSS- Ⅱ），其结果显示：总体上来看，全球俯冲沉积物化学组分与
上地壳相似；而其中由于海底热液作用导致 Pb、Cu、Mn 以及中 - 重稀土元素局部富集；生物组分（如
磷灰石）的增加在导致中 - 重稀土富集的同时，也将引起 Ca、P、Ba、Sr 元素的局部富集；高场强元素、
Th、U、Cr 等元素的亏损则是由海洋过程（生物相沉积、自生相沉积与热液相沉积）对陆源组分的稀释
造成的；此外，大量的陆源风化物质将造成碱金属元素 Rb、Cs、Li 相对于 K 元素的富集。最后，他们
计算出全球俯冲沉积物主要由陆源物质（76%），钙质碳酸盐（7%）、蛋白石（10%）以及结合水（7%）
组成。

二、全球俯冲沉积物的化学组分

图 1  两种俯冲带类型（赵仁杰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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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voort 等（2011）研究海洋沉积物时，区分出不同沉积环境的 Lu-Hf 和 Sm–Nd 同位素组分，计
算出一条 Nd-Hf 同位素耦合关系的陆源趋势线（Terrestrial Array）：εHf=1.55εNd+1.20，全球俯冲沉积
物大致沿该趋势线分布，其中 Nd-Hf 同位素的解耦主要是由 Hf 同位素变化造成。Hf 同位素组分受风化
程度影响较大，风化作用产生的粗粒径（粉砂和砂）碎屑物质包含低 Lu/Hf 比值的锆石，所以当俯冲沉
积物来自风化程度高的源区，由于锆石效应，位于上述陆源趋势线的下方；当俯冲沉积物中富集陆源粘
土和风尘物质时，位于该趋势线的上方。此外，造成俯冲沉积物中放射性 Hf 同位素富集的物质还有热
液沉积物和自生沉积物，其主要受热液流体和海水中 Hf 同位素组（Vervoort et al., 2011）。俯冲沉积
物中 Pb 同位素（208Pb/204Pb=38.1~39.8、207Pb/204Pb=15.5~15.8、206Pb/204Pb=18.5~19.5）和 Sr
同位素（87Sr/86Sr=0.704-0.736）主要受陆源物质控制，当沉积物来自古老的大陆地壳时具有高的同位
素比值，来自年轻的大陆时沉积物同位素比值较低（Plank, 2014）。同时 Pb 同位素还受到热液沉积物
和自生沉积物的影响，热液沉积物的 Pb 同位素受来自下伏洋壳热液流体的影响，而自生沉积物中的 Pb
同位素主要受海水影响；影响沉积物中的 Sr 同位素组分的主要是生物相，其受海水 Sr 同位素影响，会
稀释陆源物质。

因此，俯冲沉积物的化学组分与同位素特征主要与陆源物质有关，受源区风化程度影响最大。其次
受海洋过程的影响，如热液沉积物、生物沉积物与自生沉积物会稀释陆源物质比例；同时早期沉积的物
质会受到沉积后作用的影响，如成岩作用会使沉积物继承孔隙水（海水或热液流体）的特征；而热液蚀
变作用也可以从沉积物中将元素淋滤出去，对沉积物组分产生影响。

图 2  全球各海沟俯冲沉积物厚度及岩性柱状图（赵仁杰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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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俯冲带系统中，俯冲板片在不同的俯冲深度会依次发生板片脱水作用、沉积物熔融，因此，它们
以流体、熔体甚至超临界流体的形式影响着俯冲板片之上的浅层地幔及地壳内的岩浆作用等地质过程（图
3a）。随着板片俯冲深度的增加，俯冲板片前缘会发生相变，形成密度更大的板片并发生断离，然后进
入上地幔甚至穿透 670 km 界面到达下地幔或核幔边界（成为地幔柱的潜在源区？），从而对地球深部
地幔的地球化学组成（地幔不均一性的形成）和地幔对流样式产生影响（图 3b）。作为俯冲板片重要组
成部分，俯冲沉积物独特的地球化学特征，可被利用来揭示许多重要地球动力学过程。

三、全球俯冲沉积物对地球动力学机制的影响

图 3 俯冲带示意图（赵仁杰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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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俯冲沉积物对浅层地幔和地壳过程的影响
俯冲过程的早期，俯冲沉积物由于压实作用，将在弧前区域释放出大量的孔隙流体，该流体将沿着

弧前断裂 / 裂隙向上运移，并与围岩发生水岩反应，形成泥火山。随着俯冲深度的不断增加，俯冲沉积
物在弧下可能发生部分熔融。俯冲沉积物熔融形成的熔体对岛弧火山岩组分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该熔
体组分也被有效的记录在岛弧火山岩组分中。目前针对岛弧火山岩的研究已经能够有效地辨别俯冲沉积
物或下伏蚀变洋壳的熔流体信号。

3.2  俯冲沉积物对深部地幔的影响
大量的研究表明洋岛玄武岩的组分非常不均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广大学者用板块构造理论来解释

该现象，认为俯冲洋壳在俯冲过程中返回地幔形成地幔不均一性，并通过地表火山岩的研究提出地幔可
能存在几个不同的地幔端元（DMM、EM1、EM2、HIMU）(Zindler and Hart, 1986) 以及 FOZO、C 等。
大量研究指出，地幔端元中富集端元（EM1、EM2、HIMU 和 FOZO）受到了俯冲沉积物的贡献（Castillo 
and Paterno, 2015）。例如：Jackson 等（2007）认为南太平洋萨摩亚洋岛火山岩源区存在以沉积物形
式俯冲再循环的陆源组分。Wang 等（2018）对皮特凯恩洋岛火山岩的 Mg 同位素研究指出其地幔源区
受古老循环沉积物（碳酸盐）影响。

俯冲沉积物除了对上述地幔对流模型中各经典地幔端元组分与板内岩浆作用具有明显贡献之外，在
一些学者提出的上地幔组分统计学模型（Statistical Upper Mantle Assemblage，SUMA）中沉积物也扮
演重要角色（Meibom and Anderson, 2003）。在该模型中，地幔处处是不均一的，小的包括俯冲沉积
物在内的富集组分包体以不同尺度嵌入于普遍性的亏损橄榄岩地幔里，经过对流作用对板块内部和洋中
脊区域的岩浆作用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在板块构造与地幔柱两大地球动力学系统以及相关地幔演化模型中，俯冲沉积物都扮演
了重要角色。因此，加强对俯冲沉积物的研究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对地球固体圈层（壳幔）相互作用的
认识。

本文第一作者系山东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为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鄢全树研究员。
本文属作者认识，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zrj@fio.org.cn 与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
下列参考文献。

主要参考文献
[1]   Castillo P. 2015. The recycling of marine carbonates and sources of HIMU and FOZO ocean 

island basalts [J]. Lithos, 2216-217: 254-263.
[2]   Jackson M G, Hart S R, Koppers A A P, et al. 2007. The return of subducted continental crust in 

Samoan lavas [J]. Nature, 448(7154): 684-687.
[3]   Meibom A, Anderson D L. 2003. The statistical upper mantle assemblage [J]. Earth and 



46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17(1/2): 123-139.
[4]  Plank T, Langmuir C H. 1998.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ubducting sedi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crust and mantle [J]. Chemical Geology, 145(3/4): 325-394.
[5]  Plank T. 2014.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ubducting Sediments [C]// Treatise on 

Geochemistry. Switzerland: springer cham, 607-629.
[6]   Scholl D W, von Huene R. 2009. Implications of estimated magmatic additions and recycling 

losses at the subduction zones of accretionary (non-collisional) and collisional (suturing) orogens[J]. 
Geological Society London Special Publications, 318(1): 105-125.

[7]    Straub SM, Arturo Gómez-Tuena, Vannucchi P. 2020. Subduction erosion and arc volcanism. 
Nature Reviews Earth & Environment, 1: 574–589.

[8]   Vervoort J D, Plank T, Prytulak J. 2011. The Hf-Nd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marine 
sediments[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75(20): 5903-5926.

[9]   Wang Xiaojun, Chen Lihui, Alrecht W H, et al. 2018. Recycled ancient ghost carbonate in the 
Pitcarin mantle plume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35): 8682-8687.

[10]   Zindler A, Hart S. 1986. Chemical Geodynamics [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14 
(1): 93-571.

[11]   赵仁杰 , 鄢全树 , 张海桃 , 等 . 2020. 全球俯冲沉积物组分及其地质意义 [J]. 地球科学进展 , 
35(8): 789-803.

图文 |
审核 | 
校对 | 
美编 | 

赵仁杰   鄢全树
温定军   赖文
祝上
李宇琦



47

沉积故事

7.Sr/Ba 比值判别海陆相沉积环境的现状与进展

王爱华，王张华         5 月 19 日

全篇约 5101 字，4 图，阅读需要 10 分钟

原创

水体盐度的恢复是沉积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研究地质历史时期的海平面升降、全球与区域气候变
化的重要手段。海平面升降导致的海侵海退会引起海岸线变迁，气候变化导致的区域降雨量与蒸发量
的多寡会引起内陆湖泊水体的盐度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沉积物中微量元素的古盐度重建，来了解地质历
史时期的海平面升降和海岸线变迁、内陆湖泊地区的古气候变化。目前常用的古盐度重建的地球化学指
标主要有硼含量（Adams 法或 Couch 法）以及 B/Ga、Sr/Ba、K/Rb、U/Th、K/Rb、K/Na、V/Ni、Sr/
Ca、Na/Ca 、C/S 以及 V/Zr-Cu/Zr 等，其中应用最广的是 Sr/Ba 指标法。

最早利用 Sr/Ba 进行海陆相沉积环境判别的是前苏联学者卡特钦科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研究曼
格什拉克半岛中新生代地层时发现，陆相淡水环境的下侏罗统和中侏罗统的 Sr/Ba 分别为 0.8 和 0.27, 上
侏罗统海相咸水沉积为 7.6（王益友，1979）；我国学者研究苏北金湖凹陷阜宁群首次应用了该方法，
得出了“现代海相沉积物 Sr/Ba 比值一般大于 1, 现代和古代陆相沉积物 Sr/Ba 比值一般均小于 1, 说明

一、Sr/Ba 海陆相沉积环境判别的应用历史



48

它们在辨别海陆相地层是有效的。”的结论（王益友等，1979）。之后，这一结果在国内的教科书和相
关文献中被作为科学结论广泛引用（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1980；刘宝珺 ,1980；刘英俊等，1984；田
景春和张翔，2016）。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分析测试技术的进步和先进测试仪器的普及，Sr/Ba 的沉积环境判别在
现代沉积学、沉积岩石学、岩相古地理、石油地质学等领域的研究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主要是国内应
用广泛，但国际上应用的并不多）。

事实上，在应用过程中只有少数地区的海相碎屑岩的 Sr/Ba>1.0，绝大部分地区的碎屑岩无论是陆
相还是海相的 Sr/Ba 都 <1.0；如 Roser（2002）研究的新西兰的海相弧前盆地大部分样品全岩 Sr/Ba 介
于 0.3-0.6；Lamaskin（2008）研究的美国俄勒冈和爱达荷州海相泥质岩 Sr/Ba 变化很大，最高 5.48，
最低 0.06，大部分样品介于 0.1-0.6；Ross and Bustin（2009）分析的加拿大泥盆系 50 个海相页岩 Sr/
Ba 值最小为 0.002，最大 4.80，大部分介于 0.1-0.7；Effoudou-Priso （2014）研究的喀麦隆西海岸两
个第四纪海相剖面的全样 Sr/Ba 差别不大，大部分介于 0.35 ～ 0.55 之间；Gurel and Kadior（2010）
研究了土耳其南部早中新世 Aktoprak 盆地河流相和湖泊相全岩 Sr/Ba 差别很大，大部分样品的 Sr/Ba
都大于１。

我国海相碎屑岩的 Sr/Ba 大部分也小于 1.0。如粤西高明地区晚三叠世小坪组浅海陆棚相的炭质泥
岩的 Sr/Ba 为 0.16 ～ 0.20（许中杰等，2010）, 鄂西地区泥盆系−石炭系前三角洲、淡化潟湖以及滨海
相的泥质岩的 Sr/Ba 为 0.14 ～ 0.56, 个别样达 1.66（李珉等，2011）；中原油田下二叠统既有淡水的陆
相沉积、也有泻湖相沉积、还有海相沉积，但其 Sr/Ba 的变化仅为 0.12 ～ 0.24（刘户琴等，2010）；
广东肇庆奥陶系半咸水到浅海相砂泥岩的 Sr/Ba 只有 0.01-0.20（周恳恳等，2014），华南地区下寒武
统梅树村组海相黑色页岩中大部分 Sr/Ba 为 0.10-0.14, 砂质黑色页岩为 0.32-0.41（徐林刚等，2014），
渝东南下志留统浅水陆棚黑色岩系的 Sr/Ba 比介于 0.1-0.51, 大部分为 0.2-0.3（孙梦迪等，2014）。

即使现代海洋碎屑沉积物的 Sr/Ba 也常常小于 1，如苏北潮滩和长江口现代海相沉积物的 Sr/Ba
介 于 0.49-0.80（ 王 益 友 和 吴 萍，1983）； 渤 海 中 部 沉 积 物 的 Sr/Ba 仅 为 0.24 ～ 0.29（ 杨 作 升 等，
1985）；现代黄河三角洲从陆相到海相不同沉积环境碎屑沉积物的全样锶钡总量的比值仅为 0.40 ～ 0.48
（王爱华，1996）；长江三角洲近代沉积物的 Sr/Ba 也都小于 1.0（表 1）; 赵一阳和鄢明才（1993）通
过均匀分布于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水深小于 200 米浅海海域 286 件海相沉积物的研究结果，表
明中国浅海沉积物的平均值的 Sr/Ba 仅为 0.56，而大陆沉积物的平均 Sr/Ba 为 0.39。

二、Sr/Ba 海陆相沉积环境判别的应用现状

表 1  长江三角洲从陆向海沉积环境不同研究方法的 Sr/Ba 特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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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海相碎屑沉积物 Sr/Ba 大部分小于 1.0, 与教科书上大于 1.0 的定论相矛盾呢？
Sr/Ba 海陆相沉积环境判别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
（1）由于硫酸钡具有较小的溶度积 , 当淡水和海水混合时 , 淡水中的 Ba2+ 与海水中的 SO42 −结合 ,

形成 BaSO4 沉淀，使得海水中锶高钡低；
（2）由于钡的离子半径较大 , 具有比锶小的水合能 , 易被粘土矿物、胶体、有机质等吸附 , 使得陆

相和海陆过渡相沉积物中钡含量较高 , 海洋沉积物吸附的钡较少；而锶具有比钡较大的活动性 , 在搬运
过程中不易被吸附或形成化学沉淀，游离态的锶大部分被搬运入海；

（3）由于钡的离子半径大 , 不易进入钙质生物介壳 , 导致海洋生物介壳中锶远大于钡。
上述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陆相沉积物相对富 Ba 贫 Sr、海相沉积物相对富 Sr 贫 Ba ( 王益

友等 ,1979；刘宝珺，1980；刘英俊等，1984；王爱华，1996；钱利军等，2012)。需要强调的是，这
里所说的锶钡是参与表生地球化学的沉积成因锶钡，而不是沉积物中全部的锶钡。

沉积物 ( 岩 ) 中的元素由四部分组成：碎屑部分、粘土部分、化学沉淀部分、有机沉积部分（Walker，C.T.，
1962）。沉积物（岩）中元素的粘土部分、化学沉淀部分和有机沉积部分属于特定沉积环境下的内源沉积，
能反映当时沉积水体的盐度或氧化还原条件，可以称之为“沉积成因”的部分；而赋存于碎屑矿物中的
元素则反映了物源区构造背景、岩石类型、风化作用类型与强度的信息，其含量不受控于沉积时的地球
化学条件，可称之为“碎屑来源”部分。

许多学者认识到“碎屑来源”的锶钡会影响 Sr/Ba 海陆相沉积环境的判别效果。学者们采取了两种
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是尽量采集含碎屑矿物较少的细粒泥质沉积岩（物）；另一种是将全岩处理
后提取 <2μm 的粘土级沉积物。尽管这两种方法看上去似乎合理，但是前者还可能包含有非沉积成因的
微量元素 ( 李珉等，2011；李娟等，2013；王淑芳等，2014；徐林刚等，2014)；后者在提取过程中一
方面丢失了可交换态、稀酸可溶的碳酸盐态的锶和钡，另一方面，即使小于 2μm 的粘土仍残留有碎屑
成因的继承性微量元素信息 (Baioumy，2013)。

如何从碎屑沉积物中分离出沉积成因的锶钡就成了 Sr/Ba 海陆相沉积环境应用能否成功的关键技术
问题。

为了解决 Sr/Ba 海陆相沉积环境判别能否成功应用的关键技术问题——沉积成因锶和钡的选择性提
取技术，我们需要对不同盐度条件下沉积的碎屑沉积物中锶钡的地球化学行为和形态分布特征进行系统
的研究，但自然界的河口地区因受泾流、潮汐、波浪等的影响几乎无法获得恒定盐度的碎屑沉积物，因
而我们通过模拟三角洲环境，人工合成恒定盐度的碎屑沉积物。首先，我们采集了洪水期的含泥沙长江
河水与东海的不含泥沙的纯海水，按不同比例混合获得了不同恒定盐度的合成三角洲碎屑沉积物，然后
对不同盐度的合成沉积物进行连续提取化学物相分析，研究不同赋存形态的锶钡含量与 Sr/Ba 比值随盐
度的变化特征。实验结果发现，在淡水环境中吸附于河流泥沙中的钡在遇海水后发生了解析，使得沉积
物中离子可交换态钡含量迅速降低（图 1a 红实线），但当盐度大于 10‰后，离子可交换态钡的解析量

三、Sr/Ba 海陆相沉积环境判别的机理与存在问题的原因探寻

四、沉积成因锶和钡的选择性提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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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基本恒定（图 1a 绿实线）；碳酸盐态的钡在低盐度区（小于 5.0‰）也有下降的趋势（图 1b 红实线）;
可交换态的锶随盐度升高略有增加的趋势，其他各赋存形态的锶钡的变化随盐度的升高并不明显。以上
数据说明，合成碎屑沉积物中随盐度变化的只有离子可交换态和碳酸态的锶和钡，其他形态的锶钡含量
与盐度变化无关。

连续提取形态分析的结果还发现，碎屑沉积物中锶钡主要赋存于残渣态的硅酸盐矿物中，这种赋存
形式的锶和钡分别占总量的约 65% 和约 87%（图 2）。

图 1 长江三角洲合成恒定盐度沉积物中不同赋存形态与醋酸提取锶钡的变化

图 2 长江三角洲碎屑沉积物中不同赋存形态的锶钡的分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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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赋存形态的 Sr/Ba 对盐度的响应也具有差异。可交换态的 Sr/Ba 随盐度升高增大明显，并具有
良好的线性关系（图 3a）；碳酸盐态只在低盐区随盐度升高而增大，盐度大于 5.0‰后基本没有变化 ( 图
3b)；其他形态的 Sr/Ba 和总量 Sr/Ba 随盐度升高变化不大。也就是说，铁锰氧化物态、有机 - 还原态和
残渣态的 Sr/Ba 以及总量 Sr/Ba 并不随盐度变化而明显变化，其比值不宜用来判别碎屑沉积物的盐度环
境（图 3c）。

这就不难理解，全量 Sr/Ba 为什么无法正确进行海陆相沉积环境判别了。因为沉积成因的钡只占钡
总量的不到 15%，沉积成因的锶只占锶总量的不到 40%，而随盐度变化的离子可交换态和碳酸盐态锶
钡占锶钡总量的比例还更低。它们随盐度变化而变化的信号被完全淹没于总量锶钡之中。

从形态分析的结果还发现，碎屑沉积物中只有离子可交换态和碳酸盐态的锶钡含量可以用来判别沉
积物的盐度。如何从碎屑物中提取离子可交换态和碳酸盐态的锶和钡，就成为该技术的关键问题。

作者尝试用稀醋酸来对长江三角洲的合成沉积物进行选择性提取，取得了预想的结果。稀醋酸可以
很好地提取出碎屑沉积物中的可交换态和碳酸盐态的锶和钡，其选择性提取的锶与钡的量与可交换态加
碳酸盐态之和基本一致（图 1d）；选择性提取的 Sr/Ba 随着盐度的升高也逐渐增高，具有良好的线性关
系（图 3d）。

显然，我们找到了解决 Sr/Ba 海陆相沉积判别效果不佳问题的关键技术——稀醋酸选择性提取沉积
成因的锶钡进行碎屑沉积物的海陆相沉积环境判别（Wang et al,2018; 王爱华 ,2019; 王爱华 ,2020）。

图 3 长江三角洲合成沉积物不同形态 Sr/Ba 随盐度的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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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是基于人工合成恒定盐度的长江三角洲沉积物获得的，是否对自然沉积的长江三角洲沉积
物也有效呢？

作者沿长江纵向系统采集了从镇江到东海海域（E124。）约 450 千米不同盐度的 24 件表层沉积物
样品（F1-F8 为粘土质粉砂，F9-F14 为粉砂质砂），并分别采用稀醋酸和 1 摩尔醋酸铵对这些样品进行
了选择性提取。结果发现，醋酸提取的 Sr/Ba 在河流相和三角洲平原相（淡水）小于 1.0，三角洲前缘相（半
咸水）为 1.0 ～ 3.0，前三角洲相（咸水）为 3.0 ～ 8.0，浅海相（海水）大于 8.0；醋酸铵提取的锶钡也
具有类似的结果（图 4，表 1）。

（1）碎屑沉积物 Sr/Ba 判别海陆相沉积环境的理论基础可靠、技术方法可行，是一个很好的碎屑
沉积物盐度定性判别的地球化学指标；

（2）造成目前碎屑沉积物 Sr/Ba 判别海陆相沉积环境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是采用了错误的全样总
量锶钡分析方法所致，选择性提取分析方法将是 Sr/Ba 海陆相沉积环境判别可靠的分析方法；

（3）Sr/Ba 海陆相沉积环境判别方法只适用于碎屑沉积物淡水或咸水沉积环境的定性判别，由于自
然界碎屑沉积物中存在不定量的含锶钙质生物壳体，因而碎屑沉积物的选择性提取 Sr/Ba 不具备定量盐
度重建的理论基础；

自然沉积的长江三角洲表层沉积物的选择提取 Sr/Ba 具有随着海水盐度的增加明显升高的趋势，是
不是还可以用 Sr/Ba 进行盐度的定量重建呢？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人工合成的恒定盐度的碎屑物沉积物的实验结果显示可交换态锶钡比与盐度具有良好的线性关
系，其主要机理是可交换态钡随盐度增高而降低、可交换态锶随盐度增加而略有升高所致，实验合成的
过程并没有钙质生物壳生成。但是，自然环境下沉积的碎屑沉积物中有数量不等的海相钙质生物壳体中
的锶会被稀醋酸所提取，而钙质生物壳体的含量高低并不由盐度这一要素决定，其与水体的生物生产力
和沉积物的沉积速率有更大的关系，因而醋酸提取的 Sr/Ba 比值已不取决于盐度单一因素。因此，在无
法定量获得生物壳体中碳酸盐态锶含量的情况下，沉积物中醋酸提取的 Sr/Ba 只可用来定性判别海陆相
沉积环境，不宜用来定量恢复古盐度。

五、选择性提取 Sr/Ba 海陆相沉积环境判别的适用范围

六、选择性提取 Sr/Ba 判别海陆相沉积环境的几点认识

图 4 现代长江三角洲表层沉积物不同选择性提取方法的锶钡比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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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研究结论目前只适用于现代碎屑沉积物，对于碎屑沉积岩和非碎屑沉积岩（物）是否有效
还有待后续验证。

本文第一作者系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第二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本文属于作者理解与解读，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njywa@qq.com 联系。欲知更多详情，请进
一步阅读相关原始文献。

主要参考文献
[1]   Wang Ai-hua, Wang Zhuang-hua, Liu Jiankun, Xu Naicen, and Li Hualin.2021. The Sr/Ba ratio 

response to salinity in clastic sediment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hemical Geology, 559: 1-17. 
DOI：10.1016/j.chemgeo.2020.119923

[2]  王爱华 , 叶思源 , 刘建坤 , 丁喜桂 .2020. 黄河三角洲钻孔中选择性提取 Sr/Ba 的沉积环境判别初
探 . 沉积学报，38)3): 635-648 .

[3]  王爱华 , 刘建坤 , 李华玲 , 张 飞 .2019. 陆源碎屑沉积物中沉积成因锶钡的选择性提取方法 [P]. 中
国知识产权局 , 发明专利 , ZL 201611260917.0. 授权日 ,2019-03-05.

[4]   王爱华 . 1996. 不同形态 Sr/Ba 的沉积环境判别效果比较 . 沉积学报 ,14(4): 168-173.
[5]   Baioumy, H.M., 2013.  Effect of the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compositional variations 

among the phosphorite deposits in Egypt. Russian Geology and Geophysics, 54: 454–463.
[6]   Ross, D.J.K. and Bustin, R.M. 2009. Investigating the use of sedimentary geochemical proxies 

for paleoenvironm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rmally mature organic-rich strata: Examples from the 
Devonian–Mississippian shales, Western Canadian Sedimentary Basin. Chemical Geology. 260: 1-19.

[7]   Wang Aihua, Liu Jiankun, Zhang Fei, et al. 2018. Selective extraction of sedimentologic 
strontium and barium in terrigenous clastic sediments [P].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Patent: US10151018 B2, Date of Patent: Dec. 11, 2018.

[8]   田景春 , 张 翔 .2016. 沉积地球化学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56-78.
[9]   王益友 , 郭文莹 , 张国栋 .1979. 几种地球化学标志在金湖凹陷阜宁群沉积环境中的应用 . 同济大

学学报 ,7(2):51-60.
[10]  王益友 , 吴 萍 .1983. 江浙海岸带沉积物的地球化学标志 . 同济大学学报 , 11(4):79-87.
[11]  杨作升 , 孙宝喜 , 沈渭铨 .1985. 黄河口毗邻海域细粒沉积物特征及沉积物入海后的运移 . 山东

海洋学院学报 ,15(2):121-128.

责任编辑 | 
图文 |
审核 | 
校稿 |
美编 |

胡修棉
王爱华 王张华
胡修棉 许艺炜  赖文
祝上
李宇琦



54

沉积故事

8.HiRISE 拍摄的火星陨石坑内沉积岩图集（连载一）

6 月 30 日

全篇约 4538 字，25 图，阅读需要 12 分钟

【2021 年 5 月 15 日，我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火星任务天问一号携带的着陆巡视组合体成功着陆乌
托邦平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成功着陆火星的国家，开启了我国行星探测的新时代。消息传来，
举国欢腾，全民振奋。火星分布着大量的沉积岩，是了解火星的水、宜居环境的独一无二的对象。美
国沉积地质学会（SEPM）2012 年出版了由加州理工大学 John P. Grotzinger 教授和圣母大学 Ralph E. 
Milliken 教授联合主编的“火星沉积地质”专辑。文字和图片如无特别标注，均选自该专辑的第二篇文
章 (Beyer R.A., et al., 2012, SEPM Special Publication 102)。

这些照片由美国 NASA 高分辨率成像科学实验照相机 HiRISE 在火星勘测轨道器 MRO 上拍摄。为了
更好地了解火星沉积岩，《沉积之声》编辑部特组织编译该图集，由于图片和内容过长，故分两期以飨读者，
此为第一期。】

“世界本无界，唯有异乡人”
“There are no foreign lands. It is only the traveler who is foreign”.

