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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垩纪大洋红层"是中国学者提出并开拓的白垩纪研究新方向#在其所领导的两个国际地质对

比计划项目$J83<%c[%%a%&的推动下’!白垩纪大洋红层"所蕴含的古海洋与古气候意义’正引起越来越多

的学者的重视#特别是近几年召开的学术会议对!白垩纪大洋红层"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在

"##"年度J83<%c[项目启动会议上’对!白垩纪大洋红层"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初步的交流’制订了项目研

究的总体目标和未来五年工作计划’并考察了亚平宁)阿尔卑斯)喀尔巴阡沿线的大洋红层*$"&"##[年

度的J83<%c[工作会议和J83<%a%启动会议’不仅积累了大洋红层研究的资料’而且将白垩纪大洋红层

研究推进到白垩纪中期*$[&"##%年度两个项目的工作会议’以及通过在第["届国际地质大会特别讨论

会 的工作’进一步推进了大洋红层的研究’并将!白垩纪大洋红层"研究介绍给广大的国际地球科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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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地球科学联盟"##$年会上#$白垩纪大洋红层%研究体现出了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可喜现象&回

首近几年来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白垩纪大洋红层%研究已实现了如下转变’!!"从区域性研究到全球对

比综合研究的变化(!""从由中国科学家单独研究变为多个国家的科学家申请到项目和经费共同研究(
!["从举办J83<项目学术年会快速向国际大会或国际性学术年会转变(!%"研究人员的学科配备逐渐完

善&以上转变的实现#对中国学者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继续保持中国科

学家在这一领域原创性研究的优势&
关键词!白垩纪(大洋红层(古海洋学(地球系统科学(国际地质对比计划(地层学

中图分类号!<$[%F$[(<S[cF"!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 "["!!"##$"#" ##ca #!"

!!"#世纪地球科学的重大进展之一"在于认识到

人类活动将对地球表层系统和全球气候产生直接影

响"例如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增加

将可能造成人为的#温室效应$%!&’解决该问题的途

径有两个(一个是基于现代气候模式成果"对未来气

候的变化进行模拟预测)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对地球

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快速温室气候变化进行追踪"
通过对快速气候变化的原因*过程*对环境和生物的

影响等综合研究"为研究气候变化提供#真实$的*可
资借鉴的实例%"&’

白垩纪被公认为是地质历史中研究温室气候的

典范时期"其间发生的重大地质事件及其与快速气

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回答以上问题最好的#钥
匙$%[&"所以国际地学界历来重视白垩纪的研究’
"###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白垩纪

大会上"由中国学者王成善等人就中国藏南晚白垩

世海相红层问题所做的#T’).3(.)’,.1M21,.’/-,
1Q-,.5./)-/)*.H-D.)’/I-N’?’6’$的报告"引起与

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年时间过去了"在中国学

者所领导的两个国际地质对比计划项目的推动下

+J83<%c[,,,上白垩统大洋红层(对海洋!气候变

化的响应*J83<%a%,,,白垩纪中期黑色页岩到大

洋红层的转变(特提斯域几个地点的综合研究-"在
各国有关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和我国有关机构的大力

支持下"白垩纪大洋红层问题已成为白垩纪研究新

的方向之一)#白垩纪大洋红层+3(.)’,.1M2K,.’/-,
G.E9.E2"简称3KG9-$的概念"已正被国际白垩纪

研究领域接受"其所蕴含的有关古海洋和古气候的

科学意义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P!!&’为什么在

短短几年的时间内"白垩纪大洋红层研究能够从区

域尺度提升到国际范围的研究？它的进展和未来发

展前景如何？本简讯将通过近几年来与白垩纪大洋

红层研究有关的学术活动的回顾"对白垩纪大洋红

层研究作出简要的总结和展望"以利于与此相关领

域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J83<%c[项目启动会议

J83<%c[项目#晚白垩世大洋红层(对大洋!气

候全球变化的响应$第一次工作会议于"##"年a月

"!日至""日在意大利安卡拉T’01/).酒店召开’
这次会议由J83<%c[项目组和J83<中国国家委

员会共同发起"并由意大利安卡拉大学*中国成都理

工大学共同组织’会后还组织了长达一周的野外考

察"考察路线穿越了亚平宁*阿尔卑斯和喀尔巴阡山

脉’来自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捷克*德
国*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土耳其和美国

等共![个国家的"c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ZUZ!室内研讨$

会议第一阶段为学术报告’王成善教授代表

J83<%c[项 目 组"首 先 作 题 为#J/)(1EM,)-1/)1
J83<%c[(4CC.(3(.)’,.1M2K,.’/-,G.E9.E2
+3KG9-$的报告"就3KG9研究的由来*意义和

工作安排的考虑作了介绍"然后各国学者做了!b
个口头报告’会议最为激动人心的进展之一"就

是证实了在阿尔卑斯*喀尔巴阡*亚平宁*北大西

洋*喜马拉雅*高加索*土耳其和伊朗等地均有晚

白垩世大洋红层的分布’其中对藏南红层,,,床

得组的研究最为深入"所涉及到的学科有生物地

层学+万晓樵与李国彪-*岩石地层学+李祥辉-*沉

积学+胡修棉-*无机地球化学+胡修棉*黄永健-和

有机地球化学+邹艳容*彭平安-’床得组红层的

年代为三冬至坎潘早期"是高度氧化的沉积环境

的产物"以其原生红色*高含量的三价铁*负铈异

常和低有机碳含量为显著特征’
据 Y’;(.-,*报道"晚白垩世大洋红层在奥地

$ I4dR"+BGHJR@3(.)’,.1M2K,.’/-,(.ED.E2+3KG9--/
’/BC.//-/.2PB?C2P3’(C’)*-’/2H(’/2.,)(0-.?E8M-E.D11="J/P
’M;M(’?R..)-/;17J83<%c[@B/,1/’"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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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东阿尔卑斯的I.?5.)-,!4?)(’*.?5.)-,地区"土

