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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西藏南部定 日地区特提斯喜马拉雅晚白垩世坎潘期海相沉积进行高分辨率碳氧同位素分析，获得较为 

丰富的实验数据。分析表明， C值在坎潘期呈现二高二低变化：坎潘早期较低，平均值约 1．2％0 —1．3‰；坎潘中期 

持续升高，平均值 1．9％o～2．0％0，并形成正偏高原，到剖面196 in位置达到最大值约2．3‰；坎潘晚期变低，平均值 

在 1．2％0 ～1．4％0范围；坎潘末期再一次升高，均值达 2．0％0左右。其中，坎潘中期的正偏高原全球对比研究暗示可能 

与南半球特别是南极大陆高温和高降雨量有关。根据 ’C值偏移幅度和时间跨度，在坎潘早期、中期和晚期识别出 

三次负偏事件 I、Ⅱ、Ⅲ，分别对应于有孔虫 G．elevata带下部(剖面 162～166 m)、G．ventricosa带下部(188～192 m)和 

￡ventricosa带 ．G．a~rtiformis带界线(226～230 m)，时间跨度平均小于0．74 Ma，它们显示了与欧洲同期 ”G值偏 

移事件的可比性和与 Haq等全球 I型层序低海平面的相关性。 

关键词：碳同位素；古气候；短期海平面；坎潘期；晚白垩世；西藏南部 

中图分类号：P5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379—1726(2007)03—0279—07 

Carbon isotope excursion of Late Cretaceous Campanian in southern Xizang 

and its implication 

LI Xiang—hui ， ，H．C．Jenkyns。，WANG Cheng—shan ，HU Xiu—mian ， 

ZHA0 Bing~and HUANG Yongdian 

1．State KeyLaboratory of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Chengdu Unitsity ofTechnology,Chengdu 610059，China； 

2．Department ofEarth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3．Department ofEarth Sciences，University ofO~ford,Oxford, UK； 

4．China University ofGeosciences，Belting 100092，China； 

5．Institute ofSedimentary Geology,Chengdu University ofTechnology,Chengdu 610059，China 

Abstract：Carbon isotope values ale analyzed from higher resolution bulk samples of Cretaceous carbonate rock 

succession in Tingri，southern Xizang(Tibet)．A profile of two cycles of carbon isotope changes is recognized in the 

Campanian succession．A relatively lower average of 813C value 1．2％0—1．3％0 displays in early Campanian．Then 

a secular increase of average 613C value 1．9％0—2．0％0 happens in middle Campanian and goes up to the highest 

613C value of 2．3％0 at the horizon 196 m in the Gongzha cross section．Th is increase shape is often called as a 

positive excursion platform highland．Upwards，it declines to an average of 613C value of 1．2％0—1．4％0 in late 

Campan ian．And it rises again in term inal Campanian an d the average 613C value becomes ca． 2．0％0．A global 

comparison of coeval carbon isotopes implies that the po sitive excursion platform  highland of middle Campanian 613C 

value could be caused by a higll atmosphere temperature and high rainfall in South Hemisphere，especially in 

Antarctic continent． According to amplitude an d age duration of 613C values， three negative carbon isot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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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ursion events are recognized．They are the event I，Ⅱand llI corresponding to earliest，middle and middle— 

late Campanian，separately．These three isotope events are also aged by foraminiferal zones as：event I，the 

lower G．elevata zone(section horizon 162—166 m)；eventⅡ，the lower G．ventricosa zone(section horizon 

188—192 m)；and event 111，the interval between G．ventricosa zone—G．stuartiformis zone(section horizon 

226—230 m)．Average time duration of the events is less than 0．74 Ma．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hree negative carbon isotope excursion events in Xizan g are comparable with those in Europe， and could be 

related to the type—I sequence lowstands of sea—level cycles as shown in the Haq curve in 1987． 

Key words：carbon isotope；paleoclimate；short—term sea level；Campan ian；Late Cretaceous；southern Xizan g 

