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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白垩纪大洋红层 ”(CORB)这一认识自 20世纪末正式提出后已经迅速成为白垩纪新的研究方向之一。根

据西藏南部和意大利中部两个研究程度较高地区所获得的地层、岩石、矿物等实际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 ,结合国

内外 CORB的研究现状 ,对全球 CORB的特征及分布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同时对大洋红层蕴涵的古海洋、古气候信

息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 , CORB是氧化条件下原地沉积的产物 ,导致该氧化条件出现的主要因素是底

层水中高含量的溶解氧 ,而深层古洋流的发育很可能是产生溶解氧含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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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垩纪是地质历史中极端温室气候的典型代

表 ,长期以来被国际地球科学界视为研究地球系统

科学的范例 ( Skelton et al, 2003)。研究白垩纪古气

候和古海洋变化 ,对于理解地质历史时期温室气候、

海洋以及预测未来温室效应变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 (王成善 , 2006)。

“白垩纪大洋红层 ”( Cretaceous Oceanic Red

Beds,缩写为 CORB )是指一套特殊的海洋深水环境

下形成的以红色 - 紫红色颜色为主的沉积物 ,包括

红色灰岩、泥灰岩、钙质页岩、页岩及硅质岩 ,尤以红

色灰岩为特征 ,其沉积环境主要以远洋、半远洋大陆

斜坡 -深水盆地为主 ( Hu et al, 2005;王成善和胡

修棉 , 2005)。自 20世纪末 CORB由我国科学家正

式提出 , 在国际地球科学计划 IGCP463 项目和

IGCP494项目的直接推动下 ,已被国际同行广泛接

受。其蕴含的有关古海洋和古气候的科学意义也引

起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 ,并已经迅速成为白垩纪研

究新的方向之一 (王成善和胡修棉 , 2005; IGCP463 /

494秘书处 , 2005)。

目前 ,有关 CORB研究在国内外已取得了一批

重要的研究成果 ;如 ,国际期刊《白垩纪研究 》2005

年第 1期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 ;美国沉积地质学家

协会 ( SEPM )也即将以系列出版物的方式系统介绍

相关研究成果 ;我国《地学前缘 》2005年第 2期开辟

了“白垩纪大洋红层 ”专栏。遗憾的是 ,迄今国内外

尚没有对 CORB进行系统的学术总结。本文将以作

者近年来所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为依托 ,重点对在

西藏南部和意大利中部两个研究程度较高地区所获

得的立典研究成果予以详细介绍 ,同时参考国外相

关的研究 ,对 CORB的全球性分布进行总结和对比 ,

进而对大洋红层蕴涵的古海洋、古气候信息进行详

细评述和成因分析。

1　东特提斯立典研究 :藏南的 CORB

由于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的碰撞 ,使得东特提

斯洋的沉积记录仅以构造断片的形式保存在现今主

体位于我国西藏的喜马拉雅地区。西藏南部江孜地

区是 CORB概念的发源地 ,该地区晚白垩世的一套

红色沉积被称之为床得组 (李祥辉等 , 1999;王成善

等 , 2000)。胡修棉 ( 2002)首先对该套特殊深水红

色沉积进行了系统研究 ,随后其它更深入的多学科

研究成果陆续发表 ,如生物地层学 (万晓樵等 ,



2005; W an et al, 2005 )、岩石地层学 ( L i et al,

2005)、岩石类型、沉积环境以及颜色机理 (胡修棉

等 , 2006)、元素地球化学 (W ang et al, 2005)、有机

地球化学 ( Zou et al, 2005)等。

1. 1　地层和岩石特征

沿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南侧分布的床得组大洋红

层 ,由东往西断续出露逾千公里 ,在羊卓雍错、江孜、

萨迦、萨嘎、札达一带出露良好 ,与晚白垩世宗卓组

地层紧密相伴 (万晓樵等 , 2005)。床得组红层多以

透镜体形式出现 ,分两种情况 :一是作为构造混杂岩

块出现 ,如江孜勇拉、采雄、白洒以及萨迦、萨嘎、扎

达等地 ;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沉积滑移导致红层以

不连续透镜体形式分布 ,如江孜床得、维美等剖面

(胡修棉等 , 2006)。

在江孜床得剖面 ,床得组大洋红层由紫红色、褐

红色中 -厚层有孔虫泥晶灰岩和紫红色页岩组成 ,

厚度约 28. 9 m (胡修棉 , 2002) ,含丰富浮游有孔虫

和钙质超微化石 ,指示其时代为 Santonian - Cam2
panian期 (胡修棉 , 2002;万晓樵等 , 2005; W an et al,

2005)。主要岩石类型有红色有孔虫颗粒灰岩、红

色生物碎屑泥晶灰岩、红色含微体生物泥晶灰岩、红

色泥晶灰岩、红色 —杂色内碎屑砾状灰岩以及红色

页岩。在羊卓雍错湖南侧巴尔冈剖面 ,红层组合为

红色页岩、红色放射虫硅质岩、红色含有孔虫泥晶灰

岩等 ,根据浮游有孔虫 (王乃文等 , 1983)和底栖有

孔虫判别其时代为 Campanian - Maastrichtian 期。

在萨迦县赛区麦龙 —虾基一带 ,宗卓组内部出现紫

红色泥晶灰岩 ,有孔虫限定其时代为 Campanian期

(万晓樵等 , 2005 )。在西藏西部札达地区龙吉村

南 ,大洋红层分布在宗卓组混杂岩内 ,以滑塌岩块产

出 ,丰富的浮游有孔虫动物群指示时代为古新世早

期 (万晓樵等 , 2005)。

1. 2　矿物特征

1. 2. 1　粘土矿物

床得组红色页岩粘土矿物以伊利石为主 (65%

～90% ) ,绿泥石次之 (可达 30% ) ,部分样品中见蛭