仑至坎潘!马斯特里赫特期#$<.//-/-,地区"？赛

诺曼$康尼亚克和坎潘晚期%#和奥地利东阿尔卑

斯地区"坎潘期#广泛分布%岩性分别为泥灰岩$红

色页岩和红色泥灰岩与泥质灰岩&
WF9’=详细研究了<-./-/6W?-CC./带广泛分

布的晚白垩世大洋红层%其岩性主要为砖红色泥灰

岩和泥质灰岩&该地区3KG9的顶底界线时间稍

有变化%北部山脊地区的红层最早出现时代为赛诺

曼早期%并结束于坎潘晚期’而在山脊的斜坡和中部

峡谷地带红层最早出现于土仑期%并分别于康尼亚

克(三冬期和坎潘早期结束&从红层的颜色$生物

活动痕迹$微体化石相和有孔虫组合可以看出%高度

氧化的沉积环境的出现是本地区红色沉积形成的主

要原因%这一点与藏南红层的成因尤为类似&据

RFR.?-/).的研究%3KG9广泛出现在东喀尔巴阡

山地区%并被称之为9.?-.-组’主要为一套钙质红色

泥灰岩沉积%中间夹杂白色和绿色的钙质泥灰岩&
红层跨越的年代为坎潘晚期(马斯特里赫特期&在

土耳其的<1/)-E.2地区%红层主要表现为一套红色

薄层远洋灰岩%年代为赛诺曼晚期(坎潘早期&在

这段时间跨度的前后%刚好有两次对于黑海的张开

具有重要意义的岩浆活动%因此该红层在黑海沿岸

地区刚好可以作为划分两次岩浆活动的标志层&
除了上述地区之外%在环东北特提斯的南部区

域%亦即从喀尔巴阡山到中亚的广大地区%也发现了

3KG9的广泛分布&在乌克兰的喀尔巴阡山西部地

区发现了一层厚达"##N的红色沉积"<M,*15组#%
年代为土仑至坎潘期&在克里米亚地区%只有康尼

亚克期的沉积物呈现较弱的品红色&在前苏联的高

加索地区%3KG9广泛分布&土仑晚期至三冬期的

灰岩和泥灰岩颜色从白色$品红到红棕色变化不等&
康尼亚克至坎潘早期的灰岩中%红色与绿色泥灰岩

交替出现&在高加索西部地区%品红色(砖红色的

碳酸盐复理石沉积年代为赛诺曼至三冬期’而坎潘

至马斯特里赫特时期的沉积岩则主要为白色"偶尔

为品红色#的灰岩&小高加索"T.22.(3’M,’2M2#地

区的3KG9时代主要为土仑晚期$康尼亚克晚期和

三冬早期&在中亚地区%则主要在W1C.)E’;*地区

发现3KG9的分布’但是从该地区往东%则土仑晚

期至三冬期的红色和绿色的泥灰岩"%#"!b#N#很
快被灰色泥灰岩和灰岩所代替’但是坎潘期的绿色

泥灰岩包括了一层约!#N灰的红色泥灰岩基底&

据HM(的研究%在北高加索和塔克拉玛干西部地

区%时代为土仑晚期至马斯特里赫特早期的地层中

几度出现品红色和红色沉积%特别在康尼亚克至三

冬期的地层中最为明显&在<(’.P3’M,’2M2地区%
红色和灰色的泥灰岩和灰岩形成了厚达b#N的地

层序列%时间跨度为康尼亚克早期至三冬早期%并可

延伸至坎潘期&在HM’(=6(盆地"塔克拉玛干西北

部#%3KG9的时代大致为康尼亚克至坎潘期%并主

要以红色泥灰岩和灰岩互层为特征&在西北高加索

的北坡地带%红色泥灰岩发育于土仑晚期的复理石

沉积序列之内’而品红色灰岩和红色至棕色的泥灰

岩则出现在马斯特里赫特时期的地层当中&在克里

米亚的 W1C.)*PV’;盆地西部%红色泥灰岩出现在

盆地最底部的康尼亚克早期地层中%然后一直延续

至马斯特里赫特早期&
通过对全球各地3KG9的对比研究%胡修棉等

总结出3KG9具备如下特征)"!#有机碳含量极低%
仅仅为#"#F[‘’""#沉积环境多样%包括大洋盆

地$斜坡!隆起和外陆棚’一般为远洋和半远洋环境&
在斜坡环境中%红层中经常夹杂浊积岩%如意大利的

+,’;?-’G12’组和奥地利的A-.)(./)’?组’"[#在大

洋盆地中%红色沉积一般为泥质岩’在斜坡和外陆棚

中则不仅出现红色页岩%而且发育红色泥灰岩$红色

灰岩和红色放射虫硅质岩’"%#许多地区的晚白垩大

洋红层紧随赛诺曼(土仑界线出现"KB&"#%并直

接延续至古新世&
会议第二阶段是讨论工作计划%所有与会人员

集中就项目的进一步发展问题进行综合讨论%并就

项目科学目标达成一致意见%也就是集中研究深海

环境中从缺氧沉积到氧化沉积的转换过程&为了深

入理解晚白垩世大洋红层的科学问题%需要进行多

学科的联合研究%包括地层学$矿物学$沉积学$地球

化学$古海洋学$古地理$古气候和大洋!气候模拟等

方面的综合研究&而本项目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为

3KG9建立一个内容齐全的数据库&数据库的内容

包括)"!#3KG9的分布地区"经纬度$国家#’""#包括

构造在内的区域地质背景’"[#地层位置%如确定的年

代$化石阶与生物带$化学地层学$岩石地层学$地层

格架$沉积速率’"%#物质成分包括岩石学$矿物学$沉
积岩种类$地球化学"有机$无机$同位素$稀土#’"$#
生物地层学包括生物分类学$丰度$多样性等等’"c#
古地理位置!背景%包括古地磁!古方位等等&

为更好地理解3KG9%与会代表认识到该对比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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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项目还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红层旋回

地层学包括过程%时间和对比&#"$沉积环境包括沉

积物输送过程%水深%溶解氧含量%生物生产率以及

输送方向等&#[$古地理包括海洋和古气候模型%古
气候以及大洋环流’

为了加强区域合作(经大会的讨论(决定将项目

的参加人员按区域划分成四个研究小组(分别为喜

马拉雅%中东%欧洲和环太平洋)大西洋区域’对每

个小组而言(其主要任务在于促进本区域内国家工

作组之间的协调%沟通与合作(建立区域数据库(并
撰写年度区域总结’
ZUW!野外考察

本次会议会后的考察路线由连续的两部分组

成"B部分#a月"[)"%日$由R’22-N1+’()-担任

领队(路 线 从 意 大 利 安 卡 拉#B/,1/’$至 古 比 奥

#8MDD-1$(然后到加达湖畔#T’=.8’(E’$&9部分#a
月"$)"a日$是为期长达$天的跨国旅行(从意大

利北部开始(穿过奥地利阿尔卑斯地区(进入斯洛伐

克的喀尔巴阡山(最后终止于波兰南部的<-./-/6
W?-CC./带’9部分的路线领队分别由所在国的东

道主担任(分别为R-,*’.?Y’;(.-,*博士#奥地利(
1̂X.7R-,*’?-=博士#斯洛伐克$和W(X62X)179’=博

士#波 兰$’几 位 东 道 主 合 作 编 写 了 题 为*3(.)’P
,.1M2K,.’/-,G.E9.E2#3KG9$-/’/BC.//-/.2P
B?C2P3’(C’)*-’/2H(’/2.,)+的精美的野外路线指

南(并分发给各位与会代表’
意大利的+,’;?-’G12’组不仅因为其用于装饰

材料而在意大利远近闻名(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重大

地质意义’+,’;?-’G12’组的典型的品红)红色灰

岩从土仑期一直延伸至始新世(其中还包含了著名

的具有铱异常W!H界线(这也是B?5’(.X等提出的

关于中生代终结的外星撞击学说的发源地’在意大

利为期两天的考察中(共考察了$条具有+,’;?-’
G12’组露头的剖面(分别为"B/,1/’附近的01(/’P
,-采石场%91))’,,-1/.和31/).22’峡谷%加达附近

的<(’E’2)M’和H1(D1?.剖面’与8MDD-1剖面相

比(01(/’,-]M’((6的+,’;?-’G12’中的浊积岩#白
带$非常发育’而8MDD-1剖面为所有与会者提供

了一次认识世界上最完整的远洋沉积序列的良好机

会(该序列主要由 R’-1?-,’(+,-2)-’0M,1-E-(+,’P
;?-’9-’/,’(+,’;?-’G122’(+,’;?-’>’(-.;’)’(和

+,’;?-’3-/.(.’组等构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31/).22’采石场可以见到几层

重要的红层(其中包括+,-2)-’0M,1-E-组底部阿普特

早期红色页岩(+,’;?-’9-’/,’组内部的赛诺曼中期含

页岩的红色泥灰岩(以及土仑后期的+,’;?-’G12’’
白垩纪+,’;?-’G12’地层与古近纪的浅水灰岩之间良

好的接触关系在几个剖面均有良好的出露’
野外考察的9部分沿着萨尔斯堡)维也纳)

