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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垩纪中期!!"$"a#R’"是地质历史中一个极端温室时期#集中出现一系列异常事件$异常事件是

地球系统内各圈层相互耦合的产物#事件相互之间不是孤立的#单个事件引起的全球变化对其他事件起着明

显的正%负反馈机制作用$文中基于对白垩纪中期异常事件的深入解剖和分析#包括大规模海底火山事件&大
洋缺氧事件&生物异常更替与绝灭&白垩纪超静磁带&大洋红层出现等#在探讨白垩纪中期各个事件特征基础

上#重点阐述异常事件所引起的全球变化及其对海洋&气候的影响’提出异常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反馈机

制$研究发现#大规模海底火山作用是引起白垩纪中期异常海洋和气候的最根本原因#直接促进大洋缺氧事

件&生物绝灭与更替&沉积记录的转变等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白垩纪中期’异常事件’全球变化’大火成岩省’大洋缺氧’大洋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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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垩纪中期!!"$"a#R’$是地质历史中一个 极其特殊的时期"期间发生的众多异常事件深刻影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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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当时的地球表层环境"引起了明显的全球变化"
并对其后的地球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中包括白垩纪

中期大规模海底火山活动$!""%&大洋缺氧事件$["$%&
生物异常更替与绝灭$c%&超级静磁期出现$S"b%"并在

海洋沉积记录上出现从碳酸盐沉积到黑色页岩沉积

的转变以及大洋红层的间断出现等$"$a%#
近年来有关白垩纪地质&物理&化学&生物&计算

机模拟等方面均取得了大量的数据"大大丰富了对

白垩纪中期异常事件的认识"同时也为我们更清晰

地描绘这一地质历史中的异常时期提供了可能#本

文正是基于对白垩纪中期异常事件的深入解剖和分

析"揭开白垩纪中期地球面貌及其全球变化特征"在
此基础上"提出异常事件之间的关联与反馈机制#

!!海底火山事件

Z@Z!白垩纪中期海底火山事件

白垩纪中期是大规模海底火山活动时期"其间

发生的海底火山事件主要指大洋中脊洋壳生产速率

的增加以及大洋板块内大火成岩省的出现"因而白

垩纪中期被认为是超级地幔柱发育时期$!""%#据研

究"白垩纪中期洋壳生产面积是白垩纪晚期生产面

图!!侏罗纪末期以来洋壳生产面积相对于

正常生产面积的变化!""

0-;@!!>’(-’D-?-)6-/1,.’/P,(M2)C(1EM,)-1/(’).2#D6’(.’$
’)N-EP1,.’/(-E;.,(M2)’/E’)1,.’/-,C?’).’M2

积的!@b倍$"%’图!(#3./1N’/-’/PHM(1/-’/界线

时期对应于极高的洋中脊生产率"达$Sf!#c=N[!

R’$"%’图!()界线之后"洋壳生产速率陡然下降至

3’NC’/-’/PR’’2)(-,*)-’/期的"%f!#c=N[!R’$"%

’图!(#
白垩纪中期大火成岩省集中出现"以K/)1/;

’̂5’海底高原&R’/-*-=-海底高原&W.(;M.?./海底

高原和3’(-DD.’/海底高原最为特征#太平洋西南

K/)1/;̂’5’海底高原出露面积达"f!#c=N""玄

武岩位于上下灰岩之间"厚度达"#"S#N"为典型

的海底侵位$!#%#据计算"现今残留体积为%%@%f
!#c=N[’非洋脊火山作用(或$c@Sf!#c=N[’洋脊

火山作用($!!%)R’/-*-=-海底高原体积为b@bf!#c

=N[’非洋脊火山作用(或![@cf!#c=N[’洋脊火山

作用($!"%)K/)1/; ’̂5’海底高原和 R’/-*-=-海底

高原火山活动于约!"$"!!bR’"平均活动年龄为

!"[R’$![%"比大洋缺氧事件KB&!’’约!"#@$R’(
所对应的+.??-黑色页岩及其同位素偏移要早""[
R’’下文(#W.(;M.?./海底高原主要火山活动开始

