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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垩纪代表着地质历史中的一种极端的温室气候!已被国际地球科学界视为研究地球系统科学的典

型范例"文中在评述白垩纪沉积作用#古气候#古海洋研究中取得的重要进展基础上!重点介绍推动白垩纪研

究核心问题之一的黑色页岩和大洋缺氧事件以及由中国学者提出的白垩纪大洋红层和富氧作用"大洋缺氧

事件与大洋红层的研究因其与碳氧循环#古气候和古海洋变化的紧密关系!已经成为国际白垩纪研究中的热

点问题!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引领着白垩纪古海洋#古气候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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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生活在被人类强烈影响和改造的地球

上’如何认识人类作为一种重要的地质营力对地球

的改造作用"需要我们更深刻地去了解这个固体地

球(大气圈(海洋(生命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作用和

影响"这种需求导致地球系统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通过对保存在岩石中的记录的研究"我们得知"地质

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地球与现今生活的间冰期地球

截然不同"并表现出具有)温室状态*!;(../*1M2.

2)’).$与)冰室状态*!-,.*1M2.2)’).$交替出现的周

期性+!"",’温室状态下气候和海洋格局遵循不同的

运行模式+[,"而对这样一种模式的精确理解无论对

于认识过去(还是未来都将是必需的’代表着地质

历史中极端温室气候类型的白垩纪就是它的典型代

表"这不仅仅因为这一时期所沉积的地层广泛出露

在大陆上"也因板块俯冲循环使它相对于更老时代

的地层在洋底得到更好的保存’所以"白垩纪已被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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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地球科学界视为研究地球系统科学的典型范

例!被称为#白垩纪世界$%%&’白垩纪时全球气温处

于极端温室状态!在HM(1/-’/期全球平均表面温度

比现今高!#e%$!c&!同时是洋中脊生产率极高时期

和大型火成岩省(TJ<2)大规模形成时期%S!b&’据估

计!3./1N’/-’/PHM(1/-’/时期洋中脊生产率达$S
f!#c=N["R’%b&!洋壳生产面积是正常生产面积的

!Fb倍%S!a&*3K"含量是现今含量的%"!#倍%!#!!!&!
海平面在过去"$#R’历史中处于最高位时期%!"&*
白垩纪 世 界 也 是 显 生 宇 以 来 唯 一 一 次 超 静 磁 带

(3A+)发育时期*缺氧环境下的黑色页岩是许多大

油田的烃源岩’据统计!全球c#‘油田的烃源岩形

成于B?D-’/P31/-’,-’/期%![&!"a‘烃源岩来自BCP
)-’/PHM(1/-’/期%!%&’我国大庆油田所在的松辽盆

地主力烃源岩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白垩纪也是

海洋和陆地生物特化或异化时期!不但有当时的世

界霸主恐龙!也出现了像圆笠虫之类的大有孔虫和

厚壳蛤之类的造礁双壳’
正因为国际科学界对白垩纪的高度重视!近年来

在深海钻探(V+V<)和大洋钻探(KV<)取得了大量实

验数据!获得和建立起白垩纪的各种演化曲线!如洋

壳生产率%S!!$&+锶同位素%!c&+硫同位素%!S&+碳酸盐和

有孔虫的碳同位素%$!!b!!a&+氧同位素曲线%!!"#&+大气

二氧化碳含量变化%!!&和氧气含量变化%"!&’在此基础

上!科学家可以追溯白垩纪以来的全球气候变化%""&+
古海洋变化%"[&和古地理变化%"%!"$&’

本文将评述白垩纪古气候和古海洋研究中取得

的重要进展!重点介绍白垩纪与温室气候紧密相关

的特殊沉积!在此基础上对推动白垩纪研究核心问

题之一的黑色页岩和大洋缺氧事件以及由我国学者

提出的白垩纪大洋红层和富氧作用进行回顾与总

结!为进一步揭示白垩纪气候和海洋提供借鉴!并有

助于人类对因目前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增加而导致的

气候和环境反馈做出正确的预测’