布拉特斯拉发)克拉科夫路线进行(大洋红层包括

红色不含钙质的泥岩和页岩%红色钙质页岩%红色泥

灰岩和红色含泥灰岩’奥地利3KG9%个剖面分别

出露于欧洲板块南缘%<.//-/-,洋和北钙质阿尔卑

斯的奥地利阿尔卑斯微板块(其年代主要为三冬期

)坎潘期’
斯洛 伐 克 的 3KG9 是 ’̂D?1/-,’推 覆 盖 层

W1}’(-2=组的一部分和著名的<-./-/6飞来峰带

<%,*15泥灰岩#由+)%(!bc#年首次描述并命名$(
这些3KG9主要由红色泥灰岩和含泥灰岩组成(年
代为赛诺曼)坎潘期’3KG9在波兰主要分布于

<-./-/6飞来峰带和波兰外喀尔巴阡(在岩性上与斯

洛伐克相似’有趣的是(喀尔巴阡阿尔布)赛诺曼

期红色泥灰岩与亚平宁中部的白垩纪中期红层相

似(意味着阿尔布红层也是广泛分布的(这一点尚需

论证’

"!J83<%c[项目"##[年度工作会议

J83<%c[第二次研讨会原本准备于"##[年b
月在西藏拉萨举行(因*非典+的因素而改在土耳其

黑海沿岸城市9’()-/举行(包括对土耳其北部的大

洋红层为期%天的野外考察’本次研讨会由伊斯坦

布尔理工大学欧亚地球科学研究所组织(来自奥地

利%加拿大%中国%捷克%以色列%波兰%斯洛伐克%罗
马尼亚%俄罗斯和土耳其等!#个国家的""名学者

参与此次会议及会后的野外考察’本次研讨会的目

标是每个成员介绍其对于晚白垩世大洋红层的研究

进展(并展示最新的成果和资料’

WUZ!室内会议$

工作会议在9’()-/如期举行(会上共做了"!
个报告(在报告之前由会议组织者K=’/HM62MX和

项目领导人王成善作了简短评述’J83<%c[项目

领导人之一%加拿大TMD’̂’/2’教授在总结一年以

$ H4\+4LK(\JWJTJRBL9@0-.?E8M-E.D11=17)*.J83<%c[(

9’()-/Y1(=2*1C@J2)’/DM?H.,*/-,’?4/-5.(2-)6("##[(!!c@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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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工作之后"再次凝练了J83<%c[项目的研究目

标"亦即研究从白垩纪中期黑色页岩向晚期的大洋

红层的全球性转变所蕴含的古海洋学意义#TMD’
’̂/2’还提出"历经一年多的对比研究发现"3KG9
不仅局限于晚白垩世"在白垩纪中期也有广泛出露"
如阿尔卑斯$喀尔巴阡和意大利的白垩纪早期地层

中也有类似的富氧沉积出露"先前专心研究缺氧沉

积的学者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随后"胡修棉$RF
+’()-详细描述了4ND(-’PR’(,*.盆地白垩纪中期

大洋红层"从阿尔布%赛诺曼期共有b套红层出露#
鉴于意大利古生物学家对4ND(-’PR’(,*.盆地的

白垩系地层已经进行了相当细致的生物地层学研

究"划 分 出 了 红 层 的 微 生 物 化 石 带"因 此 建 议 以

4ND(-’PR’(,*.盆地为典型剖面"用于西特提斯北

缘红层对比#
紧接着的%个报告主要针对奥地利阿尔卑斯

3KG9#奥地利北钙质阿尔卑斯带9(’/E./D.(;地

区H-.7./D’,*附近三冬期剖面"由一套碳酸盐岩质

砂岩$砂质泥灰岩$灰色泥灰岩和红色泥灰岩组成"
总厚度超过b#N"覆于三叠系 I’MC)组白云岩之

上#该剖面由[个不整合海侵P海退沉积旋回组成"
其中9$旋回中部的暗红色P棕色泥灰岩3KG9厚

约$N"覆于灰色的叠瓦蛤泥灰岩之上#从9$和

9c旋回中采集的新样品中"含属于三冬期!’,%*<
’/"..%%#&@@"(*’,%带的有孔虫#9%顶部年代为

b$F$[R’"9$底部和顶部分别为b$F"[和b%F$b
R’"9c底部为b[Fb#R’#RFY’;(.-,*和 IF8F
W(./N’6(认为3KG9不是单一$短期的全球事件"
而是一种长期的远洋背景沉积类型#由于3KG9
沉积中一般存在显著的陆源碎屑输入"而且其古深

度和古洋流情况复杂"因此3KG9常常受到浊积岩

的影响#例如在812’M斜坡盆地即为如此"造成沉

积物颜色可能呈现红灰交织的情况"所以盆地地形

和当地碎屑输入情况强烈影响着大洋红层的出露及

其沉积相类型#RF Y’;(.-,*报道了东阿尔卑斯

4?)(’*.?5.)-,带晚白垩世颇具特色的富有机碳黑色

页岩的新数据#根据浮游有孔虫资料"可知其年代

为赛诺曼末期"因此可能与KB&"相对应"其上覆

地层为土仑中期红色和淡灰色泥质灰岩及泥灰岩"
两者呈断层接触#根据 IF&;;.(的研究"东阿尔

卑 斯 G*./1E’/MD-’/ 复 理 石 沉 积 古 深 度 约 为

[###"$###N"复理石层序中有[个组由半远洋

红色和绿色页岩与浊积粉砂岩组成"这[个组的时

代分别 为 晚 阿 尔 布%早 赛 诺 曼 期&4/).(.9M/).
R.(;.?组’$康尼亚克%早坎潘期&+.-2./DM(;组’
以及坎潘末期&<.(/.,=组’"其中<.(/.,=组钙质

超微浮游带为33""&K/’6.%/%*’)#(*’2’5)#带’"表
明这套同时代红色页岩相的出露距离超过$##=N#

随后的$个报告是关于西喀尔巴阡晚白垩世的

不同方面"RF+51D1E15w和+=MC-./比较了91*.P
N-’/白垩纪盆地&捷克’与外西喀尔巴阡+-?.2-’/单

元的孢粉学特征#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在+-?.P
2-’/单元土仑期地层中有-$%(%/4’"..%和0#%J".’<
5’/’)@ 两个属出现"而这两者通常出现在德国北

部$加拿大北极地区和澳大利亚等较冷的水域中#
F̂R-,*’?-=和 F̂+1)’=讨论了地中海北特提斯晚

白垩世古地理分布"这些作者强调了这些地区构造

的复杂性"认为在赛诺曼%坎潘期高水位期"沉积盆

地横跨整个欧洲大陆广大地区"并将特提斯和北方

盆地系统连接起来#<F+=MC-./"LF>’+U,.=和

TF ’̂/2’讨论了外西喀尔巴阡&捷克’+-?.2-’/单元海

相红层"在81EM?’组复理石层序底部附近"出露一套

厚约!##"[##N的坎潘期地层"缺少钙质微体化石

说明沉积于33V面之下#TF+5’D./-,=’研究了外

西喀尔巴阡推覆体 R’;M(’群中较年轻的远洋红

层#在W’MND.(;组和<%,*15泥灰岩中"红层形

成两个独特的层位"在前者中主要是褐色%红色和

淡绿%灰色粘土岩及少量粉砂岩"钙质含量低"富含

晚赛诺曼h晚三冬期胶结有孔虫(后者为红色和灰

%绿色粘土岩和泥灰岩"钙质含量高"厚约!##N"
钙质超微化石主要为晚坎潘期&9*1’/#1/’%6%*,%
,1/#(*’,(%"K/’6.%/%*’)#(*’2’5)#和="’/$%*5(’("#
.">’#’至晚马斯特里赫特期&H’($*%6$’5’("#G)%5<
*%()#和C’,).%@)*)#’#̂F+1)’=和 F̂ R-,*’?-=
通过有孔虫研究"证明西喀尔巴阡红层沉积最早出

