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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海洋溶解氧与缺氧和富氧问题研究

王成善 ,胡修棉 ,李祥辉
(成都理工学院沉积地质研究所 ,成都 610059)

摘　要　西藏南部晚白垩世红色灰岩层为大洋富氧条件下的沉积产物 ,红色灰岩层内有机

碳极低 ,生物极其繁盛 ,碳同位素偏低 ,但从上往下又呈增高趋势。 溶解氧含量在古海洋演化史

中是非线形波动变化的 ,既有全球溶解氧含量偏低时期 (缺氧条件 ) ,也有全球溶解氧含量偏高

时期 (富氧条件 ) ,古海洋溶解氧含量重建和富氧问题的解决对于理解大洋循环、古气候、生命绝

灭、地质事件以及有机质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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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中的溶解氧与生物活动密切相关 ,其含量变化往往是反映生物生长状况和污染监

测的一个主要指标。溶解氧研究在海洋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将今论古 ,地质历史中古

海洋溶解氧含量的重建对于理解大洋循环、古气候变化、生命绝灭与复苏、地质事件、有机质

演化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海洋溶解氧研究起源于对黑色页岩及缺氧事件的研究。

白垩纪全球大洋广泛分布富有机质的黑色页岩 ,因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潜在的经济价值而

倍受地学界青睐。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接受“大洋缺氧事件”模式 [ 1 ] ,用于解释黑色页岩的成

因。以此为动力 ,缺氧环境研究成为近二十年来地学界极为关注的一个热点 ,古海洋溶解氧

研究也成为古海洋学中极富生命力的一个新兴生长点。

1　海水中溶解氧的分布及影响因素

1. 1　海水中溶解氧的分布

海水中溶解氧的分布主要表现出纬向、垂向差异和季节、周日变化。

现代大洋中 ,溶解氧含量随纬度的增高而增加 ,一般在 0～ 8. 5 m l /l之间。 赤道附近为

4. 0～ 4. 8 ml /l ,亚热带海区可增至 5. 0 ml /l以上 ,极地海区可高达 8. 2 ml /l左右 ,个别海区

达 14. 5 ml /l
[2 ]。

海洋中溶解氧的垂直分布是不均匀的 ,各大洋都表现出以下特点:大洋表层和近表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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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与大气接触 ,溶解氧一般处于饱和状态 ,在垂直混合作用下 ,分布比较均匀 ;表层以下 (通

常为 50 m左右 )的水层 ,由于植物光合作用释放出氧 ,水层有时出现溶解氧最大值 ( Ox yg en

Maxim um ) ,特别是在浮游植物大量繁殖的季节更为明显 ;往下随着深度的增加 ,光合作用

逐渐减弱 ,加上有机质沉降后氧化又要消耗溶解氧 ,一般在 500～ 1 000 m之间出现溶解氧

最小层 (又称缺氧层 , Ox yg en Minimum ) ;氧最小层之下 ,随着深度的增加 ,含氧量反而增

加 ,这是由于从高纬度海下沉的富氧水不断补充的结果。 缺氧层是世界海洋的共同现象 ,尤

其在上升流发育、生物生产率特别高的海区。我国学者近年来发现并系统研究了黄海、南海、

东海、渤海等海域溶解氧垂直分布最大值
[3～ 5 ]

,对其垂直结构、变化特征、影响因素、形成机

制等进行了全面论述 ,并已深入到数值模拟 [6 ]、溶解通量 [7 ]等定量研究。

溶解氧的季节变化主要与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变化、生物活动、氧化过程、洋流运动等有

关 ,其中尤以水温变化影响最为重要 ,它是季节变化的标志。 一般情况下 ,溶解氧冬季含量

高 ,夏季最低 ,其变化范围为 4～ 8 m l /l
[2 ]。 当温度和盐度变化不大时 ,海水中的含氧量发生

周期性的日变化 ,一般午后最高 ,黎明前最低。 这种日变化主要归咎于光合作用强度变化而

造成的海水光照度的变化。

1. 2　海水溶解氧的主要影响因素

温度和盐度: 氧和大气中其它气体一样 ,在海水中的溶解度随温度、盐度的降低而增大 ;

反之 ,随温度、盐度的增高而减小。对现代大洋而言 ,因其盐度变化很小 ,温度是影响溶解氧

含量变化的主要因子。 生物活动:海洋植物光合作用会产生氧而溶于水中 ,海洋动物呼吸要

消耗氧 ,另外 ,生物有机体死亡后分解也要消耗氧。因而 ,海洋中连续不断地进行着的生物活

动 (繁殖、生长和死亡 )使海水中的溶解氧受到显著的影响。海水运动:海水运动也是影响溶

解氧含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 ,海水的垂直对流 ,将表层富氧水带到深层 ,使深层海水的溶

