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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奥陶纪和志留纪海相红层的分布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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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曾经考察过的西藏自治区主要研究剖面(即: 聂拉木、定日、定结和申扎剖面)重新研究, 参

照国内已知的西藏奥陶纪和志留纪地层资料, 对西藏地区奥陶系和志留系的海相红层进行系统研究。在西
藏奥陶—志留系中, 识别出 11 层海相红层。其中, 在奥陶纪地层中识别出 6 层海相红层, 在志留纪地层中
识别出 5 层海相红层。已识别出的 11 层海相红层中, 除奥陶纪青泥洞组海相红层(XORB1)属于深水大洋红
层外, 其它 10 层海相红层均属于浅水-半深水的陆棚红层。依据海相红层及其上下层位所含化石, 本文初步
讨论了各海相红层的大致时代, 并与我国主要地区的同期海相红层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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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nd Ages of Ordovician and Silurian Marine Red Beds i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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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Ordovician and Silurian marine red beds in Tibet. Based on stratigraphic data
obtained from field investigation of main sections in Tibet and other stratigraphic data of China, the authors
recognized eleven Ordovician and Silurian marine red beds in Tibet. Among them six marine red beds are of
Ordovician period and five marine red beds are of Silurian pereiod. Most of them belong to the shelf red beds, and
only one of them is the oceanic red beds (marine reds bed of Ordovician Qingnidong 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fossils contained in the marine red beds and the overlying and underlying layers,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discusses the general ages of the red beds and makes an accurate correlation with the coeval marine red beds in
the main regions of China.
Key words: Ordovician; Silurian; marine red beds; distribution; correlation; Tibet

西藏自治区古代海相红层非常发育, 尤其是中

et al., 2012; 胡修棉, 2004, 2013)。地质学者们对西

生代白垩纪海相红层。近十多年来, 我国地质学者

藏南部上白垩统大洋红层的岩石类型、沉积环境与

对西藏白垩纪海相红层进行了很多报导, 并提出了

岩石的成因等方面进行的深入探讨, 提升了我国西

“白垩纪大洋红层(CORB)”的概念(王成善和胡修

藏白垩纪海相红层的研究水平。

棉, 2002, 2005; 万晓樵等, 2005; 胡修棉等, 2006;

目前, 我国古生代海相红层的研究主要见于奥

胡修棉和王成善, 2007; Wang et al., 2009, 2011; Hu

陶纪(Zhang et al., 2014; 武振杰等, 2015; 林宝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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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和志留纪(葛治洲等, 1979; Mu et al., 1986;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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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属于后者。

州省地质矿产局, 1987; 金淳泰等, 1989, 1992, 1997;

国际上, 早期对古生代海相红层进行较系统总

四川省地质矿产局, 1991; 陈旭和戎嘉余, 1996; 王

结的是 Ziegler and Mckerrow(1975), 主要讨论了英

成源, 1998, 2001, 2011; 耿良玉等, 1999; Rong et al.,

国、爱尔兰、波罗的海和北美的志留纪海相红层, 也

2003; Wang et al., 2010; 戎 嘉 余 等 2012, 2018;

涉及了部分地区的寒武纪和奥陶纪海相红层。我国

Zhang et al., 2014; Liu et al., 2016)。2015 年, 武振杰

也有学者对国内外显生宙海相红层进行了综合评述

等(2015)在鄂尔多斯周缘识别出奥陶纪海相红层序

(胡修棉, 2013)。Song et al.(2017)报导了埃迪卡拉纪

列, 并讨论了奥陶系三统七层海相红层的岩性特征

及 显 生 宙 以 来 全 球 海 相 红 层 广 布 事 件 , 包 括 寒武

和主要带化石。根据奥陶纪海相红层均环绕鄂尔多

纪、晚泥盆世、早三叠世、侏罗纪和白垩纪海相红

斯古陆分布的情况, 提出奥陶纪海相红层分布受控

层的形成条件及机制, 并探讨了全球红层广布事件

于鄂尔多斯古陆, 即: 古陆风化形成的带有 Fe2O3

与缺氧事件的关系。
西藏自治区古生代的奥陶纪和志留纪海相红层,

的陆源碎屑物进入四周海域, 是形成鄂尔多斯奥陶

仅中奥陶世—晚奥陶世之交(即达瑞威尔期晚期—

论述了中国达瑞威尔期晚期—凯迪期早期海相红层

凯特期早期的幕霞组、甲曲组、柯尔多组和古玉组

广泛分布的 9 个块体(其中包括 5 个主要块体: 扬子

等)的海相红层已报导(林宝玉等, 2018), 其它时代

克拉通、中朝克拉通、塔里木克拉通、拉萨地块和

的奥陶—志留纪海相红层尚未见相关报导。

喜马拉雅北坡)中海相红层的分布情况、岩性特征和

1980—1982 年, 作者林宝玉曾参与地质矿产部、中

赋含动物群。基于主要块体中具有相同岩性的红层

国科学院与法国科研中心联合组成的“喜马拉雅地

(如: 红色灰岩)和类似的动物群面貌(即: 具有类似

质构造与地壳上地幔形成演化”合作研究, 研究区

或相同的牙形石、头足类和珊瑚动物化石), 认为中

域沿中尼公路两侧北至那曲、班戈—申扎地区, 南

S

纪海相红层环陆分布和致色的主因。林宝玉等(2018)

至聂拉木、定日、定结和亚东地区。由于西藏中部

关系, 前者可能曾经隶属于冈瓦纳古陆。此外, 林

地区主要出露中、新生代地层, 因此, 合作研究期间

AG

华古陆块群与冈瓦纳古陆北缘古陆块群之间有密切

宝玉等(2018)依据海相红层的岩石类型、沉积环境、

古生代地层研究主要集中在北部的班戈—申扎地区

构造位置及分布时代等特征, 将海相红层分为两种

和南部的聂拉木—定日—定结地区。这两个地区古

类型: 陆棚红层和大洋红层, 前者主要分布于寒武

生代地层发育齐全, 奥陶系三统和志留系四统均有

纪至三叠纪, 后者主要分布于白垩纪至现代。

分布并发育海相红层, 其上与泥盆系整合或平行不

整合接触, 其下与寒武系(未见化石)可能为整合接

及新疆、甘肃等地志留纪少数红层外, 其他报导零

触。两个地区的研究成果已相继发表(林宝玉, 1981,

星涉及扬子地台志留纪海相红层, 并提出了红层时

1983; 林宝玉和邱洪荣, 1983a, b; 林宝玉等, 1989,

代、着色原因及与古陆的关系等。陈旭和戎嘉余

1998; 邱洪荣, 1985)。1984 年, 借用中法喜马拉雅国

(1996)还提出了扬子地台志留纪海相红层形成的条

际合作科学讨论会会后考察的机会又再次对聂拉木

件。戎嘉余等(2012)讨论了海相红层的水深分类(浅

一带的奥陶—志留系进行地层古生物样品采集工

水红层、较深水红层和深水红层)。此后, 林宝玉等

作。这些地层和古生物研究基础为本文海相红层的

(2017)梳理了扬子地台志留纪海相红层, 识别出 12

研究提供了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主要研究依据。

C

志留纪海相红层的研究, 除 Mu et al.(1986)提

基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林宝玉从西藏自治区主

层(套)海相红层, 并与国内外同期红层进行了对比。
基于前人的海相红层水深分类, 提出了更具体的分

要研究剖面的奥陶系和志留系获得的古生物地层资

类方案, 即: 浅水红层(水深 0~20 m 或 50 m)、半深

料, 参阅近年来其他作者发表的西藏同期地层资料

水红层(50~200 m)和深水红层(>200 m)。并认为, 扬

(饶靖国等, 1988), 系统梳理了西藏自治区奥陶纪和

子地台除发育浅水海相红层外, 还具有半深水和深

志留纪地层中海相红层的序列, 依据红层或红层上

水海相红层。

下层位所含化石的时代, 讨论了各红层的时代, 并

我国中生代海相红层研究侧重于岩石学研究

与我国主要地区的同期海相红层进行了对比。这是

方法探讨大洋红层的岩石类型、沉积环境、颜色成

我国西藏自治区奥陶纪和志留纪海相红层从生物地

因, 与古海洋和古气候的关系等; 古生代海相红层

层学角度的首次系统研究, 旨在提高西藏地区奥陶

的研究侧重于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的研究, 对古生代

纪和志留纪红层对比的精度。

海相红层的时代与分布, 海相红层分布与古陆块的
关系等, 试图建立起区域性海相红层纵向分布层序,
以便进行国内或国际间同期红层对比。本文的研究

1

地质背景及沉积环境
本节将简单阐述西藏奥陶纪和志留纪海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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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地质背景和沉积环境。古地理环境分析主要依