露于阿尔布&=1(%.’61*%(’,’/"/#’#带’时期#这些

泥灰岩中富含有孔虫和放射目浮游微生物"在赛诺

曼期为连续沉积"顶部化石带为=1(%.’61*%,)#$<
@%/’带(W!H界线之后轮孔虫的消失"是红色泥灰

岩中微生物群组成的主要变化(土仑早期轮孔虫灭

绝之后的红色泥灰岩中有孔虫组合以?$’("’/"..’5
和$".>"(1(*)/,%/’5 有孔虫 群 为 特 征(至 此 稍 后"
5’,%*’/"..’5和@%*4’/1(*)/,%/’5的主要代表种出

现"标志着大洋重新回到中h贫营养条件#在古水

深度更大的地区"红层中几乎没有陆源碎屑物的加

入#在坎潘期&如3.1J1(*)/,%/%%*,%带<%,*15泥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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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和马斯特里赫特早期#如3.1J1(*)/,%/%2%.#<
"#()%*(’带的3J".%/&泥灰岩"为连续沉积$

VF -̂C’和RFR.?-/).介绍了在东喀尔巴阡几

个构造单元的上白垩统大洋红层沉积$东喀尔巴阡

外复理石带H-2’(M组#也称之杂色页岩组"在晚阿

尔布%康尼亚克时期连续沉积&主要由红色和绿色

放射虫硅质岩和红色粘土岩构成&其上覆地层为三

冬期%古新世早期泥灰岩和T.C2’组灰屑岩$作者

估计这些海相红层的沉积速率约为!$"!bNN!
=’$RFR.?-/).讨论了罗马尼亚晚白垩世红层超

微化石变化&发现在土仑早期红色和绿色页岩中&出
现许多新的超微植物物种&白垩纪早’中时期的特提

斯属被新的世界性种所代替&以C’,).%和B*"5’#<
,1#6$%"*%属为主$

KFHq62qX概括了土耳其北部晚白垩世远洋红

色沉积&B/=’(’P&(X-/,’/蛇绿岩缝合带标志着土耳

其部+’=’(6’和 W-(2.*-(陆块分离&B/=’(’P&(XP
-/,’/洋作为新特提斯北支而残留下来$该缝合带

宽约$"!#=N&由两个推覆体构成&上部推覆体主

要由一个蛇绿岩混杂堆积组成&包括厚而有序的蛇

绿岩段(下部推覆体主要由火山岩组成&表明存在一

个晚白垩世洋内岩浆带$远洋红色灰岩和硅质岩在

上述两个推覆体中均有出露&年代为赛诺曼%马斯

特里赫特期$HF-F\M()2.5.(等讨论了W!H界线

事件及其在土耳其西南部的B/)’?6’推覆体放射虫

生物群$在B/)’?6’市附近的 B/)’?6’推覆体中&
黑色页岩以夹层形式出露于放射虫燧石岩中&总有

机碳含量在SFba‘"%"F!a‘ 之间$放射虫研究

表明黑色页岩时代为土仑早期$
&FBF+*,*.(D-/-/’介绍了东高加索上白垩统

远洋红层中的超微浮游生物群资料$品红色和红色

泥灰岩层出露于91/’(.??-层之上&时代为土仑晚

期&另一段淡红色灰岩层厚约bN&跨康尼亚克%三

冬期界线$GF8’ND’2*-EX.通过对早赛诺曼期箭

石层的研究&发现在高加索不同地区古海水温度范

围为!$""$e&而在坎潘至马斯特里赫特晚期海水

温度下降到!$"!Se$3F9./:’N-/-讨论了以色

列赛诺曼%土仑过渡期准层序的脱碳酸盐作用$
有%个报告集中于藏南白垩系$万晓樵展示了

藏南远洋红层中灰岩夹层的浮游有孔虫资料$江孜

红层厚约"aN&共有%个浮游有孔虫带&最底部是

三冬期晚期!’,%*’/"..%%#&@"(*’,%带&红层的顶部

为3.1J1(*)/,%/’(%,%.,%*%(%带$GFYF+,1))等应

用图表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藏南岗巴附近的宗山

剖面&计算沉积间断的持续时间在I$’("’/"..%%*<
,$%"1,*"(%,"%带底部约为a#Fb#"a#F[SR’$罗辉

通过放射虫研究&得出藏南江孜附近埋藏在缝合带

混杂堆积中的红色燧石时代为晚阿普特期$
与会者在总结讨论期间认为&当前的项目对于

初步目标完成得相当好&各国的科学家之间的合作

也是十分成功的(若某些同事在J83<%c[相关研

究中缺乏专门技术&不同领域的专家将为其提供帮

助$项目领导者认为在编辑综合年代地层表方面

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因为只有制订出这样的表格之

后&才能确定哪些大洋红层是区域现象&哪些具有

全球意义$红层的生物地层学和国际对比方面取

得相应的进展之后&项目的下一步将是建立晚白垩

世大洋从缺氧到富氧变化的触发机制&这类研究需

要运用多种地球化学方法&而目前只有一个关于此

类的研究公开发表过&另一个则已经在本项目中启

动$因此&需要共同选择愿意参加这类研究的地球

化学家们加入到项目中来&"##%年意大利国际地

质大会期间&J83<%c[将举行一个特别会议&可以

提供这种论坛$
WUW!野外考察

会后的%天里&与会者考察了出露于z’/=-(盆

地北部9’()-/P+-/1C沿线和B/=’(’P&(X-/,’/缝合

带的&(.j;?-P9’()-/地区大洋红层的露头$欧亚地球

科学研究所所长KFHq62qX精心制作了一份厚达

!##多页的详细野外指南&其中包括对<1/)-E.2中

部和西部白垩纪地质的讨论以及远洋红层露头的描

述$
第一天上午&与会者沿黑海海滨途中参观了西

<1/)-E.2的古生代和三叠纪基底以及上白垩统碳酸

盐&同时见到了!aaa年b月!S日SF%级大地震造

成的变形(经过&(.j;?-&考察了&(.j;?-PL1/;M?E’=路

L1/;M?E’=盆地的上%下白垩统单元$沿黑海海岸

而行至+-/1C&横跨西<1/)-E.岩浆弧$该火山弧由

两个火山岩序列组成&中间由远洋灰岩单元将其分

开$下 部 的 火 山 岩 序 列 是 土 仑%三 冬 期 时 期 的

V.(.=}6组&与下伏单元呈不整合接触&表现为西黑

海盆地的主裂缝相$远洋灰岩单元是晚三冬期%坎

潘期V.(.=}6组&不整合上覆于老岩石单元4/’X
组之上$上部的火山岩序列由坎潘期3’NDM组的

玄武质和安山质熔岩以及火山岩和火山碎屑物组

成$第二天参观+-/1C盆地C12)PR’?N地层和呈叠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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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状叠覆在中<1/-)-E.三叠系基底上的上白垩统蛇

