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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北承德地区热河生物群化石组合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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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冀北承德与辽西建昌-义县一带是热河生物群化石的命名地，产有丰富的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化石，以及

早期被子植物化石，是探讨鸟类，哺乳类和被子植物起源的重要地区，引起了国内外古生物学家的高度关注和各国

媒体的广泛报道。冀北承德地区陆相晚期中生代地层的张家口组-大北沟组-大店子组的层位要低于辽西地区的义

县组，时代也更老。该区所产珍稀无脊椎动物与珍稀脊椎动物化石的时代除义县期外要老于辽西义县组，这对探讨

热河生物群的起源与演化，特别是软骨硬鳞鱼和真骨鱼类的演化，两栖类的系统分类，鸟类的起源，原始哺乳类的进

化，以及被子植物的起源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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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北承德地区是著名的“热河动物群/热河生物

群”的发祥地和最早命名地。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A.W.

Grabau,1923）在当时属于热河省的辽西凌源考察白

垩纪地层时，将两层斑岩之间厚约50～100 m沉积岩

系称为热河系（Jehol Series）[1]。其后，葛利普（A.W.

Grabau,1928）在一篇研究双壳类化石的论文中提到

了“热河动物群”一名，所产化石有狼鳍鱼Lycoptera，

叶肢介Estheria（即目前的东方叶肢介）和昆虫拟蜉蝣

Ephemeropsis, 这就是著名的 Lycoptera-Eosesthe-

ria-Ephemeropsis之热河动物群[2]。顾知微（1962）将

辽西含狼鳍鱼化石的岩系统称为热河群，并将这一

化石组合为代表的化石群称为“热河生物群”[3]。数

十年来，“热河生物群”的含义和内容得到了极大的

丰富和发展，包括无脊椎动物的双壳类，腹足类，介

形类，叶肢介，昆虫，蜘蛛，鲎虫，虾类；脊椎动物的鱼

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植物大化石和孢粉

等。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辽西北票-义县

以及承德地区的滦平县，丰宁县，围场县和平泉县等

地相继发现了珍稀无脊椎动物的鲎虫与虾类；珍稀

脊椎动物的两栖类（蝾螈），爬行类（龟类和恐龙），原

始鸟类和哺乳类，以及最早的被子植物等，涉及到鸟

类的起源，原始哺乳动物的演化，被子植物的起源等

重大古生物学的理论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古生物学

家的高度关注和各国媒体的广泛报道。在热河生物

群化石产地保护方面，辽西的义县组-九佛堂组和沙

海组的化石产地保护工作走在了前列，而冀北承德

地区虽已开始进行了保护，但略显滞后。特别是冀

北地区张家口组-大北沟组-大店子组的层位明显低

于辽西的义县组-九佛堂组，地质时代也更老，这对

建立无脊椎动物化石的组合序列和探讨脊椎动物的

生命演化等古生物学问题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对更加古老地层中保存的珍稀化石的保护与开发显

然具有更重要的科学意义。

热河生物群从我国承德地区滦平盆地起源后，

向北经过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河左岸，到俄罗斯东贝

加尔地区，西到蒙古国西南部和我国甘肃河西走廊

酒泉盆地，东达吉林东部；南抵大别山北麓，东西长

达3 240 km；南北宽达2 700 km（图1）。

在国土资源部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的统

一领导与协调下，在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古生物

中心主任孙春林教授的直接组织下，中国地质调查



局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北京盛元金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等

