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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印度一亚洲大陆碰撞的启动时间 

王成善 李祥辉 胡修棉 
成都理工大学油气藏地质与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610059 

内容提要 利用沉积响应来识别印度一亚洲大陆碰撞启动时间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之一。西藏仲巴错江 

顶群被甄别为碰撞型三角洲沉积，曲下组可能代表了碰撞启动时期的建造 。藏南定 日的海相 白垩一古近系沉积演 

化、锶和碳同位素变化也支持两大陆碰撞启动时间大约在 K／T界线时期。对比喜马拉雅西段碰撞启动时间并考虑 

大印度北缘失掉的宽度，提出两大陆最可能的碰撞启动时间是65 Ma左右。 

关键词 碰撞型三角洲 锶、碳同位素 沉积演化 大陆碰撞启动时间 大印度 西藏 

印度 和亚洲板块的碰撞是100 Ma以来最重要 

的地质事件之一 。这一事件 的发生强烈地影 响甚至 

控 制 了全 球 构 造格 局 、亚 洲 地 貌 、周 边 大 洋循 环 

(Stille，1992)、生物群演化 (Jaeger et a1．，1989)乃 至 

全球气候变化(Miller et a1．，1987)，并引起了地球科 

学家的极大研究兴趣 。令人惊奇的是 ，关于印度一亚 

洲碰撞虽然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 ，对其启 

动 碰撞时间却知之甚少(Rowley，1996)或争议较 

大 。其原因是对大陆碰撞 的启动时间未予考虑 ，或启 

动概念未加限制 。本文认为 ，大陆或板块之 间的碰撞 

始于洋壳的最后 消亡 ，或两个大 陆的陆壳与陆壳开 

始碰撞接触的时间代表大陆碰撞 的启动时间 ，同时 

也代表残 留海的开始形成 。大陆碰撞 的启 动往往 限 

制了残 留海深部洋流的循环 ，但仍 可有表层 洋流运 

动。由此可见，界定印度一亚洲碰撞的启动时间不但 

具有重要 的构造意义 ，而且蕴涵着重大的古海 洋意 

义 。 

一 般认为，喜马拉雅地区海相沉积的消失可为 

印度一亚洲初始碰撞提供可靠的定年指示，并有一 

些这方面的研究结果(Beck et a1．，1995；Rage et 

a1．，1995；Rowley，1998)。但是 ，基于沉积环境基本 

原理，这些最高海相层位的结束并不能代表两大陆 

碰撞 的开始(Searle et a1．，1987，1990；Beck et a1．， 

1995)，而只能说明新特提斯洋残留海的彻底关闭。 

大陆碰撞启动之后初始阶段应有相对 应的沉积 

响应是毋庸置疑的。其沉积记录可以分为碰撞 型三 

角洲和残 留浅海或海湾沉积两种类型。本文的 目的 

就是通过对岩相和地球化学研究 ，以确定西藏南 部 

这两类沉积及其启动阶段的年龄，为印度一亚洲大 

陆碰撞启动时间和过程提供依据。 

1 印度一亚洲大陆碰撞年龄简要评述 

目前 已有多种方法应用于印度一亚洲大陆碰撞 

定年研究，如：① 古地磁方法(Besse et a1．，1984； 

Achache et a1．，1984；Dewey et a1．，1988；Chen et 

a1．，1993；Patzelt et a1．，1996；杨振宇等，1998)； 

② 海相白垩系和古近系盆地沉降速率变化(Row— 

ley，1998)；③ 冈底斯岩浆弧侵入体及淡色花岗岩侵 

入年龄(Maluski，1988)；④ 碰撞带火山岩的冷却年 

龄；⑤ 古近系海相沉积或最高海相层位(Searle et 

al_，1987，1990；Beck et a1．，1995；Rage et a1．， 

1995；Rowley，1996，1998)等等。显然，在这些研究 

方法 中，对碰撞 启动过程 的沉积响应研究应是最直 

接和有效的方法之一 。 

由于印度一亚洲 大陆 碰撞 的启 动时 间十分重 

要 ，很早就有人涉足研究 。已经公开发表的印度一亚 

洲大陆碰撞时代以45 Ma应 用最 为广泛 ，并被 编入 

相关教科书中。该年龄方案的获得主要是依据印度 

板块向北漂移过程速率的变化及最高海相层位的消 

失 年 龄 (Achache et a1．，1984；All6gre et a1．，1984； 

Burke et a1．，1974；De wey et a1．，1988；Patriat et a1．， 

1984；Powell et a1．，1975；Richter et a1．，1992；Row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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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y，1998)。但 不容忽 视的是 ，部分研究者还提 出 了 

