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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故事

1.远古地球环境演化记录者——条带状铁建造（BIFs）
原创

叶辉 李伟强

7 月 15 日

全篇约 5081 字，9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如果我们搭乘一台时光机器穿越回到 25 亿年前，远古地球的样子可能会让你倍感新

奇。当时的火山作用非常剧烈，岩浆肆意奔流，大气中几乎没有氧气，二氧化碳和甲烷
的含量是现代的几十甚至上千倍。更加令人奇怪的是，海洋中的水竟然是绿色的，而大
陆边缘的沉积物有些是红色的，仿佛海洋“生锈”了（图 1）。

图 1，远古地球艺术想象图（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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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锈迹斑斑”的远古地球沉积物，经过沧海桑田的变迁，成为了自然界中最重

要的铁资源——条带状铁建造 (Banded iron formations; BIFs)，引领人类文明走入 “铁
器时代”。时至今日，人类社会中最广泛运用的铁及其合金依然主要依赖它的贡献。条

带状铁建造 (BIFs) 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铁矿资源，规模大、品位高、易开采（图 2）。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家，仅在 2018 年就花费 760 亿美元进口了 10.7 亿

吨的精铁矿石，这些精铁矿石绝大多数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的条带状铁建造
(BIFs)。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条带状铁建造 (BIFs) 的故事。

图 2，西澳哈默斯利盆地巨量沉积的条带状铁建造 (BIFs)，规模大、品位高、易开采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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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条带状铁建造 (BIFs) ？
条带状铁建造 (BIFs) 是一种主要产出于前寒武纪 (> 5.4 亿年）的富铁化学沉积岩，

全铁含量大于 15%，具有特征性的富硅 - 富铁交错条带 (James, 1954)。根据形成构造
背景和岩性组合的不同，条带状铁建造 (BIFs) 可分为阿尔戈马型 (Algoma-type) 和苏必
利尔型 (Superior-type) 两个大类，前者形成于活动构造环境与火山岩伴生，而后者形

成于稳定构造环境与沉积岩相伴生。条带状铁建造 ( BIFs) 在各个大陆上都广泛存在 （图
3），如果你在野外发现了具有交错硅 - 铁条带的岩石，那么就有可能发现了它的踪迹。
条带状铁建造 (BIFs) 中韵律性的硅质 - 铁质交错条带，由不同颜色的矿物组合而成，比
如红色的赤铁矿、黑色的磁铁矿、白色至无色的石英等，因此在野外通常表现为红褐色（图

4a, b）或者黑白色 （图 4c, d）。这些韵律性硅 - 铁条带具有不同的尺度，可分为微米条
带（图 4c, d）、厘米条带（图 4b, c）和米级条带 （图 4a）, 在西澳的哈默斯利盆地之

中相距上百公里的钻孔 BIFs 样品里都可很好地相互对比（图 5），这暗示了硅 - 铁条带
通常形成于非常稳定的化学沉积条件。研究者猜想，这种一层硅一层铁的韵律沉积，可

能反应了前寒武纪海洋周期性和季节性（例如日、年、千年）的生物、物理、化学条件
的变化。

图 3，全球条带状铁建造 (BIFs) 的分布、规模、时代 （修改自 Bekker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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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条带状铁建造 (BIFs) 不同尺度的条带 。a, 米级条带（网络图片）；b，厘米条带（网络图片）；c，厘
米条带中微米条带的电子探针背散射照片，白色为富铁条带，黑色为富硅条带 (Ewers and Morris, 1981)；d,
微米条带的透射光显微镜正交偏光照片，黑色为磁铁矿条带，浅色为石英颗粒组成的条带 (Ye et al., 2017)

条带状铁建造 (BIFs) 怎么形成的？
类似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条带状铁建造 (BIFs) 的形成需要多级的推动力。最基本的

要素是一个巨量的铁源（物质来源），其次需要一个氧化机制（沉淀动力），然后还需

要一个适合的聚集地（沉积环境）。接下来，我们从这些角度分别介绍条带状铁建造 (BIFs)
的形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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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西澳哈默斯利盆地距离 130 公里的 BIF 钻孔样品依然清晰地显示可对应的硅 - 铁条带 (Ewers and
Morris, 1981)，这暗示 BIF 沉积于非常稳定的物理化学条件下

物质来源

三价铁在水中的溶解度很低，现代海洋中一升海水溶解的铁通常低于 10 纳摩尔

(nmol)。在氧化性的环境下，铁元素无法以化学形式大量迁移，也就无法聚集形成条带
状铁建造 (BIFs)。铁只有以二价离子形式存在，才能被溶液有效迁移。远古地球大气 - 海

洋状态与现今截然不同，与生命演化息息相关的氧气，在新元古代之前大气中的含量不
足现代大气水平 (Present atmospheric level; PAL) 的十万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 0.001%
-10% PAL) ，相对应的前寒武纪海洋则长期处于缺氧状态，因此大量的二价铁可以富集
在海水中 (Lyons et al., 2014)。

那么，如此巨量沉积的条带状铁建造 (BIFs) 中的铁从何而来呢？铁进入海洋的可能

路径包括河流输入、风尘输入和海底热液输入。早期的研究者认为，远古地球缺氧环境

可支持陆源河流运输大量的二价铁进入海洋进而富集，但是条带状铁建造 (BIFs) 中陆源

碎屑物质很少，而且铝和钛等陆源风化元素含量很低，不能很好地支持河流输入二价铁
的观点（图 6）。到了 1970 年代，东太平洋海底科学考察首次观察到了洋中脊海底热液

系统，一些形似“烟囱”的海底热液喷口源源不断地喷发大量包括铁在内的金属进入海洋，
且这些热液具有特征性的稀土元素铕正异常，与条带状铁建造所观察到的一致。自此，

研究者广泛认为大洋中脊海底热液是 BIFs 中铁的来源（图 5）(Bekker et al., 2010)。近

年来，研究者根据西澳、华北、南美的太古代 - 早元古代条带状铁建造 (BIFs) 样品，通
过更为细致的放射性钕同位素和稳定铁同位素示踪的工作，发现条带状铁建造 (BIFs) 中
的铁同时具有大陆物源和洋中脊海底热液物源的信号。因此，条带状铁建造 (BIFs) 中的
铁应具有陆源 - 幔源双端元的贡献（图 6）(Li et al., 2015; Konhauser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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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陆源铁和幔源的海底热液都曾被认为是条带状铁建造 (BIFs) 中铁的来源，最新的研究认为 BIFs 受幔源 陆源铁的双重贡献 (Li et al., 2015)

沉淀动力

那么，二价铁是如何氧化的呢？如前所述，前寒武纪缺氧的海洋可以容纳和运移巨

量的二价铁，但二价铁转换为三价铁矿物的沉淀过程必然要涉及至少一种氧化机制。两
种氧化机制可能促进了条带状铁建造 (BIFs) 的沉积：非生物氧化和生物氧化 ( 图 7)。非

生物氧化主要是指光化学氧化作用，远古地球由于没有臭氧层的保护，遭受强烈的紫外
线辐射，在这种情况下，简单溶液成分条件下溶解的二价铁吸收紫外线辐射，便可以通
过光化学反应氧化（反应 1；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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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然而，实验模拟表明，前寒武纪海水化学条件下光化学氧化生成铁氧化物的效率很

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这种氧化方式可能对条带状铁建造 (BIFs) 的形成贡献有限。
生物氧化，即目前众所周知的产氧方式——光合作用，包括产氧光合作用和不产氧光合

作用，可以通过生物产生的自由氧 (O2) （反应 2）或者直接利用二价铁电子（反应 3）
来氧化二价铁（图 7）：

（2）
（3）

图 7， 条带状铁建造 (BIFs) 的可能氧化机制。反应 1，光化学氧化；反应 2，产氧光合作用氧化；反应 3，
不产氧光合作用氧化

产氧光合作用可能在 37 亿年之前就已出现，35 亿年前就有类似于蓝藻的微体化石

报道，太古代砂岩中的包裹体也保留了被认为只能由产氧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大分子。
一些研究者认为，地球早期海洋中的产氧光合作用生物形成了前寒武纪缺氧海洋中的“氧

化绿洲”，促成了 24-22 亿年前地球的第一次氧化事件—大氧化事件 (Great oxidation

event)。产氧光合作用生物参与形成条带状铁建造 (BIFs)，最直接的证据来自于 18 亿年
前加拿大的 Gunflint BIFs，其中存在大量的蓝绿藻微体生物化石，这表明产氧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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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可以氧化二价铁（图 8） (Schopf, 2000; Konhauser et al., 2017)。另一方面，不

产氧光合作用微生物，在缺氧的前寒武纪海洋中，可以直接利用二价铁作为电子供体进
行新陈代谢，形成铁氧化物和有机物。基因分析的结果表明不产氧光合作用微生物比产
氧光合作用微生物出现的更早，在缺氧的远古地球大气 - 海洋系统中，不产氧光合作用

可能是更为普遍的条带状铁建造 (BIFs) 氧化机制。有研究者认为，远古海洋中的微生物，
可以利用不产氧光合作用产生的铁氧化物，形成一层“保护壳”来确保它免受早期地球
高紫外线辐射的伤害 (Gauger et al., 2015)。

图 8， 18.8 亿年前 Gunflint BIFs 中存在大量的微体生物化石，最新的研究认为其大部分为蓝绿藻
(Schopf, 2000)

沉积环境

阿尔戈马型 BIFs 对应于活动构造环境，由于研究者缺乏对前寒武纪构造样式和形式

的统一认识，因此其沉积环境现在无确切的定论。苏必利尔型 (Superior-type) BIFs 由于
其大范围、大规模的稳定沉积和与碳酸盐岩、黑色页岩相伴生的特点，被认为形成于被

动大陆边缘浪基面之下稳定平缓的大陆架上 (Konhauser et al., 2017)。大陆架的水深刚

好对应海洋透光层，在这里前寒武纪光合作用微生物繁衍生息（图 6），所释放的氧气
溶解于表层海水，而深层海水依然保持还原状态，形成了氧化还原分层的海洋。经典的

沉积模型认为，苏必利尔型 (Superior-type) BIFs 是由上涌的深层富铁海水，与表层氧化

的海水相结合而沉淀。近些年研究者发现苏必利尔型 (Superior-type) BIFs 多数沉淀于一
个还原的水体，因此陆缘和海底热液所供给的铁由不产氧光合作用微生物氧化可能主导
了苏必利尔型 (Superior-type) BIFs 的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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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带状铁建造 (BIFs) 的科学价值
条带状铁建造 (BIFs) 的沉积与前寒武纪大规模的火山活动规模峰值高度重合（图

9a），表明其形成与活跃的构造 - 岩浆 - 海底热液活动有关 (Isley and Abbott, 1999)。
据此，一些研究者认为活跃的构造 - 岩浆 - 热液活动，比如大火成岩省就位和地壳生长，

可以显著提高海底热液释放量，并促进条带状铁建造 (BIFs) 的沉积 (Barley et al., 1997)。
18 亿年之后的中元古代几乎没有条带状铁建造 (BIFs) 的沉积，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

由于减弱的构造 - 岩浆 - 热液活动和海洋化学条件改变所导致的结果 (Rasmussen et al.,
2012)。因此，条带状铁建造 (BIFs) 可以用来研究前寒武纪重要的内生地质过程。

条带状铁建造 (BIFs) 的沉积与前寒武纪两次重要的氧化事件和全球冰川（雪球地球）

事件高度关联（图 9b）。大氧化事件前后，条带状铁建造 (BIFs) 的沉积达到顶峰，在
18 亿年之后很少沉积。而伴随新元古代的雪球地球事件和氧化事件，条带状铁建造 (BIFs)
间隔 10 亿年又再次广泛沉积。这表明条带状铁建造 (BIFs) 记录了大气 - 海洋系统中重要

的氧气状态，和与之息息相关的生物演化信息 (Hoffman and Schrag, 2002; Lyons et al.,
2014)。因此，条带状铁建造 (BIFs) 可以用来示踪前寒武纪重大的表生地质过程。

图 9， (a) 条带状铁建造 (BIFs) 的形成与全球尺度岩浆活动很好地对应 (Isley and Abbott, 1999)，
(b) 条带状铁建造也与地质历史中的两次大氧化事件、全球冰川事件和生物演化事件高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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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条带状铁建造 (BIFs) 是形成于前寒武纪的化学沉积岩，含有特征性的硅 - 铁条带，

其形成记录了前寒武纪重要的地质事件，可以用来研究远古地球大气、海洋和生物状态。
本文第一作者叶辉系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系南京大

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本文属个人认识，相关问题可通过邮箱 hye@smail.nju.edu.cn 进行交流探讨，欲知

更多详情，请移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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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叠纪卡尼期洪泛事件：雨季“间奏曲”
原创

金鑫

时志强

7 月 22 日

全篇约 4325 字，7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生活在南方的朋友们对雨季的印象一定特别深刻。一旦进入梅雨季节，雨便下个没

完没了；通常整晚整晚下，一到白天又戛然而止。雨季亦是地质灾害高发时期，山区泥
石流频发，河水暴涨导致洪水泛滥，直接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地质历史中最著名

的“雨季”时期可能要数晚三叠世卡尼期（237Ma–228.5Ma）。在这个时期，长达数

百万年的“雨季”统治着地球，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生态系统。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卡
尼期“雨季”的故事。

1. Carnian Pluvial Episode 的由来及研究历程
在二叠纪末生物集群灭绝事件（距今约 251Ma）以后，满目疮痍的地球生态系统

开始了缓慢复苏。历经一千四百万年之后，进入晚三叠世卡尼期（237Ma–228.5Ma），

突 如 其 来 的 古 气 候 变 化 延 缓 了 生 物 复 苏 的 进 程。1974 年， 地 质 学 家 Schlager 和
14

Schöllnberger 在 奥 地 利 北 阿 尔 卑 斯 山 地 区 工 作 的 时 候， 发 现 一 个 有 趣 的 沉 积 现
象，即浅海碳酸盐岩被大量的含植物化石的陆源碎屑岩覆盖，他们将这个现象称为

“Reingrabener”事件。当时两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岩性突变可能与古气候变迁有
关；直到 1989 年，英国地质学家 Simms 和 Ruffell 在英国萨默塞特郡进行野外地质调
查时，发现卡尼期河流相的 North Curry 砂岩直接覆盖在干旱气候下形成的湖相蒸发岩

之上；粘土矿物证据指示在 North Curry 砂岩沉积时期气候转变的温暖潮湿。因此，他

们认为岩性转变是古气候剧变的结果，即由干旱炎热气候突变为温暖潮湿气候（Simms

and Ruffell，1989），并将这一地质现象称之为“卡尼期洪泛事件”（Carnian Pluvial
Episode，简称为 CPE）（Simms and Ruffell，1989）。后来有很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
命名这一事件，主要有“卡尼期黑色页岩事件”、“中卡尼期碳酸盐工厂生产危机”、“中
卡尼期湿润间奏曲”、“早卡尼期厌氧事件”等，至今关于 CPE 的命名仍然没有统一。

图 1. 关于 CPE 研究的重要时间点及研究趋势历程（Preto et al., 2019, 有删改）

但是到 1994 年，Visscher 等人对 Simms 和 Ruffell（1989）的 CPE 研究提出强烈质疑，

并撰写了题为《Rejection of a Carnian (Late Triassic) “pluvial event” in Europe》的

文章来反驳这一观点。他们通过孢粉分析认为温暖潮湿气候是区域性的，CPE 气候变化

与地下水位升高有关。随后，CPE 的研究进入了低谷，后续虽有零星的报道，但不足以

吸引众人的眼球。在沉寂了近十年之久后，奥地利因布鲁克大学博士研究生 Hornung 及
其合作者于 2007 年连续报道了 CPE 在德国南部、印度 Spiti 盆地以及北阿尔卑斯地区的
岩石学、古生物学和地球化学响应（Hornung et al., 2007），并将 CPE 启动时间厘定在
Trachyceras aonoides 菊石带顶部（Julian1 顶部），再次引燃了学术界对该地质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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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热潮（图 1）。然而在南阿尔卑斯地区，CPE 启动时间被厘定在 Austrotrachyceras
austriacum 菊石带底界（Julian2 底界），这亦是目前比较公认的起始时间（图 2）。

图 2. 特提斯域卡尼阶菊石和牙形石带及 CPE 的古生物地层时限（据 Jin et al., 2018）

2012 年，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博士生 Dal Corso（又是博士生！很可惜 Hornung 博士

毕业后进入了奥地利一家矿业公司，从此在学术界销声匿迹，而值得高兴的是 Dal Corso

仍活跃在学术界）等人在《Geology》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Dal Corso et al.,

2012），指出卡尼期的气候和生物变化主要与北美大陆西北缘的 Wrangellia 大火成岩省
有关（图 3）。这篇论文极大地推动了对 CPE 的研究。随后，更多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

笋般发表出来，研究的地区也遍及世界各地，从深海盆地到浅水碳酸盐岩台地、再到陆
相盆地记录都有报道（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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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目前已报道的 CPE 位置及其地质学响应（据 Jin et al., 2020）；
Wrangellia 玄武岩远景图来源于 https://www.eoas.ubc.ca/research/wrangellia/index.html

2. CPE 时期地球上发生了什么？
中三叠世和早卡尼期初期（Julian1 时期），即 CPE 之前，古特提斯洋沿岸以季风

性炎热干燥的古气候为特征，到了卡尼期早期（Julian2 时期），即 CPE 时期，突然转

变为温暖潮湿型气候，地球开始演奏起雨季“间奏曲”。但是，最新的定量孢粉学和粘

土矿物学分析指示 CPE 时期古气候极为动荡，以湿为主，呈现出季节性的干 - 湿交替的

气候状态（Baranyi et al., 2019）（图 4），并不是之前认为地长达百万年的湿润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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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卡尼期后期，即 CPE 之后，西特提斯洋沿岸再次回到干燥炎热的古气候，并一直持
续到诺利期末期，在此阶段沉积了巨厚的白云岩。

图 4. 英国南部河流 - 湖泊相 Strongman's Cove 剖面卡尼阶孢粉化石分布及古气候指示
（据 Baranyi et al., 2019）

卡尼期 CPE 古气候突变，伴随着急剧的沉积相变化，这种沉积相变化不仅见于英国

南部、德国北部（日耳曼盆地）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的陆相地层中，亦见于阿尔卑斯山脉
地区浅海相地层中（Breda et al., 2009）（图 5）。部分研究认为 CPE 发生时，极度潮

湿的古气候促使降雨量急剧增加，河流系统快速发育，从而造成大量的淡水和含植物化
石的泥砂注入到浅海地区，直接导致了低纬度特提斯地区碳酸盐工厂短暂消亡（图 5）。

另有部分研究认为，是海平面快速上升导致台地淹没，进而发生碳酸盐工厂的消亡。Jin
et al.（2020）通过分析特提斯域沉积环境各异的多个海相 CPE 剖面的岩相学特征，发现

碳酸盐岩台地淹没时间不一致且与 CPE 不等时，否定了 CPE 时期海平面变化是导致碳酸
盐工厂消亡的原因；此外，特提斯域浅海碳酸盐工厂并没有完全消亡，而是发生了类型

转变。基于定量岩石学统计分析，作者认为，CPE 之前以微生物岩为主的碳酸盐工厂被

CPE 时期以后生动物和颗粒灰岩为主的碳酸盐工厂所取代，而 CPE 之后，微生物岩再次
勃发，这种碳酸盐工厂类型的转变可能与海水酸碱度变化有关（Jin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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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意大利 Cortina 地区 CPE 时期典型的岩性组合特征（据 Breda et al., 2009）；
浅海相碳酸盐岩沉积多次被陆源碎屑岩沉积打断，陆源碎屑与海相生物颗粒混积

CPE 发生时期，除气候、沉积相发生突变，还导致了牙形石、菊石类、双壳类、海

百合类和苔藓动物等不同程度的绝灭和种属的分异。更有趣的是，CPE 事件期间对应于

恐龙的出现（Benton et al., 2018），在此后，恐龙种属爆发性的增长（图 7）；另外我

们常用于装饰品的琥珀化石，亦是在 CPE 时期全球性大规模出现；钙质超微浮游生物在
CPE 之后在海洋里爆发性发育也值得关注（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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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CPE 时期碳同位素特征、升温幅度及生物响应（据 Dal Corso et al., 2018, 有删改）

图 7. 早期恐龙类数量比例在 CPE 中后期和早 - 中诺利期快速增加（据 Benton et al., 2018）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CPE 事件呢？ CPE 时期，海相和陆相地层中的碳同位

素出现多次负偏，而此时正好对应美国阿拉斯加中南部 Wrangellia 大火成岩省的爆发（图

3），研究表明这次火山爆发释放了大约 5×1015kg 碳到大气中，火山作用带来的 CO2

的碳同位素值可低至− 24‰，因此目前认为 CPE 与 Wrangellia 大火山岩省释放了巨量
20

的 CO2 有关（Dal Corso et al., 2012; Sun et al., 2016）。此外，牙形石氧同位素显示该

时期表层海水温度升高了近 4~8° C（图 6）（Hornung et al., 2007; Sun et al., 2016）。

CPE 时期大气中 CO2 含量激增，促进大陆风化速率增强，同时降雨增多，河流系统快速

发育，导致泥沙俱下，浅海相碳酸盐生产终止，深海碳酸盐补偿界面深度短暂上升。同时，
Cimmerian 板块北漂并拼合到欧亚大陆，导致古特提斯洋关闭、新特提斯洋打开，强烈

的构造活动加上超级火山喷发和超级季风气候（三叠纪泛大陆盛行超级季风且在晚三叠
世达到顶峰），可能直接导致了卡尼期 CPE 时期极为湿润的古气候。

3. CPE 研究进展展望
近年来 CPE 期间全球湿润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每年关于 CPE 的研究论文

和引用次数都创新高（图 1），然而 CPE 研究整体上还处于初期，有很多问题仍未解决。
比如 CPE 是否能被称之为湿润事件且具有全球性仍存在较大争议。此外目前多数学者将

CPE 时期的气候、生物变化和地球化学指标异常归因于 Wrangellia 大火成岩省，然而关
于该大火成岩省爆发的准确时限仍没有得到精确限定，另外它的爆发规模相对于二叠纪

末期的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和三叠纪末期的中大西洋火成岩省，有着数量级的差距，它
真的能造成卡尼期地球生态系统的急剧变化吗？尽管有研究者利用天文时间尺度标定出

陆相 CPE 持续时间约为 1.2 百万年（Miller et al., 2017），但目前海相地层 CPE 最后一
次碳同位素偏移出现在 Tuvalian 1/2 界线处（Dal Corso et al., 2018），按照图 6 时间标
尺计算约 2 百万年。因此，CPE 到底持续有多久仍是一个谜团。

在中国，CPE 研究薄弱，目前仅在四川盆地和贵州南盘江盆地有零星报道（Sun et

al., 2016; Shi et al., 2019），却显示出不同于西特提斯洋地区的特征，比如西特提斯地
区存在多次碳同位素负偏现象，而我国的 CPE 只有一次有机碳同位素负偏；此外，我国

CPE 时期碳酸盐工厂的消亡很可能还叠加了区域构造活动的影响。同时期的鄂尔多斯、
准噶尔等陆相盆地，也大量出露晚三叠世含煤沉积，但目前尚无 CPE 报道。三叠纪时期

我国西藏地区地处特提斯域，是研究海相 CPE 的绝佳场所，然而目前的研究还近乎空白。
因此关于该事件的研究还任重而道远，太多的谜团需要解开，这就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参
与进来，不断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授。

本文第一作者金鑫现为成都理工大学副研究员；第二作者时志强为成都理工大学教
本文属作者认识，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jinxin2012cdut@163.com 与作者联系。

欲知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下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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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神农架奇异岩石记录的故事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作者旷红伟等

7 月 30 日

全篇约 4160 字，17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华中第一高峰所处神农架地区，一年四季风光各异。春天，百花齐放，百鸟啁啾，

那粉红的、雪白的高山杜鹃，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下，让人留连忘返；夏天，远近山峦，

云雾缭绕，特别是雨后初霁，云雾从山脚升腾而起形成云海，沿着山谷向山峰盘旋，宛

若仙境；秋天，满山金黄火红；冬天，白雪皑皑，冰棱高挂，神农架变成了南方人的雪乡。
“春有百花秋有叶，夏有凉风冬有雪”的美丽神农架，是一个神圣、神奇、神秘的

地方，她不仅拥有“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神农架世界地质公园”、“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地”三顶桂冠的殊荣，而且还是国家公园。随着身价的与日俱增，

人类也已逐渐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我们在欣赏她、景仰她的同时，不禁要问：神农架
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她在古老的地质时期是什么样子？经历了多少沧桑变幻？神农架国
家公园的地质景观向我们展示着这一切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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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景区岩石宏观特征（图 1）——从神农顶向谷底望去，一根根屹立着的白云

岩石柱伟岸挺拔，呈层状的白云岩形成的深深的峡谷。白云岩层层堆叠在一起，形成了

有名的中元古界神农架群，和晚于它的南华系及埃迪卡拉系岩石共同构成了神农架三大

园区（神农顶景区、官门山景区和老君山景区）以及沿 209 国道从木鱼－红坪一带地质

景观的主体。这些岩石在空间上有一定的分布规律，由中间向两边，由老变新，中间一
部分是 10 亿年到 14 亿年的神农架群，外圈是 7 亿年到 5.4 亿年南华系冰碛岩与埃迪卡

拉系碳酸盐岩，地质学把这种中间岩石年代老、两边岩石年代新的褶皱构造叫背斜（图２），
单个的也称背形构造。

图 1 神农顶景区的神农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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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神农顶景区的神农背斜

神农架在地球演变的历史长河中，也在不断接受着沧海桑田的变幻，这些变化都记

录在岩石中。抹去地球历史的尘埃，回到远古的洪荒时代，去探究她的原始面貌，我们
从中采撷了几种美丽的岩石，透过它们形成的故事来了解历史。从这些十几亿年前、几
亿年前形成的古老而神奇岩石中，仿佛看见了一片浩瀚的海洋正向我们延伸……

玛瑙石（图 3）——滨浅海洗礼的宠儿。神农架的岩石主要发育于 14 亿年到 5.4 亿

年间温暖、干燥气候条件下的浅海、滨海环境（其间一段时期也发育着冰雪覆盖的大陆

冰川）。地质学家从岩石的物质组成和结构构造来判别它们形成的环境。神农架群许多
岩石表现出遭受过大海波浪的作用，在岩石的层面上就会出现由海浪形成的波痕 ( 浪成

波痕 )（图４）；而从地层剖面（纵切面）上看，有显著的顶面相互切割、看起来似透镜

状、波状与脉状的微细纹理，这就是潮汐层理（图 5），它们是由于大海的潮汐，导致

海水携带着泥砂不断地向岸或向海方向侧向运动的产物。正是由于潮汐向岸和向海的双
向运动，在海滩或向海延伸的方向上会留下一些沟渠、河道或潮道，是潮水进退的主要

通道，潮沟、潮道中的水动力是非常强的。以上这些特征说明其形成时的环境为滨岸带。

神奇而美丽的玛瑙石（我们称其为玛瑙砾岩）就在 13 亿年前的潮沟里形成了。在这套砾
岩的上方出现的近 1m 厚的巨型倾斜纹理和板状交错层理，代表了潮沟强水动力条件下

的形成产物（图 6）。正是由于这些（潮）沟，潮道中水流千百万年来日夜不停歇的冲
刷才让平淡无奇的砾石变成今天美丽、光彩夺目的漂亮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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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神农架的玛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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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神农顶景区乱石沟组波痕

图 5 神农顶景区乱石沟组中的潮汐层理

图 6 神农架群乱石沟组潮沟和潮道中的玛瑙砾岩和板状、楔状交错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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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层石——古老的生命印迹（图 7-10）。在地球演化过程中，在岩石中有一种奇特

的微生物成因的沉积岩，称为微生物岩，叠层石是其中最重要和最显著的一类。它纵贯

地球历史近 38 亿年，记录了地球上最原始的生命现象，它的兴衰与地球不同时期的重大
表生地质事件和环境演变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意义。这种由特殊的、含有地

球上最早期最主要生命存在形式的、类似现代海洋或湖泊当中的蓝藻类生物形成的叠层

石，在神农架的中元古代碳酸盐岩地层中广泛发育，叠层石的典型特征就是由一层层向
上凸起的纹层组成的柱体组成，有的柱体相互连接，使纹层成波浪状，也有的柱体互不

相连，柱体间被泥质等充填。叠层石的宏观形态各不相同（图 7-8），反映了它形成时的
水体环境水深各异，从层—穹—柱—锥，一般指示水深越来越大。叠层石不仅是神农架

世界地质公园最重要的地质遗迹，而且代表着地球早期独特的生命存在形式，更重要的
是它为后来地球上其他生命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即创造了富氧气的大气环境，因此它是

地球上生命诞生的最大功臣。叠层石的内部，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藻丝体或其残留的有
机质（图 9），正是这些藻类的作用，形成了这些宏观形态上各异的微生物岩类型。更
为奇妙的是，它的纹层一明一暗交替出现，可能是日（夜）纹层：白天生命活动旺盛，
光合作用强烈，形成富藻（有机质）的暗色层；夜晚生命活动处于静止和停息，有机质
贫乏，形成主要由碳酸盐结晶颗粒构成的亮层。同时，受波浪、潮汐及水动力强弱、碎

屑物质供应量等的影响，形成纹层样式各不相同的奇妙叠层构造（图 7-10）。也有人认

为，叠层石的纹层是以年为周期，夏天形成暗色纹层，冬天形成亮色纹层。有研究通过
这些纹层数目及纹层厚度与间距的精确测量，估算出 6 亿年前及 10 亿年或十几亿年前地

球上的一天或是一年的时长；无论哪种解释与推理，都说明叠层石具有“生物钟”的作用。
这也是一种科学研究方向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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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神农架群矿石山组锥状叠层石

图 8 神农架石槽河组分叉柱状叠层石

图 9 神农架矿石山组锥状叠层石镜下特征

图 10 神农架官门山石槽河组叠层石纹层形态和韵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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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裂（图 11) 与石盐假晶 ( 图 12）——干热环境的见证。在干旱、炎热的环境下，

现代海滩、湖滩或河滩上，干裂或泥裂纹等等的出现可谓司空见惯。而在岩石上也可以
看到这些构造，其次还可以看见一些盐类和石膏等，都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近岸或浅
水的泥质表面原本浸润在水下，但由于天气干旱，水体蒸发强烈，泥质的表面暴露到地

表（水面上），很快就由于水分的丧失而开始张裂，裂开形成不规则的网格状块体。视

泥质层的物质成分差异、厚度、表面积大小不同等等因素的影响，裂开的网格大小、形状、
裂开的深度都不相同；后期这些裂缝中被砂质等充填，它们一起埋藏到地下，经历成岩
作用固结成岩石，便被保存下来。而当岩石中发现的石盐假晶，那是石盐晶体在岩石中

留下的印迹。之所以称为“假晶”，是因为这只是晶体的假象：原先的石盐晶体，在成
岩过程中，石盐化学成分早已流失掉了，其晶格被其他成分充填取代；变成岩石后，仍
然保留着石盐晶体原先的形态。在很多地方类似这样环境形成的石头上，都可以看到“石
盐假晶”。

图 11 神农架乱石沟组中的干裂

图 12 神农架乱石沟组中的石盐假晶

冰碛岩——雪球事件的产物（图 13, 图 14)。地球自形成以来，一直在不停地运动变

化着，从来都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这么平静。既有沧海桑田的变换，也有着冰与火的

洗礼。在 7-6 亿多年前的整个地球，曾经几乎全部被巨厚的冰川所覆盖，那个时期被称

为雪球地球时期。在神农顶景区东门口（靠近 209 国道一侧），神农顶景区三省台与相
思岭，官门山景区入口等多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它们曾经存在的证据。

