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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藏南部上白垩统半远洋沉积高分辨率碳、氧同位素实验结果显示： ”C值在 Cenomanian末期正偏 

并形成正偏“高原”。从 Turonian期开始总体呈现长期持续负偏，到Campanian早期负偏达到最低值。这种长期变化 

格局与世界有关地区的碳同位素偏移和同期全球海侵 海退旋回型式匹配性甚好，印证了晚白垩世 ”C值长期偏移 

趋势可作为大区域乃至全球海平面变化 的指针。短期6~13C值 波动方面，Cenomanian末期、Turonian中一晚期、 

Turonian--Santonian界线时期、Campanian期都存在与世界相关地区的可比性，但 Coniaeian--Santonian期全球碳同 

位素偏移型式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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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海洋特别是远洋、半远 洋沉积物中的 C̈ 

值相对而 言变化较 小 (参 见 Schidlowski et a1．， 

1975；Veizer and Hoefs，1976)，因为沉积期后作用环 

境下碳酸盐中碳的水岩反应 比率较低 ，而氧的水岩 

反应 比率较 高 (Banner and Hanson，1990；Banner， 

1995)。在这一理论支持下 ，近30年来 ，全球发表了大 

量化石和全岩碳、氧同位素数据，并利用全岩碳同位 

素偏移形态来分析碳库循环、古气候变化、古海洋缺 

氧事件和溶解氧等，其偏移曲线也常作为海平面变 

化 参 照、区 域 乃 至 全 球 对 比 工 具 (Scholle and 

Arthur，1980；Arthur et a1．，1987；Jenkyns et a1．， 

1994；Gr6cke et a1．，1999)加以应用 。 

从 已经发表 的大量 ”C值资料来看 ，海相全岩 

碳同位素的应用包括长期的和短期的两个方面。长 

期 的全岩碳 同位素值 曲线可 以是 整个显生 宙 

(Veizer et a1．，1999)，也可以是某个代或纪或世 ；短 

期高分辨率碳氧同位素数据集中在中一新生代，陆 

地露头中生界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分米或万年级，海 

洋 DSDP／ODP新近纪样品则一般可达到厘米或千 

年级。 

晚白垩世是显生宙已知最温暖的时期之一(如 

Frakes et a1．，1992)，它蕴含有重要的长期和短期碳 

旋回、气候、海平面、海水变化信息。最初，Scholle 

and Arthur(1980)就欧洲陆地上海相晚白垩世碳同 

位素长期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其后，在英格兰南部 

和意大利亚平宁完成了更为详细的碳 、氧同位素分 

析(如 Jenkyns et a1．，1994，Stoll and Schrag，2000)， 

并扩展到了西班牙(Stoll and Schrag，2000)、北太平 

洋 中部 (Jenkyns et a1．，1995)、环太平洋 (Zakharov 

et a1．，1999)、远东 (Hasegawa et a1．，2003)等地区。 

这些地区在较为准确定年的前提下，业已证实晚白 

垩世碳同位素全球范围对比的有效性和潜势(参见 

Scholle and Arthur，1980；Arthur et a1．，1987； 

Jenkyns et a1．，1994；Mitchell et a1．，1996；Voigt， 

2000)。 

然而，如上所述，这些全岩碳同位素资料基本来 

自DSDP／ODP和欧洲大陆。鉴于晚白垩世位处特提 

斯东南的西藏地区由于气候条件恶劣等因素，有关 

资料甚少，只是近期才有少量采样间距较大的白垩 

纪 (胡 修棉 等，2001)、Cenomanian--Turonian界 线 

过渡层碳氧同位素数据发表(Wang et a1．，2001； 

Wan et a1．，2003a，2003b)。本文通过大量工作 ，获取 

了较为丰富的西藏南部特提斯喜马拉雅上白垩统数 

据，基本建立起了这一地区的高分辨率碳、氧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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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格架 并试图探讨与全球有关地区的关系。 