藏东部的察隅地区, 该时代地层称为古玉组, 岩性

据王鸿祯等(1985)的古地理图, 并参考其它相关资

为 紫 红 色 中 厚 层 泥 质 条 带 灰 岩 , 不完 整 厚 度 大 于

料(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1993, 1997; 冯增昭等,

25 m。在怒江以东芒康海通一带, 也发育未命名紫

2004)综合而成。

红色泥质条带灰岩, 产头足类。根据化石组合, 柯

1.1

奥陶纪

尔多组海相红层、古玉组海相红层、未命名海相红

奥陶纪时期, 以班公湖—改则—怒江断裂为界,

层和与甲曲组上部红层时代相当。

西藏被分割为两大部分: 断裂以南的冈底斯地区及

这一时期, 西藏除西部发育碎屑岩, 其它地区

喜马拉雅山北部地区, 以碳酸盐岩及砂泥质沉积为

均发育浅海相碳酸盐岩沉积, 海相红层广布, 推测

主, 化石丰富, 厚度小于 1 000 m, 为稳定滨-浅海

Fe2O3 来源可能与喜马拉雅山一带出露的古陆有关

类型沉积; 怒江以东的金沙江西侧江达一带的奥陶

(图 1b)。

系主要为厚度大于 1 500 m 的类复理石沉积, 属大

1.1.3

在喜马拉雅山北部聂拉木一带, 海水变浅, 沉

陆边缘不稳定的半深海沉积。
1.1.1

晚奥陶世中晚期(凯迪期中期—赫南特期)

积厚度不足百米的棕红色砂页岩(厚约 70 m), 化石

早奥陶世—中奥陶世早期(大坪期)
西藏南部喜马拉雅山主脉一带, 可能断续出露

稀少, 称红山头组。向西至拉孜一带, 该时期地层

一些小型古陆, 海水主要从东西两侧侵入, 海侵范

称为下拉孜组上组, 为一套浅海碳酸盐岩沉积, 厚

围 较 广 。 大 部 分 地 区 均 为 滨 -浅 海 稳 定 型 沉 积 (图

约 100 m, 含珊瑚化石。在西藏北部申扎地区, 该时
期地层包括刚木桑组和申扎组, 岩性由灰色灰岩和
页岩组成, 厚约 500 m。刚木桑组海相红层岩性为

聂拉木肉切村群上部和甲村组为代表, 富含头足类

紫红色灰岩, 大致与红山头海相红层相当。申扎组

化石, 厚约 700 m)。在雅鲁藏布江以北的海域, 该

海 相 红 层 岩 性 为 红 色 中 层 生 屑 粉 晶 灰 岩 , 产 牙形

时期申扎地区沉积了一套灰色、灰绿色千枚状粉砂

石。从聂拉木地区的碎屑岩沉积向西至扎达, 向北

岩。扎杠组以砂质板岩为主, 含丰富的笔石化石;

至申扎均递变为碳酸盐岩沉积。聂拉木和申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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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在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定日—定结—聂拉木一带,
以碳酸盐岩沉积为主, 并含有细粒砂泥质沉积(以

拉塞组以碳酸盐岩沉积为主, 含丰富的头足类化石,

均发育海相红层。说明喜马拉雅山一带的古陆是陆

拉塞组头足类可与藏南甲村组头足类对比, 但仅在

源碎屑物和 Fe2O3 的来源地(图 1c)。

拉塞组有薄层海相红层出露。在怒江以东江达青泥

1.2

志留纪

志留纪时期, 西藏地区海陆分布总体格局变化

达 1 954 m 的砂泥质类复理石沉积, 夹薄层灰岩,

不大, 承袭了奥陶纪时期的分布状况, 发育浅海相

含半深海的笔石动物群, 并出露多层海相红层, 属

稳定型的碎屑岩和碳酸盐岩沉积。

大陆边缘不稳定的半深海沉积环境, 沉积特征和笔

1.2.1

C

洞一带, 该时期地层为青泥洞组。青泥洞组发育厚

石化石组合与扬子板块东南侧江南斜坡带接近。
1.1.2

兰多弗里世
西藏地区在兰多弗里世是稳定型的浅海相沉

中奥陶世晚期(达瑞威尔期)—晚奥陶世中期

积。在藏南喜马拉雅北坡为稳定型的滨-浅海碎屑岩

(凯迪期早期)

和碳酸盐岩, 含笔石和头足类。该时期地层在聂拉

在西藏南部偏西的扎达地区, 该时期有两类岩

木地区为扎嘎曲组, 以砂页岩为主, 含笔石等化石,

石地层。一类发育碎屑岩, 岩性为灰绿色长石石英

厚 50~180 m。西部普兰地区的德尼塘嘎组, 岩性为

砂岩夹少量泥灰岩, 隶属于下拉孜组下部(厚约

浅海相紫红色、黄灰色、深灰色大理岩、生物碎屑

940 m); 一类为亮晶灰岩夹砂岩、板岩, 隶属于幕霞

灰岩为主, 含珊瑚、层孔虫等, 厚约 700 m, 含少量

组。幕霞组底部出露海相红层(灰紫色千枚状板岩),

红层。

并产出珊瑚 Yohophyllum 等化石。聂拉木地区该时

在藏北申扎、班戈一带, 该时期地层称为德悟

期地层称为甲曲组, 甲曲组出露两套红层, 下部厚

卡下组, 主要发育稳定型浅海相碳酸盐岩, 夹笔石

约 9 m, 岩性为紫红色灰岩; 上部厚约 24 m, 岩性

页岩, 含笔石和牙形石等, 厚约 300 m, 含数层海相

为紫红色灰岩夹页岩, 含丰富的头足类及牙形石等

红层。东部的班戈一带, 该时期地层称为东卡组,

化石。从化石组合看, 幕霞组底部海相红层时代与

岩性为深灰色结晶灰岩或灰白色白云岩, 含丰富的

甲曲组下部红层时代相当。

珊瑚化石, 厚约 400 m。

在西藏北部申扎地区, 该时期地层称为柯尔多

在日土县多玛区饮水河北岸, 该时期地层称为

组, 岩性为紫红色、灰色薄至中厚层泥质条带灰岩,

普尔错群, 发育一套灰岩、生屑灰岩夹碎屑岩的地

厚度大于 100 m, 含丰富的头足类和牙形石。在西

层, 含珊瑚、腕足类和三叶虫等, 厚达 1 000 m。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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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西藏奥陶—志留纪古地理示意图(据王鸿祯, 1985 简化)

Palaeogeographic sketch map of Ordovician–Silurian strata in Tibet (simplified after WANG, 1985)
a-西藏早奥陶世古地理图; b-西藏中奥陶世古地理图; c-西藏晚奥陶世古地理图;

d-西藏兰多弗里世古地理图; e-西藏文洛克—普里多利世古地理图
a-palaeogeographic map of the Early Ordovician of Tibet; b-palaeogeographic map of the Middle Ordovician of Tibet;
c-palaeogeographic map of the late Ordovician of Tibet; d-palaeogeographic map of Llandoverian of Tibet;
e-palaeogeographic map of Wenlockian to Pridolian of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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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泥洞组下部海相红层(XORB1)
该红层见于西藏江达县青泥洞剖面(林宝玉等,

