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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贺兰山中段中元古界黄旗口组石英砂岩中发现丰富的微生物席成因构造（ＭＩＳＳ），包括由微生物席

生长、破坏和腐烂过程形成的３种类型、９种不同形态的构造；与华北大红峪组发现的同类构造在成因类型与多样性

方面具有很强的可对比性。砂岩中发育双向交错层理、冲洗层理、高角度单斜层理系和波痕，泥质粉砂岩夹层中发

育波痕与泥裂，表明微生物席主要发育于潮间带上部至潮上带下部环境。ＭＩＳＳ构造在华北地台长城系下部砂岩中

的广泛存在表明在１．６Ｇａ前以蓝细菌为主的微生物群在环潮坪碎屑环境也很活跃，可能代表了微生物由海洋向陆

地环境发展的过渡阶段。具光合作用功能的制氧蓝细菌的蓬勃发展可能是引发中元古代海洋化学条件发生转变、

含氧量增高的重要原因，并为真核生物及宏观藻类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研究表明，黄旗口组与华北大红峪组大致同

时，反映了Ｃｏｌｕｍｂｉａ超大陆裂解期华北地台开始拉伸—张裂、缓慢沉降的构造古地理背景。

关键词：贺兰山中段；中元古界黄旗口组；微生物席成因构造（ＭＩＳＳ）；环潮坪碎屑沉积；华北地台西缘

　　地球生命的演化史至少可追溯到３．５Ｇａ前，太

古宙至元古宙早期的生物圈可能以不具光合作用的

化能自养细菌（如古菌、甲烷菌等）为主导（Ｋｎｏｌｌ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２００６；Ｂｒａｓ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Ｓｈｏｐｆ，

２００６）。生物标志物（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研究表明，最早具

光合作用功能的制氧蓝细菌（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可能始

于新 太 古 宙 约 ２．７ Ｇａ，（Ｂｒｏｃｋ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但在地层记录中识别的最古老蓝细菌化石见

于古元古代约２．０Ｇａ（Ｓｃｈｏｐｆ，２０００；Ｋｎｏｌｌ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Ｈｏｌｌａｎｄ，２００６）。中元古代是地球上菌藻类

生物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并以真核微生物和宏观藻

类的出现为重要特征（Ｂｕｔｅｒ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１；Ｊａｖａｕｘ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Ｋｎｏ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从生命的发展历程看，微生物约占地球生命史

的８０％，其生物量在现代生物圈也占约８０％（Ｋｎｏｌｌ

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２００７）。普遍认为在新元古

代末后生动物出现之前，微生物是地球生物圈的主

导，并可能发育于包括陆地在内的多种生态环境

（Ｎｏｆｆｋ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Ｋｎｏｌｌ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２００７；Ｐｏｒａｄ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由于微生物

个体极小（微米级），不具钙质外壁；在前寒武纪特定

的古海洋化学条件下微生物细胞壁很少钙化

（Ｒｉｄｉｎｇ，２００６；ＫａｈａｎｄＲｉｄｉｎｇ，２００７），故极少能

够保存为实体化石。目前已知最早的钙化细菌发现

于新元古代晚期（约８５０Ｍａ），以犌犻狉狏犪狀犲犾犾犪为代表

（Ｒｉｄｉｎｇ，２００６），被认为可能是地球古海洋化学条

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因而以往对前寒武纪微生

物群及其生物地质作用过程的认识主要来自对生

物—沉积构造或微生物岩（广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ｉｔｅ）的研

究。其中最重要的生物沉积构造包括微生物建隆

（ｂｕｉｌｄｕｐｓ）构造，如叠层石（ｓｔｒｏｍａｔｏｌｉｔｅ）、凝块石

（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ｉｔｅ）、核 形 石 （ｏｎｃｏｌｉｔｅ）、树 形 石

（ｄｅｎｄｒｏｌｉｔｅ），以及非生物建隆构造的微生物纹层石

（ｂｉｏｌａｍｉｎｉｔｅ）、钙质微生物岩（主要见于显生宙）和

近年特别重视的微生物席成因构造（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简称 ＭＩＳＳ，Ｎｏｆｆｋ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或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２００４，Ｅｒｉｃｋｓ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在陆源碎屑沉积地层中，与微生物相关的地质证据

主要来自 ＭＩＳＳ构造、生物纹层石和极少的叠层石。

它们提供了认识早期地球生物、特别是在碎屑沉积

背景下微生物群落活动及其生物地质作用最重要的

地质记录。

微生物席（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ｍａｔ或ｂｉｏｍａｔ）是微生物

群及其生命活动与沉积物相互作用在沉积物与水体

界面附近形成的生物—沉积构造（Ｇｅｒｄｅ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Ｎｏｆｆ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是微生物群生命

活动的重要产物。现代微生物席主要由蓝细菌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和其他细菌）及其胞外聚合物