单位的参与下，于2013-2014年对冀北承德地区四县

一市范围内热河生物群化石产地进行了全面勘察，

对众多化石点特别是珍稀无脊椎动物和珍稀脊椎动

物化石点进行了实地考察，最终筛选出了四个县范

围内五个珍稀化石产地和一个层型地层剖面进行优

先保护与科学研究，并由承德市国土资源局主持该

项目的具体实施。

1化石的产出层位
产出层位由老到新有：

（1）张家口组：主要分布于冀北张家口，赤城县

水磨窑，滦平县滦平盆地和丰宁县森吉图-四岔口一

带，围场县的半截塔至裕泰丰，承德市蓝家沟，以及

内蒙古巴林左旗等地。岩性以酸性火山岩为主，夹

中性火山岩和沉积岩，厚度变化较大。与下伏土城

子组整合，假整合局部不整合接触，并可超覆在更老

地层之上[4-5]。

（2）大北沟组：主要分布于滦平盆地，丰宁县森

吉图、围场县的腰栈、半截塔至裕泰丰，承德市蓝家

沟，以及内蒙古巴林左旗至黑龙江省漠河等地。在

滦平盆地自下而上可分三个岩性段：一段为酸性沉

凝灰岩，凝灰质砂岩夹砾岩，厚35.2 m，含孢粉（克拉

索粉），与下伏张家口组为整合或假整合接触。二段

为浅灰色，灰绿色具微细层理薄板状含泥硅质岩，含

硅钙质泥质粉砂岩与泥岩，深灰色粉砂质页岩与中-

中厚层粉砂岩细砂岩，夹中粗粒长石石英砂岩和灰

岩薄层，厚86.78 m。含丰富的叶肢介，昆虫，少量鲎

虫，北票鲟和植物化石。三段为土黄色，灰绿色，黄绿

色与深灰灰色钙质粉砂岩，硅质泥岩，泥质页岩，夹多

层灰岩。底部为灰色灰绿色粘土-流纹质凝灰岩，中

性火山角砾岩和中粗粒凝灰砂岩。厚98.37 m。含丰

富的叶肢介，介形虫，双壳类，腹足类，昆虫，和少量鲎

虫化石等。在大店子东沟该组下部产珍稀脊椎动物

化石有尾两栖类[6-8]。在丰宁县四岔口黄榆沟一带还

产较丰富的鸟类化石及叶肢介、介形类等化石。

（3）大店子组：主要分布于滦平盆地，以蜂窝梁

砾岩为标志层，在张家沟榆树下可划分为四个岩性

段：一段底部为黄褐色厚层砂砾岩，含砾粗砂岩夹泥

质粉砂岩，即蜂窝梁砾岩。在大店子东沟井上蜂窝

梁砾岩厚44.35 m，在张家沟下营厚1.19 m，在张家沟

小东沟厚仅0.5 m，与下伏大北沟组假整合到整合接

触。其上为黄褐色，灰绿色，碧绿色钙质泥岩，粉砂

质泥岩，粉砂岩，与厚层-中厚层中-中粗粒长石石英

砂岩，细砂岩互层，底部产介形类和叶肢介化石。下

部厚46.49 m。中部为灰绿色，深灰色，黑色泥岩，钙

质泥岩，粉砂质泥岩，页岩，夹细粒-中粒砂岩与灰岩

图1 滦平动物群和热河动物群的分布（据参考文献[1]，略有修改）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Luanping fauna and Jehol fa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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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镜体，产丰富的叶肢介，介形类，双壳类，腹足类，昆