于约!!b"!!aR’"南部W.(;M.?./高原和G’:N’P
*’?高原时代为约!!c"!!#R’"&?’/9’/=为!!#
"!#bR’$!"%#主体活动年龄大体与KB&!D’约!![
"!#aR’(时间对应#3’(-DD.’/海底高原年龄为

约a%"bS R’"W.(;M.?./中 部 高 原 和 9(1=./
G-E;.时代为约a$"b$R’"大体与KB&"’a[@$
R’(时间大致吻合#同时期的海底火山作用还有再

次活动于约ac"b%R’的K/)1/; ’̂5’高原和约

bbR’的马达加斯加溢流玄武岩$!%%#3’(-DD.’/P
31?1ND-’/海底高原玄武岩体积为%f!#c=N["印

度洋9(1=./G-E;.玄武岩体积为"f!#c=N[$!$%#
3./1N’/-’/PHM(1/-’/界线时期洋内幔源玄武岩总

量达’b"!#(f!#c=N[$!$%或"#f!#c=N[$!#%#
Z@W!海底火山活动与全球变化

火山活动的一个最主要的影响是导致3K" 大

量进入大气圈#以玄武岩为例"平均每!=N[ 玄武

岩喷发释放到大气中的3K" 为[@%bf!#!";$!#"!c%#
以K/)1/;̂’5’高原体积保守取%#f!#c=N["则释

放到大气圈中的碳为[@bf!#!a;"相当于现今大气

圈和海洋总碳量$!c%’$f!#!a;(的Sc‘#3./1N’P
/-’/PHM(1/-’/界 线 期 间 海 底 火 山 作 用 释 放 出 的

3K" 总量为#@Scf!#!a;"相当于现今大气圈和海

洋总碳量的!$‘#大气圈3K" 大规模增加将直接

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已经被大量的海洋氧同位素

记录 所 证 实$!S%#气 候 变 暖 反 过 来 又 降 低 海 水 中

3K" 溶解度$!b%"使得过饱和海水中更多的3K" 进

入大气圈"该正反馈机制促进气候进一步变暖#另

$ 胡修棉@藏南白垩系沉积地质与上白垩统海相红层***大洋富

氧事件@成都+成都理工大学""##"+"!c@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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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幔来源的火山作用还将持续释放大量的+K"#
据估计"3./1N’/-’/PHM(1/-’/界线期间海底火山

作用排入海洋的+K" 量可达bf!#!a;$!$%"其最直接

的结果就是导致海水酸化"使得碳酸盐溶解并释放

3K" 进入大气圈"同样促进气候进一步变暖#
大量海底火山作用&大火成岩省’发生的另一个

明显的结果就是导致海平面的上升#一方面是熔岩

流喷出到海底(另一方面是热的)漂浮的地幔柱向上

推举洋壳$!$%"导致洋壳减薄#因而白垩纪中期是整

个中新生代海平面最高时期$!a%#大量海底火山作

用的发生以及其所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全球气候变

暖将直接导致全球温度升高)营养组分的增加"而后

两者将使生物系统演化速度加快$"#%#这也进一步

说明白 垩 纪 中 期 为 什 么 是 一 个 生 物 快 速 更 替 时

期$c""#%&下文’#大量海底火山作用的一个重要结果

就是热液活动的增强"尤其是海底扩张中心#热液

活动的增强将引起海洋化学组成的变化$"%#bS+(!bc+(
值明显变化被认为是海底热液活动的结果$"""!%#白

垩纪中期"出现两次非常明显的bS+(!bc+(值负偏移#
一次开始出现在 BC)-’/最早期&约!"[R’’"至

BC)-’/晚期&约!!$R’’达最小值"一直到B?D-’/
中期恢复"延时约![R’(另一次偏移开始于3./1P
N’/-’/中期*晚期&a$R’’"至HM(1/-’/晚期&a#
R’’达最小值"到+’/)1/-’/期&b$R’’才恢复到偏