（Ｅｘ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ｃ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ＥＰＳ）在生命活动

中粘结、障积、捕获沉积物而形成的层状体（Ｇｅｒｄｅｓ

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Ｎｏｆｆ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Ｒｉｄｉｎｇ，２００６；

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２００７）。微生物席虽然厚度不大（数毫米

至数厘米不等），但却构成了一个密切相关的复杂微

生物生态系统。从席表层到席下数厘米的沉积物

中，微生物的组成及其生物化学作用过程呈现出从

光合自养细菌（ａｕｔｏｔｒｏｐｈｉｃ）→硫酸盐还原细菌

（ｓｕｌｐｈａｔｅｒｅｄｕｃｉｎｇ）→化能自养（ｃｈｅｍ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硫化细菌（ｓｕｌｆｕｒｏｘｉｄｉｎｇ）的急剧变化（Ｇｅｒｄｅ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Ｇｅｒｄｅｓ，２００７）。微生物席本身的微细

结构具双层特征，下层主要由球状菌（ｃｏｃｃｏｉｄａ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及ＥＰＳ粘结沉积物形成致密层，具良好的

不透 气 性；上 层 主 要 由 丝 状 菌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障积、捕获沉积物形成皮革状织网层

（ｌｅａｔｈｅｒｙｍｅｓｈｗｏｒｋ），具很强的韧性（Ｓｃｈｉｅｂｅｒ，

２００７）。实验研究表明，在适宜的条件下微生物群可

在２周内形成厚达２ｃｍ 的微生物席层（Ｇｅｒｄｅｓ，

２００７；Ｅｒｉｃｋｓ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微生物席的生长速

率很快。在突尼期北部现代潮坪，可在数周内形成

绵延数十千米的微生物席覆盖区（Ｇｅｒｄｅ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Ｎｏｆｆ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现代黑海底微生物席

层厚可达 １０ｃｍ，其中细菌数量高达 １０１２／ｃｍ３

（Ｍｉｃｈａｌ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２）。由于微生物席具有的上述

特性，它不仅对沉积物表层具有重要的保护、平滑和

稳固作用（ｂｉ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大大增强了沉积表层的

抗侵蚀性，而且通过生命活动与生物化学过程对海

底环境与沉积物性质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改造作用。

ＭＩＳＳ构造是微生物群与沉积环境相互作用，

并通过微生物生命代谢、生长、破坏、腐烂等过程在

沉积物中留下的各种生物—沉积构造（Ｇｅｒｄｅ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Ｎｏｆｆ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２００４），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被视为广义遗迹化石的一种

（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２００７；Ｎｏｆｆｋｅ，２００５）。迄今发现的最古

老 ＭＩＳＳ 构造见于南非约 ３．２Ｇａ 的古太古代

Ｍｏｏｄｉｅｓ群 （Ｎｏｆｆ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最早的陆生

ＭＩＳＳ见于南非１．８Ｇａ的古沙漠沉积（Ｅｒｉｃｋｓ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以及苏格兰１．２Ｇａ的Ｓｔｏｅｒ群河湖相沉

积。目前报道的 ＭＩＳＳ主要集中在中—新元古代海

相沉积中。显生宙除在生物危机期和特殊环境背景

下发现有少量 ＭＩＳＳ构造（Ｐｆｌｕｇｅｒ，１９９９；Ｐｒｕｓ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外，在底栖动物发育的正常环境中非常