证据之一：存在稀奇古怪、大小不同、棱角分明的大砾石，并且许多砾石表面具有

很多刻痕、划痕，地质学家管它叫作冰碛岩，是一种冰川携运到陆地、或者说由冰滑行

到海洋当中而堆积下来的沉积岩（图 13）。

证据之二：冰川融化之后，其中的碎屑物质由冰川河流把它携运到冰川的前沿（冰舌）

或者河谷地带（冰碛堤等）堆积下来，巨大的砾石把下面的泥质纹层都压弯了，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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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的坠石，意思是从海平面掉到海底沉积物当中的岩块或岩石，表明那时候有从大陆
运移到海洋中的巨大冰体（冰山），由于其在大海中漂移，称其为冰筏，它们在漂浮的
过程中天气转暖，其中的砾石因冰融化而坠入海底，在布满纹泥的海底，压弯或冲断了
纹泥而形成（图 14）。

证据之三：在冰川作用的同时，冰蚀作用会使基岩破坏，破坏下来的碎屑物质被冻

在冰里，随冰川携带迁移，冰化后碎屑物质就堆积下来，因此它们棱角分明。

证据之四：我们看见冰川覆盖在基岩上，由于压力作用或是其他原因，最靠近基岩

的冰可能短期会部分融化，冰水进入到基岩的裂缝中，同时，石子、沙或泥等也会充填进去，
形成冰楔，而这些裂缝也很可能是因为冰冻冻裂形成的，之后裂缝当中碎石等充填进去。

图 13 神农架南沱组冰碛岩

图 14 神农架的海底冰碛岩（含坠石的纹泥）

“经络石”（图 15)､“发丝石”( 图 16)､“梅花玉和鸡血玉”（图 17）——来自

热液与构造的自然合体。神农架的岩石当中还有一些由于后期热液作用导致的变质构造，

当地管它叫经络石，这是由于来自地球深处的热液作用，与已经形成的岩石在裂缝或是
孔隙中发生物理化学变化，重结晶或形成新矿物，出现一些不规则的图案或裂缝充填构
造。这个热水效应作用过程中，一种会沿着孔缝的边界进行，形成马牙状或栉壳状结构，
这是典型的经络石；另一种热水效应发生在仅有微裂隙的岩石中，暗色泥质或铁质沉淀，

形成马尾丝状或头发丝状脉体（图 16）；同样，由于热水效应导致碳酸盐岩硅化变质，

同时沿断层面受富铁物质的浸润，形成鲜红的硅质白云岩或裂缝中形成玛瑙，这就是神
农架地区所谓的“梅花玉”和“鸡血玉”的成因（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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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神农架经络石

图 16 神农架景区发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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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神农架的“梅花玉和鸡血玉”

神农架的山峰与峡谷，各种地质地貌与岩石特征，不仅是现代美不胜收的景观，更

是她历经沧桑演变的历史证据，地质学家在不断地认识与研究着。其丰富的地质地貌现
象与景观，不仅为人类高质量的生活提供了休闲好去处，也为人类地质学研究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

本文作者旷红伟、柳永清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作者郑秀娟来自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

文章转载于 2020 年第 39 卷第 1 期《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科普园地栏目。

美编 | 王雅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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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故事

4.沉积碳酸锰矿床：地球增氧事件的忠诚信使？
原创

董志国

9月9日

全篇约 7869 字 17 图，阅读需要 10 分钟

引言
锰矿是当前工业化国家必需的战略性紧缺矿产。纵观全球，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锰

矿均为沉积碳酸锰矿床（图 1）。沉积碳酸锰矿床通常赋存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黑色岩系

中，矿石主要由菱锰矿、锰方解石、锰白云石等锰的碳酸盐矿物组成。沉积碳酸锰成矿

受控于古大气组分、古海洋状态、初级生产力以及全球或区域构造体系等多因素的耦合

作用，同时锰的表生循环会影响多种生命元素（C、N、S、P 等）和微量金属元素（U、V、
Mo、Tl 等）的地球化学行为。因此，沉积碳酸锰矿床或富集层是研究多种元素表生循环

以及地球圈层演化的重要载体，在地球古环境研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Roy, 2006;
Johnson et al., 2016)。那么，沉积碳酸锰矿床究竟具有怎样的古环境意义呢？这是近

四十年来地质学家一直争论的焦点，而这一切都要先从沉积碳酸锰的成矿机制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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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主要沉积碳酸锰矿床和现代富碳酸锰沉积物的时空分布，改自 Maynard(2010)

沉积碳酸锰矿床成因之争：直接沉淀 VS 成岩转化
锰 (Mn) 是一种重要的氧化还原敏感元素，表生环境下锰的存在形式主要受控于体系

的氧化还原条件，在氧化水体中锰主要以氧化物的形式发生沉淀，而在还原水体中一般

会以二价锰离子 (Mn2+) 形式溶解迁移。因而，在现代海洋的氧化水体中 Mn2+ 浓度很低，
而缺氧水体中 Mn2+ 相对富集，如开阔海的最小含氧带（图 2a）或局限盆地的下部缺氧

带（图 2b），并且在氧化还原界面附近，频繁的锰氧化还原循环可造成显著的 Mn2+ 富集。

图 2 现代海水中 Mn2+ 浓度垂向分布图。
图 a 改自 Klinkhammer et al.(1980)，图 b 改自 Lewis et al.(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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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 Mn 的地球化学行为，Frakes et al.(1984) 提出碳酸锰矿层是贫氧 - 缺氧条

件下的相对深水相沉积。Force and Cannon(1988) 在总结研究显生宙锰矿时指出，局限

盆地可以存储大量的 Mn2+，在氧化还原界面之上可形成锰的氧化物相，其下部还原带可

直接沉淀形成锰的碳酸盐相，在深部可出现锰的硫化物相或黑色页岩相（图 3），一些

学者在研究古元古代和中 - 新元古代锰矿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Schissel, 1992; Fan et
al., 1992)。

图 3 碳酸锰的直接沉淀成矿模式图，改自 Force et al.(1988)

然而，这种成矿模式遭受到各方面证据的挑战。首先，沉积碳酸锰矿床一般并不存

在明显的原生沉积相分带；其次，如果碳酸锰直接沉淀自海水，那么其碳同位素值应该

与海水（±0‰）相近，但碳酸锰矿石的碳同位素值明显偏低（平均为 -12‰；Maynard,

2010）。此外，大量实验模拟和现代观测数据表明，尽管缺氧海水中的 Mn2+ 浓度相对较高，
但其绝对浓度很难达到碳酸锰矿物的饱和度，并且在与 CO32- 结合的时候，海水中大量
存在的 Ca2+、Mg2+ 也会和 Mn2+ 竞争成核点位 (Böttcher, 1998)，因此，在现代海水中

碳酸锰很难直接沉淀。另外，虽然太古宙缺氧海水中 Mn2+ 的浓度相对于现代海水较高，
但沉积的碳酸盐岩中锰含量却较低，通常低于 1.3 wt.%(Komiya et al., 2008)。由此看来，
在古海洋中很难直接沉淀形成碳酸锰矿床 (Johnson et al., 2016)。

为了揭开碳酸锰矿物成因之谜，许多学者将目光聚焦在现代富含碳酸锰的沉积物中，

如苏格兰法恩湾 (Calvert et al., 1970)、波罗的海 (Suess, 1979)、巴拿马盆地 (Pedersen
et al., 1982) 等。研究发现，这些沉积物孔隙水中的 Mn2+ 浓度与海水相比可提升至少两

个数量级，达到了碳酸锰矿物的饱和度，因此这些碳酸锰富集层极可能是早期成岩作用
的产物。针对现代与地质历史时期锰矿沉积的综合对比研究发现，孔隙水微环境有利于
碳酸锰矿物的沉淀，因此研究者们提出了碳酸锰早期成岩转化的成矿机制。该机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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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关键过程（图 4）：（1）Mn2+ 在缺氧海水中迁移、预富集形成储库；（2）Mn2+

在氧化海水中大量沉淀，形成锰氧化物富集层；（3）锰氧化物在富集有机质的沉积物内
通过成岩反应转化为碳酸锰矿层 (Okita et al., 1992; Calvert et al., 1996)。

图 4 沉积碳酸锰富集成矿示意图，改自 Johnson et al.(2015)

当前，上述观点已成主流，认为任何时代的沉积碳酸锰矿床可能均是通过这种机制

形成的 (Maynard, 2010; Johnson et al., 2016; Beukes et al., 2016)。总结来看，有三项关
键证据可支持这种成矿机制：

（1）直接的岩相学证据。比如，Okita et al.(1988) 发现在墨西哥 Molango 锰矿石

中存在底栖生物化石；Johnson et al.(2016) 在显微尺度观察到了南非 Kalahari 碳酸锰矿

石中的锰氧化物交代残余（图 5a）；Zhang et al.(2020) 在研究西昆仑奥尔托喀讷什锰矿
时也发现了类似的锰氧化物残留（图 5b）。以上现象都表明锰矿初始沉积时周围水体中
含有充足的氧气，即碳酸锰成矿过程经历了 Mn2+ 被氧化沉淀的阶段。

图 5 沉积碳酸锰矿石中锰的氧化物残留。图 a 来自南非 Kalahari 锰矿床 (Johnson et al., 2016)；
图 b 来自西昆仑奥尔托喀讷什锰矿床 (Zhang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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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碳酸锰矿石的碳同位素证据。如果有机碳（δ13C=-28‰）和海水中 HCO3- 的

无机碳（δ13C=±0‰）进行等量混合形成碳酸锰，其 δ13C 值理论上应该在 -14‰左右。
全球主要沉积碳酸锰矿床的碳同位素值集中在 -25‰至 -5‰之间，平均为 -12‰，说明有
机碳对碳酸锰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Maynard，2010)。在许多矿床中，碳酸锰的富集程

度与 13C 亏损程度常具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图 6），说明碳酸锰的形成过程需要消耗大
量的有机质，该过程可用如下反应式表示：

CH2O+2MnO2+HCO3-+H+ → 2MnCO3+2H2O

图 6 沉积碳酸锰矿石的锰含量与碳同位素关系图。左图请参考 Maynard(2010)；
右图请参考 Zhang et al.(2020) 和高永宝等（2018）

（3）碳酸锰矿石的稀土元素特征证据。在氧化海水中 Ce4+ 会被强烈吸附在锰氧化

物表面，由此造成锰沉积物具有 Ce 的正异常 (Bau et al., 2014)。许多沉积碳酸锰矿床都

具有明显的 Ce 正异常，且稀土配分模式整体上与现代大洋水成铁锰结壳非常相似（图 7），
这表明碳酸锰矿层的初始沉淀应为锰的氧化物。

图 7 典型沉积碳酸锰矿床和现代富锰沉积物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详细数据来源请参考董志国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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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成岩转化机制形成碳酸锰矿床通常需要缺氧水体和氧化水体的转换或交换，

一般认为锰氧化物的沉淀发生在分层盆地的氧化还原变层 (redoxcline) 与盆地边缘的接
触带，通过海侵事件、上升流、风暴浪混合等方式均可引发沉淀。总结来看，不同时代

沉积碳酸锰矿床的成矿模式不尽相同。在前寒武纪，沉积碳酸锰成矿一般与重大地质
事件密切相关。比如在元古代早期，长期缺氧的海水中积聚了大量 Mn2+，大氧化事件
(Great Oxidation Event，GOE) 期间在大陆边缘形成了稳定的氧化还原分层的海水，因而
此时形成了包括 Kalahari 在内的很多沉积碳酸锰矿床（图 8a）。新元古代晚期雪球事件
(Snowball Earth) 期间的冰层覆盖导致一些局限盆地内的海水整体缺氧，热液活动积累

了大量 Mn2+，随着冰雪消融和地球再次增氧，在间冰期使表层海水急剧充氧，此时也可
形成大规模的锰矿沉积，如我国华南大塘坡式锰矿（图 8b）。在显生宙大气 - 海洋系统

整体氧化的背景下，缺氧事件可能对碳酸锰成矿非常关键，学者们将成矿模式细分为局
限盆地和最小含氧带扩张两种情况。简言之，局限盆地的缺氧主要是由于水体与广海的
沟通不畅（图 8c），而最小含氧带扩张主要是由于初级生产力升高导致有机质对氧气的
大量消耗，并最终加强了水体的氧化还原分层（图 8d）。

图 8 不同时代的沉积碳酸锰成矿模式图。图 a 为古元古代 Kalahari 锰矿，改自 Beukes et al.(2016)；
图 b 为新元古代大塘坡式锰矿，改自 Yu et al.(2016)；图 c 和图 d 代表显生宙锰矿，改自 Maynard(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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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碳酸锰矿床对地球早期增氧事件的指示
氧气的出现改变了生物的生存环境，并最终主宰了地球上后生动物的诞生与演变。

纵观地球的增氧历史，当前较为清晰的画面是，太古代的地球大气整体缺乏游离氧 (O2)，

在经历古元古代 GOE(2.4-2.2 Ga) 和新元古代 NOE(Neoproterozoic Oxidation Event，
0.8-0.5 Ga) 两 次 增 氧 事 件 之 后， 大 气 中 的 O2 才 开 始 逐 步 接 近 现 代 水 平（ 图 9a）。
大 气 中 O2 的 出 现 常 归 因 于 海 洋 中 出 现 了 产 氧 光 合 微 生 物 (oxygenic photosynthetic

microorganisms)，也就是说，地球的初始氧化来自海洋。那么，O2 是何时在海洋的哪

个地方开始产生并积聚，其规模如何？这是科学家们一直高度关注的问题。如果能够论
证在 GOE 之前整体缺氧的背景之下确实存在氧化的表层海水，就能够说明产氧光合作用
在 GOE 之前已经产生，其演化可能最终导致了 GOE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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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沉积锰矿、铁建造时代分布与地球增氧历史对比图。
图 a 改自 Lyons et al.(2014)；图 b 和图 c 改自 Bekker et al.(2014)

寻找可靠的沉积记录，是追溯地球早期增氧事件的关键。在相关研究中，铁建造和

沉积锰矿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从这两种矿产的时代分布（图 9）可以看出，它们的
“爆发性”成矿与地球系统的氧化应该存在一定的成因联系。铁建造在时空分布上比沉

积锰矿更加广泛，因而，大部分学者们主要关注 GOE 之前铁建造的成因。大量 Fe2+ 的

氧化是否意味着当时的局部海洋已经存在 O2 ？研究发现，在没有臭氧层保护的太古宙
海洋中，紫外线的光化学氧化 (Anbar et al., 1992) 和微生物的不产氧光合作用 (anoxygenic
photosynthesis；Widdel et al., 1993) 都可以有效地将 Fe2+ 氧化并产生富集，并非需要
游离氧。因此，GOE 之前形成的铁建造未必可直接记录海洋氧化的历史。那么，沉积锰
矿能否担任地球增氧事件的忠诚信使？

Mn 的氧化还原电势比 Fe 更高，表层系统中除了 O2，少有氧化剂能将 Mn2+ 氧化。

尽管紫外线的照射有可能将 Mn2+ 氧化，但由于效率太低可能无法形成一定规模的锰氧
化物富集 (Anbar et al., 1992)。因而，如果能够在在古老的沉积岩中寻找和示踪锰氧化物
的存在，就可以用来判定同期海洋中 O2 的出现及其聚集状态。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沉积记录中的锰富集大都以碳酸锰矿物的形式出现，这又为论证锰氧化物的存在带来了

一定困难。近四十年来对沉积碳酸锰成矿机制的研究则为解决这一困难奠定了理论基础，
因为沉积碳酸锰矿床的原始沉淀为锰的氧化物，所以能够用来示踪地球早期的增氧事件。
利用含锰岩系探索地球早期氧化历史主要是基于非传统金属稳定同位素的研究。自

然界形成的锰氧化物反应活性强、比表面积大，能够强烈吸附 Mo、Tl 等多种微量金属

元素（Tebo et al., 2004），并会造成其同位素体系的显著分馏（Wasylenki et al, 2011;

Nielsen et al., 2013）。具体来看，锰氧化物会优先吸附 Mo 的轻同位素和 Tl 的重同位素，
从而导致海水和同时期形成的黑色页岩相对富集轻 Tl 和重 Mo 同位素。

Planavsky et al.(2014) 较早利用了 Mo 同位素来探讨地球早期的氧化历史。他们对

~2.95 Ga 的南非 Sinqeni 组富锰 (1.8-5.9wt.%) 铁建造的 Mo 同位素特征开展了系统研究，
结果发现样品中的 Mn 含量越高，其 Mo 同位素值就越低（图 10）。由此推测，产氧光
合作用在 GOE 前 5 亿年就已经出现在浅海地区，由此产生的游离氧导致了锰氧化物的沉
淀，进而导致轻 Mo 同位素的相对富集（图 11）。随后，Kurzweil et al.(2016) 利用相同

的方法对 2.48 Ga 的南非 Koegas 亚群富锰 (~15wt.%) 铁建造开展研究，结果显示 Mo 同

位素值与 Mn 含量同样存在负相关关系，据此他们认为在 GOE 前夕的局部海洋已经出现
了氧化还原分层的水体，氧气绿洲 (oxygen oasis) 可能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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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95 Ga 铁建造的 Mo 同位素特征 (Planavsky et al., 2014)。图 a 为铁、锰氧化物和现代海水的 Mo 同
位素特征；图 b 为铁建造的 Fe/Mn 比值与 Mo 同位素值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Fe/Mn 比值越低（即 Mn 含
量越高），Mo 同位素值越低，二者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图 11 ~2.95 Ga 前 Sinqeni 组铁建造的 Fe-Mn-Mo 循环模式示意图 (Planavsky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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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Ostrander et al.(2019) 创新性地利用金属 Tl、Mo 同位素与锰氧化物的关系，

对澳大利亚西部 2.5Ga 的 Mount McRae 黑色页岩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页岩上部的 Tl

和 Mo 两种同位素存在较好的负相关关系（图 12），这几乎完美地说明了当时浅海陆
架上已存在大量的锰氧化物沉积，换句话说，GOE 前夕的浅部海水已经完全氧化（图

13），且其规模超出了以往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Cabral et al.(2019) 首次对巴西古元

古代 (1.86Ga) 的 Serra do Navio 沉积碳酸锰矿床的矿石和围岩（石墨片岩）开展了系统
的 Mo 同位素研究，发现矿石与围岩的 δ98Mo 差值 (~2.6‰ ) 与现代海水与锰结核结壳的
δ98Mo 差值 (~3‰ ) 相近，这也进一步明确了 Mo 同位素体系在含锰岩系中的适用性。

图 12 Mount McRae 页岩上段的铁组分和 Mo、Tl 同位素剖面 (Ostrander et 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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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GOE 前 夕 的 Hamersley 盆 地 水 体 结 构， 浅 部 大 陆 架 上 部 水 体 氧 化， 深 部 水 体 还 原 (Ostrander et
al.,2019)，图中左下角概括了沉积物中不同氧化还原条件下的电子受体。

一场新的论战已悄然打响
综上来看，锰独特的地球化学性质使得我们可通过利用元素和同位素手段来论证地

质历史时期锰氧化物的存在，进而逐步完善地球早期的增氧历史。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在地质学家们充满热情地开展这项工作的同时，一些质疑的声音也开始出现，他们高度
怀疑沉积碳酸锰的富集能否“忠诚”地记录地球早期的增氧事件。

大致来讲，这些质疑可分为三类：（1）在现代环境中发现碳酸锰矿物可以从缺氧

水体中直接沉淀；（2）Ce 的正异常未必能指示沉积碳酸锰曾经历过成岩转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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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2+ 的氧化还存在其他途径，并非仅需游离氧。

对于第一类质疑，Herndon et al.(2018) 在美国 Fayetteville Green 湖泊中发现 Mn2+

可通过类质同象置换方解石颗粒的方式形成碳酸锰增生环边，据此他们认为在地史早期
还原海水中高含量 Mn2+ 的条件下，如果沉积的方解石滞留时间足够长，通过类质同象

取代可能形成碳酸锰富集（图 14a），不一定需要经历锰氧化物成岩转化的途径形成（图

14b）。此外，Wittkop et al.(2020) 基于美国 Brownie 湖泊的 Mn-C 循环进一步证明了锰
碳酸盐矿物直接沉淀的可能性，且认为碳酸锰较负的碳同位素值应源自甲烷而非有机质
的氧化，该过程可以发生在缺氧海水中（图 14c）。

图 14 沉积碳酸锰矿物的三种形成机制示意图。
图 a 改自 Herndon et al.(2018)，图 b 改自 Aller(2014)，图 c 改自 Wittcop et a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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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质疑以 Nakada et al.(2014) 对日本早侏罗世锰矿的研究为代表，他们针对碳

酸锰矿石进行了选择性溶解分析，发现 Ce4+ 并非赋存在锰碳酸盐中，而是由矿石中的

少量粘土矿物造成的（图 15a）；同时热力学计算表明，菱锰矿的沉淀条件可以和 Ce 的
氧化条件共存（图 15b）。基于此，作者认为该矿床中的菱锰矿直接沉淀自缺氧海水，
碳酸锰矿石中的正 Ce 异常并不是指示氧化条件的可靠指标。

图 15 图 a 为碳酸锰矿石经选择性溶解后得到的 PAAS（后太古宙澳大利亚页岩）配分曲线；图 b 为锰的热
力学模拟相图，红线为溶解态 Ce3+ 和固态 Ce4+ 的界线，空白区域表示直接沉淀菱锰矿可以表现出 Ce 正异
常的范围。Nakada et al.(2014)。

第三类质疑的核心是微生物在锰循环中的作用。自然界锰的无机化学反应速率较

低，因而地质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沉积锰矿中的微生物作用，至今仍是研究热点之一。

主流观点认为，微生物在沉积碳酸锰成矿中的作用主要为：（1）创造并维持氧化环境，
催化锰的氧化富集 (Morgan, 2005)；（2）加快锰氧化物的还原，促进碳酸锰矿物的沉淀

(Bandstra et al., 2011)。Polgári et al.(2012) 和 Yu et al.(2019) 分别对匈牙利 Úrkút 锰矿
和华南大塘坡式锰矿开展了精细的微区原位观察分析，认为微生物在沉积碳酸锰成矿过
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图 16）：首先在氧化条件下，自养微生物代谢活动产生的多铜氧

化酶促进了锰氧化物的沉淀；随后在埋藏过程中，锰氧化物通过异养微生物的还原作用
转化为碳酸锰。Shiraishi et al.(2019) 也强调光合产氧微生物对于锰的氧化非常重要，因
为这些微生物可以使氧气在沉积物表层微环境中富集且不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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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沉积碳酸锰的微生物两阶段成矿模型，改自 Yu et al.(2019)。

可以发现，上述学者虽强调微生物在沉积锰矿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但其前提条件仍

需存在游离氧，Mn2+ 的氧化仅仅是这些微生物代谢活动的副产物。然而，最近一些研究

却发现 Mn2+ 的氧化并非需要游离氧。比如，Daye et al.(2019) 发现存在一种不产氧光

合微生物 (anoxygenic photosynthetic microorganisms) 可以将 Mn2+ 氧化（图 17a），
并据此指出太古宙那些富锰地层的形成未必真的需要游离氧，利用它们追溯产氧光合作

用的出现以及表层海水的氧化历史，并不十分可靠。最近 Yu and Leadbetter(2020) 还

发现一种化能无机自养型微生物 (chemolithoautotrophic microorganisms) 同样可以将
Mn2+ 氧化（图 17b），这也证实了环境微生物界上百年来的一个猜想。

图 17 不同类型微生物形成的锰氧化物。图 a，锰氧化物聚集在不产氧光合微生物细胞的外壁 (Daye et al.,
2019)；图 b，化能无机自养型微生物形成的锰氧化物 (Yu et al., 2020)，该项研究在 Nature 以封面文章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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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目前来看，通过富锰地层反演地球增氧历史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不过，接连

出现的反“主流”研究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方面，不论是缺氧水体中碳酸锰的直接
沉淀还是 Mn2+ 的微生物厌氧氧化，尽管“存在即真理”，但毕竟矿床是某种元素超常

富集的产物，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非主流”机制的成矿效率与成矿规模。而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已经形成的沉积碳酸锰矿床或富集层，我们需要以更加严谨全
面的态度，去重新审视它们记录地球增氧事件的“忠实度”。

沉积碳酸锰矿床是多圈层耦合作用的产物，地球的锰循环已从单一的全球模式逐渐

演变为由区域条件控制的复杂模式 (Maynard，2010)。因而，我们必须培养地球系统及

演变的思维，深入研究沉积碳酸锰成矿的全球背景、区域格局和局部条件，只有厘清控
矿要素，才有可能反演古环境演化。在具体研究手段方面，岩相学观察无疑需要得到更

多的重视，由于沉积碳酸锰矿石颗粒细小、组成复杂，利用同步辐射 X 射线衍射 (SR-XRD)、
X 射线近边吸收光谱 (XANES) 等先进技术进行原位微区研究，有助于精细剖析成矿过程。

另一方面，对含锰岩系进行选择性溶解，通过提取自生组分进行微量元素和同位素研究
已是大势所趋，这有助于获得更为真实可靠的古环境信息。

最后需强调的是，不同的元素和同位素体系对于氧化还原状态的敏感度是不同的

(Algeo et al., 2020)，因而在谈及海洋氧化时，需重点提及其相对什么而言是氧化的。地
球的氧化进程可能是一个异常曲折复杂的故事，如何将多种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可能是地
质学家未来亟待考虑的问题。

本文作者董志国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文章写作过程中

得到本单位张连昌研究员和王长乐副研究员的指导。

限于文章篇幅，许多关键问题并未展开论述。欲知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相关原

始文献。同时，也欢迎通过邮箱 dongzhiguo@mail.iggcas.ac.cn 与作者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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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故事

5.峨眉沉浮安可悉，乌蒙煤海藏踪迹
原创

王学天 邵龙义

11 月 4 日
全篇约 3432 字，9 图，阅读需要 8 分钟

引言｜问苍茫峨眉，谁主沉浮？
峨眉山大火成岩省（ELIP）是我国最著名的大火成岩省，形成于中、晚二叠世之交，

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以风景秀丽的峨眉山得名。大火成岩省指规模巨大、岩性主

要为镁铁质的喷出岩和侵入岩，记录了地球上规模最大的火山活动。这些火山活动不仅
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大灭绝等重大地质事件，而且在成矿作用方面亦具有重要意

义（徐义刚等，2013）。自地质学家赵亚曾先生提出“峨眉山玄武岩”以来，对峨眉山

大火成岩省的研究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借古诗《登峨眉山》以概之：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
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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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成岩省的形成机制可通过对称地幔柱模型解释（Campbell and Griffith, 1990）

（图 1A, 1B）。ELIP 的地幔柱成因证据包括：1）大规模火山作用前的穹状地壳隆升，

ELIP 根据抬升幅度差异可分为内带、中带与外带（图 2）；2）放射状岩墙群；3）火山
作用物理特征；4）短暂喷发过程（图 3）及火山链年代特征；5）地幔柱岩浆化学组成

及空间分布（何斌等，2003；徐义刚等，2007，2013）。这些特征使得 ELIP 成为佐证
对称地幔柱模型的典型案例（Campbell and Griffith, 1990）。

然而，上述观点自提出以来一直受到质疑，争论焦点主要在于第一个识别特征，即

ELIP 是否存在喷发前大规模地壳隆升 , Ukstins Peate and Bryan (2008) 通过枕状玄武岩
及水下碎屑重力流沉积研究认为 ELIP 在喷发初期为水下环境，Sun et al. (2010) 也通过
牙形石生物地层对比认为喷发初期存在快速沉降，这种喷发前的快速沉降则符合近些年
兴起的非对称地幔柱模型（Burov and Gerya, 2014）（图 1C, 1D）。

图 1 对称地幔柱模型（A，B）与非对称地幔柱模型（C，D）所对应的地表抬升演化史（E）
（据 Hales，2005；Burov and Gery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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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背景｜古来万事东流水，浮沉随浪遗乌蒙
晚二叠世 ELIP 喷发后，ELIP 内带隆升形成玄武岩高地（康滇高地），其东侧剥蚀

产物由河流向东南搬运至上扬子内克拉通盆地与右江深水盆地（Yang et al., 2015），盆
地内自西向东依次为山前冲积平原、河流冲积平原、滨海平原、局限台地和开阔台地沉

积环境（图 2）。此时，华南板块位于古赤道附近，温暖湿润的热带气候适宜于泥炭地

的发育。在上扬子内克拉通盆地发育了一套从陆相到海相的含煤地层，称为乐平统含煤
岩系（邵龙义等，2013），以贵州六盘水地区煤炭资源最为丰富，被称作“西南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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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峨眉山大火成岩省 - 扬子克拉通盆地源 - 汇系统示意图，构造要素据王小川（1996），峨眉山大火
成岩省分区据何斌等（2003）；（B）晚二叠世（~254Ma）华南板块位置，据 Domeier and Torsvik（2014）；
（C）华南板块构造要素及古地形，据 Wang and Jin（2000）

对于 ELIP 地表过程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喷发前及喷发期沉积记录的岩石学特征及年代

厘定，以及喷发后深部地球物理特征与相邻盆地的沉积记录（图 3）。其中，乐平统含
煤岩系可提供喷发后 ELIP 内带晚二叠世期间面积范围、地势高度、构造抬升和风化剥蚀

等信息，可通过基于源 - 汇系统古地理重建等方法获取（图 4）（He et al., 2006；Yang
et al., 2018；邵龙义等，2019）。

图 3 上扬子克拉通盆地中 - 上二叠统地层划分对比，以及峨眉山玄武岩时空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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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源 - 汇系统中记录的构造、气候、海平面及内动力信号

天文年代约束的层序地层格架｜潮水定可信，天风亦可期
乐平统含煤岩系中可识别出 4 个反映区域海平面变化的三级层序界面（SB），据此

可划分出 3 个三级复合层序（CS）。其中，底部 SB1 为中、上二叠统的界线，与卡匹敦
阶末期大规模海退和区域穹状隆起有关；SB2 和 SB3 包括下切谷底部侵蚀面、河间地古
土壤及沉积相转换面；顶部 SB4 为二叠系 - 三叠系界线，岩性特征及古生物特征的显著

差异反映了古气候、古环境的剧烈变化。区域广泛分布的海相标志层与四级层序最大海

泛面对应。根据海相标志层可划分出 12~17 个四级层序，且四级层序数量自东向西减少，
反映乐平统底部界面具有明显的穿时性（图 5）。

乐平统含煤岩系记录了显著的米兰科维奇天文轨道周期信号，以 405 kyr 长偏心率

周期最为显著，其对应的沉积旋回在河流影响较弱的潮坪及碳酸盐台地中最为明显。长
偏心率周期与四级层序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结合海相标志层对比和火山灰层锆石定年
可建立年代约束的层序地层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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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滇东黔西乐平统含煤岩系天文旋回——层序地层格架对比图

沉积区古地理及聚煤作用｜潮起沙洲层林染，随波直至夜郎西
晚二叠世上扬子内克拉通盆地古地貌西高东低，物源来自西侧康滇高地，海水由东

南方向侵入，经历一次海退后再次海侵时转为自东向西侵入。沉积环境自西向东依次为
山前冲积平原—河流冲积平原—以三角洲和潮坪为主的滨海平原—碳酸盐台地。成煤泥

炭沼泽主要发育于三角洲平原分流间湾、潮坪 - 潟湖和河流岸后泛滥平原中，以潮汐作

用影响的下三角洲平原聚煤作用最强（图 6）。受海平面变化、盆地基底沉降及物源供

给的综合影响，古海岸线以富源为轴旋转式迁移（图 7A），泥炭沼泽发育的盘县三角洲
与水城三角洲在相当于夜郎古国的范围内（滇东黔西）随之进退。晚二叠世长兴期大幅
海侵，成煤泥炭沼泽扩展至夜郎古国以西的宣威—彝良一带（邵龙义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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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晚二叠世上扬子内克拉通岩相古地理演化（A，D，G）三级层序 CSI，CSII 与 CSIII 地层厚度与灰岩百分比；
（B，E，F）三级层序 CSI，CSII 与 CSIII 砂泥比与煤厚百分比；
（C，F，I）三级层序 CSI，CSII 与 CSIII 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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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源区古地理及地表过程｜万里峨眉百丈峰，山耸风摧千秋衡
晚二叠世康滇高地剥蚀区面积约为十万平方公里，为南北走向的山脉。主峰位于永

仁附近，为放射状岩墙群的汇聚中心（李宏博等，2013）（图 7B）。康滇高地东侧有五
条河流汇入上扬子内克拉通盆地聚煤区，根据流域宽度与流域长度的地貌比例关系模型

推测主分水岭位于楚雄 - 永仁 - 攀枝花一线（图 7A）。根据河流沉积通量 BQART 模型

可得到康滇高地最大地势高度，其在晚二叠世期间从海平面附近升高至约 200 m。康滇
高地构造抬升速率与风化剥蚀速率相互制衡，使地势在晚二叠世中晚期逐渐进入均衡状

态（图 8）。将沉积区中的陆源碎屑回填至物源区，可知康滇高地晚二叠世期间构造抬
升幅度达到 700 m 以上。

图 7 （A）晚二叠世康滇高地物源区古流域示意图；（B）峨眉山玄武岩厚度等值线（张云湘等，1988），
放射状基性岩墙群（Li et al. 2015），ELIP 内带范围及推测抬升区（He et al. 2003；李宏博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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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康滇高地晚二叠世古地势（A）、剥蚀速率（B）、累计抬升幅度（C）与抬升速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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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地幔柱的地表响应过程｜水落石出见峨眉，浮沉异势分外清
基于晚二叠世 ELIP 内带地表演化过程，认为峨眉山地幔柱的地表响应过程符合非对

称地幔柱模型。峨眉山地幔柱影响下的上扬子克拉通盆地演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
喷发前抬升阶段、喷发前及喷发期沉降阶段、喷发期及喷发后抬升阶段（图 9）。
地幔柱活动前，上扬子克拉通盆地在中二叠世早期为稳定碳酸盐台地。

溢流玄武岩喷发前的抬升阶段持续了几百万年，地幔柱动力上升形成水下穹状隆起，

从 ELIP 外带向内带水深变浅，茅口组灰岩厚度减薄。

喷发前及喷发期沉降阶段持续时间短暂，仅约为一百万年。本阶段早期，卡匹敦阶

末期大规模海退、古老断裂及地幔柱相关同生断裂形成的差异性沉降、古特提斯俯冲系
统远场应力导致的起伏地貌以及穹状隆起产生的正地貌，使部分地区暴露水面遭受风化
作用，而在其他地区的水下环境中则发育枕状玄武岩及碎屑重力流沉积。本阶段晚期，

ELIP 内带大量溢流玄武岩引起的区域荷载作用，使得 ELIP 内带周缘发生挠曲沉降，所

形成的可容空间将碎屑重力流沉积约束于小江断裂带附近（吴鹏等，2014）。当溢流玄
武岩逐渐充填下凹地形，则逐渐转为陆相喷发。

喷发期及喷发后抬升阶段持续时间可达数十百万年，直至晚三叠世。ELIP 内带地势

持续抬升遭受剥蚀，剥蚀产物进入相邻盆地。东侧上扬子内克拉通盆地自西向东依次发
育山前冲积平原、河流冲积平原、滨海平原及碳酸盐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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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地幔柱影响下克拉通盆地演化过程 (A) 中二叠世稳定的碳酸盐台地；(B) 喷发前穹状隆起阶段；
（C）喷发前及喷发期沉降阶段；（D）喷发期沉降阶段；（E）喷发期及喷发后抬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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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试登峨眉偶得
源－汇系统古地理重建能够在沉积区研究的基础上，有效获取物源区古地理、古地

貌和地表演化过程的信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物源供给、地貌演化、海平面变化和构造
活动的相互联系，是联系岩相古地理和构造古地理的重要纽带。

对于存在争议的地学问题或者相互矛盾的地质现象，在更高分辨率的时空框架下有

可能获得更为完善的统一认识。

本文研究成果于 2020 年 6 月发表于《Earth-Science Reviews》，题目为“Evolution

of a plume-influenced source-to-sink system: An example from the coupled central
Emeishan large igneous province and adjacent western Yangtze cratonic basin in the
Late Permian, SW China”

本文第一作者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授。

本文属作者理解，相关问题交 流欢迎 通过邮 箱 wxskyer@gmail.com 或 ShaoL@

cumtb.edu.cn 与作者联系。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原文及参考文献。
主要参考文献

【1】Burov E, Gerya T. Asymmetric three-dimensional topography over mantle

plumes[J]. Nature, 2014, 513(7516): 85-89.