0 引 言 

近几十年来大量古代海相沉积和化石的碳氧同 

位素数据广泛应用于全球碳库循环与古气候变 

化 [1I4】、古海洋缺氧事件 I9】、海平面变化 。̈。n 等方 

面的分析研究。地史时期随着板块构造格局和全球 

气候(大气 COz含量)和极地冰盖变化，全球海平面 

发生周期性的升降。在全球碳库总量不变的前提 

下，碳的两种同位素无机重碳 nC和有机轻碳 挖C的 

比值 (6nC)在地史时期在不断变化，并且这种 6nC 

值的变化可以很好地记录在沉积物中特别是海相沉 

积中。因此，6nc值承载了古海洋、古气候、古海平 

面变化等方面的重要信息。 

过去二十多年里引领着全球古海洋地球化学和 

古海洋气候研究的侏罗 一白垩纪大洋缺氧事件占据 

了古生代和中生代碳同位素数据相当大的份额，而 

坎潘期(Campanian)作为白垩纪晚期跨时(11 Ua)u 

最长的一个时期相关资料甚少，较为完整的资料仅 

见于英国、比利时等少数几个上白垩统发育的地区， 

深海钻探(DSDP)和大洋钻探(ODP)的坎潘期碳同 

位素资料通常也都不完全。然而，坎潘期作为地球 

历史时期的重要转折时期u 从白垩纪中期最高海 

平面之后开始大幅度下降u 引，并伴随全球洋面温 

度降低 no， 和大洋转型 [2o1，大洋循环由典型的 

“中生代型”向“新生代型”转换[12,1，具有重要的研究 

价值。 

我国海相白垩系集中分布在西藏中南部和新疆 

西南地区，碳同位素资料相对匮乏，除与大洋缺氧事 

件OAE2(赛诺曼＼土仑阶，Cenomanian＼Turonian)有 

关的界线过渡层近期有一些分辨率较低不甚完整的 

数据 ，13, 卜圳公布外，包括上白垩统坎潘阶在内的 

其他层位口 甚少。本文拟通过西藏南部定 日地区高 

分辨率采样分析，一方面补充这一地区乃至全球该 

层位的稳定碳同位素缺陷，另一方面试图探讨本区 

晚白垩世坎潘期的碳同位素偏移及其与古气候和短 

期古海平面变化的关系。 

1 沉积 一地层背景 

定日贡扎剖面GPS点为24~42 27 N、86~42 13”E， 

位于西藏南部珠峰北侧约 70 km，属于特提斯喜马 

拉雅构造 一地层分区，古地理位处古印度次大陆北 

部被动大陆边缘。该剖面出露有良好的上白垩统， 

相关生物和岩石地层工作已有较好的基础 ， 27J， 

但相对而言 “阶”一级年代地层界线的控制较粗，分 

辨率一般在数米 一数十米以上。为此，根据本项研究 

的需要，石和等口引首先对该剖面进行了专门详细的 

生物地层工作，将生物和年代地层的界线控制在分 

米级范围内，即坎潘阶在本区包含了 G．elevata， 

G．ventricosa和 G．stuartiformis三个浮游有孔虫化石 

组合带 (图 1)，各个带界线之间的分辨率一般在 

0．5 m以内。其中，第三个化石带大致相当于欧美标 

准带的后三个半化石带。坎潘阶所在的岩石地层单 

元为岗巴村口组的上部，以碳酸盐缓坡相灰泥质沉 

积为主，由半远洋泥灰岩、(含)有孔虫生物微晶灰岩 

互层组成，局部可见(微晶)有孔虫灰岩。 

2 材料与方法 

进行碳同位素分析所采用的样品均采自野外新 

鲜露头，在上白垩统坎潘阶及其上下 80 m厚露头共 

采集分析了222件样品，绝大部分样品采集密度在 

25 cm范围。其中，界定在坎潘期内剖面的总厚度为 

75．0 m(236．90～161．90 m)，共213件(03GP485— 

03GP707)样品，平均采样间距约为28 cm。按照最近 

的地质年龄标准  ̈计算，本剖面坎潘阶(11．0 Ua) 

采样间距的时间分辨率平均为 51．6 ka。 

所有全岩样品碳氧同位素分析均在英国牛津大 

学同位素实验室完成。小于200目粉末样品通过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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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藏定 日贡扎剖面上白垩统坎潘阶碳氧同位素值分布图 

Fig．1 Carbon isotope excursion of Upper Cretaceous Campanian from the Gongzha cross section，Tingri
， southern Xizang 

“

+”代表三冬阶(Sallt0Ilian)；“ ”代表马斯特里赫特阶(Maastrichtian)。 

径为 3 mm的球形钻头高速转动下刮进容器。之后 

分别进行双氧水和丙酮酸浸泡，60℃烘干后送入真 

空制碳仪并自动连接到Finnigan 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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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文所有 

8 C值均省略)。 

3 样品成岩效应评估 

针对样品可能的成岩效应对同位素数据的影 

响，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评估。 
一 是直接的偏光显微镜和阴极发光照射证据。 