少见。因此，多数研究者倾向认为 ＭＩＳＳ构造在显

生宙的急剧减少与后生动物的觅食消耗和海洋环境

变化直接相关 （Ｎｏｆｆ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Ｓｃｈｉｅｂｅｒ，

２００７）。微生物席的发展对早期动物的演化和生活

方式有重要影响（Ｓｅｉｌａｃｈｅｒ，１９９９；Ｇｅｈｌｉｎｇ，１９９９）；

微生物席在沉积表层构成的坚实基底为埃迪卡拉动

物群的底栖固着生活方式与发展提供了环境条件。

随后海底性质由前寒武纪“席底”（ｍａｔｇｒｏｕｎｄｅｄ）为

主的“硬底”（ｆｉｒｍ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转化为显生宙的混合

基底（ｍｉｘｅｄ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这种海底底质的重大变化

被称为“耕作革命（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为显生

宙底 栖 生 物 的 多 样 化 生 态 发 展 奠 定 了 基 础

（Ｓｅｉｌａｃｈｅｒ，１９９９；Ｂｏｔｔｊ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并可能是导

致埃迪卡拉动物群绝灭的重要原因之一（Ｇｅｈｌｉｎｇ，

１９９９）。有关 ＭＩＳＳ构造及其生物地质过程的研究

近年来发展迅速，为深刻认识地球早期生命演化及

微生物与环境系统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信息，已成

为当前地球生物学（Ｇｅｏｂｉｏｌｏｇｙ）一个活跃的研究方

向（Ｎｏｆｆ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２００７）。

ＭＩＳＳ构造在我国的研究刚刚起步。目前这类

构造主要见于华北中元古界大红峪组（Ｓｈｉａｎｄ

Ｃｈｅｎ，２００６；梅冥相等，２００７）。本文研究的 ＭＩＳＳ

构造产于华北地台西缘贺兰山中段苏峪口地区的黄

旗口组（图１），时代属中元古代长城纪早期，大致可

与大红峪组相对比，年龄约为１．６Ｇａ。

１　苏峪口地区中元古界地层序列及沉

积特征

　　贺兰山位于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图１），在构造

古地理上属华北地台西侧的大陆边缘，元古宙期间

具有裂陷槽（ａｕｌａｃｏｇｅｎ）性质（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侯

贵廷等，２００５；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这个地区元古宙

地层发育特征及其反映的沉积演化过程与华北地台

燕辽裂陷槽有很强的相似性（乔秀夫等，２００７），总体

上以稳定的浅海碳酸盐岩和陆源硅质碎屑岩为主导

８７５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０８年



（图１）；自下而上划分为古元古界赵池沟群、中元古

界黄旗口组和王全口群以及新元古界正目观组五个

岩石地层单位（王士政等，２００２；武铁山，２００２）。

图１　贺兰山苏峪口中元古界地层序列及地质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ａｎｄＭｅｓ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ｅｌａｎｓｈａｎａｒｅａ

（ａ）地质简图，据王士政等（２００２）简化；（ｂ）拜寺口剖面，为本文实测；（ｃ）全曲沟剖面，据华洪等（２００１）资料绘制。

（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ＷａｎｇＳｈｉ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ｂ）Ｂａｉｓｉｋｏｕ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ｗｒｉ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ｃ）Ｑｕａｎｑｕｇｏｕ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ｉｌ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Ｈｕａ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赵池沟群是贺兰山地区元古宙最古老的沉积

地层（绿片岩相），以石英片岩和变粒岩为主。在本

文研究的苏峪口剖面上（图１），该群顶部见１４ｍ灰

绿色粉砂—泥质石英片岩，含较多暗色矿物、岩屑及

金云母和白云母，原岩可能为成熟度很低的含泥质

砂岩—粉砂岩。中上部为变质双云母粗晶斜长花岗

岩（或变粒岩），可见厚度＞３００ｍ、侵入年龄约为

１８９３Ｍａ（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１９９０；金文山

等，１９９６）。一般划归古元古界，与五台山地区的滹

沱群或太行山地区的甘陶河群—东焦群对比（武铁

山，２００２）。

黄旗口组最厚可达４２３ｍ，自北向南明显变薄，

至三关一带厚仅８０余米。在苏峪口一带轻度变质，

以肉红色—紫红色石英砂岩为特征，与赵池沟群呈

低角度不整合接触。在苏峪口剖面上该组可分为两

段；下段以薄—中层状暗紫红色细粒石英砂岩为主，

夹薄层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轻度变质，厚１４

ｍ，构成一个沉积层序（图１）。砂岩中见良好的双向

交错层理、低角度冲洗层理和波痕构造；粉砂质泥岩

夹层中具清楚的泥裂、波痕等浅水标志，底部见高角

度斜层理。上段以厚层—块状肉红—浅黄色中粒石

英砂岩为特征，少泥质与粉砂质夹层，局部石英岩

化，厚约２１０ｍ，由２个层序组成。其中见鱼骨状交

错层理、冲洗层理及波痕构造。砂岩成熟度极高，石

英含量高达９８％，磨圆与分选很好。本文研究的

ＭＩＳＳ构造主要产于黄旗口组下段，多数集中在海

进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域下部，尤其在粉砂质较高

的细—中粒砂岩层面出现较多，并与波痕、泥裂、交

错层理等浅水沉积构造交互出现（图１）。

黄旗口组时代归属有较大分歧。陈晋镳等

（１９９９）据砂岩中海绿石 ＫＡｒ法所获１２９１Ｍａ年龄

值将其划归中元古界蓟县系，与华北地区杨庄组至

雾迷山组下部对比；而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９７５第５期 史晓颖等：贺兰山地区中元古代微生物席成因构造



（１９９０）则划归长城系，与团山子组至大红峪组对比

（武铁山，２００２）。据本文的研究，黄旗口组下部产出

的 ＭＩＳＳ构造无论在成因类型或在多样性方面均与

燕山地区大红峪组发现的微生物席构造十分近似

（Ｓｈｉ，２００６；梅冥相等，２００７）。考虑到上覆闵家沟

组的叠层石组合与高于庄组一致（华洪等，２００１），但

与下伏赵池沟群呈区域性不整合接触关系，本文认

为黄旗口组应与华北地台内部的大红峪组时代相

当；代表了古、中元古代之交Ｃｏｌｕｍｂｉａ超大陆裂解

期华北地台开始裂陷（陆松年等，２００２；Ｚｈ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Ｓａｎｔｏｓ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并发