文洛克世—普里多利世
西藏南部聂拉木—定日地区, 在该时期自下而

1989; 西 藏 自 治 区 地 质 矿 产 局 , 1997; 汪 啸 风 等 ,

上包括三个组: 可德组、嘎样组和帕卓组。该段地

1996, 2018)。青泥洞组下部 2~12 层, 共厚 814 m, 其

层为浅海相碳酸盐岩沉积, 夹少量页岩, 含牙形石

中第 2 层、第 4 层、第 7 层、第 8 层、第 10 层和第

和头足类等化石, 厚约 100 m。可德组下部和上部

12 层为红层, 共厚 348.2 m, 岩性为黑色、灰绿色,

分别有 2 m 厚海相红层(灰紫色页岩与褐色薄-中层

灰-深灰色石英砂岩、板岩与紫红色石英砂岩、板岩

灰岩互层)。藏北申扎一带, 该段地层称为扎弄俄玛
含头足类和牙形石, 厚度大于 120 m, 含少量红层,

互层。第 2 层(红层)含笔石 Expansograptus hirundo
(Salter), E. extensus (Hall), Tetragraptus amii Elles
and Wood 等, E. hirundo (Salter)是大坪阶下部带化

形成环境可能为半封闭的海湾环境(图 1e)。

石(张元动等, 2007)。红层之下的第 1 层(非红层), 含

组, 亦发育以碳酸盐岩沉积为主的灰岩和白云岩,

奥陶纪和志留纪时期, 除班公湖—怒江断裂以

笔石 Isograptus victorae lunatus (Harris), Expanso-

北及以东地区发育不稳定的半深海类复理石沉积外,

graptus abnormis (Hsü)等, I. victorae lunatus (Harris)

西藏大部分地区均发育稳定型的滨-浅海碎屑岩和

为大坪阶最底部带化石(Maletz, 2017)。因此, 推断

碳酸盐岩沉积。陆源碎屑物和 Fe2O3 可能主要来源

青泥洞组下部海相红层(XORB1)的时代为大坪期早

于喜马拉雅山一带的古陆(图 1)。

期, 属半深海复理石沉积。
值得关注的是: (1)红层之下常为黑色层(如: 青

西藏奥陶纪海相红层

2

泥洞剖面第 1 层为黑色板岩, 第 2 层为紫红色、灰

西藏奥陶纪海相红层的特征及时代

绿色板岩); (2)红层可相变为黑色层(如: 青泥洞剖

西藏奥陶纪海相红层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北

面第 10 层为缺氧的黑色板岩与富氧的红色板岩交

坡(包括: 扎达、普兰、聂拉木和定结地区), 藏北申

替 出 现 ), 这类 现 象 也 见 于 西 藏 和 意 大 利 (胡 修 棉,

扎地区和藏东昌都江达—芒康地区; 其它地区分布

2004)的白垩纪地层。最近, Song et al.(2017)提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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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红层事件与全球缺氧事件(黑色页岩)相伴发生,

大致可以识别出 6 个层位的红层(表 1, 表 2, 图 3),

全球缺氧事件之后, 海相红层跟随形成。缺氧事件

其中 XORB4 识别于作者之一林宝玉命名的甲曲组

期间, 海洋中铁富集, 为其后海相红层的形成提供

剖面(林宝玉等, 1989), XORB3 和 XORB5 识别于林

的必要条件。青泥洞组中黑色页岩与海相红层重复

宝 玉 考 察 过 的 剖 面 ( 林 宝 玉 等 , 1989), XORB1 、

交替出现 4~5 次, 推断青泥洞组海相红层的形成,

XORB2 和 XORB6 的识别基于有关地层资料(陈挺

除与全球海洋缺氧事件有关外, 可能还与区域性缺

恩, 1986; 杨遵义等, 1990; 汪啸风等 1996, 2018;

氧事件有关。

C

零星(图 2)。经初步研究, 西藏奥陶纪地层由老到新

西藏地质矿产局, 1997; 张树岐等, 2003a; 王成源
等, 2004)。红层编码 XORB 中, X 代表西藏地区,
O 代表奥陶纪, RB 代表红层。
表1
Table 1

西藏奥陶纪海相红层划分

Subdivision of Ordovician red beds in Tibet

图 2 西藏奥陶—志留纪海相红层产地分布图
(底图据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1997 简化)
Fig. 2 Sketch map showing the locations of Ordovician
and Silurian marine red beds in Tibet (base map after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Tibet,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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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奥陶纪海相红层的分布和对比

Distribution and correlation of Ordovician marine red beds in Tibet

S

西藏申扎县雄梅乡以东的拉塞剖面中(张树岐
等, 2003a), 拉塞组底部第 2 层岩性为紫色薄层状含

AG

粉砂泥晶灰岩, 厚 10.56 m, 未见化石。其下第 1 层

含头足类 Discoactinoceras multiplexum Kobayashi,
Armenoceras sp., Wutinoceras sp.; 其上, 第 4 层含

头足类 Sactoceras sp., Ordosoceras sp., Wutinoceras

C

sp.等。汪啸风等(2018, 第 1140 页)认为拉塞组属弗

洛阶上部至达瑞威尔阶下部, 但依据化石组合, 该
组底部地层与西藏南部聂拉木甲村组中部头足类组
合相似, 应属于弗洛阶上部至大坪阶底部, 与青泥
洞组下部海相红层时代相当, 可直接对比。
2.1.2

曾子顶组(中部)海相红层(XORB2)
该红层见于西藏芒康县海通剖面曾子顶组中

部(林宝玉等, 1989; 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1997),
岩性为浅灰色中粒石英砂岩、板岩及少量紫红色板
岩, 厚 56 m。紫红色板岩为海相红层, 红层本身未
见 化 石 , 但 其 下 第 3 层 含 丰 富 的 腕 足 类 Orthis

图3

西藏主要地区奥陶纪海相红层柱状对比图
(据林宝玉等, 1989 增改)

Fig. 3 Columnar correlation sections of the Ordovician
marine red beds in Tibet (modified after LIN et al., 1989)

2.1.3

幕霞组下部海相红层(XORB3)

shensiensis Endo, O. calligramma Dalman 和 O.

扎达县幕霞的幕霞组(杨遵义等, 1990)下部红

serica Martelli 和三叶虫 Taihungshania sp., Illaenus

层, 岩性为灰紫色千枚状板岩, 厚 20~30 m。幕霞组

cf. sinensis Yabe, I. cf. tingi Sun 等; 其上第 7 层含腕

上部地层含珊瑚 Yohophyllum 等。Yohophyllum 是桑

足类 Orthis elliposoides Chang, Orthambonites sp.

比阶底部的带化石, 因此, 该红层的时代可能是达

等。根据化石组合, 汪啸风等(1996)认为该段地层时

瑞威尔期晚期—桑比期早期。另据西藏自治区区域

代属于大坪期晚期—达瑞威尔期早期。

地质志(1993)描述, 扎达县幕霞组下部第 3 层有肉

在江达县青泥洞组中部, 也含一层海相红层。

红色中层结晶灰岩夹紫红色石英砂岩、硅质岩, 向

岩性为紫红与灰绿色板岩互层, 厚度约为 55 m, 层

东至拉昂错西岸相变为黑色中薄层亮晶灰岩, 产头

位是否与曾子顶组中部海相红层相当, 因没有化石

足类 Discoactinoceras sp.和?Sactoceras kobayashii,

证据, 尚无法判断。

厚 26.5~45.9 m, 可能也属于幕霞组下部海相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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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RB3)。XORB3 可能与下文聂拉木地区甲曲组海

M. paraelongatum subcentrale Lai and Tsi 等。根据牙

相红层下部红层的时代相当。

形石和头足类化石组合, 推断该红层时代为桑比期

2.1.4

至凯迪期早期。

甲曲组中上部海相红层(XORB4)
该红层见于聂拉木县亚里村南甲曲一带(林宝

(3)下拉孜组中部海相红层: 位于西藏扎达县

玉等, 1989; 汪啸风等, 1996, 2018)(图 4)。甲曲组岩

达巴劳—下拉孜山的下拉孜组中部第 15 层, 该层

性为紫红色薄-中厚层生物碎屑灰岩、生物灰岩, 厚

岩性为灰至灰绿色薄层状长石石英砂岩夹紫红色细

约 33 m, 化石丰富。甲曲组下部(厚约 9 m)主要产

粉砂岩、泥质灰岩, 含腕足类 Fascifera ngariensis

牙 形 石 Eoplacognathus robustus Bergström 和

及 Pentamerid, 三叶虫 Asaphidae 等, 层厚 270 m,

E. suecicus Bergström 等, 时代为达瑞威尔期晚期—

整合于达巴劳组之上(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桑 比 期 早 期 ; 甲 曲 组 上 部 ( 厚 约 24 m) 含 牙 形 石