石、绿泥石 - 蛭石混层、蒙脱石 - 蛭石混层 (胡修

棉 , 2002)。另见碎屑来源的含钾丰富的长石和石

英 ,未见高岭石和蒙脱石。来源于山链的大洋碎屑

常出现这种粘土组合 ,它与印度洋来源于喜马拉雅

山脉的新生代沉积极为相似 ,如孟加拉扇和印度河

深海扇 ,也与一些深海红色粘土相仿 ( HervéCham2

ley, 2001;私人通信 )。

床得组红色页岩与下伏加不拉组 (Berviasia -

Coniacian)灰色页岩在粘土矿物组成上并没有显著

区别 ,均表现为伊利石含量最高、绿泥石次之的组

合。这说明加不拉组和床得组物源区的岩石类型和

气候条件相似 ,物源区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由此 ,

页岩的颜色与粘土矿物组成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1. 2. 2　致色矿物

显微镜下 ,“红色 ”表现为不可见晶形出现于基

质中 ,扫描电子显微镜下也没有发现结晶良好的赤

铁矿晶体。去 CaCO3后灰岩粉末样品的颜色由灰品

红色变为暗紫红色 ,说明 CaCO3含量不改变沉积物

的颜色类型 ,但决定着颜色的亮度 ,这一点表现在

CaCO3含量与亮度正相关 (图 1)。X射线衍射结果

表明 ,石英、钠长石、赤铁矿为残留物的主要成分 ,赤

铁矿是以细小的、分散状的形式出现于红层内。

床得剖面红色沉积样品漫反射结果显示 ,无论

岩石类型 (灰岩、泥灰岩和页岩 )和红色深浅 (包括

色标 : 5R5 /4, 5YR6 /1, 5R6 /2, 5YR8 /1, 10R4 /2,

10R5 /4, 10R6 /2 ) ,仅有一个峰值出现在 560～570

nm之间 ,为赤铁矿特征峰 (胡修棉等 , 2006) ;而其

他灰色、灰绿色样品 (N5、N6、5Y7 /2、5Y8 /1) ,既缺

乏赤铁矿特征峰 ,也没有出现针铁矿的两个一阶导

数峰 ,这说明灰色、灰绿色样品内缺乏高价的赤铁矿

和针铁矿。图 1中的红度 /亮度与赤铁矿峰高以及

Fe3 +含量呈高度正相关 ,这充分证明了赤铁矿的存

在是导致红色样品致色的主要原因。

1. 3　沉积特征

江孜地区床得组红层沉积环境被解释为上斜

坡 —下斜坡 /盆地相 ,上斜坡环境下沉积红色灰岩 ,

而下斜坡 /盆地相则出现红色页岩 (胡修棉 , 2002;

胡修棉等 , 2006)。

红色灰岩内生物以浮游有孔虫为主 ,偶见海百

合碎屑 ,未见底栖生物 ,整体表现出远洋环境特点。

胡修棉等 (2006)通过系统宏观和微观证据表明 ,床

得组红色灰岩层并不是原地沉积 ,而是属于一种滑

移 -滑塌沉积 ,即先成的较浅水上斜坡红色灰岩层

通过滑移、滑塌作用沉积在下斜坡页岩内。

红色页岩整体缺乏碳酸钙沉积 ,贫生物 ,仅见极

少量的底栖有孔虫。红色页岩局部与薄层含浮游有

孔虫泥灰岩不等厚互层 ,两者之间突变接触 ,泥灰岩

内有孔虫呈条带状分布。这种泥灰岩层被解释为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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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藏南床得剖面漫反射和地球化学参数变化 (据陈曦 , 2005修改 )

Fig. 1　 DRS and geochem ical data from the Chuangde section, southern Tibet

流沉积。

羊湖巴尔冈剖面红层的沉积环境被认为属于一

种频繁受水下重力流影响的半远洋环境 ,剖面上以

出现碳酸钙质化石与火山岩岩屑混合来源的碎屑流

沉积为特征 ,整体缺乏陆源碎屑物质的输入 ,其火山

物质和碳酸盐物质来源于火山岩之上的碳酸盐岩建

造 (胡修棉等 , 2006)。

1. 4　地球化学特征

1. 4. 1　常量元素

分析结果显示 ,相对于上下地层的灰色页岩而

言 ,床得剖面红色页岩明显富 Fe2O3 (平均 814% ,最

高达 1216% ;灰色页岩仅 1% ～ 4% ) , FeO 含量明

显偏低 , K2 O含量略高 ,其它常量元素 (包括 MnO )

变化不明显。巴尔冈剖面红色页岩同样以出现高含

量 Fe2 O3 (8157% )、极低含量 FeO (0138% )为特征 ,

铁主要以 Fe3 +形式出现。另外 ,红色页岩层底部还

出现 Cd /A l正异常 (从 0102～0106增加到 0117～

0124)和 Ba /A l明显正异常 (从 300～400增加到

800～1000) ; Th /A l比值在颜色变化界线处出现 015

低值 ,离开界线比值为 113～116, U /Th比值则出现

正异常 ,从 0110增加到 0133 (胡修棉 , 2002)。

床得组红色灰岩以富三价铁为特征 ,床得剖面

红色泥晶灰岩 Fe2 O3含量 3143% ～5162% (平均

4127% ) ;巴尔冈剖面红色泥晶灰岩 Fe2 O3 含量

112% ,而灰色灰岩 Fe2 O3含量仅 0157% (胡修棉 ,

2002)。

根据岩性的不同 ,床得组 6个红色沉积样品的

稀土元素总量 ( REE)也有所不同 ,大致可分为两

类 :一类是泥灰岩样品 , REE总量变化为 ( 97. 36～

179. 12) ×10
- 6

,平均值 138. 7 ×10
- 6

;另一类是页

岩样品 , REE 总量变化在 ( 224. 26 ～281. 21 ) ×

10 - 6 ,平均值达 250. 6 ×10 - 6 (胡修棉 , 2002)。红层

内部泥灰岩样品的 REE总量远远低于页岩样品中

的含量。床得组红色沉积层内 ,各个稀土元素含量

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其中以铕含量增加 106. 7%

最为明显 ; Ce元素增幅最小 ,仅增加 16. 8% ,与其它

稀土元素增幅相比 ,表现为相对铈亏损。对应于红

色沉积的出现 ,铈异常变化明显 ,δCe在红色沉积出

现处明显降低 ,由 0. 96下降为 0. 66, Ce /La比值也

由 2. 15降至 1. 45,小于 1. 5,这说明古海洋由还原

条件迅速转变为氧化条件 (胡修棉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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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碳同位素