生区域性海侵的近岸浅水沉积体系（乔秀夫等，

２００７）。

王全口群厚约５２０ｍ，以中—厚层含燧石团块白

云岩为特征，硅化现象较为普遍。该组底部报道有

海绿石ＫＡｒ年龄１２８９Ｍａ（陆松年等，２００２）。白云

岩中发育藻纹层和低丘状叠层石（赵文杰等，１９８９）。

过去将该群划归蓟县系上部（陈晋镳等，１９９９；宁夏

回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１９９０）。华洪等（２００１）对该

群的叠层石进行了系统研究，自下而上建立了闵家

沟、冰沟和王全口３个叠层石组合；并将原王全口群

分解为下部闵家沟组，上部王全口组（含上、下两个

亚组）。他们认为闵家沟组应与燕山地区的高于庄

组相当，王全口组的两亚组分别与雾迷山组和铁岭

组相对比。

正目观组在苏峪口厚约１５０ｍ，分两个明显的岩

性段。下段厚约３０ｍ，以典型的冰碛杂砾岩为特征，

与王全口组呈显著的不整合。上段以黑灰色薄层粉

砂质页岩为特征，夹薄层粉砂岩；产藻类、微古植物

及最 古 老 的 有 孔 虫 化 石 犎狅狉狅犱狔狊犽犻犪 和

犘犪犾犲狅狆犪狊狊犻犮犺狀狌狊（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该组与下寒

武统苏峪口组含砾砂岩也呈不整合接触。从沉积特

征及地层序列关系看，正目观组下段应相当于华北

地台南部的罗圈组，上段大致可与华南广布的陡山

沱 组—灯 影 组 对 比；属 震 旦 系 或 埃 迪 卡 拉

（Ｅｄｉａｃａｒａｎ）系。

２　黄旗口组微生物席成因构造及其

特征

　　贺兰山地区发现的微生物席成因构造（ＭＩＳＳ）

主要产于中元古界黄旗口群下段暗紫红色含泥—粉

砂质的砂岩中，特别是在石英砂岩层间以夹层出现

的薄层含泥—粉砂质砂岩层面上较为常见，常与波

痕伴生，相邻层位发育良好的交错层理和泥裂。按

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２００４）和 Ｅｒｉｃｋｓ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７）提出的

ＭＩＳＳ构造分类方案，它们分属于微生物席生长构

造（Ｍａｔｇｒｏｗｔｈｆｅａｔｕｒｅ），微生物席破坏构造（Ｍａｔ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和微生物席腐烂构造 （Ｍａｔ

ｄｅｃａｙｆｅａｔｕｒｅ）三大类，或相当于 Ｎｏｆｆｋｅ等 （２００１）

和Ｇｅｒｄｅｓ（２０００）提出的层内构造、层面构造和气体

逃逸构造。其中以第二种类型的构造最多，在研究

区未发现与微生物席新陈谢活动相关的构造（Ｍａ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ｆｅａｔｕｒｅ）。

２．１　微生物席生长构造

生长构造是微生物席发育过程中由于微生物群

落活动和生长方式、速率发生变化而在席表形成的

各种构造。常见的生长构造包括席表发育的瘤状

（ｐｏｓｔｕｌａ）、簇状（ｔｕｆｔｓ）或刺状（ｐｉｎａｃｌｅｓ）突起，以及

由于生物方向改变而形成的细小网状脊（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ｒｉｄｇｅｓ）等。生长构造规模较小，突起与网孔

一般数ｍｍ，个别网孔直径可达１ｃｍ；在纵切面上常

表现为沿席表分布的一系列 ｍｍ级小突起，或呈不

规则的锯齿状。在一些情况下，由于局部过量生长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ｏｖｅｒｇｒｏｗｎ）导致微生物席侧向扩张，可形

成较大的圆顶“似帐蓬”状隆脊构造（ｒｏｕｎｄｃｒｅｓｔｅｄ

ｐｅｔｅｅ，而不是非生物成因的ｔｅｐｅｅ构造；Ｅｒｉｋｓ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黄旗口组发现的微生物席生长构造主

要有以下几种。

（１）不规则网状生长脊（图版Ⅰ１，８）：由细小

砂脊交互形成不规则多边形结构。砂脊宽１～

３ｍｍ，突出层面０．５～２ｍｍ 不等，网孔小于１ｃｍ。

这种构造的规模远小于微生物席脱水干裂形成的网

状脊，细的生长脊限于表层，常因风化而保存不全。

网状生长脊在现代砂质潮坪发育的微生物表面常见

（Ｇｅｒｄ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２００７；Ｎｏｆｆ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５），被解释为由微生物席表层