苏格兰作家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83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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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和未知地方的图像长期以来激发了一批又一批探险家和科学家的想象力。谁能忘记 1968 年宇
航员威廉·安德斯在阿波罗 8 号上拍摄的第一张地球冉冉升起的照片。50 年前，水手 9 号拍摄的火星奥
林匹斯山（太阳系最高的山峰）和水手谷的照片惊艳了全世界，开创了火星研究的新时代。

2000 年，沉积成因的“层状地形”的成功识别是火星科学研究的一项重大发现，这些沉积物与水手
谷等为代表的侵蚀地貌构成了“源 - 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地方侵蚀的观察，自然意味着被
侵蚀的物质会沉积在其他地方，所以这一发现与其说是令人惊讶，不如说是令人兴奋。与侵蚀不同，沉
积岩记录了过去事件的时间序列，因此可用来分析环境历史。此后，以沉积岩研究为主的“岩石循环”
成为 NASA 火星探测科学研究的核心。

由于火星岩石样品的缺乏，火星的绝对年龄是推测的。根据撞击坑的频率分布，火星的地质时期被
人为划分为诺亚纪（诞生至 3.6 Ga）、西方纪（3.6-3.1 Ga）和亚马逊纪（ 3.1 Ga 至今）三期。

根据现今发现这些沉积岩露头的环境，作者将火星沉积物分为 6 个类别（表 1），包括：（1）欠充
填陨石坑内部；（2）过充填陨石坑内部；（3）裂谷 / 峡谷单元；（4）平原覆盖沉积；（5）古老基底地貌，
以及（6）极地沉积。

该图集主要基于在火星勘测轨道器（MRO）的高分辨率成像科学实验（HiRISE）。这台相机提供
25cm/ 像素的图像，测绘带宽度约 6km。HiRISE 图像和数字地形模型（DTM）可以从 http://hirise.
lpl.arizona.edu 下载。此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行星数据系统（PDS）也提供了火星的
其他图像数据 http://pds.jpl.nasa.gov。 本图集包括一些来自背景相机图片（CTX）和浅层雷达的数据
（SHARAD），其中 CTX 获取火星的灰度图像，空间尺度约为 6 米 / 像素，测绘带宽度约为 30km。

本图集的目的是提供火星“层状地貌”多样性的图像样本，这些地形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通过
沉积作用形成的。作者希望这些图片能激励读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自己的研究。

一、概述

图 1 火星推测的沉积岩的空间分布 (Grotzinger 和 Milliken, 2012)。白点显示 HiRISE 图像观察到的层状沉积，黑点代表 MOC 图片
标注层状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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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本文提及的火星沉积的重要地区、地点分布图 (Grotzinger 和 Milliken, 2012)。

二、火星沉积分类

表 1 火星沉积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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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充填陨石坑内沉积岩的高度没有超过陨石坑的边缘，陨石坑呈欠充填状态。进一步细分为具有不
同扇体形态的沉积（例如，Eberswalde 陨石坑三角洲、Holden 陨石坑冲积沉积、Xanthe 阶梯扇）和
不具有扇体形态的沉积（例如，哥伦布陨石坑沉积物）。尽管 Melas 裂谷中假定的湖底扇位于水手谷内，
而不是陨石坑，但由于形成 Melas 沉积物的河流系统发育良好，因此将其归为这一类。

过充填陨石坑内的沉积物的高度接近或高于陨石坑边缘的当前高度。虽然对这些沉积物没有直接的
解释，但很可能是曾经更大的沉积物的残余物，这些沉积物既填满了陨石坑，又延伸到覆盖周围的高
原。这些沉积物中有许多是在陨石坑中心附近形成的高大土堆，周围环绕着一条海拔较低的“护城河”。
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侵蚀过程，这些侵蚀过程会冲走周围的沉积物，并几乎侵蚀到陨石坑底部，同时使
一个孤立的土堆得以保存。盖尔陨石坑丘、Terby 陨石坑层状桌子山 ( mesas)、 Henry 陨石坑分层丘、
Galle 陨石坑层状沉积都显示了这种残余的高海拔地形，可能为以前的广泛沉积提供了证据，其横向范
围比目前保存的更大。

火星上的裂谷和峡谷提供了地形低谷和封闭的盆地，沉积物可以在这些盆地中积累，它们的沉积物
通常与在陨石坑中发现的类似。火星的水手谷非常大和宽广，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环境来测试各种沉积假
说。作者将水手谷的沉积分为未受到构造破坏的沉积（Ophir、Melas、Juventae 和恒河裂谷的沉积）
和具有变形层状的沉积，如西 Candor 裂谷。

覆盖沉积物的平原包括复杂的分层单元序列，这些分层单元在火星表面的不同地方差异很大。火山
作用、沉积作用和河流作用都在这些地形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这些地形单元的独特特征是围绕着水手
谷的高原，呈现出其他地方所未见的分层出露。这些沉积物可能是在裂谷开口之前存在的河流系统的证
据，或者是那些最终流入这些巨大洞穴的河流系统的证据。

其他非常古老的地形包括火星地壳最古老的可识别部分（来自火星诺亚时期），在许多情况下，这
些部分已经被各种化学和物理过程所改变。该火星古地壳含有大量黏土矿物沉积，其存在表明地表或地
下存在水 - 岩相互作用。尽管这种变化的具体时间和持续时间尚不清楚。古代地形由层状岩石组成，其
中许多可能是沉积成因，但也有许多缺乏清晰分层的沉积物。这些沉积物可能代表原生地壳、火山口喷
出物的厚沉积物，或被热液过程严重蚀变的区域。火星岩石记录的沉积过程至少早于 40 亿年，而且可
能更长。这使得火星成为了解太阳系最早历史上的水和沉积过程的一个特别有趣且独特的地方。

火星南北两极的极地沉积物显示出各种各样的冰和尘埃分层序列，这些序列可能记录了火星气候的
近期变化。极地的层状沉积物最早出现在“水手 9 号”的图像中，这一发现推动了火星气候变化的理论研究。
最近的观测表明，极地层状沉积物中富含固态水——冰，而且沉积物比先前认为的要少。

I 欠充填陨石坑内
1.Eberswalde 陨石坑三角洲
Eberswalde 陨石坑包含出露保存完好的三角洲形态末端的 100 m 地层，最有可能追溯到西方纪，

尽管它可能与诺亚纪晚期一样古老，也可能与亚马逊早期一样年轻（Grant and Wilson 2011）。这个沉
积体包含几十个浅倾斜（~2°），不同厚度的明暗交替层（～ 1-10 m）。HiRISE 地形模型揭示了顶积层、
前积层和底积层地层，这些底积层被解读为湖泊沉积。该三角洲与火星上其他扇形沉积物的区别在于，

三、陨石坑内典型沉积岩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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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个保存完好的分支河道系统，包括舌状体、反转水道和裁弯取直等沉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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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olden 陨石坑冲积沉积
Holden 陨石坑中较亮的层以圆形斜坡和山丘的形式出露出来，这些山丘位于沿着陨石坑内缘分布

的冲积扇沉积物之下。这些相对平坦的地层被解释为远端冲积或湖泊沉积，尽管没有保存明显的同时期
的扇三角洲。分层良好的沉积体可追踪数百米，对应于 Holden 岩石地层的下单元，该下部单元的时代
为西方纪或亚马逊早期。下部单元覆盖在一个角砾岩基底之上，由直径为几十米的分选差的砾块组成，
之上覆盖的是一个暗色调、大致显示出层状的岩石单元。在 Holden 陨石坑地层中观察到 Fe/Mg 蒙脱石
黏土矿物和可能的混合层蒙脱石 - 绿泥石层状硅酸盐。

3.Xanthe Terra 阶梯扇
Xanthe Terra 地区有几个扇形沉积，出现在渠道与火山口壁相交的地方。这些扇形沉积物与火星上

的冲积扇或三角洲不同，因为它们是由独特的同心阶梯组成的，它们缺乏裂片或分布渠道的证据，而且
在扇形沉积物的表面几乎没有发生切口。这些扇子的上部通常包括一个平坦的平原和一个陡峭的正面，
它们被认为是晚诺亚纪时代形成的。阶地存在于地块的远端，被认为是波浪作用或再沉积过程的侵蚀痕。
对于 Xanthe Terra 的这些扇面的起源和 Memnonia 地区的类似特征有许多假设，包括由单一的流出事
件形成，或解释为 Gilbert 型三角洲。另外，这些扇形沉积物也有可能是粘性碎屑流沉积物，在峡谷口
和火山口壁横向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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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Melas 裂谷湖底扇
这些位于 Melas 裂谷地形盆地中心的诺亚纪或西方纪扇体，在水手谷河谷的未变形层状沉积物中是

独特的，因为它们表明湖底成因。在扇体中观察到的层以其低斜率为特征，它们保留了水道分支几何结
构和树枝状小尺度裂片的证据。在 Melas 扇附近发现了单水和多水硫酸盐、铁氧化物、蛋白石（含水二
氧化硅）和黄钾铁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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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哥伦布陨石坑沉积
在哥伦布陨石坑的底部和内壁发现了层状沉积物。由于该地区未发现河流网络，因此假设存在地下

水补给的湖环境，以解释陨石坑内的层状沉积物和观察到的矿物学。在这些地层中发现了与高岭石互层
的多水硫酸盐（石膏和硫酸镁），还观察到黄钾铁矾和 Fe/Mg 蒙脱石，并假设其形成于诺亚纪晚期。层
状物质由多边形断裂的明亮层组成，这些明亮层的分布可以沿着陨石坑的周长追踪。

 II 过充填陨石坑内
6.Becquerel 陨石坑中的层状丘
Becquerel 陨石坑中的层状土堆包含重复的硬化层，显示出几乎均匀的厚度，似乎以韵律束的形式

表达。地层通常色调一致，经常断裂和断裂，导致整个剖面各层的构造偏移。已经提出了几种解释来解
释贝克勒尔丘的起源，包括空气降尘、湖泊沉积或极地层状沉积。类似的出露可以在阿拉伯 Terra 地区
的其他地方发现，例如，亨利陨石坑、斯基亚帕雷利陨石坑、韦纳尔陨石坑和克罗梅林陨石坑，它们被
认为是诺亚纪的年龄。在亨利陨石坑，层状土堆的高度比陨石坑边缘高，表明沉积在一个充满过多的盆
地中。在贝克勒尔陨石坑，土丘上的最高点位于陨石坑边缘以下，因此很难确定这些地层是在欠充填盆
地沉积，还是更广泛的过度充填盆地沉积的退化遗迹。



62



63

 7.Galle 陨石坑层状沉积
Galle 陨石坑的南部有一堆 600m 厚的层状沉积物，其形成年代暂时不知。沉积下部由薄层组成，

具有不整合接触面和许多截断面。这一层状沉积物被解释为湖泊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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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ale 陨石坑层状丘
Gale 陨石坑包含一个层状土堆，呈现出不同的矿物特征和层状形态。这里 5km 厚的大丘是火星上

最显著的的连续的沉积剖面。在整个剖面观察到明显的矿物层。底部的层状沉积物含有硫酸盐和黏土，
而中段黏土贫乏，但富含单水硫酸盐和多水硫酸盐。上部的光谱似乎是中性的，与火星尘埃的成分一致。
盖尔陨石坑可能记录了火星从诺亚纪到西方纪的大部分时间。许多假说被用来解释这一堆沉积层的成因，
包括火山灰、湖泊、风成岩、泉丘或古代极地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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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Terby 陨石坑层状桌子山
位于 Hellas 盆地北缘 Terby 陨石坑有三个层状桌子山，出露厚达 2.5km 地层序列。陨石坑北部的

岩层比南部边缘海拔更高。该沉积有多种解释，包括风成、湖泊、火山气流、三角洲沉积。层状桌子山
显示铁 / 镁蒙脱石黏土矿物信号，还有水合镁硫酸盐；也可能存在沸石或水合硅酸盐。这些地层的反照
率从亮到暗各不相同，横向连续数公里。局部观察到这些地层不整合截断。层在某些地方呈多边形断裂，
并表现出沟槽结构，这被认为是风蚀作用的结果，并且它被推测是在诺亚纪期间沉积。在 Hellas 盆地的
北缘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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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故事

9.HiRISE 拍摄的火星陨石坑内沉积岩图集（连载二）

7 月 7 日

全篇约 2371 字，18 图，阅读需要 10 分钟

【2021 年 5 月 15 日，我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火星任务天问一号携带的着陆巡视组合体成功着陆乌
托邦平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成功着陆火星的国家，开启了我国行星探测的新时代。消息传来，
举国欢腾，全民振奋。火星分布着大量的沉积岩，是了解火星的水、宜居环境的独一无二的对象。美
国沉积地质学会（SEPM）2012 年出版了由加州理工大学 John P. Grotzinger 教授和圣母大学 Ralph E. 
Milliken 教授联合主编的“火星沉积地质”专辑。文字和图片如无特别标注，均选自该专辑的第二篇文
章 (Beyer R.A., et al., 2012, SEPM Special Publication 102)。这些照片由美国 NASA 高分辨率成像科学实
验照相机 HiRISE 在火星勘测轨道器 MRO 上拍摄。为了更好地了解火星沉积岩，《沉积之声》编辑部特
组织编译该图集，由于图片和内容过长，故分两期以飨读者，此为第二期。】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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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裂谷 / 峡谷
10. 水手谷未变形沉积
各种层状沉积物以孤立的高原形式出露在裂谷底板上，并与水手谷的墙壁相邻。尚未确定这些地层

的单一成因，可能需要各种不同的成因机制来解释水手谷内沉积物的多样性，这些沉积可能位于诺亚纪
晚期至西方纪。一般来说，这些沉积物是数百米至千米厚的未变形地层堆积物，其厚度和反照率各不相同。
在许多露头中检测到单羟基和多羟基硫酸盐、氧化铁和层状硅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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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西 Candor 裂谷变形层状沉积
尽管水手谷系统包含许多层状单元，但在某些位置，这些单元显示出广泛的脆性和韧性变形，使

其在这些广泛的沉积中显得独一无二。这种变形在西坎多尔峡谷中首次被详细描述，但在 Melas 和 Ius 
Chasmata 中也观察到了这种变形。在西 Candor 裂谷的层状沉积中检测到硅藻土、多水合硫酸盐以及
纳米氧化铁和氢氧化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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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平原覆盖沉积物
12. 水手谷周围平原沉积
在水手谷河谷周围的平原上观察到了分层良好的沉积物，其中一个最好的实例是位于 Juventae 裂

谷以西的平原上，在那里，层状岩石（1 米厚岩层）出现在保存的陨石坑喷出物的下方和反转通道内。
这些岩层形成了连续长达数十千米的狭窄、蜿蜒的层状构造。在沉积物中检测到羟基化硫酸铁和水合二
氧化硅（蛋白石）。水手谷周围平原上的几个地点也出露相似组成和层状的地层，包括 Ius 裂谷、Melas 
裂谷、Candor 裂谷和恒河裂谷以南的 Louros Valles 周围平原。这些地层单元被认为是西方纪晚期或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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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Meridiani 层状平原沉积
Meridiani（子午线）平原是一个赤道地区，拥有丰富的沉积岩，覆盖了几十万平方千米的火星表面。

CRISM 和 OMEGA 绘制的地图显示，该区在诺亚纪晚期至西方纪早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层单位，不同
种类的矿物。这里的沉积物显示了随时间演化的广泛含水历史的证据，包括沉积、蚀变和反复侵蚀。机
遇号火星车目前正在研究地层剖面（Burns 地层）的顶部，该地层主要由风成富含硫酸盐的砂岩组成，
局部被河流改造，这些砂岩在成岩阶段又被地下卤水改造过。

V 古老基底地貌
14.Mawrth Vallis 层状平原
Mawrth Vallis 是位于南部高地和北部低地之间的一条古老的流出水道，位于地球上一些最古老的诺

亚纪层状沉积物中。与 Mawrth Vallis 相邻的平坦平原出露富含 Fe、Mg 和 Al 粘土的地层，覆盖面积超
过 10 万平方千米。这些岩石出露为不规则形状的侵蚀丘和陡坎。尽管对层状沉积物有许多沉积成因解释，
包括蚀变火山碎屑沉积物或湖泊成因，但撞击过程可能在该位置沉积物的形成、搬运和分布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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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Nili Fossae
Nili Fossae 和 Syrtis Major 地区位于火星 Isidis 大型撞击盆地的西北缘。前者是大型的同心地堑，

很可能是在 Isidis 撞击事件后由构造重新调整形成的，而后者是诺亚纪时期的地形，由来自 Syrtis Major
火山系统的较年轻的西方纪熔岩流覆盖。该地区的层状岩石是火星上最古老的岩石之一，很可能老于 3.7 
Ga。这些岩石忠观察到丰富的矿物，包括铁 / 镁蒙脱石、高岭土、乳白硅石、硫酸盐、碳酸盐、蛇纹石、
葡萄石和沸石。该地区的层状沉积物被解释为热液或水流改变的基性 / 超基性熔岩流和撞击角砾沉积物，
两者都可能包括古代诺亚纪基底的大部分。相比之下，上覆的西方纪熔岩流可能代表了低温、近地表的
水蚀作用。Nili Fossae 地区的层状岩石的起源和沉积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但是它们的古老性和
矿物学的多样性表明，水力过程在古代火星上是很重要和普遍的。事实上，这些岩石可能提供了一些经
受住后期重轰炸期原生地壳的最佳例子。

16.Oudemans 陨石坑中部隆起
陡倾层状岩石出露在 Oudemans 陨石坑的中央隆起处，位于水手谷的西端。由于撞击形成过程，

Oudemans 出露的地层可能是从地表以下几千米的深度暴露出来的。这些陡倾地层可能与附近的水手谷
岩壁中出露的地层有关。Tharsis 地区的其他几个陨石坑（如 Martin 和 Mazamba 陨石坑）也在其中央
隆起处显示出保存完好的地层，表明这些层状沉积物与 Tharsis 火山的火山灰沉降物之间可能存在联系。
这些地层可能是玄武质火山碎屑沉积，而不是沉积成因。这些类型的出露被发现在西方纪和亚马逊纪陨
石坑表面，但他们的形成过程延续到诺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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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极地层状沉积
17. 北极层状沉积
北极层状沉积物由 3 千米厚的年轻地层组成，出露在火星北极地区的地槽和痕壁上。雷达数据显示，

北极层状沉积物主要由水冰组成，并被认为记录了近期的气候变化。虽然北极的陨石坑很稀少，但是它
们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一直在沉积。北极层状沉积物在数百公里的范围内是横向连续的，它们在出露的地
方表现出不同的亮度、粗糙度和坡度。HiRISE 探测到的最薄的岩层是 10 厘米，但大多数可观察到的岩
层是米级的厚度。北极层状沉积物下部产状是陡峭的，表现出广泛的多边形断裂，而上部通常出露在坡
度平缓的槽中，缺乏多边形出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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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南极层状沉积
南极层状沉积物是在南极地区的地槽和地痕壁上观察到的，厚达 3 千米。由不同数量的水冰和尘

埃组成。撞击坑在南极层状沉积物上更为常见，表明它们的表面比北极层状沉积物更古老，估计年龄在
30-100 Ma 之间。南极层状沉积物由三个单元组成，尽管每个单元都可以被细分为由较小规模的韵律层。
南极层状沉积物观察到的最小尺度的岩层更厚。南极层状沉积物可能同样记录了火星上的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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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相关原始文献：
Beyer, R. A. , Stack, K. M. , Griffes, J. L. , Milliken, R. E. , & Grotzinger, J. P. . (2012). An atlas of mars 

sedimentary rocks as seen by hirise. Sepm Special Publications, 102, 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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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快讯

10. 藏南古新世 - 始新世极热事件与海平面、生物及碳循环变化

李娟，胡修棉         1 月 6 日

全篇约 3629 字，7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原创

古新世 - 始新世极热事件（Paleocene Eocene Thermal Maximum, 简称 PETM）是发生在古新世 -
始新世界线（56 Ma）的一次极端气候事件（Kennett and Stott, 1991; Zachos et al., 2001），为中新生
代以来，典型的极热事件之一且距今最近，主要表现为大气 CO2 浓度快速增加，全球温度增加 5~8 ° C
（Dunkley Jones et al., 2013），碳同位素负偏移（幅度（CIE）达 2.5~8‰）（McInerney and Wing, 
2011）（图 1）。

一、何为 PETM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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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新生代发生多次极热事件，其中典型的极热事件包括 PTB、TOAE、OAEs 及 PETM（修改自胡修棉等，2020）及底栖有孔
虫记录的 PETM 事件碳、氧同位素曲线图（修改 Zachos et al., 2001）

图 2 PETM 事件期间海相生物的响应（Speijer et al., 2012），以 Gavelinella beccariiformis 为代表的深海底栖有孔虫发生灭绝，
低纬度地区 Apectodinium、Acarinian、Morozovella 向高纬度地区甚至两极迁移 ; 低纬度地区 Nummulites 和 Alveolina 的出现

及珊瑚的消失（橙色区域）; 以 Phormocyrtis cubensis 为代表的放射虫亦向两极迁移

PETM 事件启动迅速（<20 kyr），持续时间短（170~200 kyr; Westerhold et al., 2018），对当时的
全球气候、环境和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快速的全球增温，还导致了快速的海平面变化（Sluijs 
et al., 2008）、降雨量增加和水循环增强（Chen et al., 2016）、海洋缺氧（Dickson et al., 2014）、海
洋酸化 (Zachos et al., 2005)、生物更替、灭绝或突然爆发（Speijer et al., 2012; Wing et al., 2005, 图 2）
等一系列的环境气候和生物变化。



77图 3 喜马拉雅地区地质简图（据 Gansser, 1964 修改）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大量化石燃料的燃烧，全球大气 CO2 浓度不断增加，全球温度不断
上升，全球海平面也以 3.6 mm/yr 速度不断上涨（IPCC, 2019）。据估计到 2100 年全球海平面可能会
比现今上升 2 m（Bamber et al., 2019），这将引起 179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流失，1.87 亿人口失去居住
地（Nicholls et al., 2011）。如果全球气温持续上升，地球上所有冰川融化，将会引起全球海平面上升
80 m（Poore et al., 2000），这将对我国产生严重的影响，例如目前我国东中部地区（包括长三角地区、
珠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以及沿长江经济带低海拔地区（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台湾
省西部沿海地区、香港和澳门的全部地区、海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将被海水淹没（许艺炜等，2020）。

作为距现今时代最近、最为剧烈的全球增温事件，PETM 事件对于了解极端温室气候条件下，全球
的气候、生物、环境、海平面变化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胡修棉等，2020）。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国
内外学者对 PETM 事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前人的研究资料多来自于深海地区和陆相沉积，而
对于浅海地区研究较少，尤其是缺乏浅水碳酸盐岩台地的研究。而浅海作为连接大陆和深海的枢纽，与
陆地和深海相比具有独特优势，一方面位于透光带的浅水区是生物生存的主体环境，对海平面和环境的
变化较为敏感，另一方面浅海地区沉积速率高，更有利于刻画 PETM 事件在地层中作用过程，查明其海
平面变化过程及变化幅度、环境变化及生物演化等。

在我国西藏南部特提斯喜马拉雅定日、岗巴一带，属于印度板块北缘，完整保存了上古新统 - 下始
新统海相地层，其中包括连续的浅水碳酸盐岩台地沉积—宗浦组（Wan et al., 2002），为研究碳酸盐岩
台地 PETM 事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图 3）。宗浦组整合于滨岸相基堵拉组石英砂岩之上，与上覆
恩巴组钙质页岩夹砂岩呈平行不整合接触。宗浦组下部为薄层 - 块状灰岩，中部为瘤状灰岩，上部为厚
层块状灰岩，含丰富的底栖有孔虫、钙藻、双壳、腹足、棘皮、介形虫、珊瑚等古生物化石。在局部地区，
宗浦组中部的瘤状灰岩与上部厚层块状灰岩之间发育一套以灰岩砾石为主的砾岩层（万晓樵等 , 2006; 王
曦等 , 2010; Li et al., 2015）。前人对宗浦组开展了沉积学、生物地层学、同位素地球化学等一系列工
作，初步限定了 PETM 事件的发生层位及其沉积、古生物、碳同位素响应（Li et al., 2015, 2017; Zhang 
et al., 2017, 2018, 2020），极大地增进了对浅海环境下对 PETM 事件的认识。

二、为何要研究 PETM 事件？

三、藏南特提斯喜马拉雅地区 PETM 事件的沉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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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课题组对对岗巴地区宗浦组进行了详细的生物地层学和沉积学工作（Li et al., 2017)。
研 究 发 现，PETM 事 件 之 前（Pre-PETM）， 岩 性 以 瘤 状 灰 岩 为 主， 底 栖 大 有 孔 虫 生 物 带 为 SBZ4
（Shallow Benthic Zone，简称 SBZ），沉积环境为碳酸盐岩中缓坡沉积；在 PETM 事件恢复段（CIE 
recovery），岩性以块状灰岩为特征，底栖大有孔虫生物带为 SBZ6，沉积环境为潟湖。可见底栖大有孔
虫组合和沉积环境在 PETM 事件的恢复段发生突变，二者之间存在一次明显的古水深变浅事件，以瘤状
灰岩与块状灰岩之间的砾岩层为标志，但是由于 PETM 起始段在岗巴地区缺失，无法查明 PETM 起始段
（CIE onset）古水深变化（图 4）。随后，Zhang et al.（2018）对宗浦组做了详细的底栖大有孔虫生物
地层工作，并限定 PETM 事件起始于底栖大有孔虫生物带 SBZ5 内，底栖大有孔虫生物组合变化发生于
PETM 恢复段而非起始段。根据碳同位素等地球化学分析认为，在浅海 PETM CIE 幅度可达 7‰，可能为
PETM CIE 的真实幅度，据此获得 PETM 时期碳释放总量少于 28000 Pg（Zhang et al., 2017, 2020）。

最近，Li et al.（2020）对藏南特提斯喜马拉雅定日地区申克扎剖面晚古新世 - 早始新世浅水碳酸盐
岩开展了详细的沉积学、底栖大有孔虫生物地层学和地球化学工作，试图进一步查明藏南地区 PETM 期
间沉积环境、生物和碳同位素变化的响应。

图 4 藏南岗巴地区 PETM 记录野外照片、岩性及碳同位素曲线图（Li et al., 2017）

图 5 西藏定日地区申克扎剖面底栖大有孔虫显微照片 , a-c）为 PETM 事件之前、PETM 起始及 core 阶段（Pre PETM、CIE onset、
CIE core）; d-e） 为 PETM 事 件 恢 复 阶 段（CIE recovery）。 其 中 a-c） 分 别 为 Lockhartia haimei、Daviesina garumnensis、

Miscellanea miscella, d-e）分别为 Alveolina subsolanus、Alveolina pasticil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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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在 PETM 事件起始段和负偏段，沉积环境、底栖大有孔虫生物组合与 PETM 事件之前
并无变化，生物组合以 Nummulitids 底栖大有孔虫为主（图 5a-5c），沉积环境为碳酸盐岩中缓坡，且
水深向上逐渐变深（图 6a-6b）；但是在 PETM 事件恢复段，底栖大有孔虫生物组合更替为 Alveolina-
Orbitolites（图 5d-5e），沉积环境突变为局限潟湖（图 6c-6d），二者之间存在一次明显的古水深变浅
事件，而此次变浅对应于岗巴地区瘤状灰岩与块状灰岩之间的砾岩沉积（图 4）。

因此我们认为这套砾岩的形成与古水深的变浅相关：在 PETM 恢复段，相对海平面突然变浅，侵蚀
基准面的下降导致形成一系列深切谷，在随后的海侵过程中在水深较浅的岗巴地区形成砾岩层，而在水
深较深的定日地区表现为一不整合。至于此次古水深变浅的原因，目前仍不确定，可能为构造引起的隆
升或是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下降（Li et al., 2017）。

图 6 西藏定日地区申克扎剖面典型微相显微照片 , a-b）为 PETM 事件之前、PETM 起始及 core 阶段 ; c-d）为 PETM 事件恢复阶
段。其中 a-b）分别为 Nummulitids 砾屑灰岩、Green algae-Nummulitids 泥粒灰岩 ; c-d）分别为 Miliolids-Alveolina 粒泥灰岩、

Rotalia-Alveolina 泥粒灰岩

图 7 藏南定日地区申克扎剖面底栖大有孔虫、沉积环境及碳同位素曲线对比图（Li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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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M 时期特提斯喜马拉雅处于低纬度赤道地区（Yi et al., 2011），PETM 期间赤道地区海水表层温
度从起始段开始迅速上升，并在 PETM CIE 平台阶段达到最高（Aze et al., 2014）。但是有趣的是，本次
研究发现，PETM 起始段对应于底栖大有孔虫带 SBZ4 与 SBZ5 界线处，而底栖大有孔虫在温度最高的
CIE 负偏移稳定段，没有发生改变，却在 PETM 恢复段，发生了更替（图 7），与 Zhang et al.（2018）
研究结果一致。因此，我们认为，温度并非浅海碳酸盐台地底栖大有孔虫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更有可
能是海平面的突然下降，改变了底栖大有孔虫的生活环境（水深、光照等），从而引起了底栖大有孔虫
的更替。

本次研究发现，在 PETM 起始阶段，相比于的陆地植物迁移及哺乳动物的突然爆发、深海底栖有孔
虫的灭绝，浅海生物，尤其是底栖大有孔虫受影响不大，而 Ivany et al.（2018）研究了 PETM 前后的浅
海软体动物生物群，发现 PETM 事件对软体动物影响也不大，或是底栖大有孔虫或者软体动物生物群早
已经习惯了极热的温度条件，或是浅海环境对 PETM 引起气候变化具一定的缓冲作用，保护了浅海生物。

本文第一作者系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助理研究员，第二作者为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本文属作者认识，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lij0723@163.com 与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请
进一步阅读下列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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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快讯

11. 藏南日喀则弧前盆地的 PETM 记录及其水循环响应

蒋璟鑫          1 月 13 日

全篇约 3493 字，6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原创

上期《沉积之声》介绍了藏南特提斯喜马拉雅地区碳酸盐台地环境下古新世 - 始新世极热事件（简
称 PETM）期间的海平面、生物及碳循环变化，本期我们继续聚焦 PETM，将目光移至活动大陆边缘环
境下的日喀则弧前盆地浅海地区，并重点关注 PETM 与水循环变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图 1  水循环示意图（图片来源 http://diagramcenter.org/standards-and-practices/content-model.html，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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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循环是指自然界的水在水圈、大气圈、生物圈和岩石圈四个圈层中通过各个环节连续运动的过程，
其中蒸发和降雨是水循环过程的主要环节，而温度则是影响水循环的关键因素（图 1）。水循环不仅是
地球上重要的物质循环之一，而且联系着海陆两大系统，塑造着地表形态，制约着地球生态环境的平衡
和协调，因此，水循环对于地球表层结构的演变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2019 年 8 月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发布的综合报告显示，过去一个世纪，全球关于极端降雨事件的报道
层出不穷，仅 1981 年至 2010 年期间，全球极端降雨事件的数量相比正常期望值显著增加了 12%。这
些极端降雨对人类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引起了社会大众和科学家的广泛关注。为什么会出
现极端降雨事件呢？科学家将其归因于人类活动释放的大量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变暖，因为变暖会导致
大气中饱含更多的水蒸气，进而使水循环加剧和极端降雨增加。如果保持当前气候状态持续发展，是否
会导致更严重的气候事件？如果会，这些变化又会对生态和环境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全球变暖带来的
压力迫切需要对未来气候变化趋势有更深入的认识。由于气候模拟存在对气候系统认识不够全面以及较
强的主观性，因此研究地质历史时期类似的快速变暖事件，是认识当前全球变暖趋势及其水循环变化的
最佳选择。