解氧不断得以补充 ,极地下沉的富氧水通过洋流带到各大洋的底层。

2　古海洋溶解氧研究方法

研究地质历史中古海洋中的溶解氧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沉积构造、有机碳 /硫比和

DOP指数、硫同位素、痕量元素法及古生态法。

2. 1　沉积构造-生物扰动

沉积地层中生物扰动情况可以定性地反映底层水的含氧量状况。早在 1970年 , Rhoads

和 Mo rse
[8 ]
就曾根据沉积构造、生物群特征与溶解氧含量之间的关系提出:富氧条件 (> 1. 0

m l /l )下 ,沉积构造因强烈的生物扰动而无法保存 ;缺氧条件 ( < 0. 1 ml /l )沉积物中水平层

理保存完好 ;贫氧条件 ( 0. 1～ 1. 0 ml /l )沉积构造受到不同程度的扰动。

2. 2　有机碳 /硫比和 DOP指数

一般地讲 , S /C比小于 0. 36为充氧环境 ,大于 0. 36为贫氧环境 [9 ]。但是 ,这一简单判别

标准有其局限性 [10, 11 ] ,因为铁含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硫的赋存状况。

DOP指数系指沉积岩黄铁矿化程度 ,它是表征底层水氧化还原环境的良好指标。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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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为硫化物中的铁与总活性铁之比。总活性铁不仅包括硫化物中的铁 ,还包括可与浓盐酸

充分反应的铁。 Raisew ell等
[12 ]提出以下标准: DOP < 0. 45底层水为充氧环境 ; 0. 45 < DO P

< 0. 75为贫氧环境 ; DOP> 0. 75为缺氧环境。

2. 3　硫同位素

沉积环境中 ,海水硫酸盐在细菌 (如 Desul fov ibrio spp. )作用下被还原成硫化物 ,发生

25‰± 10‰动力同位素分馏 ,
3 2

S优先进入硫化物中 ,沉积硫化物相对于海水硫酸盐富
32

S。

在现代正常海洋环境下 ,沉积硫化物被喜氧的硫氧化细菌 (如 Thiobal lus spp. )或其它氧化

剂 (如溶解氧 )重新氧化 ,再一次发生动力同位素分馏。因此 ,硫同位素在缺氧环境中只发生

一次动力分馏 ,而在正常海洋环境中发生两次分馏 ,缺氧环境下全岩硫化物 34 S /32 S比偏高。

日本 Chichibu和 Sasayama地区 ,上二叠统上部海相硫酸盐
34

S /
32

S( CDT)为 - 39‰～

- 25‰ ,上二叠统下部 , 34
S /32

S迅速增加 ( - 20‰～ - 2‰ ) ,一直持续到下三叠统 ,二叠纪—

三叠纪界线附近发生短暂而明显的负偏 ,为 - 41‰～ - 23‰ ,与上二叠统上部相当。这一长

期正偏与海水缺氧有关 ,而短期负偏被解释为富氧水与缺氧水发生大规模混合的结果
[ 13]
。

北海道东部白垩纪—第三纪界线期间海洋缺氧 ,界线粘土 (延时约七万年 )海相硫酸盐 34
S /32

S比明显正偏 ,达 - 13. 9‰～ + 0. 3‰ ,其下伏和上覆地层分别为 - 38. 4‰～ - 20. 2‰和

- 28. 4‰～ - 20. 8‰ [14 ]。

2. 4　痕量元素比

痕量元素的富集分布与沉积环境密切相关。研究表明 ,黑色页岩中常富集微量元素 As、

Ag、 Cd、 Co、 Cr、 Cu、 Mo、 Ni、 U、V、 Zn等。 As、 Cr、 Mo、 U、V等元素含量与沉积环境的氧化还

原条件有关 ,对硫化氢的出现极其敏感 [15 ]。 实践证明 , V /Cr、 Ni /Co、 U /Th对沉积环境的判

别效果较好 ; V /Cr、 Ni /Co和 U /Th在缺氧环境下分别大于 4. 25、 7和 1. 25,在富氧环境下

分别小于 2、 5和 0. 75,而在贫氧环境下分别居于 2～ 4. 25、 5～ 7和 0. 75～ 1. 25之间
[16 ]
。

稀土元素铈 ( Ce)异常是判别介质环境氧化还原条件变化的比较可靠的方法之一。在氧

化条件下 ,三价铈易氧化成四价铈而被铁锰等氧化物胶体吸附 ,从而造成海水中的铈亏损 ;