1997), 其时代可能为凯迪期早期。

Hamarodus europaeus 及 头 足 类 Sinoceras chinense
(Food), S. densum (Yü), Michelinoceras paraxuanxianense
Chang 等化石, 时代相当于桑比期晚期至凯迪期早
期。该组下部红层属 XORB3, 时代是达瑞威尔期晚
期—桑比期早期, 该组中上部红层属 XORB4, 时代
为桑比期晚期至凯迪期早期。
此外, 与甲曲组中上部海相红层(XORB4)时代

(4)落石沟组海相红层: 位于西藏日土县以北
龙木措—拉竹笼一带(汪啸风等, 1996, 第 66 页)。该
组红层岩性为灰黄色和紫色瘤状灰岩夹少量泥岩层,
层 厚 32 m, 含 牙 形 石 Protopanderodus cooperi
(Sweet and Bergström), Scolopodus rex Lindström
等 , 头 足 类 Discoceras sp., Michelinoceras
paraelongatum Chang, Lituites sp.等。该组红层中所
含头足类是申扎柯尔多组及聂拉木甲曲组上部的常

相当的红层还有:
(1)古玉组海相红层: 察隅县古玉地区的古玉

直接对比。

S

组岩性为紫红色中厚层泥质条带灰岩, 具有收缩纹

见分子, 该红层层位与甲曲组上部红层(XORB4)可

和同生角砾状构造, 层厚 25 m(陈挺恩, 1986; 汪啸

(5)未命名的海相红层: 位于芒康县海通道班

风等, 1996)。该组含头足类 Discoceras sp., Sinoceras
sp., Trocholites depressus (Eichwald), Richardsonoceras
asiaticum (Yabe), Michelinoceras paraelongatum Chang
等。时代相当于桑比期至凯迪期早期。

房对面的山崖(林宝玉等, 1989)。红层岩性为紫红色

(2)柯尔多组海相红层: 位于申扎县永珠柯尔

仅 8 m。从化石组合看, 该红层与甲曲组上部红层

AG

泥质条带灰岩, 含头足类 Michelinoceras paraelongatum Chang, Sinoceras sp., Discoceras sp., Richardsonoceras sp.等, 及三叶虫、腹足类等化石, 厚度

多地区的柯尔多组, 其岩性为紫红色、灰色中厚层

(XORB4)时代相当。
(6)曾子顶组顶部, 第 8 层为紫红色页岩与石英

不完整厚度大于 239 m(林宝玉等, 1989; 汪啸风等

砂 岩 互 层 , 含 头 足 类 Rudolofoceras? sp., 层 厚

1996, 2018)。主要产出牙形石 Hamarodus europaeus
(Serpagli), Pygodus anserinus Lamont and Lindstroem
等, 及头足类 Sinoceras chinense (Food), Michelinoceras elongatum (Yü), M. huangniganense Chang,

38 m。汪啸风等(2018)在该层识别出扬子地台中上

C

灰岩, 含丰富的头足类和牙形石化石, 下部未见底,

奥陶统常见的头足类 Sinoceras 和 Michelinoceras、
腕足类 Orthambonites minusculus, Aporthophyla sp.
和三叶虫化石, 如果化石层位属实, 可推断曾子顶
组顶部红层可能与 XORB4 层位相当。
2.1.5

刚木桑组海相红层(XORB5)
该红层见于申扎刚木桑沟口剖面, 即陈挺恩

(1986)描述该剖面刚木桑组的 3~4 层。刚木桑组 3
层的岩性为浅灰色含白云质灰岩, 偶夹紫红色条带,
厚 103.3 m; 刚木桑组 4 层岩性为浅灰色厚层灰岩,
夹深灰色微带紫红色中厚层灰岩及少量白云质灰岩,
偶见腕足类及海百合茎化石, 厚 127.4 m。整个红层
厚 230.7 m 。 其 上 与 申 扎 组 含 笔 石 地 层 ( 含 笔 石
Normalograptus bohemicus (Marek))整合接触, 其下
图4

西藏聂拉木县亚里南中奥陶世晚期—晚奥陶世
甲曲组实测剖面(据林宝玉等, 1989 增改)

Fig. 4 The Late Middle Ordovician to Upper Ordovician
section of Jiaqu Formation near Yali Village, Nyalam
County, Tibet (modified after LIN et al., 1989)

与柯尔多组整合接触。申扎组的笔石 N. bohemicus
(Marek)曾被认为是 N. persculptus (Elles and Wood)
的幼体(Štorch and Loydell, 1996), 樊隽轩(1998)通
过 形 态 对 比 研 究 , 认 为 N. bohemicus (Marek)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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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jsuensis (Koren and Mikhailova) 的 异 名 。

据其岩石类型进行分类, 另一种是根据沉积时的海

N. ojsuensis 出现层位为 N. extraordinarius 带, 时代

水深度和地理(或构造)位置分类。依据这两种分类

为早赫南特期(陈旭等, 2000)。刚木桑组则产出三叶

方案, 现将西藏奥陶纪海相红层的分类简述如下:

虫 Lonchodomas xainzaensis, 笔石 Glyptograptus sp.,

2.2.1

西藏奥陶纪海相红层的岩石分类

头足类 Michelinoceras huangniganense, Pleurotho-

依据海相红层的岩石类型, 西藏奥陶纪海相红

ceras chinense, Discoceras xainzaense 等(汪啸风等,

层可大致划分为两大类型: 碎屑岩类型和碳酸盐岩

2018), 及 牙 形 石 Amorphognathus superbus (Rho-

类型。碎屑岩类型海相红层主要为紫红色砂岩和紫

des)(林宝玉等, 1989)。依据刚木桑组产出化石时代,

红色板岩两种岩性; 碳酸盐岩类型海相红层主要岩

及上覆地层申扎组笔石的时代, 推断刚木桑组海相

性为紫红色、紫色灰岩或生物碎屑灰岩。

红层时代大致为凯迪期晚期。

(1)碎屑岩类型海相红层

与刚木桑组海相红层时代大致相当的红层, 可
能还有红山头组海相红层和松木松组海相红层。

紫红色砂岩

青泥洞组、红山头组

紫红色板岩

青泥洞组下部

(1)红山头组海相红层: 见于聂拉木县亚里村

曾子顶组中部

南红山头(赖才根等, 1982; 林宝玉等, 1989; 汪啸风

幕霞组下部

等 1996, 2018), 岩性为棕灰色、浅棕灰色、棕红色

(2)碳酸盐岩类型海相红层

钙 质 、 砂 质 页 岩 , 夹 几层 同 色 细 砂 岩 。 产 头 足 类

紫红色、紫色灰岩或生物碎屑灰岩

拉塞组下部
幕霞组下部

接触, 因甲曲组上部红层为凯迪期早期, 红山头组

甲曲组

海相红层时代可能为凯迪期中晚期。由于该组红层

柯尔多组

缺少化石依据, 具体时代的确认, 还需进一步工

古玉组

S

Michelinoceras sp., 厚约 70 m。其下与甲曲组整合

作。

AG

(2)松木松组海相红层: 见于西藏扎达县松木
松, 岩性为紫红色-灰绿色为主的碎屑岩及钙质泥

岩, 层厚 100~300 m, 与下覆地层幕霞组整合接触

2.2.2

申扎组上部
刚木桑组

西藏奥陶纪海相红层的水深分类

王成善和胡修棉(2005)根据西藏白垩纪床得组

(汪啸风等, 1996), 时代可能为凯迪期。

的研究, 提出“白垩纪大洋红层”的概念, 指的是

2.1.6

深海半远洋-远洋复理石相沉积和远洋(盆地)沉积。

申扎组海相红层(XORB6)