!!白垩纪世界,,,温室气候的典型范

例

ZUZ!白垩纪气候

根据国际地层委员会"##%年公布的国际地层

年表!白垩纪的底界置于!%$F$R’!其顶界是科学

界所熟知的c$F$R’%"c&’这一时期与我们现在所

生活的地球面貌是截然不同的’从古地理角度来

看!当时的海陆分布与现今最大的不同是在低纬度

地区存在一个东西向的特提斯洋(图!)!大西洋和

印度洋也处于它们早期形成阶段%"$&’白垩纪最明

显的气候标志莫过于在南北半球范围内广泛发育蒸

发岩+陆相红层和碳酸盐岩(包括生物礁)!高纬度地

区森林的存在+植物群和生物礁向极地方向拓展约

!$g+恐龙在北极圈内被发现!以及普遍缺乏大陆冰

川的直接证据%"S&’随着海洋碳酸盐氧同位素被成

功地用于古温度重建以及运用古植物研究陆地气候

的进一步发展!变化着的白垩纪古气候已逐步呈现

在我们面前’
多年来白垩纪大量氧同位素数据显示!白垩纪

气候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白垩纪气温平均比

现今高["!#e%$!c!!b!"b"[#&*白垩纪中期南高纬度

地区海洋上层浮游有孔虫同位素数据揭示其古温度

达""""be %$&!温带北大西洋深水底栖有孔虫氧

同位素数据显示其温度高达"#e%[!"[[&’(")3./P
1N’/-’/PHM(1/-’/界线期间气温出现极高值!主要

证据有-欧洲箭石和厚壳蛤!!bK值%[%&+特提斯域磷

酸岩生物骨骼!!bK%[$&+英国北方域3*’?=和意大利

特提斯域+,’;?-’地区HM(1/-’/阶下部!!bK最低

值%!b&+南半球细粒沉积物!!bK古温度曲线%"S&+意大

利中部31/).22’剖面和西班牙南部+’/)’J/.2剖

面海相碳酸盐!!bK值%"b&’从古温度角度而言!白

垩纪大致可以三分为%$&-温温室气候(Y’(N;(../P
*1M2.!B?D-’/P3./1N’/-’/中期)+热温室气候(I1)
;(../*1M2.!3./1N’/-’/晚期,3’NC’/-’/早期)+
凉温室气候(311?;(../*1M2.!3’NC’/-’/中期,
R’’2)(-,*)-’/)’([)3./1N’/-’/PHM(1/-’/界线气

温极高值之后整体气候不断变冷%!b!"b&!3’NC’/-’/
晚期之后变冷 速 度 较 慢!延 续 整 个 R’’2)(-,*)-’/
期%$!"S&’B()*M(等%[c&推测这一次长期的降温可能

与全球缺氧事件造成大规模有机碳埋藏!从而引起

温室效应减弱有关’(%)陆相植被和海相钙质壳化

石氧同位素数据表明白垩纪全球纬度温度梯度小!
分别为#F!$e"!g(氧同位素数据)和#F[e"!g(低
,中纬度北美植被数据)!均远远低于现今的#FS[
e"!g%[S&’
ZUW!白垩纪特殊沉积

白垩纪沉积丰富多彩!表现出明显地受温室气

候控制和全球性分布的特点!除了本文将要重点论

述的黑色页岩和大洋红层外!以下几种沉积物也是

白垩纪所特有的’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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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白垩纪3./1N’/-’/期!约abR’"古地理重建
红线显示碳酸盐台地分布带#%$

0-;F!!BCC(1Q-N’).(.,1/2)(M,)-1/173(.)’,.1M2C’?’.1;.1;(’C*6’D1M)abR’’;1%3./1N’/-’/B;.&
G.E?-/.22*1O)*.D.?)17,’(D1/’).C?’)71(NE.5.?1CN./)

!!%!&白垩灰岩沉积’白垩%3*’?=&灰岩是白垩纪

最特征的沉积!正因为如此!!b""年法国地质学家

F̂̂FKN’?-M2E(I’??16根据拉丁文白垩),(.)’*将

此时代命名为白垩纪’白垩灰岩沉积不仅出现在北

半球的北欧%英国+俄罗斯&和北美%得克萨斯&地

区!也出现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西部%图!&’扫描

电镜分析表明这种白垩灰岩大部分是由金黄色的单

细胞颗石藻组成!由于受海平面控制!这种藻类骨骼

所组成的钙质软泥沉积的海水深度一般不超过"##
N!并且主要形成在开阔海上升流发育的地区#%$’