移之前值"延时约!#R’&图"’#海底火山作用的

发生还将产生大量的还原性金属元素以及I"+)甲
烷等气体"这些还原性气体一进入海底热液就会被

热液中的溶解氧氧化"此过程的结果是消耗大量的

海水中溶解氧"导致海水缺氧环境的形成$!%%#另

外"海底热液活动的增强将提供更为丰富的溶解铁

及其他生物可利用的金属元素$"#%"而这些元素的增

加将使海洋原始生产力增加$""%#海洋原始生产力

的增加"其结果是进一步导致底层水缺氧环境的形

成"因为分解更多的有机质将消耗更多的海水中的

溶解氧$!%%#

"!大洋缺氧事件

大洋缺氧事件&KB&’因其与全球碳循环)气候

和海洋变化紧密相关"以及其沉积物***黑色页岩

是重要烃源岩的事实"近[#年来一直是国际地学界

研究热点之一#

W@Z!大洋缺氧事件基本特征

+,*?’/;.(和 .̂/=6/2$[%首次提出用+大洋缺氧

事件,概念来解释白垩纪三个时期内广泛出现的黑

色页岩的成因"并分别称之为BC)-’/PB?D-’/缺氧

事件)3./1N’/-’/PHM(1/-’/界线缺氧事件和31/-P
’,-’/P+’/)1/-’/缺氧事件"略写为KB&!)KB&"&约
a[@$R’’和KB&[$%""%%&图"’#根据黑色页岩延续

时间"这三次缺氧事件发生的时限大致分别为!b)!
"")%"$R’#随着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又把

KB&!细分为KB&!’&约!"#@$R’’)KB&!D&约

!!["!#aR’’)KB&!,&约!#"R’’)KB&!E&约

aaF"R’’$c%&图"’"每一缺氧事件的时限从几万年

到几R’年不等#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只有

KB&!’和KB&"的两次缺氧事件具有全球分布性"
而其他缺氧事件都是区域性的#

除历时相对较短)分布面积广泛外"大洋缺氧事

件还具有以下特征-&!’富含有机质黑色页岩"有机

碳含量最高可达[#‘$"$%(&"’碳同位素正偏"海洋

碳酸盐!![3正偏"i"有机质!![3正偏%i$"c%(&[’
海洋微体生物发生不同程度更替和绝灭$c%&下文’#
W@W!碳同位素负偏移与气体水合物释放

’̂*(./等$"S%通过测试化石3[ 植物碳同位素揭

示"在BC)-’/早期"!![3快速负偏移达$i"后快速

正偏移$i#相同的情形还出现在海洋有机质和全

岩碳酸盐上"其碳同位素负偏移量为[i$"b%#这被

解释为由于温度升高导致大规模的天然气水合物大

量排放到空气中并被快速氧化从而造成同期生物圈

同位素负偏#
大规模的气体水合物从海洋沉积物中开始排放

到水中"不断溶解并在水中持续被氧化$"a%"这样就

要消耗掉大量的溶解氧"造成大洋水体缺氧"促进缺

氧条件的形成#一旦海水中的甲烷溶解度达到饱和

之后"甲烷将被释放到大气中"快速被氧化转换成

3K""这将一方面促进气候变暖"另一方面还将导致

大气K" 含量的快速降低$"S%#据模拟计算"BC)-’/
早期约!%万年碳同位素负偏移期间可能有近[###
f!#!$;气体水合物排放到大气圈中"直接造成大

气3K" 增加约c##f!#hc$[#%"同时"还导致大气氧

气降低约$#f!#!cN1?#
W@H!有机质埋藏与全球变化

大洋缺氧事件期间"由于有机质短期内大量被

埋藏"势必影响到全球碳循环"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有

机质不能被氧化"碳没有直接返回到大气中"继而引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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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大气3K" 含量降低"导致温室效应的减弱#[!$%据

统计"3./1N’/-’/PHM(1/-’/界线缺氧事件在短暂

的#@$R’内埋藏有机碳总量达!@cf!#!bN1?"年
平均达#@["f!#![N1?#[!$%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