1 地层与岩相 

西藏南部划分为5个构造一地层分区，由南而北 

分别为高喜马拉雅、特提斯喜马拉雅、雅鲁藏布江缝 

合带、日喀则弧前盆地和冈底斯弧(Gansser，1991)。 

特提斯喜马拉雅又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称为北亚带 

和南亚带 (Wang et a1．，1996)。本文的两个剖面位于 

南亚带(图1)，即位于印度次大陆北部被动大陆边缘 

的陆棚带。 

研究区白垩系较为系统的生物、岩石地层工作 

始于上 一世 纪 80年代 (如 王 义 刚 ，1980；万 晓樵 ， 

1985)。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地层格架基本建立，特 

别是晚白垩世地层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万晓樵等， 

2000；Wan，2003b；赵文金，2001；赵文金 和万晓樵， 

2003)。本文进行上白垩统地球化学分析涉及的岩石 

地层有冷青热组 、岗巴村 口组和宗山组三个单元。冷 

青热组主要为钙质页岩夹泥灰岩，岗巴村口组以中 

薄层泥灰岩、微晶灰岩居优，宗山组则以中一厚层生 

物灰岩为特征。在定 日地区，笔者等重新测制了贡扎 

剖 面 (起 点：N24。42 27”，E86。42 11 ；终点 N24。42 

24 ，E86。42 28 )，并通过大量分析处理，获得了上 白 

垩统各有孔虫生物地层格架(图2、图3)，识别分辨出 

Rotalipora reicheli， R． cushmani， W hiteinella 

archaeocretacea， Helvetoglobotruncana helvetica， 

M arginotruncana sigali，Dicarinella primitiva，D． 

concavata，D． asymetrica，Globotruncana elevata，G． 

vemricosa和 G．falsostuarti带，各个带界线之间的 

分辨率一般在0．5 m 以内。但是，在坎潘阶上部 

Globotruncanita calcavata带未能获得带化石，尚存疑 

问，暂 时 根 据 G．ventricosa 带 的 末 位 和 G． 

falsostuarti带的首现位置而置于其间，详细的生物 

和年代地层划分参见石和等(2006)。在岗巴地区，前 

人工作基础较好，相关的生物地层也都确立，只是马 

斯特里赫特阶的化石带稍有不同(参见图4)。本文采 

用的 岗巴宗 山剖面生物地层资料 由万 晓樵 教授 提 

供。所有岩石地层单元 、生物地层单元和年代地层单 

元的配置关系可参见图2、图3、图4。 

西藏特提斯喜马拉雅南亚带白垩系的岩相已有 

较为详细的研究(余光明和王成善，1990；Willems， 

1993；W illems and Zhang，1993；Willems et a1．， 

1996；王成善等，2005)。总的来看 ，定 日地 区的上 白 

垩统以灰泥质为主，表现为碳酸盐中一深缓坡相 ，由 

半远洋泥灰岩、(含)有孔虫生物微晶灰岩组成，局部 

可见 (微晶)有孔虫灰岩 ；岗巴地 区上 白垩统下部主 

体为半远洋泥质成分夹含中薄层泥灰岩和微晶灰 

岩，或者互层，上部则以陆棚上浅滩灰质组份为特 

色，多为中厚层生物微晶灰岩和微晶生物灰岩。 

2 材料与方法 

进行碳 、氧 同位 素分析的样品均采 自野外新鲜 

露头 。在定 日贡扎剖面上 白垩统 290 m厚露 头共采 

集 了700件样 品，通 过室 内检测 ，去 除 了部 分成岩 

改造、生物扰动较强 以及微 裂隙发育的样品，最后在 

图 1 西藏南部构造～地层划分和剖面位置图 

Fig．1 Tectonic-- stratigraphic zonations of South Xizang (Tibet)with locations of cross—sections 

A一高喜马拉雅；B一特提斯喜马拉雅南亚带；C一特提斯喜马拉雅北亚带 ； 一雅鲁藏布江缝合带； 

E一 日喀则弧前盆地 ；F一 冈底斯 弧 

A— High Himalayas}B-- Southern Tethys Himalayas；C-- Northern Tethys Himalayas；D-- Yarlung Zangbo 

suture；E-- Xigaze forearc basin；F-- Gangdese magmatie 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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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⑧ 国 1 圉 2 圄 3 