丝状体生长方向改变而形成。网孔大小与微生物席

发育的成熟状态相关；发育的时间越长形成的网孔

越小。

（２）簇状或瘤状突起（图版Ⅰ～２）：在层面上表

现为１～２ｍｍ不等的密集细小瘤状，有形成微弱网

状脊的趋势。在纵切面上表现为不规则分布的锯齿

状小突起；常出现在略突出于周边层面的小低丘表

面，并与气泡构造相共生。这种构造在现代环潮坪

微生物席表面常见（Ｇｅｒｄｅｓ，２００７；Ｐｏｒａｄａ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其进一步发展则会形成网状生长脊。这种构

造目前在地层记录中尚无报道。

（３）圆顶隆脊构造（图版Ⅰ４）：由两组较直的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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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相交成菱形网格状。在纵切面上，隆脊具典型的

圆顶结构，宽１～３ｃｍ，高１～２ｃｍ不等；隆脊顶面未

见裂痕。圆顶隆脊在现代环潮坪环境有不少报道

（Ｇｅｒｄ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２００７；Ｎｏｆｆ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Ｐｏｒａｄ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常出现在较厚的微生物席层

之下；一般解释为由微生物席不均匀生长导致的侧

向扩张所形成。但也有人认为部分可能与埋藏有机

质腐烂产生的气体排放形成的气隆（ｇａｓｄｏｍｅ）有

关，并可能由初期的气隆构造进一步发展而相互连

通，在微生物席下形成气体通道而成（Ｅｒｉｃｋｓ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黄旗口组发现的圆顶隆脊较直，出现

在砂质很纯的高位域（ＨＳＴ）部分，伴生有大的撕裂

席片（ｓａｎｄｃｈｉｐｓ）构造，可能属潮间带环境，支持侧

向扩张成因的解释。

（４）微生物席层纹岩（ｍａｔｂｉｏｌａｍｉｎｉｔｅ）（图版Ⅰ

５，７）：表现为富有机质微生物席层与较纯细—粉砂

层相交互；在切片中见良好的微生物席纹层及其选

择性捕获形成的颗粒定向排列（图版Ⅱ４，５，６；图版

Ⅰ１１）。在波状起伏的微生物席纹层表面见有清楚

的网状生长脊构造（图版１８），以及微生物席纹层

与层理面低角度相交形成的假交错层理（ｆａｌｓｅ

ｃｒｏｓｓｂｅｄｄｉｎｇ）。这种构造在黄旗口组主要出现在

含粉砂—泥质较高的砂岩中，层位较多，可能反映了

潮上带下部的潮坪环境特征。

２．２　微生物席破坏构造

多指由于微生物席遭受物理过程破坏而发生破

裂、卷曲、变形、褶皱或被搬运再沉积而形成的一系

列相关构造。常见的有各种形态的脱水裂痕

（ｓｙｎｅｒｅｓｉｓ或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ａｃｋｓ）、卷边（ｃｕｒｌｅｄｍａｔ

ｍａｒｇｉｎｓ）、席片（ｍａｔｃｈｉｐｓ）、席卷（ｍａｔｒｏｌｌｕｐｓ）及

部分微皱痕（ｍａｔｗｒｉｎｋｌｅｓ）构造。其中最常见的是

由于沉积表层暴露、微生物席脱水而形成的各种脱

水裂痕；这也是地层中发现最多、容易识别的一类

ＭＩＳＳ构造。黄旗口组发现的下述构造在华北大红

峪组也时常见到。

（１）多边形网状脱水裂痕（图版Ⅱ，１～３，７）：

常由近直或略弯曲砂脊交互形成不规则的多边形网

状结构。砂脊宽２～６ｍｍ，突出层面１～３ｍｍ不等。

这种构造与泥裂形态相近，过去也常称为“假泥裂”

或“砂裂（ｓａｎｄｃｒａｃｋｓ）”构造。在纵切面上砂脊表现

为附着在层面上的椭圆形脊状体（图版Ⅰ９），深１

～３ｍｍ不等，圆底或弧形，而不呈向下收尖的“Ｖ”