%"&热带碳酸盐沉积’这是一种以现在已经绝

灭了的厚壳蛤%GME-2)&为代表的生物"碎屑灰岩沉

积!它也是古罗马建筑的主要石材’在地质历史时

期!双壳类能够成为造礁生物这是唯一一次!这是由

于当时形成的特化厚壳蛤类的特殊生态性质造成

的’这种热带碳酸盐沉积出露于整个特提斯海地

区!也包括当时的印度大陆北缘,现今我国西藏南部

地区%图!&!同时它也见于太平洋地区的一些由火

山岩组成的海山上’由于它沉积的速度非常快!所
以被称为)热带碳酸盐工厂*#%$’

%[&极地陆相煤系沉积’在现今北极阿拉斯加

地区!由于气候寒冷%年平均气温为h$e&只能有

一些耐寒的草科和苔藓类植物的生长’在当地由沉

积物所记录的白垩纪主体是由陆相的泥岩和煤层组

成的!美国地质调查局%4+8+&对该区所作的调查

显示!仅北极地区的煤蕴藏量就达到"FS$f!#!")!
占美国整个煤蕴藏量的三分之一#%$’古环境分析进

一步证实在当时该区为一片巨大的森林’对于形成

这种煤层沉积可能的解释有两种-第一种是当时该

地区位于适宜森林存在的低纬度地区.第二种解释

认为白垩纪温度极高!当时的高纬度地区气候与现

今森林存在的低纬度相当’古地磁研究结果证实!
当时该地区的古纬度比现在还向北约!#g%现今为

北纬S$g&’古气候分析显示当时的北极地区气候

炎热!雨量充沛’通过植被类型的重建和被子植物

叶形态研究!在美国阿拉斯加北部已经获得了晚白

垩世和古近纪年平均空气温度#[b$’B?D-’/晚期+

3./1N’/-’/早期年平均温度%RBH&为!#e%相当

于伦敦现今RBH值&!之后温度稍微上升后下降到

3’NC’/-’/PR’’2)(-,*)-’/早 期 的$e!古 近 纪 为

c"Se#[b$’晚白垩世早期丰富的厚层煤炭沉积,
树木宽的生长环和叶径大范围分布等均说明其为一

种潮湿的环境!植物未经受任何明显的水压’这种

煤系沉积不仅见于阿拉斯加地区!实际上还广泛发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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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于整个环北极地区#[b$!如格陵兰%加拿大和俄罗

斯&另外!在南极地区也发现了这种煤层#%$&
综上所述!陆相煤系地层沉积在极地地区!白垩

灰岩沉积在中纬度地区!热带碳酸盐沉积在低纬度

地区!它们一起在白垩纪时期形成当时巨大的碳库

并构成白垩纪全球碳循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黑色页岩与大洋缺氧事件

全面了解碳循环的过程以及发生重大变化的事

件及原因是当今地球系统科学的核心目标!在地球

历史的某些特定时期!由于碳循环发生重大变动!导
致大量有机碳在海洋沉积物中以缺氧的黑色页岩形

式保留下来!这一代表海洋和气候系统发生变化的

重大事件已被地球科学界称为大洋缺氧事件’K,.P
’/-,B/1Q-,&5./)2!KB&2(&虽然在侏罗纪及古生

代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但由于很难能获得深海沉积

物!深入研究不够!新生代又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全球

性缺氧事件&这样!白垩纪中期’!"["a[R’(全球

规模分布的黑色页岩及所代表的大洋缺氧事件为我

们提供了认识地球历史时期碳循环发生重大变化的

窗口和研究范例&
通常根据溶解氧含量大小来描述沉积物)))底

层水氧化还原状态&一般分为缺氧条件’’/1Q-,(%贫
氧条件’E621Q-,(和富氧条件’1Q-,(三大类!其界线分

别为#F!和!"!F"NT"T’表!(&W’-*1#[a!%#$又进一

步将其分为缺氧’’/1Q-,!#"#F!NT"T(%贫氧’E621QP
-,!#F!"#F[NT"T(%少氧’2MD1Q-,!#F["!F"NT"T(%
中氧’N.E-MN1Q-,!"F#"[F"NT"T(和高氧条件’*-;*
1Q-,![F""cF#NT"T(’表!(&