图 3 西藏定 日贡扎剖面上白垩统地层格架及碳氧同位素偏移图 

Fig．3 Diagram showing the stratigraphic framework and 。C and 0 value 

variations of the Upper Cretaceous at the Gongzha section，Tingri of Tibet 

①一灰泥结构I②一微晶结构I③一生物微晶结构和／或微晶生物结构；1一泥质或灰泥质的；2～中层状岩层；3一薄层状岩层 

①一Marl texture；②--mudstone texture；③--wackestone texture；1一marly；2 medium—bedded f 3一thin—bedded 

rei．-- RotaIipora relcheli；arc．-- Whiteinella archaeocretacea；he1．--Helvetoglobotruncana helvet&af sig
．

～ M 口rginotrunc口№ 5igalil 

户．-- Dicarinella primitiva；口 ，-- Dicarinella口sym~trica；ele，--Globotruncana elev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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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西藏岗巴宗山剖面上白垩统地层格架及碳氧同位素偏移图 

Fig．4 Diagram showing the stratigraphic framework and 31aC and 。0 value 

variations of the Upper Cretaceous at the Gamba Zongshan section ，Tingri，Xizang(Tibet) 

l一页岩；2一钙质页岩；3一泥灰岩；4一微晶灰岩；5一生物碎屑灰岩；6一砂质灰岩 

l— Shale l 2一 caleareous shale；3-- marlstone；4-- mudstone}5-- bioclastic wackestone o1"packstone；6一 sandy limestone 

c∞．-- Rotalipora cushmani；pri．-- DicaHnella primitiva；con．-- Dicarinella concavata~asy．-- Dicarinella 

asymetrica；ele．--Globotruncana elevata；yen．--Globotruncana ventricosa；stu．--Globotruncana stuartiformis 