65 Ma和55 Ma方案。其中，55 Ma(Klootwijk et a1．， 

1985；Beck et a【．，1995；Rowley，1996；M atte et a1．， 

1997)年龄方案的获得与盆地沉降速率变化有关。该 

方法可能因不同盆地位置造成沉降速率的不同而产 

生矛盾。因为随着碰撞过程的进行，逆冲带(由逆冲 

面代表)会逐渐远离缝合位置，沉降速率也会降低。 

Rowley(1998)计算的藏南定 日地区白垩一古近系 

盆地沉降速率就没有考虑这一因素的影响。65 Ma 

年 龄方案综合考虑 了大 印度 (Greater India)板块运 

动速率 的变化 (Klootwijk et a1．，1991，1992)、印度 

和亚 洲 陆 生 生物 群 落 的 混合 (Bajpai，1998，1999； 

Jaeger et a1．，1989；Rage et a1．，1995，Prasad et a1．， 

1994，1995；SaInil，1982)、沉积类 型 的转 变、碰撞过 

程 中深部 岩浆活动等 因素 ，结论 较为可靠 。综上 所 

述 ，对印度一亚洲大陆碰撞的启动时间分歧较大。为 

此 ，本文采用碰撞过程 中形成 的沉积记录方法 ，试图 

确认印度一亚洲大陆碰撞 的启动时间。 

此外，随着资料的积累，2O世纪9O年代以来有人 

认为 印度～亚洲大陆碰撞在东西部不一定等时 ，即 

西 早 东 晚 穿 时 碰 撞 (Klootwijk et a1．，1985； 

Qayyum et a1．，1997；Matte et a1．，1997；Rowley， 

1998；等等 )。笔者认为 ，造成 这种穿时论 的主要原 

因一是对两大陆碰撞启动时间认识不统一 ，二是未 

充分考虑大印度的影响。 

2 亚洲大陆南缘碰撞型扇三角洲沉积 

沿西藏西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北侧萨嘎和仲巴 
一 带发育一套白垩纪末期到古近纪早 中期的海相沉 