因有机质埋藏所引起的碳循环的改变可能要比以往

所认为的要明显得多"而且"很有可能小规模的气候

波动即受此碳循环控制%例如"WM6C.(2等#["$在研

究北大西洋KB&"时"发现植物叶正构烷烃正偏移

量达!#i"!ci"这被解释为植物类型从3[ 植物

过渡为以3% 植物为主或出现3[ 和3% 混合植物"这
意味着3K" 含量下降到$##f!#hc以下"下降量达

%#‘"b#‘%3./1N’/-’/PHM(1/-’/界线之后全球

气候不断变冷&？’"可能与全球缺氧事件造成大量有

机碳埋藏(3K" 降低(温室效应减弱有关#[!$%
另外"大洋缺氧事件期间有机质的埋藏将导致与

埋藏碳相同摩尔数的氧气进入大气圈"从而增加后者

的氧化能力%以3!H缺氧事件为例"#@$R’期间有

机质埋藏将导致与埋藏碳相同摩尔数的氧气的增加

&!@cf!#!bN1?’#[!$"相当于现今大气氧气总量增加

%@"‘&而不是B()*M(等#[!$文中的%#‘’%

[!生物更替与绝灭

白垩纪中期是地质历史中一个明显的生物异常

辐射和更替&新生_绝灭’时期"包括海洋浮游生

物#[[$(底栖有孔虫#[%$(双壳类#[$$以及陆地植物#[c$

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新生和绝灭%据统计"就海洋

域而言"仅在3./1N’/-’/!HM(1/-’/界线&KB&"’
时期"属 级 绝 灭!%‘""c‘"种 级 绝 灭[[‘"
$$‘#[S$%
H@Z!白垩纪中期海洋微体生物演化

最近"T.,=-.等#c$系 统 统 计 了 白 垩 纪 中 期

&!"$"a#R’’钙质超微浮游生物和浮游有孔虫的

丰度(多样化&E-5.(2-7-,’)-1/’速率&新生速率h绝

灭速率’(更 替 速 率&新 生 速 率_绝 灭 速 率’&图

[’%结果显示"白垩纪中期钙质超微浮游生物(浮

游有孔虫和放射虫均发生快速生物更替"高绝灭

率和高新生速率均发生在大洋缺氧事件所对应的

时间段内"显示大洋缺氧事件对海洋微体生物的

强烈影响%

图[!白垩纪中期浮游有孔虫!钙质超微化石演化历史"c#

0-;@[!&51?M)-1/’(6*-2)1(617C?’/=)-,71(’N-/-7.(’’/E,’?,’(.1M2/’//17122-?2)*(1M;*)*.R-EE?.3(.)’,.1M2
新生率&*2’o!!种丰度&8’f每百万年新生种的数量)绝灭率&*.’o!!种丰度&8’f每百万年绝灭种的数量)多样化速率&*E’o*2*
*.)更替速率&*)’o*2_*.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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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垩纪中期钙质超微浮游生物的丰度是浮游有

孔虫丰度的""[倍"图[#$钙质超微浮游生物分

异度从9’((.N-’/晚期约%#种逐渐增加%到HM(1P
/-’/早期达近S#种$多样化速率在9’((.N-’/晚

期和BC)-’/晚期出现最高值%其他明显的多样化速

率出现在BC)-’/!B?D-’/界线&B?D-’/中期&B?D-’/
晚期和3./1N’/-’/中期"图[#$钙质超微浮游生

物的最大更替速率&最大绝灭速率均出现在BC)-’/
早期和3./1N’/-’/PHM(1/-’/界线%分别与大洋缺

氧事件KB&!’和KB&"相对应"图[#$白垩纪中

期浮游有孔虫的演化以间隔性地出现高更替速率与

低更替速率为特征$最大的更替速率出现在BCP
)-’/!B?D-’/界线附近"!!""!"[R’#%BC)-’/晚期

的ca‘种绝灭%新出现B?D-’/早期的"[‘种绝灭

"图"%图[#$高更替速率还出现在BC)-’/早’中

期&B?D-’/最晚期&3./1N’/-’/中期以及3./1N’P
/-’/PHM(1/-’/界线"图"%图[#$

同样地%&(D’,*.(等([b)统计结果表明%放射虫

最大更替速率也出现在大洋缺氧事件时期内"图

"#$KB&!’&KB&"时期内放射虫更替速率&绝灭

速率分别是cS‘和!#S‘&%!‘和$b‘"图"#$另

外%明显的更替速率和绝灭速率还出现在B?D-’/早

期&B?D-’/晚期和3./1N’/-’/中期$
H@W!几个重要的生物演化事件

早白垩世远洋碳酸盐主要生产者微椎类"/’/P
/1,1/-E2#钙质超微浮游生物在白垩纪中期经历了

两次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机%称之为*微椎类危机+
"/’//1,1/-E2,(-2-2#([a)$第一次也是最大的危机出