250 m范围选取了611件样品进行碳氧同位素分析。 

大 部 分 样 品 采 集 密 度 在 3O～ 40 em 范 围， 

Cenomanian阶 中 部 Rotalipora reichli带 上 部 和 

Maastrichtian阶下部 的部分样 品采样 间距在4O～ 

100 em之间。该剖面的总平均采样间距约为40 em， 

按 照 化 石 带 (Rotalipora reichli--Globotruncana 

falsostuarti)的 大 致 范 围 和 新 的 地 质 年 龄 标 准 

(Gradstein et a1．，2004)约为 28(96．5～68．5)Ma计 

算，采样间距的时间分辨率平均为 45．8ka(28Ma／ 

611样品)。岗巴宗 山剖面上 白垩统厚度>400 m，实 

际在381 m厚的剖面分析了170件样品，平均采样间 

距约为224 em，采样间距的时间分辨率大致为 164． 

7ka(28 Ma／170样品)。这 一时间尺度基本上可 以 

满足晚白垩世相对高分辨率连续稳定碳、氧同位素 

分析需要。 

所有定 日地 区的全岩样品碳、氧同位素分析均 

在英国牛津大学完成 。小于200目粉末样品通过直径 

为3 mm的球形钻头高速转动下刮进容器，分别进 

行双氧水和丙酮酸浸泡 ，60~C烘干后送入真空制碳 

仪并 自动连接到 Finnigan—MAT一252质谱仪。每次分 

析均插入3～5件标样进行检验。实验误差±0．04％。， 

所有结果均换算为PDB标准。采自岗巴的全岩样品 

在上海同济大学教育部海洋地质重点实验室完成。 

样品制备首先通过手工碎样选样，在玛瑙研钵中研 

磨成200目以下粒度 。其他实验过程和结果表示与牛 

津大学相同。 

3 结果 

如图3所示 ，定 日贡扎剖面碳 同位素 比值 ( ̈ C 

值 ) 在 Cenomanian 阶 最 上 部 Whiteinella 

archaeocretacea带的中下 部发生大幅度正偏 ，幅度差 

值达2．000％o，并形成了正偏“高原”；其后，313C值持 

续 稳 定 负 偏 ，在 Turonian 阶 中 部 与 上 部 之 间 

(Marginotruncana sigali带 )产生一 个负偏 凹陷 区， 

在 Turonian阶与 Coniacian阶 之 间构成 中度 正偏 

区；向上，Coniacian阶--Santonian阶 ̈ C值连续稳 

定负偏，直到 Campanian阶底部形成整个上白垩统 

的负偏最低值； C̈值在 Campanian阶底部和顶部 

出现2次负偏，中部产生较大范围的正偏区，但幅度 

较之 Cenomanian阶最上部要小(参见 图3)。 

岗巴宗山剖面的 ̈ C值变化有相同处也存在差 

异。相同处显现为 ， C̈值在 Turonian阶中一上部持 

续负偏 ，在 Campanian阶上部和下部有2次负偏 ，中 

部 为 较 长 时 间 的 正 偏 。差 异 表 现 为 ， C̈在 

Cenomanian阶上部基本没有变化，最大偏移发生在 

Turonian阶下部 的 Whiteinella archaeocretacea带上 

部--Helvetoglobotruncana helvetica带 下部 过 渡 带； 

Coniacian阶--Santonian阶偏移波动幅度大 ，存在一 

个较大区间的正偏和负偏旋回(图4)；这一旋回性也 

出现在 Maastrichtian阶中一下部 。 

氧同位素比值( 。值)与 ̈ C值相比，无论是在 

定 日还是在岗巴，呈现长期模糊镜像正偏趋势，但是 

短期变化效果较差。另一方面， O 。 总平均值在定 

日和岗巴剖 面分别为一5．576％o和 一7．969％。，与欧 

洲相当层位总均值大于一4．000％。(PDB)相比明显 

负偏。很显然，西藏南部晚白垩世氧同位素受到了沉 

积期后水岩反应较为强烈 。 

4 讨论与结论 

4．1 晚白垩世长期偏移趋势 

西藏南部定日地区晚白垩世 Cenomanian末期 

形成正偏“高原”之后 Turonian期开始 ̈ C值总体呈 

现持续负偏变化(图5)。这种长期趋势与世界其他地 

区的碳 同位素偏移型式可以进行 比较 ，如与同期全 

球海侵一海退(T—R)旋回(Sliter，1976)、英国南部 

全岩 ̈ C值(Jenkyns et a1．，1994)和俄罗斯远东陆 

源有机碳 ̈C值偏移曲线(Hasegawa et a1．，2003)匹 

配性甚好(图5)。前人对于 ̈ C值变化趋势与各种假 

定条件下的海平面曲线之间的关系已有较为深入的 

讨 论 (如 Scholle and Arthur，1980；Arthur et a1．， 

1987；Weissert and Lini，1991)。一般认为，碳同位素 

比值的长期变化趋势可以作为大区域甚至全球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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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世界有关地 区晚 白垩世全岩碳 同位素平滑偏移 曲线和海侵一海 退对 比图 

Fig．5 Graph correlating the Late Cretaceous long—term carbon isotope 

excursions and eustatic changes in time scale 

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偏移曲线为陆源有机碳的同位素。纵向粗断线为一级海侵一海退变化，横向细点线示中Campanian期正偏对比线，长 

方形灰度区系中Campanian期正偏大致范围 

All the curves are derived from smoothed bulk ”C excursions except for the curve of dtl3C terrestrial organic carbon by Hasegawa et aI_ 

(2003)．The longitudinal dashed line is a frame of the first—order eustatic sea—level change trend，the latitudinal dot line links the middle 

Campanian positive ¨C values，and the shadow areas highlight the positive excursion limitation of the middle Campanian trend 