积 ，名为错江顶群。它是在 日喀则弧前盆地 日喀则群 

海底扇(Einsele et a1．，1994；王成善等 ，1999)基础 

上，随着新特提斯洋俯冲消减在白垩纪至古近纪界 

线时演 变 为沉 积 的碰 撞 型三 角 洲 类 型 (Wescott， 

1980)。典型剖面见于仲巴穷果乡错江顶(2E连成等 ， 

1981；刘成 杰等 ，1988)。除仲 巴穷果乡错江顶外 ，露 

头还分布于萨噶一带的角藏布 、仲巴麦拉 山 口等地 

(西藏 区调队，1983，1987)。 

错江顶群 以中～粗粒陆源碎屑岩为主 ，中下部 

含较多的页岩、生物碎屑灰岩(透镜体)，包括曲贝亚 

组 、曲下组 、加拉孜组3个 岩石地层单元 (图1，表1)。 

曲贝亚组 由灰色生物碎屑灰岩 、粉砂岩和紫红色钙 

质、粉砂质页岩组成，含丰富的底栖大有孔虫 Lepi- 

dorbitoides动物群(表1)，主体时代为白垩纪末期马 

斯特里 赫特期 (Maastrichtian。万 晓樵等 ，2001)。这 

些沉积本文解释为滨外陆棚灰岩与前三角洲砂页岩 

的指状交叉混合环境下产物(图1)。曲下组则由含砾 

中一粗粒岩屑砂岩、砾岩夹紫红色页岩构成 ，页岩中 

产植物和牡蛎化石 。砾石成分显示 主要来 自以变质 

岩和花岗岩为主的基底。砾岩冲切页岩常见，系水道 

主要充填物。花岗岩砾石的首次出现暗示着代表亚 

洲大陆前缘的冈底斯弧体在碰撞过程中隆升，表明 

基底已经遭受剥蚀。页岩与碎屑岩可构成3个以上向 

上变 细的沉积旋 回，反映沉积环境 具有辫状河道 的 

三角洲前缘特点(图1)。曲下组由下伏 曲贝亚组和上 

覆加拉孜组 时代 限制于古新世丹尼期 (Danian，万晓 

樵等，2001)。加拉孜组下部以席状钙质粗粒砂岩为 

主夹生物碎屑灰岩 。其中 ，中、下部生物滩相生物灰 

岩 ，灰 岩夹层 中产 丰富有孔虫 Miscellanea—Daviesina 

动物群；上部则为灰绿色含菱铁矿结核页岩夹货币 

虫灰岩，含丰富 Nummulhes一~h'scocylina动物群。其 

时 代 分 属 古 新世 塞 兰 德一坦尼 特 期 (Selandian— 

Thanetian)和 依 普 里 斯 期 (Ypresian，万 晓 樵 等 ， 

2001)。砂岩 中的海绿石含量丰富 ，最高可达2O ，说 

明可能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沉积速率降低或者三角 

洲的侧向迁移(图1)。 

错江顶群上 覆冈底斯 群即所谓“麦拉砾岩 ”，以 

杂色和紫红色砾岩为特色 ，砾石成分复杂多样 ，如花 

岗岩 、片岩 、中～基性岩、石英岩、砂岩、灰岩 、硅质岩 

等。岩性、剖面结构等表明其沉积环境为三角洲平原 

阶段的水下冲积扇(图1)。下伏地层和上覆地层年代 

限制冈底斯群沉积于始新世中期(万晓樵等，2001)。 

上述错江顶群和冈底斯群沉积记录显示了不寻 

常的扇三角洲特征 。前三角洲 的沉积特点与阿拉斯 

加东北扇三角洲相似 ，而三角洲前缘则与现代牙买 

加亚拉黑斯 扇三角洲 (Wescott，1980)可 以对 比，三 

角洲平原 阶段 的沉积在这三个地区都相 同。笔者认 

为，这种可对比性显示仲巴扇三角洲属于碰撞型，是 

印度一亚洲大陆碰撞过程中早期阶段 的直接产物 。 

与阿拉斯加和牙买加的扇三角洲构造和地理背景稍 

有不 同是 ，仲巴处于大陆与山弧碰撞 的海岸 ，陆棚极 

不规则 。因此 ，考虑 曲下组的时代 ，印度一 亚洲大 陆 

碰撞在喜马拉雅中段的启动时间大致为 白垩纪末～ 

古近纪初 ，即相 当于65～60 Ma的马斯特里赫特末 

期～丹尼期 。 

3 印度大陆北缘沉积与地球化学变化 

岗巴一定 日盆地的海相上 白垩统一古近系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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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藏仲巴穷果乡错江顶群综合柱状剖面 

Fig．1 Lithological column and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under stratigraphic framework of Upper Cretaceous 

through Paleogene(Cuojiangding Group and Gandese Group)at Qiongguo village，Zhongba county of Tibet 

l一深灰、灰绿色页岩；2～黄灰、紫灰色泥岩，粉砂岩；3～海绿石石英砂岩；4一砂岩、细砾岩；5一紫红色砾岩(麦拉砾岩)； 

6一砂质灰岩；7～ D 生物碎屑灰岩；8一灰岩透镜体；9一旋回趋势 

l—Dark gray，grayish green shale；2--yellowish gray，violet—gray pelite and siltstone 3--glauconite quartz sandstone：4--sandstone and／or 

fine conglomerate；5一 Vi0let red conglomerate(Maila conglomerate)；6一 sandy limestone；7～ D bioclastic limestone； 

8-- lenticular limestone；9-- tendancy of depositional cycles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逆冲前缘 ，属于印度北缘地区 ，沉 

积组合稳定 ，与错江顶群显著不同。尽管与印度一亚 

洲大陆碰撞没有直接联系 ，但它们属于碰撞启动后 

盆地反转残 留海 中的建造 (余光明等 ，1990)，应该蕴 

藏有早期碰撞过程的信息。定 日地区晚白垩世地层 

宗山组为浅海相灰岩，之上为浊积相的遮普惹山坡 

组 (-5斯特里赫特期早期一丹尼期早期)，由若 干砾 

岩一浊积砂 岩一粒泥灰岩组成 的旋 回构成 (Willem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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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藏南部仲巴(冈底斯南缘)和定 臼(印度被动陆缘北部)上白垩统与古近系过渡地层单元和化石带 