戎嘉余等(2012)将古代海相红层划分为浅水、较深

洛克统德悟卡下组下部(或申扎组)2 层(张树岐等,

水和深水三种类型。2018 年, 林宝玉等将古代海相

2003b; 王成源等, 2004)。岩性为红色中层状生物碎

红层进一步细分为浅水(<50 m)、半深水(50~200 m)

屑粉晶灰岩, 产牙形石 Panderodus sp., 厚 14.4 m。

和深水(>200 m), 并提出浅水和半深水海相红层属

其下与刚木桑组整合接触, 该红层距刚木桑组顶界

于“陆棚红层”, 深水海相红层属于“大洋红层”。

3.68 m。与申扎组命名剖面中申扎组的厚度(厚 14 m)

陆棚红层和大洋红层无论在沉积时海水的深度, 还

大致相当, 因此, 推断该红层属于申扎组上部。申

是沉积时的地理或构造环境, 以及沉积物特征等方

扎县永珠 5118 高地东南坡剖面的德悟卡下组底部 1

面都有明显的区别(表 3)。

C

该红层见于申扎县雄梅乡果洛龙上奥陶统—文

层与下覆地层刚木桑组也是整合接触, 并产出笔石

依据林宝玉等(2018)对古代海相红层的分类方

Normalograptus ojsuensis (Koren and ailova)等(王成

案, 西藏地区已识别出的 6 层奥陶纪海相红层中,

源等, 2004), 说明德悟卡下组底部红层时代为赫南

青泥洞组下部红层(XORB1)是深水海相红层, 应属

特期。

于大洋红层。曾子顶组中部红层(XORB2)、拉塞组

在申扎组命名剖面中, 申扎组主要产笔石
Normalograptus cf persculptus, N. extraordinarius, N.
bohemicus (? = N. ojsuensis))和腕足 类(Hirnantia,

下部红层(XORB2)、幕霞组下部红层(XORB3)、刚

Kinnella, Cliftonia, Paromalomena 等, 依据笔石和

尔 多 组 海 相 红 层 (XORB4) 以 及 古 玉 组 海 相 红 层

腕足类的化石组合面貌可以判断该组层位相当于赫

(XORB4)均为半深水海相红层, 浅水和半深水海相

南特阶(汪啸风等, 2018)。因此, 申扎组海相红层时

红层均归属于陆棚红层(表 4)。

代大致为赫南特期。
2.2

木桑组红层(XORB5)以及申扎组海相红层(XORB6)
均为浅水海相红层; 甲曲组海相红层(XORB4)、柯

西藏青泥洞组海相红层归为深水海相红层的

西藏奥陶纪海相红层的分类

主要依据有: (1)青泥洞组岩性主要为一套黑色、灰

海相红层分类最常见的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根

绿色、紫红色砂板岩互层夹灰岩, 为类复理石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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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垩纪大洋红层与奥陶纪陆棚红层特征对比表(引自林宝玉等, 2018)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Cretaceous oceanic red beds (CORB)
and the Ordovician shelf red beds (OSRB) (after LIN et al., 2018)

S

Table 3

球

表4

厚 1 954 m; (2)所含笔石动物群为常见的江南斜坡

AG

带(深海半深海)笔石动物群, 其岩性与笔石化石与
江南斜坡带同期地层类似; (3)据西藏自治区地质矿

西藏奥陶纪海相红层的水深分类

Table 4

Classification of the Ordovician
marine red beds in Tibet

产局(1997, 第 264 页), 江达县早奥陶世为类复理石
笔石细碎屑岩沉积, 具大陆边缘沉积的特性; (4)王

C

鸿祯等(1985)认为青泥洞组属于不稳定的类复理石

半深海砂泥质及碳酸盐组合。上述依据说明青泥洞
组沉积环境和所处的构造位置均接近于大洋红层的
含义, 因此, 将其归入大洋(深水)红层。
2.3

西藏奥陶纪海相红层与华北、华南地区对比
依据我国现有的地层资料, 西藏奥陶纪海相红

层的同期红层, 在华北块体西缘鄂尔多斯地区和华
南块体中部三峡地区均有出露, 并可直接进行对比
(表 5)。
鄂尔多斯周缘奥陶纪地层中, 可识别出 7 层海
相红层(武振杰等, 2015), 即: 特马道克阶山黑拉组
下部 海相 红 层(ORB1), 弗洛 阶三 道 坎组 海相 红 层

的地层描述, 可初步识别出 4 层海相红层, 自下而

(ORB2), 大坪阶水泉岭组海相红层(ORB3), 达瑞威

上依次为: 大湾组下段海相红层, 大湾组中段海相

尔阶上部南庄子组海相红层(ORB4), 桑比阶车道组

红层, 牯牛潭组海相红层和宝塔组海相红层。

下部海相红层(ORB5), 凯迪阶下部车道组上部海相

2.3.1

西藏青泥洞组下部海相红层(XORB1)时代为大

红 层 (ORB6) 和 凯 迪 阶 上 部 背 锅 山 组 海 相 红 层
(ORB7)。
长江三峡地区的奥陶纪海相红层, 除达瑞威尔

XORB1 海相红层

坪期早期。鄂尔多斯周缘水泉岭组海相红层(ORB3)
含大坪期早期牙形石 Tangshanodus tangshanensis,

期晚期至凯迪期早期的海相红层已有过详细讨论

时代大致为大坪期早期(武振杰等, 2015)。西藏地区

(林宝玉等, 2018)外, 其它层位的红层目前未见相关

的 XORB1 与鄂尔多斯周缘的 ORB3 层位大致相

讨论。依据汪啸风等(1987)对湖北宜昌黄花场剖面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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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m, 含丰富的头足类、腕足类、三叶虫、牙形石

S

长江三峡地区大湾组下段海相红层(即大湾组

和笔石等化石。主要头足类有 Protocycloceras de-

为灰绿或浅紫红色薄至中厚层含生物瘤状泥晶灰岩,

prati Reed 等, 主要牙形石有 Paroistodus originalis

AG

下段上部 30 层, 见汪啸风等, 1987, 第 56 页), 岩性

(Sergeeva), Baltoniodus navis (Lindström)等, 时代应

Azygograptus suecicus; 其下 29 层含牙形石带化石

属于大坪阶中部牙形石 B. navis 带。据化石组合推

Baltoniodus navis。笔石 Azygograptus suecicus 带与

断, 西藏的 XORB2 比大湾组中段海相红层的层位

大坪阶最底部笔石 Isograptus victorae lunatus 带可直

略高。

接进行对比, 因此, 推断大湾组下段海相红层时代

2.3.3

C

夹少许水云母黏土岩, 层厚 2.7 m, 含笔石带化石

西藏幕霞组下部海相红层(XORB3)时代为达瑞

为大坪期初期。西藏青泥洞组下部海相红层(XORB1)
的下部与大湾组下段海相红层的时代相当。

XORB3 海相红层

威尔期晚期—桑比期早期。鄂尔多斯周缘南庄子组

西藏拉塞组下部海相红层(XORB1)上覆和下伏

海相红层(ORB4)含牙形石带化石 Pygodus serra, 时

地层中含头足类 Ordosoceras, Wutinoceras 等属, 时

代为达瑞威尔期晚期(武振杰等, 2015)。因此, 西藏

代为大坪期早期。拉塞组下部海相红层(XORB1)与

XORB3 的下部与鄂尔多斯 ORB4 可直接对比。

鄂尔多斯周缘含相同头足类动物群的三道坎组海相

三峡地区的牯牛潭组海相红层, 位于牯牛潭组

红层(ORB2)或水泉岭组海相红层(ORB3)可以直接

下部 39 层(汪啸风等, 1987, 第 52 页), 岩性为浅紫

对比。

色或灰绿色薄层至中厚层含生物泥晶灰岩, 厚 6m。

2.3.2

XORB2 海相红层

含丰富的三叶虫、腕足类、头足类、牙形石等化石。

西藏曾子顶组中部海相红层(XORB2)时代为大

主要牙形石有 Protopanderodus varicostatus (Sweet

坪期晚期—达瑞威尔期早期。长江三峡地区大湾组

and Bergström), Lenodus variabilis (Sergeeva)等; 三

中段海相红层, 见于大湾组中段 32 层和 33 层(见汪

叶虫有 Illenus sinensis Yabe; 头足类有 Dideroceras

啸风等, 1987, 第 55 页)。大湾组 32 层岩性为紫红

ellipticum Xu and Lai 等, 层位为达瑞威尔阶上部的

色含少许灰绿色薄至中厚层含生物泥晶灰岩, 夹少

牙形石 L. variabilis 带和 Eoplacognathus suecicus-E.