床得组红层全岩δ13 C相对于定日地区同期海

相碳酸盐δ13
C整体负向偏移量达 2. 0‰。而在其床

得组红层内部δ13
C自下而上一直攀升 ,自 - 1. 5‰

～0‰之间上升到 0‰～1. 0‰之间 (胡修棉 , 2002;

L i et al, 2006)。

1. 4. 3　有机地球化学

总有机碳含量 ( TOC)极低是床得组红层的一个

最显著特征 ,平均含量为 0. 11% ( 8个样品 ) ,而在

其紧邻下伏加不拉组地层平均为 0. 51% ( 22个样

品 ) (胡修棉 , 2002)。胡修棉 (2002)研究还发现 ,在

床得剖面红层内还出现丰富的三环二萜烷和孕甾烷

系列 ,并分别在 m /z191和 m /z217中占据主峰位

置 ,其来源和成因尚不清楚。Zou等 (2005)研究发

现 ,床得组红层有机质碳同位素出现负偏移 (δ13
Corg

为 - 25. 6‰ ～ - 26. 5‰) ,并出现低比值 nC17 / nC27

和 nC17 /藿烷 ,这被解释为有机质原始沉积和埋藏量

低。

1. 5　小结

对西藏床得组大洋红层综合研究表明 ,它是在

底层水为高度氧化条件下的产物 (W ang et al,

2005; 胡修棉等 , 2006)。主要证据有 : 1 )沉积物为

特征红色。镜下观察 ,无论是页岩还是灰岩、硅质

岩 ,基质部分均出现赤铁矿浸染现象 ; 2 )红层内有

机碳含量极低 ,平均含量 0. 1% ; 3)红层内 Fe
2 +偏

低 , Fe3 +偏高 ,全铁含量基本不变 ,部分 Fe2 +在氧化

条件下转化成 Fe
3 +

; Mn含量没有变化。 Fe
3 +偏高

是造成岩石成红色的主要原因 ; 4 )稀土元素 Ce在

红层底部出现强烈的异常倒转 ,氧化还原条件从还

原条件突变为强烈的氧化条件 ; 5)漫反射结果显示

红色样品出现特征赤铁矿峰 ,而灰色、灰绿色样品内

缺乏赤铁矿和针铁矿。并且 ,这种底层水氧化条件

在西藏出现的时限从 Santonian一直延续古新世。

考虑到床得组沉积环境为斜坡或盆地 ,这意味着在

西藏南部所在的东特提斯洋南缘大陆斜坡或盆地下

广泛出现氧化性的沉积环境。

2　西特提斯立典研究 :意大利中部的
CORB

　　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在白垩纪时期位于西特

提斯中间海域 ,远离稳定的欧洲和非洲大陆 ,整体以

远洋 —半远洋沉积为主 ,是研究白垩纪古海洋和古

气候的最佳地区之一。CORB广泛分布于意大利阿

尔卑斯和亚平宁地区 ,上白垩统 —古近纪大洋红层

称之为 Scaglia Rossa组 ,其时代与藏南的白垩纪红

层时代大致相当。长期以来 ,对 Scaglia Rossa的研

究涉及地层、矿物、沉积、地球化学等各个方面 ,是全

球晚白垩世生物地层、磁性地层、旋回地层等研究的

发源地 ,研究程度极高 (参见 Hu et al, 2006)。

Scaglia Rossa组的厚度在意大利中部变化于

200～400 m之间 ,在 Gubbio剖面厚约 325 m,一般

层厚 15～85 cm,平均 20 cm。主要由红色 —品红色

均匀的灰岩和泥灰岩组成 ,灰岩内 CaCO3含量大于

90% , TOC含量极低 (0. 07% ～0. 17% )。含丰富的

浮游有孔虫 ,时代为 Turonian中期至始新世晚期。

红色 —灰色瘤状硅质岩见于 Campanian期之前地层

以及早中始新世灰岩 (A rthur & Fischer, 1977)。意

大利近年来 CORB研究的新成果重点介绍如下。

2. 1　白垩纪中期的大洋红层

系统的野外调查发现 ,意大利中部的 CORB除

了产于 Scaglia Rossa外 ,在其沉积之前的白垩纪中

期 (Ap tian - Cenomanian)黑色页岩中还至少出现 8

套厚度不一的红色沉积 (Hu et al, 2006)。因此 ,最

早的红 层 是 紧随 Ap tian 早 期 大 洋 缺 氧 事 件

(OAE) ———黑色页岩层 (被称之为 Selli层 , OAE1a)