及其与 国际标 准化石 带对 比 

Table 1 Stratigraphic systems from Upper Cretaceous through Paleogene in Dingri(northern Indian passive margin) 

and Zhongba areas(southern Gandese Arc)，and correlation of fossil zones among them 

定 日浅海(印度被动陆缘北部)@ 仲巴扇三角洲(冈底斯南缘)④ 

地质 国际 浮游有孔 虫 系 统 阶 
岩石地层 岩石地层 年龄① 标准化石带② 化石带 化石带 
单元 单元 

33．7 G
． cerroazulensis 

S．pseudoradians 

PRB G
．
~miinvolula 

S．tadia?is 

37．O 朋 C．reticulatum 浦 
曲 冈 

BRT T．robri 北 组 底 
41．3 0．beckmanni 组 D．btfax  々斯 ● 

始 群 
新 M．1ehneri N

． f~gens，C．glg~s 
统 LUT G．subconglobata Al

veolina，Faciol／es 
45．0 H．aragonensis 

古 A．perttacame~ala 遮普 
近 YPR M．aragonensis 惹组 Assilina Nummul~s—-Discocycli—— 

系 M．formosa Num4mu~es， na 
M．swbbotinae 宗 Textularia 动物群 

54．5 浦 加 

THA M．velascoensis 
组 拉 Mi

scel如flea 孜 
57．9 G．pseudomenardii Daviesina 组 

M ：ellanea—Daviesina 
G．pusilla Lockhartia 动物群 古 

SEL G．angulata 错 新 R
otalia，Smoutina 

统 6O．9 G．praecursoria 江 

顶 

群 曲 G．inconstans 基堵 
 々 下  々DAN G．pseudobulloides 拉组 ● ● 

G．eugutnna 组 65
． 0 

Om．M acropours 

A．rnavaroensis 遮普 惹 Callicno．ssa Lepidorbitoides MAA 
G．gams~i 山坡组 Ophiomorphia 曲贝 动物群 

71．3 R̂ izocorallium 亚组 

山 
白 上 G．aegyptiaca 组 
垩 白 G．havanensis G．stuartiformis 

垩 CMP G
． c口止nrc n G． e， ricosa  々系 ● 统 
Gventricosa G．elevata 

G．elevata 83
． 5 日喀则群 

SAN 85．8 D．asymetrica D．asymetrica G．concavatn 

CON D．COncav~a 岗巴村口组 G．cancavata 
89．0 D．primitiva D．primula 

注：①一地质年龄采用 Berggren等(1995)方案；②一国际标准化石带上白垩统浮游有孔虫采用Robaszynski等(1995)~f案，古近系有 

孔虫采用 Stain{orth等(1975)方案；⑧一定日浅海区上白垩统宗山组化石引自万晓樵等(1987)，遮普惹山坡组化石来源于 Willems等 

(1996)；古近系宗浦组和遮普惹组的有孔虫化石选 自郝诒纯等(1985)，朋曲组钙质超微化石选 自李祥辉等(2000，2001)；④一仲巴扇 

三角洲区日喀则群的有孔虫化石来自万晓樵等(1997)，错江顶群的化石资料来 自万晓樵等(2001)。 

a1．，1993，1996)，并在丹尼早期逐渐被含砾(石英) 

砂岩的基堵拉组取代。古新世中晚期的宗浦组和始 

新世早中期的遮普惹组由块状有孔虫生物灰岩及瘤 

状灰岩组成 ，属 于该区残 留海内的孤立 台地或 海湾 

内的生物浅滩相。灰岩之上演变为细粒 陆源碎 屑沉 

积为主，名为朋曲组，时代为中一晚始新世(李祥辉 

等 ，2000，2001)。宗 山组之后的这种岩性及岩相变化 

显然代表 了物源区和沉积区的地貌地形转变 ，此转 

变可能意味着印度一亚洲大陆碰撞作用已经发生。 

作者认为，定日地区的遮普惹山坡组和整个特提斯 

喜马拉雅南带的基堵拉组很可能是碰撞初始阶段的 

产物。根据遮普惹山坡组和基堵拉组的化石及上下 

地层关系(表1)，这次初次碰撞的启动过程大致时间 

也限制在65～60 Ma。 

新生代卵Sr／粕Sr同位素比值快速增加被认为是 

大陆河流注入量增加及河流注入海洋共同作用的结 

果 (Palmer et a1．，1985；Kump，1989；Richter et a1．， 

1992；Compton et a1．，1996；等)。这就 意味着全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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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 中的 Sr／ Sr也会 增加 ，并 与欧亚大陆同非洲 