形。砂脊两侧发育明显的“毛边（ｆｒａｙｅｄｅｄｇｅｓ）”构

造或“撕纸效应（ｐａｐｅｒｂｌｏｔｔｉｎｇ）”，表明系由韧性微

生物席脱水干裂所致。由于微生物席干裂卷边形成

加厚边缘，故充填的砂脊往往略高于两侧层面。

（２）曲形脱水裂痕（图版Ⅱ１０，１１）表现为弯曲

程度不等的砂脊，可交互形成不规则网状，近环状或

“８”字形。砂脊宽２～９ｍｍ不等，可区分出多个不

同级次；第一级多边形边脊相对较宽，而沿该一级边

脊还向外辐射产生宽度很窄的二次和三级边脊，并

有从基部向末端收缩变窄的趋势。在纵切面上，砂

脊也附着于砂岩层面，具圆底特征（图版Ⅰ１０）。

（３）正弦状脱水裂痕（即“犕犪狀犮犺狌狉犻狅狆犺狔犮狌狊”构

造；图版Ⅰ６）是曲形脱水构造的一种特殊表现形

式，多与波痕共生，并在波谷内做规则的正弦状延

伸，而很少出现在波峰上。相似的构造也见于天津

蓟 县 和 河 北 兴 隆 一 带 的 大 红 峪 组。

“犕犪狀犮犺狌狉犻狅狆犺狔犮狌狊”是中—新元古代潮间带上部至

潮上带下部陆源硅质碎屑岩中常见的一种微生物席

成因构造（曾被定为遗迹化石），在印度中元古界

Ｖｉｎｄｈｙｐａｎ群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Ｓａｒｋａ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Ｅｒｉｃｋｓ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北美中元古界

Ｂｅｌｔ群 （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２００７）以 及 南 非 古 元 古 界

Ｍａｇａｌｉｅｓｂｅｒｇ组（Ｐａｒｉｚ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Ｅｒｉｃｋｓ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的环潮坪（ｐｅｒｉｔｉｄａｌ））砂岩相地层中均有

报道，但在现代相似的环境中尚未发现。以往在我

国中元古代报道的部分遗迹化石或宏观藻类很可能

属这种 ＭＩＳＳ构造（如，胡建民等，１９９１；华洪等，

１９９３；高建华等，１９９３；杨式溥等，１９９５；阎玉忠等，

１９９８）。

（４）环状脱水裂痕（图版Ⅱ８，９）也属曲形脱水

裂痕的一种特殊形式，表现为相对规则的环状构造，

砂脊明显附着于层面，并突出于两侧围岩。沿一级

砂脊边缘常出现向外辐射的次级短砂脊，并可形成

放射状构造（图版Ⅱ８）。这种构造常出现在两组低

峰波痕交切而形成的不规则浅凹洼内；曾发现于利

比亚 志 留 系 （Ｐｆｌｕｇｅｒ，１９９９），印 度 中 元 古 界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Ｓａｒｋ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及摩洛

哥新元古界（Ｂｏｕｏｕｇｒ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被解释为在凹

洼内由局部加厚的微生物席干裂而形成（Ｐｆｌｕｇｅｒ，

１９９９；Ｅｒｉｃｋｓ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笔者最近在太行山

南段以及河北兴隆地区大红峪组也发现了同样的构

造。

２．３　微生物席腐烂构造

微生物席腐烂构造多指由埋藏微生物席腐烂分

解导致的气体逃逸在沉积物表层形成的各种构造

（Ｇｅｒｄ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Ｇｅｒｄｅｓ，２００７；Ｎｏｆｆｋｅ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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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２００１；Ｄｏｒｎｂ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２００４）。

较常见的有气隆或气泡构造（ｇａｓｄｏｍｅｓ，ｓａｎｄ

ｂｕｌｇｅｓ，ｇａｓｂｌｉｓｔｅｒｓ）、蛇皮构造（ｌｉｚａｒｄｓｋｉｎ）及其压

扁变形的饼干状（ｂｉｓｃｕｉｔ）或环状（ｄｏｎｕｔ）构造，

“犃狊狋狉狅狆狅犾犻狋犺狅狀”构造和小的砂火山构造等。微生物

席具有很强的韧性和不透气性，由于它在沉积物表

层的封闭作用，埋藏有机质腐烂产生的气体逃逸会

将表层微生物席拱起，形成气隆构造。如果微生物

席很薄或排放的气体压力较大，则将会冲破微生物

席的 封 闭，形 成 中 部 穿 孔 的 “砂 火 山 （ｓａｎｄ

ｖｏｌｃａｎｏ）”，或气隆顶面破裂形成具有放射状裂隙的

“犃狊狋狉狅狆狅犾犻狋犺狅狀”构造，后者曾被定为遗迹化石

（Ｐｆｌｕｇｅｒ，１９９９；Ｓａｒｋ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气隆或气泡构造（图版Ⅰ２，３）风化后在层面

上呈清楚的圆—椭圆形，直径０．５～２ｃｍ不等，并被

厚１～２ｍｍ外壁所环绕；内部不具同心圈和穿孔构

造。外壁颗粒相对较细，富泥质和有机质，由于差异

风化易形成浅沟（图版Ⅰ３），可能代表了原微生物

席层。相似的构造在华北中新元古界地层中发现的

不少，但多被误定为遗迹化石或生物潜穴（如，袁鄂

荣，１９９３；刘鹏举，２００３；齐永安，２００５）。

３　微生物席成因构造的古地理与古环

境意义

　　微生物席是微生物群落响应环境条件变化形成

于水体／沉积界面附近的层状构造。影响微生物发

育的主要环境因素包括水化学条件（盐度、ｐＨ 值、

含氧量）、湿度、温度、营养条件以及沉积物性质和底

形条件（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２００７）。现代微生物席几乎发育

于各种环境，从深海到内陆沙漠、蒸发盐坪到湖沼湿

地、高温热泉到南极冰海均有出现（Ｇｅｒｄｅｓ，２００７；

Ｐｏｒａｄ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Ｅｒｉｋｓ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但能