之后形成。随后在 Ap tian, A lbian, Cenomanian期广

泛分布。其中 Ap tian期沉积 2套 , A lbian 5套 , Ceno2
manian 1套。红层的厚度从 0. 6 m至 17. 51m不均 ,

延续的时间从 0. 13 Ma至 4. 54 Ma不等 (表 1)。各

大洋红层的基本特征见表 1。

2. 2　从黑色页岩到大洋红层的转变

近年来 ,对黑色页岩向红色沉积的转变过程进

行了重点研究。结果表明 ,对于意大利中部白垩纪

中期地层而言 ,黑色页岩向大洋红层转变以两种类

型最为明显 ,一种是 Ap tian早期 Selli层 (OAE1a)和

Cenomanian末期 Bonarelli层 (OAE2)分别到其上覆

的大洋红层。其中 Selli层和 Bonarelli层所代表的

OAE1a和 OAE2是具有全球性分布规模的黑色页

岩。在意大利中部 , Selli到其上覆大洋红层的地层

间距约为 1～3 m,为灰色、灰白色灰岩、泥灰岩地

层 ;而从 Bonarelli层顶部到上覆大洋红层 (即 Sca2
glia Rossa)之间的间距约 10 m左右 ,为灰白色灰岩

层。通过对黑色页岩到大洋红层过渡沉积的研究 ,

可以清楚地了解大洋缺氧之后古海洋条件的变化 ,

4 高 　校 　地 　质 　学 　报 13卷 1期 　



表 1　意大利中部 Umbria2Marche盆地 Ap tian2Cenomanian大洋红层特征 (据 Hu et al, 2006)

Table 1 　Characters of the Aptian2Cenoman ian O RBs in the Um br ia2M arche Ba sin, cen tra l Ita ly

大洋红层 剖面 厚度 (m) 延时 (Myr) 浮游有孔虫带 主要特征

ORB8
Bottaccione

Gorge
14 0. 95 R. cushm ani

品红色 - 红色灰岩夹灰色灰岩和少量的灰色泥灰岩 ,品红
色 - 灰色瘤状硅质岩丰富 ;部分层内 ,底部为灰白色 ,顶部
过渡到品红色或暗红色 ;在部分灰色灰岩层内 ,出现红色
纹层 ,厚度几毫米到几厘米 ,颜色渐变

ORB7

Monte Petrano
V isp i Quarry
Bottaccione

Gorge

5. 8
1. 89

4. 2

0. 87
- -

0. 63

R. ticinensis -
R. appennin ica

3～10 cm厚的灰色和品红色泥灰岩和泥灰质灰岩 ,弱生物
扰动构造和瘤状硅质岩丰富 ;品红色泥灰岩主要以 1～3
cm层出现 ,与灰色层突变接触

ORB6
Piobbico Core
V isp i Quarry

Monte Petrano

2. 35
2. 05
3. 1

0. 35
- -

0. 44
R. praeticinensis

2～15 cm厚褐红色泥灰岩和泥岩与 1～10 cm厚灰色泥灰
质灰岩不等厚互层 ,见 2层 3～5 cm厚黑色页岩 ,红层与
灰层接触界线突变

ORB5
Piobbico Core
V isp i Quarry

Monte Petrano

1. 39
1. 26
1. 4

0. 21
- -
0. 2

R. praeticinensis

弱生物扰动褐红色泥灰岩和泥岩 ,夹白灰色泥灰质灰岩 ,
后者接近顶底界线均出现毫米级红色层 ;一些红色层的中
部为暗灰色 ,钙质含量较高 ;缺乏黑色页岩

ORB4
Piobbico Core
V isp i Quarry

Monte Petrano

1. 11
1. 56
0. 6

0. 28
- -

0. 13
T. prim ula

灰绿色、局部灰红色泥灰质泥岩和泥灰岩与暗红色泥岩不
等厚互层 ,两者界线突变 ;灰绿色泥灰岩内生物扰动极其
发育 ;出现 3层 3～5 cm厚黑色页岩

ORB3 Piobbico Core 2. 36 1. 3
H. planispira -

T. prim ula

暗红色泥灰质泥岩和少量的泥灰岩 ,局部呈灰绿色 ,生物
扰动丰富 ,出现丰富的薄层黑色页岩

ORB2 Piobbico Core 3. 19 0. 55
T. bejaouaensis -

H. planispira
暗红色—灰红色泥灰岩和钙质泥岩 ,缺乏黑色页岩

ORB1 Piobbico Core 17. 51 4. 54
G. ferreolensis -

T. bejaouaensis

暗红色泥灰岩 ;红色灰岩和红色钙质页岩 ,夹灰色泥灰岩
和灰岩。灰色与红色局部呈韵律性旋回 ; 在 Selli层与
ORB1之间有 0. 9～2. 6 m厚的过渡层 ,由薄层灰色泥灰质
灰岩组成 ,含瘤状硅质岩 ,缺乏黑色页岩

以及红层所代表的氧化条件是如何出现的 ;第二种

类型是红色沉积 (红色泥灰岩、钙质页岩为主 )与非

红色 (主要为黑色、灰色、灰白色等 )沉积组成的高

频旋回。通过对这些高频沉积纪录的研究 ,可以获

得高频沉积颜色变化所代表的古海洋变化等信息。

2. 2. 1　毫米级岩层变化

毫米级的细致野外观察研究表明 ,在 Bonarelli

之上约 4. 34～4. 44 m处开始出现品红色沉积 ,为白

色和红色的杂色灰岩层。随后 ,层状品红色灰岩出

现在 5. 72 m。在白色灰岩 ( Scaglia B ianica组 )向品

红色 —红色灰岩 ( Scaglia Rossa组 )过渡处 ,出现两

层厚约 20 cm过渡层 ,分别位于 10. 35～10. 55 m和

10. 63～10. 83 m (图 2)。过渡层底部为白色 ,向上

逐渐过渡 ,至顶部为品红色。从 4. 34～10. 83 m ,白

色灰岩完成了向品红色灰岩的过渡 ,根据此时期 H.