自从!aSc年首次提出缺氧事件概念后!现已被

地学界广泛接受&白垩纪缺氧事件共发生c次!即
BC)-’/早期缺氧事件’KB&!’(%BC)-’/PB?D-’/界

线缺 氧 事 件 ’KB&!D(%B?D-’/ 晚 期 缺 氧 事 件

’KB&!,和E(%3./1N’/-’/PHM(1/-’/界线缺氧事

件’KB&"(以 及 31/-’,-’/P+’/)1/-’/ 缺 氧 事 件

’KB&[？(#%$"%S$&缺氧事件形成的富有机质的黑色

页 岩 广 泛 分 布 于 各 大 洋 及 陆 地 上 的 海 相 沉 积

中#%S$!其沉积环境变化多样!可为深海洋盆%大陆

斜坡%大陆架%海底高原%陆表海#%b$&缺氧事件每

次发生的因果"性质不尽相同#%a!$#$&相对于KB&"
而言!KB&!主要发生于南北大西洋!黑色页岩中

的有机物一般由陆源与海相有机物混合而成!有

机碳含量偏低!并且在时空分布上不够连续&持

续多次缺氧事件的发生导致有机碳大规模埋藏%
碳同位素正偏#[c$及生物的大规模绝灭#$!$&其中以

BC)-’/早期出现的+.??-事件’KB&!’!约!"#R’(
和 3./1N’/-’/PHM(1/-’/ 界 线 91/’(.??- 事 件

’KB&"!约a[F$R’(为代表!这[个标志表现得

最为明显&
通常认为碳同位素正偏是由于富含轻碳的有机

质在沉积圈中的大量埋藏!造成在大气P海洋体系中

富集重碳的结果&在世界各地KB&"缺氧事件层

内!无一例外地全岩碳酸盐碳同位素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正偏!偏幅约"i#%S$&海相有机质碳同位素

’!![31(;(在3./1N’/-’/PHM(1/-’/界线处也出现了

正偏!偏幅达[i"%i#[c$&令人惊奇的是!3./1P
N’/-’/PHM(1/-’/界线处碳同位素正偏还反映在陆

源有机质中#$"$&日本北海道3./1N’/-’/PHM(1/-’/
界线处陆相有机质!![3正偏约为"i!与全球海相

碳酸盐岩碳同位素正偏值相当#$"$&西藏的南部碳

同位素!![3值大体呈现自3./1N’/-’/到HM(1/-’/
逐 渐 变 重 趋 势&3./1N’/-’/ 晚 期!![3仅 为

h#F[bi!向上逐渐旋回上升!至顶部出现骤增!从

_!F!bi跃至_"FS%i!正偏移量!F$ci!HM(1/-’/
期又回归与晚3./1N’/-’/期相当值#$[!$%$&

表Z!海洋环境下描述氧化状态的术语

H’D?.!!H*.N12)O-E.?6M2.E).(N2)1E.2,(-D.1Q6;./’)-1/?.5.?2-/)*.N’(-/../5-(1/N./)
溶解氧含量"
’NT*Th!(

G*1’E2和

R1(2.#%!$ 9.(/.(#%"$ 9(.,=#%[$ H621/等#%%$ 其他术语 W’-*1#[a!%#$
状态 溶解氧"’NT*Th!(

!@#"b@#
需氧

’.(1D-,

#@!"!@#

贫氧

E62’.(1D-,
#@[NT"T

过渡

#@#"#@!
厌氧

’/’.(1D-,
I"+为主

氧化

1Q-,
氧化

1Q-,

无硫缺氧 少氧2MD1Q-,

硫酸盐缺氧 缺氧’/1Q-,

需氧

’.(1D-,
)

贫氧

E62’.(1D-,

*6C1Q-,
=./1Q-,
E621Q-,

厌氧

’/’.(1D-,
)

缺氧’/1Q-, .MQ-/-,

高氧*-;*1Q-, [@""c@#_
中氧

N.E-MN1Q-, "@#"[@"

低氧?1O1Q-, !@"""@#
少氧2MD1Q-, #@["!@"

贫氧E621Q-, #@!"#@[

缺氧’/1Q-, #"#@!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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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洋缺氧事件研究之所以成为研究

新热点!在于其与全球碳氧循环#古气候#古海洋变

化的紧密关系$大洋缺氧事件期间!由于有机质在

短时期内大规模埋藏!碳没有返回到大气从而引起

大气3K"含量降低!导致温室效应减弱%[c&$据统

计!3./1N’/-’/PHM(1/-’/界线缺氧事件在短暂的

#F$R’埋藏有机碳总量达!Fcf!#!bN1?!年平均

达#F["f!#![N1?%[c&$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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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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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缺氧事件