现在BC)-’/早期%对应于KB&!’之前的太平洋大

火成岩省的侵位时间([)$
具有特征似棒状",?MDP?-=.#房室浮游有孔虫

H")61.5’/%,%J*’首现面大致对应于微椎类危机和

KB&!’启动时间(%#)$T.MC1?E-/-E2类生物适应于

贫氧&缺氧环境%成为KB&!’期间浮游有孔虫组合

的主要类型$
BC)-’/晚期%第一种具旋脊浮游有孔虫B.%<

/1@%.’/%,$"/’1)*"/#’#总延限时间对应于微椎类

复苏%被 称 之 为*L%//1,1/)#(*)’((’’ 顶 峰"’,P
N.#+([a)$第二次微椎类小危机对应于BC)-’/末钙

质超微化石BR,$"/’1)*"/#’#绝灭界线%大体与BCP
)-’/PB?D-’/界线长时期有机质埋藏时间相当$BCP
)-’/PB?D-’/界线时期%浮游有孔虫遭受白垩纪最大

的绝灭和更替%放射虫也同样出现明显的绝灭和新

生%而钙质超微浮游生物除微椎类之外基本不受影

响$同时%该时期也是浮游有孔虫超微结构变化的

分水岭%螺旋椎状&具小孔壳的种属被具有大孔和光

滑壳壁的种属所取代(c)$
3./1N’/-’/PHM(1/-’/界线"KB&"#期间白垩

纪生物放射虫和钙质超微浮游生物发生明显变化%
后者遭受白垩纪最大更替变化%深水浮游有孔虫发

生激烈变化%轮孔虫"G1)’?-C1(’#属绝灭([[)%而机会

种异卷虫属"I.).(1*.?-Q#出现明显增生现象([a)$
深海底栖有孔虫发生不同程度的绝灭%绝灭率[S‘
"ca‘(%!)$

%!超静磁带的出现

I.?2?.6和+).-/.((S)最先发现%在白垩纪中期

有很长时间地球磁场保持为正极性%现在称之为白

垩纪超静磁带"3A+#(b)$古地磁学家从不同角度对

3A+进行了研究%确定3A+持续时间约为[bR’
"!"!"b[R’#(b)$地球磁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为

什么不发生倒转%已成为地球物理学家关注的热点

问题(%")$
L*M等(%[%%%)通过对我国东部地区广泛出露中

生代火山岩地球磁场古强度的研究%发现在超静磁

带前地球磁场的强度是现今地球磁场强度的一半$
他们还发现中生代以来地磁极性倒转频率的变化与

地球磁场强度的变化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这意味

着地球核幔相互作用和外核流体运动可能处于低能

态时%地球磁场的稳定性增强$这说明白垩纪超静

磁带的发生%可能代表着核幔相互作用和外核流体

运动处于能量最低的状态$

$!沉积记录的转变与大洋红层的出现

低纬度远洋沉积因其远离大陆%基本上不受陆

源物质的影响%主要反映远洋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影

响$对意大利中部远洋沉积研究表明%白垩纪中期

沉积记录上发生明显的变化$
第一次明显的变化发生在+.??-事件层底界附

近%从碳酸盐沉积快速转变为还原条件下的富有机

质黑色页岩沉积$根据黑色页岩&硅质岩的出现%该
变化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三阶段小变化$首先出现在

I’M).(-5-’/P9’((.N-’/界线%I’M).(-5-’/远洋沉积

以高含量碳酸钙沉积为特征"R’-1?-,’相#%夹丰富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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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状硅质岩"偶见层状"缺乏黑色页岩#9’((.N-’/
开始一直到9’((.N-’/晚期$约!"cR’%到地磁极