【2】Campbell I H, Griffiths R W. Implications of mantle plume structure for the

evolution of flood basalts[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1990, 99: 79-93.

【3】何斌 , 徐义刚 , 肖龙 , 等 . 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形成机制及空间展布：来自沉积

地层学的新证据 [J]. 地质学报 , 2003, 11(2): 194-202.

【4】李宏博 , 张招崇 , 李永生 , 等 . 峨眉山地幔柱轴部位置的讨论 [J]. 地质论评 ,

2013, 59(2): 201-208.

【5】邵龙义 , 高彩霞 , 张超 , 等 . 西南地区晚二叠世层序——古地理及聚煤特征 . 沉

积学报 , 2013, 31(5): 856-866.

【6】邵龙义 , 王学天 , 李雅楠 , 等 . 深时源 - 汇系统古地理重建方法评述 [J]. 古地理

学报 , 2019, 21(1): 67-81.

61

【7】Ukstins Peate I, Bryan S E. Re-evaluating plume-induced uplift in the

Emeishan large igneous province[J]. Nature Geoscience, 2008, 1: 625-629.

【8】吴鹏 , 刘少峰 , 窦国兴 . 滇东地区峨眉山地幔柱活动的沉积响应 [J]. 岩石学报 ,

2014, 30(6): 1793-1803.

【9】徐义刚 , 何斌 , 黄小龙 , 等 . 地幔柱大辩论及如何验证地幔柱假说 [J]. 地学前缘 ,

2007, 14(2): 1-9.

【10】Yang J, Cawood P A, Du Y. Voluminous silicic eruptions during late Permian

Emeishan igneous province and link to climate cooling[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5, 432: 166-175.

【11】Yang J, Cawood P A, Du Y, et al. Early Wuchiapingian cooling linked to

Emeishan basaltic weathering?[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8, 492: 102111.

责任主编 | 杨江海

图文 | 王学天 邵龙义

内容编辑 | 黄虎 李娟
校对 | 李艳芳
美编 | 李宇琦

62

科研快讯

6.深时极热事件、环境 - 生态破坏与超级火山喷发
原创

胡修棉 等

7月7日

转载于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地质历史时期的气候状态是动态变化的，既有“冰室”气候，也有“温室”气候，

而每种气候状态又会出现一系列极端气候事件，如极冷事件、极热事件等。对地质历史
时期发生的极热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可为认识和应对现今全球气候变暖提供借鉴与依据。

中新生代发生多次极热事件，其中典型的极热事件包括二叠纪 - 三叠纪界线事

件 (PTB，~252Ma)、早侏罗世 Toarcian 早期大洋缺氧事件 (TOAE，~183Ma)、白垩纪
Aptian 早期大洋缺氧事件 (OAE1a，~120Ma)、白垩纪 Cenomanian 末期大洋缺氧事件
(OAE2，~94 Ma) 和古新世 - 始新世极热事件 (PETM，~56 Ma) 等 ( 图 1)。

南京大学胡修棉教授等以“中新生代两类极热事件的环境变化、生态效应与驱动机制”

为题撰写文章，在系统总结这五次极热事件的启动持续时间、增温幅度与速率以及引起
的环境、生态变化的基础上，根据碳同位素的偏移特征将极热事件划分为两类。通过系

统对比这两类极热事件引起的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异同，提出这两类极热事件的触发机
制可能与大火成岩省喷发在陆地还是深海环境密切相关。其中陆地喷发的超级火山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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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全球快速增温，造成显著的环境破坏和生物绝灭。这为认识和应对当前全球气候变暖
提供了借鉴和依据。该文发表在《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20 年第 8 期。

长期以来，科学家研究发现极热事件具有两种不同的碳同位素曲线演化特征。一类

极热事件以碳同位素总体负偏移为特征，以 PTB、TOAE、PETM 为代表 ( 图 1a)；另一

类极热事件以碳同位素总体正偏移为特征，以 OAE1a 和 OAE2 为代表 ( 图 1b)。定量的

古温度数据表明，对应于极热事件碳同位素快速变化的启动阶段，PETM 的增温速率最快，
其后依次是 PTB、OAE1a、OAE2、TOAE。现今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增温速率是 PETM 事
件启动阶段速率的 4~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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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晚二叠世 - 古新世地球气候状态、主要极热事件与大火成岩省喷发
(a) 碳同位素负偏移类极热事件的驱动机制是陆地环境喷发的大火成岩省 ;
(b) 碳同位素正偏移类极热事件的驱动机制是深海环境喷发的大火成岩省

碳同位素负偏移类极热事件造成温度、沉积作用、生物多样性等发生明显的变化 ( 图

1a)。陆地环境中出现野火频发、极端干旱、酸雨、臭氧层被破坏、金属中毒 ( 如汞 ) 和
水系变化等。海洋环境中出现碳酸盐台地消亡、大洋酸化、大洋缺氧等现象，全球陆地
和海洋生物尤其是浅海生物发生不同程度的绝灭。碳同位素正偏移类事件造成海水快速
增温和广泛的大洋缺氧，有机质大规模埋藏，出现全球性黑色页岩沉积 ( 图 1b)。远洋生
物受到较明显的影响 ( 如出现钙质超微危机 )，浅海和陆地生物影响不大。

作者进一步提出，碳同位素负偏移类极热事件为大陆环境下大火成岩省喷发触发，

导致轻碳大规模释放到大气 - 海洋系统使得全球快速增温，从而引起一系列环境和生态

响应。而碳同位素正偏移类极热事件为深海环境下大火成岩省喷发触发，把热量和营养
物质直接释放到深海系统，由于海水缓冲作用导致海洋系统增温明显，而浅海和陆地系
统影响相对较小。

这一研究结果丰富了对地质历史时期极热事件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极热事件、大

火成岩省、海洋 - 陆地环境变化、生物绝灭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为判别极热事件的
类型并推断其驱动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

该 研 究 由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基 础 中 心 项 目“ 大 陆 演 化 与 季 风 系 统”( 批 准 号：

41888101) 和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 编号：41525007) 共同资助。
文章发表信息
中文版：

胡修棉 , 李娟 , 韩中 , 李永祥 . 2020. 中新生代两类极热事件的环境变化、生态效应与

驱动机制 . 中国科学 : 地球科学 , 50(8): 1023-1043
英文版：

Hu X, Li J, Han Z, Li Y. 2020. Two types of hyperthermal events in the Mesozoic-

Cenozoic: Environmental impacts, biotic effect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63(8): 1041–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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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横跨大陆的碎屑物质搬运与沉积作用：西藏东南部
郎杰学群研究实例
原创

孟中玙 王建刚

7月8日
全篇约 5704 字，7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碎屑物质的风化、搬运和沉积作用是地球表层重要的地质过程。“由源到汇”也是

沉积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现今“源 - 汇”系统的观察可以发现，大江大河在沉积

物的搬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的沉积物在经过跨越大陆的搬运之后，才在
大陆边缘发生沉积作用（如亚马逊河将安第斯山的碎屑物质搬运到南美大陆的东海岸；

长江、黄河将源自青藏高原的碎屑物质搬运到中国东部；图 1）。本着地质学“将今论古”
的方法论，我们可以想象，在地质历史时期，特别是超大陆聚合时期，必然也存在着诸

多横跨大陆的河流体系，它们将沉积物进行远距离的搬运，并形成大型的沉积体系。然而，
由于完全的古地理重建非常困难，我们在对深时沉积物进行物源分析时，往往注重“汇”
与“源”的对应关系而忽视了沉积物的搬运过程。在这里，我们与大家分享“西藏东南

部郎杰学群物源分析”的研究历程，以及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的思考和认识，一家之言，
还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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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现代横跨大陆的河流体系
A，亚马逊河将南美洲西海岸安第斯山脉的碎屑物质搬运至大西洋一侧；B，长江、黄河等将青藏高原的碎屑
物质搬运至亚洲大陆边缘。

1. 何为郎杰学群？
“郎杰学群”源自 1963 年西藏第一地质队命名的“郎杰学组”，系指“羊卓雍错

北部以板岩为主的地层”，自下而上包括三段 : 苏诺林段、遮村段和遮拉段。根据地层

中发现的 Halobia 瓣鳃动物群与菊石 Tropites 等 , 将地层时代定为晚三叠世。王乃文等

在 1983 年重新调查以后升“郎杰学组”为“郎杰学群”，并指出郎杰学群仅指“郎杰学组”
的中下段，而上部未变质的“遮拉段”升为“遮拉组”，归为中侏罗统。1994 年，陕西
区调队在其提交的《1:20 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浪卡子幅 - 泽当幅）》中，将郎杰学群

划分为姐德秀组、江雄组和宋热组。在 1997 年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岩石地层》一书中，
“郎

杰学群”被弃用，相关地层归为修康群，泛指沿雅鲁藏布缝合带南侧东西向展布的上三
叠统沉积地层（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1997）。但在 2000–2002 年 1:5 万填图时（如

琼果幅，曲德贡幅），
“郎杰学群”
（宋热组、江雄组和姐德秀组）被重新采用。之后在 1:25
万地质图汇编时，“郎杰学群”被沿用。

李祥辉等（2003a）指出，“以羊八井—穷堆断裂（或江孜—浪卡子）为界，特提

斯喜马拉雅北亚带三叠纪地层出现东西分异，西部修康群以构造混杂堆积为特色，东部
郎杰学群为一套绿片岩相浅变质岩系”，并将郎杰学群定义为“在西藏南部沿雅鲁藏布
江以南、羊八井—穷堆断裂以东的一套晚三叠世绿片岩相浅变质岩系”（图 2），这一

定义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被接纳并广泛采用。李祥辉等（2003a）特别强调，郎杰学群与
南北两侧地层均为断裂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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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喜马拉雅构造分带图（显示郎杰学群位置）及郎杰学群野外照片

沉积学研究表明，郎杰学群为一套巨厚的浊积岩地层（李祥辉等，2003a; Zhang et

al., 2005; Wang et al., 2016），其变质程度在南北方向上存在明显差异。以泽当 - 琼结

剖面为例，北侧靠近雅鲁藏布缝合带的地层变质变形严重，主要为石英片岩、千枚岩，

并发育大量的石英脉；而越向南侧，变质程度越低；最南侧地层未变质，沉积结构构造
和砂岩碎屑组分保存完好。虽然郎杰学群中化石稀少，但在多次的区域地质调查过程中，

还是找到了一些具有年代意义的化石，如双壳类 Halobia sp., Burmesia sp., Unionites
sp., Monotis salinaria, Cassianella nyanangensis, Schafhaeutlia mellingi, Schafhaeutlia
sphaerioides 和菊石类 Tropites sp., Siculites sp., Paratibetites sp., Dittmarites sp., 可将
沉积时间限定为为晚三叠世卡尼期 – 诺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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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郎杰学群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首先提出“郎杰学群可能不属于特提斯喜马拉雅”这一观点的是郑海翔和张选阳

（1988）。他们在《青藏高原地质文集》（第 19 集，第 77 页最后一段）中曾这样描述：

“藏南海槽，人们很自然地设想是印度地台或者喜马拉雅边缘作为其主要物源。然而对
比这个海槽三叠纪东部南、北的沉积，中部的南、北的沉积可以明显看到北粗南细，北
长石石英砂岩、南纯石英砂岩的总趋势。因此，藏南三叠纪海槽也主要由北侧，即冈底斯 念青唐古拉三叠纪古陆提供物源的。……”。很显然，作者只根据粒度变化得出的推论

并不准确。大陆斜坡沉积（浊积岩）显然要比陆棚沉积粒度粗一些，但并不能据此认为
沉积物是由大陆斜坡向陆棚搬运。

李祥辉等在泽当地区进行地质填图时，对郎杰学群进行了系统的地研究。古水流测

量显示，郎杰学群的沉积物搬运主体向南，并呈现东南（140° –160°）和西南（190° –210°）
两个主体方向（李祥辉等，2003a）。砂岩碎屑组分分析表明，郎杰学群的物源区为“再

旋回造山带”（李祥辉等，2003b）。李祥辉等认为这些数据支持“郎杰学群沉积物来
自北边 ( 未知块体 ) 而非印度大陆”的观点。Dai et al. (2008) 对郎杰学群进行了 Nd 同位

素分析，发现其较亏损的 Nd 同位素特征与特提斯喜马拉雅岩石的 Nd 同位素不同，却与

拉萨地体的部分岩石（如念青唐古拉变质岩、与冈底斯有关的碎屑岩）的 Nd 同位素相似。
碎屑锆石物源分析手段的发展将郎杰学群物源区和构造属性的研究推向高潮，但

同时也使相关的研究陷入困境。Aikman et al. (2008) 首次报道了郎杰学群的碎屑锆石年
龄，数据显示郎杰学群中存在一组晚古生代 – 早中生代（~400–200 Ma, 大部分集中在

280–220 Ma, 峰值约为 245 Ma）的碎屑锆石年龄。虽然 Aikman et al. (2008) 没有详细讨
论郎杰学群的物源区，但它独特的碎屑锆石年龄特征无疑引起了大家的关注。Li G.W. et

al. 在 2010 年首次报道了郎杰学群中碎屑锆石的 Hf 同位素数据。Li X. H. et al. 在 2016 年
报道了郎杰学群中碎屑铬尖晶石的地球化学成分。

综合已有的研究可以确定：郎杰学群虽在构造位置上属于特提斯喜马拉雅 ( 印度大

陆北缘 )，但却与典型的特提斯喜马拉雅沉积岩具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包括：(1) 郎杰

学群古水流方向大体向南，而特提斯喜马拉雅地层向北；(2) 郎杰学群砂岩中含有 5~20%

火山岩岩屑和少量斜长石，碎屑组分、重矿物组合以及全岩地球化学成分指示造山带来源，
而大部分喜马拉雅地层源自稳定的印度“克拉通内部”；(3) 郎杰学群的全岩 Nd 同位素

较特提斯喜马拉雅地层更亏损；(4) 郎杰学群具有晚古生代 – 早中生代的碎屑锆石年龄，

这组锆石的 εHf(t) 值集中在− 5~+10；(5) 郎杰学群中含有较多的铬尖晶石，它们具有较
低的 Al2O3(5~30%) 和 TiO2(0~2%)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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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郎杰学群成因模式（修改自 Wang et al., 2016）

A，拉萨弧前沉积模式 (Li et al., 2010)：认为郎杰学群是冈底斯弧前沉积，在印度 -

亚洲大陆碰撞过程中推覆到印度之上；B，洋内弧前沉积模式 (Li et al., 2010) ：认为郎
杰学群是大洋岛弧弧前沉积，在印度 - 大洋岛弧碰撞过程中推覆到印度之上；C，裂谷充
填沉积模式 (Dai et al., 2008)：认为郎杰学群是拉萨地体从印度裂解时期的沉积记录，物

源主要来自拉萨地体，因大陆裂解被部分保留在印度大陆北缘；D，印度被动陆缘沉积
(Cao et al., 2018)：认为郎杰学群是印度大陆北缘原地沉积，火山物质和古生代 - 中生代

碎屑锆石来自印度北缘的基性岩；E，洋内弧后沉积模式 (Ma et al., 2019)：认为郎杰学

群沉积于特提斯洋内向南俯冲而形成的大洋岛弧的弧后，沉积物同时来自印度和洋内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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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多源区沉积模式 (Li et al., 2016)：认为郎杰学群包括多个物源区，包括澳大利亚、印

度、拉萨以及洋壳、海山；G，远距离沿大陆边缘搬运再沉积模式 (Cai et al., 2016)：认

为沉积物来源于西巴布亚，沉积物沿澳大利亚西缘搬运至印度北缘沉积，认为郎杰学群
与澳大利亚西缘的同时期沉积岩具有相同的源区；H，印度北缘裂谷盆地沉积 (Liu et al.,

2019)：认为郎杰学群源自拉萨地体之上的松多造山带，并认为拉萨地体北侧存在向南的
俯冲作用。

3. 郎杰学群现有解释模型的差异及其局限性
为了解释郎杰学群独特的物源特征，不同学者提出了多种构造古地理模型，但目前

并未形成一致的观点（图 3）。我们可将众多的成因模式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类模型认为，郎杰学群是外来地体，最初沉积于拉萨地体弧前或大洋岛弧弧前，

在新特提斯洋汇聚或者印度 - 亚洲大陆碰撞过程中增生至印度北缘（图 3A，B）。然而，

郎杰学群和印度大陆之间并没有缝合带存在的证据。而且，郎杰学群被印度北缘的早白
垩世基性岩脉侵入，显然在这之前已是印度北缘的一部分。

另一类模型认为，郎杰学群是印度北缘弧后拉张盆地的沉积记录（图 3C，E，H），

物源来自印度大陆和特提斯南向俯冲的岩浆弧。然而，郎杰学群并没有记录裂谷作用（如

从陆相 - 浅海相 - 深海相演化）的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特提斯洋曾发生向南的俯冲作用。
此外，也有不少人认为郎杰学群本身就沉积于印度北缘，只是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

物源解释。如 Cao et al. (2018) 提出火山物质和晚古生代 – 早中生代锆石可能来自印度北
缘的基性岩（图 3D），但地层中的火山岩碎屑主要为酸性而非基性，并且基性岩中锆石
稀少，难以提供郎杰学群中大量的晚古生代 – 早中生代碎屑锆石。

Li et al. (2016) 认为郎杰学群具有多个物源区，包括拉萨地体、大洋岛弧、海山、

大洋中脊以及印度、澳大利亚，这些物质在盆地中发生了混合（图 3F），但郎杰学群属
于浊流沉积，广泛的、来自不同大陆边缘的物质很难在盆地中充分混合。

Cai et al. (2016) 提出郎杰学群源自巴布亚西部，与澳大利亚西北缘的同期沉积属于

相同的沉积体系（图 3G）。但仔细地的对比发现，这些盆地的沉积物的物源特征并不完

全相同，而且很难想象沉积物沿海岸搬运数千公里，并形成郎杰学群如此大规模的浊流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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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郎杰学群新解释：横跨大陆的碎屑物质搬运与沉积
在郎杰学群构造属性问题地的研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郎杰学群为印度北缘原

地沉积还是外来增生地体？由于郎杰学群和其他特提斯喜马拉雅地层之间均为断层，缺
乏直接的沉积接触关系，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将目光转向特提斯喜马拉雅南带同时代的
沉积地层，并开展区域对比研究。

图 4 特提斯喜马拉雅南带聂拉木 - 定日地区上三叠统野外照片
（修改自 Meng et al., 2019）

特提斯喜马拉雅南带发育印度北缘浅水沉积地层。上三叠统地层包括土隆群（泥灰岩、

生物碎屑灰岩）、曲龙贡巴组（黑色泥岩、粉砂岩、细砂岩）和德日荣组（石英砂岩）（图

4），沉积于滨岸至内陆棚沉积环境。研究发现，曲龙贡巴组的砂岩碎屑组分、碎屑锆石
U–Pb 年龄和 Hf 同位素特征与郎杰学群均一致（图 5）。由于曲龙贡巴组确定属于特提
斯喜马拉雅，它与郎杰学群一致的物源特征也就证实了后者亦为印度大陆边缘原地沉积
地层，并非外来地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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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郎杰学群与曲龙贡巴组物源特征对比

既然郎杰学群本身就沉积于印度北缘，那么我们就需要从印度所在的冈瓦纳大陆本

身去寻找郎杰学群的物源区。根据对郎杰学群的物源资料进行分析，我们获得了一些重
要的线索：（1）400–200 Ma 的碎屑锆石颗粒具有良好的环带，且几乎未发生磨圆，表
明这些锆石直接来自于岩浆岩；（2）400–200 Ma 年龄接近连续，表明源区存在持续的

岩浆活动（图 6）。这些特征指向一个长期活动的岩浆弧源区。而且，岩石中出现的火

山岩岩屑、斜长石以及低 Al 低 Ti 的铬尖晶石也反映弧岩浆作用特征，支持这一推理。

环顾整个冈瓦纳大陆，这一时期唯一的岩浆弧位于冈瓦纳大陆东南缘。而且，郎杰

学群晚古生代 – 早中生代碎屑锆石 Hf 同位素特征与该岩浆弧的锆石一致。这样，我们

就在“汇”与“源”建立了唯一的对应关系，只是这种解释要求碎屑物质横跨整个冈瓦
纳大陆进行搬运。如前所述，在超大陆聚合时期，常伴生发育大型的跨越大陆水系，因
而远距离的沉积物搬运是完全可以存在的。东冈瓦纳大陆早古生代的大地构造类似于现

今的南美大陆，这一时期冈瓦纳大陆东南缘发生了安第斯型的造山作用（Gondwanide
Orogen），Gondwanide 山脉很可能如现今的安第斯山一样，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导

致了东南高 - 西北低的古地理格局，为跨冈瓦纳大陆河流的发育提供了条件，河流携带
沉积物向大陆另一侧搬运。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郎杰学群沉积规模巨大，必然要求
大型的河流体系为其进行沉积物搬运，这也是我们构建沉积模型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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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郎杰学群中晚古生代 – 早中生代锆石的年龄特征及 CL 图像
（修改自 Wang et al., 2016）

既然冈瓦纳大陆的构造格局在古生代已经成型，为什么郎杰学群的沉积作用仅发生

在晚三叠世呢？我们初步认为这可能与冈瓦纳大陆北缘区域性的拉张事件有关。在拉张

作用之前，印度北缘以碳酸盐沉积为主，盆地性质稳定，陆缘碎屑输入有限，源自冈瓦

纳大陆东南缘的河流并未流向印度北缘；拉张作用发生，沿裂谷走向的隆起区改变了古
水系的流向，导致郎杰学群沉积作用发生；拉张作用结束之后，导致郎杰学群沉积的古

地理格局不复存在，相关的沉积作用结束，印度北缘发育稳定的石英砂岩沉积（图 7）。
当然，这一模型虽然能合理地解释现有的各种数据，且很好地吻合当时的区域构造背景，
但详细的古地理重建还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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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印度大陆北缘晚三叠世古地理演化模式图
（修改自 Meng et al., 2019）

5. 启示
除上述研究外，地质历史时期还有很多跨越大陆的碎屑物质搬运的实例：比如，

Benyon et al. (2014) 认为加拿大西部白垩系 McMurray 组砂岩中的部分碎屑锆石来自北

美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Prokopiev et al. (2008) 认为在古生代 – 中生代时期西伯利亚

大陆上存在跨大陆的古 Lena 河，将碎屑物质从西伯利亚南缘搬运至北冰洋；Moron et

al. (2019) 提出在冈瓦纳大陆裂解之前（古生代 – 中生代早期），东冈瓦纳大陆发育跨大
陆级别的河流，为澳大利亚西北缘长期的碎屑沉积作用提供物质搬运。
示：

通过对这些跨越大陆的碎屑物质沉积搬运实例的了解，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启
1）沉积盆地和物源区之间可以存在很远的空间距离；在进行物源解释时需大胆想象，

小心求证；正因为沉积物可以被远距离搬运，源自相同源区的沉积物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沉积，因此，在运用碎屑锆石年龄的相似性进行古大陆重建时，需特别小心谨慎；

2）古水系的重建将是沉积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前沿方向，是深入理解“沉积过程”

的关键，对古地理恢复和地质历史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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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快讯

8.过去 2300 万年的大气 CO2 重建
原创

崔莹

8月5日

全篇约 2253 字，6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大家对最近几年的台风和飓风可能仍然记忆犹新，如 2016 年的海马、2017 年的天

鸽、2018 年的山竹以及 2019 年的利奇马，这些大风暴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引起了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极具破坏性的气候呢？科学家研究认
为过去一百年的气候变化是因为大气二氧化碳（CO2）浓度的增加导致的。

CO2 虽然无色无味，在大气里含量仅排名第四（前三名是 N2、O2、和 Ar），却是

“臭名昭著”的温室气体。CO2 之所以成为温室效应气体是因其三个不对称的原子结构

（O-C-O；图 1），这一结构导致 CO2 吸收大量 15 微米波长的红外光 (infrared) 低频能谱 (low
frequency energy；图 2)。为什么吸收 15 微米波的长波红外光使 CO2 成为温室气体呢？

因为地球表层的热能来自于太阳辐射 (solar radiation)，即电磁波能以光速从太阳传播到

地球表面。而地表作为近似黑体 (blackbody)，可将吸收的能量重新释放回宇宙空间，在
这一过程中，CO2 将地表释放的长波辐射热量（15 微米红外光波长）吸收，使热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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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表，从而产生温室效应。实际上从自然角度来讲，CO2 是人类的朋友，如果大气中
CO2 不存在，地表平均温度将会是零下 17 摄氏度，人类根本无法居住。适当的 CO2 令

地球成为了宜居的星球，有利于人类和其它生物的演化，但近两百年来通过化石燃料的
燃烧等导致的 CO2 排放，使大气 CO2 浓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加，这是非常令人

担忧的，因为即使二叠 - 三叠纪的生物灭绝事件和古新世 - 始新世极热事件时期的碳排放
速度跟目前人类的碳排放速度比起来也是不值一提的 (Cui et al., 2011, 2013)。

图 1 二氧化碳分子的弯曲模式（图片引自 Kump et al.,2004, The Earth System, 3rd Edition）

今天（2020 年 8 月 5 日）的大气 CO2 浓度是 416ppm。那么大气 CO2 浓度在地球

历史上是怎样变化的呢？它与全球地表温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些都是与人类未
来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因为全球变暖幅度超过 2 摄氏度所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
的 (IPCC, 2013)，如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极端降水与干旱、热带风暴、生物灭绝等，
而导致这些恶果的罪魁祸首都是“我本善良“的 CO2。为了更好地预测 CO2对未来气候
变化造成的影响，地质学家和古气候学家对百万年前大气 CO2浓度变化进行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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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4.2 亿年的 CO2记录主要来自以下几种代用指标：古地壤中的碳酸钙结核、保

存良好的植物气孔密度、硼同位素、海洋微体生物化石中的碳同位素以及气候变化模型。
近年来，通过在实验室固定 CO2浓度条件下，培养 C3 植物（占自然界植物 90% 以上）

及对其碳同位素的观测，Schubert and Jahren (2012) 发现了植物碳同位素分馏与环境中
CO2浓度呈正相关性，这一关系可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图 3）。碳同位素分馏与 CO2

浓度的正相关性是受光呼吸作用的影响 (photorespiration)，且在 C3 植物中广泛存在 (Cui

et al., 2016; Schubert and Jahren, 2018)。因此如果知道地质历史时期 C3 植物的碳同位
素分馏，就可依据上述公式计算出当时大气 CO2 的浓度及其不确定性。这些信息对更好
地预测未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其它代用指标相比，基于 C3 植物 CO2 浓度代用指

标有几个显著优势：1) 陆地有机碳在地质记录中广泛存在；2) 可以进行高分辨率 CO2 重

建；3) 有较好的准确性；4) 有理解较深的理论基础支持。它的潜力在于可以对过去四亿
年的 C3 植物存在历史进行高分辨率 CO2 重建。

图 2 太阳辐射垂直通过大气层被吸收的百分含量与气体波长的关系。
100% 吸收表示没有任何辐射通过大气层。>13 微米波长的接近 100% 辐射吸收是来自 CO2 和 H2O
（图片引自 Kump et al., 2004,The Earth System,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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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植物生长实验测量出的大气 CO2 分压（pCO2）对 C3 植物组织的碳同位素分馏所产生的影响。数据按
不同植物组织类型和植物种展示。
（A）萝卜（R. sativus）；
（B）拟南芥（A. thaliana）。
实验中所有植物种的碳同位素分馏（Δδ13C）曲线可以用双曲函数表达出来，即在低 pCO2 范围（<1000ppm），
pCO2 升高会导致 Δδ13C 快速增加。而在高 pCO2 范围（>1000ppm），pCO2 升高会导致 Δδ13C 缓慢增加（引
自 Schubert and Jahren, 2012）。