镜下观察发现，绝大部分样品是 (含有孔虫)泥灰岩 

和微晶灰岩，这种灰岩类型能够较为有效地抵抗成 

岩改造，能够较大程度抑止碳同位素分馏过程中的 

水岩反应，而且在这一地区业已经过检验证实[291。 

阴极发光照射也显示，选取的样品阴极发光极弱或 

者不发光，这种特点表明Mn的含量极低。这些直接 

观察说明实验岩石样品基本上没有受沉积期后改 

造，适于稳定碳同位素分析。 

另一方面，在同一个盆地的岗巴地区晚白垩世 

三冬期 一坎潘期 一马斯特里赫特期地层 ，黄思静 

等I3叫已经完成了近 50件样品的 Mn／Sr比值分析。 

其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样品的 Mn／Sr比值均小于 

0．33，平均值 0．06，远小于经典评价成岩改造影响 

的临界值上限 2～3 。这表明，岗巴地区的全岩 

样品经历的成岩效应很小，稳定同位素结果对海水 

的代表性较好。岗巴和定 日两地的上 白垩统岩 

相『2 。 和碳氧同位素均值 对比结果表明，位处同 

一

盆地的定 日贡扎剖面成岩改造较之岗巴要弱得 

多，从侧面印证了本文同位素数据的可靠性。 

实际上，进行定 El一岗巴盆地同位素分析的真 

正障碍是喜马拉雅在隆升过程中在岩石中产生的微 

裂隙及其方解石充填物，以及岩石中客观存在的生 

物扰动构造。在此之前，李祥辉等【 专门就这一情 

况可能产生的误差进行了分析。本次实验样品使用 

了特殊的刮样方法以避免其影响。 

4 结 果 

定 日贡扎剖面上白垩统坎潘阶 ”C值总体来 

看收敛性较好，变化较有规律，并可分辨出二高二低 

变化 (图1)：在有孔虫 G．elevata带 (坎潘阶下部) 

"C值较小，平均值约 1．2％D～1．3％。；G．ventricos 

带中下部 (坎潘阶中部)持续升高，平均值 1．9％0 

2．0％0，形成一个正偏高原，到剖面 196 m位置达到 

最大值约 2．3‰；G．ventricosa顶部 一c．stuartiformis 

带过渡带 (坎潘阶上部)变小，平均值在 1．2％0 

1．4％。范围；G．stuartiformis带上部(坎潘阶顶部)一马 

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ian)阶底部再一次升高，均值 

达 2．0％o左右。这两个高低值变化过程大致构成了 

两个不 完整 的二级旋 回。此外 ， G elevat口和 

G_ventricosa带内还有几次较小的波动。 

比较高分辨率 c值偏移幅度和范围，不难发 

现西藏南部定 日地区坎潘期有几次较大幅度的偏 

移。其中，坎潘期早期 (大致对应于剖面 162 

166 m，有孔虫 G elevata带下部 )、中期 (188～ 

192 in，G_ventricosa带下部)和晚期(226～23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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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entricosa带 一G stttctrtiformis带界线附近)的偏移 