和印度大陆碰撞，进而导致阿尔卑斯、青藏高原隆升 

及侵蚀作用有着密切联系(Richter et a1．，1992)。由 

于印度北缘 白垩纪末时位于赤道附件(Besse et a1．， 

1984；Palzet et a1．，1996)，远离大洋 中脊 ，因此 ，大 

洋中脊 Sr对本区高 的 Sr／踮Sr值贡献很少 ，也就是 

说 如果本区出现 Sr／ Sr高 比值 ，它应 主要源 自大 

陆碰撞所致大陆隆升和随后的暴露侵蚀作用。 

图2示藏南地 区 Sr／ Sr比值从 白垩纪 晚期到 

古 近纪发 生 了明显偏 移 ，平均 从 晚 白垩世 的 

0．7077到古近纪的0．7084，变化的拐点位于在 K／T 

界线之上70～80 m。这种变化 暗示 ，沉积盆地接受 

陆源沉积物的数量和类型发生了根本变化。作者认 

为 ，导致该变化 的最好解释是印度一亚洲大陆碰撞 

已经开始 ，陆续地喜马拉雅和西藏高原南部渐渐露 

出水面并接受侵蚀剥蚀 ，从而使得新特提斯残 留海 

内的 Sr含量大幅度增高。 

同时，海相碳酸盐 C表现出较大的负偏效 

应，与 Sr／ 。Sr偏 移 曲线 正好 镜像 (图 2)。偏 移 的 

拐 点也 在K／T界线之 上数十米 。这种 负偏效 应 的 

I一------I 圉 2 目 3 回 4 圈 5 圆 6 
图 2 藏南上白垩统一古近系海相沉积的 Sr／ Sr、 。C同位素变化曲线 

Fig·2 Sr／ Sr、 C curVes of Upper Cretaceous and Paleogene marine sediments form southern Tibet，Tethys Hima1ayas 

1一深灰一灰绿色页岩；2一薄层泥灰岩与微晶灰岩韵律；3一薄层(含生物)微晶灰岩；4一块状(含)生物微晶灰岩；5一微晶生物灰岩； 

6--中一粗粒石英砂岩 

rhythm of thinned marlstone and wackestone；3一 thined (bioclastic)wackest0ne；4一 massive 

bioclastic(-bearing)wackestone 5-- packstone (mcriocrystalline bioclastic limestone)；6一 medium
． c0arse quartz sandst0ne 

① 锶、碳同位素由成都理工大学测试中心测试完成。锶同位素分析用2N盐酸(超纯)进行化学处理
，经装有AG一50wx8树脂的离子交换柱分离 

和纯化 ，用 MAT一26l质谱计测量 ，仪器精度 为0．02％。(对标准样品 NBS981)
。碳 氧同位素测定过程为 ：将样 品先经碎样并 磨至2∞ 目以下 ，用 

高纯双氧水浸泡72h以上，除去有机质后在真空系统内与定量的纯磷酸反应
，制 取 CO2，用 MAT一251同位 素 质谱 计 测定 ，测 定 精度 为 

0．02‰ ，采用 PDB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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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解释是 ：一方面，碰撞后大陆开始大规模隆升出 