现代大气 CO2 浓度比过去 80 万年冰芯直接记录的 CO2 浓度值都要高，但是将冰芯

记录与更久远的 CO2 浓度进行对比却很困难，这是因为能应用于较长地质时期的 CO2
代用指标很少。由上可知，C3 植物的碳同位素分馏强度直接受大气 CO2 的影响，其机

制受光合作用中的生物化学光呼吸作用控制：CO2 浓度越高，光呼吸作用强度越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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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一原理，如果已知地质历史中任一时期的碳同位素分馏相对现代碳同位素分馏的变
化，就可以利用碳同位素分馏 –CO2 变化的关系来计算当时大气 CO2 浓度。这一方法可
以利用于整个四亿年的陆地 C3 植物光合作用历史。

晚新生代 2300 万年对应的时代是新近纪（包括中新世和上新世）和第四纪（更新

世和全新世），期间凉爽的气候和南极冰川的形成与早新生代的温室无冰气候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利用基于 C3 植物碳同位素分馏的 CO2 浓度代用指标（图 4），我们重建了

晚新生代 2300 万年以来的 CO2 浓度（Cui et al., 2020）。研究发现晚新世代大气 CO2

浓度在 230 到 350ppm 之间波动（图 5; 68% 置信区间在 170 与 540ppm 之间），在早

中新世和中中新世时期达到过去 2300 万年的最高浓度，在中更新世时期的浓度（~400
pm）也可能低于 2019 年平均 CO2 浓度 412ppm。

图 4 晚新生代大气 CO2 重建（23-0 百万年前）（Cui et al., 2020）。（A）统计的植物全有机质及脂类；（B）
碳同位素相对现代的变化；（C）利用正文中公式三所计算的 CO2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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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明研究结果的可信性，我们将重建的 CO2 浓度与其它几个常用的 CO2 代用指

标以及冰芯记录进行了对比（图 5, 6）。从图 5 中可以看出利用 C3 植物重建整个第四纪

CO2 浓度与冰芯记录十分吻合，因此使用这一代用指标可以较准确地重建古大气 CO2 浓

度（图 5）。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基于烯酮和植物气孔的 CO2 重建比其它指标的重建浓
度要高一些，但由于不确定性较大，几个代用指标有相互重合之处。基于古土壤的 CO2
记录与 C3 植物的记录并没有显示任何有规律的差别。除 C3 植物指标和植物气孔指标之
外，其它几个指标因为分辨率较低，无法判断过去 2300 万年 CO2 变化的趋势。

图 5 利用 C3 植物重建整个第四纪 CO2 浓度与冰芯记录十分吻合，表示这一代用指标可以较准确地重建古大
气 CO2 浓度（Cui et al., 2020）。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2013）曾引用中中新世和上新世作为人类气候

变化的参照物，但是这两个时间段所对应 CO2 浓度增加及增大幅度却很难确定。比如气
孔和古土壤重建的 CO2 浓度存在显著矛盾，气孔指标显示 CO2 浓度高于工业革命前，

而古土壤却显示非常低的 CO2 浓度值。硼同位素作为被研究较多和公认相对可靠的指标，
重建的中中新世的大气 CO2 浓度值在 200 到 600ppm 之间。晚中新世因为缺少高分辨率
的 CO2 数据，建立 CO2 变化与全球变冷的关系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而我们新计算的

C3 植物代用指标具有高分辨率的优势，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中中新世和上新世，存在一个

长时间尺度 CO2 浓度的降低。同时，我们的新记录还揭示了变暖时与 IPCC 预测的早上
新世的 CO2 浓度增加吻合，这一变化在其它指标上却没有看到。

综上所述，大气 CO2浓度对全球气候变化起到重要作用，不论时间尺度的长短。多

项研究表明现代大气 CO2浓度的快速增加是地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过去 2300 万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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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 CO2 浓度很有可能比现代浓度还要低，但哪怕在更新世的冰川扩张时期，CO2 浓度

都没有高于 170ppm。植物的重组和原始人类生态系统的出现可能不是由大尺度 CO2 波
动所推动的，也许是小范围的波动就促使了这些重要的生态变化。

图 6 过去 2300 万年来自不同代用指标与 C3 代用指标重建的大气 CO2 浓度对比图，包括钙质微体生物产生
的烯酮碳同位素、硼同位素、古土壤碳同位素以及植物叶片气孔密度这四个代用指标。绿线及阴影代表各代
用指标的 loess fit 及 68% 置信区间（Cui et al., 2020）。

本次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现代的 412ppmCO2 浓度超过中新世以来地球所经历的

最高值，进一步强调了现代对地球大气长期稳定 CO2 浓度的扰动，因为现代碳释放的速
率比过去 2300 万年前受自然因素控制的碳释放速率都要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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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次研究有几个创新点：1) 该研究是目前对 2300 万年前最高分辨率的 CO2

浓度的重建；2) 该研究利用保存完好的富含 C3 植物碎屑的沉积物，有较好的年龄控制；
3) 该研究利用新开发的 CO2 代用指标并对重建的 CO2 浓度进行了蒙特卡罗误差分析。

本文作者系美国 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 助理教授。本文属作者认识，相关问题

交流可通过邮箱 cuiy@montclai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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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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云”深渐知归处——厚层白云岩成因之谜的破解
原创

甯濛，郎咸国等

8 月 12 日
全篇约 4496 字，8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白云”幽幽深何解？
百年求索思虑绝。
“镁”花皓影摇旷野，
移石落水云根跃。
——李彤 甯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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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云岩问题
白 云 石（CaMg[CO3]2） 作 为 一 种 常 见 的 碳 酸 盐 矿 物（ 图 1）， 由 法 国 矿 物 学 家

Déodat Gratet de Dolomieu 在 1791 首次发现，后人将其命名为 Dolomite 以示纪念。

理想的白云石晶体简单且优雅，说它简单是因为它仅由钙离子、镁离子和碳酸根离子构成；
说它优雅是因为这三种组分排列非常有序，由钙离子层和镁离子层交替与碳酸根离子层
互层排列。

然而，就是如此普遍的一种矿物，其成因却是困扰地质学界 200 多年的“白云岩问

题”，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白云岩在前寒武纪和古生代及中生代地层中极其普遍，
但在对白云石过饱和的现代海水中却十分罕见；二是在常温、无机实验室条件下，并不

能直接沉淀出有序白云石。因此很难通过“将今论古”的地质思维来解释在地史时期具
有广泛时空分布的白云岩的成因。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人们通过对现代白云石和古代白云岩的大量研究，以白云石（岩）

形成的化学原理为基础，结合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特征、空间分布规律、所产出的古地理

及沉积相特征，提出了多种白云石化模式，如蒸发泵（萨布哈）、渗透回流、混合水、海水、
埋藏热液模式等，尤其是微生物白云石化模式的提出，解决了常温条件下白云石形成的
动力学问题（Vasconcelos et al.，1995）。然而，这些现有白云石化模式均存在一定的

环境局限性，不能很好地解释地质历史时期，分布范围达数千平方公里、厚度达千米的
厚层白云岩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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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鞍状白云石标本（甯濛拍摄于 ETH Focus Terra 博物馆）

2. 镁同位素原理及其在白云岩研究中的优势
近二十年来，随着高精度 Mg 同位素测试技术（MC-ICP-MS）的发展及 Mg 同位素地

球化学体系研究的深入（Teng，2017），Mg 同位素逐渐成为研究白云岩成因的一个新手段，
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Mg 作为组成白云岩的核心元素，在白云岩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白云

岩问题”的本质与 Mg 密切相关：一是 Mg 离子的来源问题，一般认为，海水是白云岩

形成过程中最主要的 Mg2+ 来源，但在局部范围内淡水、孔隙水、热液和富 Mg2+ 粘土
矿物均可为白云岩提供 Mg；二是白云岩形成的动力学问题，Mg2+ 在海水中的普遍水合

是阻止白云石沉积的一个重要因素，低温条件下 Mg2+ 与水紧密结合，不易进入碳酸盐
岩白云石晶格，因此如何使得 Mg 离子去水合进入到白云石晶格中亦是解决白云石问题
的一个关键。

相比于其它地球化学研究手段（碳、氧同位素、锶同位素、稀土元素等），利用 Mg

同位素研究白云岩的成因具有以下四方面优势：（1）Mg 同位素在低温地球化学过程中

具有显著的分馏，这使得地表不同储库的 Mg 同位素组成存在显著差异（图 2），如岩浆岩、
碳酸盐岩、黏土矿物、海水、河水、孔隙水、热液等镁同位素组成各不相同，因此 Mg
同位素可以示踪白云岩中 Mg 的来源；（2）在碳酸盐岩沉积 - 成岩体系中，方解石和白
云石的形成伴随着显著的 Mg 同位素分馏。CaCO3 沉积过程中的 Mg 同位素分馏与矿物
成分（高镁方解石，低镁方解石，文石）、温度和反应速率有关（Li et al.，2015）。

国际上多个课题组已对常温条件下白云石形成过程中的 Mg 同位素分馏开展了大量研究
（Higgins and Schrag，2010；Li et al.，2015），特别感谢南京大学李伟强教授对于这
一分馏值的精确测定，消除了利用 Mg 同位素研究白云石化过程的最大障碍（Li et al.,

2015）；（3）白云岩的 Mg 同位素组成受白云石化过程影响，不同白云石化过程中的
Mg 同位素地球化学体系已经被建立，在此基础上可以定量或半定量地对白云石化过程的

Mg 同位素体系进行模拟，进而为白云岩的成因提供约束（Huang et al.，2015；Peng et
al.，2016；甯濛 et al.，2019）；（4）白云岩的 Mg 同位素组成受后期成岩作用改造小，
可以代表其最初形成过程中的原始 Mg 同位素组成（Hu et 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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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储库的 Mg 同位素组成（修改自 Teng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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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厚层白云岩形成模式假说
厚层白云岩成因之谜作为“白云岩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直困扰着广大地质学

家。前人曾提出过多种机制来解释碳酸盐岩台地中广泛分布的厚层白云岩的成因，包括

单一期次的白云石化事件，如海水热液循环，或成岩流体的热对流，或盆地型流体的驱替；
以及从早期地表环境到埋藏成岩环境中多期白云石化作用的叠加，但这些解释都缺乏直
接的沉积学和地球化学证据。

目前，尽管对厚层白云岩的形成时间、环境和具体机制仍有较大争议，但前人研究

普遍认为厚层白云岩是在成岩过程中，通过交代早期灰岩形成的（Land，1985）。因此，
厚层白云岩的形成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充足的 Mg2+ 供给（最常见的来源的是

海水及其蒸发后衍生的卤水）；（2）高效的输送机制（通常是某种高效的水文循环模式）；

（3）早期厚层灰岩前驱体的发育（通常是礁相或台地相碳酸盐岩）。

那么解决厚层白云岩成因问题的关键，就是要解释充足的富 Mg2+ 流体是如何穿过巨

厚的碳酸盐岩地层，使其发生白云石化的。Lumsden and Caudle（2001）曾提出厚层白
云岩是由海平面波动相关的周期性白云石化作用持续叠加形成的，考虑到地史时期多数

碳酸盐岩沉积序列均由一系列向上变浅沉积旋回叠置而成（图 3），这一假说似乎有一

定的合理性。然而，由于传统岩石学或地球化学研究手段无法识别地史时期发生的白云
石化事件的期次，这一假说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图 3 扬子地区上寒武统三游洞群厚层白云岩，由一系列向上变浅沉积旋回叠置而成（甯濛拍摄于湖北兴山古
洞口剖面）

89

4. 厚层白云岩的镁同位素示踪与形成过程
近期，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沈冰课题组在白云岩成因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利用 Mg 同位素揭示了厚层白云岩的成因机制。在白云石化过程中，轻的 Mg 同位素（24Mg）
优先进入到白云石晶格中（Huang et al.，2015），随着白云石化作用的进行，沿着白云

石化流体流动方向，流体的 Mg 同位素组成逐渐变重，从而导致晚期形成的白云岩 Mg 同

位素值（δ26Mgdol）逐渐变重。因此，利用 δ26Mgdol 的垂向变化趋势可以约束白云石化
流体的流动方向及白云石化过程。

在渗透回流白云石化过程中，若白云石形成于接近白云石化流体源区的地方，白云

石化流体主要发生垂向迁移，24Mg 优先进入白云石晶格中，随着流体从顶部到底部垂向
迁移，在垂直剖面中白云岩的 Mg 同位素值呈向下变重趋势（图 4）。若远离白云石化流

体源区（如潮下带），流体可能发生侧向迁移，在垂直剖面中 Mg 同位素值相对不变（图 5）。
在准同生萨布哈模型中，白云石形成于局限潮上带或潟湖，类似一个封闭体系，24Mg 优
先进入到早期形成的白云石晶格中，导致同沉积海水 Mg 同位素值变重，后期形成的白

云石 Mg 同位素值也相应变重，垂直剖面中白云岩的 Mg 同位素值呈向上变重趋势（图 6）。

图 4 白云石化流体垂向迁移过程中（如近源 - 渗透回流模式）δ26Mgdol 变化趋势预测

图 5 白云石化流体侧向迁移过程中（如远源 - 渗透回流模式）δ26Mgdol 变化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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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准同生萨布哈白云石化过程 δ26Mgdol 变化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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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Mg 同位素变化剖面与沉积剖面对比图及白云石化过程解释

通过对扬子板块中寒武统覃家庙组厚层白云岩进行详细的沉积学 - 地球化学综合研

究，发现覃家庙组厚层白云岩由一系列向上变浅沉积旋回叠置而成，代表当时高频率、
低幅度的相对海平面波动，其 Mg 同位素值呈现与沉积旋回一致的周期性变化，说明其

白云石化过程与海平面周期性波动相关，利用 δ26Mgdol 的垂向变化趋势可以约束白云石
化流体的流动方向及白云石化过程（图 7）。

基于对覃家庙组厚层白云岩的白云石化过程研究，提出了厚层白云岩的成因模式（图

8）。在高海平面时期，潮间带 - 潮下带沉积正常的灰岩（图 8a）。随着海平面的降低，

沉积环境逐渐向浅潮间带 - 潮上带演变，导致近地表白云石化作用，包括白云石的直接
沉积（如微生物白云石化）或准同生白云石化作用，以及渗透回流白云石化作用的发生

（图 8b）。随着海平面的频繁波动，在垂向上，灰岩沉积 - 白云石化作用循环叠置（图
8c）；在横向上，浅水沉积相带（潮间带 - 潮上带）的侧向迁移导致整个碳酸盐岩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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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白云石化（图 8d）。不同期次白云石化作用的白云石化过程可能不同，取决于具体
的沉积环境，包括物理 - 化学和水动力条件等。总的来说，厚白云岩的形成与海平面变

化密切相关，不同沉积相带的侧向迁移和沉积旋回的垂向叠置导致了具台地尺度分布的
厚层白云岩的形成。

图 8 厚层白云岩成因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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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与展望
通过对古代厚层白云岩的 Mg 同位素体系进行研究，证明了厚层白云岩是不同白云

石化过程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叠加的结果，提出了利用 Mg 同位素变化趋势识别白云石化
过程，并建立了可验证的厚层白云岩成因模式。同时，为利用 Mg 同位素预测白云岩油
气储层提供了新的手段。

目前，尽管利用 Mg 同位素进行白云岩成因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 Mg 同位素在

白云岩成因研究领域表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它不仅能够对白云岩的 Mg2+ 来源以及白云

石化过程等关键问题提供唯一约束，结合地球化学模型，还可以对白云石化过程进行半
定量−定量研究。未来仍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1）结合白云石形成过程的理论计算和实验标定，提供更加符合实际的白云石化流

体和白云石之间的分馏值；

（2）进一步细化 Mg 同位素地球化学数值模型，需要在高精度生物地层、化学地层

和层序地层框架的指导下，对更多白云岩剖面进行系统采样、分析，来验证和完善数值
模型；

（3）“There are dolomites and dolomites”，不同沉积 - 成岩体系中白云岩的形

成过程各不相同，因此，利用 Mg 同位素对白云岩成因进行研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并适当结合其他传统地球化学研究手段。

该 项 研 究 成 果 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 发 表 在《 地 球 与 行 星 科 学 通 讯》（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上， 论 文 题 目 为“ 揭 秘 厚 层 白 云 岩 成 因”(Towards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massive dolostones)。
文章链接：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2821X20303472
本文第一作者系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为成都理工大学沉积地质研究院研

究员，第三作者为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本文属作者认识，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lemon217@pk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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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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的阿尔卑斯，人们注意到一些绿色的像蛇皮一样的石头，将其命名为蛇

绿岩。蛇绿岩不是一种单一的岩石，而是多种岩石的组合。它之所以呈现出蛇皮般的颜

色和纹路，是因为其中的一些岩石发生蚀变而形成发绿的片状矿物蛇纹石（图 1）。地

质学家通过研究发现，蛇绿岩比我们生活周遭的岩石（平均密度约为 2.7g/cm3）要更重，
其密度达到了 2.9g/cm3，且最初结晶于数公里深处的洋底。那么，这些生于洋底、密度

又大的石头，而今为何常见于阿尔卑斯 - 青藏高原等高海拔之地？它是如何克服地心引力，
从暗无天日的海底横空出世、笑傲高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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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由蛇绿岩蚀变而来的蛇纹岩
（图片来自 geologyscience.com）

蛇绿岩仰冲的定义
蛇绿岩是大洋岩石圈的残片。大洋岩石圈包括洋壳和岩石圈地幔，由铁镁质岩石构

成（图 2）。大洋岩石圈大多沿着大洋板块边界的海沟俯冲消减，只有少数可以最终逆
冲到比它轻的大陆壳之上（现今地球上的蛇绿岩分布见图 3），蛇绿岩从开始逆冲到最
终逆冲至陆壳之上的过程被定义为蛇绿岩仰冲，或称之为蛇绿岩就位（Dewey,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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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蛇绿岩的典型序列及各部分密度，注意深海沉积物不是蛇绿岩的组成部分 （修改自吴福元等，2014）

蛇绿岩的仰冲发生在大洋关闭过程中。同俯冲一样，蛇绿岩仰冲是大洋岩石圈消减

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仰冲过程的研究对于揭示大洋关闭过程和动力学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蛇绿岩仰冲将大量的基性 - 超基性岩石暴露在地表，其风化过程中可以消耗二氧
化碳，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如 Jagoutz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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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世界大陆上蛇绿岩的分布，据 Vaughan and Scarrow (2003) 修改

蛇绿岩仰冲时间
由于蛇绿岩仰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研究中首先要明确蛇绿岩仰冲时间指的是仰冲

的哪一个阶段的时间。蛇绿岩发生初始仰冲时，会将上盘大洋岩石圈的高温地幔部分逆
冲至下盘冷的表层物质之上，因此，通常在蛇绿岩之下会形成一套变质岩，称为变质底

板（或称变质晕），其在靠近蛇绿岩的位置是高温变质作用形成的岩石，而远离蛇绿岩
则为变质级别较低的岩石。对变质底板的变质作用进行定年可以获得初始俯冲或者初始

仰冲的时代。在仰冲过程中，蛇绿岩的最终命运是构造叠置在陆壳物质之上从而出露地表。
蛇绿岩仰冲到陆壳之上并露出地表后会经历风化剥蚀，碎屑物质会被搬运到相邻的沉积

盆地之中，因此从沉积岩的角度，对记录蛇绿岩碎屑的地层的定年可以获得仰冲时间的
上限。

蛇绿岩仰冲机制
蛇绿岩为什么会发生仰冲是一个困扰着地质学家的难题，因为这首先涉及了蛇绿岩

的成因问题，而蛇绿岩的成因一直以来争议非常大。在蛇绿岩研究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的 Penrose 会议（1972 年举办）前后，人们普遍认为“蛇绿岩代表了曾经存在而如今

已然消失的成熟大洋”。然而，之后地球化学和年代学的研究结果却揭示出关于蛇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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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人知的几个特点，包括：（1）蛇绿岩大多具有“弧”岩石的地球化学特征，此类

蛇绿岩被称为 SSZ（Supra-subduction zone）型蛇绿岩；（2）蛇绿岩大多具有较窄的
结晶年龄区间；（3）蛇绿岩在结晶之后很快就发生仰冲了，因此在其底部可以看到高

温的变质底板且变质年龄和蛇绿岩结晶年龄相近。据此，一些学者提出，出露于现今大

陆的蛇绿岩大多形成于小洋盆，在结晶后不久还没有完全变冷的情况下就发生仰冲了，
而真正具有漫长演化过程的大洋中脊的蛇绿岩则几乎不可能发生仰冲（例如 Stern et al.,
2004）。这种观点虽然被普遍接纳，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也备受争议，即便是世界上出露
最好的阿曼蛇绿岩，其成因和仰冲机制依然争议颇大。

将蛇绿岩仰冲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大洋岩石圈板块要发生仰冲，首先需要沿着其内

部的薄弱带发生岩石圈尺度的逆冲，而就位到陆壳之上则是仰冲过程中大洋岩石圈的最
终命运。实质上，岩石圈尺度的洋内逆冲是洋内俯冲的开始，因为俯冲带就是一个巨型
的逆冲断层带。此时，下板块在俯冲，上板块在仰冲，俯冲和仰冲指的是同一过程，只

不过分别以俯冲板块和上板块为参照物。随后，如果来自陆源的硅铝质为主的增生楔不
断生长，上盘大洋岩石圈就会逆冲到增生楔之上并露出地表，标志着仰冲过程的完成，

这种仰冲类型为增生底垫型或者科迪勒拉型；或者俯冲带下盘一侧的大陆壳进入海沟后

（即碰撞），上板块大洋岩石圈逆冲到大陆壳之上，标志着蛇绿岩仰冲过程的结束，这
种仰冲类型称之为碰撞型或者特提斯型（Wakabayashi and Dilek, 2003；图 4）。

图 4 常见的蛇绿岩仰冲机制示意图，修改自 Wakabayashi and Dilek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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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仰冲至下板块陆壳或陆壳物质之上外，有学者提出大洋岩石圈在洋陆转换边界

可直接逆冲到上板块的地壳之上，完成蛇绿岩仰冲。例如，当洋中脊到达海沟位置时，

热的洋壳难以俯冲，和海沟相互作用就可能仰冲至增生楔和陆壳之上，这种仰冲类型为
洋脊俯冲型（例如 Boudie and Nicolas, 2018；图 4）。

班公 - 怒江缝合带蛇绿岩仰冲的研究新进展
青藏高原腹地有一条东西长度超过 2000 km 的班公 - 怒江缝合带（班怒带），分割

了北部的羌塘地体和南部的拉萨地体。蛇绿岩沿着班怒带零星分布（图 5），蛇绿岩内
结晶岩的形成时代从晚三叠世至白垩纪都有报导。关于班怒带蛇绿岩的仰冲时代和机制

长期以来备受争议，前人认为日土 - 狮泉河、东巧蛇绿岩为拉萨 - 羌塘碰撞型（Kapp et
al., 2003；Girardeau et al., 1984），改则蛇绿岩为科迪勒拉型（Li et al., 2019）。

图 5 班怒带内蛇绿岩分布以及研究区东巧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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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巧蛇绿岩区位于班怒带中部（图 5），是我国蛇绿岩型铬铁矿的产区之一。前人

对东巧蛇绿岩进行了详细的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和地球化学等方面研究，结果表明东巧
蛇绿岩包括橄榄岩、堆晶岩、岩墙、熔岩等多个岩石组合，同时也发现了与蛇绿岩伴生
的变质底板、硅质岩和斜长花岗岩等。东巧蛇绿岩的结晶时代为 190-181 Ma，在地球化
学上具有 SSZ 型蛇绿岩的特征。

东巧蛇绿岩之上有一套海陆过渡相的地层，底部为红色的砾岩和砂岩，上部为灰白

色砂岩和灰岩（图 6）。这套地层被称为东巧组，也有人称为兹格塘错组或者摩天岭组。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科学家以及中法考察的科学家对东巧组进行了生物地层学的工

作，将东巧组时代限定为比较宽泛的晚侏罗世 - 早白垩世（Girardeau et al., 1984；汪明
洲等，1984）。本团队自 2015 年起多次对东巧组开展野外工作，实测了东巧蛇绿岩之

上约 120 m 厚的地层（图 7），证实了东巧组沉积不整合在东巧蛇绿岩之上，沉积环境
为扇三角洲 - 滨浅海，显示海侵序列。室内通过与古生物地层学专家进行合作研究，用
珊瑚和底栖有孔虫地层学将东巧组的时代限定为晚侏罗世 Oxfordian-Kimmeridgian（约

163-152 Ma；图 7）。

图 6 班怒带兹格塘错剖面东巧组的野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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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a）兹格塘错剖面东巧组实测地层柱；（b-f） 东巧组底栖有孔虫化石；（g） 东巧组中的珊瑚化石。
有孔虫和珊瑚均指示晚侏罗世 Oxfordian-Kimmeridgian (~163-152 Ma)

本研究对东巧组进行了多手段物源分析工作。东巧组砂砾岩中含有来自蛇绿岩的物

质，尤其以铬尖晶石为特色（图 8），其含量向上变低。本研究选取铬尖晶石含量较高

的砂岩磨制探针片，用电子探针分析铬尖晶石的成分。结果表明碎屑铬尖晶石和班怒带
东巧蛇绿岩内的铬尖晶石的成分可以很好对应起来（图 9）。另外，对砂岩薄片分析时

还发现东巧组中存在大量的单晶和多晶石英、云母、片岩岩屑，指示不仅仅是蛇绿岩，
变质岩也给东巧组提供了碎屑（图 8）。碎屑锆石可以指示这些长英质碎屑的物质来源。
4 件砂岩样品具有相似的碎屑锆石 U-Pb 年龄谱，都具有约 500 Ma 和约 1100-1300 Ma

的年龄峰（图 9）。这样的年龄谱特征和东巧组南侧北拉镇附近古生代石英砂岩的年龄

谱非常相似，也类似于拉萨地体的年龄谱特征，而和羌塘地体以及安多地体的年龄谱差
异明显（图 9）。因此，东巧组物源来自于沉积区的南部的拉萨或者具有拉萨亲缘性的
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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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东巧组砂岩显微照片：（a, b）碎屑尖晶石单偏光和正交镜下照片，正交镜下为全消光；（c, d）砂岩中
的主要碎屑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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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东巧组砂岩物源特征：（a）碎屑锆石 U-Pb 年龄谱及其与潜在物源区对比；（b, c）碎屑铬尖晶石主量
元素图解及其与基岩尖晶石数据对比

根据本研究获得的生物地层学和物源数据，结合东巧蛇绿岩向南逆冲到古生代地层

之上（Girardeau et al., 1984），我们提出东巧蛇绿岩在约 163 Ma 之前向南逆冲到拉萨

或者具有拉萨亲缘性的陆壳之上，并露出地表接受风化剥蚀。东巧组起初沉积在靠近山
前的扇三角洲环境，主要接收蛇绿岩物质，后期造山带不断剥蚀以及发生海侵，从而蛇
绿岩物质减少，而蛇绿岩之上具有拉萨亲缘性的陆壳再旋回物质则相对增多（图 10）。

图 10 东巧组沉积时期的古地理示意图

蛇绿岩年代学、地球化学研究以及班怒带内增生楔岩石的物源研究，表明班怒洋在

侏罗纪时期是向北俯冲的且这些研究支持东巧蛇绿岩形成于 SSZ 型小洋盆。如果接受东

巧蛇绿岩形成于上板块的小洋盆的观点，那么其仰冲极有可能是碰撞型仰冲，即拉萨地
体或具有拉萨亲缘性的微陆块进入海沟诱发了东巧蛇绿岩的仰冲，这标志着班怒洋内一

条洋洋俯冲带的消亡。值得一提的是，东巧蛇绿岩的仰冲可能是特提斯域演化的一个重
要的时间节点，这条洋内俯冲带的消亡可能导致了南侧新的俯冲带的开始，从而在新的
俯冲带之上形成了新的 SSZ 型蛇绿岩，包括 160-150 Ma 的北拉和申扎蛇绿岩以及 150
Ma 的新特提斯洋蛇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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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盐度指标研究历史
古盐度指标的研究历史悠久，最初的古盐度研究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Goldschimidt (1932) 对不同沉积环境中沉积物的微量元素分布规律进行了探索。在最

近几十年，我国学者开发或者实验过多种沉积学和地球化学指标，如 B/Ga、Sr/Ba、
87Sr/86Sr、Mg/Ca、Sr/Ca 和 Na/Ca 等，来重建不同沉积地层的古盐度；其中，B/Ga、

Sr/Ba 比值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然而大部分相关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中文期刊上（李

成凤等，1988；邓宏文和钱凯，1993；王建强等，2015），未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和认可。
此外，Berner and Raiswell (1984) 利用现代海洋和湖泊沉积物中的硫和总有机碳含量比
值（S/TOC）证实该指标可以区分海水和淡水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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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今论古”：B/Ga、Sr/Ba、S/TOC 对古盐度的指示
为了证实这些地化指标（B/Ga、Sr/Ba、S/TOC）对古盐度指示的有效性，Wei et

al. (2019) 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总结了现代淡水、半咸水、海水等沉积系统的水体中的

B（硼）、Ga（镓）、Sr（锶）、Ba（钡）和 SO42- 离子的浓度，以及系统中沉积物 B、
Ga、Sr、Ba、S 和 TOC 的含量及其比值大小，定量地分析了这三种盐度指标与盐度之间
的联系。

2.1 硼 / 镓指标（B/Ga）

在整理的数据中，B 的浓度与水体盐度显示出了非常强的线性关系（图 1,a），而

B/Ga 比与盐度也显示出较强的指数相关（图 1,c）。

图 1. a, b, c：水体中 B，Ga 的浓度以及 B/Ga 比值与水体盐度交汇图；d, e, f：水体中 Sr，Ba 的浓度以及
Sr/Ba 比值与水体盐度交汇图；g：SO42- 比值与水体盐度交汇图

沉积物中 B 的含量和 B/Ga 比值都显示与水体盐度正相关（图 2,a,c）。沉积物中的

Ga 含量与盐度相关性较弱。B 与 Ga 交汇图明显的区分开了来自淡水，半咸水和海水样
品（图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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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锶 / 钡指标（Sr/Ba）

在水体中，Sr 的浓度和 Sr/Ba 比值都显示出与盐度较强的正相关，而 Ba 的浓度与

盐度呈较强的负相关（图 1,d,e,f）。

沉积物中的 Sr 含量和 Sr/Ba 比值都显示与水体盐度的强相关性。沉积物中 Ba 含量

与盐度之间关系较弱 ( 图 2,d,e)。Sr 与 Ba 含量的交汇图在一定程度上将淡水，半咸水和
海水区域划分开来 ( 图 2,f)，相比 B/Ga，Sr/Ba 在不同盐度相交汇处存在较大的重叠（图
2,f）。

2.3 硫 / 总有机碳指标（S/TOC）

水体中的硫酸根离子的浓度与水体的盐度显示出较强的正相关性（图 1,g）。沉积物

数据中 S 和 S/TOC 都显示出与水体盐度显著的正相关性（图 2,g,h）。硫与 TOC 的交汇
图显示海水与半咸水沉积物样品数据点存在明显的重合，而淡水沉积物数据点分区比较

明显。本研究整合的海洋沉积物的 S-TOC 数据刚好位于 Berner and Raiswell (1984) 提出
的“normal marine trend”（正常海洋沉积物趋势线）附近（图 2,i），也证实了该指标
的实效性。

图 2. a, b: 现代沉积物中的 B，Ga 含量及其比值大小 ; c: 现代沉积物中 B 和 Ga 交汇图 ; d, e: Sr 和 Sr/Ba 与盐
度交汇图；f. Sr 和 Ba 交汇图；g, h: S 和 S/TOC 与水体盐度交汇图 ; i: S 与 TOC 的交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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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古盐度指标的阈值及其有效性