面 变 化 的 对 比 工 具 (Scholle and Arthur，1980； 

Arthur et a1．，1987；Jenkyns et a1．，1994；Gr6cke et 

a1．，1999)，短期变化对 比性只适用于同一个盆地或 

同一个大地构造 区。定 日地区与全球有关地 区的 良 

好可 比性进一步反映了晚 白垩世 ”C值长期偏移趋 

势 图谱可 以作为大 区域乃至全球海平 面变化 的指 

针。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这一负偏和海平面下降格 

局可以进行对 比的地区都 与广海相连 ，岩相也相对 

单 一 。 

然而，岗巴地 区晚 白垩世 ̈ C值偏移 曲线 的长 

期变化没有显现出这种 良好的对 比关系。笔者认为 ，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 

它真实反映了岗巴盆地上白垩统碳同位素的偏移实 

际配分型式 ，即与欧洲和定 日地 区存在不同的碳 同 

位素演化过程及 幅度 ；二是样品制备过程中可能存 

在偏差，因为，通过手工碎样研磨完成的粉末样品制 

备较难避免肉眼无法识别的微裂隙或生物扰动组 

构 ，而微裂隙常被方解石充填 ，生物扰动会改变岩石 

的均一性。由此，它们可能改变了该剖面部分碳同位 

素比值(李祥辉等，2005)。考虑全球高分辨率碳同位 

素的可对比性，笔者等倾向于第二种是造成岗巴样 

品碳同位素偏差的主要原因。再者，岗巴和中太平洋 

碳同位素曲线长期趋势与上述四地区对比困难，除 

了岗巴可能存在制样问题，还可能是岩相差异和年 

代控制欠佳的结果。岗巴和中太平洋沉积主要为浅 

海台地相，水深不超过100 m，因此碳同位素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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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记有海水与大气淡水混合 的结果。此外，图5还可 