虫，狼鳍鱼化石等。厚66.94 m。上部灰黄色厚层-块

状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含砾粗砂岩，细砾岩，夹粉

砂质泥岩和粉砂岩。厚 30.78 m。二段下部浅灰色

灰褐色厚层含砾粗砂岩，钙质中粒砂岩夹粉砂岩，粉

砂质泥岩，底部为巨厚层巨砾岩，即龙层砾岩，在大

店子井上产鹦鹉嘴龙类化石（Luanpingosaurus jing-

shangensis Cheng）。厚47.84 m。上部土黄黄绿深灰

与黑色钙质泥岩，粉砂质泥岩，粉砂岩，夹多层黄褐

色中细粒砂岩，细砂岩和少量含砾粗砂岩与泥灰岩

透镜体。产丰富的双壳类，腹足类，介形类，叶肢介

等。厚121.5 m。三段为灰深灰灰褐色粉砂岩，粉砂

质泥岩，钙质泥岩，页岩油页岩，夹多层深灰色泥灰

岩和少量黄褐土黄薄层中细粒砂岩，底部为黄褐色

中厚层局部含砾粗粒长石石英砂岩，厚3.96 m。总厚

95.31 m。产丰富的双壳类，腹足类，介形类，叶肢介，

昆虫等化石。四段为灰色深灰色少量灰绿色粉砂质

泥岩，泥岩，页岩夹多层泥灰岩，粉砂岩，底部为灰色

中-厚层泥质凝灰质细砂岩，风化后呈灰白色。厚

68.53 m。产丰富的叶肢介，介形类，腹足类，昆虫拟

蜉蝣，狼鳍鱼等[7,9]。

（4）西瓜园组 [10-11]：主要分布于滦平盆地，以火斗

山乡张家沟门到滦平县城以东西瓜园、李营地区为

最好，自下而上可分4个岩性段。在滦平拉海沟北马

圈子该组一段底部为厚约2～3 m的黄褐色灰黄色厚

层砾岩，即拉海梁砾岩，与下伏大店子组四段整合连

续沉积。其上为灰黄色凝灰质砂砾岩，砂岩夹多层

灰白色，灰绿色细砂岩，泥质粉砂岩，泥页岩，少量中

基性气孔状安山玄武岩和一层英安岩。产丰富的奇

异环足虾和昆虫拟蜉蝣，东方叶肢介，狼鳍鱼和北票

鲟等化石。一段上部为灰色，灰绿色，灰黑色泥质粉

砂岩，泥岩夹细砂岩和中-酸性火山岩，产双壳类，介

形类，腹足类，叶肢介，昆虫和狼鳍鱼等化石。厚度

大于176 m。二段下部黄褐色厚层含砾粗砂岩，细砂

岩与粉砂岩；上部为灰色条带状薄层细砂岩，与泥质

粉砂岩，产硅化木。厚 268 m。三段至四段粒度变

细，为灰绿色，黄绿色，深灰色中-细砂岩与泥页岩，

凝灰质页岩，多互层，夹多层含砾粗砂岩与砾岩，厚

340 m。产丰富的叶肢介，北票鲟，辽宁古果和极少

介形类（女星介）等。

与西瓜园组相当的地层在丰宁县，围场县和平泉

县称为花吉营组，大体相当于辽西的义县组。花吉营

组以中基性火山岩为主，夹砂岩，泥岩和页岩，产丰富

的双壳类，腹足类，介形类，叶肢介，昆虫等无脊椎动

物化石，以及狼鳍鱼，北票鲟，燕鲟，原白鲟，翼龙，金

凤鸟，弱鸟，孔子鸟，热河蜥等珍稀脊椎动物化石。

（5）九佛堂组-沙海组：该组早年称为南店组或

下店组，主要分布于滦平盆地，丰宁，围场地区和平

泉地区，其中，以滦平盆地出露完整连续，并可分为

三个岩性段。一段为灰色，灰绿色，浅灰色中-薄层

中-细粒杂砂岩与粉砂岩，粉沙质泥岩，钙质页岩多

互层，夹含砾砂岩和多层泥灰岩，底部为黄褐色厚层

砾岩夹少量细砂岩粉砂岩，即鹞子梁砾岩，与下伏西

瓜园组砂泥岩为整合接触。厚698.91 m。泥页岩含

丰富的叶肢介，昆虫拟蜉蝣和狼鳍鱼等化石。二段

为灰色，灰绿色，灰白色中-厚层凝灰质中细粒杂砂

岩，含砾石英砂岩与泥质细砂岩粉砂岩与泥页岩互

层，厚688.41 m。含丰富的叶肢介，昆虫拟蜉蝣，和恐

龙足印。三段底部厚30 m的灰色厚层-块状含细砾

粗粒-中粒杂砂岩，其上为灰色，灰绿色，深灰色细砂

岩，粉砂岩与泥页岩多互层，夹多层含砾中粗粒杂砂

岩，厚820.47 m。所夹纸片状页岩富含有机质，可能

是油页岩。泥页岩中含丰富的叶肢介，昆虫拟蜉蝣

和狼鳍鱼[12]。

2珍稀无脊椎、脊椎动物和植物
化石产出状况

（1）珍稀无脊椎动物化石

1）淡水鲎虫：鲎虫属节肢动物门甲壳纲，鳃足亚

纲，贝甲目，可有海生和淡水之分。在滦平县张家沟

榆树下大北沟组二段产鲎虫化石，与尼斯托叶肢介和

昆虫拟蜉蝣共生，由于化石保存不完整，属种未定[8]。

但是，在围场县新拨盆地和半截塔西顺井大北沟组

产丰富的鲎虫化石，也与尼斯托叶肢介共生，，经杨

遵仪和洪友崇研究为围场鲎虫属（Weichangiops

Yang et Hong,1980）[13]。由于它们与尼斯托叶肢介和

昆虫拟蜉蝣化石共生，滦平盆地张家沟榆树下剖面

与新拨盆地和半截塔西顺井剖面应属同一层位，淡水

围场鲎的产出进一步证明它们都是大北沟组无疑[5]，

珍稀无脊椎动物鲎虫化石的产出也具有重要的地层

划分对比意义。其中，围场县半截塔西顺井大北沟

组中的鲎虫化石与两栖类蝾螈化石为这次重点产地

保护之一。

2）淡水虾类：虾类也属节肢动物门甲壳纲，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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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海生和淡水之分。在辽西陵源大新房子，大王杖