helvetica带的沉积速率 7. 4 m /Ma ( Premoli Silva &

Sliter, 1994) ,该过渡所需要的时间约 0. 88 Ma。

2. 2. 2　岩石颜色变化

通过漫反射、元素地球化学等研究发现 (图 2) ,

当岩石颜色由白色向品红色转变时 , Fe
3 +增加 , Fe

2 +

则保持不变 ,且漫反射赤铁矿峰值与红色的出现相

对应。其一价导数值峰的高度与红色的强弱 (红

度 )保持高度正相关变化 (图 2)。这说明赤铁矿的

出现是导致岩石由白色向红色转变的矿物学原因。

前人研究间接表明 ,红色灰岩内赤铁矿的生长发生

在沉积后的 10万年内的沉积 - 成岩早期 (Channell

et al, 1982)。

碳酸盐含量的多少与颜色的类别无关 ,但却影

响着颜色的强弱 ,这一点可在岩石的亮度与 CaCO3

含量的曲线变化上有相关反映 (图 2)。

2. 2. 3　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除了铁含量变化之外 ,对应于颜色由白色向品

红色转变 , Zn /A l及氧化还原敏感性元素 Mo /A l、V /

A l、Cr/A l等降低 ,Mn、Si、A l、K、Na以及其它元素基

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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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意大利中部 V isp i Quarry剖面 Scaglia B ianica组与 Scaglia Rossa组过渡处漫反射和地球化学参数变化

Fig. 2　 DRS and geochem ical data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Scaglia

B ianica to Scaglia Rossa at the V isp i Quarry section, central Italy

对应于颜色由白色向品红色转变 ,稀土元素基

本上没有变化 ,显示一致性的高稀土元素富集和明

显的δCe负异常。这表明 ,红色 —灰色所代表的环

境变化并没有改变稀土元素的组成。

2. 2. 4　稳定同位素特征

研究表明 ,对应于颜色由白色向品红色转变 ,全

岩碳氧同位素并没有明显变化 (Hu et al, 2006; 图

2)。但在转变界线之上约 3～5 m处 ,δ13
C出现明

显的负向偏移 ,同时δ18 O出现明显正偏移 ( Stoll &

Schrag, 2000; Jenkyns et al, 2004)。碳氧同位素相

对于颜色的变化而言有一个短暂的滞后过程。

3　CORB的全球分布特征

3. 1　空间分布

有关 CORB全球分布的研究 ,是迄今为止所取

得的最为重要的进展之一。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

言 , CORB分布在全球各大洋中 ,包括大西洋、特提

斯洋和印度洋 ,从现今陆地剖面上 ,则从东边的喜马

拉雅地区 ,穿越高加索、土耳其、喀尔巴阡、阿尔卑

斯、伊比利亚半岛。Hu 等 ( 2005)对晚白垩世大洋

红层的分布、岩相、时代和沉积环境等特征进行了系

统总结 ,获得了 CORB全球古地理分布图 (图 3A )。

同时 ,魏玉帅等 ( 2005)、陈曦等 ( 2005)分别对东西

特提斯 CORB基本分布和特征进行了归纳和对比。

相对于晚白垩世而言 ,白垩纪中期大洋红层分

布有限 ,已经证实的地区有 (Hu et al, 2006,图 3B) :

意大利亚平宁地区、意大利南阿尔卑斯地区、奥地利

阿尔卑斯地区、波兰喀尔巴阡地区、俄罗斯北高加索

地区、西喜马拉雅地区以及北大西洋 DSDP /ODP钻

孔内。

3. 2　时代分布

对于白垩纪红色页岩而言 ,因其沉积环境通常

位于碳酸盐补偿面 ( CCD )以下 ,缺乏钙质生物 ,仅

含少量的胶结壳有孔虫 ,只能提供粗略的地层年代

格架 ,这从客观上很难获得以红色页岩为主的大洋

红层的精确时代。对于红色灰岩而言 ,因其含有丰

富的钙质超微生物和浮游有孔虫 ,使得生物地层方

法得以广泛地应用。因而 ,国际上对红色灰岩沉积

的时代控制较好。近年来 ,在 IGCP项目框架范围

内 ,各国科学家对大洋红层的生物地层开展了大量

的工作。例如 :Melinte & J ipa (2005)通过钙质超微

化石研究 ,系统厘定了罗马尼亚东喀尔巴阡大洋红

层的时代为 Campanian期 —古新世早期 ; W agreich

等 (2006)通过沟鞭藻和浮游有孔虫的研究 ,认为奥

地利 Rhenodanubian复理石下红色页岩层为 A lbian

末期到 Cenomanian早期。综合对比研究发现 ,受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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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白垩纪 80 Ma (A)和 110 Ma (B)时期的 CORB全球分布图 (底图源自 http: / /www. odsn . de)

Fig. 3　 Paleogeographic localities of Cretaceous Oceanic Red Beds at the time of 80 Ma (A) and 110 Ma (B)

( The base paleogeographic map s are downloaded from http: / /www. odsn . de)

造活动、浊积发育、盆地地形、物源区变化等多种的

影响 ,各地 CORB的发生和结束并不同时 (Hu et al,

2005, 2006;图 4)。因此 , CORB并不能作为简单的

地质事件来研究 ,它与 OAE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

点也是国际大多数科学家的共识。

另外 , CORB 的出现与 OAEs的发生在时间上

具有一定的关系 ,一般在 OAEs发生之后 ,晚白垩世

Santonian - Campanian 为红层出现的高峰时期

(W ang et al, 2004;图 4)。

4　CORB成因机制探讨

4. 1　沉积环境及其相关因素

CORB的沉积环境以深水为主 ,包括外陆棚、斜

坡和盆地等。盆地相一般仅发育红色泥质岩 ,如北

大西洋 ;而斜坡和远洋环境下不仅发育红色页岩 ,同

时还有红色泥灰岩、红色灰岩和红色硅质岩 ;另外在

斜坡环境下多发育浊流沉积 ,如意大利的 Scaglia

Rossa组和奥地利的 N ietrental组 (Hu et al, 2005)。

W agreich & Krenmayer(2005)研究奥地利北阿尔卑

斯白垩统 N ierental组大洋红层后 ,发现盆地形态和

碎屑输入强烈影响着大洋红层的出现和沉积相类

型。Kuhnt & Holbourn (2005)对东西特提斯 Campa2
nian - Maastrichtian期深水底栖有孔虫研究发现 ,大

洋红层可分为 3个生物相 : 深海红色泥岩与矮小深

海生物组合、深海红色泥灰岩与含钙质胶结有孔虫

组合、深水远洋灰岩与 Rhizamm ina组合。

系统研究发现 ,浊流沉积的出现导致红色沉积

的消失 ,这与传统认识恰好相反。由于浊流、碎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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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球代表性地区上白垩统大洋红层地层分布示意图 (据 Hu et al, 2005)