前一期《沉积之声》已经了解到，PETM 事件作为距今最近的一次全球性极热事件（~5600 万年前，
图 2），是我们研究和认识当前全球变暖最好的实例。那么 PETM 时期的水循环是如何变化的呢？它对
地球环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能给未来环境变化提供怎样的启示？

一、水循环及其内涵

图 2  晚古生代以来的温室、冰室气候转变和极热事件
（图片修改自“Understanding Earth's Deep Past: Lessons for Our Climate Future”，2011）



84

近年来，由于全球极端降雨事件的频发，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关注 PETM 时期的水循环。这些研
究表明，PETM 期间水循环加强，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水循环加强指的是低纬度向高纬度的水汽输送增加，
而不是全球降雨量的增加。整体上，PETM 期间中高纬度的降雨增加，中低纬度则由于更高的温度导致
干旱强度增加，但极端降雨事件增强（Bowen et al., 2004; Winguth et al., 2010; Carmichael et al., 2017, 
2018）。PETM 期间水循环的加强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响应：

■ 边缘海陆源沉积通量增加。水循环的加强增加了源区的侵蚀作用和大陆径流，进而导致边缘海
沉积更多的陆源物质。如在西班牙 Pyrenees 地区 Campo 盆地，PETM 之前以灰岩为主，无碎屑物质沉
积；PETM 期间陆源碎屑通量大大增加，以砂岩沉积为主（Pujalte et al., 2016）；同一地区水深较深的
Zumaia 盆地，PETM 之前以泥灰岩和钙质泥岩的互层为主，PETM 期间转变为大套的泥质岩，碎屑物质
累计速率和沉积速率的分析均表明在 PETM 时期显著增加，指示陆地径流和沉积通量的增加（Jones et 
al., 2018）。

■ 沉积环境发生突变。与沉积通量变化的机理相似，加强的水循环将导致大陆径流量和携带的粗
碎屑物质增加，更强的河流侵蚀能力和水动力将导致决口扇的出现，进而拓宽河道；在浅海环境，输入
的陆源碎屑物质将使碳酸盐物质的生产受限、海岸线后退，整体向碎屑沉积环境转变。如上述提到的
Campo 盆地，PETM 之前为碳酸盐台地环境，PETM 期间由于大量碎屑物质的输入转变为辫状河三角洲
环境（Pujalte et al., 2016）。同处于 Pyrenees 地区的 Tremp-Graus 盆地，PETM 之前为以古土壤为主
的曲流河环境，PETM 时期则转变为以大套砂砾岩为主的辫状河环境（Schmitz and Pujalte, 2007; Chen 
et al., 2018）。类似的环境变化也发生在美国 Bighorn 盆地（Foreman, 2012, 2014）。

■大陆风化加强。水循环或降雨的加强将加速冲刷源区化学风化的产物，以维持化学离子欠
饱和状态，从而促进风化的快速进行。大陆风化的变化可以利用 Os、Sr、Li 等同位素来反映。如
Dickson et al. (2015) 年利用 Os 同位素研究了北冰洋地区 PETM 时期的大陆风化，结果表明 PETM 期间
187Os/188Os 与 δ13C 呈反比，发生正漂，指示大陆风化的加强。

■海洋生产力增加。水循环的加强可以增加河流中携带的陆源营养物质，通过向海洋输送进而增加
海洋的初始生产力，生物的大量爆发进一步会导致海洋的缺氧和有机质埋藏的增加。如 Stoll and Bains 
(2003) 利用颗石藻的 Sr/Ca 比研究了 Weddell 海地区 PETM 时期生产力的变化，研究表明在 PETM 期间
Sr/Ca 比增加了 40%，并与 Os 同位素的变化一致，指示 PETM 期间海洋生产力增加，并且与水循环变
化引起的大陆风化加强相关。

图 3 展示了当前开展 PETM 水循环研究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欧洲、美洲以及大洋钻探的站点，而在
东特提斯地区目前还缺乏相关的报道。

二、PETM 水循环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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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PETM 水循环研究点分布图（修改自 Carmichael et al., 2017）

图 4 藏南日喀则弧前盆地古近纪加拉孜组下段、中段野外照片（Jiang et al., 2021）

西藏南部日喀则弧前盆地错江顶地区，属于亚洲南缘，保存了连续的古近纪沉积（加拉孜组），是
研究 PETM 事件潜在的有利地区（Hu et al., 2016）。加拉孜组整体可以分为三段，下段和上段以泥质岩
夹碳酸盐和少量砂岩为主，碳酸盐中含丰富的底栖大有孔虫；中部以砂岩夹泥质岩为主，并出露多层凝
灰岩（图 4）。其中底栖大有孔虫和凝灰岩是限定地层时代的有力依据。

最近，我们课题组对日喀则弧前盆地古新世 - 始新世地层进行了详细的沉积学、生物地层学、地质
年代学以及稳定同位素地层学研究。对加拉孜组碳酸盐岩开展了全岩碳同位素研究，发现在其中部出现
一次碳同位素的强烈负偏移，结合有孔虫生物地层学、锆石 U-Pb 年代学发现，碳同位素的负漂对应底
栖大有孔虫带 SBZ5，凝灰岩锆石 U-Pb 年龄集中在 55-56Ma，表明这次碳扰动对应 PETM 事件（图 5）。
进而利用沉积微相分析，我们得到在 PETM 之前错江顶地区整体为碳酸盐缓坡环境；PETM 期间则突变

三、西藏日喀则弧前盆地浅海 PETM 记录及其对水循环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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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陆源碎屑沉积为主的三角洲前缘环境。通过定量分析我们得到 PETM 期间砂岩层和泥岩层的厚度较
PETM 之前均有所增加（图 6），颗粒粒度变粗，表明 PETM 期间源区的侵蚀强度和水系的搬运能力增加。
物源分析表明源区无明显变化，因此陆源碎屑通量的增加是 PETM 水循环加强、极端降雨爆发的结果（图
7）。

类似日喀则弧前盆地的地质记录在全球其他地方也有出现。在埃及 Galala 碳酸盐岩台地上，晚古
新世碳酸盐岩沉积转变为始新世碳酸盐岩 - 陆源碎屑岩混合沉积（Höntzsch et al., 2011）；在西班牙碳
酸盐岩台地上，晚古新世厚层块状灰岩，转变为早始新世含大量陆源碎屑的钙质泥灰岩沉积（Schmitz 
and Pujalte, 2003, 2007），均指示 PETM 事件期间水循环增强引起陆源碎屑输入急剧增加。

本次研究是东特提斯亚洲南缘首次关于 PETM 事件报道，为 PETM 及 PETM 水循环研究提供了良好
的对比实例；此外我们的研究表明弧前盆地保存了活动大陆边缘在极端气候事件下的沉积记录，对源区
产生的变化更为敏感，能够很好的反映大陆水循环的变化。

图 5 藏南错江顶地区曲下 B 剖面微相、相对古水深、底栖大有孔虫分布、碳同位素地层以及凝灰岩锆石 U-Pb 年龄
（Jiang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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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藏南错江顶地区 PETM 前后砂岩、泥岩厚度对比（Jiang et al., 2021）

图 7  藏南错江顶地区 PETM 前后环境演化模式图（Jiang et al., 2021）

图 7  藏南错江顶地区 PETM
前后环境演化模式图（Jiang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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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类 社 会 在 进 步 的 同 时 也 引 发 了 大 自 然 的 消 极 反 馈， 尤 其 是 在 气 候 演 化 方 面， 存 在 更 多 的
“Unknown”，地学家要做的是遵循地质学“将今论古、以古鉴今”的思想，充分研究和剖析地质历史
时期类似的变暖事件，如 PETM 事件，进而帮助我们认识和预测全球气候的变化趋势以及对人类生存和
文明延续的潜在威胁，如水循环变化，以便采取及时的挽救措施。

最后，借助丁仲礼院士的一句话：“当前不是人类拯救地球的问题，而是人类拯救自己的问题”。
作为一个人类个体，我们需要从自身出发，在服务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保持更加包容和善良的初心，
珍爱当前的环境，珍爱我们的家园！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本文属作者认识，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jjxcug24@163.com 与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下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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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快讯

12. 还原华南板块在 Rodinia 超大陆中的古地理位置

齐靓，徐亚，Peter. Cawood          1 月 20 日

全篇约 3800 字，10 图，阅读需要 8 分钟

原创

超大陆的形成在地球的演化历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对地球的内部圈层相互作用，如地壳
生长、地幔演化、全球尺度的成矿作用，以及全球海平面变化、气候变化和生命的爆发等过程具有极其
重要的影响。超大陆的聚合与裂解也必然伴随着弧 - 陆碰撞、陆 - 陆碰撞和裂谷发育等一系列板块汇聚
和造山过程。这些不同阶段的俯冲、汇聚和拉张过程会产生不同特征的沉积与岩浆记录。Columbia（或
称为 Nuna）与 Rodinia 超大陆以及 Gondwana 大陆都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地质演化历史（图 1）。在这
些阶段形成的沉积物或岩浆岩极易遭受后期的构造热事件改造，使得与超大陆聚合、裂解相关的地质记
录原始信息被改变。因此，前人对 Columbia 和 Rodinia 超大陆的板块重建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其中，
对华南板块在超大陆的位置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 [1-5] 。新元古代是华南陆壳活化的重要时
期，经历了扬子与华夏地块的陆 - 陆碰撞及碰撞后拉张作用，并在扬子与华夏地块内部保存了较为完整
的新元古代中 - 晚期（820-545 Ma）与 Rodinia 超大陆聚合 - 裂解、Gondwana 大陆聚合相关的岩浆活
动和沉积记录，是重建 Rodinia 超大陆的重要场所。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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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Columbia（约 1.8 Ga）、（b） Rodinia 超大陆（约 700 Ma）与 （c）Gondwana 大陆复原图（约 500 Ma）（1a 修改
自 Zhao et al., 2002; 1b 修改自 Hoffman, 1991; 1c 修改自 Meert et al., 2008）

我们可利用包括古地磁、古生物、地质事件对比与地层对比等地质信息来恢复古板块在超大陆中的
位置。其中，运用古地磁方法可以迅速而简便地获得板块的古纬度和古方位，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和可
信的手段。然而，由于前寒武纪岩石？样品中普遍缺乏高精度的古地磁数据，使得前人对于 Rodinia 超
大陆的板块重建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运用古地磁方法比较地块的古地磁视极移路径也可以估算古陆
块的相对运动量，因此，通过对比不同板块极移曲线的拟合可以确定板块之间的相对位置。近年来，一
些学者通过对比古地磁数据也为复原前寒武纪华南古地理位置提供更多的证据，例如：来自湖南马底驿
组富赤铁矿红层（约 820 Ma）、扬子地块宜昌地区晓峰岩墙群（约 820 Ma ）、扬子西缘盐边岩墙群（约
825 Ma）、云南澄江组红层（约 800 Ma 以及印度 Malani 岩浆岩（约 770-750 Ma）和 Harohalli 岩墙（815 
Ma）的古地磁证据表明，华南板块与印度板块在新元古代中 - 晚期可能具有相似的由中高纬度向低纬度
过渡的板块运动特征 [4]，可能存在着一定地理亲缘性。

此外，古生物证据也可以提供全球的古生物及古生物群化石分布面貌，为恢复古板块位置提供有效
信息。例如，前人利用不同板块在地史时期记录下的同种相似的古生物面貌和生态系统，有效的重建了

二、恢复古板块位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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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ea 超大陆（图 2）。然而，由于前寒武纪全球普遍缺乏古生物化石的有效信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
需要利用其它有效手段来恢复古板块的位置。沉积物作为陆壳物质风化剥蚀的产物，在地球历史中广泛
存在，并保留着地球的岩浆活动和造山事件的记录。碎屑锆石年龄谱对比分析可以为时空上具可对比意
义的地块或地层提供亲缘性的决定性证据，因此通过对不同板块相同时代地层的对比以及碎屑岩物源分
析，可为超大陆的重建提供重要的证据。

图 2  Pangea 超大陆（约 250 Ma）( 修改自 https://pubs.usgs.gov/publications/text/continents.html)

有关华南在 Rodinia 超大陆中的争论，一直围绕在两个不同模式展开，即“内部”模式和“外部”模式。
支持“内部”模式的学者认为：在 Rodinia 超大陆中心发生了与扬子、华夏拼合相关的中 - 新元古代造
山事件（1300-880 Ma），从而形成了统一的华南板块，而此时华夏地块是西南劳伦大陆的组成部分；
从 750 Ma 开始，伴随 Rodinia 裂解的同时华南逐渐与超大陆分离，并过渡为一个孤立的板块；580 Ma 
时期，在 Gondwana 聚合过程中与印度北缘碰撞引起武夷 - 云开（加里东期）陆内造山作用，导致华南
东南部从拉张盆地转变为前陆盆地 [2,3]。另一部分支持“外部”模式的学者认为：扬子与华夏在超大陆
的边缘拼合成华南板块（碰撞过程持续至 820-815 Ma）；在此之后直至早古生代，华南一直处于超大陆
边缘，与印度北缘或澳大利亚西北部相连 [1,5-6]。二者之间在新元古代沉积记录的差异在于：“内部”
模式强调了在 750 Ma 之前华夏地块陆壳组成与劳伦大陆西南部的相似性，以及 750-580 Ma 期间华南没
有外部物源供应；而“外部”模式认为，华夏地块至少在 820 Ma 开始接收来自印度北部或者澳大利亚
西北部的碎屑物源。

三、“外部”还是“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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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Rodinia 超大陆中华南板块的位置 : A- 内部模式 ; B- 外部模式 (Li et al., 2014)

 图 4  华南东南部新元古代中期古地理图及研究剖面位置 ( 底图修改自王剑等，2019)

为了讨论新元古代中 - 晚期（820-541 Ma）华南板块如何参与超大陆演化等全球地质事件，笔者在
华南扬子东南缘（三江和锦屏）、华夏西缘（长汀和南雄）、与武夷 - 南岭（泗州山和鹰扬关）地区，
选取拉伸纪晚期 - 埃迪卡拉纪具有代表性的沉积序列，进行了沉积学、锆石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等研究（图
4、5）。

四、 华南东南部新元古代碎屑岩物源分析

碎屑锆石 U-Pb 年龄结果显示，华南扬子东南缘、华夏西缘与华夏武夷 - 南岭地区新元古代中 - 晚
期的年龄谱特征截然不同，因此三个地区的碎屑物质拥有不同的源区（图 6）。



94

扬子东南缘：三江和锦屏地区长安组和大塘坡组 3 件样品的碎屑锆石年龄峰值主要集中于 900-700 
Ma，仅有少量古元古代、太古宙的碎屑锆石。已有资料表明，在江南造山带、扬子东南缘、扬子西南缘
以及华夏地块局部地区，发育大量 970-750 Ma 岩浆岩 [7]，其成因多认为与板块俯冲作用（扬子西南缘
攀西 - 汉南弧 950-750 Ma 岩浆岩）、扬子 - 华夏之间的拼合作用（江南造山带 900-825 Ma 岩浆岩）、
或与华南拼合晚期伸展垮塌和大陆裂谷拉张作用（华南东南部 825-700 Ma 岩浆岩）相关，也认为是扬
子东南缘拉伸系和埃迪卡拉系沉积物的主要物源区。本文扬子东南缘碎屑锆石年龄谱特征与江南造山带
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且碎屑锆石的 εHf(t) 值与江南造山带几乎完全重合。由此证明，扬子东南缘新元古
代碎屑岩的主要物源区为华南内部江南造山带。

图 5  研究区地层柱状对比图及采样位置

图 6  华南东南部碎屑锆石峰值特征统计 (1. Yu et al., 2010; 2. Qi et al., 2018 ; 3. Wang et al., 2018 ; 4. Wang et al., 2008 ; 5.Xiong 
et al., 2018 ; 6. Xue et al., 2019; 7. Wu et al., 2010; 8. 王鹏鸣等 , 2013; 9. 王鹏鸣等 , 2012; 11.Yang and Jiang, 2019; 12. Wan et al., 
2007; 13. Zhu et al., 2019; 14. Ma et al., 2019; 15. Cui et al., 2015; 16. Wang et al., 2013; 17. Sun et al., 2018; 18. Han et al.,2016; 19. 

Wang et al., 2014; 20. Wang et al., 2010; 21. Yan et al., 2019; 22. Wang et al., 2012; 23. Wang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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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地块：武夷南部 - 南岭一带全部碎屑岩样品和华夏西缘部分砂岩样品，显示出了相似的碎屑锆
石年龄峰值，其峰值年龄主要集中于 1150-900 Ma 之间。这些特征与前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致，认为
已有研究所得出华夏地块新元古代 - 早古生代沉积岩中包含大量 Grenville 期碎屑锆石的结论一致，但华
夏地块仅局部发育少量 997-755 Ma 的岩浆岩，这些岩浆岩通常被认为与新元古代早期俯冲事件相关，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岩浆岩是华夏地块响应全球 Grenville 运动的标志。然而，华夏地块新元古代碎
屑岩中大量的 1150-900 Ma 碎屑物源不太可能由原地、有限的岩浆活动提供物源，并且华南内部缺乏
1150-1000Ma 和 730-600 Ma 的岩浆事件，因此中元古代晚期 - 新元古代年龄的碎屑物源应当来自于华
南外部。另外，碎屑锆石 Hf 同位素特征也不支持内部物源的观点，样品中 1150-900 Ma 锆石的 εHf（t）
值与华夏内部岩浆岩的 εHf（t）值相差较大，但与印度东南部的 Eatern Ghats 造山带高度重合。

值得注意的是，有三件来自华夏西缘地区的样品均具有 850-700 Ma 的主峰值，以及少量中元古代
至太古宙年龄的碎屑锆石，此外，其中一个样品还含有两个特殊年龄峰值：1880-1600 Ma、1300-1200 
Ma。由上述可知，江南造山带大量 850-700 Ma 年龄的岩浆岩为扬子东南缘同时代碎屑岩提供了大量物源，
因此，该年龄的碎屑物源区很可能为华南内部。然而，1880-1600 Ma 和 1300-1200 Ma 年龄的岩浆岩在
华南内部十分罕见，而华南新元古代碎屑岩中也缺乏该年龄的碎屑锆石年龄峰值。在与其它板块同时期
的沉积物进行碎屑锆石年龄谱对比后发现，Lesser Himalaya 地区同时期碎屑锆石年龄谱具有极其相似
的年龄峰值。另外，该样品中中元古代碎屑锆石 εHf (t) 值也与印度西北部中元古代沉积岩吻合。由此推
测，华夏西缘部分地区可以同时接收华南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的物源供应。

 图 7  华南东南部中元古代 - 新元古代年龄锆石 εHf(t) 值 - 年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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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华南东南部新元古界与 Gondwana 大陆北缘地体锆石年龄谱对比图

本文华夏武夷 - 南岭地区成冰纪、埃迪卡拉纪与华夏西缘拉伸纪晚期碎屑岩展示了相同特征的锆石
年龄谱，均包含大量来源于华南外部的东冈瓦纳地区 1150-870 Ma 年龄的碎屑物质。由图 8 可知，该特
征与同时期 Greater Himalaya、Lesser Himalaya 和 Indo- Antarctica 地区同时期的碎屑岩锆石年龄谱相

五、华南新元古代沉积记录对古地理重建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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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利用 MDS（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多维尺度分析，
对比华南与 Gondwana 大陆北缘地体新元古代碎屑锆石年龄谱之间的异同

似，与 North Australia 和 West Australia 相差较大。另外，由 MDS 分析表明（图 9），华南、印度北缘、
东南极和澳大利亚板块共存在 3 个不同的物源体系，分别为：由华南内部江南造山带供给控制的物源体
系 1、主要受印度北缘 Greater Himalaya、Lesser Himalaya 及东南极北部（Indo- Antarctica）物源供
应的物源体系 2、以及与上述均有较大差异的澳大利亚物源体系 3。

综上所述，扬子与华夏自新元古代早期拼合后，华南东南部可以接收到来自华南地块外部供应的
物源，即至少从拉伸纪晚期（约 750 Ma）开始华南板块一直与印度北部相连，之后在早古生代早期
随 着 Gondwana 大 陆 的 聚 合 作 用， 华 南 - 印 度（Greater India， 包 含 Greater Himalaya 以 及 Lesser 
Himalaya）- 东 南 极 北 部（Indo-Antarctica） 与 澳 大 利 亚 - 东 南 极 东 部（Australo-Antarctica） 沿
Kuunga 造山带拼合 [8]（图 10），直到约 400-385 Ma 古特提斯洋的打开导致华南与其他大陆分离。因
此，本文支持超大陆复原模式中的“外部”模式，即华南自拉伸纪晚期至埃迪卡拉纪一直与印度北部相连，
处于 Rodinia 超大陆的边缘或外部，而非中心，在新元古代中 - 晚期从中高纬度向低纬度运动，而劳伦 -
澳大利亚在新元古代位于赤道附近，与印度和华南存在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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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华南板块复原图
（a）约 900 Ma 时期（底图修改自 Merdith et al., 2017 [6]）；（b）约 720 Ma 时期；(c) 埃迪卡拉纪晚期 - 寒武纪

本文第一作者现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球科学学院教授，第三作者为澳大利亚 Monash University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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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快讯

13. 俯冲侵蚀和弧火山作用

温定军          2 月 3 日

全篇约 4711 字，2 图，阅读需要 7 分钟

原创

板块运动使得地壳物质经俯冲带进入地幔。俯冲的地壳物质通常包括大洋沉积物、蚀变洋壳以及上
覆板块的地壳基底。海沟沉积物和蚀变洋壳的体积通常是有限的，并且它们具有明显不同的成分，因此
可以通过弧岩浆和板内岩浆的成分来示踪它们在地幔中的分布。尽管有研究已经证实，俯冲侵蚀的地壳
物质不仅能显著地影响弧岩浆和板内岩浆的成分，也对显生宙以来地壳的破坏与生长起到平衡作用。但
是，侵蚀地壳在弧岩浆成因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是不清楚的。

编者按：板块构造理论诞生至今有半个多世纪。大洋俯冲、俯冲带和弧火山作为重要组成单元
一直是板块构造研究的重要内容。俯冲带侵蚀和增生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点。最近，哥伦比亚
大学 Susanne M. Straub、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Arturo Gómez- Tuena 和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 Paola 
Vannucchi 在《Nature Reviews Earth & Environment》刊物上撰写了一篇题为“俯冲侵蚀和弧火山作用”
（Subduction erosion and arc volcanism）的综述文章。为了让华人同行更好地了解该领域的前沿动态，
特邀请博士生温定军同学根据他的理解进行解读。理解上不当之处，敬请包涵。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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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俯冲侵蚀移除的地壳物质与上覆板片生长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汇聚板块边缘被进一步划分为侵
蚀边缘和增生边缘 (Hussong et al., 1976)。在侵蚀边缘，上覆板片的物质是净减少的；相反，增生边缘
的上覆板片的物质是净生长的。然而，值得注意是，增生边缘也能发生俯冲侵蚀；这对世界范围内弧火
山的地球化学特征有显著的影响。

前缘增生楔的发育是活跃的侵蚀边缘所共有的特征 ( 图 1a)，其半恒定宽度约为 10km~20km，厚度
变化于 (<1km~5-6km)，在地震影像上通常表现为倾向向陆的地震反射体。前缘增生楔通常由上覆板块
物质 ( 即沉积物和破碎的基底 ) 组成，这些物质累积在弧前向海一侧的前部 ( 图 1b)，或从俯冲板块上铲
刮下的沉积物形成的一个小型增生楔。前沿楔背靠由刚性物质（大陆地壳）组成的支撑体 ( 图 1c)，该
支撑代表了弧前区域动力学上更坚硬的岩石结构。

随着大洋板片持续的俯冲到上覆板片之下，会发生弧前的基底侵蚀。弧前的侵蚀导致坚硬支撑体向
海沟方向迁移，然后逐渐减弱，直到成为前缘增生楔的一部分。随着该过程的持续进行，原先属于支撑
体的部分刚性物质最终通过侵蚀作用而被移除。在大陆斜坡（图 1d）的中 - 上部，位移量 50-300m 不
等的高角度、向陆倾的正断层（图 1e）的出现预示着岩石框架即将破裂 (Huene et al., 2004)。

在俯冲带，前沿楔区域会沉积大量源自上覆板片的富含流体的沉积物，它们将很大程度减少俯冲板
块与上覆板块之间的边界摩擦力。随着俯冲板片俯冲深度的增加，俯冲沉积物在深部发生脱水作用并形
成流体。这些流体在向上运移过程中不仅会导致了上覆板块的弱化，还会造成板块边界剪切带的向上迁
移。上覆板块来源的物质在进入俯冲通道的顶部 ( 图 1f) 造成了基底侵蚀。此外 , 流体的渗透和交代作
用进一步使得上覆板块底部（大陆斜坡中部的下方）的岩石破裂化。而这些弱化的上覆板块物质也将进
入到俯冲通道 ( 图 1g)。这些积物的加入以及板块边界摩擦力的逐步增加会进一步造成上覆板块岩石的
弱化。而当下伏板片的海山、大洋高原和洋中脊与弧前发生碰撞时会导致弧前产生最大程度的物理破坏
(Vannucchi et al., 2016)。进入俯冲通道的物质也可能会被下伏板块的地堑和半地堑 ( 图 1h) 所容纳。

如果侵蚀的地壳物质没有直接底垫在弧前下地壳底部，那么它将随俯冲板片的运移进入到地幔中。
下伏板块释放的流体会交代弧前地幔楔进而形成蛇纹岩。当地幔楔温度随着与海沟距离的增加而升高时，

二、侵蚀地壳的俯冲路径

现代俯冲带研究表明，俯冲侵蚀的具体表现是把上覆板片弧前的地壳物质移除。俯冲侵蚀通常发生
在地表以下，无法直接观测。但基于弧前的地质数据，可以对其进行间接的推测（图 1）。比如，大尺
度和长期的弧前下陷（达到 5000m），以及弧前长时间的动态侵蚀与测深和地震图像的一致性，这些现
象表明俯冲侵蚀与海沟沉积物俯冲造成地壳物质进入地幔的量是大体相近的（Clift et al., 2009）。

俯冲的地壳物质与地幔发生混合后，首先体现在俯冲板块上方的火山弧中。大量的海沟 - 弧岩浆岩
研究表明，俯冲的地壳成分可以进入到浅部（~100-200km）地幔，而具有海沟沉积物、蚀变大洋地壳
和岩石圈蛇纹岩等地球化学特点的组分会再次出现在弧岩浆岩。然而，很少有研究讨论侵蚀的地壳能否
进入到地幔楔并参与弧岩浆的形成。研究弧岩浆中侵蚀地壳组分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因为侵蚀地壳
会与其他进入地幔的壳源组分发生混合，尤其是海沟沉积物。另外，弧岩浆岩中侵蚀地壳所显示的地球
化学特征与原始岩浆和先存地壳基底之间混合的特点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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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片中释放的流体 ( 图 1i) 和 / 或由此产生的蛇纹石可能诱发在板片深度大于 80-100km 公里处发生融熔。
随着板片俯冲深度的增加，受板片底辟（图 1k）浮力上升的影响，密度较轻的物质从俯冲板片转移到地
幔楔的效率会增加；或者，如果板片的固相线在弧前下方相交，那么板片会发生部分熔融 (Mibe et al., 
2011)。

来自俯冲板块的底辟体通常会把大量低密度的地壳物质，比如侵蚀的地壳或沉积物，运移到地幔楔
的核部。另外，来自榴辉岩化板片和上覆地幔橄榄岩之间的经历了强烈剪切和混合的高压混杂岩底辟
体（图 1l）, 会混合蚀变的大洋地壳，而不是少量蚀变的大洋地壳流体，也会进入到地幔楔的核部。当
上升的板片物质与地幔楔热的核部发生混合时会发生熔融。随后，部分熔融形成的岩浆会向上运移并
穿过地壳基底（图 1m），最终以弧岩浆的形式喷发。而残留的板片物质将被运输到更深部的地幔（图
1n）。

图 1 侵蚀边界的俯冲带卡通图。右下角图展示前缘楔和俯冲通道的在俯冲带中所处的位置（Straub et al., 2020）。

虽然俯冲侵蚀过程无法直接观察到或量化。但是，俯冲侵蚀的过程和地壳破坏的速率却可以通过弧
前的地质和地球物理观测来做相应的推断（Huene & Scholl, 1991）。地壳破坏的直观表现是上覆板块
的破坏，比如弧前减薄或截断，可能是由伸展或平行于海沟的走滑断层的存在而引起的。然而，在那些
被认为存在俯冲侵蚀的地方，俯冲侵蚀是能够用来解释所有观察结果的唯一过程，而该过程也意味着弧
前物质的净丢失。另外，俯冲侵蚀为弧前地壳的丢失提供了一个定量化的框架。

