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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始新世早期放射虫动物群发现于萨嘎地区泥砂质混杂堆积中, 包括: Amphisphaera coronata
(Ehrenberg); Buryella hannae Bak & Barwicz-Piskorz; Buryella clinata Foreman; Buryella tetradica Foreman;
Calocycloma ampulla (Ehrenberg); Lamptonium fabaeforme constrictum Riedel and Sanfilippo; Lamptonium
pennatum Foreman; Lithomespilus coronatus Squinabol; Lamptonium (?) colymbus Foreman 等分子, 属始新世
早期典型生物组合, 放射虫动物群时代和沉积环境表明, 研究区在始新世早期特提斯洋并未完全关闭, 印
度与欧亚板块之间仍存在深水盆地, 板块的全面拼合造山作用至少发生在始新世早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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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提斯洋最终关闭与印度-欧亚板块碰撞的时间
是特提斯-喜马拉雅造山带和青藏高原研究的热点问
题, 但迄今为止对于该问题还存在较大的争议, 主要
存在 70~65 Ma[1~4], 55~50 Ma[5~8]和 45~30 Ma[9~11]等
认识. 造成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一
演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 不同地区、不同构造位置在
时间和空间上可能存在差异; 另一方面是可以限定
年代的生物标志及年代地层证据较少, 导致对特提
斯演化历史难以获得准确的认识. 特提斯的最终关
闭和板块全面碰撞造山作用, 在沉积学和地层学意
义意味着残留洋盆的消失和海水完全退出, 因此, 确
定西藏特提斯的最终关闭时间, 实际上也就是确定
最高海相沉积的层位和时代.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地
层学及沉积学工作者一直致力于雅鲁藏布江地区最
高海相层的研究, 并对特提斯洋闭合时限提出了不
同的时间约束 [1~2,12~15].
作者在萨嘎地区工作过程中, 在雅鲁藏布江缝
合带南部泥砂质混杂岩中获得了始新世早期放射虫
化石组合, 为进一步了解特提斯构造演化提供了新
信息, 并为探讨印度-欧亚板块拼合时间提供了新的
证据.

1

该区自北而南包括弧前盆地、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和特
提斯喜马拉雅北亚带 3 个构造单元(图 1), 各构造单
元间为逆冲断层接触. 其中, 雅鲁藏布江构造带又可
进一步划分为北部的蛇绿质混杂岩带和南部的泥砂
质混杂岩带 2 个次级构造单元 1), 泥砂质混杂岩带位
于蛇绿质混杂岩带和特提斯喜马拉雅北带之间, 宽
20~30 km, 基质主要由三叠系—古近系泥砂质岩石
组成, 构造岩块包括晚古生界—古近系砂岩、灰岩、
硅质岩以及基性玄武岩和辉长岩—辉绿岩岩块, 不
同时代沉积岩层在带内分布杂乱, 表现为局部有序、
整体无序的巨大的泥砂质混杂岩带, 本次发现的桑
单林放射虫动物群就位于该带. 盛金章 [16] 和尹集祥
等人 [17] 把桑单林一带含放射虫硅质岩沉积时代定为
三叠纪“吉隆群”; 李红生 [18] 将其定为始新统—中新
统; 丁林 [5]认为该套沉积代表了古新世欧亚大陆逆冲
加载到印度被动大陆边缘产生的前陆盆地沉积, 并
将其定名为桑单林组; 1:25 万《萨嘎幅》将其命名为
古近系登岗组 [19], 而构造和变形研究则表明, 该套沉
积属于板块俯冲过程中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前缘产
生的典型构造混杂堆积 [20,21].
采样点位于萨嘎县南部的桑单林北西(图 1), 实

地质背景与采样位置

测剖面与上覆地层和下覆地层接触关系不清, 岩石

萨嘎地区位于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构造带中段,

变形强烈, 岩层主体向北倾, 剖面内包含一倒转向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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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地质略图和放射虫化石点位置