Fig. 4　 Integrated strati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Upper Cretaceous Oceanic Red Beds

等重力流为瞬间事件 ,其沉积速率高 ,有机质因没有

足够的时间完全氧化而部分被保留 ,因而沉积物多

呈灰色、灰白色。在藏南红色页岩内 ,与页岩突变接

触的极薄层泥灰岩层被解释为浊流的产物。泥灰岩

颜色通常为红灰色、灰色 ,局部泥灰岩顶底为灰红

色 ,中间为灰色。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意大利、奥地

利、罗马尼亚等地区大洋红层沉积中。如 ,在意大利

Ancona城 Fornaci采石场 ,红色灰岩内发育的灰白

色灰岩层就是钙质浊流沉积的产物 ( Hu & Sarti,

2002) ;在奥地利 Gosau盆地 ,红色灰岩与灰色灰岩

交替出现的原因就在于红层是远洋沉积 ,而灰色灰

岩则是带入了大量的陆源碎屑沉积的浊流沉积而成

(W agreich & Krenmayer, 2005)。

沉积速率与大洋红层之间的关系也与基于现代

大洋红色粘土的传统认识不一致。研究发现 ,白垩

纪大洋红层的沉积速率变化较大 ,从 CCD面之下红

色页岩的几 mm /ka到碳酸盐和浊流发育的几十

mm /ka不等。如通过对意大利浮游有孔虫化石带

研究发现 ,沉积速率与颜色变化之间没有必然的关

系 (Hu et al, 2006)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奥地利和

波兰 (W agreich & Krenmayer, 2005)。很显然 ,白垩

纪以 Scaglia Rossa为代表的红色灰岩不能用低沉积

速率来解释其成因。

4. 2　沉积物来源及其成岩作用

在排除表生风化成因的红层之外 ,海洋环境下

出现红色沉积物通常存在 3种解释 : 1 )陆地 /滨浅

海氧化陆源碎屑被重力流搬运到深水环境沉积

(Lajoie & Chagnon, 1973 ) ; 2 )位于碳酸盐补偿面

(CCD面 )之下 ,类似于现代太平洋缓慢被氧化的红

色粘土 ( Glasby, 1991) ; 3)嗜铁细菌作用的结果 (参

见 Mamet & Préat, 2006; Préat et al, 2006)。基于

我国西藏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比较研究 ,对于 CORB

而言 ,不同的沉积物来源反映了沉积环境的差异 ,因

此其成因机制可能不尽相同。

现代大洋中红色粘土仅出现在一般大于 4400

m的深海中 ,主要为各种风成粘土和细粒矿物 ,碳酸

盐含量极低 ,沉积速率极小 ( < 1 mm /ka)。对于白

垩纪红色页岩 ,如北大西洋上白垩统 Plantagenet组

红色粘土沉积 (Jansa et al, 1979) ,根据其低沉积速

率、物质组成以粘土矿物为主以及远洋深水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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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面之下 )等特征 ,应该与现今太平洋红色粘土

沉积相同 ,为 CCD面之下、低沉积速率和氧化条件

下的产物 (Hu et al, 2005)。另外 ,在西藏南部部分

红色页岩中 ,铁的分布呈簇状 ,并沿裂隙局部富聚 ,

显示铁细菌作用的存在 ,需要进一步研究。

然而 ,对于白垩纪红色灰岩而言 ,显然不符合上

述 3种情形。原因在于 : 1)它是一套以碳酸盐沉积

为主的富含浮游有孔虫的远洋—半远洋红色沉积 ;

2)红层内矿物组成及其化学成分显示物源区没有

任何改变 ,缺乏异地运移的沉积构造标志 ; 3 )白垩

纪大洋红色灰岩沉积速率至少 10～20 mm /ka; 4)显

微镜下 ,红色灰岩中铁是均匀发散状的 ,没有见到嗜

铁细菌作用的痕迹。

根据作者对西藏、意大利、罗马尼亚、土耳其、波

兰等地详细的野外和室内研究 ,结果表明 ,红色灰岩

是氧化条件下沉积物在原地形成的产物。主要的证

据有 : 1) 红层岩层呈单层产出 ,与上下层接触关系

清晰 ,内部颜色鲜艳而均匀 ,未见还原色斑 ; 2) 部分

单个岩层之内从底部到顶部见到从灰色 —灰白色向

红色 —品红色的转变 ; 3) 矿物学、岩石学和地球化

学数据都表明 ,赤铁矿的存在是导致白垩纪红色灰

岩致色的主要原因 ( Eren & Kadir, 1999; Hu et al,

2005, 2006; W ang et al, 2005) ; 4)红色不是由于碎

屑来源的赤铁矿引起的。一方面 ,随着灰色—灰白

色向红色 —品红色的转变 ,粘土矿物组成基本没有

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 ,对应于颜色的转变 ,指示碎屑

来源的化学元素 (如 A l、Si等 )基本没有变化 ; 5 )