三、俯冲侵蚀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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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俯冲侵蚀重要性的早期证据来自汇聚板块边缘大规模的弧前地壳丢失。比如，活跃的中 - 南安
第斯（~15-46° S）地区，在海岸和全新世火山弧之间的古火山弧残留具有向东变年轻的特点，指示了岩
浆弧从早侏罗世开始向大陆一侧迁移了近 200 km，表明安第斯弧前地壳经历了持续的破坏。在现今世
界的不同岩浆弧体系，弧前丢失的证据包括：增生楔部分的丢失（比如中国南海），大规模的弧前下陷（如
日本和哥斯达黎加），古老岩浆带的根部被截断（比如墨西哥附近的太平洋海岸）；或者碎屑锆石年代
学记录了古生代和中生代期间古日本弧的存在。

弧 岩 浆 的 放 射 性 同 位 素 比 值（ 即 87Sr/86Sr,207Pb/204Pb,206Pb/204Pb,143Nd/144Nd 和
176Hf/177Hf）通常变化于亏损的上地幔和富集的大陆地壳之间（Plank, & Langmuir, 1993）。比如，弧
岩浆岩的 143Nd/144Nd 比值低于亏损的上地幔（εNd=~10），但明显高于大陆地壳（εNd<0）。一个
简单而直接的假设是，侵蚀地壳在主量元素、微量元素和放射性同位素比值方面与大陆地壳相似。因此，
最近有学者认为原始弧岩浆的 Nd 同位素组成（εNd）可以用来刻画岩浆弧中再循环大陆地壳物质（海
沟沉积物和侵蚀的地壳）的总量。而且，通过弧前观测所得到的侵蚀地壳与俯冲海沟沉积物的比例，可
以确定弧岩浆成因中侵蚀地壳所占的比例。由于构造上侵蚀的地壳在总的俯冲地壳中占比很大，因此低
εNd 值的弧岩浆可能包含更多的再循环侵蚀地壳物质。

识别并定量评估量化成分未知的侵蚀地壳对弧岩浆的贡献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任务，尤其其他来源的
物质（如俯冲沉积物）也会与侵蚀陆壳混合。在现今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岩浆弧体系中，围绕侵蚀弧前地
壳对弧岩浆成因的大量争论表明了这一挑战。因此，以中美洲火山弧为例来阐述俯冲侵蚀与岩浆弧之间
的联系。

大量的研究表明美洲中部火山弧在新近纪期间经历了长期的俯冲侵蚀（Fig. 2）。对弧前进行的大量
海洋钻井资料表明，弧前地壳的侵蚀速率从 ~6-~2.5Ma 期间的 ~12-80km3/km/Myr 增加到更新世期间
的 ~140-153km3/km/Myr。另外，在弧前与无震 Cocos 洋脊（约 2.5 Ma 前到达海沟）的交汇处观测到
该区域在更新世期间最大的弧前侵蚀率约为 1125m3/km/Myr，Cocos 洋脊是加拉帕戈斯热点岩浆作用
使大洋地壳增厚 ~6km 到 ~18km 的产物 (Vannucchi et al., 2013)。

随着弧前侵蚀在 ~ 6-1.5 Ma 之间逐渐增加 , 美洲中部的哥斯达黎加中部和巴拿马西部的岩浆演化从
正常的钙碱性弧岩浆转向富集的具有板内玄武岩 (OIB) 特点的岩浆。后者在某些微量元素和同位素比值
与加拉帕戈斯热点引起的板内岩浆类似。美洲中部岩浆岩成分在空间上的变化可能与 Cocos 洋脊的再循
环有关。然而，侵蚀的弧前地壳对于美洲中部岩浆成因的贡献仍然不清楚。

四、上覆板块地壳的破坏

五、俯冲侵蚀与岩浆弧之间的联系

六、火山弧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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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冲侵蚀使弧具有与弧前类似的 OIB 型的 Pb 同位素组成，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白垩纪 OIB 型蛇
绿岩和加勒比大火成岩省残余的增生。然而，也有其他的若干模式用来解释美洲中部火山弧岩浆具有
OIB 型 Pb 同位素组成的特点，包括美洲中部火山弧下存在平行于海沟流动的富集地幔，加拉帕戈斯软
流圈经板片窗上涌进入地幔楔，加拉帕戈斯地幔柱成分改造的地幔楔，或者俯冲的加拉帕戈斯型大洋板
片成分交代的地幔楔。因此，更新世 - 全新世期间的美洲中部火山弧提供了一个研究弧前 - 弧背景下侵
蚀地壳再循环的案例，但是这些再循环的侵蚀地壳对弧岩浆成因的影响却无法进一步确定，因为源区的
成分具有多样性。

图 2 环太平洋侵蚀边界和增生边界的分类并对比不同区域弧岩浆的 εNd 值（Straub et al., 2020）。

俯冲侵蚀是俯冲带中常见的一种地质过程，是造成上覆板块弧前地壳大量丢失的原因。俯冲侵蚀地
壳的体积如此之大，在俯冲造成地壳丢失和地幔分异产生新生地壳的循环中，俯冲侵蚀发挥的作用与洋
壳、海沟沉积物、富水地幔俯冲发挥的作用一样大。在这篇综述中，作者认为在侵蚀地壳形成和俯冲的
汇聚边缘进行海沟 - 弧前 - 弧体系的综合研究，对于有效确定侵蚀物质的体积和组成方面至关重要。然而，
尽管个案研究为侵蚀循环的重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论据，许多问题仍然存在。具体地说，未来对侵蚀循环
在汇聚边缘的影响的研究需侧重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进行大量的弧前勘探工作，建立弧和弧前之
间的成分联系，可以为弧岩浆中存在俯冲侵蚀物质再循环提供关键证据；其次，深入研究弧安山岩的成因，
以期精确限定再循环的俯冲侵蚀地壳对弧岩浆的贡献；最后，研究地幔楔的不均一性，这是因为影响定
量评估俯冲侵蚀物质对弧岩浆贡献的因素，不仅包括地壳的同化混染，也包括地幔楔的不均一性。

七、总结和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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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快讯

14. 深时长周期气候变化与硅酸盐岩化学风化的耦合关系

David Kemp，陈文汉          2 月 17 日

全篇约 4942 字，4 图，阅读需要 5 分钟

原创

硅酸盐矿物的化学风化消耗大气 CO2 和水，产生的溶解质（硅酸、碳酸氢根、钙离子）经河流搬运
进入海洋，最终以碳酸盐和蛋白石等形式沉淀下来理想的反应过程如下：

CaSiO3(s)+2CO2(g)+3H2O ➡ H4SiO4(aq)+2HCO3–+Ca2+

Ca2++2HCO3– ➡ CaCO3(s)+CO2(aq)+H2O

百万年的长时间尺度下，上述反应处于平衡状态（图 1），反应过程可简化为：

CaSiO3(s) + CO2(g) ➡ SiO2(s) + CaCO3(s)

由于上述反应的速率在一定程度上受控于温度变化，而温度又取决于大气 CO2 浓度，因此硅酸盐岩
化学风化与气候变化间存在一个重要的负反馈机制，即高大气 CO2 浓度引起全球变暖，进而加速硅酸盐
化学风化，该过程的增强反过来促进大气 CO2 的消耗，最终降低全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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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质历史时期，硅酸盐岩化学风化在控制大气 CO2 水平和全球温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Berner, 
2004)。随着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持续上升和全球变暖的加剧，上述负反馈机制很可能在消耗人为排
放的 CO2 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目前来讲，地质记录中硅酸盐岩风化的气候调节作用是最明显的证据。已
有研究表明，地质历史时期的一些全球变暖事件与大规模的碳释放有关，可能触发了硅酸盐岩化学风化
的显著增强。在至少超过十万年的时间尺度下，风化作用增强会通过负反馈机制调节突然失稳的气候状
态，使之最终达到平衡状态 (e.g. Ravizza et al., 2001; Cohen et al., 2004)。

来自第四纪和现代的沉积记录表明，风化反馈机制同样能响应更短时间尺度（小于一万年）下的气
候变化 (e.g. Gislason et al., 2009; Dosseto et al., 2015)。然而气候变化与风化的关系在短时间尺度下较
为复杂，水循环与物理剥蚀强度的变化可能比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或者温度的变化对硅酸盐岩短周期化学
风化的影响更为显著 (Eiriksdottir et al., 2011; Dosseto et al., 2015; Bastion et al., 2017)。

由于反映气候变化的地质记录分辨率通常较低，因此从地质记录中揭示短时间尺度下风化对快速气
候变化响应的时间和机制都充满着巨大的挑战。学者们提出多种地球化学指标来示踪和量化硅酸盐岩化
学风化随时间的变化，其中锇同位素（187Os/188O）对大陆风化作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富有机质的沉
积物能促进锇的富集，而具有该特征的沉积物往往在低氧条件下形成。

大陆硅酸盐岩风化来源锇的河流与地幔热液流体在锇同位素组成具有明显差异（图 2）。海相沉积
物中锇元素主要来自陆源河流（风化输入）、幔源（热液）、宇宙和风成尘埃，其中陆源和幔源的贡献
占主导地位，而以尘埃形式输入海洋的锇通量很小。陆源风化输入的主要是放射性锇，其同位素组成为
~1.4），显著高于幔源非放射性饿同位素组成（~0.12），且输入海洋的锇总量与海洋锇库相比均较小（即
锇同位素对锇来源的变化非常敏感），因此可以利用沉积物中锇同位素组成的变化，来反映陆源与幔源
的相对贡献，进而揭示陆地化学风化的变化（图 2）。

图 1. 长期碳循环示意图 （Colbourn et al.，2015）。注释 PgC yr-1：109 克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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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已经利用锇同位素重建了地质历史时期一些极热事件期间大陆化学风化的变化，其中之一是
~183 个百万年前早侏罗世 Toarcian 早期的大洋缺氧事件（T-OAE）。T-OAE 期间，全球发生显著升温、
海水酸化、大洋缺氧、生物危机。此外，T-OAE 最典型的标志是全球各地海相和陆相沉积碳同位素都在
该时期发生显著负偏移（carbon-isotope excursion, CIE），这被认为是大规模轻碳（12C）快速释放到
地球表层系统所致。研究表明，碳源最可能是 Karoo-Ferrar 大火成岩省、海底甲烷水合物的分解和永久
冻土的融化等过程 (Kemp et al., 2005; Ruebsam et al., 2019)。T-OAE 期间，大规模碳释放与全球变暖间
的耦合关系可以为我们理解现今气候变化对轻碳释放的响应提供参考。

前人利用 T-OAE 期间锇同位素变化来研究该时期的大陆硅酸盐岩化学风化，表明大陆风风化的显著
增强，这与碳释放引起全球变暖、进而促进化学风化增强的预期一致 (Cohen et al., 2004; Percival et al., 
2016; Them et al., 2017a)。然而，源自不同剖面的锇同位素记录略有不同，这限制了地质学家精确量化
T-OAE 时期化学风化增加的真实幅度；此外，锇同位素记录的分辨率普遍较低，从而无法精确评价化学
风化对于快速碳输入的响应速度。Kemp et al. (2020) 以泛大洋西部包含 T-OAE 海相沉积序列的 XXX 剖
面为研究对象，开展了高分辨率的锇同位素组成分析 （图 3）。如图 4A 所示，锇同位素在 T-OAE ( 图中
CIE 段 ) 开始时显著增大，而同时有机碳同位素明显负偏 ( 表示大量 12C 释放到表生系统中 )。该处呈现
的锇同位素变化特征与同期泛大洋东侧的结果相似 (Them et al., 2017a)，故锇同位素的变化可能代表了
T-OAE 期间全球风化的真实变化。两个剖面的定量模拟研究结果均表明，风化速率在 T-OAE 期间增大了
约 ~500% (Kemp et al., 2020; Them et al., 2017a)，和基于钙同位素推测的风化增加幅度一致（Brazier 
et al., 2015）。

图 2. 现代海洋锇循环示意图 ，显示了饿进入海洋的主要途径和通量（摩尔 / 年）以及同位素的组成（187Os/188Os）和库的大小
（Peucker-Ehrenbrink and Ravizza，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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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定量计算 T-OAE 期间风化速率外，Kemp et al. (2020) 还揭示了风化增强对于快速碳释放的响
应速度。由图 4B 可知，T-OAE 期间，有机碳同位素的下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在整体稳
定负偏移背景下伴有多个急剧的负偏移过程，而全球多个剖面也记录了碳同位素这种阶梯式的负偏移特
征，表明全球碳库受到了多期快速扰动。已有研究表明，碳同位素每一段急剧的负偏移代表了一段千年
尺度下 12C 的快速释放过程，而碳源很可能是甲烷水合物或者永久冻土 (Kemp et al., 2005; Ruebsam et 
al., 2019)。碳和锇同位素的对应关系表明每次碳同位素急剧负偏移时，锇同位素伴随着显著正偏移 ( 图
4B)，同时碳同位素与锇同位素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r2 = 0.93)，这表明碳的突然大量释放与大陆化学
风化增强幅度相对应。锇同位素的变化表明风化速率在几千年内增大了 ~40-80%，同时碳、锇同位素的
高度耦合也揭示了千年尺度下，陆地化学风化能快速响应气候突变（快速大量碳释放）。

图 3. A， Sakuraguchi-dani 剖面现今地理位置 （34° 08′ N, 131° 03′ E）；B，托阿尔阶锇同位素（187Os/188Os）研究区古地理位
置图 。图片修改自 Izumi et al. (2012)

图 4. 日本 Sakuraguchi-dani 剖面 T-OAE 期间有机碳同位素和锇同位素变化。图 A，有机碳同位素在 -7 至 30 米段的负偏（CIE）
表示 T-OAE 时期；碳同位素负偏的开始与锇同位素的增加同步；图 B，有机碳同位素快速下降（shifts a,b）可能表示快速的（千
年尺度）碳释放过程，该变化与锇同位素增加同步，表明风化同步增强；图 C，T-OAE 开始时，负偏的有机碳同位素值与同期增

大的锇同位素值存在极强负相关，表明碳释放与风化变化高度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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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英文全文：
Exploring the link between large-scale climate change and silicate weathering in deep 

time
The chemical weathering of silicate minerals consumes atmospheric CO2. The idealized reaction 

pathway can be simplified to:
CaSiO3(s)+2CO2(g)+3H2O ➡ H4SiO4(aq)+2HCO3–+Ca2+

In this reaction, the breakdown of an idealized silicate mineral (in this case wollastonite, CaSiO3) 
consumes CO2 and water from the atmosphere and creates a range of reaction products, including 
bicarbonate ions (HCO3–), silicic acid (H4SiO4) and calcium cations (Ca2+). The solubility of these 
products ensures that they eventually end up in the ocean via rivers, where they react with seawater 
to form sedimentary carbonate (CaCO3) and biogenic opal (SiO2):

Ca2++2HCO3– ➡ CaCO3(s)+CO2(aq)+H2O
H4SiO4(aq) ➡ SiO2(s)+2H2O
Over long, million year timescales, the reaction is in equilibrium, with carbon inputs to the 

atmosphere (primarily from volcanism) balanced by outputs in the form of carbonate and opal 
formation in the ocean (Figure 1). The simplifying reaction thus becomes:

CaSiO3(s) + CO2(g) ➡ SiO2(s) + CaCO3(s)
Crucially, the rate at which this reaction can proceed is controlled at least in part by temperature, 

which in turn is dependent on the abundance of CO2 in the atmosphere. Consequently, the 
reaction forms a negative feedback: high CO2 in the atmosphere causes warming, which accelerates 
weathering reactions that facilitate the removal of this CO2 from the atmosphere, ultimately lowering 
temperatures.

The control of atmospheric CO2 in this way is thought to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maintaining 
habitable CO2 levels and temperatures through Earth history (Berner, 2004). Moreover, this feedback 
is likely to play a key role in removing anthropogenic CO2 from the atmosphere in the future as the 
Earth warms and anthropogenic CO2 emissions continue to rise.

Figure 2. Illustration of the modern marine Os system, highlighting major fluxes of Os to the ocean (in moles per year), 
187Os/188Os isotope composition (IC) and inventory sizes. From Peucker-Ehrenbrink and Ravizza (2000).



111

Like other trace metals in the ocean, Os has a strong affinity for organic-rich sediments that 
are often deposited under low oxygen conditions. As such, although the concentration of Os in the 
Earth's crust is extremely low, the concentration of Os in marine organic-rich sediments can be much 
higher. Organic-rich rocks thus represent a key source of Os in the geological record.

Os from both mantle sources and the weathering of old continental crust will eventually end 
up in the ocean, where it can bind with organic matter and be preserved in marine sediments. 
Consequently, we can make measurements of the 187Os/188Os ratio in these sediments to reconstruct 
changes in the relative inputs of radiogenic Os from silicate weathering versus unradiogenic sources. 
The other neat thing about using Os isotopes to reconstruct weathering in this way is that because 
the total amount of Os reaching the oceans is rather small, the ocean inventory of Os is also small, 
and thus it is very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the individual fluxes.

Past work using Os isotopes have helped to reconstruct weathering changes through some of 
the most pronounced climate change events of the Earth history. One such event was the Toarcian 
oceanic anoxic event, or T-OAE, which occurred ~183 million years ago. The T-OAE was associated 
with a marked increase in global temperatures, as well as ocean acidification, ocean anoxia, and mass 
extinction. One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event is that it is typically recognised in sedimentary records 
by a marked reduction in the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 of marine organic and inorganic matter, as 
well as terrestrial organic matter. This strange excursion in carbon isotope values can be explained 
by a large-scale and rapid input of isotopically light carbon to the Earth's biosphere. The most likely 
sources for this carbon was from volcanoes erupting at the Karoo-Ferrar large igneous province, and 
perhaps also from biogenic methane released from melting methane hydrates under the sea floor 
and permafrost carbon (Kemp et al., 2005; Ruebsam et al., 2019). The clear link between large-scale 
carbon release and global warming during the T-OAE means that it may provide a useful analogue for 
understanding climate change in response to carbon release at the present day.

Previous studies have measured Os isotopes through the T-OAE. These have all indicated a 
large increase in silicate weathering rates through this event,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weathering should increase in response to carbon release and warming (Cohen et al., 2004; Percival 
et al., 2016; Them et al., 2017). This weathering increase would have lowered atmospheric CO2 and 
thus helped the Earth to recover from the T-OAE. However, two problems exist. Firstly, these previous 
studies all calculated slightly different  187Os/188Os values through the event, hindering any attempt to 
quantify precisely the true magnitude of the weathering increase. Secondly, the resolution of the Os 
isotope data measured in these studies is generally rather low,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ssess just how 
rapidly weathering rates responded to carbon inputs.

Kemp et al. (2020) recently presented a new study that helps to reveal just how responsive 
weathering was to the large-scale carbon release at the T-OAE. They measured Os isotopes through a 
record of the T-OAE preserved in organic rich mudrocks deposited on the margin of the Panthalassa 
Ocean, which was the largest ocean to have ever existed. These rocks are now exposed in south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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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near the city of Shimonoseki. The record of the Toarcian event in this Japanese section 
is unusually thick, and by sampling the rocks at very high-resolution the authors were able to 
reconstruct short-term millennial-scale changes in Os isotopes through the event (Figure 3).

As expected, the data revealed a large increase in the 187Os/188Os ratio of the rocks through the 
start of the T-OAE, across the interval where carbon isotopes decreased and thus where carbon was 
likely released in large quantities (Figure 3A). The absolute change in 187Os/188Os they measured was 
very similar to the values obtained from a succession deposit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nthalassa 
Ocean (Them et al., 2017). Crucially, therefore, the new data from Japan help to reconcile the true 
change in weathering that likely occurred during the Toarcian event. Both Kemp et al. (2020) and 
Them et al. (2017) suggest an overall weathering rate increase of ~500%. This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an independent measure of weathering rate change determined using Ca-isotopes from a T-OAE 
section in Europe (Brazier et al., 2015).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than this, however, was the detail that the authors were able to 
reveal in their data. In the Japanese section, the decrease in carbon isotopes is not a simple linear 
decrease, but comprises abrupt negative shifts superimposed on an overall steady decrease (Figure 
3B). In reality, the first of these shifts in Japan is actually across a small fault, which makes the change 
appear far more abrupt than it was in reality. Nevertheless, a similar stepped structure to the carbon 
isotope data has been found in other sections worldwide (where up to 3 such shifts have been 
recognised) strongly suggesting these are a global phenomenon. Previous work has suggested that 
each discrete shift may represent a rapid millennial-scale input of isotopically light carbon, most 
plausibly from methane hydrate or permafrost melting (Kemp et al., 2005; Ruebsam et al., 2019).

Figure 3. Osmium isotope and organic carbon isotope (d13Corg) changes through the T-OAE at Sakuraguchi-dani, Japan. A, 
The T-OAE is demarcated by the negative excursion in carbon isotopes between ~-7m and 30m (CIE). The onset of the negative 
excursion in carbon isotopes is coincident with a coeval rise in 187Os/188Os. B, Rapid decreases in d13Corg (shifts a and b) likely 
represent rapid (millennial-scale) carbon release events, and are coeval with increases in 187Os/188Os indicating increased 
weathering over similar timescales. C, Decreasing d13Corg across the onset of the T-OAE shows a near-perfect linear correlation 
with increasing 187Os/188Os, indicating a tight coupling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weathering changes. From Kemp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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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arefully selecting samples for Os isotope analysis through these abrupt carbon release events 
in Japan, the authors were able to see how weathering responded to abrupt carbon release over the 
short millennial timescale of the shifts (Figure 3B). Kemp et al. (2020) found that each inferred pulse of 
carbon release was associated with a corresponding increase in weathering (Figure 3B). In fact, across 
the interval of the overall decrease in carbon isotopes, the authors found an almost perfec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arbon isotopes and 187Os/188Os (r2=0.93, Figure 3C). The sizes of the changes in 
187Os/188Os across the carbon isotope shifts suggest that weathering rates may have increased by ~40-
80% in just a few thousand years. Overall then, the new data help to emphasize how weathering can 
react both rapidly and significantly to sudden changes in atmospheric CO2 and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challenges still remain. Notably, the weathering changes invoked in the various 
T-OAE Os isotopes studies are extremely large –~500%. Such an increase is perhaps larger than the 
increase expected from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ensitivity of weathering to changing CO2. 
Nevertheless,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what is being inferred from Os isotope data is the 
change in the flux of radiogenic Os entering the ocean, and not strictly the rate of rock weathering 
per se. Across the T-OAE, there is widespread evidence that the hydrological cycle was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ed, resulting in increased fluvial power and a massive increase in the flux of freshwater 
draining the continents carrying radiogenic Os.

  本文英文原文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译者系 David Kemp 教授的博士生。更多问题请
通过邮箱 davidkemp@cug.edu.cn 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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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白垩纪大洋缺氧事件 OAE2 期间古环境演化的 Zn 同位素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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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在整体呈温室气候条件的白垩纪期间，大火成岩省岩浆作用导致大气中 CO2 含量激增和全球快速升
温，促使地球向更为极端的热室气侯（Hothouse）或极热气候（Hyperthermal）状态转变（Hu et al., 
2020），同时引起海洋缺氧和大规模有机质埋藏，称为大洋缺氧事件（Oceanic Anoxic Events, OAEs, 
Jenkyns, 2010）。Cenomanian 晚期（约 94Ma）发生的 OAE2 是其中典型代表，其环境演化一直是古气候、
古海洋领域关注的热点。OAE2 期间赤道地区海水表层温度（SST）可比现今高 10℃，且纬度温度梯度
小（O’Brien et al., 2017），全球有机质埋藏速率比现今高 1-2 倍（Owens et al., 2018），导致了全球
碳循环扰动，表现为碳酸盐和有机质同位素值（δ13C）正偏。该事件持续时间在 1Ma 内，此后地球系
统恢复至背景温室气候状态。地球气候系统恢复的过程，对于揭示温室条件下地球系统运行机制有重要
意义。前人研究表明，大规模有机质埋藏或大陆风化强度增加而造成大气中 CO2 消耗，均可成为极热事

一、白垩纪大洋缺氧事件 OA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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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结束的原因（图 1）。以往的研究通常偏重于其中一个因素，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存在何种关联，
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科学问题。是否存在一个独立指标，能够有效区分这两种过程呢？

图 1 大洋缺氧事件 OAE 2 期间 δ13C、温度、LIP 岩浆作用、有机碳埋藏和大陆风化强度演化简图（Percival et al., 2020），颜色
越深表示强度更强或通量更高

图 2 Zn 的全球循环示意图（Little et al., 2014），图中的输入和输出是相对于海水的 Zn 储库而言。其中氧化沉积物主要指铁锰结
核（壳）和碳酸盐沉积。缺氧沉积物和大陆边缘富有机质沉积物的 δ66Zn 值可 <0.2‰（Little et al., 2016）

Zn 是 重 要 的 生 物 营 养 元 素， 在 现 今 海 洋 中 的 同 位 素 值（δ66Zn） 为 0.5 ‰ 左 右（Little et al., 
2014）。海水中 Zn 的输入源主要包括河流、海底热液和风尘，海水向外输出 Zn 主要贮存于氧化沉积物（铁
锰结壳、碳酸盐沉积物）、大陆边缘沉积物和缺氧沉积物中（图 2）（Little et al., 2014）。输入源中以
河流的输入通量最大，可达 3.5-8.3 mol/yr，分布于不同地区的河流 δ66Zn 值也有显著差异，最高可达
0.8‰，最低为 -0.12‰（Little et al., 2014），我国长江水中的 δ66Zn 值在 0.4‰ -0.8‰之间。河流输入
的平均 δ66Zn 值在 0.3‰左右，显著低于海水值。因此，当风化强度增加时，将导致海水 δ66Zn 值减小。
热液输入的 δ66Zn 值为 0.24‰，亦显著低于海水均值。因此，当热液活动增强时，也会导致海洋储库中
的 δ66Zn 值降低。

二、Zn 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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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OAE2 高分辨率 Zn 同位素记录的古地理位置。图中红色区域为大火成岩省（LIP）位置，分别为：1- 北极大火成岩省（High 
Arctic LIP）；2- 加勒比 - 哥伦比亚大火成岩省（Caribbean-Columbia LIP）；3- 马达加斯加大火成岩省（Madagascar LIP）；4-

翁通爪哇大火成岩省（Ontong-Java LIP）

海洋输出的 Zn，在铁锰结核和碳酸盐沉积物中其 δ66Zn 值均在 0.90‰左右。Little 等（2016）文
章发表之前，对于海洋中 Zn 的质量平衡存在较大的疑问。因为上述海水输出的 δ66Zn 值，比输入到海
水中的 δ66Zn 值高 2 倍。理论上，这会导致海水的 δ66Zn 值低于输入值，即 <0.3‰。如果要使得海水
δ66Zn 值达到实测值 0.5‰，则可能是某一富含重同位素输入源未发现，亦或是海水向外输出了大量轻
的 Zn 元素。Little 等（2016）通过对太平洋东岸的加利福尼亚、墨西哥和秘鲁大陆边缘富有机质沉积物
开展 Zn 同位素测试，发现前两者 δ66Zn 值 <0.2‰，后者在 0.3-0.4‰之间。大陆边缘富有机质沉积物中
δ66Zn 值低，其原因是生物在摄取营养元素 Zn 时，优先吸收轻的同位素，导致海水中的 δ66Zn 值增加。
这种生物分馏作用，可以解释海水储库中 δ66Zn 值高于其输入值的现象。

基于上述 Zn 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原理可知，Zn 同位素可示踪风化强度和生物生产力等古环境演化
过程，并且它对于风化强度增加和生产力提升的响应结果正好相反。

Zn 同位素在白垩纪古环境演化中的应用很少，目前仅在英国、摩洛哥地区（Sweere et al., 2020）
和我国西藏南部（Chen et al., 2020）的 OAE 2 层位开展了相关研究。从古地理位置上看，英国、摩洛
哥位于原大西洋周边，而西藏南部位于特提斯洋南岸（图 3）。相对而言，前者属于较为封闭，后者属
开阔大洋（图 3）。上述研究都根据碳酸盐岩淋洗液的 Zn 同位素结果，分析古海水 δ66Zn 随时间演化
特征，推断其演化的控制因素。

英国和摩洛哥地区的碳酸盐 δ66Zn 曲线十分相似，表现为在 OAE2 之前和 OAE2 早期，分别有一次
δ66Zn 值快速负漂事件（Sweere et al., 2020），标记为 A 和 B（图 4）。负漂 A 与 OAE2 之前的海底大
火成岩省活动同步。因此，推断岩浆热液输入大量轻 Zn 进入海水，是造成此次负漂的主要原因。此后
由于岩浆作用减弱和生物生产力提高，海水 δ66Zn 值快速恢复。负漂 B 发生在 OAE2 启动约 200 kyr 之后，
其原因是全球短暂降温和再氧化（即 Plenus Cold Event, PCE, O’Connor et al., 2020）导致 OAE2 初期
沉积的大量有机质分解，释放出轻 Zn 进入海洋中（Sweere et al., 2020）。因此，OAE2 期间 δ66Zn 演
化记录了大火成岩省活动，也揭示了 OAE2 早期生产力提升和大规模有机质埋藏，同时对短暂性全球降

三、OAE2 期间 Zn 同位素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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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海洋再氧化事件具有示踪作用。
理论上，OAE2 期间，大气 CO2 含量升高将导致硅酸盐风化强度增加，会导致陆源输入增加，从而