在还原条件下 ,随着铁锰等氧化物的溶解 ,四价铈被还原成三价铈释放。吴明清等 [17 ]从介壳

化石的稀土元素铈异常出发 ,研究了塔里木盆地晚白垩世—早第三纪古海洋氧化还原条件

的变化。 Ce /La在缺氧环境下大于 2,在富氧环境下小于 1. 5,贫氧环境下居于 1. 5～ 1. 8之

间 [18 ]。

2. 5　古生态

溶解氧含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生物的形态特征和生存组合。 通过生物的特征及其生存

组合可以划分出不同含氧量的生物类别 ,在统计不同类别的生物数量的基础上 ,可以定性 -

半定量地反演古海洋的溶解氧含量。对溶解氧含量变化极其敏感的生物莫过于底栖有孔

虫
[19～ 21 ]

。Berha rd
[22 ]
研究发现 ,富氧沉积环境下底栖有孔虫具高百分比的球形、平凹、透镜状

的形态 ;贫氧条件下底栖有孔虫表现为以长形—扁平状、锥形、圆锥形为主的形态 ,且有孔虫

个体小 ,无壳饰 ,孔隙率高、壁壳薄 ;水下 1 000 m缺氧层底栖有孔虫主要为长形—扁平的属

种 (如 Bol ivina )和无壳饰、长形 -圆锥形属种 (如 Bulimina、 Suggrunada和 Buliminella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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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ho
[24 ]
在研究现代大洋底栖有孔虫形态与溶解氧含量之间的关系基础上 ,把底栖有

孔虫分成 5类:富氧类: 个体大于或等于 350μm ,厚壁壳 ,富氧 (> 2 m l /l)底层水中的表栖动

物群 ;次富氧类 A: 同富氧类 ,但小于 350μm;次富氧类 B和次富氧类 C:薄壁壳 ,次富氧类

和贫氧类的中间类型 ;贫氧类: 薄壁壳、长条形、扁平、富氧 (> 2 ml /l)底层水中的潜栖动物

群。当富氧类的数量 ( O)大于零时 ,溶解氧指数 ( OI)= 100× { O / ( O+ D) } , D为富氧类数量。

当 O为零且 D+ I> 0时 ( I为次富氧类 A和 B的数量和 ) ,氧指数变为 50× { I /( I+ D) - 1}。

由此 ,溶解氧指数把溶解氧含量分为 5种: 缺氧状态 (O I小于 - 50, 0～ 0. 1 ml /l) ,贫氧状态

( OI为 - 50～ - 40, 0. 1～ 0. 3 ml /l ) ,次富氧状态 ( O I为 - 40～ 0, 0. 3～ 1. 5 ml /l) ,低富氧状

态 ( O I为 0～ 50, 1. 5～ 3 ml /l )和高富氧 ( OI为 50～ 100, 3～ 6 ml /l )。

3　古海洋溶解氧与缺氧事件

古海洋溶解氧含量的变化与古海洋重大地质事件的发生、发展和衰亡息息相关 ,将直接

对生物演化 (绝灭和复苏 )、有机质保存、冰川事件、洋流事件等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是古

海洋和古气候地质事件重要的影响因素 ,同时也是生物群集绝灭的五大因素之一
[25 ]
。

溶解氧含量是控制底栖有孔虫形态、类型和数量的主要因素 ,溶解氧含量的降低将直接

导致底栖有孔虫的死亡和绝灭。 Kaiho
[26 ]
在系统研究深海钻探 ( DSDP)、新西兰第三系和日

本北海道中上白垩统 425个样品基础上 ,采用溶解氧指数法 ,获得了全球 100 Ma以来中层

水 ( 500～ 1 600 m )和底层水 ( 1 600～ 4 000 m )溶解氧的平均含量 (图 1)。结果显示 100 Ma

以来全球大洋明显存在三次低氧时期和三次高氧时期。 森诺曼—土伦期事件期间是全球大

洋溶解氧含量最低的时期 ;另一低氧期对应着古新世—始新世界线事件 ;晚渐新世末大洋贫

图 1　 100 M a以来全球大洋中层水和底层水溶解氧指数变化 [26]

A-阿尔比期 ; Ce-赛诺曼期 ; T-土伦期: C-康尼亚克期 ; S-三冬期 ; Ca-坎潘期 ;