KB&"为例!#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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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f!#!bN1?(%[c&$
已有相当的研究实例表明!在缺氧事件的高潮

到来之前!海相碳酸盐的!![3同位素记录往往出现

强烈的负偏!在陆地上的有机质沉积中也得到相同

的记录!这被解释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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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碳同

位素负偏%$c&$9(’?1O.(等%$S&报道!在新泽西滨岸

平原KV<!S%Bd孔资料显示!KB&"期间碳酸盐

!![3 负 向 偏 移 达 $i "bi)在 9?’=. A12.
’KV<!S!9(资料显示!在KB&!D黑色页岩开始

出现之前的"N处!在小于$=’时间段内全岩碳

酸盐负偏移量达"i""F$i!浮游有孔虫和底栖

有孔虫负偏移量达!F$i和!Fai%$b&)̂’*(./等%$c&

通过测试化石化3[植物碳同位素揭示!BC)-’/中

期!!![3快速负向偏移达$i!后快速正偏移$i!
相同的情形还出现在海洋有机质上!其碳同位素

负偏 移 量 为[i%$a&$从 以 上 事 实 可 以 看 出!在

KB&!’!KB&!D和KB&"缺氧事件对应的黑色页

岩之前的地层内!似乎均有大规模的气体水合物

的排放!相同的情形至少还出现在侏罗纪H1’(,-’/
大洋缺氧事件之前%c#&和古新 世 全 球 增 温 事 件 之

前%c!&$大规模的气体水合物从海洋沉积物中开始

排放到水中!不断溶解并在水中被氧化%c"&!这样就

要消耗掉大规模的溶解氧!造成大洋水体缺氧)一

旦海水中的甲烷溶解度达到饱和就被释放到大气

中!快速被氧气氧化转换成3K"!其直接的地质效

应就是促进气候变暖!另外!还将导致大气K"含量

的快速降低$

[!大洋红层与富氧作用

顾名思义!*红层+指的是以红色为主要颜色的

沉积地层$根据红层形成环境的不同!红层可分为

大陆红层和大洋红层$这里的大洋红层是指海洋深

水远洋#半远洋环境下!在富氧条件下形成的一套以

红色,紫红色颜色为主的沉积物$大洋红层内有机

质极低!岩石类型包括灰岩#泥灰岩#钙质页岩#页岩"

表W!全球典型地区上白垩统大洋红层沉积特征对比表

H’D?."!3*’(’,).(-2)-,7.’)M(.217)*.4CC.(3(.)’,.1M2K,.’/-,G.E9.E27(1N)6C-,’?’(.’2-/)*.;?1D.