海水中的 δ66Zn 值降低。但原北大西洋地区（英国和摩洛哥）在 OAE2 时期相对较为封闭，其有机质埋
藏通量极高（Owens et al., 2018），可能正因上述区域因素，硅酸盐风化强度增加的 δ66Zn 信号被有机
质埋藏和分解的信号所掩盖。为了探索温室条件下地球系统对于高温和高 CO2 的反馈机制，有必要在区
域因素影响较小的开阔大洋区域，开展进一步研究。

图 4 摩洛哥、英国和中国西藏南部 OAE2 期间的 δ66Zn 对比（Sweere et al., 2020; Chen et al., 2020）

最近 Chen 等（2020）研究了西藏南部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带的 OAE2 时期浅海碳酸盐 Zn 同位素
演化过程（图 4）。西藏南部在白垩纪时期属印度北部大陆边缘，位处东特提斯洋南岸，因其面临开阔
大洋，区域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通过研究发现，OAE2 事件前，δ66Zn 值在 1‰左右，与现代碳酸盐沉
积物值相近。事件起始时，δ66Zn 值开始持续负漂，在约 20 万年后达到最小值 0.2‰。在此期间底层水
氧化还原条件（V/Cr 比值）无明显变化（图 5），表明有机质向海水释放的 Zn 通量在此期间可能无显
著变化。负漂过程与陆源有机物和碎屑物质输入峰值对应（图 5），表明事件初期在高 CO2 浓度和高温
条件下，硅酸盐风化强度增加可能是海水 δ66Zn 值降低的主要原因。此时，虽然海洋初级生产力也在快
速提升（Jenkyns et al., 2010），生物分馏作用理论上将使海水 δ66Zn 值上升，但其信号被硅酸盐风化
信号所掩盖。此后，风化强度逐渐减弱，海水中的 δ66Zn 值得以恢复，且由于先期风化输入的营养元素
继续刺激海洋表层生产力，亦会导致海水中 δ66Zn 值上升。研究结果指示在事件后期生产力维持较高水平，
进一步消耗大气中的 CO2 直至事件结束。

四、东特提斯 OAE2 期间 Zn 同位素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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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西藏南部 OAE 2 期间 δ66Zn、有机碳和氮比值（TOC/TN）及全岩 V/Cr 比值演化趋势对比图（Chen et al., 2020）

东特提斯与原北大西洋区域的 δ66Zn 演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均显示在 OAE2 早期海水中的
δ66Zn 值发生了负漂，之后恢复至背景值。但在过程和机制上有显著差异（图 3）：一是，在东特提斯
地区没有记录到 OAE2 之前的热液活动信号。二是，东特提斯地区在 OAE2 启动时，δ66Zn 值开始持续
负漂，持续时间为 200kyr 左右。而原北大西洋地区，δ66Zn 曲线显示为在 OAE2 之前和 OAE2 开始之后
约 200kyr 发生两次快速负漂，两次负漂事件之间，δ66Zn 值与背景值相当。三是，在负漂机制上，东特
提斯地区的记录反映的是硅酸盐风化强度增加，而原北大西洋区域研究结果反映的是大规模热液活动和
富有机质沉积物释放。

本次研究发现，基于现代全球 Zn 循环过程，Zn 同位素已具备了示踪古环境演化的潜力。OAE2 期
间 δ66Zn 演化过程既反映了全球性特征，也受到区域因素的显著影响。目前利用 Zn 同位素研究古环境
演化的实例很少，精确理解 OAE2 期间海水 δ66Zn 演化过程及其控制因素，既依赖于数据进一步丰富，
也依赖于对现代 Zn 循环的更深入了解，更要依赖于对极端温室条件下地球物质循环过程的认识的提高。

本文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研究员。本文属作者认识，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xichen@
cugb.edu.cn 与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下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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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1）古特提斯洋的概念与演化
根据最早 Suess 提出的概念，古特提斯洋是指北方劳亚古陆与南方冈瓦纳古陆之间的海洋。大约在

3.2 亿年前这两个古陆逐渐拼合，并于晚古生代末完成拼合过程，形成潘基亚超大陆（Pangaea），自此，
古特提斯洋西缘和北缘均被大陆包围，形成一个向东开口的半局限大洋（图 1）（吴福元等，2020）。
晚古生代，从冈瓦纳大陆南侧裂解出来的基默里板块链（Cimmerian）在后续的六千万年里一直向北
快速漂移，使得古特提斯洋不断缩小，最终在晚三叠世 - 侏罗纪与劳亚大陆拼贴，古特提斯洋彻底消亡
(sengör, 1979)。

（2）晚古生代古特提斯洋的局限与封闭
在二叠 - 三叠过渡时期，从当时全球板块古地理重建结果上看，古特提斯洋由于其北部和西缘被潘

一、晚古生代末的古特提斯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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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亚超大陆所包围，与泛大洋之间的连通通道主要位于东南缘；在古特提斯洋东缘，华北板块、华南板
块以及印支地块三个相对独立的大型地体的板块位移影响着古特提斯洋东端与泛大洋之间的沟通，南边
的沟通则受到基默里板块链阻碍（图 1）。古特提斯构造域的火成岩地质年龄统计数据显示，晚古生代
末开始，环特提斯域火山及岩浆活动显著增强，反映晚二叠世之后各板块间碰撞、俯冲作用加剧 (Wang 
et al., 2018)。在古特提斯洋东段，自早二叠世开始，北方的西伯利亚板块向南漂移，大约在晚二叠世与
华北板块和蒙古板块发生碰撞；同一时期，基默里板块链的东端，包括保山地块、思茅地块以及缅泰地
块等快速向北漂移，与印支板块和华南板块相继发生拼贴，并继续向北漂移 (Wang et al., 2018)。这一系
列的板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甚至完全闭塞了古特提斯洋与泛大洋之间的部分连通通道。基于大地构
造演化的研究成果显示，晚古生代末华夏古陆与冈瓦纳大陆、劳亚大陆和海西造山带一起围限形成了相
对封闭的古特提斯洋（吴福元等，2020）。因此，二叠 - 三叠纪过渡时期，古特提斯洋与泛大洋沟通的
通道可能要比当前古地理图上所表现的更少、也更狭窄，与泛大洋之间的海水交换并不像当前各大洋之
间的洋流循环那么通畅。由于古特提斯洋封闭与晚二叠世末生物大灭绝（end-Permian mass extinction, 
EPME）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国内有学者曾提出 EPME 事件与古特提斯洋的构造封闭有密切关
系（李鹏武等，2009）。

（3）古特提斯洋局限与封闭的沉积地球化学证据
古特提斯洋与泛大洋之间的连通性变化会直接影响两个洋盆之间的水体交换，目前有一系列的沉积

学和地球化学证据间接支持大灭绝时期古特提斯洋内海水与外界水体交换受到限制这一假说。例如，
奥地利南阿尔卑斯地区（古特提斯洋西侧）、扬子地台（古特提斯洋东侧）以及伊朗 Zal 剖面（古特提
斯洋南边）的碳酸盐岩稳定铀同位素研究表明二叠 - 三叠过渡时期，碳酸盐沉积物中 δ238U 发生大幅度
负漂移，反映同时期古特提斯洋内大范围缺氧 (Lau et al., 2016; Zhang et al., 2020)。扬子地台内（古特
提斯洋东侧）多条经典 P-T 剖面显示在二叠 - 三叠生物大灭绝层段活性铁组分含量较高、黄铁矿相对富
集 (Shen et al., 2016)，也支持水体滞留、缺氧的假说。Hotinski et al. (2000) 关于二叠 - 三叠过渡时期
全球洋流循环模拟结果显示，由于生物大灭绝时期低纬度到极地地区大洋温度梯度降低导致全球洋流循

图 1  不同文献中标注的二叠 - 三叠过渡时期全球古地理特征图（图 1A-1D 分别来源于 Algeo and Twitchett (2010)，Erwin (1994)，
Garbelli et al. (2017) 和 Shen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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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量文献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二叠 - 三叠过渡层段普遍发育平行不整合

环的驱动力减弱。我们可以想象这必然也会导致古特提斯洋与泛大洋之间海水交换受到阻碍。另外，大
量沉积学和地层学研究资料表明在全球诸多二叠 - 三叠过渡层段的地层中广泛发育比较明显的平行不整
合构造（图 2），反映在二叠纪 - 三叠纪过渡时期全球大洋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海退 (Hallam and Wignall, 
1999)。在大海退过程中由于海平面快速下降，地体以及大量岛屿、浅滩等对水体交换的隔断作用势必
会更加显著，使得古特提斯洋内的水体与外界沟通更加不畅。当前虽然在泛大洋的同时期沉积地层也观
测到了类似的地球化学变化，例如碳同位素以及铀同位素负漂、黄铁矿相对富集等，但也有学者认为，
对比来看，泛大洋的海洋环境总体相对缓和一些 (Algeo et al., 2010)。

与 U-S-Fe 等元素相比，镁是海水中的主量元素，海洋中镁元素循环与碳 - 氧循环过程紧密耦合，因
而与一系列重大海陆地质变迁以及生命过程息息相关。目前研究表明，白云石由于具有较高的热力学稳
定性和镁含量，海相碳酸盐岩地层中白云岩镁同位素往往不易受后期成岩 - 热液作用改造，可以较好的
保持沉积期海水的镁同位素信号（Hu et al., 2017）。同时白云石与水溶液间的镁同位素平衡分馏系数也
已被精确标定（Li et al., 2015）。因此，可以利用白云岩的镁同位素信号反演古海水的镁同位素组成及演化，
并示踪古海洋镁循环及相关地质演化过程。白云岩镁同位素有望为揭示这一时期海洋环境变化以及生物
大灭绝机制提供新的认识。

二、古特提斯洋短暂封闭与海洋环境局限的新证据——来自白云岩镁同位素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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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古特提斯洋东 - 西边缘典型白云岩化剖面镁同位素变化特征

图 4  二叠 - 三叠过渡时期海洋镁循环模拟及镁同位素响应过程，（A）GK-1 钻孔白云岩镁同位素组成特征（红点）及第一级的镁
同位素变化曲线；（B）响应古海水镁同位素变化，模拟的白云岩化增强结果（红色虚线）及与地质观测数据的比较；各个剖面的

碳酸盐岩 Mg/(Mg+Ca) 数据来源于 Li et al. (2018)

近期，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团队联合攻关，选取了全球多条经典的白
云岩化 P-T 碳酸盐岩地层，进行了系统的碳 - 氧 - 镁同位素地球化学分析。结果发现在二叠 - 三叠生物
大灭绝层段，不同剖面上的白云岩，其镁同位素均显示了较为一致的快速上升，并与碳同位素负漂移呈
镜像耦合关系，揭示全特提斯域内海水主量元素的地球化学组成以及海洋镁循环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
(Hu et al., 2021)。通过分馏系数推算，海洋 δ26Mg 值从晚二叠世末 -0.3‰上升到早三叠世 0.1‰，并伴
随至少 2 期幅度更大、时间却更短的次级波动。在高精度地层时序约束下，在上二叠统乐平阶到下三叠
统第一阶的镁同位素变化过程中，海水 δ26Mg 值的平均变化速率大约为 0.53‰ /Myr；若是考虑次级波
动，海水的 δ26Mg 值最大变化速率可达 3-4‰ /Myr（图 3）。考虑到现代海洋环境中镁的停滞时间长达
13Myr，这样的变化是相当惊人的。



125

图 5  局限洋盆海水量与海水 δ26Mg 值变化速率之间的关系

海洋镁循环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二叠 - 三叠过渡时期，全球海洋 δ26Mg 值快速上升与白云岩化作
用增强有关。在生物大灭绝期间，海洋白云岩化作用提高了接近 8 倍，白云石的大量沉积会优先消耗水
体中的 24Mg，从而使得海水中相对富集 26Mg，导致 δ26Mg 值上升（图 4A）。本研究镁同位素揭示
的白云岩化增强事件与先前地质统计数据基本一致 (Li et al., 2018)（图 4B）。总的来看，白云岩化作用
增强是一系列地质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多因素变化对海洋环境变化的综合影响。首先，在大灭
绝时期，全球海洋表层温度上升了大约 15 ℃ (Sun et al., 2012)，表层海水升温会加速海水蒸发从而有
利于咸化海水的形成，可以为白云岩化作用大规模进行提供充足的流体来源，另一方面升温还会加速白
云岩化速率。其次，实验研究证实，溶液中溶解硫化物的增加也可以促进白云石的沉淀（Zhang et al., 
2012），而大灭绝时期海水发生了广泛的海水缺氧硫化（海水富集硫化氢）(Shen et al., 2011; Shen et 
al., 2016），硫化缺氧的海水甚至上涌到了透光带，可促进白云岩化作用的发生。另外，在大灭绝事件中，
大量掠食类生物死亡，陆源输入的营养物质增加，海洋中藻类相对繁盛，这些微生物大量发育也会促进
白云石形成 (Algeo et al., 2011)。

两次次级镁同位素快速正漂移基本与西特提斯洋一侧观察的两次碳同位素负漂移相对应，其周期更
短、幅度更大，平均变化速率达到了惊人的 3‰ ~4‰ /Myr。模拟结果显示，这样的变化若是全球性的，
那么全球白云岩化作用需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增强数十倍，或者河流入海输入量短时间内增加数十倍以上
同时河水具有很高的镁同位素值 (Hu et al., 2021)。无论是哪种假设，都与当前地质统计数据或者其它地
球化学方法得到的结果极不一致（比如，87Sr/86Sr 数据显示 P-T 过渡时期大陆风化增加幅度大约在 3-7 倍，
Sedlacek et al., 2014，Song et al., 2015）。根据海洋镁循环过程及同位素分馏机理，储库中镁总量越少，
对外界的扰动及变化会越敏感。因此，这种极快速的海水镁同位素变化更可能反映的是相对局限的海洋
环境变化（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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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环境局限与生物大灭绝——来源于现代海洋观测的启示

若局限洋盆镁含量只占全球大洋总量的 20%（古特提斯洋内海水体量可能不到全球总海水量的
10%），那么局限盆地内白云岩强度增加到 8 倍时候，可以使得海水 δ26Mg 值变化速率快速达到 4‰ /
Myr（图 5）。地层对比发现，该时期两次次级的镁同位素正漂移对应着两次铀同位素的负漂移（Zhang 
et al., 2020）（图 6），表明镁同位素正漂移期间的古特提斯洋处于相对缺氧状态。洋盆内海水频繁的
镁同位素变化与同时期海侵 - 海退变化关系密切。在海退过程中，古特提斯洋与外海之间的水循环更加
不畅，快速的白云岩化作用导致洋盆内镁同位素快速上升，在随后的海侵过程中，广海的海水补给进入
封闭碳酸盐台地内，从而使得碳酸盐台地内海水 δ26Mg 值有所下降，形成锯齿状波动。

晚二叠世末，地球上发生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在不到 0.5Ma 的时间里，大
约 90% 的海洋种属彻底消失，破坏了存在 2 亿年之久的海洋生态系统 (Burgess et al., 2014; Song et al., 
2012)。这一时期，古海洋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剧变，包括海水升温、酸化、缺氧、大规模海退以及洋流
循环受阻等 (Algeo et al., 2011)，这些变化都是导致晚二叠世末海洋生物大灭绝的诱因，同时这些因素彼
此之间又都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总的来说，P-T 过渡时期海洋生物大灭绝的多因素控制机制十分复杂。

在当前海洋环境中，除了因为大规模人类捕捞所直接导致的海洋生物种群减少外，局限海湾环境里
水化学剧变是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导致生物大面积死亡的重要环境事件之一，比如赤潮。我国浙江中部近
海、辽东湾、渤海湾、杭州湾、珠江口、厦门近岸等是赤潮的重灾区。2018 年夏季，由于异常天气和

图 6  GK-1 钻孔镁同位素与同时期碳 - 氧 - 铀同位素变化特征，稳定铀同位素数据来源于 Zhang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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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云岩镁同位素示踪重大地质事件展望及注意事项

近两年来用白云岩镁同位素示踪古海洋 - 古气候演化的研究越来越多。用白云岩镁同位素来恢复显
生宙以来古海水的镁同位素变化将有望为解决一系列重大地质演化问题提供新的地球化学约束。但是，
也存在许多困难，比如，大套厚层白云岩地层如何实现高精度地质定年？由于白云化作用往往会破坏原
始沉积构造以及生物化石，很多白云岩地层因此成为“哑层”。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地层中
所有的白云石都能够用来反演古海水的镁同位素组成特征。在白云岩化过程中，孔隙水的运移方式比较
复杂 (Huang et al., 2015; Ning et al., 2020)，孔隙水扩散作用可以使得白云石 δ26Mg 值在沿白云岩化流
体运移方向上产生 1‰的变化 (Huang et al., 2015)。因此，我们需要开展细致的岩石学和沉积学研究，
结合元素以及其它同位素地球化学指标，分析白云岩化过程和机理，综合研究白云岩化过程中镁同位素
地球化学变化，判断白云石是否与同期海水达到了分馏平衡。尽管如此，白云岩镁同位素的研究，为正
确认识理解深时地球系统演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洋流的影响，北大西洋墨西哥湾地区爆发了近十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赤潮，大量海龟、海牛、海豚和鱼
类的尸体被冲上延绵数千公里的海岸带内，一度引发当地居民恐慌（来源于百度新闻，出自中国气象爱
好者主页）。海洋环境剧变很大程度是因为海洋元素循环以及水化学性质发生了快速变化。局限海洋环
境内环境缓冲能力被大幅度削弱，从而容易引起生物生存环境快速恶化。当前构造及地球化学证据均支
持晚古生代古特提斯洋相对封闭这一假说，同时，有研究表明古特提斯洋的面积和平均洋盆深度均小于
泛大洋 (Yin and Song, 2013)，所以古特提斯洋中的海水体量要远远小于全球大洋。在相对局限的海洋
环境中，海水体量较小，海洋缓冲能力有限，同时期发生的全球变暖、陆源风化增强以及水体富营养化
等一系列海 - 陆环境变化极易在这样的海洋环境中引发一系列灾变，从而导致大范围生物灭绝。有学者
认为虽然二叠 - 三叠过渡时期的生物大灭绝是全球性的，但是在广阔外海，生物的生存情况可能要比古
特提斯洋内缓和很多，泛大洋内的生物孑遗可以为早三叠世后期的生物复苏提供“种子”(Algeo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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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快讯

17. 重矿物物源示踪方法研究进展

魏晓椿，杨蓉          6 月 2 日

全篇约 5198 字，6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原创

重矿物通常是指沉积物中密度大于某一阈值（通常是 2.89 或 2.90 g/cm3）的矿物（图 1）。它们在
碎屑沉积物中通常只占约 1%，但其种类丰富，与源岩类型密切。常见的重矿物有锆石、角闪石、辉石、
磷灰石、赤铁矿和磁铁矿等几十余种。重矿物被用于物源分析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基于重矿物的物
源分析方法可分为多矿物法和单矿物法，其中传统的重矿物分析属于前者。该法需分离出重矿物并使用
显微镜进行矿物的鉴定和数量统计，确定各种矿物的种属及其相对和绝对含量，用以反演源区、母岩类型、
沉积物从源到汇的搬运路径和过程。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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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三十年，以锆石（图 1c）U-Pb 年代学为代表的单矿物物源示踪技术发展迅速。单矿物法是
指挑选出单一种类的矿物，分析其地球化学或年代学等特征进行物源分析。这类方法上手快，数据具有
多维度、高精度和定量化等特点，因而广受欢迎，而传统的重矿物分析则在一定程度被弱化（图 2）。
但是，一种单矿物只是重矿物的一小部分，可能不具有广泛代表性，例如灰岩和基性岩基本不产出锆石。
传统的重矿物分析不仅可以提供更为丰富的物源信息，也能为正确解释单矿物物源示踪数据提供全景信
息，因而仍应作为物源分析的基本手段。然而，沉积物中的重矿物组成受多个自然过程的影响，重矿物
的鉴定和定量需经长期训练，费时费力，并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这些都在一定程度制约了该方法的应用。
最近一项众多研究人员参与的对比研究发现，用同样的样品按各自实验室的操作惯例开展重矿物分析的
结果存在明显差异（Dunkel et al., 2020）。这就要求人们建立对该方法的统一认识，同时需要在继承中
发展该法，增强其可靠性和可执行性。

图 1 碎屑沉积物反射光下的显微照片
（a）中主要矿物为石英，含少量长石和极少量重矿物；（b）中为沉积物中分离出的重矿物，包括透明和不透明组分；（c）中则

是重矿物中分离出的锆石单矿物

图 2 从 1990 至 2020 年，基于传统的重矿物分析和典型单矿物物源示踪的文献数量
图 中 数 据 分 别 为 以 heavy mineral provenance 和 detrital zircon provenance OR detrital apatite provenance OR detrital mica 

provenance 为主题在 Web of Science 的 SCI-Extended 数据库“地球科学多学科”类别搜索的文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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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重矿物分析的研究进展，简要介绍了影响沉积物中重矿物含量的主要自然过程，重矿物分
析的数据获取、分析、处理、解释的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以及该方法的发展趋势。更详细的介绍请进
一步参考许苗苗等（2021）。

图 3 影响沉积物中重矿物组合的自然过程，修改自 Morton and Hallsworth（1999）

沉积物碎屑从源到汇的过程中会受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作用的影响，包括水力分选、化学风化和机
械磨蚀等。沉积后矿物还可能经历成岩溶解、重结晶和暴露风化等过程（图 3）。上述过程对重矿物成
分的影响极为复杂，有时可能影响重矿物的含量。以水力分选为例，该过程受到颗粒大小、密度、形状、
搬运介质和搬运方式等的影响。如果把矿物当做理想化的球形颗粒，在水中的沉降只考虑重力和拖曳阻
力的作用（图 4a），它们以跃移和悬浮方式搬运时受“水力等效（Hydraulic equivalence）”原理影响，
使同时沉积的重矿物的粒径整体上比轻矿物更细（图 4b）。而在风暴、海浪和洪水等高能水流环境下，
沉积物颗粒受“挟带等效（Entrainment equivalence）”原理影响更大（图 4c），这往往使重矿物发
生富集，形成冲积矿（图 4d）。而有些板状和片状的重矿物因形状的影响，粒径明显大于同时沉积的轻
矿物。因此，同样的沉积物经水力分选后，可能出现不同的重矿物组成。

 二、沉积物中重矿物含量受多种自然过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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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水力分选示意图，据 Ganzanti and Andò（2019）修改
（a）沉积物球形颗粒沉降力学模型；（b）水力等效原理控制下的不同矿物粒度关系；（c）颗粒选择性挟带示意图；（d）中性
砂经水力分选，分出冲积矿和反冲积矿，彩色的为重矿物；Fv: 黏性阻力；Ft: 紊流阻力；FL: 上升浮力；FD: 拖曳力；α: 转动角；

Fg: 水下颗粒重力；D 和 K: 颗粒直径

针对上述自然过程的影响，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尽量确保获得沉积物的原始重矿物组成信息。首
先，采样应该选择新鲜、植被少，不受或少受风化作用影响的砂级沉积物。采集的样品要具有代表性
和一致性，尽量选择沉积动力条件接近的样品。重矿物分析的前处理过程也需注意。例如，分散时要避
免研磨，也要防止矿物溶解；筛分时应该选择多个粒径范围（窗口），或使用宽粒径范围（如 32~500 
μm）（Garzanti and Andò, 2019），以获得更全面、准确的重矿物组成信息。对重矿物的分离则推荐
使用重液分离法。

传统上，对重矿物的鉴定和定量通常使用计数法（数粒法）在光学显微镜下人工统计各种组分的
颗粒或点数，以获得重矿物的组成比例。计数法分为全计法、带计法、线计法和点计法（图 5）。由于
重矿物大小不一，全计法、带计法、线计法获得的计数比值并不等于矿物的体积比，因此 Garzanti 和
Andò（2019）主张使用点计法，这样薄片中颗粒与网格交点相交的概率等于其面积比，所以不同颗粒

三、重矿物分析的数据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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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数比值等于其面积或体积比（图 5d）。
由于人工鉴定容易受主观性的影响，有条件时应借助扫描电镜（SEM）、能谱仪（EDS）、电子探

针（EMPA）和拉曼光谱仪（Ramon）等仪器进行重矿物鉴定，以获得更客观准确的结果。

图 5 重矿物分析颗粒计数方法示意图
（a）全计法；（b）带计法；（c）线计法；（d）点计法（图中网格交点处的红色点为计数点）

 表 1 不同构造背景源岩的沉积物重矿物组合特征，据 Garzanti and Andò （2007, 2019）编制

如前所述，沉积物中重矿物组成受一系列因素影响，因此根据受影响程度和研究目的差异，重矿物
数据有多种不同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法和应用范围。最简单的做法是采用直接对比，即对已经获得的重
矿物分析数据可以与已知源岩的沉积物重矿物特征（表 1）直接对比进行物源识别。有的重矿物数据难
以通过直观对比发现差异，可借助统计方法，比如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或主成分分析，找出各个样品之
间的共性和差异。

四、重矿物数据分析、处理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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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常用的重矿物指标，
据 Hubert (1962)，Morton 和 Hallsworth (1994)，Garzanti 等 (2004, 2006, 2007)，Morton 等 (2012) 编制

如引言中所述，传统的重矿物分析方法存在低效、受主观因素影响等不足。目前，使用自动化、图
像识别和机器学习等新技术开展重矿物自动识别的技术已趋于成熟，可以有效克服传统重矿物分析方法
的一些不足。自动矿物识别系统中最成熟的解决方案是基于 SEM- EDS 的识别系统。该系统使用 SEM 获
取被测对象的电子背散射（BSE）图像，使用 EDS 确定矿物成分，可自动计算矿物含量等各项参数（图
6）。与人工计数方式相比，基于 SEM-EDS 的自动识别方式计数具有自动化、高分辨率、多颗粒和高精
度等优点，它在重矿物物源示踪研究中的应用将愈加广泛。

除了直接对比和统计分析，重矿物指标的应用可以更好地展示、挖掘重矿物组成数据中所蕴含的
潜在信息。表 2 汇总了较为常见的部分指标。其中最常用的属基于重矿物对的物源敏感指标，如 ATi、
GZi、RuZi、CZi 和 MZi 等（Morton and Hallsworth, 1994）。它们是指水力学性质接近（形状、粒径
和密度）、化学性质稳定的重矿物对中一种矿物的相对含量。这些指标对自然过程的影响较不敏感，可
更敏感地反映物源的信息。有些指标，如 POS、LgM、HgM 和 ZTR 等，包含了某种岩石类型中最主要
的重矿物组合，能较好地反映沉积物中源岩的类型。Garzanti and Andò（2007）提出并推荐了一系列
指标不仅可以判断沉积物的物源，还可以判断水力分选或者成岩溶解对重矿物组成的影响程度。这些指
标包括 %Op、% ultradense、%ZR、重矿物浓度指标（HMC）、透明重矿物浓度指标（tHMC）和源岩
密度指标（SRD）等。除了上述指标，还有很多其他指标也可以用于物源分析。例如与单一种属的重矿
物或一个大类的重矿物有关的指标，表示这些矿物在透明重矿物中的占比，如 Ap（磷灰石）、Hb（普
通角闪石）、Px（辉石大类）等（Garzanti et al., 2004, 2006）。又如角闪石颜色指标（HCI）和变沉积
岩矿物指标（MMI）可以较好地指示源岩的变质强度和岩石类型。

此外，重矿物分析数据结合岩相学数据还可以用于沉积物贡献量的计算。

五、重矿物分析方法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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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重矿物组合分析和单矿物法均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缺点，将两者相结合，取长补短，可以更加全
面准确地解读物源信息，防止因单一矿物的数据导致误导性的解释。因此，以重矿物分组合分析为基础，
然后根据特定的科学目标，有针对性地选择一种或多种单矿物开展研究，也将是物源示踪的发展趋势。

图 6 TIMA 自动矿物识别系统对重矿物自动扫描获得种类识别结果、不同成分面积统计和单一矿物提取及粒径统计实例

传统的重矿物组合分析是理解各矿物在整个沉积物中的行为、分布和含量，合理解释包括单矿物示
踪数据在内的各项物源信息的前提。因此，该方法仍然应作为基本的物源示踪手段。在进行重矿物组合
数据获取的过程中，应高度关注一系列影响沉积物重矿物组成的自然过程和人为因素，并建立对重矿物
分析具体方法的统一认识以减少偏差。目前对重矿物组合数据已有一系列方法开展对比、统计、计算和
解释，以获得源区特征和物源变化等信息。而使用自动矿物识别技术开展重矿物组合分析并和单矿物示
踪技术相结合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六、结语

本文第一作者系浙江大学博士后，第二作者为浙江大学副教授。本文属作者认识，相关问题交流可
通过邮箱 xcwnju@gmail.com 与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下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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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快讯

18. 木巴拉剖面揭示印度 - 亚洲大陆初始碰撞早于 6100 万年前

安慰          6 月 9 日

全篇约 4247 字，9 图，阅读需要 7 分钟

原创

大陆碰撞是板块运动中重要的一环，形成的造山带影响到岩石圈的风化速率，进而改变海水地球化
学特征、洋流循环及全球气候，深刻地影响生物演化和人类社会发展。新生代非洲板块、阿拉伯板块、
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的碰撞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阿尔卑斯 - 扎格罗斯 - 喜马拉雅造山带（图 1），孕
育了欧亚大陆南缘众多的山脉和高原。其中，印度板块与亚洲南缘的拉萨地体之间的碰撞，发育了现今
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造山带，两板块的界线即印度河 -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