B/Ga 是最能有效区分不同盐度相的指标，其中 B/Ga=3 为淡水和半咸水相的分界线，

而 B/Ga=6 为半咸水和海洋沉积的分界线 ( 图 2,c)，该指标对不同盐度相区分的准确率约

为 88%。对于 Sr/Ba，区分淡水和半咸水沉积的最佳阈值为 0.2，半咸水和海水的分界值
为 0.5 ( 图 2,f)，该指标的准确率约为 66%。对于 S/TOC 指标，S/TOC=0.1 为最合适的区
分淡水沉积和半咸水 / 海水沉积的阈值 ( 图 2,i)，该指标的整体可信度大约为 91%。由于
三种指标反映的环境因素不同，建议在进行所有的古盐度研究的过程中同时使用多种古
盐度指标，从而保证更加全面、准确的古盐度评估研究。

图 3. 沉积物中各个古盐度指标对区分不同盐度水体的准确度统计（图中数字比值为：识别正确样品数 / 总样
品数）

3. 古盐度指标的应用
顾名思义，古盐度指标可以广泛地应用于指示各种不同沉积环境中水体的古盐度高

低。然而，作为水体最基本的属性之一，古盐度演化与盆地周围其他环境因素的变化也

息息相关，比如构造活动、气候的干湿交替、海侵事件、热液输入等等。因此，除了能

够用来指示古盐度以外，古盐度指标还可以侧面反映研究区域周围其他环境因素的变化。
3.1 古盐度对构造活动的响应

白垩纪晚期，北美大陆内陆海道，从墨西哥湾一直经过海岸平原、中西部各州，并

穿过加拿大中西部进入北半球海中（图 4）。在整个白垩纪时期，造山带一直向西逆冲推覆，
导致西科迪勒拉山脉不断抬升。理论上，较高的海拔通常都意味着高强度的风化和降雨
作用，而在海道的东部向劳伦克拉通附近则发生了弱到中等强度的降雨和相对减弱的风
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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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页岩沉积从西往东（X-X'）盐度指标显示，水体盐度向东逐渐升高（图 5），

从淡水 - 半咸水盐度逐渐转变为半咸水 - 海水盐度，沉积环境从河口 - 滨海沉积逐渐转变
为浅海近滨 - 远滨。同时，对该地区的沉积学模型研究显示西部山系的淡水输入比来自
劳伦克拉通的淡水输入量更大。降雨量和淡水输入在横向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古盐度横
向上的变化。因此，不同的区域构造特征造成的古气候差异，必然会导致处于该环境中
的盆地水体盐度发生相应的变化。

图 4. 上白垩纪皮埃尔页岩（Pierre shale）和同层位页岩采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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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晚白垩纪皮埃尔页岩不同盐度指标 (a). B/Ga；(b). Sr/Ba；(c). S/TOC 沿 X-X' 分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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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古盐度对海侵事件的响应

渤海湾盆地以陆相沉积为主，而很多地质学家们认为该地区发生过海洋入侵事件（图

6）。我们使用三个古盐度指标对 Luo-69 钻井沙河街组 Es3L 亚段进行了古盐度研究。
在 Es3L 亚段底部这三个盐度指标的最高值都指示海水的盐度，随后古盐度逐渐降低，因

此我们推断，在 Es3L 段底部沉积时期发生了海水入侵事件，之后随着湖盆与海水的联

通减少，古盐度从 Zone A 时期的海水盐度逐渐降低到 Zone C 时期的“高盐度半咸水”
盐度（图 7）。

图 6. 渤海湾盆地始新统古地理特征。红框代表沾化凹陷研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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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Luo-69 古盐度指标地层柱状图

基于对整个渤海湾盆地的地球化学，矿物学和古生物学证据的收集，发现在沙四段

上部，沙三段（Es3）下部以及沙一段的中下部均发生过海水入侵事件，即古盐度增高事

件（图 8），同时在这些层段都发现了海相或者过渡相生物化石、海绿石等证据。东营

组三段在济阳坳陷虽未发现海相和过渡相化石，但是古盐度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升高。因此，
渤海湾盆地在古近系时期总共发生了四次类似的古盐度增加事件（图 8）。其中 Luo-69

钻井沙三下亚段中发生的古盐度事件是在这四次事件中的第二次。这次海侵事件与始新
统的全球海平面高位相对应，说明海侵事件很有可能是海平面升高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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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渤海湾盆地古近纪的海侵事件识别

3.3 古盐度对重大地质事件的响应

早 Toarcian（～ 183Ma）大洋缺氧事件（T-OAE）是早侏罗世一个重要海洋氧化还

原事件。该事件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大量生物灭绝、海平面升高、初
级生产力增强、温度升高、有机质富集以及碳同位素负偏等特征（Remírez and Algeo,
2020）。

图 9. （A）早侏罗纪欧洲海西北部和克利夫兰盆地、南德国盆地以及巴黎盆地的位置；（B）研究剖面位置；
（C）下侏罗统克利夫兰盆地综合柱状图和菊石生物地层柱状图

图 10. 克利夫兰盆地两种水体演化模型，(A) McArthur et al. (2008)；(B) Thibault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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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rthur et al.（2008）认为 T-OAE 时期，克利夫兰盆地页岩有机质的高度富集很

有可能是因为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大量的淡水输入造成了上层水体与下层水体巨大

的盐度差，促进了水体的分层，底层水体的缺氧状态促进了有机质的保存，也阻碍了

底层水体与海水的交换。T-OAE 事件之后，气候由暖转冷，淡水输入减少，水体分层减
弱，下层水体与海水的交换增加，因此在 T-OAE 事件之后 MoEF 突然增加。Thibault et

al.（2018）基于海平面变化趋势，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沉积模型。他认为从普林斯巴

阶到托尔阶时期，海平面逐渐升高，导致淡水输入减少，而将 T-OAE 事件之后的 MoEF
显著降低归因于海平面升高导致的海底缺氧事件，该事件触发了海水中的 Mo 元素被大
量的吸收到深海沉积物中，降低了边缘海盆地沉积物中的 Mo 含量（图 11）。

图 11. 氧化还原、古生产力和水体限制地球化学指标：（A）Corg/P （摩尔比值），（B）MoEF, (C) UEF, 和 (D)
DOP-T

Wei and Algeo. (2019) 的古盐度指标为克利夫兰盆地在 T-OAE 时期的两种有争议的

模型提供了新的思路。若在 Unit III 沉积时期克利夫兰盆地水体分层增强，导致底层水体

与海水联通减弱（MoEF 降低）（McArthur et al., 2008），淡水的输入同样会导致深层

水体盐度的降低。这种解释与我们的古盐度指标 B/Ga 变化趋势完全一致（图 12）。另
一方面，若 Unit III 沉积时期 MoEF 的降低是由于海平面上升触发的海底缺氧带和黑色页

岩沉积的扩张，导致欧洲海西北部水体中 Mo 离子浓度的降低（Thibault et al., 2018），

克利夫兰盆地水体的盐度应该与海水盐度相似，且不存在较大变化。而该解释与我们通
过古盐度指标提供的盐度变化趋势并不一致。本研究证明了盆地的水道学特征对海洋缺

氧事件在沉积物中的记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古盐度指标的应用方面来讲，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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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了在边缘海盆地研究中，同时使用古盐度和氧化还原指标对古环境解释的重要性。

图 12. 水体限制指标曲线和古盐度指标曲线 B/Ga，S/TOC 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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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早期生命起源及古环境演化一直是地球科学领域内的热点研究问题。大量研究

表明叠层石可以很好地记录地球早期生命的演化。1908 年，德国地质学家 Ernst Louis
Kalkowsky （1851-1938）（ 图 1） 在 他 的 论 文“Oolith und Stromatolith im norddeutschen Buntsandstein”中首次描述了“叠层石”，并对德国萨克森州地区下三叠统
的叠层石构造做了系统的研究（图 2），正式开启了叠层石研究的新篇章。

简而言之，叠层石是微生物生命活动中，将海水中的钙镁碳酸盐以及其碎屑颗粒粘

结、沉淀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叠层状的生物沉积构造的岩石（图 3 和图 4），其中保留了
大量微生物生命活动的遗迹，例如生物膜或者藻席等。在地质历史时期，叠层石的出现

最早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亚西部 35 亿年前沉积的斯特尼湖组皮尔巴拉叠层石群 (Hof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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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Van Kranendonk et al., 2003; Allwood et al., 2010)，甚至可以再往前追溯到格陵兰
岛伊苏绿岩带中 37 亿年前的纹层状碳酸盐岩（Nutman et al., 2016）。

图 1: Ernst Louis Kalkowsky (1851-1938)

图 2: 1908 年的德语论文中对叠层石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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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现代澳大利亚鲨鱼湾地区的叠层石（S. Viehmann 摄）

图 4: 蒙古地区寒武系叠层石特征（S.V. Hohl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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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水生环境中，微生物往往在较浅水、透光和富营养物的水域中生长旺盛，在

这些水域中微生物与大气、水体之间可以通畅地进行物质交换并保证光合作用顺利地进

行（图 5）。不同类型的微生物，包括厌氧型、好氧型、光能自养型和化能自养型等，
生长过程中可以形成微生物席，并且分布在叠层构造的不同层位上（图 6）。这些微生

物席最初发育在水下硬底岩石之上，首先是微生物（蓝藻、丝状绿藻等）生长附着在上面，
并开始产生一种粘性物质：细胞外聚合物（英文简称 EPS）。EPS 有助于微生物逐渐形
成生物膜，从而借此捕获碎屑沉积物颗粒。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如光合作用或硫酸盐还

原作用，会进一步改变了 EPS 周围环境中液体的 pH 值和碱度，直接影响碳酸根的活性，

进而影响碳酸盐矿物的成核和生长。新产出的 EPS 通常会结合阳离子（例如 Ca2+、
Fe2+、Mg2+），从而抑制 Ca(Mg、Fe)CO3 的沉淀。然而，当 EPS 功能退化后，这种抑
制作用显著降低并释放之前结合的阳离子，使周围液体中阳离子过饱和从而导致碳酸盐

矿物析出沉淀（Braissant et al. 2007）。碳酸盐矿物沉淀的抑制和加速过程导致了叠层

石生产速率的变化，使其一层一层地生长并最终形成我们所看到的穹窿状的叠层状结构。

图 5. 微生物与水圈、大气圈物质交换示意图

微生物碳酸盐岩的碳同位素和微量元素特征被广泛用于重建整个地球历史中微生物

群落的生存环境特征（Allwood, 2006）。对比研究现代叠层石和保存在太古代和元古代

碳酸盐岩中的叠层石构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微生物的生存环境特征（缺氧或缺氧、
淡水影响或开放海洋、营养贫乏或营养丰富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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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硫化细菌 （红色），非自养型（棕色）和自养型 （绿色）蓝藻组成的 EPS（引自 Wartmann et al.,
2010）

叠层石微量元素组成特征及地质意义
利用海相碳酸盐中的微量元素含量指示水体环境变化，需要定量化地理解在碳酸盐

矿物沉淀过程中古海水与碳酸盐矿物之间的元素分配特征。
由 Banner and Hanson
（1988）
以及 Webb and Kamber（2000）所做的奠基工作表明显生宙非骨架海相碳酸盐的 REE

（稀土元素）+Y（钇元素）特征记录了古海水中的这些元素的变化特征。尽管 REE+Y 可

能会受成岩蚀变作用的影响，但研究表明即使在变质条件下，固体矿物间扩散作用导致
的稀土元素分馏很小（Cherniak, 1998）；另外，常见的蚀变流体（如大气降水中这些元
素的浓度较低和大气降水蚀变）对碳酸盐岩的 REE+Y 的分配模式影响也不大。因此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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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岩很可能记录了同时期海水的 REE+Y 组成特征（Webb and Kamber, 2000）。例
如，巴西元古代“Paranoá”群的微生物碳酸盐岩具有典型的海水 REE+Y 配分模式（图 7,
Viehmann et al., 2019），表明太古宇微生物碳酸盐岩可以像显生宙碳酸盐岩那样，记录
并完好保存同沉积时期海水的 REE+Y 元素组成特征（Nutman et al., 2016）。因此，海
相碳酸盐岩的 REE+Y 元素配分模式是重建叠层石生长环境理化特征的可靠工具。

图 7. 用北美页岩进行标准化之后的巴西中元古代“Paranoá”群叠层石碳酸盐岩 REE+Y 元素含量特征
（Viehmann et al., 2019）

然而，生物活性元素，如 Ba、Zn 和 Cd，更容易进入有机质中。因此，在封闭系统

中，生物的新陈代谢会导致这些元素在生物体中相对富集，而在海水中相对亏损，在封

闭和半封闭环境下，生物碳酸盐岩会相对富集这些生物活性元素，而在从周围海水中沉
淀出来的无机碳酸盐岩胶结物中则相对亏损。这些微量金属元素在生物新陈代谢过程中

至关重要，但目前却很少有分析微生物碳酸盐岩微量生物活性元素地球化学行为特征。
Webb and Kamber（2000）的研究表明，相比于非生物成因的碳酸盐岩胶结物，大堡礁

的全新世珊瑚礁碳酸盐岩具有较高的 Cr 和 V 含量，但这与海水 Cr、V 元素升高和陆源碎

屑物质污染无关，元素面分布模式显示这些 Cr 和 V 元素主要分布在生物碳酸矿物内，证
实 Cr 和 V 元素在碳酸盐矿物内的富集主要由生物作用导致。另外，Kamber and Webb

（2007）研究了泥盆系微生物碳酸盐岩，发现钙质微生物化石 Realis 相对于周围的非生

物碳酸盐胶结物显著富集 V、Sn、Cu 和 Zn，同时具有相对较高的 Mn、Cd、Co 和 Cr 含量。
微量元素含量填图面分析显示 Cu 和 V 相对富集在成岩作用形成的铁氧化物中，但是其
它元素则在同时期或者后期成岩作用形成的骨架碳酸盐矿物中更富集。

碳酸盐岩中氧化还原敏感元素如 Mn、Fe、Mo、U 的富集规律与生物活性元素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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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相似，尽管其背后的机理不同。这些氧化还原敏感元素通常在氧化条件下的溶解度
较高（锰和铁除外，它们形成不溶性氧化物），而在还原条件下从水体中沉淀出来（Nozaki,

2010）。评价古海洋沉积物中生物可利用元素和氧化还原敏感元素的富集程度时，必须
用已知环境下的沉积物元素丰度将古海洋沉积物中的元素丰度进行标准化。用基质匹配

的标准物质进行标准化处理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其对于解释氧化还原敏感元素或生物活
性元素的富集是至关重要的。Hohl et al.（2015，2017）研究表明侏罗纪浅水碳酸盐标

准物质 CAL-S、现代珊瑚碳酸盐标准物质 JCp-t 以及二叠纪白云岩标准物质 JDo-1 都可
以作为标准物质来标准化处理不同类型的海相碳酸盐岩如灰岩、生物成因碳酸盐岩和白
云岩的元素含量。

进行标准化校正之后，生物活性元素在生物礁和叠层石中的富集特征更加突出

（Kamber and Webb, 2017）。因此，它们可以很好地示踪生物生产力和早期海洋环境演化。
当然前提是，这些碳酸盐岩必须具有典型的海洋地球化学信号特征，没有被陆源碎屑物
质和有机质以及铁 - 锰氧化物还原溶解所影响，因为这些物质往往都含有较高浓度的 Mn
和氧化还原敏感的过渡族元素，很容易覆盖原有的生物活性元素富集特征。

叠层石 Cd 同位素示踪微生物过程
海水中 Cd 元素在表层水体亏损而在深层水体相对富集，表现出与磷酸盐这种大型

营养物质类似的垂向变化（Boyle et al., 1976）。在浅水透光的海水中，较低的 Cd 元素

含量往往也伴随重的 Cd 稳定同位素组成，这是因为在表层海水的浮游植物新陈代谢过
程会大量消耗海水 Cd 元素，在这个过程优先利用较轻的 Cd 同位素，从而导致表层海水
Cd 较低但 Cd 同位素组成偏重（Abouchami et al., 2011）。

目前，关于为什么浮游植物会吸收对大多数生命有害的镉，人们还没有一个普遍的

认识。锌是所有生物体所必需的元素，对于浮游植物而言，锌作为碳酸锌脱水酶中的辅

助因子，在光合作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Park et al., 2007）。在贫锌的环境条件下，Cd

可以替代几种硅藻中的碳酸锌脱水酶中的 Zn 从而起到同等催化作用（Park et al., 2007；
Price and Morel, 1990）。浮游藻类生命活动导致海水 Cd 同位素分馏的生物学机理比较

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微生物活动过程中吸附到方解石表明的 Cd 普遍具有相对较轻的

同位素组成。因此 Cd 同位素目前被用于示踪表层海水的生物生产力：生物生产力越繁盛，
海水中 Cd 元素以及磷酸盐消耗地越多，海水的 Cd 同位素组成越重（Abouchami et al.,
2011）。

Georgiev et al.（2015）的工作着重研究了氧化还原状态对海洋沉积物的 Cd 浓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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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组成的影响。虽然 Cd 不是氧化还原敏感元素，仅以 +2 价的状态存在，但 Cd 与

有机物结合后，由于在缺氧的条件下有机质氧化受到抑制，从而使得厌氧沉积物中富集
Cd 元素。在静水缺氧环境，Cd 也可能与硫化物结合，从而使得 Cd 元素在水体缺氧区域

富集（Janssen et al., 2014）。在上述过程中，轻 Cd（110Cd）会优先进入到有机质和

硫化物中，因此通常与周围海水相比，富含有机质和 / 或硫化物的沉积物会表现出更高
的镉浓度和更轻的同位素组成（Schmitt et al., 2009）。

目前为止，有关海洋沉积物 / 岩的 Cd 同位素组成研究较少，总体来看，不同类型的

海相碳酸盐岩 e112/110Cd 值具有显著差异。淋洗实验结果表明，湖北地区典型埃迪卡

拉系碳酸盐岩淋洗物的 Cd 同位素变化（e112/110Cd）超过 4，这个变化甚至超过了上

地壳不同端元组分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艾迪卡拉系碳酸盐岩的 e112/110Cd 值与
δ13C 值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表明在前寒武古海洋生命活动过程中 Cd 循环与 C 循环相
伴 (Hohl et al., 2016)。

此外，也有研究学者在巴西 Paranoá 群叠层石中发现 Cd 同位素值与 Cd 含量具有

负相关性，和现代海水所发现的规律类似（Viehmann et al., 2019）（图 8）。由生物活

动导致的碳酸盐矿物及海水的 e112/110Cd 值变化基本符合封闭体系下瑞利分馏规律，

即碳酸盐岩晶格中 Cd 元素含量的上升往往伴随着会 e112/110Cd 值下降，这一变化过程
中通常还会出现负 Ce 异常和 U 含量上升，这可能表明这些碳酸盐矿物中的 Cd 同位素值
以及 Cd 含量与环境水体的氧化还原性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表明 Cd 同位素可以示踪叠层石以及其它微生物碳酸盐岩的沉

积环境特征、区分生物成因和非生物成因的碳酸盐岩，并有可能帮助寻找地球最早的生
命活动。

图 8. 中元古代“Paranoá”群叠层石沉积和生长过程中在两种不同环境里 Cd 同位素的分馏模式（Viehmann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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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层石地质年龄分析
前寒武系碳酸盐岩地层，由于经历的成岩改造作用强（白云岩化、热液蚀变以及重

结晶作用等），有关地质年龄的地球化学和古生物记录往往保存较差，如何较为准确地
判别这些碳酸盐岩沉积年代对于区域地层对比、古环境和沉积演化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澳大利亚西部皮尔巴拉克拉通的中太古代 Strelley Pool 组保留了地球上最古老的生

物遗迹化石：硅化叠层石。这些硅化叠层状的碳酸盐岩形态各异，大约形成于 33.5 亿年
前的浅海碳酸盐台地。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人们就这些叠层石是否为生物成因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如

今叠层石特有的沉积构造特征被广泛认为是与微生物活动息息相关 (Allwood et al., 2006;

Van Kranendonk et al., 2003)。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套叠层石中的主要矿物（白云石和微
晶石英）的形成过程和机理，因此尚无法确定这些叠层石的地球化学信号特征是否记录
了早期生命和古海洋环境演化。

组成叠层石条带的碳酸盐矿物 Sm-Nd 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这些碳酸盐岩大约形成于

3.253±0.320Ga，考虑到分析误差，该年龄与 Strelley Pool 组沉积时代基本一致。而非
叠层石碳酸盐岩和硅质条带 Nd 同位素显示的地质年龄大约是 2.718±0.220Ga，这个时

期区域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热事件，并伴有大量基性岩浆喷出，表明这些非叠层石碳酸

盐岩和硅质层的 Nd 同位素组成有可能在这次热事件中被重置，而叠层石碳酸盐岩的地
球化学信号则比较稳健，可以用来示踪沉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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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3.35Ga 年 Strelley Pool 组硅化的叠层石碳酸盐岩，垂向切片展示内部纹理结构特征（S. Viehmann 摄）

图 10. 太古代叠层石 Sm-Nd 同位素定年示例（Viehmann et al., 2020）

叠层石地质储库建立
受国家基金委海外青年学者项目和欧盟居里夫人合作研究项目 ELEMIN 联合资助，

Simon Hohl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Sebastian Viehmann（奥地利维
也纳大学地球动力学和沉积学研究院）目前正在建立一个叠层石的地质数据库，该数据

库包含目前世界各地典型叠层石剖面上所采集的不同时代的叠层石标本，包括手标本、
岩石薄片、钻孔岩心和岩石粉末，以及发表的相关叠层石地球化学数据。这些样品和数

据将保存在同济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在此，我们邀请地球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与我
们合作，重建深时地质过程中古海洋环境和生命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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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imon V. Hohl,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Dr. Sebastian Viehmann,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地球动力学和沉积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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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展望
叠层石 / 微生物岩，是由微生物生物膜结合碎屑沉积物而形成的，并为叠层石的生

长营造了一个独特碳酸盐沉淀的环境。这些碳酸盐岩很好地记录了沉积环境水体的地球

化学特征，有助于我们剖析微生物古群落的生存水体环境研究。在传统的微量元素和
C-O-Sr 同位素地球化学方法基础上，广泛开展非传统稳定同位素研究，也许可以用来示
踪地球早期生命起源和演化。

本文第一作者现为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副研究员。本文属作者认识，相关

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sv_hohl@tongji.edu.cn 与本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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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快讯

13.岩石显微图像：长期被忽略的重要科学数据
原创

胡修棉 侯明才 赖文

10 月 14 日

全篇约 3645 字，6 图，阅读需要 8 分钟

大数据时代地球科学的机遇
数据是科学发现的源泉和基石。现代自然科学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实证科学，离

开数据，就谈不上科学的发展。长期以来由于传播媒介和技术的局限性，科学家的研究

成果仅能以主要证据和结论的方式在专著、会议论文或期刊论文等载体上发表，而在科
学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直接或间接的数据多被埋没，甚至丢弃，这是一种极大的资源
浪费。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大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 [1]。同时，信息技术的飞

速发展，存储和传播成本的一再下降，使得数据和信息的存储、传播所面临的容量桎梏、

时间和空间藩篱逐渐被打破，科学数据的公开和分享的技术瓶颈被攻克，操作也变得简
单易行。

科学数据共享是科技进步的新动力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需求。科学数据的共享，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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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检验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能够扩展科学研究的范围，拓宽科
学研究的视角，产生更多的科学知识，还可以为科研以外的生产活动进行开发和利用，

产生难以预料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2]。正是由于科学数据共享的巨大价值，如何保存、利
用科学大数据已经成为全世界科学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得到各国政府、资助机构、
出版机构、科研单位、公众等关注和推动。

鉴于地球系统的高度复杂性，其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纷繁庞杂，数据以多种形式呈现，

如图形图像、文字描述、数据表格等。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统一、高效的地质数据存储

标准和机制，海量的地质数据散布在出版物中，或者分散地储存在研究者手中，不但无

法整合利用，甚至面临消失的风险。正如张旗先生和周永章教授 [3] 所言：“在大数据时

代，地质观测、野外考察能否被数据化，非结构化数据能否转变为结构化数据，是地质
能否进入大数据时代科学殿堂的关键。”地质大数据具有多源（元）异构、时空相关性、

复杂性与模糊性、地质体的全球性与国家利益等鲜明特点 [4]。蓬勃发展的大数据科学为
典型的数据密集型学科——地质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新尝试：组织《岩石显微图像专题》
长期以来，科学家对岩石显微图像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迄今也没有统一规格的

岩石显微图像数据库。科学家或者科研团队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标来拍摄少量的图像，

置于学术论文中或者存放到网络上，作为科研成果的一部分或者教学材料。随着近年来
数字图像技术大发展，大规模拍摄和存储岩石显微图像成为了可能。

“深时数字地球”(DDE) 是由我国科学家发起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以“整合地球演

化全球数据、共享全球地学知识”为使命，以推动地球科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为愿景。出

于“抢救”数据、促进数据共享和高效利用的目的，由沉积学工作组和古地理工作组发
起，与国内沉积学界、古地理学界同行共同协商，特在《中国科学数据》上组织出版《岩
石显微图像专题》，向国内外同仁征集符合标准的岩石显微图像数据成果，专题内容包
括且不限于：1）项目产生和获取的未发表的岩石样品显微图像数据集；2）岩石教学样
品显微图像数据集；3）已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中涉及的岩石样品显微图像数据集；4）团
队或个人收集的岩石样本显微图像数据集。

133

图 1 《岩石显微图像专题》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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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通过本专题的组织和出版，一方面积累一批统一标准的、

高质量的岩石显微图像集，另一方面也是探索地学暗数据的发掘与共享模式。我们期望
并号召地学界的同仁，用实际行动投入到地质大数据的共享和利用中来。人人分享数据，

人人受益数据。用小小的行动来探索地学数据的共享机制，扩大基础研究数据的深化研
究与应用。

本专题包括 1 篇沉积岩显微图像数据库标准和 21 篇数据论文。这些数据涵盖了青藏

高原、塔里木板块、华南板块、华北板块等太古代以来（约 26 亿年至现代）的 12 类岩
石 5286 个岩石样本（图 2，表 1）。每一个样本包括每一张薄片的显微图像以及基本特

征描述。本专题含 27 张岩石薄片信息表、46 个压缩包、19 333 张显微照片，数据量超

过 110 GB。这些岩石样本涉及超过 62 个岩石单元的 129 个剖面或钻孔，样品分布在中
国的 28 个省（区、直辖市）以及捷克波西米亚省（表 2）。

图 2 《岩石显微图像专题》收录的岩石样品类型与数量

135

显微岩石图像的价值
面向大数据时代，本专题数据集建设的目的是便于人机共用，既方便人类读取与使用，

也利于计算机去读取与利用。前者很好理解，科学家需要更多的数据集来开展对比研究，

来用于教学与大众科普；后者是指伴随着图像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基于显
微图像的交叉研究成为了可能。实现这种计算机和地质学交叉研究模式的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要求一定数量的数据集和统一的标准与信息录入格式，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实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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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整合。从这个意义来讲，本专题数据集丰富了岩石显微图像数据库，一批高质量

的图像数据不仅可以满足地学研究人员的需要，也为机器学习与地质学的交叉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数据样本。

此外，这些岩石显微图像不仅可以作为大众科普教育的素材，成为大众了解地球奥

秘的窗口之一，也可以直接用于图像密码或图像验证码的素材，而一些独特且具有神秘
色彩的显微照片更是具有一定的艺术观赏与猎奇的价值。

图 3 部分漂亮的典型显微图像照片

最后，希望岩石显微图像数据集的出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衷心希望有更多的

地质数据集得以出版，更多的地质暗数据被发掘与共享。只有高质量的地质大数据不断
积累，地质学拥抱数据科学才有可能。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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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快讯

14.碎屑单矿物多法定年重建长江晚新生代贯通过程
原创

邓宾

10 月 28 日
全篇约 4971 字，5 图，阅读需要 12 分钟

选择碎屑锆石 or 碎屑磷灰石？
锆石和磷灰石（图 1）常见于火成岩、变质岩和碎屑岩，广泛应用于（碎屑岩或基岩）

年代学研究，然而此二者由于其自身抗化学和物理风化能力差异，在“盆 - 山耦合”或“源 -

汇”过程研究中备受争议。锆石既具极强的抗化学和物理风化能力，又具高 U、Th 和低
普通 Pb 成分特征，成为了年代学物源示踪的首选，但其局限性在于：

（1）对于缺少岩浆作用的物源区 / 或造山带、中低级变质作用过程甄别较难（Moecher

and Samson, 2006; O’Sullivan et al., 2016; Mark et al., 2016）；

（2） 搬 运 沉 积 过 程 中 多 旋 回 过 程 导 致 物 源 区 信 息 混 合（Meinhold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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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w et al., 2020)。

磷灰石虽然具低 U、Th 和高普通 Pb 成分，同时在酸性地下水和风化条件下具弱 -

中等稳定性，即在沉积物搬运沉积过程中稳定性有限，普遍被认为是碎屑沉积物质首次
剥蚀 - 沉积旋回过程的产物。

图 1 磷灰石和锆石矿物及其裂变径迹（Fission track, FT）特征

近十年来，由于单矿物多法定年和同位素地球化学方法手段和精度的进步 (Malusa

and Fitzgerald, 2019)，极大地提高了地质学家对于复杂盆 - 山耦合过程中多物源示踪过

程的研究程度（图 2）。单矿物颗粒定年能够同时获得矿物结晶年龄和抬升冷却年龄（裂
变径迹（FT）和 (U-Th)/He 定年）等，因而能够获取物源区结晶 - 抬升冷却过程和盆地

沉积物充填热史等有效信息；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如：143Nd/144Nd、Hf 等）通常对
于岩浆或变质作用等演化环境具有极强的敏锐性，能够有效示踪源区火成岩和变质作用

类型及其相应的古地理环境。磷灰石相对于锆石普遍具有较小或较低的封闭温度（如：

AFT 和 AHe 系统），因而对于（1-4 km）浅表剥蚀作用过程具有更加敏锐的指示性，尤
其是在含油气盆地热史研究过程中得到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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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单矿物多法年代学物源示踪示意图（据 Reiners et al., 2005 修改）
A)- 复杂源 - 汇系统中多物源示意图， 其中火山岩源区（A 和 F 区）具相似的岩浆结晶和快速冷却年龄、4 个
地体物源区（B-E 源区）具有可能相似 U-Pb 年龄或 AFT/AHe 年龄。B) 多法定年峰值年龄模型图，物源区 B
和 C 锆石年龄具相似性（但具不同热年代学年龄），A 和 B、D 和 E 裂变径迹年龄和 / 或 He 年龄分别具有
相似性（但不同 U-Pb 结晶年代学年龄），单矿物多法定年方法尤其是结合微量元素特征能够有效识别物源
差异性。

青藏高原东缘现代长江河流演化之争
气候、剥蚀和构造之间的耦合 / 互馈作用控制着大型河流水系演化过程，青藏高原

及其周缘大型河流水系演化是亚洲新生代构造 - 地貌 - 气候演化的结果，也是其直观表现。
它们主要受控于青藏高原隆升和亚洲气候系统的形成演化。

20 世纪之初，国内外地理与地质学家逐渐对青藏高原东缘长江三峡起源、平行的三

江带（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奇特水系特征及其格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金
沙江大拐弯或称“长江第一湾”，基于早期有限的研究逐渐提出了金沙江河流袭夺或冰
川侵蚀等机制（李承三，1956；袁复礼，1957；任美锷，1959）。长江第一湾的形成通

常被认为是现今长江诞生的标志。

长江演化过程多解性与科学问题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如下：（1）长江上游（石鼓

镇之上）是否汇入红河流域，其袭夺过程与机制是什么？（2）古雅砻江、古大渡河和长
江中游（或川江）是否曾一度汇入红河流域，若是，其袭夺过程与机制怎么实现的等？

（3）三峡贯通过程与机制？（4）现代长江流域盆地演化与效应？近二十年来，大量基

础研究工作聚焦于青藏高原东缘三大水系（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形成演化及其高原

地貌建造过程，对于现代长江水系的贯通演化也逐渐分歧出两大基本认识：（1）晚期贯
通论，即晚中新世以来或更晚全新世 - 更新世贯通（e.g., Sun et al., 2008; 向芳等，2009;
Kong et al., 2009, 2012; Zhang et al., 2017）；（2）早期贯通论，即渐新世贯通论（Clark
et al., 2004; Clift et al., 2006; Richardson et al., 2010; Zheng et al., 2013）。