地点 层位 红层颜色 厚度"N 时代 主要岩性

北大西洋 <?’/)’;./.) 杂色!黄棕色#中等
棕色及红色

a"@[ HM(1/-’/早期h古新世 泥岩

意大利 +,’;?-’G122’ 红色#白色 "##"%##HM(1/-’/早期h始新世中期 灰岩#泥灰岩#页岩#硅
质岩

奥地利 A-.(./)’? 红色#灰色#白色 %## 3’NC’/-’/晚期hR’’2)(-,*)-’/ 页岩#泥灰岩

波兰 <M2).?/-’泥灰岩段或

R’,.?1O’泥灰岩段
红色#灰,灰蓝色 h 3./1N’/-’/早期h3’NC’/-’/晚期 泥灰岩#页岩

土耳其 W’C’/D1j;’X-组 红色 %# 3./1N’/-’/晚期,3’NC’/-’/ 灰岩#泥灰岩

藏南 床得组 红色 "[# +’/)1/-’/h3’NC’/-’/ 页岩#泥灰岩#硅质岩

澳大利亚&QN1M)* 上白垩统碳酸盐中段 红棕色#灰绿色 a[@$ 3’NC’/-’/早期,R’’2)(-,*)-’/早期 泥岩#泥灰岩

地点
沉积速率

"’NN-=’h!( ?’HK3("‘ 33V面 浊流沉积 红层存在形式 沉积环境

北大西洋 !"[ #@[ 下 不发育 全部地层 远洋深水盆地

意大利 $"!" #@#S"#@!S 上 发育 全部地层!除部分浊积体外 远洋盆地h斜坡

奥地利 c""c h 附近 发育 全部地层!除部分浊积体外 斜坡

波兰 !"%’浅水(!
b#""[#’深水(

h 上 出现 全部地层 远洋

土耳其 h h 上 偶见 全部地层 远洋

藏南 ""!# #@!! 附近 发育 全部地层 斜坡h盆地

澳大利亚&QN1M)* !b@" #@##"#@##$ 上 不发育 与灰绿色构成高频旋回 外陆 棚h半 深 海 远
洋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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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岩以及硅质岩!沉积环境主要以大陆斜坡#深水

盆地为主$也正因为如此!保存在现今大陆上的大

洋红层由于后期构造作用多以块体形式出现$为了

避免与滨海相红色沉积发生混淆!同时也是为了与

我国科学家广泛接受的%大洋缺氧事件&对应!我们

倾向于统一使用%大洋红层&$
对西藏白垩纪大洋红层’3(.)’,.1M2K,.’/-,

G.E9.E2!简写3KG9(床得组研究表明!它是在底

层水为高度氧化的深水环境下的产物$!)c[*$主要证

据有+’!(沉积物为特征红色!镜下观察!无论是页岩

还是灰岩,硅质岩!基质部分均出现氧化的赤铁矿浸

染现象’图"B($’"(红层内有机碳含量极低!平均

含量#F!‘$’[(红层内0."_偏低!0.[_偏高!全铁

含量 基 本 不 变!部 分0."_ 在 氧 化 条 件 下 转 化 成

0.[_!R/含量没有变化$0.[_ 偏高是造成岩石呈

红色的主要原因$’%(稀土元素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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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逐渐趋于平和$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与西藏床得组相似的白垩

纪大洋红层广泛分布于北至格陵兰!南到新西兰的

世界各大洋!包括印度拉达克地区以及西特提斯广

大地区’包括西班牙,法国,瑞士,意大利’图"9(,奥

图"!白垩纪大洋红层显微特征及典型野外露头

0-;F"!R-,(17.’)M(.2’/E)6C-,’?1M),(1C173(.)’,.1M2K,.’/-,G.E9.E2
B#红色生物碎屑泥晶灰岩!西藏江孜勇拉剖面’样品\T![(-9#意大利古比奥91))1,,-1/.剖面R’’2)(-,*)-’/期红色灰岩

图[!白垩纪大洋红层分布图
’底图为3’NC’/-’/早期b#R’古地理图!下载自*))C+""OOO@1E2/@E.(
0-;F[!<’?.1;.1;(’C*-,?1,’?-)-.2173(.)’,.1M2K,.’/-,G.E9.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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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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塞浦

路斯#土耳其#高加索地区等!在大西洋#印度洋#太
平洋#德国北部#格陵兰#新西兰以及加勒比地区发

现了它的踪迹$c%%&图[’(

!!通过对全球白垩纪大洋红层的综合对比&表

"’!3KG9除了具有全球性的分布外!还具有以下特

征$!$c%!c$%)&!’大洋红层主要沉积于深水环境之中!
包括大洋盆地#斜坡#外陆棚#海底高原等远洋环境*
在斜坡环境下多发育有浊流沉积!如意大利+,’;?-’
G122’和奥地利A-.)(./)’?组*&"’有机碳含量普遍

较低!#"#F[‘之间*&[’盆地相仅发育红色泥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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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层的致色矿物为赤铁矿*&$’从时间分布上!
白垩纪大洋红层首先出现在BC)-’/早期#KB&!’
之 后!从 KB&!’到 3./1N’/-’/PHM(1/-’/ 界 线