够在地层中保存下来的重要条件可能包括：缺乏生

物的觅食消耗，相对缺氧而不致快速氧化分解，间歇

性暴露又有足够的渗流补充，沉积速率和基底沉降

适中能及时埋藏等。因而，在现代海岸环境最适合

微生物席发育的地区常常是潮间带上部至潮上带下

部，特别是在间歇性暴露的平坦砂质—蒸发盐潮坪，

ＭＩＳＳ构造最为发育（Ｇｅｒｄｅｓ，２００７；Ｐｏｒａｄａ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目前在地层记录中报道的大部分 ＭＩＳＳ构

造，特别是微生物席生长和破坏构造，主要发育于这

种沉积环境背景。

据贺兰山黄旗口组发育的多种沉积构造、岩矿

特征、沉积层序特点及其与 ＭＩＳＳ构造的共生关系，

并结合华北大红峪组、河南云梦山组发现的同类构

造产出特点，可将华北地台中元古代早期粗碎屑岩

中 ＭＩＳＳ构造的分布总结为两种主要的模式（图

２）。在缺乏障壁的粗碎屑环潮坪带（图２ａ），ＭＩＳＳ

构造主要集中在潮间带上部至潮上带下部，以微生

物席破坏构造为主，生长构造和腐烂构造较少，少见

微皱痕构造（如贺兰山地区）。在有障壁和泻湖发育

背景下（图２ｂ），ＭＩＳＳ构造类型丰富，鸟足状、纺锤

状、曲线状等“不完全型”微生物席破坏构造占有较

大比例（如太行山南段），而撕裂和再沉积席片构造

相对较少；在相对低能的泻湖中各种微皱痕与气泡

构造较多（如河北兴隆）。由于障壁砂坝阻隔，潮

上—海岸带发育的“储水池”通过地下水渗流为潮上

带较高部位提供足够的湿度，故 ＭＩＳＳ构造在潮上

带较高部位也能大量发育（如北京西山）。

图２　贺兰山地区中元古代微生物席成因构造

（ＭＩＳＳ）分布模式

Ｆｉｇ．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ＭＩＳ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

Ｍｅｓ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ｏｆＨｅｌａｎＭｔｓ．，ＮＷＣｈｉｎａ

（ａ）无障壁海岸环境；（ｂ）有障壁海岸环境；地形起伏未按比例

（ａ）ｓｈｏｒ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ａｎｄｂａｒｓ；（ｂ）ｓｈｏ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ａｎｄｂａｒｓ．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ｎｏｔｉｎ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黄旗口组多样的 ＭＩＳＳ构造及其的沉积特征为

华北地台西缘中元古代早期古地理环境背景提供了

良好的约束。虽然贺兰山裂陷槽的启动时间可能早

于１．６Ｇａ之前（侯贵廷等，２００５；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但沉降较缓慢，古地理环境比较稳定；在黄旗口组沉

积期与华北地台南缘熊耳裂谷带（Ｚｈ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以及中部燕辽裂陷槽（乔秀

夫等，２００７）具有相似的古地理背景。浅水环潮坪粗

碎屑环境与 ＭＩＳＳ构造在华北地台中元古代早期的

广泛发育可能表明，在华北地台响应Ｃｏｌｕｍｂｉａ超大

２８５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０８年



陆裂解（陆松年等，２００２）而发生的拉伸破裂和裂陷

槽形成早期阶段，沉积基底的沉降速率并不很快，并

大致与陆源碎屑的输入保持平衡，古地理环境分异

还不很强烈。

４　讨论和结论

贺兰山地区黄旗口组较丰富的 ＭＩＳＳ构造与华

北地区大红峪组发现的同类构造在成因类型与多样

性特征上非常相似，表明它们可能大致同时。丰富

的 ＭＩＳＳ构造类型及沉积特征表明其主要发育于潮

下带上部至潮上带下部的环潮坪滨岸带碎屑沉积环

境；反映了华北地台响应Ｃｏｌｕｍｂｉａ超大陆裂解而发

生破裂、贺兰山裂陷槽开始形成的缓慢沉降构造背

景。为认识华北地台在中元古宙拉伸沉降及其与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超大陆裂解的相关性提供了古地理证据