尤其是近几年关于古红河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物源对比分析（如：碎屑锆石和磷灰石

裂变径迹、U-Pb 年龄、Hf 和 Nd 同位素地球化学、钾长石 Pb 同位素等），进一步揭示
至始新世以来二者未曾发生贯通（Wissink et al., 2016; Zhang et al., 2017, 2019），从而

使青藏高原东缘大型河流演化过程更加扑朔迷离。需要指出的，当前广泛采用的碎屑锆
石 U-Pb 年代学方法，由于长江上游（石鼓镇之上）羌塘物源区和长江支流雅砻江、大渡

河流域松潘 - 甘孜物源区二者间具有及其相似的锆石 U-Pb 年龄特征（Gehrels, 2011），
因而导致长江水系物源区对比结果具有一定的多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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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统 - 更新统昔格达组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昔格达组是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东南缘金沙江及其支流雅砻江、 安宁河和大渡河等

流域盆地中的一套湖相沉积物，主要由均匀而半胶结、亮黄色或土黄色砂与棕红色 / 砖
红色纹层状粘土组成。它最初由“攀枝花之父”常隆庆（1937）发现并命名为上新世混
旦层，袁复礼（1958）改名为昔格达组，其沉积时代为第四纪中晚期。昔格达组岩性上

总体可以分为两段，即上部黄色层段和下部灰色层段。上部为厚层粉砂质粘土岩与厚层
粉细砂岩层互层，下部为中厚层粉细砂岩与薄层粘土岩互层，分别代表了干燥的气候环
境和湿润的气候环境沉积。昔格达组下伏一套冰水或河湖相成因砾岩（也有部分学者认
为黄灰色砂泥岩与砾岩二者间为过渡关系），或者直接不整合于下伏基岩之上。该砾岩
层系中砾石分选与磨圆较好、成分复杂（以砂岩、石英岩和花岗岩为主），露头剖面古
水流数据统计揭示出由北向南古水流特征（图 3C）。

由于昔格达组出露厚度和海拔高程各地不一，地层分布不连续，所含化石稀少（缺

乏具有断代意义的哺乳动物化石和孢子花粉等），唯有磁性地层学和宇宙核素年代学
研究取得了一些地层年代约束（王书兵等，2006；姚海涛等，2007；Kong et al., 2009,
2012），但对其时代的认识仍然有较大的分歧和争议。Kong et al. (2009, 2012) 基于宇宙
核素定年法揭示攀枝花地区昔格达组年代学主要为 5.7-1.1 Ma；钱方等（1984）和姚海

涛等 (2007) 等也基于攀枝花昔格达剖面、冕宁剖面和海子坪剖面等磁性年代学测定昔格

达组沉积年龄为 4.2 - 1.8 Ma，为上新世 - 早更新世沉积。空间展布特征上，由北向南昔
格达组沉积年龄具有逐渐变小（从大于 3.5 Ma 逐渐减小到小于 2.5 Ma），由东向西昔格
达组出露海拔逐渐降低（从 ~2000 m 海拔降低到 ~1200 m 海拔）的特征（图 3A-B）。

早期部分学者认为金沙江地区为断陷盆地组成的内流水系（即古金沙江），新生代

晚期受长江中下游溯源过程形成现代长江河流水系（杨达源和李徐生，2001）。进一步
通过大区域对比和综合研究，陈智梁等（2004）、李海龙和张岳桥（2015）等主张昔格

达组为古堰塞湖成因。Kong et al. (2009) 认为昔格达组包含长江上游和中下游（川江）
物源混合信息，代表着长江中上游的反转袭夺过程。毫无疑问的是，昔格达组形成与晚

新生代青藏高原东缘大规模构造走滑挤出、抬升剥蚀和气候变化等密切相关。但昔格达

组物源及其成因机制有待进一步精确约束，从而揭示它与长江早期演化、青藏高原东缘
地貌建造等重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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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青藏高原东缘昔格达组沉积年龄、空间展布和部分露头古水流特征图（Deng et al., 2020）
A)- 昔格达组沉积年龄和古海拔高度图，揭示由北向南沉积年龄和海拔高程的逐渐减小特征。B)- 昔格达组空
间展布与古地貌起伏度特征对比。C)- 部分露头昔格达组古水流特征图，揭示主要的南向古水流特征。

上新统 - 更新统昔格达组新数据：重建长江晚新生代贯通过程
青藏高原东南缘川滇构造带具典型左旋逆冲走滑构造、低地貌坡度和起伏度等构造

地貌特征，且地震活动频繁，是追索高原东向物质扩展变形与大型河流水系演化的天然

实验室。现今 GPS 数据、构造地质和古地磁等揭示川滇地区新生代 10-15% 构造缩短量、
60-100 km 左旋走滑和 10-30°顺时针旋转变形过程（Zhang et al., 2004; Sato et al., 2001;
Li et al., 2013；Deng et al., 2018），从而形成其独特的高原地貌和水系汇流特征。

针对上述问题，成都理工大学邓宾教授团队与其国际合作者以青藏高原东南缘攀枝

花地区昔格达组为对象，开展磷灰石单矿物 FT、U-Pb 和微量元素三法联合分析，结合
金红石单矿物 U-Pb 和微量元素联合分析、锆石 U-Pb 定年和区域沉积特征等，综合揭示

上新统 - 更新统昔格达组物源及其古昔格达湖盆形成演化过程，结合前人研究成果重建
长江晚新生代贯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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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格达组碎屑磷灰石 AFT 年龄普遍小于 100 Ma、且径迹长度特征不具有双峰分布特

征（即再旋回特征），能够有效排除四川盆地作为昔格达组的主要物源区。碎屑磷灰石 U-Pb

年龄主要包含晚三叠世 - 侏罗纪峰值年龄，且微量元素特征表明其主要为铁镁质 I- 型和
铁镁质火成岩成因（来源于火成岩物源区），同时金红石地球化学特征也揭示出其主要
为绿片岩 - 角闪岩相中高级别变质泥岩来源。部分磷灰石具有相似的 AFT 年龄、U-Pb 年
龄值（小于 40 Ma），表明其快速抬升剥蚀作用产物；同时磷灰石矿物微量元素特征揭

示出它们具高级变质岩物源特征（图 4），这与松潘 - 甘孜地区或龙门山南段大规模出露

的晚中 - 新生代高级变质岩特征相一致，因此，它们为昔格达组提供了主要的沉积物源。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磷灰石主要为再旋回沉积过程产物，其磷灰石 U-Pb 年龄应该

显示出与金红石和锆石 U-Pb 年龄相似的特征（即主要的古生代和元古代峰值年龄特征）。

昔格达组中磷灰石年代学峰值特征体现出与锆石、金红石 U-Pb 年代学明显的峰值差异性，
也间接地证明了稳定矿物的 U-Pb 年龄极大地代表了多旋回过程的产物，尤其是碎屑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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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 磷灰石、金红石和锆石 U-Pb 年龄分布及其峰值年龄特征图（Deng et al., 2020）。(B) 磷灰石裂变
径迹年龄 (AFT) 雷达，其不同颜色示对应磷灰石单矿物 U-Pb 年龄值。(C) 磷灰石微量元素主成份分析特征图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其不同颜色圆点对应于磷灰石单矿物 U-Pb 年龄值 , 不同颜色区块
代表不同母源特征，ALK = 碱性火成岩、HM = 高级变质岩、 I+M = 铁镁质 I- 型和铁镁质火成岩 ; LMMM = 中 低级变质岩、S = S- 型花岗岩和长英质 I- 型花岗岩 , UM = 超基性火成岩。需要指出的是，100-20 Ma U-Pb
年龄磷灰石微量元素揭示磷灰石单矿物主要为变质成因（即 HM 区域）。

由此可知，上新世 - 更新世古大渡河和古雅砻江为古昔格达湖盆带来大量松潘 - 甘

孜地区或龙门山南段物质（图 5B），鲜水河 - 大凉山 - 小江走滑断裂带上新世强烈构造
活动可能导致在青藏高原东缘石棉 - 攀枝花地区形成大型的古昔格达湖盆。虽然如此，
大渡河流域和雅砻江流域现代河流砂和昔格达组碎屑锆石 U-Pb 年龄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其可能归咎于（1）存在不同的古昔格达湖盆沉积中心（即安宁河沉积中心和攀枝花沉积
中心）或者（2）锆石多旋回过程不同程度的混染效应。伴随晚期 ~70-100 km 走滑强烈

活动导致鲜水河 - 小江断裂带发生强烈的地表抬升作用，这与现今昔格达组层系出露在

巧家 - 西昌一线海拔高度约为 2000 m、而宾川 - 攀枝花地区约为 1200 m 相一致。强地
表抬升剥蚀作用与长江溯源侵蚀作用可能最终导致古昔格达湖盆的消亡（图 5C）。

图 5 新生代古昔格达湖盆形成演化与古长江贯通过程模式图（Deng et al., 2020）。(A) 始新世 - 中新世（前
4.2 Ma 时期），古雅砻江、古大渡河和古长江南向和东向分别汇入古长江下游流域，古雅砻江携带松潘 - 甘
地地区锆石物源信息汇入长江三角洲 (Zheng et al., 2013)。基于区域沉积物物源特征揭示始新世以来古长江
上游（或古雅砻江）与古红河未发生贯通 (Wissink et al., 2016；Zhang et al., 2017)，推测始新世以来古长江
上游流域地区形成内流湖盆—古楚雄盆地。(B) 上新世 - 更新世（4.2-1.3 Ma 时期）, 古长江中游流域受走滑
构造作用形成古昔格达湖盆，因此龙门山南段中生代白云母碎屑物质沿古大渡河汇入江汉盆地流域停滞 (Sun
et al., 2018)，古大渡河、古雅砻江南向汇入古昔格达湖盆。(C) 更新世（1.3 Ma 以来）古昔格达湖盆消亡与
长江中上游贯通。

本文作者为成都理工大学教授。本文系作者本人理解与解读，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

箱与本人联系（dengbin13@mail.cdut.edu.cn）。欲知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相关原始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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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如何有效判别沉积盆地的大地构造背景？
原创

胡修棉

11 月 11 日

全篇约 1534 字，25 图，阅读需要 8 分钟

造山带原型盆地恢复是地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板块构造研究的难点与前沿，

对于理解造山带演化及其大陆动力学具有重要意义。从沉积作用出发研究板块构造作

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板块构造理论的诞生时期 (Mc-Kenzie et al., 1967; Le Pichon, 1968;
Morgan, 1968)。一些学者尝试性地通过研究沉积盆地、沉积物（岩）来探讨板块构造作

用，取得了巨大成功，诞生了沉积大地构造学科（Deway et al., 1970; Dickinson, 1971,
1974）。

沉积大地构造（或称大地构造沉积学）以板块构造和沉积学的基本原理为其理论基

础，探讨各类沉积盆地的大地构造背景、盆地的形成条件和机理以及盆地的发展演化史（柯

保嘉 , 1992）。通过这些研究，建立不同大地构造背景与沉积作用的对应关系，来认识

和理解地壳及岩石圈的演化特点和规律，指导人类经济活动。通过沉积作用来研究板块

构造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其重要原因在于沉积岩（物）保留了同期板块构造作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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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这种记录往往是连续且完整的。

我国所在的亚洲大陆是多块体、多期次拼合而成的，造山带异常发育。如何准确判

别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造山带沉积盆地的大地构造性质，对于认识大陆演化具有
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也相继对沉积大地构造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e.g. 王鸿祯，1985；余光明和王成善，1990；刘宝珺等，1994；李思田，1992；李
继亮等，1999；刘和甫，2001；王成善等，2003）。

沉积盆地原型恢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经过笔者团队近年来在青藏高原和华南沉积

盆地的实践，以及对阿尔卑斯、伊朗、土耳其、美国西海岸沉积盆地的调研和考察，我

们介绍和评述了造山带原型盆地恢复的原理、方法和有效性，并提出了造山带原型盆地
恢复的数据基础和工作思路，基于喜马拉雅造山带沉积盆地的实践，提出造山带原型盆
地恢复的五个要素：盆地顶底界面、古地理环境、物源分析、构造分析和盆地外围研究。
原型盆地恢复需要依赖于高质量的地层学、古生态学、沉积环境与相、物源分析、

构造地质、古地理学等基础地质数据的获得。只有基础地质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得到
保证，才能准确地恢复沉积盆地的性质。

致谢：感谢 Eduardo Garzanti、Hugh Sinclair、Luba Jansa、王成善、吴福元、冯

志强、李祥辉等关于青藏高原沉积盆地的持续指导、讨论与合作。感谢课题组成员马安林、
张世杰、傅焓埔、李超、刘群等先后参与研究。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各位
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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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第一作者现为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及

其团队见解，文中多媒体内容节选自 2020 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第 6 专题“沉积

大地构造”现场报告，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huxm@nju.edu.cn 与本人联系。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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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生代大洋缺氧事件可能的驱动机制：
极低的海洋硫酸盐浓度
原创

何天辰 吴赫嫔 石炜

11 月 18 日

全篇约 3335 字，3 图，阅读需要 4 分钟

1. 海洋硫酸盐浓度演化
硫酸盐（SO42-）是地球表层系统中最为重要的氧化剂之一，在碳 - 氧 - 硫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中起着核心链接作用。在现代大洋中，海水硫酸盐浓度（[SO42-]）高达
~29mM，其丰度仅次于 Cl- 和 Na+，排名第三（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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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水中主要离子的浓度百分比

在地质历史时期，海洋 [SO42-] 的演化过程是动态变化的，并与环境气候的波动及生

物群落的更迭息息相关。大量的地球化学证据和模拟结果表明，前寒武纪 - 寒武纪海洋
中的 [SO42-]sw 极低（<5mM）[1-2]，其原因可能是该时期较低的大气氧含量和较高的海洋

浓度；此后，经过 ~200 百万年的动态演化和缓慢积累，海洋 [SO42-] 在二叠纪（~290-250

百万年）第一次达到了峰值（>20mM）[3]。

海洋硫酸盐主要来源于陆地黄铁矿和石膏的风化输入，又通过这二者的埋藏过程

移出海洋，尤其在缺氧水体中，硫酸盐还原细菌在代谢有机质时会优先利用 SO42- 中的
S，从而产生黄铁矿同时导致海水硫酸盐硫同位素（δ34Ssulfate）正偏移，因此 SO42- 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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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又是海洋氧化还原状态的“晴雨表”。例如，自晚古生代至新生代早期期间的数
次大洋缺氧事件或极热事件中（表 1），往往伴随着极低的 [SO42-]sw（<5mM）和阶段性

的 δ34Ssulfate 正偏移。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在三叠纪末期生物大灭绝事件中 [4]，海洋 [SO42-]

下降到 ~0.2-1.1mM 以下（表 1）。传统观点认为，在大火成岩省形成期间，大量的温室
气体被喷发至大气中，并引发了一系列海洋环境扰动，如海水升温、表层生产力剧增，
厌氧微生物繁盛和甲烷水合物分解等，这些过程可能最终导致了全球大范围的海洋缺氧

和生物灭绝 [5-6]。然而，对于海洋极端低 [SO42-] 与极热事件和大洋缺氧之间的因果关系
仍然缺乏普遍令人信服的解释。

163

2. 三叠纪末海洋硫酸盐硫同位素正漂移与缺氧事件
He et al. (2020) 报道了来自全球三个不同地区—西西里岛 (Mount Sparagio)、北爱

尔兰 (Cloghan Point) 和英属哥伦比亚 (Black Bear Ridge) 的三叠纪末大灭绝期间的碳酸
盐晶格硫酸盐硫同位素（δ34SCAS；等价于 δ34Ssulfate）数据（图 2）。如图 2 所示，三个地

区的 δ34SCAS 数据在灭绝层位（黄色虚线）之后的 ~5 万年内均显示出显著的正漂移现象，

漂移幅度 >10‰。根据硫同位素分馏机理，海洋硫酸盐库越小，对外界的扰动越敏感；

若要实现“海洋 δ34SCAS 在内短时间迅速正漂移”这一现象，需要满足以下两个必要条件：

（1）极低的海洋 [SO42-]；（2）升高的黄铁矿埋藏速率。为了定量评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作者建立了海洋硫循环“箱式”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当全球海洋缺氧程度增加所导致
的黄铁矿埋藏速率提高 5 倍时，能够驱动海洋 δ34SCAS 短期内漂移 +10‰，但同时要求事
件开始前的海洋 [SO42-] 初始值低于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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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西里岛 (Mount Sparagio)、北爱尔兰 (Cloghan Point) 和英属哥伦比亚 (Black Bear Ridge) 三叠纪末大
灭绝事件期间的海水硫酸盐硫同位素数据 [4]。

3. 海洋硫循环扰动、海洋缺氧与“产甲烷”作用
基于上述数据与模拟结果，He et al. (2020) 认为海洋沉积物中“产甲烷”作用 (MG；

CH3COO- + H+ → CH4 + CO2; CO2 + 4H2 → CH4 + 2H2O) 和海底甲烷溢出是极低硫酸盐浓度
驱动海洋缺氧的关键机制（图 3），即在低海洋 [SO42-] 的背景下，沉积物中有机质更多

地参与产甲烷作用，而海底沉积物中甲烷的产出和海底溢出速率大于向孔隙水扩散的速

率，由于沉积物中硫酸盐作为氧化剂的甲烷厌氧氧化作用被抑制，大量甲烷溢出海底并

消耗底水溶解氧，从而导致缺氧水体扩张和黄铁矿埋藏 [3]。在现代海洋和大部分湖泊中，
水柱是充分氧化的，而在沉积物中，随着孔隙度和硫酸盐扩散深度的增加，氧化剂含量

逐渐降低，从而形成了氧化还原分带。在硫酸盐还原菌的作用下，孔隙水中的 SO42- 首先
与有机质反应（SR；SO42- + 2CH2O → H2S + 2HCO3-），形成“硫酸盐还原带”；在此之

下的“产甲烷带”中，产甲烷菌利用沉积有机质产生并释放甲烷，并与 SO42- 进行甲烷厌
氧氧化作用 (AOM；CH4 + SO42- → HCO3- + HS- + H2O)，在二者达到平衡的深度形成“甲

烷厌氧氧化界面（SMTZ）”（图 3）。由于现代海洋中海水 [SO42-] 较高（~29mM），

经过 SR 作用消耗后，还有充足的 SO42- 扩散到沉积物更深处，形成较宽的“硫酸盐还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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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过程中，孔隙水中 [SO42-] 的扩散供给速率大于甲烷的溢出速率，因此“甲烷厌氧氧化带”

被限制在更深处（图 3-a）。相反，当海水 [SO42-] 较低时，孔隙水中的 [SO42-] 也随之降低，

一方面导致 SR 受限，“硫酸盐还原带”变窄，另一方面无法抵消甲烷的溢出速率，导致
SMTZ 界面上移（图 3-b）。在三叠纪末期，由于海水 [SO42-] 极低（<1mM），甲烷得

以溢出水岩界面（SWI）进入海水水柱，从而大量消耗海洋底水的溶解氧，引起海底缺

氧水体面积迅速扩张（图 3-d），继而加速了黄铁矿埋藏速率，最终导致海水 δ34SCAS 大

幅度正漂移（图 2）。在现代大洋中， 90% 以上的海洋生物生活在大陆架上，因此大陆
架沉积物中埋藏了 ~98% 的有机碳。作者对全球陆架沉积物中的 SR 作用消耗有机碳通量
和“产甲烷”作用消耗有机碳通量分别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如果将现代海洋 [SO42-] 降

低到 1mM 以下，全球范围内海底沉积物中的甲烷产生通量将增加 6~7 倍。若这部分甲
烷溢出海底进入海水水柱，将对底水溶解氧造成巨大的消耗。

图 3 不同海洋 [SO4 ] 条件下，海底甲烷溢出通量与氧气消耗的耦合关系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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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极低海洋 [SO42-] 与极热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He et al. (2020) 认为造成甲烷溢出和海水 δ34SCAS 正偏移等一系列扰动的前提是在三

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事件发生之前，海洋中 [SO42-] 极低，而极低的海洋 [SO42-] 很可能与该
时期大规模的蒸发岩沉积有关（图 3d），这一点也得到了沉积学证据的支持。前人通过

对全球岩盐沉积量的统计结果显示从中三叠到晚三叠世，全球岩盐沉积总量显著增高 [7]，
而同时期北大西洋裂谷盆地中广泛分布的蒸发岩沉积也支持这一观点。

目前，对于大火成岩省驱动的极热事件与海洋缺氧之间的内在机制，一般认为可能

是由于海水升温导致氧气在海水中的溶解度降低，或者是初级生产力增加与底水缺氧之

间的正反馈关系。作者进一步认为在海水 [SO42-] 极低的三叠纪末海洋中，极热事件引起
的海水升温也可能导致其他一些不可忽视的生物地球化学反馈：首先是海底沉积物中“产

甲烷”速率会随着沉积温度的升高而加快；再者，升高的海洋初级生产力将导致有机质
输出和埋藏通量增加，在极低的海洋硫酸盐浓度条件下继而促进了“产甲烷带”甲烷的

生成和溢出速率，最终导致底水溶解氧的消耗和海洋缺氧范围的扩大。而大洋缺氧程度
的增加会进一步加速黄铁矿的埋藏并降低海水 [SO42-]，从而形成正反馈效应，其结果有

助于甲烷的溢出和大洋缺氧程度的进一步增加。尽管大部分甲烷在海水柱中被氧化，但
由于上述反馈效应所产生的甲烷不断消耗海洋溶解氧，可能导致甲烷溢出速率提高到足

以溢出海洋进入到大气的程度，这将进一步加剧火山作用所造成的“温室效应”。此外，
这些反馈作用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海水硫酸盐浓度较低的条件下，海洋缺氧程度会更剧

烈以及为什么不是所有大火山岩省驱动的增温事件都会伴随广泛的全球性大洋缺氧事件。

该项研究成果于 2020 年 9 月 9 日发表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

论文题目为“An enormous sulfur isotope excursion indicates marine anoxia during the
end-Triassic mass extinction”。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中心项目（41888101）
资助。

文章链接：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6/37/eabb6704
本文第一作者何天辰系利兹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博士后。本文属作者个人认识，相

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T.He@leeds.ac.uk 进行交流探讨。欲知更多详情，请移步参考文
献。

167

主要参考文献

【1】He, T., Zhu, M., Mills, B.J.W., Wynn, P.M., Zhuravlev, A.Yu., Tostevin, R., Pogge

von Strandmann, P.A.E., Yang, A., Poulton, S.W., Shields, G.A. 2019. Possible links

between extreme oxygen perturbations and the Cambrian radiation of animals. Nature
Geoscience 12(6), 468-474.

【2】Shi, W., Li, C., Luo, G., Huang, J., Algeo, T.J., Jin, C., Zhang, Z., Cheng, M. 2018.

Sulfur isotope evidence for transient marine-shelf oxidation during the Ediacaran
Shuram Excursion. Geology 46(3), 267-270.

【3】Algeo, T.J., Luo, G., Song, H., Lyons, T.W., Canfield, D.E. 2015. Reconstruction

of secular variation in seawater sulfate concentrations. Biogeosciences 12(7), 21312151.

【4】He, T., Dal Corso, J., Newton, R., Wignall, P.B., Mills, B.J.W., Todara, S., Di

Stefano, P., Turner, E.C., Jamieson, R.A., Randazzo, V., Rigo, M., Jones, R.E., Dunhill, A.M.

2020. An enormous sulfur isotope excursion indicates marine anoxia during the endTriassic mass extinction. Science Advances 6(37), eabb6704.

【5】Jenkyns, H.C. 2010. Geochemistry of oceanic anoxic events. Geochemistry,

Geophysics, Geosystems 11(3), 1-30.

【6】胡修棉 , 李娟 , 韩中 , 李永祥 . 2020. 中新生代两类极热事件的环境变化、生态

效应与驱动机制 . 中国科学 : 地球科学 50(8), 1023-1043.

【7】Hay, W. W., Migdisov, A., Balukhovsky, A. N., Wold, C. N., Flögel, S., Söding, E.

2006. Evaporites and the salinity of the ocean during the Phanerozoic: Implications for
climate, ocean circulation and life. Palaeogeogr. Palaeoclimatol. Palaeoecol. 240(1-2),
3–46.

责任编辑 | 胡修棉

图文 | 何天辰 吴赫嫔 石炜

内容编辑 | 韩中 李娟
校对 | 邓涛

美编 | 李宇琦

168

科研快讯

17.从弧后伸展到安第斯型造山
——新特提斯亚洲活动大陆边缘白垩纪构造转换
原创

王建刚

11 月 25 日

全篇约 4468 字，10 图，阅读需要 8 分钟

俯冲带是板块相互作用最剧烈的地区。在这里，大洋板片俯冲到地幔之中，同时俯

冲板片脱水引起上覆地幔楔部分熔融进而导致大规模的弧岩浆作用，实现壳 - 幔物质的

循环。由于大洋板片的俯冲作用，俯冲带上板块前缘会发生持续的火山、地震等构造活动，
因而被称为“活动大陆边缘”。根据现今地球上俯冲带几何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活动大
陆边缘可分为两种主要类型（图 1）：西太平洋型和安第斯型。前者在构造应力上表现
为伸展，发育海沟 - 岛弧 - 弧后盆地（沟弧盆体系）；而后者表现为挤压，发育安第斯型
造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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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西太平洋型和（b）安第斯型活动大陆边缘（图片来自于网络）。

新特提斯洋（雅江洋）是中生代时期位于北方欧亚大陆和南方冈瓦纳大陆之间，近

东西向沿赤道展布的一个古大洋。它在中生代早期因冈瓦纳大陆北缘的伸展作用而开启，

并在新生代早期因印度 - 亚洲大陆的碰撞而消亡。在中生代中晚期，新特提斯洋壳向北

俯冲至欧亚大陆之下，在欧亚大陆南缘形成了活动大陆边缘。拉萨地体位于欧亚大陆最
南缘，是新特提斯洋亚洲活动大陆边缘演化最直接的记录者（图 2）。

图 2 白垩纪中期全球古地理格局，显示印度、拉萨和新特提斯洋的位置。新特提斯大洋岩石圈向欧亚大陆之
下俯冲形成活动大陆边缘（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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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萨地体白垩纪构造背景和沉积盆地性质争议
新特提斯洋壳向拉萨地体之下的俯冲起始时间目前还不明确，但俯冲带在侏罗纪中

晚期业已存在几无争议。也就是说，在白垩纪时期，拉萨地体南缘已属于活动大陆边缘
性质。但是，关于白垩纪时期拉萨地体之上的沉积盆地性质还存在不同认识，具体的演
化过程还不清楚。

拉萨地体白垩纪的构造背景至少有三种模型（图 3, Leier et al., 2007）：

（1）弧背前陆盆地模型。这种模型认为拉萨地体之上的白垩系碎屑岩的物源区为冈

底斯弧，而这一时期的碳酸盐岩和泥质岩沉积于弧背前陆盆地的前隆 - 隆后沉积区。

（2）弧后盆地模型。这种模型认为拉萨地体在白垩纪时期经历了弧后伸展，伸展作

用为大量浅海相灰岩 - 碎屑岩沉积提供了可容纳空间。

（3）拉萨 - 亚洲碰撞周缘前陆盆地模型。这种模型认为拉萨地体的古地理演化主要

受拉萨与亚洲大陆（羌塘）的碰撞作用所控制，主要发育碰撞有关的周缘前陆盆地。这

种模型认为拉萨地体之上的下白垩统碎屑岩的物源区为拉萨 - 羌塘碰撞带，而广泛出现
的碳酸盐岩沉积为周缘前陆盆地的前隆 - 隆后沉积。

图 3 拉萨地体早白垩世构造背景和沉积盆地演化的不同模型（Leier et al., 2007）。（A）冈底斯弧背前陆盆
地模型；（B）冈底斯弧后盆地模型；（3）拉萨羌塘碰撞周缘前陆盆地盆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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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早白垩世伸展作用——来自林周盆地的沉积证据
针对拉萨地体白垩纪构造背景的争议，本次工作对拉萨地体东南部林周盆地的白垩

系地层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林周盆地位于拉萨市北侧马乡 - 林周一带，在构造位置
上位于冈底斯和北部拉萨地体界线附近（图 4），是拉萨地体南缘唯一完整保存侏罗 - 白
垩系地层的沉积盆地。盆地中的白垩系地层主要包括楚木龙组、塔克那组和设兴组，各

地层单元之间均为整合接触（图 5）。楚木龙组主要由岩屑石英砂岩和少量含砾砂岩、

泥质岩组成，沉积于近岸河流 - 滨岸沉积环境，古水流方向主体向南，沉积厚度约 500 米，
沉积时代为 ?143‒124 Ma。塔克那组由圆笠虫灰岩、细砂岩和杂色泥质岩组成，沉积于

潟湖 - 海岸平原沉积环境，厚度约 250 米，沉积时代为 ~124‒119 Ma。设兴组主体为一

套陆相红层，沉积厚度超过 4 km。根据岩性组合的差异，可将设兴组分为下段（119‒113

Ma）、中段（113‒108 Ma）、上段（108‒96 Ma）和顶段（96‒92? Ma）四个岩相单元。
下段为河流相砂泥岩沉积，古水流向南；中段主要为洪泛平原泥质岩沉积，偶尔受到海

侵作用影响而沉积少量泥灰岩和介壳灰岩；上段为典型的河流相砂岩夹泥岩，古水流主
体向西；顶段以粗碎屑岩为主，为辫状河沉积，显示沉积环境显著变化。

图 4 拉萨地体地质简图，显示白垩纪主要沉积盆地的位置 (Wang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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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林周盆地白垩纪沉积地层格架 (Wang et al., 2020)。

物源分析表明，在设兴组沉积时期，碎屑物源发生了明显变化（图 6）。设兴组下 -

中段的砂岩中含酸性岩岩屑和少量变质岩岩屑，岩石中出现大量前寒武纪 ‒ 早古生代锆
石，且中生代锆石多具有负的 εHf(t) 值，指示物源区为北部拉萨地体；设兴组上段砂岩

中出现大量安山岩岩屑，且中生代锆石多具有正的 εHf(t) 值，物源区主要为南侧的冈底
斯弧；设兴组顶部砂岩中出现大量浅变质岩岩屑，碎屑锆石年龄以前寒武纪 ‒ 早古生代

为主，指示北部拉萨地体再旋回物质的大量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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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设兴组砂岩的物源特征 (Wang et al., 2020)。Q，单晶石英；Qp，多晶石英；Pl，长石；Lv，火山岩岩屑；
Ls，沉积岩岩屑；Lm，变质岩岩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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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沉降分析显示，林周盆地的白垩纪沉降历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图 7）：楚木

龙组沉积时期稳定慢速沉降（~40 m/Ma）；塔克那组 - 设兴组中段快速沉降（~350 m/
Ma）；设兴组上部中速稳定沉降（~170 m/Ma）；设兴组顶部构造抬升。快速沉降时期
对应高的沉积速率，因此，林周盆的沉积环境长期维持在海平面附近。

图 7 林周盆地白垩纪构造沉降曲线 (Wang et al., 2020)。

林周盆地的沉积物源和沉降历史反映复杂的构造演化（图 8）。林周盆地白垩纪碎

屑岩中不含班怒带的碎屑物质，因此不属于拉萨 - 羌塘碰撞有关的周缘前陆盆地；而且，
碎屑物质也并非全部来源于盆地南侧的冈底斯弧，亦不能用弧背前陆盆地来解释。相反，