以看出中太平洋的年代控制尚存疑问。 

4．2 短期偏移对比 

虽然 ，定 日贡扎剖面和岗巴宗山剖面的晚白垩 

世各期高分辨率短期 ̈ C值偏移趋势并不总能很好 

地与英格兰南部 、意大利亚平 宁、西北太平洋对 比， 

但 是 ，有 几 个 层 位 存 在 较 好 的 可 比 关 系，如 

Cenomanian晚期、Turonian期 ，Turonian--Coniacian 

界线时期和 Campanian期(图5)。 

Cenomanian晚期(或 Cenomanian--Turonian界 

线 时 期，CTB) C̈的 短 期 正 偏 “高 原 ”与 欧 洲、 

DSDP--ODP的结果完全可 以对比，这表明，全球这 

一 时期的同位素偏移事件在西藏南部也是存在的。 

通常认为CTB的碳同位素偏移事件与大洋缺氧事 

件有关，但西藏南部CTB的碳同位素偏移是否受到 

同期大洋缺氧事件的影响尚需进一步工作 ，因为，缺 

少对应的富有机质黑色页岩。 

Turonian期 长期持 续负偏在全球 范 围有 良好 

的匹配性 (图5)，与此同时，Turonian中一晚期出现 

了两个短期波动的负偏 凹陷区(图3和图4)，与欧洲 

中、西部相当层位 (Voigt and Hilbrecht，1997；wiese 

and Voigt，2000，2002；Stoll and Schrag，2000)明显 

可以对比，这说明东、西特提斯此期的碳同位素偏移 

是可以短期对 比的。 

Turonian--Coniacian界线 时期在定 日和岗 巴 

两地区都可以看到碳同位素较为明显的正偏(图3、 

4)。虽然正偏的幅度不如 CTB大，但也十分清楚 ，而 

且可与欧洲(Jenkyns et a1．，1994)、远东 (Hasegawa 

et a1．，2003)、中太平洋 (Jenkyns et a1．，1995)等短 

期碳同位素偏移事件对比(图5)。 

定 日贡扎剖面 Campanian期 的短期 ̈ C值偏移 

趋势与全球海平面变化 Haq等(1987)曲线可 比性 

极好，与埃及西奈半岛通过层序地层研究获得的海 

平面曲线(Ltining et a1．，1998)相 比也有较好 的相似 

性(图5灰度方块 区)。 

4．3 Coniacian阶--Santonian阶差异偏移 

如上所述 ，全球 晚 白垩世 长期 C值偏移趋势 

对比性 良好，短期(第三、四级)偏移曲线大部分也有 

相似性。但是，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各个地区 

Coniacian--Santonian期的 ̈ C值偏移趋势出现了较 

大差异 (图5)，总结起来有三种情况 ：西藏定 日地区 

的持续负偏型、俄罗斯远东和南英格兰的相对稳定 

型、中太平洋北部和西藏岗巴地 区的波动型 。 

西藏 定 日地 区 C̈值 的持续 负偏 与 Sliter 

(1976)的 T—R旋 回变化一致 ，反映了其 时该 区受 

全球海平面升降的影响较为强烈，说明有机碳的埋 

藏速率持续增加，中层水和表层水的生物生产率不 

断提高，并暗示这一地区可能长期存在上升洋流。对 

于稳定偏移型有两种解释 ：一是俄罗斯远东 的 ̈ C 

值来 自陆源有机质 ，反应其时西北里亚的古植物类 

型和大气 p(CO )较 为稳定 ，即古气 候变化较小；二 

是全岩 C值相对稳定的南英格兰和意大利亚平宁 

地区 ，前者一直处于北方区的陆表海，上升洋流可能 

未曾达到分析区， C̈值基本上只受台地构造沉降 

和表层海水循环的影响 。在意大利亚平宁 ，虽然属于 

远洋半深海环境 ，但限于地 中海特提斯 内部有多个 

小陆块的阻隔，未必能够获得上升洋流带来大量营 

养物质以促使生产率增高，同样其 ̈ C值基本上 主 

要受构造沉降和表层海水循环的影响更多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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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提供 了岗巴宗山剖面 的化石带 资料 ，J．Luba参 

加了部分野外采样工作，M Sarti对野外工作提供了 

部分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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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lk samples of carbon and oxygen isotopes taken from Tingri and Gamba of southern Xizang(Tibet)a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All the samples were taken as fresh as possible in field，and the samples with much 

diagenetic overprint，calcite-filled microcrack and bioturbation fabrics are carefully avoided to use for isotoDe 

analyses．At last，61 1 samples in 250 m thick section from Tingri，ca
． 45．8 ka interval between two samples。 

were analyzed at Oxford University，and 170 samples in 381 m thick section from Gamba，ca． 164．7 ka 

intervals'were experimented at Tongji University in Shanghai．The results of carbon isotope ratios from Tingri 

indicate an extreme positive excursion of C̈ values occurs at the Cenomanian-- Turonian boundary
， and 

atterwards'a secular long—term negative excursion goes on to a lowest horizon at the early Campanian
． This 

long—term C̈ change trend is correlative with those in southern England and Russian Far East，and so be with 

the global transgressive-- regressive cycle．However，it is not so compatible by the ”C values from Gamba
． 

which may result from sample preparation． 

In aspect of short—term fluctuation，the excursion patterns of 。C values of the Cenomanian— Turonian 

boundary passage'middle-- late Turonian，Turonian-- Santonian boundary beds，and Campanian in southern 

Xizang(Tibet)， are similar with the coeval periods in M editerranean Tethys and Europe
．  Of them ， three 

patterns of 313C excursion during Coniacian-- Santonian are summarized，which could be resulted from different 

basin and lithofacies；and a long—term positive excursion in the middle Campanian may be a response of highest 

stand oi sea—level or largest transgression since Cenomanian
．  Other more，three troughs of the 313C va1ues in 

Tingri occurring at the base of Campanian，middle Lower Campanian
， the boundary of Lower and Upper 

Campanian'may represent three carbon isotope excursion events，and they could correspond to the lowstands of 

the short—term sea—level fluctuations in globe by the Haa curve
．  

Key words：carbon—and oxygen—isotope stable isotope stratigraphy；isotope excursion；high
— resolution； 

Upper Cretaceous；Xizang(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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