绿岩"由于在新特提斯关闭的时候"本地区发生了强

烈的晚始新世叠覆"使得构造变得相当复杂#第三

天参观了B/=’(’P&(X-/,’/蛇绿岩缝合带$新特提

斯北支%#缝合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推覆体"上部推

覆体是蛇绿岩混杂岩"下部推覆体是\’6?’t’6! 组

的火山和沉积单元#最后一天考察了上白垩统红色

远洋灰岩&页岩和浊积岩"包括出露于BN’26’的上

侏罗统巨岩块和极少量蛇绿岩岩块#

[!J83<%a%项目启动会议

在J83<%c[项目执行过程中"发现不仅仅在白

垩纪晚期存在着大洋红层"在白垩纪中期可能也有

大洋红层"并且表现为以中高频旋回特点#所以"以
中国年轻学者胡修棉为首"联合德国&波兰和俄罗斯

年轻学者一起"着眼于研究白垩纪中期黑色页岩向

大洋红层转变的问题"向4A&+3K!J48+的J83<
委员会申请了J83<年轻科学家类型的项目#鉴于

J83<%c[所取得成果和它所研究的大洋红层重要

性"国际J83<委员会批准了这个项目"这也是该委

员会启动的第一个年轻科学家项目#J83<%a%项

目在"##[年得到批准立项后的当年"于!!月!S’!b
日在德国不来梅V.M)2,*.&-,*.酒店举行该项目的

启动会议"会议由德国不来梅大学组织"其中有半天

时间是参观不来梅KV<!V+V<岩心库#
本次会议目的是项目成员汇报对于白垩纪中期

大洋红层研究的进展"介绍新的信息和资料及讨论

将来的合作#分别来自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
中国&德国&意大利&波兰&俄罗斯及瑞士等a个国家

的!c名学者参与了本次研讨会"其中a名学者就白

垩纪大洋红层作了精彩的报告"有两个以展板的形

式展出#报告者及其报告的题目分列如下(9’=等"
W!H界线大洋沉积物从缺氧到富氧的变化(外喀尔

巴阡复理石沉积物证据)9’=等"从放射虫记录证据

看白垩纪中期富氧到缺氧条件的变化)9.()?.等"从
+C-)-PI-N’,*’?<(’E.2*!J/E-’白垩系大洋红层)IM
等"意大利中部4ND(-’PR’(,*.盆地白垩纪中期大

洋红层)̂’/2’等"古海洋学(斗牛士宁愿骑着黑色

的母牛而不是好战的公牛)T.*N’//等"白垩系陆

缘红层实例)R1()等"古海洋生产率和古营养水平

的有用信号(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科罗拉多赛

诺曼’土仑剖面的研究)<’5?-2*-/’等"G*./1E’/MP

D-’/复理石带$奥地利%阿尔布晚期h赛诺曼早期深

海红层)HM("北西高加索上白垩统红色层序(有孔

虫资料)Y’;(.-,*等"欧洲边缘远端$I.?5.)-,单

元"东阿尔卑斯"奥地利%W!H界线事件和土仑期大

洋红层)Y’/;等"藏南海相白垩系概括#
通过这次研讨会"确信白垩纪中期海相红层广

泛分布于阿尔卑斯&喀尔巴阡&亚平宁&北大西洋&德
国北部和高加索地区#认同J83<%a%的主要科学

目标是探求白垩纪中期深水环境下沉积物从缺氧到

富氧变化的大洋过程"尤其是从+.??-到3KG9的初

次出露"以及91/’(.??-层到+,’;?-’G122’组的转

变#在随后的两年中"J83<%a%项目的领导者和成

员将对选定区域的几条典型剖面进行详细调查"以
便更好地了解白垩纪中期大洋红层的属性及其与同

时代黑色页岩的关系#在研讨会后"参观了不来梅

KV<!V+V<岩心库"所有与会者调查了岩心编号为

!#%a!!#$#的典型阿尔布大洋红层和黑色页岩"该

岩心取自大西洋西北部的9?’=.A12."是KV<!S!9
航次的成果#

%!J83<%c[!%a%项目"##%年度工作

会议

!!"##%年b月!$’!b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举行了J83<%c[第三次工作会议和J83<%a%第二

次工作会议#罗马尼亚国家科学院海洋地质和地质

生态研究所 RF3FR.?-/).教授组织了本次会议#
会议主要目的是回顾白垩纪大洋红层所取得的新进

展"并探讨其古气候和古海洋学意义#来自澳大利

亚&保加利亚&中国&捷克&德国&波兰&罗马尼亚&西
班牙&土耳其和美国等!#个国家的"[名学者参加

了会议及会后的野外考察#
FUZ!室内研讨$

开会伊始"GF+,1))就展示了一张根据目前所

掌握资料所作的上白垩统大洋红层的综合年代地层

表"表明大洋红层发生于晚白垩世的每一个时期"此
时深海盆地处于氧化条件"然而并不清楚这一时间

是否具有全球等时性"或者说是否这一特征仅是区

$ R&TJA&H&R3"9G4+H4GH"+LK9KHWB+".)’?@4CC.(
3(.)’,.1M2G.E9.E2(G.2C1/2.)11,.’/!,?-N’).;?1D’?,*’/;.@
0-.?E8M-E.D11=17)*.Y1(=2*1C17J83<%c[n%a%@9M,*’P
(.2)"G1N’/-’(H*.A’)-1/’?J/2)-)M).17R’(-/.8.1?1;6’/E
8.1.,1?1;6""##%"$S@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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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现象"亚平宁#奥地利阿尔卑斯#波兰#捷克#罗
马尼亚喀尔巴阡#高加索及西藏的一些剖面作为

3KG9的例子$已经取得了生物地层学数据"但是

超微化石#浮游有孔虫和鞭毛虫局限于赛诺曼#土

仑#康 尼 亚 克#三 冬#坎 潘 和 马 斯 特 里 赫 特 阶"
3KG9在澳大利亚H-.7./D’,*沉积于早三冬期的

一个 短 期 内%而 在 喀 尔 巴 阡 的 飞 来 峰 北 带$除 在

KB&"层位出现间断外$从赛诺曼期开始出露并一

直持续到晚坎潘期%捷克和高加索远洋海相红层沉

积持续时间短$西藏的床得组是典型的远洋红层$其
沉积持续了大半个坎潘期"

’̂MN.8’??.N-和 R-*’.?’3’(N./R.?-/).报

道了广泛出露于西班牙+MDD.)-,地区&9.)-,区域的

外带’3’C’2G1:’2组大洋红层中分选出的海胆和钙

质超微化石"研究区域分布于T’2>’??1/;’2和

<’/).E(&?Q&B?-,’/).省’#3-.X’和3’(’5’,’&RM(P
,-’省’#H1C’(.2&B?N.(U’省’以及 R’/,*’G.’?和

3’2)-??1E.T1,MDU/&̂’p/省’%对其他上白垩统红层

&出露于J/).(N.E-’).单元的]-C’(P̂1(ZM.(’组’也
进行了研究"上述两个组红层中的海胆群有很大不

同"3’C’2G1:’2组中海胆群包括常见的=’#61.’%
#)J(*’41/%(%$W1@1"%#("*%)J"*(’$F>).%#("*4%)<
($’"*’$FFN’4/1%/)#$FF1J()#)#$8("/1/%#("*()<
J"*,).%(%和0/2).%#("*2CF 等$在 T’2>’??1/;’2
钙质超微动物群范围为早康尼亚克晚期)晚康尼亚

克期&43!#钙质超微带’$而在H1C’(.2则为康尼

亚克末期h三冬最早期&43!!,钙质超微带’"已

发现海胆群的]-C’(P̂1(ZM.(’组的分布区域主要

有*3’2).??E.8M’E’?.2)和9./-N’/).??村附近$&?
+,’(.2)&+.??’和0-/.2)(’)之 间’#K(Q.)’$&?3’P
D(’7-,B?)&B-;q.2E.9M21)和9M21)之间’#&2)(.)
E.9M21)和T’H1((.E.?.2R’t’/.2"其海胆群通