Channell et al. ( 1982)通过研究意大利白垩纪红色

灰岩的磁性矿物 ,发现由磁铁矿定义的地磁反转界

线之下几十厘米 ,一些赤铁矿颗粒被反转后的磁场

所磁化 ,这进一步证实红层中的赤铁矿为早期成岩

阶段产物。赤铁矿的生长优先于碎屑或生物磁铁矿

的机械固定 ,随后成岩赤铁矿颗粒并没有像磁铁矿

那样容易旋转响应于背景地磁场极性 ,原因是赤铁

矿作为大的、无磁性颗粒的包裹层出现。

5　CORB对古海洋和古气候的指示意义

5. 1　远洋沉积记录

全球对比研究表明 ,根据大洋红层、黑色页岩沉

积的出现 ,白垩纪整个特提斯域深水沉积大体可以

分为 3个阶段 (图 5) :自早白垩世初期一直到 Ap2
tian早期 ,地层主要以出现高含量碳酸钙沉积为特

征 (Maiolica 相 ) ; 自 Ap tian 早期 Selli层一直到

Bonarelli层 (OAE2) ,以同时广泛出现黑色页岩和大

洋红层为特征 (Marne a Fucoidi相 ) ; Bonarelli层之

上则主要以出现大规模的大洋红层沉积为特征

( Scaglia Rossa相 )。白垩纪深水沉积从早白垩世灰

岩相、含黑色页岩夹层、黑色页岩和大洋红层大规模

出现一直到晚白垩世整体以大洋红层为主的沉积转

变 ,蕴藏在这一远洋沉积物转变之后的古海洋、古气

候条件显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白垩纪中期大洋红层与黑色页岩高频交替出现

(图 5) ,至少反映了白垩纪中期古海洋和古气候状

态的不稳定性。如果大洋红层代表着氧化条件 ,而

黑色页岩代表着还原条件 ,这意味着白垩纪中期的

海洋底部古氧化还原条件也是高频变化的。大量的

研究显示黑色页岩与高温相联系 ,那么 ,黑 -红的高

频转变意味着海水古温度的明显变化 ,这对白垩纪

中期气候温暖而均一的传统认识提出了挑战。

5. 2　溶解氧含量

沉积物 —水界面的氧化还原条件直接决定着沉

积物表层的氧化还原性 ,前者主要由有机质堆积速

率和底层水溶解氧含量决定 ,溶解氧为氧化剂 ,有机

质为还原剂 (Morford et al, 1999)。因此 ,沉积物氧

化还原性归根结底受有机质堆积速率和底层水溶解

氧含量控制。大洋红层内保存大量的有孔虫、钙质

超微化石以及硅质岩内出现大量的放射虫 ,均说明

当时红层沉积时期有机质堆积速率可能并不低 ,同

时与灰色 -白色灰岩相比而言 ,有机质堆积速率变

化不明显。因此 ,作者认为 ,造成红层所对应的氧化

条件是由于底层水出现高含量的溶解氧决定的 ,并

且 ,这种高含量的溶解氧条件不仅出现在 CCD面之

下的盆地环境 ,还出现在红色灰岩沉积所对应的下

斜坡 —上斜坡环境。

值得提及的是 ,现代大洋红色粘土沉积主要出

现在溶解氧含量整体较低的太平洋 ,而在北大西洋

和印度洋较少出现。其原因在于 :现代大洋红色粘

土沉积速率极低 ,海水中的溶解氧含量相对而言是

充足的 ,完全可以提供铁氧化所需要的溶解氧 ,因而

无论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 ,可能不是溶解氧 ,而

是沉积速率、大洋净初级生产力在对粘土沉积的红

色起着主导作用 ( Stott et al, 2000 )。

5. 3　古洋流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深层古洋流的发育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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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意大利中部白垩纪黑色页岩、大洋红层及沉积速率的时代分布 (据 Hu et al, 2006)

Fig. 5　Chronostrati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Cretaceous black shales,

oceanic red beds and sedimentation rate in central Italy

是导致白垩纪全球海洋深水环境出现高溶解氧含量

的主要因素。

运用数字模拟技术 ,白垩纪洋流发育方面获得

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发现白垩纪海洋结构与现今海

洋有着重大的区别 ( Hay & DeConto, 1999 )。如

O tto2B liesner等 (2002)模拟研究表明 ,由于 CO2含量

和古地理条件的不同 ,晚白垩世大洋表面温度、盐

度、洋流和深水源区与现代大洋存在较大的差异 ,大

洋深水源区主要位于南大洋极地区域。 Poulsen等

(2002)强调了南北大西洋的沟通对于全球大洋深

水循环的重要性 ,从 OAE2之后全球深部大洋的循

环得到极大的改善 ,底层水处于彻底氧化的状态 ,这

与白垩纪大洋红层整体上位于 OAE2之后的事实相

符。

Bush (1998)、Hotinsky & Toggweiler (2003)研究

强调低纬度环特提斯洋流的重要性 ( TCC) ,认为

TTC在晚白垩世达到发育高峰期 ,这与 CORB主要

分布于中低纬度地区晚白垩世时期是吻合的。Bush

(1998)还指出 ,在洋流通道变窄的情况下 , TCC的

循环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如在西特提斯海道地

区 ,在冬季和夏季可能交替发育上升流和下降流

(Bush, 1998) ,特别是相对富氧、富盐、贫营养的表

层水的下沉可能对西特提斯地区的大洋红层的形成

具有一定的意义 ,同时也可能是西特提斯地区大洋

红层较其它地区发育的原因。

古地理研究表明 ,大洋红层形成高峰期的晚白

01 高 　校 　地 　质 　学 　报 13卷 1期 　



垩世确实是一个有利于特提斯洋流发育的时期。早

白垩世 ,南北大西洋以及与太平洋、西特提斯、北冰

洋等均不连通 ( Hay et al, 1999) ,深水环境海水底

流停滞 ,全球 (尤其是大西洋、西特提斯 )出现典型

富有机质的黑色页岩 ( Schlanger & Jenkyns, 1976) ;