性R#底界$!"!@$R’%"整体以碳酸钙沉积为主"
以出现富有机质的黑色页岩夹层为特征"硅质岩丰

富#从 R#底 界 到+.??-$KB&!’%底 界$!"#@$"
!!a@$R’%"沉积记录为碳酸盐沉积夹黑色页岩沉

积"缺乏硅质岩沉积&![’#+.??-层内缺乏碳酸盐"整

体以黑色页岩为主#
从BC)-’/早 期+.??-层 一 直 到 3./1N’/-’/P

HM(1/-’/界线91/’(.??-层$约a[@$R’"KB&"%"以
同时广泛出现黑色页岩和大洋红层为特征"部分地

层以黑色页岩为主"部分地层以大洋红层为主"部分

地层甚至出现黑色页岩(大洋红层的韵律性沉积#
红层首次出现于BC)-’/晚期开始阶段$约!!b@$
R’%"在BC)-’/P3./1N’/-’/期间与黑色页岩(灰色

泥灰岩交替出现#据初步研究"+.??-P91/’(.??-之间

至少出现b套大洋红层&"[’"而黑色页岩层则多达

"##多层&%$’#BC)-’/PB?D-’/期间整体缺乏硅质岩"
硅质岩自R#界线附近消失之后再次出现在B?D-’/
顶部"硅质岩的再次出现被作为+,’;?-’9-’/,’的底

界#
91/’(.??-层$3./1N’/-’/PHM(1/-’/界线%之上

地层则主要以出现大规模的大洋红层沉积为特征

$+,’;?-’G122’相%"标志着白垩纪中期黑色页岩的

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氧化条件下广泛出现的上白垩

统红层&a’#
以上现象不仅见于意大利中部地区"还见于北

大西洋(阿尔卑斯(喀尔巴阡(黑海(喜马拉雅$包括

我国西藏南部地区%(北太平洋等地区"可能是整个

特提斯域或者说全球深水沉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

征&"%’#为什么白垩纪深水沉积会出现从早白垩世

R’-1?-,’相(含黑色页岩夹层(黑色页岩和大洋红层

大规模出现到晚白垩世整体以大洋红层为主的沉积

的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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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问题

的探索正是目前开展的J83<%a%和J83<%c[的主

要科学目标之一#

c!关联与反馈

!!地球是一个系统#白垩纪中期异常事件是地球

系统下各圈层相互耦合的产物"事件相互之间不是

孤立的"单个事件引起的全球变化对其他事件起着

明显的正!负反馈机制作用#图%显示白垩纪中期

各个因素(地质事件的相互关联与反馈作用#存在

于核幔相互作用和外核流体运动导致白垩纪中期超

级地幔柱的发生"并造成白垩纪超静磁带$3A+%的

发生#
大规模海底火山作用是引起白垩纪中期异常

海洋和气候的最根本原因#最直接的影响是释放3K"

图%!白垩纪中期异常事件相互关联与反馈

0-;@%!T-/=’;.’/E7..ED’,=N.,*’/-2N17)*.N-EP3(.)’,.1M2-;/.1M2.5./)2!
1,.’/-,’/1Q-,.5./)2!D-1)-,)M(/15.(’/EN’22.Q)-/,)-1/!1,.’/-,(.ED.E2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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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气圈"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变暖反过来又

降低海水中3K" 溶解度"使得海水中更多的3K" 进

入大气圈"促进气候进一步变暖$海底火山作用还

将持续释放大量的+K""导致海水酸化并使得碳酸

盐岩发生溶解"释放3K" 进入大气圈"促进气候进

一步变暖$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大量的天然气水合

物排放到大气中"被快速氧化后导致大气3K" 含量

升高"氧气含量降低"同时将造成同期生物圈%海相

碳酸盐同位素负偏$白垩纪中期海底火山作用将直

接向海洋提供幔源+("导致bS+(!bc+(负偏移$海底

火山作用及其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将使海平面上

升"更多陆地营养盐进入海洋"导致海洋原始生产力

的增加$另外"海平面的上升还将促进上升洋流发

育"更多深部营养物质被带到表层"进一步促进海洋

表层生产力的增加$海底火山作用和海底热液活动

的增强将提供更为丰富的溶解铁及其他生物可利用

金属元素"这也将大大增强海洋原始生产力$
海洋原始生产力的增加和海平面上升将造成底

层水缺氧环境的形成%溶解氧最小层的扩大"造成缺

氧事件的发生"其结果是导致大量的有机质被埋藏"
形成黑色页岩"全球碳同位素发生正偏移$另外"海
底火山 作 用 将 产 生 大 量 的 还 原 性 金 属 元 素 以 及