M -马斯特里赫特期 ; P-古新世 ; E-始新世 ; O-渐新世 ; M i-中新世 ; Pl-上新世

Fig. 1　 Cha ng es in disso lv ed o x yg en in bo ttom a nd inter mediate la yer s o f g lo ba l ocea ns since 100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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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不甚明显 ,但这种低度贫氧条件却一直持续到早中新世。全球高氧时期主要有坎潘期—古

新世、中始新世—早渐新世和中中新世—全新世。

日本北海道东北部森诺曼—土伦期缺氧事件表现为两次生物绝灭对应着两次缺氧环

境 ,一次发生在森诺曼—土伦期界线前 0. 15 Ma至 0. 1 M a(持续约 50 ka ) ,另一次发生于森

诺曼—土伦期界线前 0. 03 Ma至森诺曼—土伦期界线后 0. 15 Ma,持续约 0. 18 M a
[ 27]。在

白垩纪—第三纪界线底栖有孔虫表现为低绝灭事件 ,低氧条件开始于界线前 0. 2 M a,结束

于界线前 10 ka
[ 28]
。新西兰 Taw anui地区晚古新世底栖有孔虫出现一次绝灭事件 ,中层水溶

解氧含量在绝灭事件之前的 60 ka开始持续下降 ,从高—低富氧条件 ( 1. 5～ 6. 0 ml /l )变成

低富氧条件 ( 1. 5～ 3 ml /l)。在大规模绝灭期间 ,溶解氧含量降至次富氧条件。绝灭后 30 ka

溶解氧含量才恢复到低富氧状态 [29 ]。

4　古海洋溶解氧与富氧问题

在古海洋演化史中 ,溶解氧含量是非线形波动变化的 ,既有全球溶解氧含量偏低时期

(缺氧条件 ) ,也有全球溶解氧含量偏高时期 (富氧条件 )。地学界对缺氧事件及缺氧条件下形

成的黑色页岩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而对于正异常的富氧条件及其引发的富氧问题至今无

人问津。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现代海洋环境下没有发现溶解氧含量特别高的大面积区域 ;二

是富氧条件下的沉积特征各异 ,尚未从理论和实验的角度系统地阐述其沉积特征。

在西藏南部江孜地区至羊卓雍错地区 ,分布着一套 20～ 120 m不等的红色灰岩层 ,颜

色明显 ,岩性稳定 ,主要为紫红色、褐红色页片状含钙质页岩、有孔虫泥质灰岩夹微晶灰岩。

其时代为晚白垩世晚三冬期至早坎潘期 ,被称之为床得组 [30 ]。经研究证实 ,这种红色是原生

色。上覆地层为灰绿色泥页岩夹滑塌堆积。下伏地层为一套黑色硅钙质泥页岩 ,这套黑色页

岩已被证实为大洋缺氧事件产物。剖面结构、生物组合、沉积相分析等研究表明 ,白垩系为一

套典型的深海—半深海欠补偿远洋沉积 [ 31]。

与下伏缺氧沉积相比 ,红色灰岩层内有机碳含量极低 ( 0. 06% ) , S /C比和碳酸钙组分偏

高 ,同位素分析表明 ,碳同位素在红色灰岩层内整体偏负 (平均 - 0. 0056‰ ) ,而内部又呈现

从下往上递增趋势 (从 - 1. 402‰上升到 0. 906‰ ) (图 2)。

整个藏南在坎潘期早期出现一次生物高峰期。床得剖面红层内 ,生物数量和种类明显繁

盛 ,灰岩几乎全由浮游有孔虫壳体组成。有孔虫主要有 Dicarinella asymetrica ,D. concavata ,

Globotruncana ventricosa , G. elevata , G. lapparenti , Osangularia sp. , G. linneiana ,

Marginotruncana schneegans ,M. stuarti ,M . stuarti formis , Heterohelix sp.等。其上下的地层

化石稀少 ,仅见极少量的放射虫。在岗巴地区 ,旧堡组 (相当于坎潘—三冬期 )浮游有孔虫较

多 ( 15种见 14种 ) ,而底栖有孔虫十分贫乏 (仅见 1种 )。宗山组下部 (相当于早坎潘期 ) ,生

物极为丰富 ,见有菊石、双壳类、海胆及有孔虫等。有孔虫以浮游类型为主 ( 15种见 11种 ) ,

并以新的截球虫类群为主 ,底栖类型较三冬期大大增加 [32 ]。综合以上沉积学、地球化学和微

体古生物学资料 ,表明藏南红色灰岩层并不属于一种浅水沉积物 ,也不是类似阿尔卑斯瘤状

灰岩的一种欠补偿或缓慢沉积被氧化的沉积物。我们认为 ,这一套红色灰岩层可能是在一种

高富氧条件下的特殊沉积 ,它与缺氧事件沉积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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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藏南部晚白垩世碳同位素演化及床得组红层碳同位素异常