许薄层含生物钙质水云母黏土岩, 厚 6.8 m, 含头足

protoramusus 带 ( 汪 啸 风 等 , 2018) 。 因 此 , 西 藏

Chisiloceras

XORB3 的下部与牯牛谭组海相红层可进行对比。西

ichangense Wang 和 牙形 石 Paroistodus originalis

藏聂拉木地区甲曲组最下部红层与牯牛潭组海相红

(Sergeeva), Baltoniodus navis (Lindström)等, 时代应

层含相同的牙形石带, 因此可以直接进行对比。

属于大坪阶中部牙形石 B. navis 带。大湾组 33 层岩

2.3.4

类

Protocycloceras

deprati

Reed,

性为紫红、灰绿或浅灰色薄层含生物泥晶灰岩, 厚

XORB4 海相红层
西藏甲曲组中上部海相红层(XORB4)含头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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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化石 Sinoceras chinense (Food)等, 时代为桑比期

( 红 色 灰 岩 ) 还 是 生 物 群 ( 如 : 头 足 类 Sinoceras

—凯迪期早期。XORB4 可与鄂尔多斯周缘含同期头

chinense, 牙形石 Pygodus serra、P. anserinus 和

足类带化石的车道组下部红层(ORB5)及车道组上

Hamarodus europaeus)看, 均与华北的南庄子组、车

部(ORB6)红层直接进行对比。

道组和华南的牯牛潭组、宝塔组海相红层相同, 说

三峡地区宝塔组海相红层, 见于宝塔组 45 层

明其沉积环境极其相似。Han et al.(2015)在测试了

(汪啸风等, 1987, 第 47 页), 岩性为浅紫红色中厚至

华 南 四 川 旺 苍 宝 塔 组 红 层 ( 含 头 足 类 Sinoceras

厚层含生物泥晶灰岩, 具龟裂纹, 厚 11.6 m。含丰

chinense)的古地磁样品后, 确认宝塔组形成时的古

富的三叶虫、腕足类、头足类、牙形石等化石。主

纬度是南纬 19.5°。这不仅说明扬子克拉通在奥陶

要化石有: 头足类 Sinoceras chinense (Food), 牙形

纪时期的古纬度位置, 也可以说明具有相同岩性和

石 Protopanderodus liripipus Kennedy, Barnes and
Uyeno, Amorphognathus tvaerensis (Bergström), A.
superbus (Rhodes), Hamarodus europaeus (Serpagli)
等, 层位属于牙形石 Hamarodus ?europaeus 带。西

生物群的海相红层的拉萨块体、华北块体(或中朝克

藏甲曲组中上部海相红层(XORB4)和柯尔多组海相

3

红层(XORB4)与宝塔组海相红层含有相同的牙形石
和头足类化石, 因此可以直接进行对比。
2.3.5

热带气候海域。

西藏志留纪海相红层

3.1

西藏志留纪海相红层的特征及时代
西藏志留纪海相红层分布不太广泛, 主要分布

XORB5 海相红层
西藏刚木桑组海相红层, 其上与申扎组含笔石

地层 N. extraordinarius 带整合接触, 其下与柯尔多
组整合接触, 时代大致为凯迪期晚期。鄂尔多斯周

于西藏南部定结—聂拉木一带和西藏北部申扎一带,
其它地区仅零星分布(图 2)。本文作者经实地考察,
结合研究区其他作者发表的地层资料, 在西藏志留
纪地层中识别出 5 层海相红层(图 5, 表 6, 表 7), 其

S

缘背锅山组红层(ORB7)时代为凯迪期晚期, 与西藏
刚木桑组海相红层时代大致相当。三峡地区未见该

中红层 XSRB3、XSRB4 识别于作者林宝玉命名的
可德组所在剖面(林宝玉等, 1989); XSRB2 识别于作

AG

时代海相红层。
2.3.6

拉通)可能处于大致相同的古纬度, 位于热带—亚

者林宝玉考察过的剖面(图 5)。西藏志留纪海相红层

XORB6 海相红层

申 扎 组 海 相 红 层 (XORB6) 主 要 产 笔 石
Normalograptus cf persculptus, N. extraordinarius 及

的简要特征, 见表 6 和表 7。红层编码 XSRB 中,
X 代表西藏, S 代表志留纪, RB 代表红层。

C

N. ojsuensis, 时代为赫南特期, 比鄂尔多斯周缘背
锅山组海相红层(ORB7)(凯迪阶上部)层位略高。

林宝玉等(2017)在扬子克拉通的安徽含山县山
凹丁剖面五峰组和河南淅川石燕河组中识别出的凯
迪期晚期海相红层, 应该可以与鄂尔多斯周缘背锅
山组海相红层进行对比。在扬子克拉通与申扎组海
相红层层位相当的是南郑页岩海相红层(林宝玉等,
1984, 第 168 页)。岩性为暗棕色铁质石英砂岩, 厚
0.35m。其上, 第 6 层和其下第 4 层均含 Dalmanitina
nanchengensis Lu, 时代为赫南特期。
通过西藏奥陶纪海相红层与华北(中朝克拉通)
和华南(扬子克拉通)同期海相红层的对比, 可以得
出以下认识:
(1)西藏与华北、华南奥陶纪海相红层具有相同
的生物群(或生物带), 可以进行比较精准的对比。大
多数红层(XORB3、XORB4 和 XORB5)可在华北和
华南地区识别, 说明这些红层的分布较广, 不仅是
地区性的, 而且也是全国性的。其形成条件除受到
地区性影响外, 可能也受到大区域性或世界性的古
气候、古环境与古纬度的控制。
(2)西藏甲曲组、柯尔多组海相红层无论从岩性

图5

西藏定日、申扎志留纪海相红层对比

Fig. 5 Columnar correlation sections of the Silurian
marine red beds in Tingri and Xianza Counties,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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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03b)。红层中未见化石, 底界距申扎组红层

Subdivision of Silurian marine red beds in Tibet

(XORB6)79.21 m, 其上, 第 11 层含兰多弗里世早期
典型的笔石 Normalograptus ex gr. mirnyensis (Obut
et Soblevskaya)。因此, 该红层有可能是志留纪早期
海相红层, 大致时代可能是鲁丹期早—中期, 具体
时代需要进一步野外工作来确认。
(2)定结县共巴强剖面扎嘎曲组下部第 1 层(杨
曾荣, 1985), 岩性为青灰色-浅紫色粉砂质页岩, 产
笔石 Streptograptus xizangensis Mu et Ni, St. ?clingani var hsiangyupingensis Hsü, Pristiograptus
kueichihensis Hsü, Climacograptus sp.等, 厚 14.2 m。

表7
Table 7

该红层所含笔石化石均为兰多维列世早期分子, 可

西藏志留纪海相红层的对比

Correlation of Silurian marine red beds in Tibet

能属于 XSRB1。
(3)日土县拉竹笼地区未命名的志留纪地层。该
处地层下部岩性为肉红色、黄灰色长石石英砂岩,
含腕足类 Hindella xizangensis Rong; 上部为灰白色
石英砂岩, 总厚大于 130 m(林宝玉等, 1989)。该地
层腕足动物丰富, 属于“Hindella 群落”(林宝玉等,
1989)。根据 Hindella 群落的总体分析, 该群落仅见

S

于兰多弗里世早期和中期, 因此, 推断日土县拉竹
笼地区未命名的志留纪地层的海相红层很可能也属
于 XSRB1。

AG

3.1.2

德悟卡下组中部海相红层(XSRB2)