子，宋杖子和牛营子一带义县组下部（原大新房子

组）产淡水鳌虾类：奇异环足虾（Circoidoscelosus ae-

thus Shen，2001）[14]。2003年，田树刚，牛绍武等在滦

平拉海沟北马圈子西瓜园组底部浅灰色凝灰质页岩

内采到大量的该类化石（田树刚等,图版 I，图 1-5，

7-8）[7],与之共生的还有三尾拟蜉蝣等，有力地证明了

西瓜园组与辽西义县组完全可以对比，珍稀无脊椎

动物奇异环足虾在滦平盆地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地层

对比意义。

1963年至 1986年，陈丕基，沈炎彬等在辽西北

票上园乡尖山沟和黄半吉沟义县组尖山沟层和大康

堡层发现丰富的淡水虾类四节辽宁洞虾（Liaoningo-

griphus quadripartitus Shen et al.）[15]。 2004～2006

年，笔者等在滦平县西瓜园小狼沟相当于大康堡层

（Diestheria yixianensis-D.longinqua 带）发现少量辽

宁洞虾标本，从珍稀无脊椎动物化石淡水虾类的产

出层位也证明滦平盆地的西瓜园组与辽西义县组是

可以对比的。

（2）珍稀脊椎动物化石

1）鱼类化石：在冀北地区，丰宁县大北沟组产丰

宁北票鲟（Peipiaosteus fengningensis Bai）[16]；滦平县

张家沟榆树下该组二段顶部产北票鲟骨片[8]；丰宁县

四岔口乡白石砬东土窑花吉营组（=义县组）产丰宁

北票鲟，长背鳍燕鲟（Yanosteus longidorsalis Jin et

al.）和刘氏原白鲟（Protopsephurus liui）等；丰宁县南

店组（=九佛堂组）和围场县花吉营组产鲟类化石骨

片[16]。在辽西，潘氏北票鲟（Peipiaosteus pani Liu et

Zhou），丰宁北票鲟，刘氏原白鲟和长背鳍燕鲟均产

于义县组沉积岩夹层中，九佛堂组也有北票鲟和刘

氏原白鲟的发现[16]。就目前资料，大北沟组的北票鲟

似仅为丰宁北票鲟而少见潘氏北票鲟。大北沟组中

的鲟类与尼斯托叶肢介，三尾拟蜉蝣以及滦平介共

生，未见狼鳍鱼和女星介，构成热河生物群的早期组

合。冀北丰宁和围场地区的花吉营组和辽西义县组

至九佛堂组的鲟类却与狼鳍鱼，东方叶肢介，三尾拟

蜉蝣和女星介共生，构成热河生物群的中-晚期组

合。热河生物群的早期组合与中晚期组合既有联系

也有区别。

冀北地区的花吉营组至南店组以及辽西地区的

义县组至九佛堂组以产丰富的狼鳍鱼类为最大特

点，目前，在冀北地区大北沟组还没有它们的踪迹。

2）两栖类：在围场县半截塔镇西顺井产有大量

的有尾两栖类蝾螈化石(Regalerpeton weichangensis

Zhang et al.)[17-19]，是这次化石保护的重点产地之一。

早在1986年，前人在滦平县井上-大店子东沟大北沟

组下部就已发现有尾两栖类化石，它们同尼斯托叶

肢介和三尾拟蜉蝣共生在一起[4]。半截塔镇西顺井

有尾两栖类蝾螈化石也与尼斯托叶肢介共生，由此

进一步证明：产有尾两栖类蝾螈化石的地层应为大

北沟组，蝾螈化石的发现也具有地层划分对比的地

层意义。另外，前人还报道有东方塘螈，凤山中华螈

和围场皇家螈等。

3）爬行类：本区发现的爬行类有蜥蜴类，鹦鹉嘴

龙类，驰龙类，翼龙类，带毛恐龙伤齿龙类以及恐龙

足印等。

前人在平泉县榆林盆地花吉营组（=义县组）发

现美丽热河蜥（Jehelacerta formosa Ji et Ren）[20]，全身

保存了皮肤鳞片，这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为认

识早期蜥蜴动物的表皮特征提供了珍贵的化石材

料，具有重要的古生物学意义，是这次珍稀脊椎动物

化石产地保护之一。