KB&"!局部性地出现大洋红层!KB&"之上广泛出

现大洋红层$c$%!其中+’/)1/-’/晚期+3’NC’/-’/
早期是大洋红层出现的高峰期!这意味着红层整体

出现在黑色页岩沉积之后*&c’相对于缺氧事件而

言!红色沉积期间碳酸盐"有机碳稳定碳同位素相对

负偏*&S’相对于缺氧事件而言!红色沉积期间出现

生物的繁盛&丰度"分异度’*&b’相对于缺氧事件而

言!红色沉积期间对应气候的变冷(
沉积物P水界面氧化还原条件主要受有机质沉

积速率和底层水溶解氧含量控制!在有机质沉积速

率一定条件下!氧化条件通常为高溶解氧含量状

态$cc"cb%!而 还 原 条 件 为 高 有 机 质 和 低 溶 解 氧 状

态$%S%(基于此!我们推论!白垩纪大洋红层是沉积

物在原地氧化条件下的产物!而这种氧化条件的产

生主要由高溶解氧含量所致*并且!这种高溶解氧含

量的氧化条件不仅出现在盆地#斜坡等深海环境下!
同样还出现在外陆棚和远洋P半远洋环境$c%%(这就

意味着在整个大洋红层出现的晚白垩世内全球海洋

深水环境下均出现高溶解氧含量的状态(这一结论

同时也得到W’-*1$cc%的溶解氧含量曲线的支持!即
曲线上显示在3./1N’/-’/PHM(1/-’/界线缺氧事件

之后的+’/)1/-’/P3’NC’/-’/期全球中底层水溶解

氧含量远远高于地质历史平均值!其中尤以中层水

更为明显(在第["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应邀作主题

报告的YFI’6教授把此种现象称为,白垩纪红色

深海沉积大洋-(
基于以上讨论!大洋红层代表着一种高溶解氧

含量的氧化沉积(本文把形成全球深水大洋富氧条

件的过程称之为大洋富氧作用(所谓富氧作用是指

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全球或局部海域海洋水体中

富氧层&主要指中底层水’膨大或强化的一种作用!
并导致大洋红层的出现(大洋富氧作用形成的沉积

物特征明显!与缺氧事件形成的黑色页岩沉积形成

鲜明的对比!现归纳于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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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H!缺氧沉积黑色页岩与富氧沉积

大洋红层基本特征对比表

H’D?.[!8./.(’?,*’(’,).(-2)-,217’/1Q-,
D?’,=2*’?.2’/E1Q-,E.C12-).E1,.’/-,(.ED.E2

基本特征
缺氧沉积

黑色页岩

富氧沉积

大洋红层

氧化还原条件 还原 氧化

沉积物界面溶解氧含量 极低 高

沉积物颜色 黑色 红色

岩性 泥质岩
灰岩#泥灰岩#泥质
岩#硅质岩

3’3K[ 低 高

层理 纹层发育 无

含铁矿物 黄铁矿丰富 赤铁矿为主

遗迹化石 厌氧型 喜氧型

沉积物中生物含量 极少 丰富

有机碳含量 高 极低

沉积物分布范围 全球大洋 全球大洋

海平面 高 ？

海水表面温度P!!bK 高 ？

!![3 正偏 负偏

旋回性 不同级别旋回 不同级别旋回&？’
地史分布 整个地史 整个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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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彻底解决白垩纪红层的时空

分布!还可以改善我们对白垩纪古海洋#古气候#古
地理#生物复苏等关键科学问题的认识!是运用地球

系统科学对地质历史中温室气候条件下各圈层耦合

研究的典范(另外!海水溶解氧含量变化与有机质

保存具有重要的内在关系!直接与烃源岩的好坏相

关!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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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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展望

白垩纪缺氧事件与大洋红层的研究因其与碳氧

循环#古气候和古海洋变化的紧密关系!已经成为国

际白垩纪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对于白垩纪缺氧事件

与黑色页岩的研究![#年来发生了几个明显的转

变%从传统意义上的地层学转变到化学地层学概

念&ca’#从事件地层学研究转变到与缺氧事件相关的

快速气候变化#从单一的地质学的研究转变到地球

系统科学的研究$另外在地域上!从区域性研究转

变为全球性研究(时间尺度上从百万年尺度转变为

万年尺度上(从研究对象而言!不仅研究缺氧事件的

原因和过程!更关注缺氧事件发生后的影响及结果$
白垩纪大洋红层的研究自"#世纪末正式提出

后!在 我 国 科 学 家 领 导 的 国 际 地 质 对 比 计 划

J83<%c[项目和J83<%a%项目框架内!已经迅速成

为白垩纪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并快速发生

了几个明显的转变%从仅仅在我国西藏地区研究转

变为在全球范围内综合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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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仅仅受到我国科学家关注转变为地球科学

界新的国际性研究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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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主