林周盆地的演化符合伸展盆地的特征。沉降曲线显示“上凹”的形状，反映早期强烈的

岩石圈伸展和伸展后热沉降过程。快速沉降时期，盆地发生海侵、沉积物向上变细。而且，
弧后伸展作用可以为林周盆地白垩系巨厚的沉积物（> 4 km）提供可容纳空间，从而维
持沉积环境一直在海平面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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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林周盆地白垩纪沉积物源演化模式图 (Wang et al., 2020)。

早白垩世的伸展作用在其它的沉积盆地中也有响应。在拉萨地体西北部的改则、色

林错和措勤等盆地中，下白垩统地层从早期的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则弄群 - 多尼组）转
变为晚期的浅海相灰岩（郎山组），记录了明显的海侵 ( 图 9)。而且，早白垩世的火山

岩常具有双峰式岩浆活动的特征。在日喀则弧前盆地中，下白垩统地层经历了从硅质岩 -

硅质页岩向浊积岩的转变 ( 图 9)，反映了拉萨地体之上从主伸展期低地貌向伸展后正地
貌的转变。拉萨地体弧后伸展作用向西延伸到了巴基斯坦地区。位于科西斯坦弧（Kohistan

arc）和喀喇昆仑地体之间的什约克（Shyok）缝合带可能为弧后盆地的遗迹 (Rolland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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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拉萨地体白垩纪主要沉积盆地地层对比 (Wang et al., 2020)。

3. 晚白垩世安第斯型造山作用
在晚白垩纪时期，拉萨地体经历了广泛的挤压缩短和地貌隆升，发育安第斯型造山

作用，主要证据包括：（1）拉萨地体在晚白垩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地壳缩短，缩短量可达
60%。强烈褶皱的地层被几乎未变形的早古近纪林子宗火山岩不整合覆盖，形成广泛的

区域不整合 (Murphy et al., 1997; Kapp et al., 2007)；（2）拉萨地体之上发育大量的上白

垩统陆相粗碎屑岩沉积，为造山作用的沉积响应（Sun et al., 2015a; Lai et al., 2019）；（3）
日喀则弧前盆地中堆积巨量的来自拉萨地体的碎屑物质，部分水道砾岩的砾石直径可达

1 米 (Dürr, 1996)；（4）拉萨地体晚白垩岩浆岩常具有埃达克岩浆性质，反映加厚地壳
熔融 (Sun et al., 2015b)；（5）古高度重建显示，拉萨地体南缘（冈底斯）在印度 - 亚
洲大陆碰撞早期可能已达到甚至超过现今的高度 (Ding et al., 2014)。有学者将晚白垩纪

时期的拉萨地体为“拉萨高原（Lhasaplano）”，认为是原始西藏高原（proto Tibetan
Plateau）的重要组成部分。

拉萨地体之上安第斯型造山作用的时间应晚于最年轻海相地层的时代，并早于林子

宗火山岩喷发的时代。Lai et al. (2019) 通过对最年轻海相地层和最早陆相粗碎屑岩地层
进行详细研究，约束拉萨高原的初始隆起时间为 ~92 Ma（见本公众号前期文章《青藏高

原腹地的“北拉萨高原”诞生在 9200 万年前》）。在林周盆地沉积晚期（设兴组顶段，

~96-90 Ma），沉积环境转变为辫状河，岩石中出现大量再旋回粗碎屑物质，反映这一时
期拉萨地体因安第斯型造山作用而导致的快速剥蚀和剥露作用。林周盆地沉积地层在晚
白垩时期卷入南北向挤压变形，并在新生代早期被林子宗火山岩不整合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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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拉萨地体白垩纪古地理，显示从弧后伸展到安第斯型造山的演化过程 (Wang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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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动大陆边缘构造转换及动力学机制
研究显示，拉萨地体白垩纪时期的构造背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早白垩世时期的

西太平洋型活动大陆边缘转换为晚白垩世时期的安第斯型活动大陆边缘 ( 图 10)。一般认
为，俯冲带上盘的构造应力决定于俯冲带的结构和俯冲板片的性质。比如，伸展作用可

能与俯冲板片变陡或者后撤有关，而挤压作用可能是俯冲板片变浅或者大洋高原俯冲的

结果。对于新特提斯洋亚洲活动大陆边缘来说，早白垩世的伸展作用可能反映了俯冲板

片的后撤，或者俯冲起始作用。两种模型的差异在于拉萨地体南缘在白垩纪之前是否有
俯冲作用存在，但这一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晚白垩世的安第斯型造山作用反映区域挤
压应力。值得注意的是，安第斯型造山作用的起始伴随着冈底斯弧岩浆作用的大爆发（~90
Ma 岩浆作用峰期）。因此，拉萨地体的构造转换并不能用俯冲板片变浅或者大洋高原俯
冲解释——二者往往导致岩浆作用减弱。我们初步推测，拉萨地体白垩纪构造转换可能
与新特提斯大洋板片俯冲加速或者洋脊俯冲有关。

有趣的是，活动大陆边缘构造性质转变在多个俯冲带都有出现，比如华南地区白垩

纪安第斯型大陆边缘与新生代西太平洋型活动陆缘之间的转换、安第斯活动大陆边缘在
其演化过程中多次的伸展 - 挤压转换等 (Horton, 2018a, b)。因此，活动大陆边缘构造转

换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地质现象，对这一现象的进一步研究有助于对于揭示俯冲带的动力
学过程。

本文作者为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作者本人理解与解读，

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wangjiangang@mail.iggcas.ac.cn 与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
请进一步阅读相关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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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快讯

18.如何知道每年有多少铍 -10 从天上飘落？
原创

邓凯

12 月 9 日
全篇约 4145 字，7 图，阅读需要 9 分钟

开篇语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哈姆雷特》，莎士比亚

1. 铍元素及其同位素
铍（Be）是一种碱土金属元素，常见的三种同位素分别为 7Be（半衰期：~53 天），

Be（稳定核素）和 10Be（半衰期：~1.39 百万年）。其中，9Be 是自然界中的主要同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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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丰度趋近于 100%。在日常生活中，Be 元素可能默默无闻；但是在工业界，特别是

航空及冶金行业中 Be 却是不可或缺的。在地球表面的岩石及沉积物中，Be 元素主要赋

存于硅酸盐矿物，这主要通过 Be2+ 与 Si4+ 的替换或 Be2++Ca2+ 与 Al3++Na+ 的替换来实现。
在宝玉石店中常常见到的祖母绿和海蓝宝石等绿柱石类矿物（Beryl）就是铍（Beryllium）–
铝硅酸盐（图 1）。

图 1 海蓝宝石 /Aquamarine（图片源自 Rob Lavinsky & irocks.com）

2.10Be 的产生与测试
在初步认识 Be 元素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小透明”之后，我们将目光转移至本文的“主

角”—— 同位素 10Be。10Be 是一种宇宙成因的放射性核素，当高能宇宙射线进入大气层
或者地表时，大气中或地表矿物（如石英）中的氧和氮原子会发生散裂反应，从而分别
形成大气的（meteoric）或原位的（in situ）10Be（图 2）。其中，大气 10Be 在形成后会

立即吸附于大气中的气溶胶，并通过降水清扫及气溶胶沉降的方式抵达地表，然后吸附
于地表的土壤颗粒 (Willenbring and von Blanckenburg, 2010b)。在土壤及沉积物中，石
英的原位 10Be 含量以及吸附于颗粒表面的大气 10Be 含量都随着在地表滞留时间的增长而

逐渐积累，这也是 10Be 被用于指示地表过程发生时间及速率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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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气 10Be 和原位 10Be 的形成示意图，修改自 von Blanckenburg et al. (2012)

平常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如表土流失和泥沙通量等都可以用 10Be 这种地球化学工

具来研究。针对不同的科学问题，我们可以去采集不同类型的地质 / 环境样品，常见样

品类型包括水体、土壤、河流 / 钻孔沉积物以及岩石等。特别地，在采集固体样品进行

Be 分析时，考虑到石英原位 10Be 产率（4–5atoms/g/yr）远低于大气沉降的 10Be 产率

10

（0.1–2×106atoms/cm2/yr），我们通常需要 ~1kg 样品用于原位 10Be 测试，而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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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 样品用于大气 10Be 测试。

野外采集的样品会被带入实验室中进行一些化学处理，如加入已知量的 9Be 稀释剂

（spike）并纯化 Be 元素等。由于 10Be 在自然界中含量稀少，其测试需要十分精密的质谱仪。
我们通常采用加速器质谱仪（AMS）测定含稀释剂的 10Be/9Be 比值，并进一步推算出样

品中的 10Be 含量。

3. 大气 10Be 与原位 10Be 的探索历程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大气 10Be 就曾被用于流域沉积物中揭示地表演化过程。但由

于当时对 10Be 的产生及迁移过程没有具体认识，不确定的因素包括：大气 10Be 产率的空

间差异、10Be 的干 / 湿沉降过程以及 10Be 在地表的滞留和配分行为等，因此剥蚀速率的

计算结果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Willenbring and von Blanckenburg, 2010b)。随后，大

气 10Be 便逐渐被应用于其它研究方向上，如：重建钻孔沉积速率（10Be 放射性衰变）、

示踪洋流路径（10Be 在海洋中滞留时间短）( 杨永亮等 , 2007)、从冰芯 / 沉积物 / 黄土中

提取太阳活动和地磁场强度变化（10Be 产率受控于宇宙射线强度）(Zhou et al., 2014)、
测量土壤滞留时间以及成壤速率（10Be 含量随时间积累）等（图 3）。

图 3 大气 10Be 在陆地及海洋过程中的一些应用。图件来源：a）古磁场重建 (Zhou et al., 2014)；b）洋流路
径示踪 (Yang et al., 2003)；c）土壤滞留时间确定 (Bacon et al., 2012)；d）地表沟蚀过程示踪 (Reusser and
Bierman, 2010)。具体内容请参考对应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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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大气 10Be 的姊妹核素——原位 10Be 被当作陆地表生过程的指标逐渐发展

起来。1991 年，Lal (1991) 十分详细地介绍了石英中原位 10Be 的产率模型，并可以精确

地获得任何经纬度及高度的产率数据。因此，石英自身的稳定性以及产率问题的解决让
原位 10Be 逐渐成为了研究地表过程的定量指标。之后，原位 10Be 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流域
尺度的剥蚀速率、沉积物的埋藏年龄以及岩石的暴露时间等。

然而，大气 10Be 示踪风化 – 侵蚀的应用并未因为原位 10Be 的快速发展而停滞不前。

事实上，在早期利用大气 10Be 指示剥蚀速率的尝试之后，大气 10Be 在产生、沉降、吸附

及迁移过程等方面均有了进一步的探索及理论完善。大气 10Be 的全球平均产率变化历史

可以通过冰芯、树轮以及深海钻孔的 10Be 记录进行重建；大气 10Be 沉降通量的空间分布

可以采用各类全球通用环流模型（GCM）进行模拟。大气 10Be 沉降于地表后，在土壤、

沉积物及水体中的吸附和迁移过程也已有系列实验进行研究。此外，为了让大气 10Be 能

够更好地被应用于流域分析中，前人对 10Be 吸附过程中的粒径效应（如水动力分选）已
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提出 10Be/9Be 可以很好地校正不同粒径大小导致的含量变化。以
上对于大气 10Be 的理论探索让其有潜力被重新用于风化 – 侵蚀领域。

2012 年时，基于以上对大气 10Be 的新认识，von Blanckenburg et al. (2012) 利用

Be/9Be 系统（图 4）发展了一系列稳态条件下的质量平衡方程，并进一步推导出利用

10

大气 10Be/9Be 定量化风化 – 侵蚀过程的公式。相较于产于石英中且沉积物分析量巨大的

原位 10Be，大气 10Be 的优势在于所需分析样品量极少（<1g）且应用时不受岩性影响，
即只需要存在可吸附的表面及次生矿物就能进行 10Be 的提取和测试。因此，它不仅可以
应用于世界上大多数地质背景（含基性岩和碳酸盐岩等），也适用于样品宝贵且量少的
钻孔沉积物，进而指示古剥蚀历史。近 5 年来，大气 10Be/9Be 指标已被应用于具有截然

不同地质背景的流域中，如亚马逊流域 (Wittmann et al., 2015)、波托马克流域 (Portenga
et al., 2017) 以及山溪性小河浊水溪 (Deng et al., 2020b)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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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大气 10Be/9Be 指标的概念框架（H. Wittmann 提供）

4. 大气 10Be 沉降通量的确定
为了利用大气 10Be 量化地表过程的年龄和速率，确定大气 10Be 沉降通量是核心前提。

那么，如何知道每年有多少 10Be 从天而降呢？

近几十年来，大量的模拟及观测工作显著提升了我们对于大气 10Be 沉降过程的理

解。其中，结合 10Be 产率方程和气溶胶动力学的通用环流模型（GCM）是近年来快速发

展的新手段。GCM 可以利用 10Be 产生及在大气中的迁移理论模拟出 10Be 沉降通量在全

球的时空分布规律（图 5），从而能够满足大尺度的大气 10Be 表生研究 (Heikkilä et al.,

2013)。除此之外，针对地表携带 10Be 的材料，若知道 10Be 积累时间及总量，也可以用

于计算区域的 10Be 沉降通量（总量 / 时间 = 通量）。这主要包括：1）定期搜集雨水 / 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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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监测年降水 / 雪量且测试 10Be 含量（年际尺度）(Graly et al., 2011)；2）选取已知年龄

且表面侵蚀不明显的土壤剖面，测试土壤 10Be 含量并计算剖面 10Be 储量（千年尺度）；3）

采集河流沉积物及河水样品，分析颗粒态和溶解态 10Be 含量，并结合由其他手段约束的

千年尺度流域剥蚀通量，则可在稳态假设下计算河流输出的 10Be 年均通量（千年尺度）。

图 5 通用环流模型（GCM）模拟的全球 10Be 沉降通量分布图以及已发表的大气 10Be 沉降通量实测站位，包
括降水、土壤剖面和河流沉积物。全球平均大气 10Be 沉降通量大约为 106at/cm2/yr.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数据的不断累积，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不同方法给出的沉降通量

有时存在明显差异，这既包括模型与实测数据的差异，也包括不同材料给出数据的差异
(Graly et al., 2011; Willenbring and von Blanckenburg, 2010b)。然而，多数研究常采用

单一方法的结果而未评价其可靠性和适用性，从而导致大气 10Be 相关的定量计算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为了更精确地约束大气 10Be 应用框架中的核心参数，需要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

集成现有的通量数据；并且，考虑到不同方法综合了不同的时空尺度以及不同的 10Be 产

率，所有数据需要校正到同一个产率水平下才能更为精细地揭示出各方法的异同。最近，

Deng et al. (2020a) 搜集了全球已发表的各类 10Be 沉降通量数据（图 5）并进行了统一的
Be 产率标准化，然后通过对比模拟和实测通量数据来探讨不同方法的可靠性，进而完

10

善大气 10Be 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沉降理论。

由于 GCM 模拟数据具有全球尺度的覆盖范围，因此我们将各类材料给出的实测通量

数据与 GCM 模拟数据进行进一步地对比（图 6）。结果发现：降水 10Be 沉降通量常常远
高于其他方法的估算值，而超过一半（60-70%）的土壤剖面及河流输运数据和 GCM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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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值在两倍以内吻合。当仔细评价每种方法存在的潜在不确定性之后，我们认为，真实

的千年尺度 10Be 沉降通量在多数情况下应介于土壤剖面实测值和 GCM 模拟值之间 (Deng
et al., 2020a)。这一新认识对于今后应用大气 10Be 示踪陆地表生过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图 6 对比不同方法给出的大气 10Be 沉降通量

5.To Be continued…
考虑到大气 10Be 在地表的广泛存在，该指标将会在地貌学、地球化学和地质年代学

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此处针对 10Be 沉降通量最新进展的总结，以及今后 10Be 沉
降通量数据的继续积累有望帮助其成为更精确的年代 / 速率测定工具。

除了陆地表生过程的应用之外，大气 10Be 在海洋中也有大展身手的机会。如前所述，

大气 10Be 常被应用于海洋沉积物中以定年和重建古地磁等。而近期的研究发现，海洋中
的大气 10Be/9Be 也具有成为大陆风化通量指标的潜力（图 7）(von Blanckenburg et al.,

2015; Willenbring and von Blanckenburg, 2010a)，进而有望从更大的空间尺度上探讨表

生风化过程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及影响这一重大科学问题 ( 陈骏等 , 2001)。目前， Be 在边

缘海及大洋中的元素循环仍然存在不少未解之谜，这也是笔者今后想要努力“下海”探
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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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0Be 和 9Be 入海过程的概念图解，修改自 von Blanckenburg et al. (2015)。

本文的认识主要源自作者博士期间的工作，在此感谢同济大学杨守业教授、德国地

球科学研究中心 Hella Wittmann 研究员和 Friedhelm von Blanckenburg 教授的淳淳教
诲和悉心指导。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与作者联系（848dkai@tongji.edu.cn）。欲知
更多详情，请进一步阅读相关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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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亚热带构造稳定区山溪性河流入海沉积物组成及输
运过程的气候控制：以闽江为例
原创

简星

12 月 23 日

全篇约 3295 字，9 图，阅读需要 10 分钟

沉积源 - 汇过程研究对深入了解表生地质过程、物质和能量循环以及追踪全球气候、

环境演变历史，均具有重要指示意义。入海河流作为连接陆地和海洋这两大体系的重要
纽带，将大陆地表风化作用的产物以泥沙和溶解质的形式带入海洋，是地表物质向海洋
迁移的主要途径。

多年观测数据表明，东亚和南亚的中 - 低纬度地区入海河流输出的泥沙对全球近海

沉积物总量具有极为突出的贡献（图 1），而且这些热带 - 亚热带河流的物质输运过程表

现出了明显的时空多样性（Milliman & Farnsworth, 2011；Yang et al., 2014；Liu et al.,

2016）。东亚和南亚同时也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这些河流的泥沙输运及有关的
沉积源 - 汇过程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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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河流入海泥沙年输出量示意图（Milliman & Farnsworth, 2011）。

东亚河流沉积输运体系类型与特征
东亚的中 - 低纬度地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河流沉积物输运体系（Yang et al., 2014;

Bi et al., 2015），即包括，（1）稳定构造背景下的大河流体系（流域面积大于 50 万
km2），例如长江、珠江、湄公河等（图 2a），这些河流具有复杂的流域地形，人类活

动影响强烈，因中、下游湖泊和河漫滩的发育，沉积物从源到汇过程具有长时、高通量、

多旋回输运的特点（Li et al., 2016）；（2）活动构造背景下的山溪性小河流体系（流域

面积小于 1 万 km2），如台湾的河流（浊水溪、高屏溪等），流域地表具有容易剥蚀的基岩，
常受极端事件（地震、滑坡、台风降雨等）的影响，沉积源 - 汇过程具有瞬时大通量、
快速输运的特点（Kao & Milliman, 2008）。

除此之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育的中 - 小尺度山溪性河流（简称为浙闽河流，例

如瓯江、闽江、九龙江等，图 2b）也是东亚大陆物质输出的重要途径，虽然处于稳定的
构造背景，人类活动频繁，但流域地形与构造活跃区的山溪性小河流类似，并受季风气

候和台风天气的影响（图 2）。在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胁迫下，其沉积物输运

过程及入海沉积物组分的变化规律，目前并不清楚。浙闽河流是否可以归为上述两种河
流体系的一种，或是新的类型，有待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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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东亚地区典型河流；（b）浙闽河流分布及地形特点，闽江流域约 6.1 万 km2，流域所处的大部
分地区海拔为 500–2000 米（Jian et al., 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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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江流域背景及研究方法
为揭秘以上疑问，本研究选取闽江为研究对象。闽江流域上、下游基岩的岩性和形

成时代不同（图 3），且降雨具有明显的季节地域差异（图 4），是开展近现代短时间尺
度沉积物物源示踪研究的理想场所。

具体地说，闽江上游所处的闽西北地区出露大面积的元古界变质地层，闽西南则以

古生界沉积地层为主，而中 - 下游地区主要出露侏罗系 - 白垩系陆相火山岩系地层（图 3）。
在亚热带季风气候控制下，入春后冷空气强度减弱并北退，暖湿空气加强并北抬，导致

闽西北春季雨量充沛，因此上游的最大降水量分布在每年的 3~6 月（图 4）。进入夏季后，
在西太平洋高压的控制下，台风常在闽东沿海地带登陆，带来的降水持续时间较短、雨
量大、强度高，因而中下游的降水量则主要分布在 5~9 月（图 4）。

图 3. 闽江流域地质图（Jian et al., 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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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闽江流域降水的时空分布特点（Jian et al., 2020a）。

研究人员在闽江下游近河口段定点采集了不同季节（覆盖整个年水文周期）的河水

悬浮颗粒物，作为闽江入海沉积物的代表，同时采集了全流域主要支流和干流的河床沉
积物和悬浮物，用于进行入海沉积物的物源对比。基于上述独特的流域地质背景，Sr-Nd
同位素可作为示踪闽江细粒悬浮物来源的理想指标，骨架颗粒岩石学和重矿物分析可为

河床沙物源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此外，还开展了悬浮颗粒物和河床沉积物细组分（<63μm，
下同）的涂片分析、X 射线粉末衍射矿物组成测定以及元素地球化学研究，为不同季节
悬浮物的物源研究提供支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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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江流域沉积物地球化学组成的空间差异性
流域不同区域样品的结果正如预期，上、下游支流样品具有截然不同的 Sr-Nd 同位

素组成，与闽江流域地质条件差异相对应，即上游的沉积物样品具有较高的 87Sr/86Sr

（0.729896–0.743911）和较低的 143Nd/144Nd（εNd 范围为− 13.8 ~ − 12.2）同位素

比值，而下游的沉积物样品具有较低的 87Sr/86Sr（0.714792–0.729398）和相对较高的
143Nd/144Nd（εNd 范围为− 12.6 ~ –10.2）同位素比值（图 5）。一些常用来反映沉积

物母岩岩性差异的微量元素指标，如 Th/Sc、La/Sc、Th/U 等元素比值，在上、下游的
样品中没有明显差异，但在河床沉积物和悬浮颗粒物之间差别较为显著（图 6），这些
元素比值可以用来反映闽江入海沉积物中悬浮颗粒物和河床沉积物的贡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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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闽江悬浮颗粒物和河床沉积物（<63μm 组分）的 Sr-Nd 同位素特征（Jian et al., 2020a）。

图 6. 相 同 站 点 河 床 沉 积 物（<63μm 组 分） 及 悬 浮 物 的 结 构、 矿 物 和 地 球 化 学 组 成 差 异（Jian et al.,
2020b）。

闽江入海沉积物地球化学组成的季节差异性
闽江入海悬浮颗粒物的 Sr-Nd 同位素和元素组成均具有季节性的变化规律，其中

Sr-Nd 同位素所指示的物源演变与降雨的季节时空变化相一致（图 7），即上游流域降水
量大时，闽江入海悬浮物具有更多上游物源的信号，反之亦然。而元素比值数据则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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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枯水期入海沉积物具有更明显的河床端元信号，可能代表着暴露河床沉积物的再旋回

搬运过程，丰水期入海沉积物则更多来自上游及各支流携带的悬浮颗粒物（图 7，图 8）。
这些结果说明闽江沉积输运过程及入海沉积物组成能快速响应于水文气候变化，具有季

节的敏感性，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人类活动（如水库大坝、土地利用等，影响输沙通量）
对闽江入海沉积物组分的干扰并不明显（例如，Sr-Nd 同位素及元素比值变化趋势与水
库泄洪周期并没有相关性，图 7）。

图 7. 悬浮物样品的典型元素比值及 Sr-Nd 同位素组成的季节演变规律（Jian et al., 2020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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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山溪地形和水文变化控制下的枯 / 丰水期闽江沉积物输运模式图（Jian et al., 2020b）。

闽江河沙的骨架颗粒及透明重矿物
闽江口河沙的骨架颗粒组成除了石英和长石（包括钾长石和斜长石）之外，具有一

定的岩屑含量，透明重矿物中石榴石、绿帘石等典型变质成因矿物具有较高的含量（图
9），说明上游源区华夏地块前寒武变质地体对现今闽江入海沙质沉积物仍然具有极大的

影响，这与前人的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研究结果相一致（Xu et al., 2016）。值得注意

的是，闽江河沙总体具有较低的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图 9），可能是泥沙输运快、
旋回周期少的结果，这与传统沉积学中所认为的稳定陆块环境中往往产生高成熟沉积物
的看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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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闽江河沙的骨架颗粒岩石学（a, b）及重矿物分析（c, d）结果（Jian et al., 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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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启示
闽江沉积物粗、细组分的研究结果均显示了气候变化对其入海沉积物组成的主要控

制作用。虽然闽江沉积输运体系与构造活跃区山溪性小河流体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
鉴于两者流域基岩及构造背景的差异，这些浙闽山溪性河流可能代表了一种被低估的东
亚河流输运体系新类型。

研究以闽江沉积物为代表，显示了浙闽河流入海沉积物组成季节时间尺度的不均一

性，事件时间尺度和年代尺度的多样性同样值得关注，这种动态多变的河流入海物质组
成势必会影响现代陆 - 海相互作用及海洋沉积源 - 汇过程的研究。研究强调了气候因子在
亚热带构造稳定区山脉侵蚀作用、沉积输运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将今论古，对地质历史
时期构造 - 气候 - 沉积耦合关系研究也有启示意义。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副教授。本文系作者本人理解与解读，相关问

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xjian@xm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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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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大地构造和海平面对羌塘盆地的影响及其油气地质
意义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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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被誉为工业的命脉。人类在几千年前就开始利用石油资源。20 世纪以来，油气

资源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能源形式之一，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但是，由于油气

资源在全球分布的极不均衡，尤其是中东地区，因为“石油”引起的战争层出不穷。为

什么油气资源在全球的分布如此不均呢？事实上，这与古代岩石中不均衡的油气资源分
布有关，只有探究清楚其背后的控制因素才能更好地为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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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地构造和海平面对盆地含油气系统有什么影响？
盆地所处的大地构造环境对其含油气性具有重要影响，如被动大陆边缘盆地、大

陆裂谷及其上覆坳陷盆地、陆陆碰撞边缘盆地占据了全球大油气田盆地构造环境类型的

80% 以上（图 1；Mann et al., 2003）。另外，全球海平面的升降通过影响盆地的烃源岩
和储层的分布，从而间接地控制盆地的含油气性。当全球海平面处于高水位时期，在陆
壳上形成大面积的陆表海，促进海水分层，水体缺氧范围也会扩张，为有机质的保存创
造了有利条件，有利于大规模的烃源岩形成，而且在海侵期间，碳酸盐台地面积的扩张

也为形成高质量的储层提供了有利条件（Klemme and Ulmishek, 1991）。因此，探索
构造和海平面对沉积盆地的控制对于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图 1 不同大地构造背景的盆地类型发育的大油气田数量（李春荣等，2007）

2. 侏罗纪羌塘盆地的研究现状
羌塘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中北部，被誉为陆上新区勘探程度最低、面积最大、地层序

列最完整的中生代海相含油气盆地，羌塘盆地大地构造位置上位于特提斯—喜马拉雅构

造域东段，已发现的油气点有 200 多处，其中 97% 的油气点集中在侏罗系和上三叠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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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等，2009）。

自 20 世纪 50-60 年代开始，相继有一些学者对羌塘盆地开展了地层学、古生物学的

工作，填补了区域内的研究空白（如蒋忠惕，1983；吴瑞忠等，1985）。近年来，我国
学者对中央隆起带两侧的中生代羌塘盆地开展了新一轮的地质调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
研究论文，将羌塘盆地侏罗纪—白垩纪地层学、沉积学、石油地质学等研究推向了一个

新的高度。迄今，基本查明了羌塘盆地的沉积充填序列、盆地地层—构造格架、岩相古
地理特征及生储盖等基本石油地质条件（Ma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19）。

不同学者提出了多种构造模型来解释侏罗纪羌塘盆地的形成机制，如“磨拉石”沉

积（Leeder et al., 1988）、陆表海盆地（余光明和王成善，1990）、复合前陆盆地（李
勇等，2001）、裂陷 - 凹陷盆地等（王剑等，2004）。近年来，也有一些新的模式相继

被提出，但都认为羌塘盆地的形成受控于“俯冲、碰撞、造山、隆升”等因素（Ma et
al., 2017; Li et al., 2019; Zhang et al., 2019）。事实上，迄今为止，侏罗纪羌塘盆地的形
成机制一直存疑。

3. 沉积地层特征、时代
羌塘盆地以金沙江缝合带为北界，以班公—怒江缝合带为南界。在盆地中部，发育

一条长达 600km 以上、宽约为 30 ～ 130km、呈东西向展布的隆起区，称为“中央隆起带”。
前人以中央隆起带为界，根据地层岩性组合、岩相展布等差异性将中生代羌塘盆地分为
南 ( 西 ) 羌塘盆地和北 ( 东 ) 羌塘盆地（图 2）。北羌塘侏罗纪的地层具有“三砂夹两灰”

的特征，以陆表海环境下的滨浅海沉积为主，侏罗纪的地层以整合或不整合的形式分别
覆盖在那底岗日组火山岩、二叠系甚至更老的岩层之上（姚华舟等，2011；付修根等，
2020）。

图 2 羌塘盆地简要的地质图（潘桂棠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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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羌塘盆地侏罗系从下到上包括雀莫错组、布曲组、夏里组、索瓦组、雪山组，地

层厚度分布不均一，但整体达到 3000m 以上。雀莫错组、夏里组和雪山组以陆源碎屑岩
为主，布曲组和索瓦组主要由碳酸盐岩和暗色泥岩组成，各地层单元之间为整合接触。
基于双壳、腕足、孢粉等古生物化石以及磁性地层的数据，将北羌塘侏罗系的地层时代
约束为早 - 中侏罗世至晚侏罗世末期（图 3）。

图 3 羌塘盆地中生代地层时代、岩性、沉积环境对比（Xue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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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羌塘盆地沉积环境和物源特征
我们对北羌塘盆地东部雁石坪地区的侏罗纪地层开展了详细的沉积环境和沉积微相

研究，共识别出 19 种岩相组合，划分出 7 种沉积环境，分别为辫状河、洪泛平原、潮坪、
浅滩、泻湖、内缓坡以及中缓坡，并识别出两次海侵 - 海退旋回（Xue et al., 2020），结
合区域内的岩相古地理特征，认为两次海侵 - 海退旋回在羌塘盆地普遍存在（图 4）。

早侏罗世 - 中侏罗世早期，北羌塘盆地广泛发育河流相沉积，雀莫错组顶部潮坪

相的开始代表着羌塘盆地的第一次海侵，开始时间约为中侏罗世晚 Bajocian 期（图

4A）。中侏罗世 Bathonian 期布曲组碳酸盐岩的出现代表第一次海侵的高潮，使羌塘盆
地大部分区域被海水所覆盖，古水深最大可达到风暴浪基面（20~30m）以下的中缓坡环

境（图 4B）。在晚 Bathonian-Callovian 期，北羌塘盆地发生海退，以碎屑岩潮坪相为

主的夏里组代替了先前的碳酸盐岩沉积（图 4C）。在中侏罗世末（Callovian 晚期 -Oxfordian

期），盆地发生第二次海侵，潮坪、浅滩、泻湖、中缓坡环境的索瓦组碳酸盐岩再次覆

盖了整个北羌塘盆地（图 4D），直至晚侏罗世末（晚 Oxfordian 期），羌塘盆地再次海退，
沉积了以三角洲 - 河流相为主的雪山组碎屑岩（图 4E），羌塘盆地自此结束了海相沉积
的历史。

碎屑统计和碎屑锆石的结果表明，北羌塘东部雁石坪地区侏罗系的碎屑物质以具有

明显的～ 250Ma 和～ 450Ma 的年龄峰，与北侧的可可西里 - 松潘甘孜地体和昆仑弧有
一致性，
而西侧那底岗日地区的物质则与中央隆起带和羌塘内部的组成特征更为相似
（Xue

et al., 2020）。整体来看，侏罗纪北羌塘盆地内部的物源在地层（时间）纵向上并没有
发生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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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羌塘盆地侏罗纪岩相古地理图（Xue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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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侏罗纪羌塘盆地控制因素的新解释——全球海平面 vs 大地构造
北羌塘盆地侏罗系各组之间为整合接触，沉积环境逐渐过渡、物源区稳定，代表比