1. 喜马拉雅南亚带沉积; 2. 喜马拉雅北亚带侏罗系沉积; 3. 喜马拉雅北亚带白垩系沉积; 4. 泥砂质混杂岩; 5. 蛇绿质混杂岩; 6. 弧前盆地沉积;
7. 始新世陆相沉积; 8. 花岗岩; 9. 逆冲断层; 10. 走滑断层; 11. 放射虫样品采集点

图2

桑单林化石点地层断片实测剖面图

1. 页岩; 2. 硅质页岩; 3. 石英砂岩; 4. 灰绿色硅质岩; 5. 紫红色硅质岩; 6. 逆断层; 7. 岩石薄片采样点; 8. 放射虫化石采样点

和倒转背斜构造, 并且发育 2 条产状平行于原始层理

和灰白色石英砂岩组合, 向上砂岩含量增加, 至最北段

的逆冲断层(图 2). 由于岩层中未见能够指示岩层顶

为中粒石英砂岩, 剖面岩层出露的总体厚度约 230 m,

底的沉积构造, 使得剖面整体顶底不明. 详细的岩石

考虑到地层的重复, 估计原始厚度约为 85~90 m.

学研究表明, 剖面南段以灰色-灰绿色页岩为主, 局
部夹厚度不大的石英细砂岩, 向上至剖面中段逐渐
过渡为灰绿色页岩、紫红-灰绿色硅质岩、硅质页岩
www.sci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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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处理过程与放射虫组合
野外共采集放射虫微体化石样品 10 件(图 2),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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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品由波兰 Jagiellonian 大学 M. Bak 教授分析鉴定.
样品处理过程如下: 首先每块标本碎成 1~2 cm 大小,
并在 105℃下烘干后用 10％的氢氟酸浸泡 48 h, 溶后
残余物通过 61 µm 筛, 然后先在显微镜下进行初选,
对于保存较好的放射虫再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相,
本次分析中共完成 2000 余张电镜照相与鉴定. 经过
上 述 分 析 处 理 , 在 剖 面 第 16 层 灰 绿 色 硅 质 页 岩
(SDL-16f 2)和 11 层灰绿色硅质岩中(SDL-11f)发现了
保存较好的放射虫化石(图 3).
第 11 层灰绿色硅质岩中放射虫包括以下分子:
Spongosaturninus sp. cf. S. ellipticus Campbell & Clark;

图3

Pseudoaulophacus riedeli Pessagno; Orbiculiforma
sacramentoensis Pessagno 和 Patellula planoconvexa
(Pessagno)等(图 3, 1~5), 其组合与 Pessagno[22]所划分
的 晚 白 垩 世 Crucella easpartoensis 放 射 虫 带 中
Phaseliforma carinata 亚 带 相 同 , 属 于 晚 白 垩 世
Campanian 期放射虫动物群.
第 16 层灰绿色硅质页岩中放射虫保存相对较好,
主要分子有: Amphisphaera coronata (Ehrenberg);
Buryella hannae Bak & Barwicz-Piskorz; Buryella
clinata Foreman; Buryella tetrad ica Fore man;
Calocycloma ampulla (Ehrenberg); Lamptonium
fa b a e f or m e co n s t r ic tu m R i ed e l 和 S an f il i p p o ;