该红层见于西藏申扎县德悟卡下东侧山坡剖

C

面的第 3 层(倪寓南, 1986)。岩性为紫灰、灰黑色粉

砂质页岩, 夹灰岩, 厚约 50 m, 富含笔石, 主要有
Coronograptus gregarius (Lapworth), C. leei (Hsü),
Demirastrites cf triangulatus (Harkness)等。其时代应
属鲁丹期晚期 Coronograptus leei 带至埃朗期早期
笔 石 Coronograptus gregarius 带 或 Demirastrites
triangulatus 带。
属于 XSRB2 海相红层的可能还有申扎县果洛龙

3.1.1

德悟卡下组中部海相红层(XSRB1)

上奥陶统—下志留亚系德悟卡下组剖面的第 8 层(王

该红层见于西藏申扎北约 50 km 的德悟卡下剖

成源等, 2004; 张树岐等, 2003b), 岩性为紫红色中层

面的第 4 层(倪寓南, 1986)。岩性为紫红色、黄褐色

网格状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厚 18.51 m。与其下的

页 岩 , 底 部 含 笔 石 , 厚 9.17 m 。 主 要 有
Dimorphograptus elongatus Lapworth, Diplograptus
elongatus Churkin et Carter, Climacograptus miserabilis Elles et Wood, C. minutus Carruthers, Pribylograptus incornmodus Tornquist 等。其上, 5~6 层含

XSRB1 距离为 18.51 m, 推测该红层可能属于 XSRB2,

笔石 Coronograptus cyphus Lapworth, C. gregarius

第 4 层, 岩性为灰紫色薄层片状页岩夹灰褐色薄层

(Lapworth)等 鲁 丹 期 晚 期 和 埃 朗 期 早 期 的 带 化 石 ,

灰岩, 页岩中含笔石 Monograptus priodon (Bronn),
M. acus Lapworth, Demirastrites sp., Oktavites spiralis (Geintz)?, Streptograptus sp.; 灰岩中含头足类
Kionioceras himalayensis Yang, Euthyocyclocers sp.
等。其下第 3 层, 含丰富的兰多弗里世晚期和文洛

因此, 该红层的时代可能属于鲁丹阶 Cystograptus
vesiculosus 带。
西藏地区属于 XSRB1 的海相红层可能还有:
(1)申扎县雄梅乡果洛龙, 上奥陶统—下志留亚
系德悟卡组下部第 6 层, 岩性为紫红色中层含生物
碎屑泥晶灰岩, 厚 4.52 m(王成源等, 2004; 张树岐

具体层位还需要通过进一步采集化石来证明。
3.1.3

可德组下部海相红层(XSRB3)
XSRB3 见于定日县帕卓区可德村东剖面(图 6)

克世早期的牙形石 Pterospathodus amorphograthoides (Walliser), P. pennatus proceras (Williser),
Kockelella ranuliformis (Walliser)和笔石 M. prio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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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可德组第 6 层(林宝玉等, 1989), 岩性为灰紫色
页岩与褐色薄—中层灰岩互层, 厚 2 m。未见化石,
但 其 上 覆 第 7 层 含 牙 形 石 Ozarkodina bohemica
(Walliser), O. excavata excavata (Branson and Mehl),
Panderodus gracilis (Branson and Mehl) 等 。
O. bohemica (Walliser)是文洛克统候默阶的带化石,
因此, 推断该红层时代应属于文洛克世晚期的候默
期。
据杨曾荣(1985)离定日县帕卓区东约 60 km 的
定结县共巴强剖面的描述, 该剖面可德组上部的海
相红层(XSRB4)已相变为肉红色-浅紫红色厚层状
泥质灰岩, 产头足类 Michelinoceras sp., 及海百合
茎等化石, 厚 23.5m。
属于 XSRB4 的海相红层还有申扎地区的扎弄
俄玛组红层(喻洪津, 1985, 第 18 页), 岩性为浅灰
图6
Fig. 6

色、灰白色、紫灰色薄至中厚层状白云质灰岩, 夹

西藏定日县帕卓区可德村东志留系实测剖面
(据林宝玉等, 1989)

Silurian section near Kede Village, Pazhuo District
of Tingri County, Tibet (after LIN et al., 1989)

S

(Bronn)(林宝玉等, 1989)。通过红层及下伏地层的化

透镜状、似层状及团块状砂质灰岩, 含头足类
Michelinoceras (Kopanioceras) cf. capax Barrande,
牙形石 Ozarkodina bohemica (Walliser), O. inclinata
inclinata (Rhodes), Kockelella variabilis Walliser,
O. media (Walliser)等, 厚 76.5 m。扎弄俄玛组红层

石组合, 可以推断 XSRB3 的时代应为文洛克世早

的化石组合时代为文洛克世候默期, 因此, 应属于

XSRB4 海相红层。

AG

期的申伍德期。
西藏地区属于 XSRB3 的海相红层可能还有:

(1)德悟卡下组顶部海相红层 a, 该红层见于申

扎县 5118 高地东南坡上奥陶统—上志留亚系剖面
的第 10 层(王成源等, 2004, 第 239 页), 岩性为灰紫

C

色页岩, 厚 10.11 m, 未见化石。其下伏地层, 即第

9 层含牙形石 Panderodus gracilis (Branson and Mehl),
Ozarkodina sagitta rhenana Walliser 等, 依据下伏地
层的化石推断德悟卡下组顶部海相红层时代大致属
于文洛克世早期, 可能属于 XSRB3 海相红层。
(2)德悟卡下组顶部海相红层 b, 见于申扎县雄
梅乡果洛龙上奥陶统—下志留亚系剖面的第 16 层
(王成源等, 2004, 第 239 页), 岩性为紫色中薄层状
灰 岩 , 含 牙 形 石 Ozarkodina excavata excavata
(Branson and Mehl), O. media Walliser, O. inclinata
inclinata (Rhodes), 厚 13.14 m。其下 13 层含牙形石
Pterospathodus pennatus procerus Walliser, P. pennatus pennatus Walliser, Pseudooneotodus beckmanni
(Bischoff and Sannemann)等。牙形石属于兰多弗里

3.1.5 扎弄俄玛组顶部(或门德俄药组)海相红层(XSRB5)
XSRB5 见于申扎县 5118 高地东南坡上奥陶统

—上志留统亚系剖面的第 19~20 层(王成源等, 2004,
第 238 页)。第 19 层岩性为灰白色中层状粉晶白云

岩夹紫色薄层结晶灰岩, 厚 3.33 m; 第 20 层岩性为
紫色中厚层细晶白云岩, 含珊瑚、海百合茎等化石,
厚 28.64 m, 整个红层厚度为 31.97 m。其下 11 层,
含拉德洛世牙形石 Ozarkodina crispa (Walliser)及上
志留亚系的牙形石 O.media (Walliser)等, 因此, 推
断 XSRB5 的时代可能为普里多利世。
喻洪津(1985)在申扎永珠 5118 山东剖面的门德
俄药组顶部, 也描述了属于 XSRB5 的海相红层, 即
该剖面的第 9 层, 其岩性为紫灰色、灰白色、浅灰
白色白云质生物碎屑灰岩, 厚 120.4 m。
3.2
3.2.1

西藏志留纪海相红层的分类
西藏志留纪海相红层的水深分类
西藏志留纪自下而上依次识别出 5 层海相红层:

世晚期—文洛克世早期(申伍德期)的 P. amorphog-

德悟卡下组中下部海相红层(XSRB1), 德悟卡下组

nathoides 带的主要类型, 因此, 雄梅乡德悟卡下组

中 部 海 相 红 层 (XSRB2), 可 德 组 下 部 海 相 红 层

顶部海相红层 b 应该属于 XSRB3 海相红层, 厚度相

(XSRB3), 可德组上部海相红层(XSRB4), 以及扎弄

近, 但在该剖面 XSRB3 海相红层岩性由灰紫色页

俄玛组顶部海相红层(XSRB5)。5 层海相红层均为浅

岩相变为紫色中薄层灰岩。

水海相红层, 依据水深分类, 它们均属于陆棚红层。

3.1.4

到目前为止, 尚未发现大洋红层(或深水红层)的存

可德组上部海相红层(XSRB4)
该红层见于定日县帕卓区可德村东志留系剖

在, 这说明西藏地区在志留纪时期陆棚红层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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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等: 西藏奥陶纪和志留纪海相红层的分布与时代