海面，风化侵蚀作用 大量 消耗大 气 中的 CO。，由河 

流带人海洋的 c比例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古近纪 

早期生物复苏并大量繁盛，使海水中的生物 c富 

集，碳酸盐中的 c比例减少。由此，海相沉积物 中 

c总体富集，表现为 C̈负偏。 

须注意的是 ，无论是舯Sr／舶Sr的正偏 还是 C̈ 

的负偏，总体上与碰撞启动时间相比，拐点要滞后一 

段时间。地层关系和化石带延时(表1，图2)显示滞后 

大约5 Ma。这种现象不难解 释 ，因为大陆碰撞启动 

之后要使海洋中的陆源锶和轻碳富集有一个较长过 

程，相反，如果拐点正好位于 K／T界线时期，解释则 

更须谨慎 。 

4 喜马拉雅西段碰撞时间 

大量 研 究 成 果 显示 ，喜 马拉 雅 西 部 Zanskar— 

Harzara—Spiti地 区碰撞启 动时间约为 65±Ma的马 

斯特里赫特末期 (Le Fort，1996；Yin et a1．，2000)。 

印度次大陆晚白垩世马斯特里赫特期混有亚洲大陆 

的孢粉 (Bajpai；1998，1999)，两大 陆古近纪时期 的 

古动植物群在缝合带混合现象(Jaeger et a1．，1989； 

Rage et a1．，1995；Prasad et a1．，1994，1995；Sal— 

nil，1982)间接证明了这一碰撞年龄的可信度。Beck 

等(1995)还提供 了巴基 斯坦西 北部 (Waziristan和 

Kurram)该时期(66～55．5 Ma)碰撞 后的浅海相古一 

始新世地层证据，它们不整合于增生楔和海沟混杂 

堆积之上 。 

喜马拉雅西段 的印度一亚洲碰撞 的启动 时间， 

与前述喜马拉雅 中东段时 间(65～60 Ma)比较 ，暗 

示了东、西两段的碰撞启动近于同时。该结论对现在 

较 为流行的西早东晚穿时性碰撞观点 (Beck et a1．， 

1995；Qayyum et a1．，1997；Rowley，1998；等 等) 

无疑是一个挑战。但是否真正等时还有待更多资料 

充实旁证 。 

5 讨论与结论 

如果印度和亚洲大陆果真于65 Ma开始碰撞， 

可能难以解释的是古地磁研究成果所反映 的当时印 

度与亚洲大陆相距甚远 问题 。较老一组古地磁资料 

显示 白垩纪末期 印度 次大陆北端位 于南纬约 10～ 

12。(Besse et a1．，1984)，拉萨地体南端位处北纬10 
～ 12。左 右 (Archache et a1．，1983；Deway et a1．， 

1988；Pariat et a1．，1984； Richter et a1．， 1992； 

Besse et a1．，1984；Chen et a1．，1993；杨振宇 等， 

1998)，两大 陆相距约 2000～2500 km。新一组 古地 

磁资料则反映印度北端的65 Ma时期古纬度可达北 

纬0～2。(Klootwijk，et a1．，1991，1992)，两大 陆之 

间的距离达 1000 km左 右。如果前述两大陆碰撞 的 

启动时间～65 Ma这一解释是正确的话，那末 ，印度 

与亚洲之间的这一宽阔海洋又如何解释呢? 