图 1 阿尔卑斯 - 扎格罗斯 - 喜马拉雅造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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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造山带是怎么形成的？青藏高原的隆升和演化过程是怎样的？要探讨这些过程，首先要回
答印度和亚洲大陆何时发生碰撞。地学界通过古地磁、古生物学、岩浆作用、大陆超高压变质作用、沉
积学等学科的研究限定大陆碰撞的时间在 7000 万年到 3500 万年前（图 2）。这一时间跨度产生的原因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不同学科的证据指示碰撞的不同阶段，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是怎样的？
（2） 印度板块和拉萨地体是否是直接碰撞？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地体或岛弧？（3） 两板块东西向
延伸超过 4000 千米，碰撞在侧向上是否同时发生？ Hu et al. (2016, 2017) 在系统评述约束大陆碰撞时间
工作的基础上，获得了以下新认识：（1）初始碰撞代表了两板块之间洋壳的消失、陆壳的直接接触这
一时间节点；（2）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内印度 - 亚洲大陆直接碰撞，初始碰撞发生于 ~60Ma（Ma- 百万年前）；
（3）印度北缘沉积地层物源变化是限定初始碰撞时间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利用物源变化限定初始碰撞时间的思路简单表述如下（图 3）。初始碰撞发生前，两个大陆之间存
在洋壳，被动大陆边缘（下板块）只能接受被动大陆一侧提供的碎屑物质；而初始碰撞发生后，两板块
陆壳直接接触，活动大陆（上板块）的碎屑物质可以到达被动大陆边缘。这一过程为被动大陆边缘的沉
积地层所记录，表现为该地层中的碎屑物质来源不同，即物源变化，最早出现于被动大陆边缘的深水地区，
随着碰撞的进行不断向浅水地区迁移。因而，利用物源变化限定初始碰撞时间的关键在于确定被动大陆
边缘深水地层物源转变的时间（图 3）。然而，由于造山带内构造作用强烈，深水碎屑岩地层中化石稀少，
寻找到记录物源变化的连续深水地层剖面并准确限定物源变化的时间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印度 - 亚洲大陆碰撞时间的争议

图 2 多学科约束的印度 - 亚洲大陆初始碰撞时间（Hu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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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 -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两侧的印度板块和拉萨地体具有不同的岩浆活动历史，印度板块为稳定
的克拉通，北缘为特提斯喜马拉雅（图 4），岩浆事件与早白垩世 Kerguelen 地幔柱和白垩纪 - 古近纪
之交的德干大火成岩省的活动相关；而拉萨地体南缘为克钦斯坦 - 拉达克 - 冈底斯岩浆弧（图 4），发
育三叠纪 - 白垩纪新特提斯洋俯冲相关的多期岩浆活动。因而，印度板块和拉萨地体提供了差异明显的
碎屑物质，表现在碎屑颗粒、铬尖晶石地球化学特征及碎屑锆石 U-Pb 年龄和 Hf 同位素组成等多个方面。

 二、物源变化约束印度 - 亚洲大陆初始碰撞时间

图 4 喜马拉雅造山带地质图（修改自 Yin et al., 2006）

图 3 物源变化限定初始碰撞时间示意图，黑色箭头表示碎屑物质搬运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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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研究团队在巴基斯坦、拉达克 Zanskar、西藏南部等地开展了物源分析工作，表明印度 - 亚洲
大陆碰撞发生于 ~54-60 Ma（图 5）。这 6 Ma 的差异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及定年方
法不同导致的。从地层的沉积位置来看，巴基斯坦、拉达克、藏南定日 - 岗巴地区地层为被动大陆边缘
浅海沉积，物源变化晚于初始碰撞；而藏南朗县地区碎屑岩已发生变质，与大理岩共生，其原岩也可能
为浅海沉积；藏南萨嘎地区桑单林剖面岩石组合为深水浊积岩与硅质岩，代表了被动大陆边缘的深水沉
积，物源变化更接近初始碰撞。从确定物源变化时间的方法来看，巴基斯坦、拉达克、藏南定日 - 岗巴
和朗县等地通过最早的亚洲物源的砂岩中碎屑锆石最年轻年龄来约束；桑单林剖面通过碎屑锆石最年轻
年龄、钙质超微和有孔虫化石、凝灰岩锆石年龄来确定。所以，桑单林剖面所记录的 ~60 Ma 的物源变
化最接近初始碰撞。然而，桑单林剖面以构造板片产出于增生楔中，是否是连续的地层仍存在争议；另外，
剖面上钙质超微化石和凝灰岩的层位距物源变化的层位有一定距离（分别为 100 m 和 500 m），物源变
化早于已发现的钙质超微化石和凝灰岩的沉积。

那么，印度河 - 雅江缝合带内是否存在更好的剖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在雅江
缝合带南侧进行了多次踏勘，在萨嘎县城西南约 60 km 处雄如乡的木巴拉山口附近找到了合适的剖面—
木巴拉剖面，开展了沉积学、物源分析和年代学研究。

图 5 印度—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物源变化对印度 - 亚洲大陆初始碰撞时间的约束（修改自 Hu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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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巴拉剖面海拔近 5000 m，从木巴拉山口山脊北侧延伸至山脊南侧（图 6，7），整合覆盖于特提
斯喜马拉雅硅质页岩夹薄层硅质岩之上，整体岩性可与桑单林剖面进行对比。

剖面下伏地层为深灰色硅质页岩夹薄层硅质岩，代表印度被动大陆边缘上白垩统的地层（可能相当
于江孜地区的甲不拉组）。下段为灰白色块状 - 中厚层石英砂岩（蹬岗组下段，图 7a），构成山脊，之
上为棕色中薄层岩屑砂岩夹少量灰色硅质岩（蹬岗组中段，图 7b），过渡为灰绿色中薄层石英砂岩与紫
红色硅质岩、硅质页岩不等厚互层（蹬岗组上段，图 7c）。薄层石英砂岩之上为厚约 30 m 的紫红色硅
质页岩夹少量紫红色薄层硅质岩，仅在顶部出现少量透镜状石英砂岩（图 7d）；之上为一套厚约 30 m
的灰绿色中薄层岩屑砂岩（图 7e）夹泥岩，被紫红色泥岩夹多层灰白色厘米级凝灰岩层覆盖（桑单林组
上段，图 7f）。随后，剖面演变为灰绿色薄至中厚层岩屑砂岩与泥岩不等厚互层（者雅组，图 7g）。
整个剖面上，砂岩中广泛发育正粒序、平行层理、波状纹层、泥砾等沉积构造，底面可见槽模、沟模等，
表明砂岩为浊流的产物，沉积于大陆坡坡脚的位置；而硅质岩、硅质页岩含大量放射虫，为浊流间歇期
的背景沉积。

三、木巴拉剖面

图 6 木巴拉剖面的位置与邻区地质图（修改自 Hu et al., 2016; Metcalf et al., 2017; 潘桂棠等 2006）
XFB- 日喀则弧前盆地，OPH- 雅鲁藏布江蛇绿岩，ZB- 仲巴地体，ML- 修康混杂岩，TH- 特提斯喜马拉雅，Qal- 第四系 

图 7 木巴拉剖面野外远观及岩石薄片镜下照片
（a）蹬岗组下段石英砂岩；（b）蹬岗组中段岩屑砂岩；（c）蹬岗组上段砂岩砂岩；（d）桑单林组下段石英砂岩；（e）桑单
组上段岩屑砂岩；（f）桑单林组上段凝灰岩；（g）桑单林组上段凝灰岩；Q- 石英；K- 钾长石；Lvm- 基性火山岩岩屑；Lvf- 酸性

火山岩岩屑；Lm- 变质岩岩屑；Gl- 海绿石；镜下照片中黑色线段长 10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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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源分析工作表明蹬岗组和桑单林组下段碎屑物质来自南侧的印度板块，桑单林组上段和者雅组
碎屑物质则来自北侧的拉萨地体。蹬岗组砂岩下段石英砂岩中石英含量 >90%（图 8a），碎屑锆石年
龄主要为古生代及更老的年龄（图 8c），指示物源为印度地体。蹬岗组中段岩屑砂岩中岩屑为玄武岩
（图 8a），碎屑锆石年龄同样为古生代及更老的年龄（图 8c），指示物源为南侧的印度地体，玄武岩
岩屑可能来自特提斯洋喜马拉雅上广泛分布的白垩纪玄武岩或白垩纪末期的德干大火成岩省。我们倾
向于认为这些玄武岩岩屑来自德干大火成岩省，理由如下：（1） 蹬岗组中段砂岩中并未出现前者特征
的早白垩世碎屑锆石，而这一年龄组的锆石在来源于前者的地层中广泛存在；（2） 砂岩中含有大量的
高 TiO2、低 Al2O3 铬尖晶石（图 8b），与德干玄武岩中的铬尖晶石成分相似。蹬岗组上段和桑单林组
下段石英砂岩中石英含量 ~70%-90%（图 8a），见大量海绿石碎屑，碎屑锆石年龄主峰为 110-140 Ma
（图 7c），中生代锆石具有负的 εHf(t) 值（图 8d），表明物源来自缝合带南侧。而桑单林组上段和者
雅组岩屑砂岩中可见大量中酸性火山岩岩屑，铬尖晶石 TiO2 含量较低（图 8b），碎屑锆石年龄主要为
中生代年龄，可见 ~60 Ma 和 80-110 Ma 的年龄峰（图 8c），中生代 - 新生代锆石具有正的 εHf(t) 值（图
8d），指示物源主要为拉萨地体的冈底斯岩浆弧。

沉积环境和物源组成表明，木巴拉剖面蹬岗组和桑单林组下段沉积于印度被动大陆边缘下斜坡 - 深
海平原处，桑单林组上段开始剖面处于初始碰撞启动后的前陆位置。印度 - 亚洲大陆的初始碰撞引起了
桑单林组下段和上段的物源变化！那么，如何确定这一变化的时间呢？幸运的是，桑单林组上段中保存

图 8 木巴拉剖面物源分析
（a）砂岩碎屑颗粒组成，底图引自 Garzanti (2019)， Q—石英，F—长石，L—岩屑，Lvm—基性火山岩岩屑，Lvi-f—中酸性火山岩岩屑，
Lm—变质岩岩屑，Ls—沉积岩岩屑；（b）碎屑铬尖晶石 TiO2-Al2O3 图解，底图引自 Kamenetsky et al. (2001)，ARC—弧火山岩，
CFB—大陆溢流玄武岩，MORB—大洋中脊玄武岩，OIB—大洋岛弧玄武岩，SSZ—超俯冲带橄榄岩；（c）碎屑锆石 U-Pb 年龄组成；

（d）中生代碎屑锆石 Hf 同位素组成，DM—亏损地幔演化线，CHUR—球粒陨石演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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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层凝灰岩夹层，最早的一层距亚洲来源的砂岩仅 30 m（图 9a）。我们通过 SIMS 测定了凝灰岩中
的锆石 U-Pb 年龄，36 个年龄的加权平均值为 61.0 ± 0.3 Ma（图 9b），同时桑单林组上段砂岩碎屑锆
石中最年轻年龄峰值为 62.7 Ma，表明初始碰撞的年龄早于 61 Ma。这一结果与桑单林剖面的物源变化
时间一致，验证了初始碰撞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中段的启动时间不晚于 61 Ma。

图 9 木巴拉剖面物源变化和凝灰岩层位（a）；凝灰岩锆石 SIMS U-Pb 年龄（b）

目前木巴拉剖面印度 - 亚洲物源变化的时间仅通过凝灰岩锆石和碎屑锆石 U-Pb 年龄确定，期待同
行们开展古生物、古地磁等工作继续推动该剖面的研究。

本文属作者认识，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anwei@hfut.edu.cn 与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请进
一步阅读下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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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白垩纪大洋缺氧事件 OAE 1d初期大火成岩省火山活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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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白垩纪中期（Aptian-Turonian；~125-93.5Ma）是地质历史时期中典型的温室气候时期，当时地球“海
洋 - 大气”系统具有高温、高海平面、高 CO2 分压的特征（Takashima et al., 2006）。在这种气候背景下，
海洋初级生产力的提升和海洋底层水缺氧状态的加剧导致了大规模有机质（富 12C）快速埋藏在海洋沉
积物中，海水无机碳库因此发生扰动，海相碳酸盐岩碳同位素（δ13Ccarb）正漂。这种以富有机质黑色
页岩为主要特征的古海洋碳循环扰动事件称为大洋缺氧事件（Oceanic Anoxic Events, OAEs; Schlanger 
and Jenkyns, 1976）。白垩纪中期发生了多期次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大洋缺氧事件，其中，OAE 1d 发
生于距今约 100.5Ma 的 Albian/Cenomanian 界线时期（图 1）。Bréhéret（1988）最早在法国东南部
Vocontian 盆地报道了 Albian/Cenomanian 界线事件的多套黑色页岩沉积。OAE 1d 碳同位素变化特征
主要为：事件启动前，海相碳酸盐岩记录了一期碳同位素负漂事件。随着 OAE 1d 启动，碳同位素开始
正漂，主要特征为一个显著的正漂，偏移幅度为 ~1‰，该正漂被两期快速的碳同位素负漂事件分割为三
个小幅度的碳同位素正漂子事件（图 2a）（Kennedy et al., 2004）。目前，研究人员已经根据上述特征，

一、白垩纪大洋缺氧事件 OAE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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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特提斯域、大西洋域、北方域、太平洋域以及东特提斯域等区域识别出了 OAE 1d 碳循环扰动的信号，
证实了其为全球性碳循环扰动事件（图 2b）（Yao et al., 2018）。

图 1 侏罗纪 - 古近纪主要大洋缺氧事件时代分布（Jenkyn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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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ini and Erba（2018）总结了白垩纪中期大西洋域和西特提斯域记录的海水表层温度数据，发现
OAE 1d 事件启动初期不同海域均记录了温度升高的过程，北大西洋海水表层温度最高值比现代海洋海
水表层温度高 3~5℃ （Wilson and Norris, 2001）。Richey et al.（2018）基于陆相植物化石的气孔指数
恢复了 OAE 1d 初期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发现在 OAE 1d 碳同位素开始正漂前，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出现了激增，并且对应于碳同位素的负漂时期。上述证据与其他已被证实为全球大规模火山活动诱发的
大洋缺氧事件（Leckie et al., 2002）的特征一致。因此，OAE 1d 可能具有相同的诱发机制，但目前仍旧
缺乏直接的地球化学证据。

近年来，海相沉积物中的 Hg 元素含量变化被越来越多的用来示踪大火成岩省（Large Igneous 
Province；LIP）活动和重大环境扰动事件的关系（Grasby et al., 2019）。Hg 元素变化作为火山活动示
踪手段的主要原理是基于对现代火山喷发过程的观测，即 Hg 是唯一可以在大气中以气态单质形式存在
的金属元素，并且可进行长距离传输的重金属；Hg 在大规模火山活动时期可以在数月内（一般 0.5-2 年）
通过大气环流传输到全球范围（图 3）。同时，Hg 在海洋水体中的停留时间很短（几百年），易于从海
水中被捕获并进入到沉积物中（图 3）。Hg 元素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它可以用来指示大范围内（全球范围）
沉积物中高分辨率（千年级别）的火山活动记录（Blum et al., 2014）。

二、OAE 1d 研究现状

三、汞（Hg）在地质事件中的应用

图 2 （a）Cenomanian 底界金钉子剖面（GSSP）Albian/Cenomanian 界线事件和大洋缺氧事件 OAE 1d 碳同位素曲线；（b）
~100Ma 时期全球古地理图，图中展示出 OAE 1d 前人主要研究区域（黑色圆点）、本文研究剖面油下剖面（Y）以及 Kerguelen

大火成岩省的古地理位置；（c）本文研究区西藏南部的构造地层分区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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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Hg 同位素被证明是示踪海洋沉积物 Hg 元素异常来源的可靠指标（Grasby et al., 2019）。
Hg 元素在自然界有 7 种稳定同位素（196Hg，198Hg，199Hg，200Hg，201Hg，202Hg 和 204Hg），其同位
素分馏有质量分馏（MDF）和非质量分馏（MIF）两种形式。由于这两种同位素分馏机制不同，可以用
来指示不同的地球生物学过程（Blum et al., 2014）。其中，MIF Δ199Hg 常被用来示踪地层 记录中 Hg
含量异常的来源，原理为火山喷发出的 Hg 的 Δ199Hg 值接近于 0‰，随后经过光化学还原作用产生分馏，
导致 Hg2+ 中偏正的 Δ199Hg 值和 Hg0(g) 中偏负的 Δ199Hg 值 (Bergquist & Blum, 2007)。在海洋体系中，
降水和海水中主要含 Hg2+ 而 Δ199Hg 值主要偏正；在陆地体系中，由于主要积累 Hg0(g) 而 Δ199Hg 值主
要偏负（Blum et al., 2014）。因此，Hg 元素含量结合 MIF Δ199Hg 数值变化可以很好的揭示出沉积物中
Hg 元素的沉积异常和示踪 Hg 富集异常的来源。

图 3 在大火成岩省（LIP）火山活动加剧条件下，全球 Hg 循环特征（修改自 Grasby et al., 2019） 

图 4 油下剖面底部 OAE 1d 沉积物 Hg 元素含量（%）、Hg/TOC 比值（ppb/%）、δ202Hg 和 Δ199Hg 值；OAE 1d 前高分辨率多指
标 pCO2 重建源自 Richey et al. (2018)；Hg/TOC 比值曲线中黑色虚线表示 Hg/TOC 比值的平均值；δ202Hg 和 Δ199Hg 值曲线中黑

色虚线表示基线或背景值；黄色半透明粗线代表 Δ199Hg 值的 3 点移动平均的结果。灰色阴影部分指示出火山活动增强的层位。

最近 Yao et al. (2021) 以古地理位置位于东特提斯南缘，印度大陆北缘的西藏南部特提斯喜马拉雅
构造带 OAE 1d 时期内陆棚沉积记录（油下剖面）为研究对象（图 2），利用 TOC 含量、Hg 元素含量、
Hg 同位素值以及主微量元素等数据示踪大洋缺氧事件 OAE 1d 的火山活动记录。

四、 OAE 1d 与大火成岩省火山活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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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 易被有机质吸附并以有机质 -Hg 复合物的形式迁移到海洋沉积物中 (Grasby et al., 2019)，由于
Hg 和有机质之间强烈的亲和力，使用 Hg/TOC 比值来判断 Hg 富集异常的原因在地层学研究中十分普
遍 (Grasby et al., 2019, Percival et al., 2018, Sanei et al., 2012)。OAE 1d 启动前 Hg 元素含量从 6ppb 增
加至 33ppb（图 4b），在对 Hg 元素含量进行 TOC 标准化之后，Hg/TOC 在 OAE 1d 启动之前仍旧呈
现一个高峰（192 ppb/%），而在 OAE 1d 期间 Hg/TOC 基本保持不变（图 4c）。此外，Hg 元素含量
和 TOC 含量相关性在 OAE 1d 前期呈现较弱的负相关（R2=0.2664）（图 5c）。上述结果表明有机质含
量变化并不是导致油下剖面 Hg 含量变化的控制因素。黏土矿物也可以通过吸附的方式将水体中的 Hg
转移到海底沉积物中 (Grasby et al., 2019)，通过 Hg/Al2O3 比值（ppb/%）校准后，发现 Hg/Al2O3 比值
也在 OAE 1d 开始前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并且这一阶段 Hg 元素含量和 Al2O3 含量存在极低的负相关关
系（R2=0.0387），证明黏土矿物的吸附作用亦不是 Hg 元素富集的原因（图 5d-f）。此外，前人研究
发现水体氧化还原条件变化（如硫化的水体环境）也会导致沉积物 Hg 的富集（Shen et al., 2019），但
是氧化还原指标 Mo-U 富集因子（EFs）投图分析，发现 OAE 1d 事件期间本研究区沉积物沉积时底层水
水体环境为氧化至次氧化环境（图 5a）。因此，可以排除还原硫对 Hg 富集（Hg- 硫化物复合物）的影
响。然而，在氧化条件下，微量元素对 Mn 和 Fe 的氧化物或氢氧化物表现出强烈的亲和力 (Algeo and 
Tribovillard, 2009)，Hg 与 Mn 和 Fe 的氧化物或氢氧化物同样也表现出相关性 (Shen et al., 2020)。

图 5 油下剖面 OAE 1d 沉积物综合分析图
（a）Mo-EFs 和 U-EFs 表明氧化到次氧化的水体环境；（b）和（c）Hg 元素含量（%）和 Sr/Ca 比以及 δ18O 值的相关性表明较
弱的成岩作用；（d）到（i）OAE 1d 不同时期 Hg 元素含量（%）、TOC 含量（%）、Al 元素含量（%）、Fe 元素含量（%）和

Mn 元素含量（%）之间相关性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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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Hg 元素与 Fe 和 Mn 元素含量的相关性图解（图 5g-i），发现 OAE 1d 启动前 Hg 元素含量变
化与 Fe 和 Mn 元素含量变化相关性分别为中等至强负相关（R2=0.5175）和极低的正相关（R2=0.001），
说明 OAE 1d 前 Hg 元素的富集并非来自于 Mn-Fe- 氧氢氧化物的吸附。最新研究表明，Hg 元素的含量
可能受到成岩改造的影响 (Charbonnier et al., 2020)。对于油下剖面的沉积物进行 Sr/Ca 比值和 δ18O 值
分析发现：Hg 含量与这两个代用指标之间的共同变化并不明显（图 5b-c），说明 Hg 元素含量变化并
非成岩作用结果。

根据 MIF Δ199Hg 原理，在 OAE 1d 启动前和 OAE 1d 最早期，Δ199Hg 值从 0.04 ‰增加到 0.29 ‰
（图 4e）。在 Hg 含量和 Hg/TOC 比值峰值区间内，Δ199Hg 值呈稳定上升趋势。Δ199Hg 在 Hg 含量峰
值区间内的升高可能与以下一个或两个过程有关。(1) 火山产生的 Hg2+ 在大气中的直接沉积作用占主导
地位，和 / 或 (2) 有机物对 Hg 的吸附量增加，有效地捕获了具有正 Δ199Hg 信号的 Hg(II)。在我们的研
究中，第一个过程似乎是最合理的，后一个过程没有得到 Hg 和 TOC 浓度之间存在相关性的支持（图
5）。Grasby et al. (2017) 提出深水沉积环境下 Hg 的主要来源为火山成因 Hg2+ 的直接大气沉降，这
与以内陆棚沉积为主的油下剖面类似。综上所述，油下剖面的 Hg 元素和同位素结果表明，在 Albian-
Cenomanian 界线时期，Hg 沉积的主要途径为火山成因 Hg2+ 的直接大气沉积，指示在 OAE 1d 发生之前，
东特提斯域南缘的火山活动增加。

在 Albian-Cenomanian 界线事件期间，记录的大火成岩省火山活动包括 Caribbean 大火成岩省
(100-87 Ma)、High Arctic 大火成岩省 (130-80 Ma)、Ontong Java 大火成岩省 (119-25 Ma) 和 Kerguelen
大火成岩省 (130 Ma 至今 )。Kerguelen 大火成岩省是距离本研究区最近的一个大火成岩省（图 2b）。其中，
Central Kerguelen 事件的平均年龄为 100.4±0.7 Ma，岩浆喷发量为 0.9 km3/year，是 Kerguelen 高原
130Ma 历史中上最大的岩浆喷发速率 (Coffin et al., 2002)。OAE 1d 发生在 Albian-Cenomanian 界线（约
100.5Ma）之前，根据上天文轨道时间标尺（Yao et el., 2018），OAE 1d 的持续时间约为 233kyr，从火
山活动开始到 OAE 1d 启动的时间估计为约 55kyr。因此，Central Kerguelen 事件的强烈岩浆喷发事件
是时间上对应最好大火成岩省火山活动，而其他大火成岩省活动也可能导致本研究中的 Hg 元素富集异
常的来源。

综上所述，Central Kerguelen 事件火山活动最可能导致了与大气 pCO2 升高，推动了表层和中间水
温度的升高，加剧了上层海水的混合，导致了全球大气海洋系统扰动，并最终诱发了 OAE 1d 的启动。

本文第一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第三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属作者认识，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
邮箱 yaohw@cugb.edu.cn 与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下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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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快讯

20. 白垩纪末期至古近纪初期东亚中纬度陆地气候变化
——来自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的记录

高远，陈积权，王成善         6 月 23 日

全篇约 5987 字，9 图，阅读需要 10 分钟

原创

近百年来，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了约 1° C，两极冰川的冰量持续减少，海平面上升。整个地球气
候系统显著变暖，很可能是人类向大气排放过量温室气体造成的——今天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已达
417ppmv，比工业革命之前高出 50%。人类文明的发展迫切要求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发展趋势及其环境
和资源效应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研究地球演化的历史，特别是温室气候时期，能够为当前全球
气候变化提供借鉴（图 1，Tienery et al., 2020）。白垩纪（距今约 1.45 亿年至 6600 万年前）是“深时”

（指第四纪之前的地质历史）典型的温室气候时期，古气候学家提出未来地球可能会重返白垩纪温室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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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垩纪末期至古近纪初期（Campanian 晚期至 Danian 早期，~75-65Ma）地球总体处于两极无冰
的温室气候状态。当时表层海水温度比今天高 5-10℃，低纬和高纬之间的温度梯度比今天要小，大气二
氧化碳浓度和海平面比今天高（图 1）。这段时间地球的气候也是非常不稳定的，发生了多次百万年尺
度上的变冷和变暖事件。

Maastrichtian 早期（~70Ma）地球上发生了一次显著的变冷事件，以深海底栖有孔虫氧同位素
~1‰正偏为特征，本文称为 EME 事件（Early Maastrichtian Event）（图 1）。结合同时期海平面降低
的数据，地质学家曾认为南极可能短暂发育冰盖；但是这一观点受到质疑，古海洋学家提出高纬度冷的
深层海水灌入低纬海洋才是导致气候变冷的原因（Jung et al., 2013）。

变冷趋势被 Maastrichtian 中期变暖（MME 事件，Mid-Maastrichtian Event，~69Ma）终结，深海
氧同位素负偏显示海洋升温约 2-4℃，陆地气候记录也显示升温约 3-5℃。印度洋东经九十度海岭火山活
动可能是导致变暖的重要原因（Jung et al., 2013; Keller et al., 2016）。

Maastrichtian 晚期（~66.4-66.1Ma），有孔虫氧同位素和镁钙比、有机生标 TEX86 等多个指标均
证明海洋升温 ~4℃，被称为 LME 事件（Late Maastrichtian Event，图 2E；Hull et al., 2020）。这次变
暖事件正好发生在白垩纪 - 古近纪界线（K-Pg 界线）生物大灭绝之前（Schulte et al., 2010），其成因
和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但仍未达成共识。传统的观点认为德干大火成岩省喷发出大
量温室气体是导致变暖的重要原因，对德干玄武岩火山灰的高精度锆石 U-Pb 定年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
点，发现德干大火成岩省喷发分四幕，K-Pg 界线之前的第一幕导致了 LME 变暖事件，第二幕与小行星
撞击共同导致了生物灭绝（图 2B，Schoene et al., 2019）。然而，高精度 Ar-Ar 定年却认为德干大火成
岩省喷发主要发生在 K-Pg 界线之后，因此不太可能导致 LME 变暖（图 2C，Sprain et al., 2019）。后续
气候模拟和火山岩包裹体成分研究认为德干大火成岩省早期喷发更富含挥发性温室气体，是 LME 变暖的
主要原因（图 2D，Hull et al., 2020）。

一、白垩纪末期至古近纪初期温室地球的气候扰动

图 1 过去一亿年地球气候演化历史与未来两百年气候变化预测，红色方框标记白垩纪末至古近纪初（修改自 Tierney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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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K-Pg 界线附近重要地质 - 生物 - 气候事件综合图。
（A）生物灭绝复苏与铱元素异常，动植物区系 A、B、C 分别代表白垩纪灭绝种、机会种、古近纪新生种（Schulte et al., 2010）；（B）
基于 U-Pb 定年的德干玄武岩喷发模式（Schoene et al., 2019）；（C）基于 Ar-Ar 定年的德干玄武岩喷发模式，不同颜色代表不
同的组（Sprain et al., 2019）；（D）基于模拟结果的德干玄武岩排气模式（Hull et al., 2020）；（E）深海氧同位素曲线指示气

候变化（Hull et al., 2020）。 

从前文可以看出，白垩纪末期至古近纪初期温室地球气候剧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环境下或者德
干玄武岩地区，陆地环境下气候变化及其与重大地质事件的联系仍然认识不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缺
少连续的陆相地质记录。



156

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是全球第一口钻穿白垩纪陆相地层的大陆科学钻探井，也是国际大陆科
学钻探计划（ICDP）框架下唯一以整个陆相白垩系为钻探取心目的层的大陆科学钻探项目（Wang et al., 
2013；Gao et al., 2019）。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包括“松科 1 井”、“松科 2 井”和“松科 3 井”
三个阶段，实现“三井四孔、八千米连续取心”（图 3）。“松科 1 井”于 2007 年完钻，分南北两个钻孔，
共获取 2486 米上白垩统连续岩心，取心收获率 96.46%。

本文对松科 1 井白垩纪末期至古近纪初期四方台组 - 明水组岩心开展了沉积学、粘土矿物学、元素
地球化学和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分析了不同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建立起白垩纪末期至古近纪初松
辽盆地多指标古气候记录。