题讨论会$
然而!一方面由于对来自白垩纪大洋红层基础

地质资料积累不够!包括地球化学#同位素地质学数

据相对缺乏(另一方面还缺乏与大洋红层紧密相关

的古气候学#古海洋学深入的研究!尤其缺乏对来自

陆地相应沉积记录的研究!使得白垩纪大洋红层研

究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仍将持续下去$围绕着白垩纪

大洋红层的成因机制及古海洋#古气候响应!今后的

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将包括%
+!,3KG9的空间和时间上分布(+",3KG9

的控制因 素!包 括 化 学 的#物 理 的 和 生 物 的(+[,
KB&与 3KG9 在 时 间 及 成 因 上 的 关 联(+%,
3KG9的触发及强化机制!决定红层所对应的不同

时间尺度的条件+构造的#气候的#海洋的#天文轨

道的等,及维持红层沉积出现所需要的条件(+$,
3KG9期间底层水和上部沉积物的水团性质的变

化+化学的#物理的和生物的,以及大洋环流变化

及其原因(+c,有机质+来源#保存#生产力,#营养

盐和海洋结构的变化以及溶解氧对这些变化的影

响(+S,大 洋 红 层 对 碳 氧 循 环 及 其 总 量#通 量 和

碳"氧库的影响(+b,3KG9沉积期间陆地环境+如

湖泊,的响应(+a,地质历史中与3KG9相同"相

似沉积$
我国科学家从大洋红层研究提出伊始一直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这就是如何继续保持我国在此项原

始创新性研究中的领先地位!而发挥好我国白垩纪

地域优势和已经取得的学科优势!则是解决的根本

方法$我国东北地区发育了以松辽盆地为主的大型

白垩纪沉积盆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白垩纪湖盆之一!
是我国陆相白垩系发育最完整的地区!并具有良好

的研究基础$陆地与海洋同属地球表层系统!气候

变化对二者具有相同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地质历

史时期与碳循环有关的重大地质事件+如缺氧事件

和富氧作用,对海洋和陆地会有相同作用&S#’$在对

海洋记录研究的基础上!了解重大地质事件在陆相

环境下的响应!并与那些从边缘海和深海环境下获

得的数据进行综合对比!才能从根本上认识重大地

质事件的性质!揭示其成因机制!才有可能产生全球

框架下的新理论!在这一点上日本科学家已走在我

们的前面&$"!S!"S[’$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时间上!大洋红层多位于

大洋缺氧事件的黑色页岩之上!是否是在大规模缺

氧事件之后发生了大洋氧化作用!两者间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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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沉积还很可能出现在奥陶系&S%’#泥盆系#
三叠系和侏罗系$例如!在扬子板块奥陶系中统!庙
坡组黑色页岩之上出现红色灰岩层!被称之为宝塔

组&S$’$庙坡组为灰黑色碳质页岩夹含骨屑泥晶灰

岩!岩性稳定!分布广泛!时代大致为3’(’E1,-’/早

期(宝塔组为紫红色#灰色中-薄层含生物碎屑#含
泥石灰岩!时代大致为3’(’E1,-’/中晚期!生物化

石以头足类8’/1,"*%#和C’,$".’/1,"*%#等典型的

营漂游生物为主&Sc’$泥盆系0’N.//-’/阶红色远

洋泥质岩广泛出现在德国>’(-2,’/盆地&SS’!被认为

是高氧化条件下沉积!而之下0(’2/-’/P0’N.//-’/
界线被认为是缺氧事件发生时期&Sb’!并认为是该时

期生物出现大规模绝灭的主要原因&Sa’$另外!下三

叠统四川盆地的飞仙关组也是红色泥质沉积!之前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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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系"三叠系界线也被认为是缺氧条件广泛发育

时期#b#!b!$%欧 洲 广 泛 分 布 的 侏 罗 纪 BNN1/-)-,1
G1221红色灰岩相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其主体也

出现在H1’(,-’/期大洋缺氧事件之后#b"!b[$%遗憾

的是!地质历史中大洋红层的研究尚未开展起来!应
该是大洋红层下阶段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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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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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研究才刚刚

推开了&大洋红层’的大门!蕴涵在其背后的古海洋(
古气候等方面的信息还知之甚少!需要地质学家(气
候学家(海洋学家等多学科长时间的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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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TBGW&T !̂̂&AW\A+I3@A.O1Q6;./-21)1C..5-P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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