常包括8("4%#("*/1>1’$8FJ1)’.."’和W1@1"%#("*
">%*’#("’"在W1@1"%#("*">%*’#("’之下的层位中

出现-1*%#("*>’.%/1>%"$但其颜色不是红色的"从

样品中分析出来的超微化石所反映的时代$最早为

&2)(.)E.9M21)地区43!b&早马斯特里赫特期’$
而在&?3’D(’7-,B?)地区则为43"#&早#中马斯特

里赫特期界线’"
胡 修 棉 和 T-?-’/-5wD./-,=w介 绍 了 西 班 牙

8(’/’E’东北的G-10’(E.2剖面的地层$该地层分

布于中+MDD.)-,域深水盆地区"0’(E.2组出露的

JJ段和JJJ段由&半’远洋沉积与浊积岩及滑塌层组

成$其中出露有两套红层$主要由厚层淡红粘土组

成$并夹有灰色#杂色或黑色粘土和钙质粘土"基于

对红层的钙质超微化石研究$可知JJ段红层时代为

早土仑末期&43S超微化石带’$&段红层时代为中

康尼亚克&43!#超微化石带’h中#晚康尼亚克期

界线&43!#P43!!？超微化石带’"
J/.2Y./E?.(&德国’介绍了3KG9成因的一个

现代观点$即重视底层水氧含量对洋底有机成分及

碳酸钙储存的影响"大洋中底层水氧含量不仅控制

铁及其他元素的氧化状态$同时对沉积物中的有机

成分的氧化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研究高生产

率阿拉伯海东北部的最近表层沉积物$发现将沉积

物暴露在氧气中对于其碳酸盐颗粒的储存有重要的

影响"
+).C*’/-.A.M*MD.(和R-,*’.?Y’;(.-,*介绍

了北钙质阿尔卑斯G.*=1;.?;(’D./剖面的晚三冬

期地层"根据地层中红色和白h淡灰色泥灰岩所组

成的规则的韵律$作者认为红色层沉积时有大量陆

源物质供应$带来大量氧气$导致水柱中的有机物被

完全氧化$大量营养物质和类营养元素&<$9’$3M$
L/’被带到洋底%而白色层中则为贫氧条件$陆源碎

屑供给少$在水柱的下部或沉积期后碳酸盐软泥中

有机成分呼吸作用则很强"
3’N-?1<1/)1/和0?1(./)-/R’M((’22.介绍了

3KG9沉积在时间分布上的整体变化"红)褐色沉

积物在白垩纪中期处于次要地位$而至晚白垩世和

古新世则频繁出露并占主导地位"红层成因的精确

控制机制成为有待攻克的问题"如果沉积地层方面

的变化可以指示包含水柱中溶解氧变化在内的古环

境变化的控制因素$那么红层的出露表明与富氧条

件有关%同时也与干旱条件有关$因为干旱条件下可

以增加陆源物质的输入"根据上述作者的观点$这
些同时代的红层沉积相的变化$既表明了盆地的地

形学特点$也反映了相邻陆地的相关条件"
后面几个报告集中在喀尔巴阡山地区的3KG9

研究"R’?’)’介绍了波兰外喀尔巴阡地区3KG9
的胶结有孔虫及其生物地层学意义"最老的指示种

为9).J1J%,).’("#6*1J."@%(’,)#$集中出现在赛诺

曼)康尼亚克早期"这种有孔虫类型的出现$指示

了3KG9在小+-?.2-’/盆地最早出现的时间"在

R’;M(#前 R’;M(’#+-?.2-’/和 +=1?.单 元$以 及

45-;.(-/’NN-/’:’/=1-带的土仑期地层中都有红

层发育"在当时所有的次级盆地$红色粘土都堆积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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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3V面之下"喀尔巴阡盆地在当时达到最大古深

度#R’;M(’和+-?.2-’/单元中"年代较晚的红层以

主要出现胶结有孔虫为特征"不含浮游品种$而在次

+-?.2-’/和前R’;M(’单元的红层中"钙质种类有所

增加#R-(12?’59MD-=介绍了+-?.2-’/单元中红层

的生物地层学和古生态学特征"并进行底栖有孔虫

多样性和丰度分析"用来估计红层沉积时期的古环

境趋势#结果显示红层多为贫营养条件"结合遗迹

化石判断"表明黑层沉积于富营养和缺氧条件下#
黑层中缺少碳酸盐和钙质化石"清楚地表明其沉积

于33V面之下#R-*’.?’R.?-/).报告了罗马尼亚

喀尔巴阡3KG9沉积的时间"红层底部最早出露于

阿尔布末期"东喀尔巴阡外复理石带所有推覆体都

有红层出露"主要由杂色页岩组成"覆盖在黑色页岩

组%凡兰吟？&阿尔布期’之上#
/J2N’-?lN.(\-?N’X对土耳其西北部贝利阿斯

h阿普特期远洋碳酸盐旋回沉积缺氧P富氧的变化

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测制了两个详细的地层剖面"重
新采样近"##个#发现地层主要由远洋碳酸盐组

成"其远洋灰岩和泥灰岩或黑色页岩构成层偶"每一

层偶的延时[%"$S=’#/J2N’-?lN.(\-?N’X认为

这些层偶是米兰科维奇旋回引起的"并观察到泥灰

岩或黑色页岩与灰岩中的微锥类与颗石藻比值有所

不同#泥灰岩或黑色页岩的微锥类较灰岩丰富"而
灰岩中富含颗石藻"反映出沉积期间营养水平和古

生产力的变化#该变化与海平面升降有关"受轨道

参数的控制并最终在沉积物的相变上体现出来#
W’j;’/H.=-/报告了土耳其活动大陆边缘晚白

垩世同构造期的海相红层研究情况#赛诺曼&马斯

特里赫特期"新特提斯洋的主要分支&&&/JXN-(B/P
=’(’&(X-/,’/洋由于洋底向北俯冲到<1/)-E.陆块

下而消失$同时沿<1/)-E.南缘"在<1/)-E.和活动

大陆边缘之上发育一个硅铝壳弧#通过放射虫研究

认为叠覆在活动大陆边缘的沉积物形成于中阿尔布

h晚赛诺曼期#
<1?-/’<’5?-2*-/’对保加利亚+(.E/1;1(-.地

区中部大约为三冬h坎潘期的红层"亦即 R-(=151
组红色灰岩和泥灰岩"包括上覆的3*M;151组浊积

岩进行了研究#在3*M;151组和 R-(=151组上部

采集了孢粉样品"其中腰鞭毛虫包囊和正型花粉类

样品各占一半#样品的分析表明其时代为坎潘晚期

h马斯特里赫特早期"其下覆的红层应该属于三冬

初期h坎潘早期#

FUW!罗马尼亚喀尔巴阡野外考察

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的[天里"与会者考察了

出露于罗马尼亚喀尔巴阡推覆体的红层#RF3F
R.?-/).(HF9(M2)M((VF -̂C’以及+F+X1D1)=’等

准备了一份详尽的野外指南"包括罗马尼亚喀尔巴

阡地质"集中介绍了东喀尔巴阡复理石带和出露于

其内的红层沉积#
第一天与会者离开布加勒斯特沿<(’*15’河谷

观察#在A-2)1(.{)-"考察了晚坎潘&马斯特里赫特

期的红色远洋!半远洋沉积"并取地球化学样品#紧

接着进入J’?1N-’’河谷"考察了坎潘h早古新世

8M(’9.?-.-组樱桃红色泥灰岩"这种红色沉积仅发

育于东喀尔巴阡最南端"构造期后的推覆体盖层反

映了白垩纪和中新世的构造运动#8M(’9.?-.-组泥

灰岩包括多样的钙质超微化石和浮游有孔虫群"并
有少数大生物群"主要为9.?.N/-).??’属#最后观

察到提塘&贝利阿斯+-/’-’组钙质浊积岩中夹有

BXM;’相绿色和红色放射虫岩石#野外第二天的目

的是考察东喀尔巴阡最老的白垩纪红层"出露于复

理石带颈部内侧的沉积物#在3.(/’)MPV’?/-,和

315’2/’地区"红层%杂色页岩组’整合上覆于下白

垩统黑色页岩之上"主要由红色和绿色页岩组成"夹
有放射虫燧石"根据发现的菊石8(1.’,N+%’%5’#6%*
和8F/1($%"确定杂色页岩的底部为阿尔布末期#
底栖有孔虫(腰鞭毛虫和放射虫群研究表明本地区