基于对岩相组合与接触界面、沉积构造和化石特征的综合分析，重建四方台组 - 明水组沉积环境演化。
四方台组 - 明水组总体以粉砂岩和泥岩为主，砂岩和砾岩厚度占比约五分之一，可以划分为五个沉积单元，
每个单元自下而上由河流相、三角洲相和湖泊相构成，沉积单元之间以不整合面接触（图 4）。

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工程项目钻探的“松科 1 井”获取了晚白垩世晚期至古新世早期近乎连续
的陆相地层——四方台组和明水组，为研究白垩纪末期至古近纪初期陆地气候环境变化提供了绝佳材料
（Wang et al., 2013）。前人研究中采用生物地层学、磁性地层学和旋回地层学方法，将四方台组 - 明
水组年龄限定于 Campanian 晚期至早丹麦期。通过介形类、孢粉和轮藻的研究分别将 K-Pg 界线限定在
335.09-317m、360.6-233.9m、329.06-328.77m 之间。磁性地层学研究建立起 3 个正极性带、3 个负极
性带和 1 个混合极性带，并分别对应于 GPTS 的 C33n-C29r 带。旋回地层学研究基于 Th 元素测井数据，
识别出 405kyr 长偏心率周期，并以 C29r-C30n 交界 317m 处（66.3Ma）为绝对年龄锚点，获得了四方
台组和明水组的绝对年龄为 ~76.1-65.1Ma。

二、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获得白垩纪连续陆相地质记录

三、松科 1 井白垩纪末期至古近纪初期多指标古气候记录

图 3 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三井四孔”纵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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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土壤指标。根据植物根迹、钙质结核、氧化还原色斑（mottling）和似滑擦面（slikensides）等特征，
可以将古土壤划分为干旱土（Aridisol）、始成土（Inceptisol）、变性土（Vertisol）和淋溶土（Alfisol）
四种类型。干旱土一般形成于干旱 - 半干旱气候，发育大量钙质结核；始成土出现在各种气候环境中，
为不成熟的古土壤，有原始沉积构造（如层理）残留；变性土通常出现在半干旱 - 半湿润气候中，似滑
擦面显著发育；淋溶土形成于较湿润气候中，发育氧化还原色斑，少量钙质结核在古土壤剖面中深度较
深（>1m）（图 5）。松科 1 井四方台组 - 明水组古土壤类型的变化具有周期性，如 ~850-800m、~550-
450m 和 ~350~300m 深度区间，淋溶土显著发育；~1000-850m 和 ~700-550m 深度区间，变性土和干
旱土出现更多（图 6B）。

图 4 松科 1 井四方台组和明水组岩性柱状图和沉积相分布图

图 5 松科 1 井四方台组和明水组典型古土壤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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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土矿物指标，黏土矿物是粒径小于 2μm 的层状硅酸盐矿物。当气候温暖湿润时，水循环和化学
风化作用加强，蒙脱石相比于伊利石更容易形成，伊利石晶格中镁铁淋滤散失而铝富集，从而使伊利石
化学指数（illite chemistry index）升高。在松科 1 井四方台组与明水组中，~850-800m、~550-450m
和 ~350-230m 深度区间内，蒙脱石 / 伊利石含量比值较高，伊利石化学指数值较高；相反，~1000-
850m、~650-600m 和 ~450-350m 深度区间内，两个指标数值均较低（图 6D）。

化学蚀变指数（CIA）指标，常用于评估化学风化作用强度，因为 Ca、K 和 Na 等碱性阳离子在
化学风化过程中不断从长石中析出，而较难迁移的 Al 离子保留下来。四方台组 - 明水组泥岩 CIA 值在
~750-650m、~550-450m、~350-320m 深度区间升高，指示化学风化作用增强；在 ~650-600m、~450-
400m、~320-315m 深度区间降低，指示化学风化作用减弱（图 6C）。

土壤碳酸盐氧同位素指标可以反映温度变化和大气降水来源变化，碳同位素则记录了大气二氧化碳
和土壤呼吸作用产生二氧化碳的混合信号。松科 1 井 ~600m 深度处古土壤碳酸盐 δ18O 负偏约 3‰，受
温度降低与西风水汽增强共同控制；~500m 和 ~330m 古土壤碳酸盐 δ18O 正偏同时 δ13C 负偏，指示温
度升高、东亚季风水汽增强和土壤生产力增加（图 6EF；Gao et al., 2015）。

团簇同位素指标可用于重建古温度，之前研究发现四方台组 - 明水组土壤碳酸盐形成温度范围 15-
42° C，~400-330m 深度区间出现一次显著升温（图 6G；Zhang et al., 2018），综合已发表的所有氧同
位素数据，恢复土壤水 δ18Ow 范围 -4.8 ～ -12.7‰。

多指标相互印证的地质记录是准确重建深时古气候古环境的重要基础。本文对松科 1 井四方台组 -
明水组进行了多指标相关性分析，验证了指标之间的一致性和古气候古环境重建的可靠性（图 7）。例如，
从变性土到淋溶土，土壤碳酸盐 δ18O、Δ47- 温度和 CIA 值升高而 δ13C 降低，共同指示变暖、变湿、风
化加强的气候环境。CIA 与伊利石化学指数、土壤碳酸盐 δ18O、土壤水 δ18Ow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
风化作用与降水关系密切；CIA 与 Δ47- 温度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可能反映了风化作用与温度无关或者部
分土壤碳酸盐形成季节的变化。

图 6 松科 1 井四方台组和明水组多指标综合图。
（A）沉积相；（B）古土壤类型；（C）化学蚀变指数（CIA）；（D）伊利石化学指数；（E）古土壤碳酸盐（黑点）和介

形虫壳体（灰点）δ18O；（F）古土壤碳酸盐（黑点）和介形虫壳体（灰点）δ13C；（G）Δ47- 温度，灰点表示基质较粗的古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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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松科 1 井四方台组 - 明水组多指标相关性分析图

Campanian 晚期和 Maastrichtian 期底栖有孔虫氧同位素记录表明全球气候总体处于降温过程，但
仍然存在百万年尺度的气候波动（图 1，图 8）。在 Campanian 晚期 ~76Ma-74Ma 期间，松辽盆地土
壤碳酸盐 δ13C、δ18O 和土壤水 δ18Ow 记录表明气候较温暖干旱，可能是松辽盆地东部存在海岸山脉阻
隔了太平洋水汽，导致盆地位于“雨影”区。在 ~74-72Ma 期间，底栖有孔虫 δ18O 负偏指示一次海水升
温事件。松辽盆地河流环境向湖泊环境转化，淋溶土更发育，化学风化作用增强，推测是海岸山脉风化
剥蚀、海拔降低和全球气候变暖共同导致（图 8）。

在 Maastrichtian 早期发生了 EME 变冷事件（~70Ma），松辽盆地河流环境广泛出现，变性土更发育，
土壤碳酸盐 δ18O 负偏，δ13C 正偏，土壤水 δ18Ow 正偏，化学风化作用减弱。这是全球仅有的中纬度陆
地对 MME 事件的响应记录。研究发现，全球降温导致东亚中纬度陆地西风加强、季风减弱，欧亚大陆
内部来源的水汽相对增多、太平洋来源的水汽相对减少，最终造成松辽盆地降水减少、土壤呼吸作用强
度下降、风化作用减弱（图 8）。

在 Maastrichtian 中期发生了 MME 变暖事件（~69.5Ma-68.5Ma），松辽盆地河流环境向湖泊和三
角洲环境转化，淋溶土在古土壤类型中的占比增加，土壤碳酸盐 δ18O 正偏、δ13C 负偏、土壤水 δ18Ow

 四、白垩纪末期至 K-Pg 界线前后松辽盆地气候环境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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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偏，化学风化作用增强。全球火山活动加强（如东经九十度海岭）释放温室气体，导致东亚中纬度陆
地升温和西风带北移，来自太平洋水汽相对增加。此外，陆地温度相比于海洋温度升高较大，陆地出现
低压异常，从而引起松辽盆地夏季降雨增加和水循环活动增强。

MME 事件后温度回冷，持续时间可能长达 200 万年。松辽盆地以河流环境为主，变性土和干旱土
更发育，土壤碳酸盐 δ18O 负偏，δ13C 正偏，土壤水 δ18Ow 值负偏，化学风化作用减弱，共同指示较干
冷的气候（图 8）。~68.5Ma 时全球火山活动减弱和风化作用增强可能是这次降温事件的原因。 

K-Pg 界线生物大灭绝包括了非鸟恐龙在内的多门类生物灭绝，是地质历史时期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
之一。海相记录表明 K-Pg 界线附近地球气候波动显著，表现为若干次变冷和变暖事件，影响了生物灭
绝与复苏。但是，人们对同时期陆地气候环境变化及其与重大地质 - 生物事件的联系仍然认识不清。本
文对东亚中纬度陆地气候环境和大陆风化记录与海相记录进行对比，评估东亚中纬度陆地对全球气候变
化敏感响应过程与机理。

LME 事件期间，德干玄武岩释放大量 CO2 可能导致气候升温（Hull et al., 2020）。在松辽盆地，
Δ47- 温度升高，土壤碳酸盐 δ13C 负偏，淋溶土更发育，指示更加温暖湿润的气候（图 9）。与 MME 事
件类似，LME 全球变暖期间东亚中纬度地区海陆温差增大、西风带北移，导致水循环活动增强，松辽盆
地降雨增加。

LME 事件之后到 K-Pg 界线之前，全球出现约 10 万年的降温，温度恢复到 LME 事件前的水平（图 9）。
降温的机制目前仍然存在争议，部分学者支持“风化致冷”假说，即德干玄武岩风化作用的增强消耗了
大量的 CO2，从而使气温降低。在松辽盆地，Δ47- 温度记录了相似的降温事件（~66.1Ma），风化指标
与温度的相关性（风化强度在降温初期达到峰值）支持了“风化致冷”假说（图 9）。

K-Pg 界线之后，地球在古近纪最初的 50 万年里持续升温（Hull et al., 2020），与松辽盆地的升温、
变湿、风化加强变化趋势一致，可能与德干玄武岩持续排放 CO2 有关。 

图 8 松辽盆地晚白垩世晚期至古新世早期陆地气候暖湿（粉色条带）、
冷干（蓝色条带）和干热（黄色条带）事件及其与海相记录的对比。

A）沉积相；B）古土壤类型；C）古土壤碳酸盐 δ13C；D）古土壤粘土矿物和碳酸盐 δ18O；E）Δ47- 温度和粘土矿物形成温度，
灰点表示基质较粗的古土壤；F）土壤水 δ18Ow；G）伊利石化学指数；H）化学蚀变指数（CIA）；I）深海碳酸盐和底栖有孔虫

δ1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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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K-Pg 界线附近松辽盆地气候环境和大陆风化记录及其与海相记录的对比。
从左到右：A）磁性地层柱；B）旋回地层柱（基于 Th 元素）；C）古土壤类型；D）古土壤碳酸盐 δ13C；E）古土壤碳酸盐

δ18O；F）Δ47- 温度，灰点表示基质较粗的古土壤；G）土壤水 δ18Ow；H）伊利石化学指数；I）化学蚀变指数（CIA）；J）深海
底栖有孔虫 δ18O。

气候变化如何影响 K-Pg 界线附近生物灭绝与复苏依然存在争议。海相有孔虫化石记录表明，MME
事件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而 LME 事件导致了生态压力和有孔虫的小型化，可能直接影响了生物灭
绝（Keller et al., 2016）。陆地上相关研究报道很少。

基于松科 1 井的古生态研究及东亚地区的对比表明，EME 变冷事件导致东亚地区轮藻等微体生物多
样性降低，而 MME 和 LME 变暖事件对应着生物多样性增加（Li et al., 2021）。LME 变暖事件期间，轮
藻的化石个体减小，可能与德干玄武岩喷发导致的生态压力有关（Li et al., 2021）。K-Pg 界线附近陆相
化石与气候对比研究的结果初步证明了陆地气候对生物演化有影响，与海洋环境有相似也有不同，但是
仍需要更多后续数据和资料的支撑。

五、白垩纪末期至 K-Pg 界线前后气候变化对生物演化的影响

本文第一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第二作者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硕士研究生，第
三作者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本文主要观点来自 Gao et al. (2021a) Earth-Science Reviews 和
Gao et al. (2021b) Cretaceous Research 两篇论文，向所有合作作者致谢，同时感谢李玉寅和毋正轩两
位同学在文字和图件上的帮助。本文属作者认识，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yuangao@cugb.edu.cn 与
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下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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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

21. 含油气盆地沉积研究关注和发展思考

朱筱敏，董艳蕾，刘成林，叶蕾，张美洲          4 月 7 日

全篇约 4365 字，6 图，阅读需要 7 分钟

原创

沉积学是主要研究形成沉积物（岩）的沉积环境、沉积过程和沉积作用及结果的一门科学。它的发
展与矿产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人类生存密切相关。近十几年来中国沉积学的发展取得了
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陆相沉积体系研究方面成果显著，有效指导了沉积矿产的勘探开发。中国
沉积学不仅追踪国际沉积学研究前沿，而且根据中国沉积盆地和现代沉积环境特征，在浅水三角洲、滩坝、
砂质碎屑流、碳酸盐岩台地沉积理论和油气勘探等方面均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充分反映了我国沉积学与
国际沉积学同步发展的态势 [1-10]。

随着油气勘探的快速发展，沉积环境和沉积体系研究遇到了一些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如深
时沉积过程和沉积动力学、沉积作用与构造活动、事件沉积作用、细粒沉积环境以及模拟实验和多学科
综合开展沉积环境与沉积体系研究等。显然，加强沉积环境和沉积体系研究对于发展和完善沉积学理论、
寻找矿产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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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沉积学研究关注

三、中国沉积学研究关注

四、沉积学研究发展态势

当代地球科学正在不断地朝着全球化、科学化、综合化、数字化、信息化方向发展。沉积学也正适
应历史潮流，将沉积学置于全球沉积地质综合研究之中，加强了全球和大区域的沉积作用机理、沉积作
用与全球海平面变化、构造作用之间关系的研究。除了构造沉积学、地震地层学、事件沉积学以及天文
沉积学等以全球变化为研究对象的领域之外，其他领域均有待于沉积学家从整个地壳演化的角度来重新
认识或关注沉积作用的规律和各种沉积现象，诸如大洋缺氧事件、大洋分层事件、气候突变事件、星球
撞击事件、火山沉积事件、全球温室效应、生物灭绝事件，以及米兰柯维奇旋回、行星沉积学（特别是
火星）等。

近期，通过实施大洋钻探计划，沉积学家研究了全球气候与冰川演变；通过气候与地表环境以及海
平面变化的研究，结合深时源 - 渠 - 汇系统，探究沉积物源、沉积过程与沉积结果之间的动力学关系；
关注碳酸盐岩台地沉积环境以及微生物岩、混积岩的研究，高精度层序地层格架与河流、（陆架边缘）
三角洲、重力流（异重流）沉积体系的关系以及地震与事件沉积（海啸岩）、块体搬运过程与沉积，泥
质沉积物形成过程和泥岩沉积动力学及其控制因素，中生代特提斯域沉积机制和沉积结果，沉积过程模
拟（水动力跳跃、重力流底床形态等）和古地貌恢复，构造转换带与沉积物源、沉积体系因果关系，构
造沉积学、火山沉积学与事件沉积学等交叉学科，地震沉积学（地震地貌学与地震岩性学）等创新研究 
[1-10]。

中国发育多种沉积盆地类型以及碎屑岩和碳酸盐岩沉积体系，特别是陆相湖盆具有构造活动强烈、
气候变化快、源 - 汇系统规模和层次复杂、多物源、近物源、相变快、混源沉积发育的特点，给创新沉
积地质学理论和技术带来了发展机遇。中国沉积环境和沉积体系研究主要关注：

1）大陆边缘（中国南海）现代沉积环境和沉积作用。通过大陆边缘构造环境与沉积环境之间耦合
关系的综合研究，基于源 - 汇系统思想，发展海相沉积学理论，建立不同构造演化阶段的海相沉积模式。

2）多类型陆相沉积盆地沉积过程和沉积相模式。中国发育裂陷（坳陷）、前陆、走滑等多种类型
的陆相沉积盆地，不同类型的沉积盆地具有不同盆地结构、演化阶段和古地貌特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陆相沉积盆地立体沉积模式，完善陆相湖盆沉积学（扇三角洲、浅水三角洲、滩坝、重力流等）理论。

3）裂解克拉通碳酸盐岩沉积模式（微生物岩和混积岩）。中国古生代发育裂解（微小）克拉通沉积盆地，
充分考虑克拉通的裂解过程及其对沉积地貌的控制作用，建立了微小克拉通沉积盆地的沉积模式。中国
沉积盆地还发育大量微生物岩和混积岩，也是沉积矿产勘探开发的攻关方向 [1-10]。

根据当今研究关注，未来的沉积学发展应主要围绕下列问题 [1-10]：
1）多类型、多尺度源 - 汇系统。源 - 汇系统各个组成要素定性和定量研究，各个要素耦合关系，现

代和深时源 - 汇系统类型和差异性分析，信号传输与保存过程以及不同构造背景和不同尺度源 - 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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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力流沉积过程、水道发育机制和沉积模式。利用物理模拟、数值模拟和实地监测等技术方法
研究重力流性质（类型）、诱导机制、沉积过程、流体转化、沉积结果、深水重力流沉积模式，还将研
究极端事件沉积、海底滑坡与块状搬运沉积、异重流形成条件和沉积模式等（图 3）。

模型及其与生物作用、成岩作用之间关系等（图 1）。

图 1 “源 - 汇”系统沉积、成岩过程及生物作用的系统运转过程模式（据朱筱敏等，2019，译自 Hodgson et al., 2018）

图 2 源汇系统要素组成、研究方法和气候信号响应
（a）源 - 汇系统组成要素；（b）不同研究手段的适用范围；（c）不同类型气候信号的响应尺度；（d）不同记录载体的时

间尺度和分辨力（据龚承林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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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沉积物重力流搬运过程及动力学过程（据杨田等，2021）
（a）深水重力流流体浓度降低和浓度增加的两种演化过程；（b）深水重力流超临界态与亚临界态演化机制；（c）砂质碎

屑流基底润湿作用

图 4 上扬子地区下寒武统筇竹寺组页岩沉积模式（据赵建华等，2018）

3）细粒（泥岩）沉积学沉积过程和模式。“海洋雪”作用和藻类爆发对表层水中浮游生物生产力的影响，
沉积盆地有利于有机质保存、聚积与转化的沉积条件等控制因素，海相黑色页岩形成条件和沉积模式、
湖盆细粒沉积分类方案、水体性质、富有机质页岩发育模式（图 4）。

4）层序地层学模型和地震沉积学。深化研究层序地层学主流学派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将其标准化，
建立不同沉积类型、不同盆地类型多级次层序地层模式；利用地震沉积学新理论方法研究复杂沉积盆地
沉积岩性、识别薄层砂体、定量表征沉积单元，确定沉积类型及其演化（图 5）。

5）现代与古代滨岸沉积动力过程。无障壁、有障壁海岸与陆棚区域的沉积作用和沉积机理，特别
是滨岸波浪、潮汐沉积作用与浅水三角洲、陆架边缘三角洲之间的沉积耦合关系、滨岸轨迹与三角洲、
陆架边缘迁移轨迹与深水重力流发育之间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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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松辽盆地白垩系嫩一段地震沉积学切片沉积解释（据刘化清等，2021）

图 6 渤海油田古近系陆相断陷盆地混合沉积相模式（据杜晓峰等，2020）

6）碳酸盐台地和工厂。关注碳酸盐岩沉积环境（冷水与深水环境）、台地与生物礁的沉积特征和
成因机制、生物礁的生长模式、礁生态系统和古地貌控制作用，古老小克拉通碳酸盐岩构造演化与沉积
过程（白云石化作用）以及碳酸盐岩台地地质和地震综合表征等。

7）微生物岩与碎屑岩 - 碳酸盐岩混合沉积。微生物岩生长环境、微生物活动和微生物组分、微生
物岩形成生物基础和影响因素。混积岩分类、陆源碎屑和碳酸盐沉积物混合沉积机制、有利混合沉积的
沉积环境，等等（图 6）。

8）沉积过程和沉积机制。通过现代沉积环境观察、物理模拟和数值模拟等多种方法研究碎屑物质
和化学物质沉积搬运过程和沉积作用结果、细粒沉积物形成的紊流动力学机制以及形成环境，等等。

9）科学前沿的探索。加强河道演变与河型转换、河道沉积与河流砂体的建筑结构要素，季节性河
流与分支河流体系，深时湖泊沉积学和人类世湖泊沉积，行星沉积学，储层尺度沉积学，能源沉积学等
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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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沉积学发展建议

目前，国际沉积学仍将围绕资源、环境、灾害和全球变化四个方面开展创新型研究工作。除了全球
沉积和气候变化、全球古地理、层序地层学、储层地质学、盆地沉积动力学、生物作用与沉积过程、定
量沉积学（大数据）等不断发展和完善外，还出现了构造沉积学、气候沉积学、火山沉积学、过程沉积
学等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

倡导加强未来沉积地质理论和方法技术研究：
（1）开展多类型盆地沉积动力学研究，恢复原型盆地的沉积面貌和古地理格局，发展构造沉积学。

说明中国不同类型沉积盆地源汇耦合关系（图 1，图 2），确立不同级次构造活动与沉积作用之间的因
果关系；明确构造活动、生物差异性沉积与碳酸盐岩台地建造，生物作用与沉积（成岩）作用的关系，
探索生物圈对水圈和大气圈的影响。

（2）创建具有中国区域特色的陆相沉积学理论体系。建立多尺度层序地层格架与沉积体系之间的
关系，加强盆地沉积体系特征和沉积动力学机理研究，形成粗粒沉积、宽缓湖盆浅水三角洲沉积、滩坝
沉积、重力流、细粒与混积沉积等沉积动力学理论；加强不同地质时期构造运动、古气候的突变、火山
活动等事件因素造成的正常连续沉积或不连续沉积序列研究，建立中国小克拉通盆地碳酸盐岩微地块沉
积模式以及明确白云岩与微生物岩成因机制。

（3）多学科交叉渗透，开展综合定量沉积学研究。综合研究岩性组合、沉积构造、沉积序列以及
地球物理响应特征，积极应用大数据以及计算机技术，促使地质学由定性描述向定量研究发展；创立陆
相盆地的地震地貌学模式，采用多学科综合方法定量预测深层、深水、深海砂体等，计算机建模技术和
大数据分析将成为沉积地质学研究中的核心技术。

（4）创新沉积学研究方法和高效油气勘探开发。创新研究方法开展盆地覆盖区定量沉积学研究，
多学科交叉渗透，形成新的地质分支学科，采用大数据方法阐明不同尺度沉积体构型的分布规律和地质
统计学描述参数数据，建立标准化沉积模型，用于指导油气勘探评价预测。

该主要认识是由王成善、彭平安院士负责的中国科学院地学部《沉积学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中的部
分成果，也得到国家“十三五”岩性重大专项《陆相湖盆层序地层与岩性圈闭形成机制》的资助。中国
地质大学林畅松教授、长江大学张昌民教授、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袁选俊和张惠良教授、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钟大康教授等参与部分内容的讨论和技术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本文第一、第二、第三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教师，第四、第五作者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属作者认识，相关问题交流与讨论可通过邮箱 xmzhu@cup.edu.cn 与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

请进一步阅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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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22. 早更新世晚期古松花江流向反转：微观与宏观记录

魏振宇，吴鹏，谢远云          4 月 14 日

全篇约 3118 字，5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原创

水系演化是地球表面动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造—地貌—气候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水系重
建对于理解全球变化和区域响应至关重要，已经成为地球系统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迄今，东亚大河水
系的演化（如，长江、黄河）已经得到广泛关注并取得了许多进展。然而，源头远离青藏高原的其他河
流系统的演化却关注较少。

松花江是中国七大水系之一，为东北地区最重要的一条河流，其水系演化与其区域构造和地貌格局
的演化密切相关，同时其处于东亚季风的影响下，因此研究松花江水系演化对于理解该区域的构造 - 地貌 -
季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松花江水系演化研究极为薄弱，零星的研究可追溯到二十世纪 50-60 年代，
2000 年以后的文献较为稀少。对于松花江中 - 上游河段是否存在西流模式及其驱动机制等关键科学问题
上仍存在较大争议。

虽然不同学者之间观点不同，但均认为松花江古水系曾发生过重大变迁，但尚缺乏确切的证据（特
别是地质地貌与物源示踪指标相结合的证据）和年代限制。因此，我们试图利用松嫩平原东部沉积岩芯
的地球化学和重矿物特征，结合沉积学和地貌学证据，重建松花江中 - 上游河段在早更新世时期的演化

一、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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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重点解决以下科学问题：（1）古松花江在第四纪是否存在过西流模式；（2）这种反向过程是何
时发生的，以及控制其流向反转的驱动机制。

松花江是中国第七大河流，全长 2309 km，总流域面积约 56.12 × 104 km2，年平均径流量 360 × 
108 m3，流经东北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最终汇入黑龙江（图 1）。松花江有嫩江和第二松花江两个源头，
嫩江（北源头，一般作为松花江的支流，发源于大兴安岭）和第二松花江（南源头，水文上作为松花江
干流的源头，发源于长白山天池）。传统上松花江以哈尔滨和佳木斯为界，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图 1）。
为更明确表达水系变迁历史，本研究引入古松花江和古三江河两个术语，分别代表中更新世之前松花江
的中 - 上游和下游河段。

佳木斯 - 依兰（佳 - 依）分水岭位于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的交汇处，地貌上将松嫩平原与三江平原
分隔开，同时扮演着松嫩水系与三江水系之间分水岭的角色。历史上对于佳 - 依分水岭被切穿的时间尚
无明确定论。

课题组在哈尔滨市团结镇天恒山（又称荒山）第四纪河湖 - 风尘沉积剖面顶部，采用双管单动内衬
塑料套管取芯技术进行岩芯钻取，该岩芯已打穿整个第四系地层直至白垩系基岩，钻井深度 101.11 m，
最终获得岩芯长度 93.3 m，取芯率在 92% 以上。

我们对岩芯沉积物进行了磁化率、粒度、地球化学（常量、微量、稀土元素和 Sr-Nd 同位素）以及
重矿物实验样品采集。岩芯定向取样的古地磁样品及在研究剖面上获取的 OSL 和 ESR 样品用于建立沉
积岩芯的年代框架（图 2，3）。

此外，为了确定岩芯沉积物的物源，在松花江主要支流和干流共采集 52 个现代河流沉积物样品（位
置见图 1B）。首先对采集的全样样品进行磁化率测量，然后使用干筛法分离出 <63 μm 和 63–125 μm
两个粒级，分别用于地球化学和重矿物分析。

二、松花江流域背景与研究方法

图 1 中国东北地区概况（Xie, et al., 2020）
(A) 中国东北地区位置，(B) 中国东北平原的数字高程模型，以及中国东北地区水系分布。在 (B) 中，干流和支流沿岸的红五

角星是本研究的采样点；黄色虚线箭头表示早更新世晚期以前松花江的古流向；黄点椭圆区是早 - 中更新世的松嫩古湖；红色填
充矩形为通河 T3 河流阶地；通河和依兰之间的区域，由一条蓝色的闭合线界定，是三级阶地分布区。图中河流简称如下：HLR=
黑龙江 ; NR- 嫩江 ; SHR= 松花江 ; SSHR= 第二松花江 ; LLR= 拉林河 ; CLR = 岔林河 ; MYR = 蚂蜒河 ; BLH = 巴兰河 ; MDR = 牡丹江 ; 

WLR = 西辽河 ; ELR = 东辽河 ; LR = 辽河 ; DBKER = 多布库尔河 ; GR= 甘河 ; NMR = 诺敏河 ; ALR = 阿伦河 ; YLR= 雅鲁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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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水动力分选和化学风化对荒山岩芯沉积物的影响很小，因此岩芯沉积物中的各类代用指标，如，
磁化率、地球化学和重矿物可以作为物源示踪的有效指标（Xie et al., 2020）。

在岩芯 62.3 m 和 57.1 m 处沉积物的磁化率和地球化学组成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变化。例如，在
62.3 米深度处，磁化率值从非常低且相对稳定变化为非常高且波动剧烈（图 2），对应的重矿物含量和
铁磁性矿物含量也从非常低转变为非常高的剧烈变化（Xie et al., 2020; 王嘉新等 , 2020）。在 57.1 m 处
也观察到 Sr-Nd 同位素、地球化学元素从平稳到剧烈波动的变化（图 2，3）。以上指标的变化均表明了
岩芯沉积物物源的转变。

将岩芯沉积物和松花江流域沉积物的各项指标进行对比发现，岩芯 62.3 m（0.94 Ma）以下的磁化率、
元素地球化学组成、Nd 同位素和重矿物组成特征与依兰方向现代河流沉积物相近；而 62.3 m 以上岩芯
地层中的上述各指标与松原方向现代河流沉积物相近（Xie et al., 2020; 魏振宇等 , 2020; 吴鹏等 , 2020; 
王嘉新等 , 2020）。表明岩芯 62.3 m 以下沉积物来源于松花江依兰方向，而 62.3 m 以上沉积物来源于
松花江松原方向。