距今约 110～90 Ma (A lbian - Cenomanian) ,南北大

西洋开始连通 (R icou, 1995) ,但洋流运动仅局限于

表层水和浅层水的交换 ,直到 80～70 Ma之间 ,南北

大西洋之间才出现深水交换 ,大西洋和西特提斯不

存在深水交换 (R icou, 1995) ;晚白垩世 Apulia板块

快速向北漂移 ,与非洲板块北部之间形成相对较宽

阔的海峡 ,深水交换畅通 (R icou, 1995)。而 Campa2
nian晚期之后 ,由于非洲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拼贴 ,以

及随后印度板块的快速向北移动 (Dercourt et al,

1993) ,逐渐削弱和改造了这一环特提斯底层水交

换模式 ,并最终导致其消失。

5. 4　古气候

大洋红层的出现是否与古温度之间存在必然的

联系 ,限于资料的缺乏 ,目前尚无定论。来自意大利

的数据研究表明 , Cenomanian期下部出现明显的

δ18 O正向偏移 ,对应着 ORB8的出现 ,如果全岩氧同

位素代表着原始气候条件的话 ( Jenkyns et al,

1994) ,说明温度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在 Scaglia

Rossa出现处 ,δ18
O无明显变化 ,之后至 Turonian晚

期δ18 O 出现明显正偏移。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

ORB1,在其出现处δ18 O无明显变化 ,之后至 Ap tian

晚期δ18
O出现明显正偏移 (Hu et al, 2006)。

大洋红层的出现将对全球碳循环产生重要影

响 ,与黑色页岩还原条件下有机碳多被保存下来进

入沉积圈相反 ,大洋红层所对应的氧化条件下 ,有机

碳多被氧化而返回到生物圈和大气圈中 ,将直接改

变有机碳库的比例 ,进而改变碳循环 ,后者直接与全

球气候变化相关。

5. 5　黑色页岩与大洋红层的关联

从现有资料来看 , CORB 在时间上一般出现在

OAE之后。从大时间尺度来看 ,白垩纪中期以黑色

页岩为特征 ,而之上的晚白垩世整体以大洋红层为

主 (图 5)。在意大利 , ORB1出现在 OAE1a之后 ;在

ORB1～ORB9之间 ,黑色页岩与大洋红层高频出现

(图 5)。OAE2之后出现更大规模的红色沉积 ,并

在 Santonian - Campanian出现高峰时期 (W ang et

al, 2004) (图 5)。

是否大规模缺氧事件之后必然发生大洋氧化作

用 ,两者是否存在某种内在关系 (如成因上关联 ) ,

还需要更多的地质资料的证实。在整个地质历史

中 ,与白垩系相似的黑色 /红色沉积还可能出现在奥

陶系、泥盆系、三叠系和侏罗系 (王成善和胡修棉 ,

2005)。有一个现象促使我们相信两者之间存在成

因联系 ,即白垩纪大洋缺氧事件将改变大气氧通量 ,

后者改变海洋氧化能力。据研究 , OAE2在短暂的

0. 5 Ma由于有机质埋藏而导致大气氧总量增加为

1. 6 ×10
18

mols (A rthur et al, 1988) ,增加百分比约

4. 2%。大气氧浓度的增加必将导致海水溶解氧浓

度相应增加 ,海水整体氧化能力增强 ,客观上有利于

大洋红层的出现。

6　结语

“地球是一个系统 ,牵一发而动全身 ”(汪品先 ,

2000)。白垩纪远洋沉积物为什么会出现从早期白

色灰岩相、中期黑色页岩相、晚期整体以大洋红层为

主的转变呢 ? 蕴藏在这一远洋沉积物转变之后的古

海洋条件、古气候环境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 对

这些问题的探讨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现有的资料

和数据还远远不能回答 CORB成因机制 ,一方面是

由于来自 CORB基础地质资料积累不够 ,包括矿物

学、地球化学、同位素数据仍相对缺乏 ,另一方面还

缺乏与 CORB相关的古气候、古海洋研究。

进一步深入研究白垩纪大洋红层具有十分重要

的潜在意义 ,不仅可以解决大洋红层本身的成因 ,还

可以加强我们对白垩纪古海洋、古气候等关键科学

问题的认识。进入新世纪 ,各国科学家都在积极寻

找如何开展地球系统科学的新的生长点和发展方

向 ,“大洋红层 ”正是这样一个符合开展地球系统科

学研究的、穿越地球圈层的研究对象。

致谢 :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部、中国

IGCP委员会长期以来对“白垩纪大洋红层 ”相关研

究的大力支持。先后参与本项研究工作的国内同行

还有万晓樵、李祥辉、邹艳容、黄永健、陈曦。国际合

作者 L. Jansa (加拿大 )、R. Scott (美国 )、M. W ag2
reich (奥地利 )、M. Melinte (罗马尼亚 )、O. Tüysüz

(土耳其 )、K. Bak (波兰 )、W. Kuhnt (德国 )、M.

Sarti (意大利 )等在 IGCP463 /494项目框架下对不

同地区的白垩纪大洋红层做了许多工作 ,使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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垩纪大洋红层 ”科学问题的研究得以不断深化。陈

曦协助完成图 1。本文是在王德滋院士的鼓励和支

持下完成的。作者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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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taceous Ocean ic Red Beds: Characters, Occurrences, and Ori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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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a " Cretaceous Oceanic Red Beds" ( CORB ) has become one of hot top ics since it was put

forward and initiated by Chinese scholars during latest 1990 s. This paper tries to overview scientific results,

especially from our research results, related to the CORB studying. The geological and geochem ical characters of

the CORB from both southern Tibet, the eastern Tethys Ocean, and central Italy, the western Tethys ocean, were

introduced in detail. Based on global correlation, the features and occurrences of the CORB were characterised.

W e also discussed the imp lications of CORB related to response of the paleoceanographic and paleoclimatic

changes. W e believe that CORB s were deposited in highly oxic environment with higher contents of dissolved

oxygen at the bottom water level, which m ight be the result of paleooceanic circulation.

Key words: oceanic red beds; Cretaceous; paleoceanography; paleo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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