和古环境约束。

ＭＩＳＳ构造在石英砂岩中的广泛分布和多样性

特征表明在中元古代早期微生物群在陆源碎屑环境

中相当丰富，并具较高的有机质生产量；因而在适合

的沉积环境条件下有可能形成潜在烃源岩。微生物

群在海岸带间歇性暴露条件下的大量出现，表明这

个时期微生物群至少已经能够短期脱离海洋主体环

境而丰富发展，可能代表了早期微生物由海洋向陆

地环境发展的重要过渡阶段。

蓝细菌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是现代最重要

的造席微生物（Ｎｏｆｆ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Ｋｎｏｌｌ，

２００３；Ｇｅｒｄｅｓ，２００７；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２００７），并可能也是

前寒武纪时期微生物席的主要生产者。中元古代微

生物席在全球各大陆的广泛出现应该与这个时期蓝

细 菌 的 大 发 展 密 切 相 关。 据 生 物 标 志 物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研 究，蓝 细 菌 可 能 始 于 ２．７Ｇａ

（Ｓｕｍｍｏｎ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Ｂｒｏｃｋ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３），但

地层中识别的最古老、可信的蓝细菌化石见于约

２．１Ｇａ（Ｓｃｈｏｐｆ，２０００；Ｋｎｏ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制氧蓝

细菌在中元古代的大发展必然导致大气圈含氧量增

加和 海 洋 环 境 的 氧 化 （Ｃａｔ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Ｃａｎ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５；Ｈｏｌｌａｎｄ，２００６），这可能是真核生物

主要见于中元古代以后（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１；Ｊａｖａｕｘ

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Ｋｎｏ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６）的重要原因。地球

早期大气圈和海洋氧化的三阶段模式（Ｃａｎｆｉｅｌｄ，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Ａｎｂ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２）显示在大气圈第一

次成氧事 件 （犮犪２．３５Ｇａ，Ｃａｔ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Ｋａｓ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之后到１．８Ｇａ之间，海洋环境

仍处于总体缺氧状态，而明显的变化发生在中元古

代（Ａｒｎｏ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Ｒｏｕｘ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Ｈｏｌｌａｎｄ，２００６）。因此中元古代蓝细菌的大发展可

能也是改变海洋氧化还原状态的重要原因；在此之

前可能不具备后生动物发展的条件（Ｋｎｏｌｌ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Ｈｏｌｌａｎｄ，２００６）。以往报道的古老后生动物

遗迹化石（如，Ｓｅｉｌａ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和宏观藻类（朱士兴等，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已被

证明属 ＭＩＳＳ构造或假化石（Ｓａｒｋ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Ｌａｍ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因此我国过去报道的中元古

界遗迹化石可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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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　犈狓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犘犾犪狋犲狊

标本均产于宁夏苏峪口中元古界黄旗口组；标尺见照片中比例

尺或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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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Ⅰ　／　犘犾犪狋犲　Ⅰ

１．多边形微小生长脊，产于中粒石英砂岩上层面；硬币直径２．２ｃｍ。

２．簇状或瘤状生长突起，构成不清晰的细网状，产于中粒石英砂岩

上层面；硬币直径２．２ｃｍ。

３．气隆构造，产于石英砂岩层面；可见波痕构造。记号笔长１３．

８ｃｍ．

４．微生物席纹层；富有机质，呈波纹状。

５．圆顶隆脊构造由两组隆脊相交成菱形网状；产于石英砂岩上层

面。

６．波状收缩裂痕，限于波谷内，而很少出现在波峰上。

７．微生物席纹层，富有机质，呈明显的波状；硬币直径２．２ｃｍ。

８．微小的网状生长脊构造，取自７左上角微生物席层表面。

９．不规则网状脱水裂痕纵切面，示砂脊圆底形态。

１０．曲形脱水裂痕纵切面，示砂脊圆底形态．硬币直径２．２ｃｍ。

１１．薄片显微照片，示石英砂岩中的微生物席（右下）和席片（左上）

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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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Ｇａｓｄｏｍｅｓｏｎｕｐｐｅｒｂｅｄｄ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ｒｉｐ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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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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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Ｐｏｌｉｓｈｅｄｓｌａｂ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ａｎｄｒｉｄｇ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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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Ｐｏｌｉｓｈｅｄｓｌａｂ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ａｎｄｒｉｄｇ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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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ｖｉｅｗｏｆａ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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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Ⅱ　／　犘犾犪狋犲Ⅱ

１～３，７．各种形态的不规则多边形网状脱水裂痕．硬币直径２．２ｃｍ。

４～６．岩石薄片显微照片，示石英砂岩中的微生物席（膜）及其选择

性捕获形成的颗粒定向排列．硬币直径２．２ｃｍ。

８，９．环状脱水裂痕，可见次级分支（图９）和星状构造（图８）。

１０，１１．形态复杂的曲形脱水裂痕。

１～３，７．Ｖａｒｉｏｕｓｌｙｓｈａｐｅｄ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ａｃｋｓｏｎｕｐ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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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ｖｉｅｗｓｏｆ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ｗｉｎｇ

５８５第５期 史晓颖等：贺兰山地区中元古代微生物席成因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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