出 5 个层位, 与扬子地台同期海相红层的具体对比

西藏志留纪海相红层的岩石类型
西藏地区志留纪海相红层的岩石类型可以分

为两大类: 即碎屑岩类型和碳酸盐岩类型。西藏地

情况详见表 9。
3.3.1

区海相红层的具体岩石类型, 详见表 8。

德悟卡下组中下部海相红层(XSRB1)
红层 XSRB1 未见标准化石, 其上覆地层含鲁

德 悟 卡 下 组 顶 部 海 相 红 层 (XSRB3) 从 申 扎 县

丹期晚期的期笔石 Coronogrpatus cyphus 带及埃朗

5118 高地东南坡剖面到申扎县雄梅乡果洛龙剖面

期早期的 Coronogrpatus gregarius, 因此, 该红层的

的相变, 不仅仅表现为从页岩到灰岩的相变, 还说

时代可能为 Cystograptus vesiculosus 带。其层位可

明在当时, 从 5118 高地到雄梅乡水体是逐渐变深

能比扬子地台的霞乡组下段下部含 Parakidograptus

的。

acuminatus 带红层层位稍高, 但都同属于鲁丹期早

3.3

西藏志留纪海相海相红层与扬子地台志留纪

中期。

海相红层的对比

3.3.2

2017 年, 林宝玉等(2017)报导了扬子地台志留

德悟卡下组中部红层(XSRB2)
红 层

XSRB2

含 鲁 丹 期 晚 期 的 笔 石

纪海相红层, 自下而上共识别出 12 套海相红层, 分

Coronograptus leei 带和埃朗期早期的 Coronograptus

属于志留系四个统(表 9)。西藏志留纪, 目前仅识别

gregarius 带或 Demirastrites triangulatus 带。该红层

表8
Table 8

下部含 C. leei 带地层可与扬子地台含鲁丹期晚期笔

西藏志留纪海相红层岩石分类

The rock types of marine red beds in Silurian, Tibet

石同名带 C. leei 带张湾组下部红层进行对比。
3.3.3

可德组下部海相红层(XSRB3)
XSRB3 的下伏地层为兰多弗里世晚期—文洛

克世早期牙形石 Pterospathodus amorphognathoides

S

带, XSRB3 大致时代为文洛克世早期申伍德期。
XSRB3 与扬子地台回星哨组下段海相红层可能相

AG

当。

3.3.4

可德组上部海相红层(XSRB4)

XSRB4 上覆地层为文洛克统上部候默阶的牙

形石 Ozarkodina bohemica 带, XSRB4 的时代大致为

C

候默期。该红层与扬子地台回星哨组的上段下部海

表9
Table 9

相红层或岳家山组底部海相红层可进行对比。

西藏与扬子地台志留纪海相红层的对比(改自林宝玉等, 2017)

Correlation of Silurian marine red beds between Tibet and the Yangtze Platform (modified after LIN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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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 Han et al.(2015)对华南四川旺苍宝塔组

扎 弄 俄 玛 组 顶 部 (或 门 德 俄 药 组 )海 相 红 层
(XSRB5)
XSRB5 位于拉德洛统牙形石 Ozarkodina crispa

红层古地磁的研究, 宝塔组红层形成时在南纬

带之上, 时代大致为普里多利世。扬子地台茅山组

组 红 层 相 近 岩 性 ( 红 色 灰 岩 ) 和 生 物 群 (Sinoceras

红 层 属 于 普 里 多 利 统 几 丁 虫 Fungochitina koso-

chinense 带)的甲曲组(聂拉木地区)、柯尔多组(申扎

voensis 带, XSRB5 可大致与茅山组红层进行对比。

地 区 )等 红 层 可 能 与 华 南 宝 塔 组 形 成 的 环 境 相 近 ,

肖序常等(1988)依据西藏申扎志留纪灰岩中采

形成于南半球相近纬度和热带气候环境的浅海海

集的古地磁样品, 测定该区古纬度为 26.6°S。说明

19.5°。因此, 推断西藏地区奥陶系中, 具有与宝塔

域。

志留纪海相红层形成时也在南纬热带—亚热带海

(6)肖序常等(1988)依据西藏申扎地区志留系灰

域。推测与扬子地台志留纪海相红层形成的古纬度

岩中古地磁样品的分析研究, 认为申扎地区志留纪

海域相近。但两者红层层数相差较大。这很可能与

古纬度为南纬 26.6°。因此, 推断志留纪申扎地区的

西藏申扎志留纪地层研究的深度和地层出露较差有

海相红层形成于热带—亚热带海域。志留纪申扎地

关。

区海相红层与奥陶纪聂拉木和申扎地区的海相红层

4

(甲曲组和柯尔多组组)形成环境相似, 同属于南纬

讨论
(1)初步识别出西藏地区奥陶纪 6 层海相红层:

青泥洞组下部海相红层 XORB1、曾子顶组(中部)
海相红层 XORB2、幕霞组下部海相红层 XORB3、
甲曲组中上部海相红层 XORB4、刚木桑组海相红层

(7)在属于深水“大洋红层”的青泥洞组海相红
层中, 有黑色板岩与灰黑、灰绿、紫红色板岩、石
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的互层或夹层, 相伴出现达
4~5 次。这种强还原黑色板岩(灰岩)与强氧化紫红色
板岩共存的现象在西藏白垩纪床得组(大洋红层)和

S

XORB5、及申扎组海相红层 XORB6。初步识别出

热带—亚热带浅海海域。

西藏地区志留纪 5 层海相红层: 德悟卡下组中下部

扬子地台奥陶纪陆棚红层的牯牛潭组红层(强氧

化)—庙坡组黑色页岩(强还原)—宝塔组红层(强氧

AG

海 相 红 层 (XSRB1) 、 德 悟 卡 下 组 中 部 海 相 红 层

(XSRB2)、可德组下部海相红层(XSRB3), 可德组上

部海相红层(XSRB4)、及扎弄俄玛组顶部海相红层
(XSRB5)。奥陶纪识别出的大部分红层和志留纪识
别出的所有红层在青藏高原地区为首次研究。识别

C

出的 11 层红层为西藏地区, 乃至青藏高原地区的奥
陶—志留纪海相红层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2)奥陶纪识别出的 6 层海相红层, 除青泥洞组

海相红层为深水复理石相沉积, 属“大洋红层”外,
其它 5 层海相红层均属于浅水-半深水沉积的“陆棚
红层”。志留纪识别出的 5 层海相红层, 均属于浅水
-半深水沉积的“陆棚红层”。
(3)纵观西藏奥陶—志留纪 11 层海相红层, 仅
有 1 层属于深水“大洋红层”, 其它 10 层均为浅水

化)中均可见到。这种强氧化灰岩与强还原页岩交替
出现的形成机制被认为是全球缺氧事件时海水富含
铁质, 为其后的海相红层广布事件的形成提供了必
要 的 条 件 。 因 而 , 两 者 常 相 伴 出 现 (Song et al.,
2017)。
由于西藏为高海拔地区, 地广人稀, 奥陶—志
留纪地层分布零星, 构造相对复杂, 因此, 奥陶—
志留纪地层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 与内地相比海相
红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有待
进一步完善。本文对西藏地区奥陶—志留纪海相红
层的初步梳理, 希望对该区古代海相红层的研究起
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半深水“陆棚红层”。这说明在奥陶—志留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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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区“大洋红层”广布有很大的不同。这可能与
自白垩纪以来, 世界大洋广布有关。
(4)根据西藏地区奥陶—志留纪海相红层的岩
性特征、生物组合及时代, 不仅可以在西藏地区主
要剖面间进行了详细对比, 而且也可与国内主要块
体进行了对比。有些海相红层在不同块体的同期地
层中均有出现(如: 具有相似岩性和动物群的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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