Fig . 2　 Late Cr etaceous C isoto pic ev olutio ns a nd Chuangde r ed-bed

C iso tope anomaly in so uth ern Tibe t

红色灰岩层在整个西藏南部都有反映。羊卓雍错地区 ,紧覆于黑色页岩之上也发现了这

套红色灰岩层 ,其特征和时代与江孜地区完全相似 [33 ]。而且 ,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和喀尔巴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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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上白垩统地层中 ,也有同样富含截球虫的红色和绿色的沉积物
[ 34]
。在意大利 Bel luno

地区 ,也存在着同时代的一套红色-紫红色岩相 ( Sarti ,个人通信 )。因此 ,可以推断 ,类似的红

色灰岩层决不是局部的地区性沉积 ,它至少横跨东西特提斯海。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洋流影响、成岩作用、物质差异等因素均可改变沉积物的颜色 ,因

此 ,富氧条件并不一定表现为红色沉积。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富氧条件?富氧沉积在沉积学、

地球化学、同位素学和古生物学上有何特征反映?用什么方法去证实这种富氧条件并阐述形

成机制? 这一系列问题均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富氧问题的最终解决将使人们对古海水

化学、洋流运动、溶解氧分布、生物绝灭和复苏以及有机质演化等方面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 ,

将对古海洋学、事件地层学、沉积学和古生物学作出巨大的贡献。

致谢:日本东北大学 Kunio Kaiho教授寄赠了他的最新研究资料 ,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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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OLVED OXYGEN IN PALAEO-OCEAN:

ANOXIC EVENTS AND HIGH-OXIC PROBLEMS

W ANG Chengshan　 HU Xiumian　 LI Xianghui
( Inst itu te of Sedimentary Geology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Ch 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

To reestablish paleo-dissolv ed ox yg en wi ll benefi t g reat ly to understand paleo-ocea n

current , paleo-climate, bio-ev ents and o rg anic ev olu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disso lv ed

o xyg en dist ributio n, it s inf luence facto rs and study w ays of paleo-o cean ox ygen, such as

bioturbation, sulfur iso to pe, t race element and paleo -ecolog y. A series of special 20～ 120m

thick marine red beds hav e been discov ered in so uthern Tibet. The Upper Cretaceous red

beds, w hich fo rmed in deep-w ater basins, are sedim enta ry products of a so rt o f high-oxic

conditions. This co nclusion is suppo rted by lo w o rganic carbon, relativ ely high S /C ratio,

and low carbon iso to pe values. Furthermo re, w e make an inference tha t the high-oxic co n-

di tio ns o f deep-interm edia te wa ter are prev ailing in Upper Cretaceous( Santo nian to Cam-

panian) .

Key words: paleo-oceanog raphy; disso lv ed ox yg en; hig h-oxic envi ro nm ent; a noxic

events; so uthern Tibet

Peter A. Rona教授访问海洋地质研究所

1999年 6月 22～ 23日美国 Rutg ers大学海洋地质和地球物理学教授 Peter A. Ro na参

观、访问了海洋地质研究所 ,并在本所学术厅作了题为: “现代海底热水成矿作用:新发现与

新思维”的学术报告。

Peter教授是现代海底热水成矿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曾任美国大洋协会 NOA A /AOM L

的首席地质-地球物理学家。公开发表论文 200余篇 ,合编著作 4部。曾获 Francis P. Shepa rd

奖、美国贸易部“卓越的科学贡献”金奖、美国国家大洋矿物协会授予的杰出贡献勋章。

学术报告以放映幻灯片的形式进行。 首先 ,介绍了海水 -热液系统模式 ,即:海水渗入洋

壳的裂隙 ,在深部岩浆房热流加热的影响下 ,海水中各种元素发生氧化和还原反应 ,并沿大

洋扩张轴部上涌 ,在其海底周围形成硫化物矿床。其次 ,重点叙述了红海、加利福尼亚湾、大

西洋中脊的海底热液活动情况及其形成硫化物矿床之特点。再者 ,还介绍了海底黑烟囱和海

底热泉周围的稀有生物。最后 ,指出海底热液活动可能是大洋中层海流变化和全球气候变化

等的重要机制。

本刊记者　张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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