3KG9在赛诺曼h康尼亚克期为连续沉积#野外最

后一天"与会者考察路线从9(’{15镇到9MXj’M河

谷"观察出露东喀尔巴阡V’,-E-’/和内R1?E’5-E-’/
推覆体上覆盖层的红层"并详细考察了<1-’/’0?1P
(-?1(PH.?-M地区VMND(j’5-1’(’组远洋红层#该组

有[个部分"下部为阿尔布末期&赛诺曼末期红色

页岩%含L"1$’J1.’("#).’(’@)#和具有=1(%.’61*%
%66"//’/’,%的微生物群’$中部为赛诺曼早期&土

仑早 期 黑 色 和 灰 色 页 岩%含B)N1#’%6.%/).%(%"
=1@%/’,"*%#2CCF"W%@’("#2CCF"7,%/($1,"*%#
*$1(1@%4"/#""0/1,"*%@)#’77F$"*,&/’,)#和0F
,*’66#’’$上 部 为 早 土 仑 期 红 色 页 岩%底 部 位 于

43c’超微化石带"顶部为43aD超微化石带’#最

后考察的3KG9出露于BME-’推覆体的盖层"红层

以狭窄条带头出露"红层特别是其上部%含海绿石砂

岩"岩石地层单元与波兰喀尔巴阡T;1)’层相似’覆
盖于黑色页岩组之上#根据钙质超微化石研究%从
43#到43!#超微化石带’"3KG9的时代为阿尔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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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末期h康尼亚克早期"当地红色页岩#91)’P91)-P
)’组$下部含斑脱土%某些地方还可以观察到角砾

岩和花岗质闪长岩成分#来源于仅在晚白垩世活动

的山脉$"

$!第["届 地 质 大 会 主 题 讨 论 会

#H"aF!#$

!!J83<%c[!%a%项目于"##%年b月"[日在意大

利佛罗伦萨第["届地质大会期间在主题讨论会场

举行了以&白垩纪大洋红层’为主题的会议%会议召

集人为王成善(TF ’̂/2’和RF+’()-"本次会议的

目的不仅由项目成员展示其研究成果%更主要是为

了将这两个项目介绍给国际地学界%并希望通过该

会议吸收更多的成员和了解新的信息%结果证明确

实做到了这一点"从出席人数来看%会议取得出人

意料的成功%虽然会议室的座位超过"##个%但仍然

座无虚席%甚至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会议期间共做了!%个口头报告#包括[个特邀

报告$%并张贴了!#张海报"在第一个特邀报告中%
9-??I’6介绍了大洋水体中溶解氧的古海洋学原

理%推测白垩纪大洋的洋流和构造与现在的不同点

及其可能的结果%并展示了与现在有很大不同的白

垩纪大 洋 环 流 模 式"第 二 个 特 邀 报 告 人 是 H-N
T./)1/%他讨论了过去![#R’以来%海洋和大气中

氧气的变化模式"他认为海洋沉积物中磷的峰值与

大洋缺氧事件相对应%缺氧P富氧的波动可以通过磷

的埋藏变化反映出来"如磷风化的增加可以由构造

活动或火山作用引起%还可引起同时期大气中3K"
含量增加和全球气温的升高"在第三个特邀报告

中%意大利地质学家BFR1/)’/’(-为听众介绍了他

对4ND(-’PR’(,*.盆地地质演化的长期研究成果"
3KG9出露于该盆地白垩纪晚期到第三纪早期的沉

积地层中%他认为+,’;?-’G122’组发育于广泛的构

造活动时期"王成善介绍了J83<%c[!%a%的目

标%并概括了计划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指出大洋环

流(气候变化和构造等因素及其组合的几个不同的

动力模式%能反映晚白垩世大洋底层水氧化条件)指
出黑色页岩向大洋红层的转变反映了碳存储和碳库

分布的变化%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油气勘探战略方

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TMD’̂’/2’在其总结性报告中认为一系列的过

程%如沉降流(海平面(洋流和气候方面的变化等%都

可能是导致白垩纪大洋实现从缺氧到富氧条件的

转变几个因素%目前尚没有充分的地球化学证据

可以确定究竟是哪一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些

过程可以在全球大洋中同时产生作用%导致海洋

不同部分的氧化还原条件有所不同"对比全球各

地晚白垩世大洋红层可以发现%穿时性是白垩纪

大洋红层的一大特点%要揭示3KG9形成的主要

限制因素及其古海洋学(古气候学意义%就必须开

展高分辨 率 地 层 学 工 作%以 便 进 行 精 确 的 对 比"
GFYF+,1))随后对于当前大洋红层资料进行概

括%计算了东欧和西藏3KG9的沉积速率%发现其

范围大致为""$#N!R’"
会上其他项目成员介绍了新的生物地层学资

料%分别是*RFY’;(.-,*和+FA.M*MD.(对东阿尔

卑斯 4?)(’*.?5.)-,带3KG9研究)RF R.?-/).和

VF -̂C’对罗马尼亚南喀尔巴阡的研究等"̂F+1)’=
和 F̂R-,*’?-=等通过对斯洛伐克喀尔巴阡的研究%
指出W!H界线有孔虫组成的主要变化%轮孔虫在此

界线消失"作者认为当温跃层变得不稳定时%微生

物群变化与海洋水体分层变化相关"KFHM62MX介

绍了土耳其从<1/)-E.2到+’=’(6’带地质断面的红

层资料%指出在该断面上晚白垩世远洋红层不仅出

露于陆块而且在缝合带内也可以发现%而在土耳其

南部尚缺乏相关的发现"J5’/VM?-,等人介绍了他

们对塞尔维亚3KG9的研究成果%发现一些油井穿

透了 红 层%在 塞 尔 维 亚 的 西 南 部 还 有 红 层 露 头"
M̂?-’/.0.//.(讨 论 了 德 国 大 陆 古 海 洋 学 钻 孔

#W-(,*(1E.%$中发现的阿尔布中期远洋红层的资

料"
\F8’5(-?15%&F+,*.(D-/-/’和 AFHM(等人

以展板的形式%介绍了出露于大高加索的几个层位%
如中土仑早期以及康尼亚克期远洋红层的研究成

果"万晓樵和司家亮介绍了藏南晚白垩世生物地层

格架%胡修棉等展示了西班牙南部G-10’(E.2地区

远洋红层露头"BF<.).(和0F+M(?6=通过研究东

格陵兰岛下白垩统地层中出露的远洋红层%提出远

洋红层可以发育于多种海洋学条件下%与古海洋普

遍的增温及洋流变化有关"J/.2Y./E?.(展示了对

阿拉伯海现代沉积物的研究成果%认为当海底为氧

化状态可以导致沉积物中的碳酸盐溶解%即便该沉

积物出露于33V面之上"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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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欧洲地球科学联盟"##$年度会议