I"+%甲烷等气体"这些气体的氧化将消耗大量的海

水中溶解氧"促进海水缺氧环境的形成$另外"全球

温度的升高"将导致海水溶解氧的溶解度降低"这也

将促进缺氧事件的发生$大洋缺氧事件期间有机质

大量被埋藏将导致有机质不能被氧化"碳没有返回

到大气中"从而引起大气3K" 含量降低"导致温室

效应减弱$
海底火山作用%全球气候变暖%大气3K" 含量

升高%海平面上升%营养组分增加将加快生物演化速

度"部分生物由于环境的改变而绝灭"新的生物快速

产生"生物更替速率明显加快$另外"缺氧条件的发

育也将造成不同程度的生物绝灭$
有机质的埋藏还将导致与埋藏碳相同摩尔数的

氧气进入大气圈"从而增加后者的氧化能力$海洋

表面光合生物原始生产力的增加"一方面从大气中

吸收3K""降低温室效应#另一方面排放K" 进入大

气圈"导致大气K" 含量增加$可以推测"随着白垩

纪中期黑色页岩的不断形成以及长时期高海洋表面

生产力"大气圈氧气含量不断增加"氧化能力不断加

强#加之白垩纪中期海底火山作用和热液作用将提

供大量的0."_"在海水溶解氧充分的氧化条件下"

0."_将快速被氧化成0.[_"从而造成大洋红层的形

成$

:&(&+&/.&$!

&!’!TBG+KAGT@T’).2)CM?2.17&’()*(&5-E./,.71(’N-EP
3(.)’,.1M22MC.(C?MN.&̂’@3"1.14&"!aa!"!a(ac[Pacc@

&"’!̂ KA&+3&"̂&AW\A+I3@+.’O’).(2)(1/)-MN-21)1C.2"

1,.’/-,’/1Q-,.5./)2"’/E2.’7?11(*6E(1)*.(N’?’,)-5-)6-/
)*.̂M(’22-,’/E3(.)’,.1M2&̂’@7@A8,’""##!"[#!(!!"P
!%a@

&[’!+3ITBA8&G+K"̂&AW\A+I3@3(.)’,.1M21,.’/-,’/P
1Q-,.5./)2(3’M2.’/E,1/2.ZM./,.&̂’@3"1.14’""/C’:/<
J1)?"!aSc"$$(!SaP!b%@

&%’!̂ &AW\A+I3@3(.)’,.1M2’/1Q-,.5./)2(0(1N,1/)-/./)2
)11,.’/2&̂’@A3"1.81,H1/51/"!ab#"![S(!S!P!bb@

&$’!9GBTKY&GH "̂BGHI4GRB"T&3WJ&GR".)’?@
H-N-/;’/EC’?.1,.’/1;(’C*6171,.’/-,E621Q-’!’/1Q-’-/
)*.T’).9’((.N-’/)1&’(?6BC)-’/&̂’@B%.%’1#"!aa%"a(
[[$P[ca@

&c’!T&3WJ&GR"9GBTKY&GH "̂3B+IRBAG@K,.’/-,
’/1Q-,.5./)2’/EC?’/=)1/.51?M)-1/(9-1)-,(.2C1/2.)1).,P
)1/-,71(,-/;EM(-/;)*.N-EP3(.)’,.1M2&̂’@B%."1,"%/14*%<
6$&""##""!S)[*(!#@!#"a!"##!<B###c"[@

&S’!I&T+T&\3&"+H&JA&GR9@&5-E./,.71(?1/;-/).(5’?2
17/1(N’?C1?’(-)6EM(-/;)*.3(.)’,.1M2C.(-1E&̂’@;%*($
B.%/"(8,’H"(("!aca"$(["$P[["@