三、岩芯沉积物的物源变化

 图 2  荒山岩芯地层综合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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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荒山岩芯中获得的信息（如磁化率、元素地球化学和重矿物组成）证实了两个相反的沉积物源，
此外其它重要的宏观记录（如沉积学和地貌证据）也支持古松花江的西流模式。

松嫩平原属于周边向中心倾斜的半封闭不对称盆地，四周被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包围。早
更新世佳 - 依分水岭被切穿前，水流顺应地貌梯度从盆地边缘向心状地流向盆地中心。所以从地貌角度看，
古松花江的流向应由东向西。

河流阶地作为山脉隆升背景下河流演化的重要地形档案，记录了水系演化的重要信息。在通河和依
兰之间区域存在三级沉积阶地，沿松花江零星分布（图 4）。通河 T3 堆积阶地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
砾石层粒径最大达到 260 mm（图 4）；主要为石英和花岗岩岩性，其次为沉积岩，也有少量变质岩和
火山碎屑岩；磨圆度较好，有较好的定向排列。基于河流阶地的分布和河流砾石的特点（大小、分布、
岩性和排列，见图 4），我们认为古松花江流向为西流模式，与现松花江的河流方向相反。

因此，我们认为在距今约 0.94 Ma 以前，哈尔滨东部山脉（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因构造运动而强
烈隆升，使得哈尔滨东部河流下切侵蚀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从基岩上侵蚀下来的新鲜粗粒碎屑物质，
其特点是低化学风化程度、成熟度、循环程度，含量较高的钕同位素值、长英质成分和稳定重矿物比例。
这些物质不断被河流自东向西输送到西侧的研究区域。然而，约 0.94 Ma 后，来自大兴安岭和长白山的
大量细粒碎屑物质，注入到自西向东流动的松花江中。 

四、松花江水系反转的地质地貌证据

图 3 荒山岩芯元素比值随深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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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通河松花江 T3 阶地（Xie et al., 2020）
（A）通河松花江 T3 阶地照片；（B）河床沉积物的砾石堆积；（C）阶地砾石照片，从左至右为：鲕粒灰岩，花岗岩，片

岩和片麻岩；（D）阶地砾石特征，从左至右为：砾石粒径，岩性，风化程度，磨圆度，古流向玫瑰花图（红色箭头指示向西的古
流向）

根据荒山岩芯记录的信息，结合沉积学和地貌学证据，我们提出如下的松花江水系演化模式（图 5）。
在早更新世早 - 中期，以佳 - 依分水岭为界，古三江河从佳木斯向东流经三江平原，而古松花江自依兰
向西流入松嫩湖盆。同时，嫩江、松花江吉林段、东辽河和西辽河分别注入松嫩古湖，古湖南侧有一个
出口，通过辽河，水流流经下辽河裂谷外泄至渤海。

早更新世晚期，佳 - 依分水岭因构造抬升，分水岭两侧的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明显沉降，河流纵比
降不断增大，分水岭两侧河流不断向源侵蚀；同时受 0.9 Ma 中更新世气候转型的影响，冬季风加强，气
温降低，全球冰量增加，侵蚀基准面下降，河流的溯源侵蚀加剧。因此，在构造 - 气候的强迫下，最终
导致佳依分水岭在 0.94 Ma B.P. 被切穿，古松花江被古三江河袭夺，流向发生反转，自西向东流经佳依
峡谷进入三江平原，古松花江与古三江河贯通，一个统一的松花江东流水系得以建立。

松花江流向反转后增加了松嫩古湖的出口，古湖面积萎缩。在 0.46 Ma 松辽分水岭受构造抬升，松
嫩古湖湖水进一步外泄，最终干涸。下辽河持续向源侵蚀最终袭夺东、西辽河，嫩江和松花江吉林段河
道被迫改道最终并入松花江。自此，现代松花江 - 辽河水系最终建立。详细的水系演化模式及驱动机制
可参考 Xie et al. (2020)。

五、松花江水系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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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松花江水系演变历史示意图

本文第一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第二作者为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第三作者为
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xyy0451@hrbnu.edu.cn 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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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数据

23. 深度学习在碳酸盐岩微相分析中的应用及 AI-Fossil 平台简介

刘小康 ，宋海军          5 月 12 日

全篇约 3648 字，7 图，阅读需要 8 分钟

原创

人工智能作为当下最流行的技术之一，在过去十年，不仅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计算机视觉、自然
语言处理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也在无人驾驶、医疗等诸多方面得到的广泛应用。将过去十年
类比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前夕也不过分，这种爆发促使着人工智能交叉融入到诸多学科的研究
中。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是机器学习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种以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为架构，对资料或数据进行表征学习的算法 (Bengio et al., 2013)，随着学习经验的增加，其
效果也随之增强。与传统的机器学习相比，深度学习通过人工神经网络构造更为复杂的模型，如图 1A，
从而衍生出更为庞大的模型和算法体系，并在功能上获得更大的进步。

早在 1943 年 McCulloch 和 Pitts 根据研究哺乳动物的视觉神经首先提出了 MP 神经元模型（图
1E），其本质上是一种“模拟人类大脑”的神经元模型，开创了人工神经网络研究的新时代，也奠定了
神经网络模型的基础。深度学习在上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两次发展和寒冬，但受限于数据和计算机硬件水
平的部分瓶颈，其实际应用仍较为局限。直到 Hinton 和 Salakhutdinov (2006) 发表于 Science 上的论
文有效地解决了“梯度消失”问题后，才迎来了深度学习的爆发式发展。其中，举办于 2010 − 2017 年

 一、什么是深度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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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Large Scale Visual Recognition Challenge (ILSVRC) 比赛极大地促成了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
发展和应用。这些应用主要基于李飞飞团队建立的 ImageNet 数据集 (Deng et al., 2009)，该数据集包含
有 1000 个分类的 120 万张有标注照片进行训练。2012 年以来的深度学习模型全部采用卷积神经网络模
型（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最终达到乃至超出人类识别准确率的优异成绩，如下图 2 所示。
卷积神经网络算法的高效性促使深度学习在应用于诸多图像处理领域，也包括地质学领域。

图 1  经典的卷积神经网络 VGG-16 及其要素图 (Liu and Song, 2020)。A 为 VGG-16 的网络结构图，B 为卷积运算，C 为池化层，
D 为全连接神经网络，E 为单个神经元模型。

图 2  ILSVRC 历年比赛夺冠网络名称、网络层数及其最低错误率，灰色为传统机器学习算法，蓝色为深度学习算法，红色为
人类的平均错误率。数据来自 http://www.image-net.org/challenges/LSV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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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在地质学领域的研究目前主要针对图像数据开展，根据其实现任务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分类 / 回归任务。分类任务是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可以实现对岩石、化石、矿物等图片对

象的识别和鉴定 (Pires de Lima et al., 2019)。此外，通过对一些抽象指标的定性划分也可以用于分类任务，
例如岩石的孔隙度和矿物的分选磨圆程度 (Shu et al., 2018)。

（2）检测任务。检测任务首先需要对识别目标进行定位，之后再识别出一个或多个目标。来自斯
坦福大学的 Koeshidayatullah et al. (2020) 通过对碳酸盐岩微相中的颗粒进行目标检测训练，最终实现
了对 9 种生物和矿物颗粒达到 80% 以上的检测准确率。

（3）分割任务。对不同目标间的边界进行分割，从而实现对其识别和鉴定。例如 Karimpouli et al., 
(2019) 利用一种特殊的卷积神经网络，实现了对砂岩镜下照片中不同矿物边界的分割和识别。

（4）图像检索任务。Cheng et al. (2018) 通过建立一个岩石薄片数据集，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对图片
进行特征提取，之后通过特征映射等方式计算不同图片之间的距离或相似度以达到图片检索的目的。

（5） 自 然 语 言 处 理。 即 从 文 本 信 息 中 提 取 出 有 效 信 息， 是 深 度 学 习 应 用 的 另 一 热 点 研 究。
Kopperud et al. (2019) 通过建立一个苔藓虫文献数据库，利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长短期记忆循环神经网
络，从文本信息中提取苔藓虫的多样性及其时代信息。

（6）其它方面。例如在地质体异常处理、成矿预测、地震地物等数据分析，亦可用到深度学习和
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由于地质学领域的数据通常较复杂且抽象，现有的深度学习方法并不能完全胜任，
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最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宋海军课题组把深度学习应用到碳酸盐岩微相分析中，实现了 22 种
生物化石和非生物颗粒智能鉴定 (Liu and Song, 2020)。

该研究首先建立了一个碳酸盐岩微相生物化石图片数据库，该数据库由 22 种生物化石和非生物颗
粒的 30815 张照片组成，包括：藻类、双壳、腕足、苔藓虫、钙质微生物、钙球、瓮虫、头足、珊瑚、
白云石、棘皮类、有孔虫、腹足、核形石、鲕粒、介形虫、黄铁矿、放射虫、海绵、叠层石、层孔虫和
管壳石（图 3，4）。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数据来自于 1133 篇已经发表的论文，其他数据来自该课题
组的岩石薄片。

二、深度学习在地质学中的应用

三、深度学习在碳酸盐岩微相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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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性能工作站实现了四个经典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VGG-16、ResNet v1-152、Inception v4、
Inception ResNet v2）训练和预测。使用迁移学习的方法在 Inception ResNet v2 网络中获得了最高
95% 的第一和 99% 前三个测试准确率。其中对白云石、黄铁矿等矿物的预测精度达 99%。即使对形态
相近的化石，如双壳类、腕足类、介形虫等有一定识别难度，但其准确率也达到了 88%，其性能如图 5
所示。

图 3  微相数据库化石和非生物颗粒展示 (Liu and Song, 2020)

图 4  卷积神经网络在前向传播过程提取的特征图 (Liu and So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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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模型的性能主要取决于算法和数据两个方面，前者受到卷积神经网络结构（卷积神经网络
的核心在于图片的特征提取，如图 4 所示）、照片数据预处理、超参数的设定等因素的影响 (Hsiang et 
al., 2019)。通过在不同模型下对各参数和结构进行微调，能够是模型具有更好的泛化能力；后者受到数
据异质性、背景噪音、数据不均匀等因素的影响 (Pires de Lima et al., 2020)，通过对数据增强等操作可
以有效的补偿数据方面的不足。

对比机器学习和人的识别任务可以发现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速度快，通常是在毫秒
级，甚至是实时检测 (Koeshidayatullah et al., 2020)；2) 可移植性强，训练好的模型可以共享给其他研
究者；3) 偏见小，模型的性能主要取决于算法和数据，而人类的鉴定往往与个人的经验和能力有关，不
同人员之间的误差可能很大 (Al-Sabouni et al., 2018)；4) 准确率与专家相当，计算机视觉和现代生物（例
如浮游有孔虫、孢粉）等研究均表明机器学习的性能已经能达到乃至超越专家的鉴定结果 (Mitra et al., 
2018)。

随着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在近十年的高速发展，深度学习已广泛应用于医疗、遥感、地质学等多
个领域，深度学习在地质学中的应用可以解放诸多繁琐、人员密集型的常规识别工作，让研究者能投入
到更深层次的研究中去。

图 5  Inception ResNet v2 网络预测（非）生物颗粒的混淆矩阵，横表示真实的类别，列表示预测标签 (Liu and So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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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www.ai-fossil.com 网站首页

虽然深度学习在众多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在地质学的应用也方兴未艾。但深度学习往往伴
随着大数据特征，因此如何有效的搜集到大量可靠的数据可供模型训练是数据收集的关键一环。伴
随着大量地质学数据的标准化和数字化，许多团队和学者已经或正将数据整理成为公开可获取的数
据，例如意大利米兰大学 Giovanna Porta 和 Paul Wright 整理收集的碳酸盐岩微相数据集（https://
carbonateworld.com）、Allison Hsiang 等联合耶鲁大学皮博迪博物馆和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建立现有
最大的浮游有孔虫 Endless Forams 数据集（http://endlessforams.org）、南京大学胡修棉教授牵头的
岩石显微图像数据集（胡修棉等，2020）等。相信在未来进一步的数字化过程中能不断的弥补数据的缺
陷。另一方面，现阶段虽有较多的深度学习研究实例，但是其主要集中在线下的模型训练和部署，这些
类型的深度学习模型使用场景局限，还不能提供端到端的服务。

为解决上述问题，宋海军课题组搭建了一个线上开放平台（www.ai-fossil.com， 首页见图 6），用
于部署深度学习模型。上述微相鉴定模块已上线，可鉴定和识别碳酸盐岩微相分析中 22 种（非）生物颗粒。
该平台是微相初学者的一个帮手，可帮助开展微相下的颗粒鉴定，鉴定结果显示页面见图 7。后续该平
台将陆续部署实体化石和岩石鉴定模块。

四、地质图像智能鉴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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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www.ai-fossil.com 鉴定结果的显示页面

AI-fossil 也是一个化石和岩石标本图片数据库。如果注册为专家用户，可以上传和分享化石和地质
照片，能帮助完善平台 AI 鉴定的准确率，同时专家用户拥有从该平台上下载和使用照片的权利。该平台
拟通过共享的方式不断扩大数据集，以促进深度学习在地质学中更广泛的应用。

本文第一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
本文属作者认识，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xkliu@cug.edu.cn 与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请进

一步阅读下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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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数据该如何挖掘和解读？

陈玺贇，王平          5 月 26 日

全篇约 5764 字，6 图，阅读需要 8 分钟

原创

锆石（ZrSiO4）是一种常见的抗风化的硅酸盐矿物，按结晶成因可分为岩浆成因锆石和变质成因锆
石。这些岩浆或变质成因的锆石经过破碎、搬运，寄存于沉积物或沉积岩中，被称为碎屑锆石。在显微
镜下观察（图 1 左），碎屑锆石颗粒的自形特征不明显，经过长途搬运，多数拥有较好的磨圆度。借助
扫描电镜阴极发光（CL）图像（图 1 右），还可以反映出碎屑锆石颗粒的内部特征（如振荡环带），并
可以据此分析其成因 [1]。作为常见的重矿物（比重：4.6~4.7），由于锆石自身抗风化能力强，广泛分
布于各种陆源沉积环境，如河流、湖泊、滨海环境等。另外，由于锆石具有 U 含量高、普通铅（204Pb）
含量低等特点，非常适合于开展 U-Pb 放射性同位素定年 [2]，获得准确可靠的单颗粒年龄。近年来，单
颗粒锆石 U-Pb 定年技术发展迅速，尤其是激光剥蚀系统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连用（LA-ICP-MS）实
现了数据的快速、准确获取。因此，基于碎屑锆石 U-Pb 数据的年龄谱分析已经成为沉积学家当前最为
青睐的物源分析方法。

然而，由于研究对象和目标的差别，碎屑锆石物源研究不同于岩浆或变质锆石的相关研究，除了需
要保证单颗粒锆石 U-Pb 年龄准确无误以外，还有大量的统计信息需要挖掘和解读。在这里，我们就从
数据获取谈起，向大家简要介绍如何对沉积物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数据进行挖掘和解读，得出有效的
物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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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碎屑锆石需要的最小测试数量
考虑到实验与时间成本，通常不可能将沉积物（岩）样品中所有的碎屑锆石都用于 U-Pb 定年，而

是借助统计学抽样调查的方式，通过测试一定数量的碎屑锆石，用来代表整个样品的碎屑锆石年龄分布
情况。那么测试数量最小应该是多少呢？对于最小测试数量的估计通常基于统计计算，例如假设沉积物
中含有多个相同比例的锆石年龄组份（m），无法检测到某一年龄组份的可能性，即检测的失败率为 p，
p 可以表示为：p=（1-f）n，其中，f 表示某一年龄组份占比（f=1/m），n 为测试数量。

早期 Dodson 等 [3] 研究认为，只需要测试 60 个碎屑锆石颗粒就能够反映样品的年龄分布（p<5%），
这一数量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当时的测试效率和成本，例如使用较慢的化学消解 - 热电离质谱（ID-TIMS）
和昂贵的二次离子探针（SIMS）作为数据获取手段。Vermeesch[4] 重新建立了碎屑锆石测试数量（n）
与某一年龄组份检测失败率（p）之间的关系。如图 2a 所示，若要保证 p ＜ 5%（灰色条带），随着年
龄组份 m 的增加，测试数量也应该相应增加。当 m=12 时，n=60，这也是 Dodson 等 [3] 给出的测试数量。
但是，如果当 m 增加到 20 时，只测试 60 个碎屑锆石会使失败率急剧增大（p=64%）。而此时则至少
需要测试 n=117 颗碎屑锆石，才能保证 p ＜ 5%。Andersen[5] 又进一步考虑了年龄组份比例不同的情
况（图 2b），通过计算发现，想要将占比小于 2% 的低比例组份的检测失败率降到 1% 以下需要测试数
量满足 n ＞ 300。另外，对于某一年龄组份仅找到一颗锆石，也很难说明该年龄组份的存在，原因是存
在多种因素，如 Pb 丢失等导致年龄失真。一般认为，只有当某一年龄组份的颗粒数大于 3 时 [5]，碎屑
锆石 U-Pb 年代学数据在物源的研究中才更具说服力。因此在研究时，可以预估样品中可能的年龄组份，
确定合适的测试数量，以绘制出“真实”的碎屑锆石 U-Pb 年龄谱，得出合理的地质推论。

一、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数据获取

图 1  碎屑锆石的显微镜反射光图像和阴极发光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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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碎屑锆石测试数量与某一组份无法被检出的可能性 p（失败率）之间的关系
a. 据文献 [4] 修改；b. 据文献 [5] 修改

1.2  U-Pb 同位素年龄值的选择
锆 石 U-Pb 年 代 学 测 试 结 果 中 至 少 可 以 获 得 3 组 同 位 素 比 值，238U/206Pb，235U/207Pb 和

207Pb/206Pb。 利 用 238U/206Pb 和 235U/207Pb 两 组 年 龄 绘 制 U-Pb 谐 和 图， 二 者 的 年 龄 趋 于 一
致并落在谐和线上，称其为 U-Pb 谐和年龄。但由于 235U 很多时候并没有进行实际测试，而是根据
238U/235U 的比值 137.8 通过已测的 238U 计算得到，考虑可能存在的误差风险，很多实验室也采用
238U/206Pb 和 207Pb/206Pb 两个年龄值进行谐和度分析，即 Tera-Wasserburg 谐和图。很显然，用
于物源分析的碎屑锆石只需要一个年龄值，那么最终选取哪个比值计算碎屑锆石的年龄值呢？大量实验
表明，这还与颗粒本身年龄值的大小有关。Gehrels 等 [7] 对约 5 200 个锆石样品进行的 U-Pb 分析后发



187

图 3  5200 颗锆石 206Pb/238U 年龄和 207Pb/206Pb 年龄值结果（据文献 [7]）

现，对于年龄值较小（例如小于 1 200 Ma）的锆石采用 238U/206Pb 的年龄，而年龄值较大（例如大于
1 200 Ma）的锆石颗粒采用 207Pb/206Pb 年龄（图 3）。Spencer 等 [8] 又对约 38 000 个激光剥蚀和约
5 200 个离子探针获得的 U-Pb 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年龄误差的拐点在 1 500 Ma 左右。由此可见，对
于同位素年龄数据的选择需要考虑碎屑锆石样品实际的情况，并根据解决问题的目标进行确定。

在进行沉积物源分析时，通常要将碎屑锆石 U-Pb 单颗粒年龄统计数据进行可视化，绘制成直方图、
概率密度图、核密度估计和累计年龄分布等不同形式的年龄谱。利用年龄谱不仅可以直观地分辨样品中
年龄峰值及其高低，与物源区母岩年龄进行比对，还可以通过多样品的年龄峰值的比较来判断源区差异。

（1）直方图（Histogram）（图 4a）：基于落入不同年龄范围（称为组距，bin）的颗粒数目绘制。
图 4b 表示直方图的组距为 5 Ma。很显然，由于组距的取值不同，直方图可能会丢失了一些细节，使有
些年龄峰值被压缩，另外由于其没有包含年龄的误差，导致其不完整地描述了年龄信息。

（2）概率密度图（Probability Density Plot，PDP）（图 4b）：采用高斯概率密度函数的混合
模型来绘制。这种图可以反映不同年龄组份及其分布情况，由于考虑了单颗粒年龄的误差（标准差），
导致年轻锆石的年龄峰值显得较为尖锐，因此年龄峰的高低不能代表年龄组份的比例。

（3）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es，KDE）（图 4c）：KDE 作为 PDP 的一种替代方法，
是对概率密度函数的非参数估计，而不需要明确考虑分析误差，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年龄组份的分布情况。
然而，在对含有大量再循环碎屑锆石的样品进行分析时，由于年老锆石的峰值过于突出，也掩盖年轻锆
石的年龄峰值。

（4）综合图（Combination）（图 4d）：将 KDE、PDP 和直方图综合在一张图中，可以弥补单
一年龄谱信息不足的缺陷。例如，在 PDP 上叠加直方图，可以直观地反映出锆石年龄组份颗粒的数量；
叠加 KDE，能够有效解决 PDP 年龄峰值失真的问题，分辨出颗粒分析误差对曲线的影响程度。

（5）累计年龄分布（Cumulative Age Distributions，CAD）（图 4e）：又称累积分布函数图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s，CDF），能够较好地体现碎屑锆石 U-Pb 年龄频率分布。而对于

二、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数据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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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年龄组份，其显著性仅与 CAD 曲线斜率成正比，不及 PDP 或 KDE 直观，因此 CAD 在视觉比较领
域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

图 4  不同形式的碎屑锆石 U-Pb 年龄图谱

物源分析过程中，通常需要判断不同样品代表的沉积物的来源是否一致，虽然上述碎屑锆石 U-Pb
年龄谱对比可以解决简单的对比分析问题，但是对于样品数量较多且差别细微的情况，例如在研究大范
围空间尺度的物源示踪或者高分辨率地层对比的问题时，就需要对样品的相似性进行定量比较。 

3.1  非参数性假设检验的相似性量化分析
常用的非参数性假设检验包括 K-S 检验和 Kuiper 检验。它们都基于累积分布函数（CDF），并假设

两件样品均来自于相同的源区且有着同样的年龄分布（前提假设）。设一个样品的 CDF 为 f（x），另一
个为 g（x）。

（1）K-S 检 验 中， 两 件 样 品 CDF 曲 线 之 间 的 最 大 垂 直 距 离 差 被 归 一 化 为 Dmax 值，
Dmax(x)= │ f(x)-g(x) │ max，用以描述两件样品之间差异，越接近 0，表示样品统计学上的相似程度越
高，反之越靠近 1，相似程度越低。根据每两件样品的 Dmax 值，可以绘制出三件样品基于 K-S 检验的
量化分析结果的矩阵图，Dmax 值越接近 0，颜色越浅，相似性越高（图 5a）。

（2）Kuiper 检 验 可 以 用 来 代 替 K-S 检 验， 它 定 义 归 一 化 的 Vmax(x)= [f(x)-g(x)]max+[g(x)-f(x)]

三、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样品间相似性的定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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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件碎屑锆石样品（A、B、C）基于不同的相似性定量比较方法获得的矩阵图

max，描述两件样品间的差异性，Vmax 值越接近 0，表示样品统计学上的相似程度越高，反之亦然（图
5b）。

两种检验方法的可靠性都可以由 p 值决定，p ＜ 0.05 表示在 95% 的置信度下，两件样品差异显著，
即可能来自不同的物源区。另外，这两个检验都要求 U-Pb 年代学数据的测试数量越多越好，才能确保
更为准确地拒绝前提假设。

3.2  基于年龄谱的相似性量化分析
通过计算两件样品间 PDP 或 KDE 年龄图谱的差异程度，来表征样品的相似性，包括互相关系数

（Cross-correlation coefficient，R2）、相似度系数（Similarity）和似然系数（Likeness）。
（1）互相关系数（R2）是两件样品在相同年龄区间内的 PDP 或 KDE 交叉图的系数，用于评估两

件样品的年龄组份、峰形的相似程度。对于年龄组份、峰形完全相同的两组样品，交叉图 R2 值为 1；若
没有共同的年龄组份，R2 接近 0（图 5c）。根据每两件样品计算出的互相关系数，可以绘制出三件样品
基于 KDE 的量化分析结果的矩阵图，R2 越接近 1，颜色越深，相似性越高（图 5c）。

（2）相似度系数（Similarity）主要衡量的是两件样品的年龄谱中是否存在重叠的组份。如果两
件样品间的年龄组份以及其比例完全相同，则相似度系数为 1；若完全不同，则为 0（图 5d）。

（3）似然系数（Likeness）是两件样品年龄谱的空间不匹配度（M）的补数，空间不匹配度是两
件样品年龄谱上每一个点的差值之和除以 2。Likeness=1-M，越靠近 1，年龄谱的相似程度越高（图
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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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多维定标法（MDS）
多维定标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方法基于 K-S 检验的 Dmax 值或 Kuiper 检验的 Vmax 值，

通过一定的算法，将分析结果以点的方式投射在多维空间中，表示不同样品之间的相对差异 [9]，从而
可以提升碎屑锆石样品量化分析结果的可视化效果。需要注意的是，MDS 图中的坐标距离是无单位的，
方向也是任意的，只有点之间的相对距离才是有意义的。另外，MDS 通常采用二维（2D）或三维（3D）
图形的表现形式，究竟哪种形式更好？针对这一问题，Winsink 等 [10] 利用 4 个年龄组份建立不同比例
的虚拟样品，并将它们的差异矩阵转换为 2D 和 3D-MDS 图进行对比分析（图 6）。结果表明，2D-MDS
只能将四面体投射到二维空间，最近邻的线都指向四面体的一个角，即“金字塔”顶点的投影，并且损
失函数 S 值也偏高（S=0.23），表明样品点位置的可信度很低。对比而言，3D-MDS 转换则再现了“金
字塔”结构和样品点的均匀间距，并且损失函数 S 值也显著降低（S=0.09）。虽然 3D-MDS 在可视化方
面优势明显，但如果只是研究沉积物物源的单一转移，2D-MDS 也足以够胜任这一要求，且更为简单有效。

图 6  多个样品的 2D-MDS 和 3D-MDS 结果（据文献 [10]）

表 1  常用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数据分析软件

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数据的可视化分析与定量比较离不开软件的支持。常见的 U-Pb 年代学数据
分析软件或工具包有 Isoplot[11]、IsoplotR[12]、DZstat、DZmds[13]、detritalPy[14] 等（表 1）。

四、常用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数据分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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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Isoplot
Isoplot 是加州伯克利大学 Kenneth R. Ludwig 教授基于 VBA 语言开发的 Excel 插件，可以处理

多种同位素地质年代学数据，包括 U-Pb、Ar-Ar，Rd-Sr 等等。对于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该软件将
238U/206Pb，235U/207Pb 的同位素比值数据作为输入源，可以获得 U-Pb 谐和图，并进行年龄的计算
和比较。对于计算后的 Best Age，提供了直方图和 PDP 进行可视化。然而，Isoplot 目前已经不再升级
和维护，与 Excel 2010 以后的版本不兼容，而且 Isoplot 的代码并没有开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到其未
来的使用。

Isoplot 下载地址：https://www.bgc.org/isoplot

4.2  IsoplotR
IsoplotR 是基于 R 语言编写开发的软件包，目标是替代传统的 Isoplot 软件。IsoplotR 与 Isoplot 相

比更为进步，它采用 KDE 代替了 PDP 进行碎屑锆石 U-Pb 年龄分布的可视化，并支持多个样品批量绘制，
可以绘制出 MDS 进行定量比较。IsoplotR 运用统计学方法还可以分析相同样品多种同位素比值测试的
误差相关性，解决由于地质过程影响造成的数据不确定性过度分散等问题。

IsoplotR 下载地址：https://www.ucl.ac.uk/~ucfbpve/isoplotr/home/index.html

4.3  DZstats 和 DZmds
DZstats 和 DZmds 是基于 Matlab 平台开发的应用软件包，专门用于量化分析碎屑锆石 U-Pb 年代

学数据。DZstats 可用于两个或多个样品数据间的差异比较，通过相似性量化分析方法（如 Likeness，
Similarity，K-S 检验等）快速、定量比较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并绘制它们的 PDP、KDE、CAD 等。
DZmds 则是采用多维定标的方法将碎屑地质年代学数据集间的差异定量转化为直角坐标系中的距离远
近，生成 MDS，从而为碎屑地质年代学数据集提供快速直观的评价。

DZstats 下载地址：https://www.kurtsundell.com/dzstats
DZmds 下载地址：https://www.kurtsundell.com/dzmds

4.4  detritalPy
detritalPy 是基于 Python 语言编写的工具包，用于对碎屑同位素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并且支持用

户通过修改原有的代码进行自定义作图。该软件不仅可以对单个样品的数据进行单独的绘制，也可以对
多样品对比绘制。detritalPy 在碎屑锆石 U-Pb 年龄分析方面的主要功能包括：①绘制碎屑锆石 U-Pb 年
龄图谱（如 PDP 和 KDE 等）；②对碎屑锆石 U-Pb 年龄和其它参数（例如 Th/U 比值，甚至单个同位素
值）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③计算碎屑锆石最大沉积年龄（MDA），并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④分析
样品间的相似性，并绘制 MDS。

detritalPy 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grsharman/detrital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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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作者陈玺贇是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大四本科生，第二作者王平是南京师范大学地理
科学学院副教授。本文参考张凌等（2020）在《地球科学进展》发表的“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数据获取、
分析与比较”一文修改撰写而成，相关建议或交流可通过邮箱：xiyunchen1999@outlook.com 与第一
作者进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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