幅度相对较大，本文称之为碳同位素负偏事件 I、Ⅱ、 

Ⅲ (图 1和图 2)，它们的时间跨度平均小于 0．74 

Ma。由于中期负偏事件Ⅱ的偏移幅度相对于早期和 

晚期的较小，虽然在长期的坎潘中期正偏高原中局 

部 C值负偏幅度最大，事件性显示也相对明显 

(图 1和图2)，但尚有疑问之处，有待更为精细的资 

料证实。对于其他三次偏移如 G elevata带上部、 

￡ventricosa底部和中部的顶，因幅度小，时限相对 

较长，暂不考虑事件性，也即是，是否存在类似的事 

件性需要更高分辨率的分析结果来证实。 

5 讨论与结论 

5．1 坎潘中期 6 C值持续正偏与古气候 

如前所述，6 c值在 G ventricosa带中部 (坎潘 

阶中部)形成一个正偏高原，延续的时间较长，大致 

有5．5 Ma(剖面 175～115 Il1)。这种 813C值偏移特 

点与已有的英国南部n。1、中太平洋西北[3 和比利时 

南部 Mons盆地I3 1的全岩 艿̈C值、俄罗斯远东的陆 

源有机碳的 6”C值 D 1偏移趋势有不同程度的相似 

性，可能与全球特别是南半球同期温度较高有关。 

例如，沉积地球化学分析结果显示南极大陆坎潘期 

是早白垩世晚期以后最热、降雨量高的时段 [381；同 

期地层(Santa Marta组)在南极James Ross岛的被子 

植物和针叶林年轮平均宽度在晚白垩世最宽，约 

2．28 mm，被认为是早白垩世之后最热时期[391；在印 

度洋，钙质超微化石的研究结果也反映坎潘中期表 

层洋流十分温暖[401；菊石的文石质壳氧同位素分析 

显示环太平洋西北表层洋流温度较高达到 18℃以 

上【4 ，在该区的晚白垩世温度属次高的。 

这表明，西藏南部在当时与南半球的古海洋表 

层洋流和南极大陆高温、高降雨量有一定的正相关 

性，甚至可以表现在太平洋西北。一种较为合理的 

解释是，南半球高温和高降雨量为海洋提供了丰富 

的营养物质，使得海洋肥力和生物生产力增高，营光 

合作用的浮游植物吸收大气 COz量增大，海水中的 

英国 埃及 中国西藏 全球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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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藏南部定 日地区晚白垩世坎潘期 。C偏移事件及其与全球有关地区同期同位素偏移曲线(英国) 

和海平面变化(埃及)对比 

Fig．2 Carbon isotope excursions of Upper Cretaceous Campanian in Xizang，China and England comparison 

with coeval sea—level changes from Egypt and by Haq et a1．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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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比例增加，导致化学沉积物中的 艿”C值正偏。此 

时的西藏南部大致位于南纬 25～30。I42J，属于特提 

斯东南，与南太平洋和南极大陆有广海相通，很大程 

度在南极大陆气候影响范围之内。 

然而，较难解释的是，在南大西洋部分浮游有孔 

虫氧同位素研究结果形成整个白垩纪温室气候的悖 

论，即认为此时期表层洋流较冷，坎潘期是晚白垩世 

仅次于马斯特里赫特期的最冷时期 H引。不过，这一 

悖论一直争议较大，难题尚需时日才能解决。对于 

在北方区的德国，箭石氧同位素显示表层海水较低 

(12．5±2)℃ ，可能与纬度高，与东特提斯、印度 

洋和太平洋未能很好连通有关。 

5．2 6 。C值偏移事件与海平面变化 

在经过 全球 白垩 纪早 中期大 洋缺 氧事 件 

(OAE1—2) 的一个时期应用之后，业已认识到 

艿nC值图谱可以作为海平面变化判定的依据 ö】。已 

经发表的大量 艿nC曲线显示它与长周期 (第一、二 

级)海平面变化有良好的匹配性，且在我国的一些古 

生代海相沉积中也得到证实[45-48]。相对而言，艿”C 

曲线与短周期 (第三、四级甚至五级)海平面波动的 

关系在中生界研究较为缺乏，目前仅在欧洲有较少 

的应用和讨论n o．̈I1 ．4引。 

西藏定 日贡扎剖面所识别的坎潘期三次 艿”C 

值负偏事件 I、Ⅱ、Ⅲ及其短期变化分别显示了与欧 

洲碳同位素偏移事件和有关地区短期海平面变化的 

可比性和匹配性。在碳同位素偏移事件上，研究区 

与英国南部、法国和突尼斯同期记录识别的三冬 一 

坎潘界线、中坎潘和上坎潘三次事件n 时间上是一 

致的，差别在于后者的 艿”C值总趋势上和三冬 一坎 

潘界线、中坎潘事件的含义有所不同(参见图2)，可 

能的原因是西藏南部与西特提斯古海洋特征有所差 

别。 

然而，研究区所识别的三次碳同位素偏移事件 

在三级海平面变化上与西特提斯和全球海平面变化 

方面有良好的对应关系 (图2)。西特提斯南侧非洲 

大陆北部边缘的埃及西奈半岛通过层序地层研究获 

得了三个海平面升降旋回}3引，其中的三个海平面下 

降过程正好与本区三次 艿”C值负偏事件对应；同样 

令人惊奇的是，这三次同位素负偏事件与全球海平 

面变化 Haq et at．H 曲线中低水位(体系域)可比性 

极好。类似的海平面升降变化在德国分别被解释为 

三次 T—R事件 】，并与I型(海侵)层序界面进行类 

比。坎潘期 艿培C值负偏事件与海平面下降事件良好 

的对应性与同处特提斯南部大陆边缘的古地理位 

置、与古太平洋广海充分连通有关。 

因此，有理由相信高分辨率碳同位素偏移曲线 

可为中生代短期海平面波动提供参照对比的依据。 

本项研究成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西 

藏南部上白垩统高分辨率碳氧稳定同位素记录” 

(40273014)和重点基金项目“特提斯喜马拉雅晚白 

垩世大洋红层与古海洋变化”(40332020)的联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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