桑单林放射虫化石

1, 2. Patellula planoconvexa, SDL11-1, ×200; 3. Orbiculiforma sacramentoensis, SDL11-1, ×300; 4. Pseudoaulophacus riedeli,
SDL11-1, ×200; 5. Spongosaturninus sp. cf. S. ellipticus, SDL11-1, ×200; 6, 7. Amphisphaera coronata, SDL16-2, ×250; 8.
Calocycloma ampulla, SDL16-2, ×300; 9, 10. Bekoma sp., SDL16-2, ×250; 11. Buryella hannae, SDL16-2 ×300; 12. Buryella clinata,
SDL16-2, × 300; 13. Buryella tetradica, SDL16-2, ×500; 14. Lamptonium fabaeforme constrictum, SDL16-2, ×300; 15. Lamptonium
pennatum, SDL16-2 ×250; 16. Lamptonium (?) colymbus, SDL16-2 ×250; 17. Lithomespilus coronatus, SDL16-2,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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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ptonium pennatum Foreman; Lithomespilus
coronatus Squinabol; Lamptonium (?) colymbus
Foreman 以及 Amphisphaera minor minor (Clark &
Campbell); Lamptonium sanfilippoae Foreman;
Lithelius minor Jorgensen 等(图 3, 6~17). 根据目前放
射虫分类与生物地层年代, Buryella clinata Foreman;
Buryella tetradica Foreman; Calocycloma ampulla
(Ehrenberg); Lamptonium sanfilippoae Foreman;
Lamptonium fabaeforme constrictum Riedel 和
Sanfilippo;
Lamptonium
pennatum
Foreman;
Lamptonium?(?) colymbus Foreman 等主要为低纬度地
区始新世下部放射虫组合, 常见于地中海塞浦路斯 [23]
地区和墨西哥湾地区 [24]硅质岩中, 按照 Foreman[24]和
Riedel 等 人 [25] 的 分 类 , 属 于 始 新 世 早 期 Buryella
clinata-Thursocyrtis ampla 带, 尽管缺少其中一些典
型分子, 但上述放射虫的共同出现反映出其时代为
始新世早期.
另外, 在桑单林剖面北东 6~7 km 处还发育一套
不整合于泥砂质混杂岩之上的陆相磨拉石沉积(图 1),
厚度 294 m, 岩石组合以紫红色-灰绿色含砾砂岩、中粗砂岩和砾岩为主, 本次研究在其硅质岩砾石中发
现 大 量 早 白 垩 世 Barremian 期 放 射 虫 化 石 , 包 括
Praeconosphaera sphaeroconus (Rust); Mictyoditra
thiensis (Tan); Archaeodictyomitra leptocostata (Wu &
Li); Thanarla brouweri (Tan); Hiscocapsa uterculus
(Parona)等, 表明特提斯早白垩世海相沉积岩系为磨
拉石沉积的重要物源, 沉积环境、硅质岩砾石组成和
时代以及与下伏泥砂质混杂岩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表明, 该磨拉石建造为碰撞造山后的山间盆地沉积.
同 时 , 利 用 ESR 法 获 得 了 磨 拉 石 沉 积 底 部 砂 岩
41.2~46.2 Ma(鲁帝特期)的 ESR 沉积成岩年龄, 该时
代不仅可以较好地约束该区特提斯洋盆沉积的上限,
而且表明始新世早期海相沉积的存在是可信的.

3
3.1

讨论
放射虫化石产出层位与沉积环境

西藏雅鲁藏布江地区中三叠世(安尼期)—晚白
垩世(土仑期)放射虫在不同地区均有发现 [26], 但古新
世和始新世放射虫较为少见. 前人对于桑单林剖面
放射虫时代与分布存在较大争议, 李红生 [18] 根据显
微薄片分析报道了该区存在古新世—中新世放射虫,
并建立了 5 个组合; 但由于所采用的样品和鉴定手段
有限, 并未被引起足够重视, 以至于对该区是否存在
始新世—中新世放射虫存在疑义 [5], 本次研究在该区
再次发现了始新世早期放射虫组合, 化石种类和丰
www.sci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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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大超出前人的研究结果. 分析与鉴定显示其时
代为始新世早期, 表明该套海相沉积至少可以持续
到始新世早期.
现代生存环境表明放射虫主要是一种远洋或半
远洋浮游生物, 其生活范围水深变化很大, 指示的沉
积深度虽没有以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深(大于 3000
m), 但深度一般至少大于 300~500 m[27], 甚至更深,
并且常与硅质岩伴生. 含放射虫层状硅质岩一般被
认为形成于远离陆源区的深水环境, 可以出现在大
洋、岛弧、深水裂谷等构造环境, 并且常与蛇绿岩共
生, 成为蛇绿岩和古洋盆年代的重要的生物年代学
约束.从本区放射虫产出环境来看, 放射虫主要存在
于灰绿色薄层状硅质岩和硅质页岩中, 薄层硅质岩
与泥岩呈互层状, 其中水平层理发育, 缺乏任何浅水
环境沉积标志, 并且除放射虫外尚未发现任何其他
门类生物化石, 据此可推测其形成于深水环境.
3.2