&b’!3GKAJAR"HB4d&T"3KA+HB9T&3".)’?@A1-2.-/
)*.ZM-).X1/.&̂’@;%*($B.%/"(8,’H"((""##!"!a#(![P[#@

&a’!I4d"̂BA+BT"YBA83".)’?@4CC.(3(.)’,.1M2K,.P
’/-,G.ED.E2)3KG9*-/)*.H.)*62(K,,M((./,."?-)*17’P
,-.2"’;.’/E./5-(1/N./)&̂’@-*"(%,"1)#="#"%*,$""##$"
"c)!*[P"#@

&!#’!YJ8ABTT<9@T’(;.-;/.1M2C(15-/,.2’/EN’22.Q)-/,P
)-1/2&̂’@;%*($8,’"/,"#=">’"?""##!"$[(!P[[@

&!!’!8TBV3L&AWKH<"3K00JAR0"&TVIKTRK@3(M2)’?
2)(M,)M(.17)*.K/)1/;̂’5’<?’).’M(R1E.?-/;17/.O;(’5-P
)6’/E.Q-2)-/;2.-2N-,E’)’&̂’@A3"16$&#="#"!aaS"!#"(
""S!!P""S"a@

&!"’!3K00JAR0"&TVIKTR K@T’(;.-;/.1M2C(15-/,.2(

3(M2)’?2)(M,)M(."E-N./2-1/2"’/E.Q).(/’?,1/2.ZM./,.2
&̂’@=">3"16$&#"!aa%"["(!P[c@

&![’!TBG+KAGT"&G9B&@K/2.)17)*.N-EP3(.)’,.1M2;(../P
*1M2.-/)*.9’((.N-’/PBC)-’/(J;/.1M2.5./)2’/E)*.D-1P
?1;-,’?"2.E-N./)’(6’/E;.1,*.N-,’?(.2C1/2.2&̂’@B%.%"1<
,"%/14*%6$&"!aaa"!%(cc[PcSb@

&!%’!+JAHKA3Y"V4A3BAGB@<1)./)-’??-/=2D.)O../1P
,.’/C?’).’M51?,’/-2N’/E;?1D’?1,.’/’/1Q-’’))*.3./1P
N’/-’/PHM(1/-’/D1M/E’(6&̂’@;,1/3"1."!aaS"a"(b[cP
b%"@

&!$’!W&GGB3@K,.’/-,C?’).’M71(N’)-1/(B,’M2.17N’22.QP
)-/,)-1/’/ED?’,=2*’?.E.C12-)-1/’(1M/E)*.3./1N’/-’/P
HM(1/-’/D1M/E’(6&̂’@A3"1.81,H1/51/"!aab"!$$(c!aP
c"c@

&!c’!T&B>JHH+Y@B//M’?51?,’/-,,’(D1/E-1Q-E..N-22-1/(万方数据



"[#!! !! 胡修棉!地学前缘（&’()*+,-./,.0(1/)-.(2）"##$，!"（"）

B/.2)-N’).7(1N.(MC)-1/,*(1/1?1;-.2"̂#@;/>’*1/3"1.$
!ab"$%%!$P"!@

"!S#!I49&G9H$IKV&TTVB$IBRJTHKA3<@R-EE?.P
T’).3(.)’,.1M2,?-N’).17)*.21M)*.(/*-;*?’)-)ME.2%+)’P
D?.-21)1C-,.5-E./,.71(N-/-N’?.ZM’)1(P)1PC1?.)*.(N’?;(’P
E-./)2"̂#@3"1.81,7@"*9)..$!aa$$!#S%!!c%P!!a!@

"!b#!V&9K&G<T@3*’/;.2-/1(;’/-,,’(D1/DM(-’?EM(-/;)*.
.’(?63(.)’,.1M2"B#@+4RR&GIB\&+3<$+IB3WT&P
HKAA @̂L1*($7(.%/(’,B%.%"1,"%/14*%6$&"3#@T1/E1/%
8.1?1;-,’?+1,-.)6$+C.,-’?<MD?-,’)-1/$!abc$"!%["!P[[!@

"!a#!IB]94$IBGV&A9KT $̂>BJT<G@3*(1/1?1;617
7?M,)M’)-/;2.’?.5.?22-/,.)*.H(-’22-,"̂#@8,’"/,"$!abS$
"[$%!!$cP!!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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