较稳定的大地构造环境，这与逐渐降低的构造沉降量相符合（图 5）。通过盆地相对古

水深与全球海平面曲线的对比，发现羌塘盆地两次海侵与全球海平面有较好的一致性。
由此，我们认为，海平面也是北羌塘盆地侏罗纪沉积演化的重要控制因素（Xue et al.,
2020）。

有趣的是，在羌塘盆地西侧，同属于特提斯构造域的中亚阿姆河盆地、伊朗北部盆

地也在 Bajocian 晚期 -Bathonian 期、Oxfordian 早期出现海侵事件，与羌塘盆地两次海

侵的时间也是一致的（图 5）。然而，晚侏罗世 Kimmeridgian 期以后，雪山组的沉积表

明羌塘盆地迅速海退，这与全球海平面曲线的演化趋势相反，推测是受到拉萨 - 羌塘碰
撞的影响使盆地脱离了海平面的控制。

图 5 北羌塘盆地两次海侵 - 海退旋回记录及其与全球海平面曲线的对比（Xue et al., 2020）
；SWB：风暴浪基面；
FWWB：晴天浪基面；NLT：平均低潮面；NHT：平均高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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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构造和海平面对北羌塘盆地含油气系统的影响
北羌塘盆地的烃源岩主要为上三叠统的含煤碎屑岩以及布曲组和索瓦组中的富有机

质页岩、灰岩，储层也同样是布曲组和索瓦组中的碳酸盐岩，可见北羌塘盆地是典型的“自
生自储”型的油气藏（图 6；王剑等，2009）。海平面上升形成的碳酸盐岩对烃源岩和

储集层的发育起到重要作用。而夹在两套碳酸盐岩之间的潮坪相的细碎屑岩沉积——雀

莫错组和夏里组，含有较厚的石膏层，是区域上非常好的盖层（付修根等，2020）。可见，
全球海平面通过控制羌塘盆地沉积相的展布，为区域上油气藏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生储

盖条件。但在侏罗纪末期，由于拉萨 - 羌塘的碰撞，羌塘盆地海相沉积结束并转化为剥蚀区，
这可能直接对羌塘盆地后期的含油气保存条件产生破坏作用。

图 6 北羌塘盆地油气系统事件表（修改自王剑等，2009）

【知识】

烃源岩是指已经生油的、可以成为生油的或是已具备了生油能力的岩石，也叫生油岩。
具有一定储集空间、能够储存和渗滤流体的岩石称为储集岩，由储集岩所构成的地

层组合称为储集层。

盖层是指覆盖在储集层之上能够封盖油气使其免于向上逸散的岩层或地质体。与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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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层的特征和功能相反的是，盖层具备相对低的孔隙度和渗透率，是阻碍油气逸散的一
种地质体，影响油气在储集层中的聚集效率和保存时间。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本文系作者本人理解与解读，相

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xww@smail.nju.edu.cn 与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请进一步
阅读相关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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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数据

21.国际大洋科学钻探的数据资源与共享现状
鲁铮博 史宇坤

12 月 2 日
全篇约 3039 字，3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国际大洋科学钻探简介
海洋地质学中通常将海洋中水深大于 2000 米的区域称为深海，它占据了地球表面

的 60%。保存在深海底部的沉积物（岩）由亿万年的陆源输入物质和海洋自生物质积累、
压实而成，所包含的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是地质历史时期海洋、气候、生物以至整个
地球生态的重要记录。

国际大洋科学钻探是特别针对深海研究设计的一项国际海洋研究合作计划，通过专

业的远洋作业平台获取深海的沉积物样本和岩石标本，记录钻孔的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

信息，观测海底环境，揭示地球的演化历史及其动力学机制。在计划实施至今的近 60 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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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丰富的观测和测试数据，科研人员取得了众多重大发现（Hsü et al., 1982；
Kennett et al., 1991；Müller et al., 2008），推动了地球科学的快速发展。

大洋钻探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1 年开始的“莫霍钻”计划（Mohole Project），旨在

从深海底部钻穿地壳，获取地幔样品。然而技术的不成熟导致该计划到 1966 年仍未达到

预期效果，从而失去了政府资助并最终夭折。从 1966 年起，科学家将目光放到了洋壳玄

武岩之上较易钻探的沉积层（金性春等，1995），经过两年的筹备，1968 年 8 月，深海
钻探计划（Deep Sea Drilling Project，简称 DSDP）正式启动，大洋钻探的数据记录也
由此开始。1985 年，项目进一步发展为大洋钻探计划（Ocean Drilling Program，简称

ODP）。2003 至 2013 年，在 DSDP 和 ODP 的科研成就和广泛的国际合作关系基础上，
新一代的钻探计划——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ntegrated Ocean Drilling Program，简称

IODP I）开启了新世纪深海科技的竞赛，并最终于 2013 年发展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国际大
洋发现计划（International Ocean Discovery Program，简称 IODP II，表 1）。

a) 欧洲联合体目前包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 17 国和加拿大，通过租船方式提供特定任务平台

大洋钻探的数据资源及数据存储
从深海钻探计划（1968 年）到国际大洋发现计划的 50 余年里，大洋钻探已执行了

297 航次，钻井广布全球各大洋（图 1），获得的岩芯总长度已达 40 余万米（中国大洋
发现计划办公室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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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际科学大洋钻探站点分布图（http://iodp.tamu.edu/scienceops/maps/iodp_odp_dsdp.jpg）

从 2003 年的综合大洋钻探计划开始，国际大洋科学钻探设立了三个钻探平台（图

2），它们分别是美国主导的 “乔迪斯·决心号”（JOIDES Resolution，简称 JR）钻
探平台，日本的 “地球号”（Chikyu）钻探平台以及欧洲的“特定任务平台”（Mission

Specific Platform， 简 称 MSP）。 三 个 平 台 执 行 航 次 的 岩 芯 数 据 分 别 由 JRSO、
MarE3、ESO 存储在实验数据信息管理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简 称 LIMS）、 日 本 数 据 库 系 统（Japanese Database System， 简 称

J-CORES）和地球科学与环境数据出版网（Publishing Network for Geoscientific &

Environmental Data，简称 PANGAEA）。测井数据则统一存储在哥伦比亚大学数据库。

217

图 2 IODP 钻探平台及数据存储（鲁铮博等，2020）

基于大洋钻探的平台设置和运作方式，笔者认为大洋钻探的数据储存呈现出以下特

点。首先，数据存储分散。从空间上来看，综合大洋钻探计划开始后，大洋钻探任务被

交由三个钻探平台分别实施，取得的数据在各自平台的独立数据库中存储。从时间上来看，
大洋钻探发展至今经历了 4 个阶段，不同阶段获得的数据类型以及之后的存储格式和方
式存在一定差异；其次，航次数据相互独立。大洋钻探的每个航次都是立足于不同的科

学提案，探索不同的区域，获得的岩芯以及数据都是独立的，不同航次之间一般没有直

接联系。最后，数据类型多样。由于获取的数据描述了岩芯的各方面属性，因此数据类

型颇为多样化，包括文本、图表、照片等。这些数据相互补充，基本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2.1 LIMS

“决心号”的数据最初被存储在 Janus 数据库中，2009 年后，平台开始使用 LIMS

作为新的数据库，并整合了 Janus 数据库的数据内容。

在数据检索和共享方面，LIMS 提供 LIMS Reports 和 LIMS Information Viewer 两种

数据检索方式及相应的阅览和下载服务（图 2a）。用户可以通过对具体航次的钻孔号、

岩芯段等信息进行多种组合检索，从而准确获得所需的数据（表 2）。数据库中，样品岩性、
所含古生物化石、包含的接触关系等数据被称为岩芯描述信息，以电子表的形式存储，
需要通过数据库内置程序——DESC Reports 进行检索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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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CORES

“地球号”中的数据以数据文 件 的 形 式 存 储， 用 户 可 以 在 MarE3（Institute for

Marine-Earth Exploration and Engineering）

的

网

站（http://sio7.jamstec.go.jp/

contents/）中查询“地球号”的数据，并对数据文件进行下载。

在网站中，同样可以根据航次及具体钻孔号对数据进行组合搜索。所含数据包括岩

芯的钻取位置、长度、深度等概况数据，岩芯与样品照片等图像信息，以及岩芯的物理、

化学和污染物属性等（表 2）。这些数据按照航次整理，包括对岩芯开展常规测试获得

的所有数据。但是，用户无法直接对数据类型进行检索，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球号”
的数据查询便利性。
2.3 PANGAEA

MSP 的船上数据主要存储在 PANGAEA 数据库（http://iodp.pangaea.de/）中，其

数据根据航次分集。在指定航次后，用户可输入钻孔号、数据类型、时间等检索指令来
检索相应数据。检索到的数据可以选择网页格式浏览，也可以文本文件的格式下载。
2.4 测井数据库

三个钻探平台的测井数据（logging data）统一存储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大洋科学钻探

（Scientific Ocean Drilling）在线数据库中。

该数据库提供了针对项目名称、航次号、钻孔、所属大洋、数据类型及测试工具等

的检索，也可通过信息组合进行检索。数据内容包括测井的各种物理参数，例如波速、
导电性、流体参数、孔隙度、电阻系数等（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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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洋钻探数据库的数据参数及对比（鲁铮博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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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洋科学钻探与专业地学数据
国际大洋科学钻探的数据除在数据库中存储外，通常还附于相关的出版物中发表。

此外，古生物学、岩石学、地球化学等数据被部分专业科学数据库整理并收录（图 3）。

如古生物数据大部分被存储在 NSB（Neptune Sandbox Berlin）数据库和 Mikrotax 的

Nannotax 数据库中；地球化学数据主要存储在 EarthChem 数据库的 PetDB 子数据库中。
NSB 数据库是基于 DSDP、ODP 和 IODP 出版物中的微体化石记录（occurrence

records）建立的数据库，数据库中按照物种信息进行分类、收录和共享。数据库的物种
分类名单也由“大洋钻探古生物协作组”持续更新。

Mikrotax 是微体生物及化石分类群的网上数据库系统。大洋钻探美国执行机构数

据 库 系 统（United States Implementing Organization Database System， 简 称 IODP
JANUS）超微化石的分类汇编工作为 Nannotax 提供了部分数据基础。

PetDB 是 EarthChem 中的一个海底岩石学数据库，其通过对 DSDP、ODP 的出版

物进行数字化，整理、收录了大洋钻探的地球化学和岩石学数据。

图 3 国际大洋科学钻探数据库与相关科学数据库之间的数据流通关系（鲁铮博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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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洋钻探的船上数据主要存储在航次报告和不同平台数据库中，航次后数据则

主要分布在航次后报告和期刊文献中。前者，由于平台之间数据参数和精度不同，造成

数据的获取和综合利用都极不便利；后者，尽管国际大洋科学钻探提供了用以检索的文
献数据库（http://odp.georef.org/vufind/），但数据获取的便捷程度还欠佳，同时往往
未收录最新发表的文献。因此，需要建立协作机制，对现有平台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有效

的质量控制和整合并且动态补充新的航次数据和期刊文献数据。如果能提供不同的数据

检索模式以及不同的检索选择与组合，将有助于用户更加高效地查询和获取数据，从而
提高数据的使用效率。

本文第一作者为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本文系作者本人理解与解读，

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MG20290044@smail.nju.edu.cn 与本人联系。欲知更多详情，
请进一步阅读相关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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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深海采矿是人类发展的新曙光？
刘畅

8 月 26 日
全篇约 3684 字，4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人类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速率由金属矿石资源的可获得性所决定。随着陆地上较容易

获得的金属矿石资源因被大肆开采而逐渐枯竭，资源短缺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科学
家们现拓展了一条资源开采的新思路：深海采矿（Deep-sea mining）。然而，目前海洋

矿床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科学家们也没有得出非常多坚实的结论，得到的实验数据和
结论也是具有探索性的；而这正暗示着深海采矿蕴含的无限可能性，其战略意义和发展
前景正逐渐崭露头角。

首先要了解一个问题就是，深海采矿是做什么？一些陆地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例

如日本，已经在冲绳海域进行锌的开采实验。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从海洋中采得的锌

等金属的数量可以和其国内年均消耗量媲美（来源于 japantimes.co.jp，2017/09/26）。

这听上去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十分的诱人。海洋具体有哪些资源是人类感兴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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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热液循环系统旁沉积的金属硫化物，在海底火山的富钴结壳，以及在海底平原上的
多金属结核或者锰结核。最后我们需要思考，从深海的海底捕捞矿物能否实现利大于弊？

1. 锰结核及其可能的形成过程
锰结核的开采和研究较为普遍，相对成熟。本文以此为例进行简要介绍。

图 1 开采出的锰结核（网络图片 )

和其他深海矿产一样，科学家们对于其形成和有效的开采方法还存有争议。就目前

来看，这个直径四到十厘米，长得像烤焦的土豆一样的球体 ( 图 1) 里富含锰、镍、钴和

铜的氧化物，每种金属元素的含量随着当地海水的化学成分变化而呈现出一些微调；球
体里还是以锰居多，剩下的都是些微量元素和不能用的硬物质。

那些最具有经济价值的球体里含高达 30% 的锰，而这种球体主要聚集在世界上的四

个位置：秘鲁海盆、印度洋、彭林海盆、以及 CC（Clarion-Clipperton）区（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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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世界大洋海底锰结核的分布图，红圈标出四个主要产地（改自：J.R. Hein et al., 2013）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锰结核几种较为常见的形成机制（图 3）：

第一种为成岩作用成核，此过程是发生在沉积层中而非于沉积层表面水体中的。沉

积物孔隙中的水体氧含量较低，使得这类环境氧化能力相对较弱，从而使富集钙锰矿的
锰结核在海底泥浆（oozes）中通过附着在生长核的周围来生长。

第二种为水生成核，即锰的氧化物直接从与底层海水充分混合、反应并氧化的热液

中析出，并附着在某种生长核上，从而一层层地向外延伸。这种核可以是任何固体，比
如石英颗粒或鲨鱼牙齿（Burns et al, 1997），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结核里，锰以
在富氧海水中稳定的水钠锰矿的形式出现。

第三种机制是通过富水羟锰矿来形成锰结核；这种锰结核通常被发现于海底高地区

域。富水羟锰矿的锰结核中铁：锰与海水中铁锰比几乎一致，暗示它是直接从海水中过

饱和析出形成的可能性。大多数的锰结核是通过上述机理（Takematsu et al, 1989）加上
潜在的细菌氧化还原共同作用形成的；每种机理的作用程度和速度会随着当地海水成分、
温度、压强、生长核的可获得度及海底洋流速度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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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 具 体 的 成 因 机 制 有 待 更 多 的 研 究， 但 是 一 些 有 利 于 锰 结 核 形 成 的 条 件

（Mero,1962）包括：（1）较低的沉积速率，大部分的锰结核都被发现于远洋沉积物中，

并远离陆源沉积物，这说明锰结核需要在安静的水体中且不被干扰环境下生长；（2）较
为活跃的海洋底部洋流能够为形成锰结核的环境保持相对高含氧的状态，并带来可能成
为生长核的碎屑等；但海底洋流也有可能通过增加锰结核上所覆盖沉积物的量而影响其
生长。

图 3 两种锰结核形成机制示意图
（图源：https://www.grida.no/resources/7364）

2. 开采锰结核所带来的问题
首要问题在于，这种矿物再生速度实在是太慢；大概每一千年能生长多至 10cm，

少则 0.001cm（Mero,1962）。人类很可能等不到也看不见它们的含量恢复到开采前水平，
所以人类总会面临锰结核矿枯竭的威胁。第二个问题是，现代的开采锰结核的技术包括
使用带钩拖船等在海床上进行刮擦（Miller et al.,2018），将海底沉积物表面十几厘米甚
至一米的全部弄散才能有效分离出锰结核和松散的淤泥（图 4）。

海底淤泥经过搅扰之后会悬浮在海洋水体中，并且要经过很久才能重新降回到海床

表面。在此期间，海水会变得浑浊，从而不利于光合作用的进行，牵一发而动全身，深

海的整个食物链和生态系统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Miller et al.,2018）。在洋流的扩散作

用下，这个环境问题可能会加剧到不可控状态。一些微生物以锰的氧化还原反应获得能
量从而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而大量开采锰球可能导致这些微生物的灭门惨案。

从上面这些来看，我觉得按照现有的这种粗暴的、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采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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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是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发展相应的技术来降低海底采矿对于环境的副

作用。同时，开采上岸的锰结核里锰含量最丰富在有 30% 左右；换言之，现在的我们很
可能要多花好几倍的经济成本来对其进行提炼，大有入不敷出的可能性；这说明，继续

发展和完善相关的技术以降低成本是必须通过的难关。另外，提纯产生的废料处理问题
也不容忽视，且十分棘手；将深海采矿所产生的废料留在陆地上可能会恶化陆地上的生
态系统，加重原有一部分垃圾填埋场的负担；然而矿渣并非一无是处：现有针对矿渣微
晶玻璃等产品及其相关工艺的研究（陈国华等 , 2002），能为矿渣处理开拓新的思路。

图 4 三种主要的深海资源及其开采方式
（修改自 Miller et 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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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采矿与全球政治经济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最后一个问题不在地质学，在于政治经济领域。海洋资源的开

发不同于陆地，尤其是在专属经济区以外广阔海域里，没有那么强的公平性可言，因为
属于全人类而非某个国家或组织，所以原则上只能是先到先得。谁的经济和科技发达，

谁就能优先开采这些资源。海洋资源的开采更是一次全球资源大洗牌，谁掌握了资源（包

括但不限于金属矿产和化石能源），谁就掌握了科技、经济和生产力等优先发展的主动权，
谁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那些有领海又有海洋资料的高科技国家是非常占优势的，例如美国和日本；但那些

没有领海的国家呢？比如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四面均不靠海，全球贫富差距很有可能会因
此加剧；如果一个有领海的国家却没有相应的海洋地质资料与开采技术，一些已经从海
洋获利的国家是否会经济掠夺或制裁这些国家？

此外，各大国家因从海洋中采矿造成的污染可能会随着洋流扩散并混合到其他国家

的海域并通过水循环和食物链进入当地生态系统，甚至是全球人民的饮食；这个污染若
已无法有效追溯其根源，由谁来承担并收拾这些污染又是个问题。对于那些没有从深海
采矿中获利的地区和国家而言，更是不公平。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差距往两极分化情况下，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有可能进一步泛滥，国与国之间就会出现
我们常说的“拳头即正义”。

4. 结语
首先，从海中采锰结核等固体矿产是新奇的做法，在不能很好控制其对环境的副作

用前还是不建议大幅开采；我相信人类有这个能力来因地制宜，通过每一种矿物的特性
来巧妙地开采海洋；作为地质学家，我们虽以发掘新资源为荣，但更要以人类发展的大
局放在第一位，时刻警醒世人；第二点，我多少认为海洋采矿多少反映出人类征服自然

的勃勃野心，对于环境污染的逃避态度。如果我们不能发展较完善的资源回收利用系统，

那人类就可能会像啃老族一样坐吃山空。等到陆地和海洋的资源全部枯竭，下一步是不
是要开发大气层、陨石，甚至求助于外星资源了？大气层中可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但就目前而言，它远远不能和海洋陆地的资源相抗衡。我们对于海洋的利用和开采像是
在拆了西墙补东墙：海洋已经因为塑料、海冰融化和酸化的问题伤痕累累了。人类目前
这些做法可能是在饮鸩止渴。

等到海洋和陆地都不再宜居，丧钟将为谁而鸣？我们的命运与地球的命运紧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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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善待地球真的就是在善待自己。

本文作者为牛津大学地球科学系本科生刘畅。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如有相关见解和问题欢迎通过一下邮箱 holly.liu@st-annes.

ox.ac.uk 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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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重读

23.泥岩都是在低能环境下沉积吗？
刘群

9 月 23 日
全篇约 2326 字，7 图，阅读需要 6 分钟

泥，指的是粒径 <63μm 的沉积颗粒，占据了大于 70% 的陆上到海洋的碎屑输入物。

泥岩指的是主要由泥级大小的沉积颗粒组成的岩石 ( 图 1)。泥岩中富含了矿产和石油，
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泥岩的研究多集中在利用泥岩中的主微量元素等各种地球化学指

标来恢复古环境、以及通过扫描电镜等手段来观察黏土矿物的形态等方面，而关于泥岩
的沉积结构和沉积动力学工作寥寥无几。传统的观点认为泥岩是由絮凝状泥或有机质矿
物集合体悬浮沉降而成，将其简单等同于低能环境。这一认识的产生主要是由于：

1）泥岩的粒度极细，在野外肉眼几乎不可能观察到其沉积结构，在显微镜下的很多

沉积结构由于微小也容易被忽视，因此将其看作为简单的纹层结构；

2）泥岩的絮凝作用强，传统的实验装置会破坏絮凝作用形成的絮团，无法很好的实

现泥岩水动力学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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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学者 Schieber 等（2007）的泥岩水槽实验室的建成，通过实验得到了泥岩

沉积时的速度等指标，并发现了泥岩沉积形成的沉积构造，如微型交错层理、透镜状层

理等，认为泥岩可以在相当高流速（比如 25cm/s）的环境中沉降（可以沉降砂子的速度）；
另外，大陆架上泥岩的岩石显微结构表现出了大量的三元正粒序结构，指示其波浪支撑
沉积物重力流的成因；这与以往的传统的泥岩形成于低能环境的观点大相径庭，自此跨
入了研究泥岩沉积动力学的新时代。

图 1 ( 左图 ) 油页岩的野外露头照片（Kimmeridge 油页岩，英国，图片来自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右
图）泥岩的常见显微镜下照片，单偏光，×40，鄂尔多斯长 7 页岩照片

泥岩中的微型交错层理 — 絮凝状波纹的迁移
泥岩颗粒显著不同于砂岩颗粒的一个特征是，它具有很强的粘滞力，在水中悬浮颗

粒通常集聚在一起变大形成“絮团”(Flocs)。Schieber 等（2007）进行了沉积物的浓度、
流速和絮凝状黏土形态观测的实验。研究发现，絮凝状黏土在非常低的浓度下就可以形
成，在较高流速时，絮凝状黏土会呈带状 (streamer) 在临界层 (boundary layer) 流动，

随着流速降低，会沉降一部分泥，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图 2 和图 3）。但是在 20cm/s 至
25cm/s 时，絮凝状的泥开始聚集形成波纹，也即絮凝状波纹（Floccule ripples），最终
所有的泥质沉积物会随着波纹的迁移，以底载荷的形式沉降下来（图 2 和图 3）。这个
速度临界值与沉积物的浓度有关，浓度越大，速度的临界值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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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泥岩沉积与流体速度、悬浮沉积物浓度的关系 (Schieber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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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 拍摄到的带状的絮团；(B) 絮凝状的波纹及带状的絮团；(C) 多个絮凝状的波纹开始汇聚；水流的方
向为图片的由上至下；(D) 单个的新月形沙丘状波纹；(E) 絮凝状黏土在波纹上的移动（黑色箭头指示）。
(Schieber et al., 2007)

这一实验结果给古代泥岩中存在的微型交错层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成因解释（图 3）。

因此，这些微型交错层理的成因很有可能与这些絮凝状波纹的迁移有关。絮凝状波纹中
的水分含量高达 80% 以上，在压实之后，水分排出。因此，在古代岩石中，波纹的波峰
很小（毫米级），需要通过仔细的观察才能揭示。

图 4 (A) 来自泥盆纪 Indiana New Albany Shale 的岩心资料。初步观察，由平行层理组成，亮色的条带粉砂
含量更高；(B) 另一块岩心资料紧挨着图 A 岩心，该岩心显示了明显的交错层理；(C) 对 B 中可见的粉砂岩条
带的素描。现今的波纹振幅有 3mm, 可以推测其原先的振幅可能有 20mm ( 假设含水量为 85%)，与实验的
结果一致 (Schieber，2011)。

透镜状组构泥岩 — 泥岩撕裂屑的再搬运沉积
透镜状组构泥岩在不同的地质历史时期广为出现，但是对其成因和古环境的解释

非常有限，往往推测为粪球粒或者大量的生物潜穴压实所致（图 5，Schieber et al.,

2010）。但通过泥岩水槽实验发现，原先沉积在相对浅水区的含水的软泥（soft-soupy
mud）可以被侵蚀，之后形成毫米级或厘米级的撕裂屑（rip-up clast），它们会以底覆
载荷（bedload transport）的形式搬运数十千米后沉积下来，经过压实形成透镜状组构
泥岩（图 6, Schieber et al., 2010）。这种侵蚀 - 再搬运成因的透镜状组构，相比于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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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粒压实成因，具有两端变薄及尖灭（pinch put）的特征（图 5）。因此，该成因透镜
状组构泥岩反映了洋流或者湖流等的再搬运过程，也指示了该泥岩并非在低能环境中形
成。

图 5 泥岩中透镜状组构实例，照片来自于元古代 Rampur 泥岩 (Schieber et al., 2010)，部分泥岩透镜体为清
晰可见的压实碎屑（白色箭头所指）。

图 6 透镜状组构泥岩形成模式图（上）和实验结果及岩石薄片图（下）。(Schieber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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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结构正粒序泥岩 — 波浪支撑的沉积物重力流成因
近年来，以 Joe H.S. Macquaker 为代表的学者发现，波浪支撑的沉积物重力流即使

在坡度很缓的大陆架上也能搬运相当数量的泥质流体，是大陆架泥岩搬运的一种重要方

式。与传统的沉积物重力流通过重力引发的湍流使得沉积物悬浮不一样，波浪支撑的沉
积物重力流 （wave-enhanced sediment gravity flow）通过表面重力波的轨道运动来使
得沉积物处于悬浮状态。波浪增强的沉积物重力流通常形成三元正粒序结构泥岩：（A）

侵蚀的底部，发育微型交错层理的富粉砂层；（B）向上变细的粉砂和泥的交互层；（C）
泥质沉积，通常可见生物扰动。

图 7 泥岩的微观图片展示从下至上的三元结构，正粒序：A 为粉砂大小的泥岩集合体，发育微弱的交错层理，
底部常见侵蚀面；B 为泥岩和粉砂的交互层，向上逐渐变细；C 为泥岩盖层，通常可见生物扰动。：岩心来
自 Cleveland Ironstone Formation (UK).

总之，泥岩的沉积远远不是低能环境这么简单，而是形成于多种背景，多种成因。

通过泥岩多样的沉积构造，可以反演出泥岩沉积的水动力环境，因此沉积构造的正确解
读对于恢复古环境、古水深等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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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作者系南京大学博士后。本文属作者理解，相关问题交流可通过邮箱

Qunliu2019@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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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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逆流而上的鱼与地貌剥蚀
郭荣华

10 月 22 日
全篇约 1799 字，7 图，阅读需要 3 分钟

颜色橙红，肉质细腻，入口爽滑，在食客眼中，三文鱼的颜色、手感和口感是成就

一份美味的关键（图 1）。三文鱼这种美食怎么就与地貌剥蚀扯上了关系呢？且看地质
地貌界的“蝴蝶”故事及其背后的科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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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三文鱼刺身与三文鱼，图源自网络

逆流而上的三文鱼
这一切都得从三文鱼独特的生物习性——生殖洄游（图 2）说起。为了产卵，不少

鱼类都会洄游到出生地产卵，距离可长可短。而三文鱼的一生，有近 3/4 的时间都在洄
游中度过。

图 2，洄游中的三文鱼（图源自网络）及三文鱼洄游过程简图（John E.T 1988）

不仅如此，在产卵以前，雌性三文鱼会用鱼尾用力拍打河床，制造出一个坑或者一

片凹陷作为产卵区。为保护鱼卵，产卵后雄性三文鱼会用上游砾石充填产卵区，远远望去，
三文鱼产卵区下部的鹅卵石经过鱼尾翻动，与周边未产卵区的颜色差异明显，并且结构
上也比未产卵之前更加疏松（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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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一种生物扰动行为是否会对河流地貌产生影响？如果是，影响的程度有

多大？这是一个有趣且鲜少人关注的科学问题。

图 3，三文鱼用鱼尾用力拍打河床来制作产卵区；三文鱼产卵区远观图
（图源自纪录片To the Journey’s End, the life cycle of the Atlantic Salmon）

三文鱼与地貌剥蚀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 Alexander Fremer 以及美国一些其他的科学家注意到了这个问

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生物对岩石循环进行物理干预的例子。他们利用地
貌物理模拟、水槽实验等手段发现，三文鱼的产卵过程对河流地貌会产生极大影响。其

中，高程，产卵地点、河流剖面形态，三文鱼种类（包括 Pink，Sockeye，Atlantic 和
Chinook，以及以上多种鱼类混合）等因素被全面考虑。

图 ４，地貌物理模拟和水槽实验，Ａ 阻力测试，Ｂ 粒度图像流速测试，Ｃ 颗粒移动和推移质捕捉的视觉测量
（Ｂｕｘｔｏｎ， Ｔ． 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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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文鱼产卵前后，河床上沉积物的粒度和地貌之间并没有关系，只存在由三

文鱼种类不同而导致的适宜产卵的粒度的差异。以 Chinook 为例，D50 和 D80 代表最适
宜产卵的粒度范围，高程和海拔的变化分数都在 1 左右，意味着粒度对河道纵剖面没有

影响（图 5）。没有鱼类洄游之前，要产生用于产卵的砾石，需要非常大的河道坡度和
足够的剪切应力，而河道坡度对粒度的影响远高于剪切应力；三文鱼洄游产卵后，剪切
应力又远大于三文鱼洄游产卵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三文鱼对粒度的变化无法控制。

图 5，Chiook 产卵百分比与高程和地貌变化分数之间的关系地貌变化分数越靠近 1，说明产卵作用对其影响约小
（Ｆｒｅｍｉｅｒ， Ａ． 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第二，不管是什么种类的三文鱼，都会引起剥蚀程度系数的增加，增加的幅度则依

赖于产卵发生的位置。Pink 三文鱼产卵的粒度范围最小，地貌分数的变化范围较小；
Chinook 可以在最大的粒度范围内产卵，地貌分数的变化范围较大；如果将不同种类的
三文鱼混合后，地貌分数的变化范围也很大（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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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不同种类的三文鱼产卵百分比与高程和地貌变化分数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产卵百分比越高，地貌
影响越强，其原因是由于三文鱼种类不同导致的（Ｆｒｅｍｉｅｒ， Ａ． 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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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过模拟四种初始条件，发现三文鱼产卵的位置会极大影响河流纵剖面的形

态和海拔的变化。如果三文鱼在低海拔地区产卵，会增加低海拔地区的地貌系数，导致

产卵区坡度降低；如果是全流域产卵，整个河道的坡度都会减缓；如果在裂点产卵，会

造成局部地区海拔和地貌的改变；而如果是只在河流源头产卵，河道的凹陷度和地貌都
没有变化（图 7）。

图 7，四种不同初始条件模拟三文鱼产卵对河流从剖面的影响。A 低海拔产卵，B 裂点产卵，C 全流域产卵，
D 源头产卵（Ｆｒｅｍｉｅｒ， Ａ． 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结语
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三文鱼的祖先逐渐演化出生殖洄游的习性。这种看似微不足

道的习性却打破了宏观尺度地貌剥蚀平衡，并共同参与到河流地貌的塑造之中。三文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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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生，都在不断影响和改造着河流地貌。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于大坝建设和过渡捕捞，三文鱼的数量正在不断减

少，河道的滞留沉积物也因此增加。虽然，一些渔民们和科学家尝试通过人造管道等设施，
帮助三文鱼保持洄游习性。但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三文鱼的洄游习性逐渐

消失，或者三文鱼逐渐灭亡，“蝴蝶效应”之下，现今地球表面的地貌演化是否会被打破，
是否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干扰或反噬人类未来的命运？

本文作者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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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orh@smail.nj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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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