主题讨论会"++<"%#

!!欧洲地球科学联盟"##$年会于"##$年%月

"%$"a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J83<%c[!%a%成

员&奥地利维也纳大学RFY’;(.-,*教授和德国不

来梅大 学J/.2Y./E?.(博 士 主 持 的 主 题 讨 论 会

"++<"%#’从白垩纪黑色页岩到大洋红层(将如期举

行%从主题会所收到的摘要看来)对白垩纪大洋红

层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体现在如下方面*
"!#各红层剖面的古生物资料进一步积累)并向

高分辨率的方向迈进%如斯洛伐克科学院的+1)’=
博士报道了斯洛伐克境内喀尔巴阡红层剖面的高分

辨率微体古生物资料)在此基础上探讨大洋红层所

代表的古环境变化%研究发现红色沉积的微体成分

的主要转变发生在W!H界线)此时的浮游有孔虫谱

系中的=1(%.’61*’5#消失%该现象的发生主要与气

候变暖和水柱均一化所带来的温跃层的不稳定&从
而导致大洋水体的重组有关+同时期的硅质生物大

量涌现%W!H界线之后的红层中有孔虫资料表明

大洋水体返回到中等$贫营养条件%奥地利维也纳

大学 Y’;(.-,*教授根据东阿尔卑斯大洋红层的古

生物资料)指出本地区红层出现的高峰时期为三冬

晚期$坎潘早期)这与全球红层出现的高峰期是一

致的%
""#地球化学&同位素方面的资料得到进一步的

丰富)为探讨大洋红层的成因机制问题作了进一步

的铺垫%如+FA.M*MD.(博士利用红层中的有孔

虫壳体和全岩样品)进行了碳氧同位素&矿物学以及

其他项目的地球化学测试)发现红色沉积期间的陆

源碎屑沉积速率更高)氧气的供应也更为充足)导致

有机质在水体中的彻底氧化%而 Y’;(.-,*教授则

首次对红层剖面开展了锶同位素地层学工作)为东

阿尔卑斯众多红层剖面的精确对比进行了有力的尝

试%
"[#新的学科方法的引入为挖掘大洋红层的古

气候古海洋学意义提供了依据%这方面主要体现为

国际著名地球化学家Y-??-’NI’6的工作%I’6根

据洋流模拟的结果)认为白垩纪中期之前)由于不存

在统一的大洋环流)洋流体系主要以一系列相对独

立的大型涡流系统组成"称之为.EE6P7-??.E1,.’/#)
因此大洋深部的氧气常常难以得到补充)因此频繁

发生大洋缺氧事件+而晚白垩世大洋红色沉积的出

现及其广泛分布)是大洋底部氧气得到持续供应的

表现)如果结合红色沉积的古深度资料)就可将大洋

红色沉积作为示踪大洋深部洋流循环的良好工具%
其他方面的进展包括持续对白垩纪中期黑色页

岩与大洋红层之间关系的探讨&现代海洋研究对大

洋红层的启示等)预计将对大洋红层的研究具有一

定的推动作用%

S!白垩纪大洋红层研究发展趋势

通过对近几年来白垩纪大洋红层研究工作的回

顾)不难总结出如下发展趋势*
"!#从地域分布上看)大洋红层研究已经从包括

对我国西藏地区在内的地方性研究)转变为在国际

对比计划框架范围内的全球对比综合研究%几年来

的对比研究发现)3KG9广泛分布于晚白垩世全球

大洋的深水环境中$$$北至格陵兰)南至新西兰)都
发现了3KG9的踪迹%这就决定了这项研究的国

际性)任何单个国家的研究人员都无法独立完成%
而正是国际地质对比计划的推行)为该项工作的迅

速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由我国科学家单独研究变为多个国家的

科学家申请到项目和经费共同研究%现在除中国之

外)其他国家研究人员申请到各自所在国经费和项

目开展红层研究的情况包括*"’#捷克科学基金委

员会资助<.)(+=MC-./博士)开展题为’捷克境内外

西喀尔巴阡构造带上白垩统大洋红层*沉积学)生物

地层学和地球化学(的研究)执行时间 为"##$$
"##S年+"D#土 耳 其 科 学 技 术 研 究 理 事 会 资 助

/J2N’-?lN.(\-?N’X博士)开展题为’土耳其西部下

白垩统"阿普特$阿尔布阶#和上白垩统"赛诺曼$
土仑阶#地层全球大洋缺氧和富氧事件的沉积学&微
体古生 物 学 和 沉 积 化 学 记 录(的 研 究)执 行 期 为

"##%$"##$年+",#奥地利科学院&奥地利J83<国

家委员会资助 R-,*’.?Y’;(.-,*教授)开展题为

’东阿尔卑斯&I.??./-E2和印度喜马拉雅上白垩统

大洋红层*基于微体生物组合和稳定同位素研究探

讨环境控制(的研究)执行时间为"##[$"##c年+
"E#德国德意志研究联合会资助J/.2Y./E?.(博

士)开展题为’在全球主要气候和海洋变化格架下从

下白垩统全球大洋缺氧事件到上白垩统全球大洋红

层沉积*以东特提斯喜马拉雅和西北特提斯阿尔卑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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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为例"的研究#时间为"##%$"##c年%&.’意大利

外交部资助R’22-N1+’()-教授#开展题为(西特提

斯上白垩统大洋红层的对比以及意大利中部立典剖

面"的研究#时间为"##"$"##%年 %&7’罗马尼亚科

学院)罗马尼亚研究和科学国家理事会资助R-*’.P
?’3’(N./R.?-/).#开展题为(罗马尼亚东和南喀尔

巴阡上白垩统大洋红层"的研究&"##%$"##$’*
此外#新西兰和美国也正在所在国申请基金过

程之中*
&[’从举办J83<项目学术年会快速向国际大

会或国际性学术年会转变*例如#(白垩纪大洋红

层"先后被第["届国际地质大会&意大利#"##%’)欧
洲地球科学联盟年度会议&奥地利#"##$’)第S届国

际白垩纪会议&瑞士#"##$’)第二届国际古生物大会

&中国#"##c’列为主题讨论会进行讨论*
&%’从参加人员的学术背景看#研究人员的学科

配备逐渐完善*不仅有古生物学)地层学)地球化学

等传统专业的人员参与其中#来自古气候)古海洋)
全球变化研究背景人员的加盟#将有力的推动红层

研究的进行*例如专门研究碳循环)氧循环的专家

的参与#对于探讨大洋红层与碳氧循环的关系将是

非常有利的*当然目前这方面的努力还是非常初步

的#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
通过上述学术活动#白垩纪大洋红层研究已取

得初步的成果*国际著名的白垩纪研究刊物(-*"<
(%,"1)#="#"%*,$"在今年第一期上以正刊的形式发

表了以大洋红层为主题的系列成果专辑#新的系列

成果的发表也正在筹划之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
挑战与机遇共存*(大洋红层"科学问题引起了国

际学术界的关注#近两年来许多国家都给予资助进

行相关研究#这必将促进白垩纪大洋红层的研究#
但对于中国科学家来讲#却是一个无形的挑战*为

了迎接这一挑战#并继续保持中国科学家在这一领

域原创性研究的优势#还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并

应通过此过程为我国培养和锻炼一支白垩纪研究

的精干队伍*

感谢4A&+3K!J48+以及J83<全委会对J83<%c[!
%a%项目的支持"也感谢J83<中国国家委员会对白垩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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