含放射虫化石沉积岩系的构造属性

含放射虫化石沉积岩系的构造属性, 直接影响
到对本区区域构造演化的认识.即该沉积岩系属于混
杂堆积中的构造岩片(块)还是前陆盆地正常沉积 [5]
有着不同的大地构造意义. 从本次野外调查和已有
研究结果来看, 在组成上, 桑单林剖面及桑单林一带
硅质岩所含放射虫时代反映出其时代可能包括三叠
纪、白垩纪、古新世—始新世不同时代的沉积 [5,16,18],
据此前人根据放射虫化石时代对其有着不同的命名,
如三叠系“吉隆群”[16] 或古新世“桑单林组”[5], 本次研
究又在硅质岩中发现了始新世放射虫化石, 表明其
组成复杂, 包含有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沉积, 具有
造山带典型非史密斯地层特点. 另外, 该沉积岩系变
形复杂, 在其内部普遍发育紧闭同斜-无根褶皱以及
逆冲断层, 表明该岩石组合经历了强烈的构造改造,
并且其构造变形样式与缝合带南部的构造混杂岩具
有一致性 [20,21]. 如在桑单林剖面(图 2), 褶皱变形反
映出在 200 m 范围内地层至少发生 2 次倒转, 并且发
育顺层断层. 因此, 放射虫硅质岩组成特点和变形特
征反映出, 含始新世早期放射虫化石的桑单林剖面
为该区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南部泥砂质混杂岩带内一
构造岩片(块).
丁林 [5] 认为本区以富硅质岩的桑单林组和砂泥
岩为主的者雅组组成的折巴群代表了古新世前陆盆
地沉积, 本次研究中我们除在桑单林剖面发现始新
世早期放射虫化石外, 同时在桑单林剖面东侧折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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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原古新世折巴群硅质岩中发现了大量早白垩世
Barremian 晚期- Aptian 早期期放射虫, 主要分子包括:
Archaeodictyomitra lacrimula (Foreman), Archaeodictyomitra leptocostata (Wu & Li), Archaeodictyomitra
mitra Dumitrica, Hiscocapsa grutterinki (Tan), Praeconosphaera sphaeroconus (Rust), Pseudodictyomitra
lanceloti Schaaf, Pseudodictyomitra lodogaensis Pessagno, Thanarla brouweri (Tan), Thanarla pacifica
Nakaseko & Nishimura 等, 进一步证实折巴群由不
同时代的沉积岩系组成. 同时野外实测剖面研究发
现, 代表前陆盆地沉积建造的桑单林组硅质岩和者
雅组碎屑岩沉积层序的上下关系并不明确, 两者常
表现为断层接触, 在沉积结构上不存在前陆盆地“楔
形”结构特点. 而且从地层学角度来看, 前陆盆地沉
积一般表现出正常的沉积层序, 而本区“折巴群”包
含了不同时代的沉积、且变形复杂, 更多表现出非史
密斯地层特点. 上述特点表明, 本区含放射虫化石沉
积岩系应为构造混杂岩带内无根岩片(块), 是构造混
杂岩带重要组成部分, 并与蛇绿质混杂岩配套, 代表
了特提斯洋洋俯冲-碰撞造山过程中的增生残余, 指
示沿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存在消失了的特提斯古洋盆.
另外, 从区域上来看, 有孔虫等化石组合研究表明,
在研究区西部仲巴地区发育始新世早期加拉孜组海
相沉积 [28], 其上为始新世中期之后的冈底斯群不整
合覆盖; 同时在研究区东部的定日地区遮普惹山也
存在始新世中-晚期 (50~40 Ma)海相沉积 [14], 并且其
空间位置处于同一构造带, 由此我们推测始新世早
期沿仲巴—萨嘎—定日一线可能存在一定规模的特
提斯海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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