作者认为 ，将“大印度”联 系起来该 问题 就会 得 

到较为圆满的解释 。现今 印度远小 于原始 印度大陆 

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争论的焦点是原始印度大陆北 

缘从碰撞以来 到底有多大范围下插在亚洲大陆(西 

藏)之下 ，即大印度到底有 多大?大印度北缘 消失或 

下插 在西藏之下 的南北 向宽度有 多种 认识 ：150～ 

200 km(Tapponnier et a1．，1976)，400 km或500 km 

(Veevers et a1．，1975；Klootwijk et a1．，1985)，500 

～ 1000 km (Patriat et a1．，1984)，1000 km (Chen et 

a1．，1993)，1500 km(Patzelt et a1．，1996)。因此 ，大 

印度消失在西藏之下的南北向宽度大于500 km是 

可信的。如果把500 km以上的失掉宽度贴补在印度 

北缘 ，大印度与拉 萨板块之 间的海洋宽度将 限制在 

500 km 以内，甚至更小。这个宽度对残留海来说是 

完全可以接受的，中国南海作为残 留海宽达2000 

km就是一个例证 。 

事实上，近期采自喜马拉雅山东段南迦巴瓦峰 

高 压麻粒岩中锆石 的 U—Pb测年结果 (68．57±1．7 

Ma～44．5±4．93 Ma，丁林 等 ，1999；Ding et a1．， 

1999)很大程度上支持 了本文早期 (近于 同时)碰撞 

的观点 。因为这一年龄可能反映的是早期碰撞时深 

部 高压 麻粒 岩相变 质时 间(丁林 等 ，1999；Ding et 

a1．，1999)。 

迄今 ，已有多种方法应用于 印度一亚洲大陆碰 

撞的定年研究，并获得了3种以上的地质年龄数据。 

本文认为，最高海相层位结束的时间不能代表印度 
一

亚洲大陆碰撞 的启动年龄 ，而利 用碰撞过程 中的 

沉积响应来识别启动时间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 

之一 。 

西藏仲巴一带(雅鲁藏布江缝合带西部北侧)错 

江顶群被厘定为碰撞 型三角洲沉积 ，马斯特里赫特 

期的曲下组可能代表了印度一亚洲碰撞启动时期的 

建造 。藏南 定 日一带的海相 白垩一古 近系沉 积演化、 

锶和碳同位素的变化也支持该两大陆的碰撞启动时 

间大约在 K／T界线时期 (～65 Ma)。对 比喜马拉雅 

西段碰撞启动时间和大印度下插亚洲之下的失掉部 

分宽度，我们认为，印度一亚洲大陆碰撞的启动时间 
～ 65 Ma是最具可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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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of Initial Col l ision of India with Asia：Review and Constraints 

from Sediments in Southern Tibet 

W ANG Chengshan．LI Xianghui．HU Xiumian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610059 

Abstract 

Many methods have been used to diagnose the initial India／Asia collision and its age，of which the recover— 

ing of sediment records during the collision is one of the most direct and valid ways．The latest marine Creta— 

ceous and Paleogene sediments in southern Tibet are one of the records of sedimentary response to the process of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Greater India and Asia．It is proposed that the positive bias of the。 Sr／。 Sr ratio and 

negative changes of ”C in marine sediments indicate increased erosion during the latest Cretaceous to early Pa— 

leogene．which，togeth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ojiangding Group collision—type fan delta and the litho- 

facies change from hemi—pelagic limestone to shore sandstone of the Zhepure Shanpo Formation and the Jidula 

Formation，support the initial collision of the Indian and Asian continental plates as occurring near the Creta— 

ceous-- Paleogene boundary．i．e．ca． 65 Ma． The thought of diachronic collision results from different evi— 

dences and regardless of the Grater India．W e do not think the end of the marine Eocene deposition in Tibet can 

be us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itial collision of India with Asia． 

Key words：collision—type delta：Sr／C stable isotope；sedimentary evolution：initial collision age：Greater 

India：Tibet 

澄江动物群中具板状骨片的蠕虫新属种 
韩 健 张兴亮 张志飞 舒德干 

西北大学地质系早期生命研究所，西安 ，710069 

下寒武统澄江化石库提供 了探索早期两侧对称动物起 

源及辐射的绝 好窗 口。本文描述 了可 能为鳃曳 动物古蠕 虫纲 

具 网状 骨板 的蠕 虫新 属种 —— Tabelliscolex hexagonus。新 属 

种体表覆有按六角形排列的小瘤组成的两种类型的骨板，相 

似的骨板可见于寒武纪古蠕虫类以及叶足动物表面，故新属 

种对 于 了解 叶足 动物 和古蠕 虫纲 之 间的关 系具 有重要 的意 

义 。 

花岗岩部分熔融及其对青藏高原南部地壳速度结构 的约束 

杨晓松 马 瑾 金振 民。 高 山。 马胜利“。 

1)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 ，北京 ，100029； 2)中国地震局构造 物理开放实 验室 ，北 京 ，100029； 

3)中国地质大 学 ，武汉 ，430074 

青藏高原南部地壳平均速度偏低和壳内广泛存在低速 

层是地壳物质组成、岩石物性状态和温度压力等综合因素在 

岩 石弹性 性质 上 的表现 。依 据 岩石 物理 学 和部 分熔 融实 验 

获得的青藏高原南部地壳岩石弹性参数和熔体分布的结构 

信息，本文模拟青藏高原南部地壳岩石在不同的地温梯度条 

件下波速 和密度 随深度 的变 化 ，从 而为探讨 青藏 高原南部地 

壳速度结构提供了背景框架。研究结果显示巨厚的花岗质 

地壳和高地温梯度环境并不能有效地解释青藏高原南部地 

壳速度偏低的特征，壳内部分熔融是造成其速度偏低的重 

要原因之一。计算结果表明熔体分布结构的差异对岩石波 

速衰减幅度有重要的影响；青藏高原南部壳 内低速层的部 

分熔融程度 约为7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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