在滦平县大店子东沟大店子组二段底部产井上

滦平龙（Luanpingosaurus jingshangensis Cheng）[4],可

能属于鹦鹉嘴龙类。在丰宁县四岔口至外沟门西土

窑花吉营组（=义县组）发现驰龙类（Dromaeosaurus

sp.），翼龙类（Pterosauria），以及带毛恐龙伤齿龙类华

美金凤鸟（Jinfengopterux elegans Ji et al.）[21]，也是这

次重点保护的化石产地。

在滦平县拉海沟北铁路附近九佛堂组二段产恐

龙足印化石（保存于滦平县博博物馆）。据悉，最近

在丰宁县四岔口地区花吉营组发现较大个体的恐龙

化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鉴定。

4）鸟类：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徐桂林等首次报道

了该区鸟类化石的发现[22]。之后，侯连海，金帆等，张

福成，周忠和陆续报道了该区鸟类化石的新属种[23-27]。

本区鸟类化石见于两个地层层位。一是围场县

半截塔镇西顺井大北沟组，它与尼斯托叶肢介化石

组合相共生，时代明显早于丰宁县也产鸟类化石的

花吉营组和辽西义县组，对探讨鸟类起源可能具有

更大的科学意义。大北沟组鸟类化石目前正在深入

研究,有待正式发表。二是丰宁县四岔口乡尖长沟至

西土窑花吉营组（=义县组），有郑氏始孔子鸟（Eocon-

fuciusornis zhengi），孔子鸟（Confuciusornis sp.），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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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原羽鸟（Protopteryx fengningenensis），秀丽副原羽

鸟（Paraprotopteryx gracilis），滦河冀北鸟（Jibeinia lu-

anhera），河北细弱鸟（Vescornis hebeiensis）等众多鸟

类[24-27]，是这次重点保护的珍稀脊椎动物化石产地。

5）哺乳类：在丰宁县外沟门西土窑花吉营组（=

义县组）发现早期哺乳动物阿氏燕兽（Yanoconodon

allini）[28]，对探讨早期哺乳类动物的系统分类与演化

具有重要的古生学意义。

（3）珍稀被子植物化石

笔者等于2004～2006年重新测制了滦平县西瓜

园地区李营-小南沟-岩青西瓜园组剖面，在该组四

段采到被子植物化石辽宁古果（Archaefructus liaon-

ingensis Sun，田树刚等，2008，图版 I，图 2）[10]。该种

最初发现于辽西北票上园黄半吉沟义县组下部[28]，进

一步证明本区西瓜园组与辽西义县组完全可以对

比。珍稀被子植物化石在冀北-辽西义县期的发现

为探讨被子植物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具

有重要的古生物学上的理论意义。

3冀北辽西珍稀脊椎动物化石丰
度与分异度的对比分析
（1）辽西北票-建昌盆地和阜新-义县盆地义县

组珍稀脊椎动物的丰度和分异度

1）鱼类：除了狼鳍鱼，北票鲟，燕鲟和原白鲟两

地都有外，目前冀北未见弓鳍鱼类。另外，无论是大

北沟组还是花吉营组，均以丰宁北票鲟为主，而辽西

以潘氏北票鲟为多[28 ]。

2）两栖类：辽西义县组仅有无尾两栖类：Callo-

batrachus sanyanensis Wang et Gao，Liaobatrachus

grabau Ji et Ji[28]，目前未见有尾两栖类。

3）爬行类：义县组龟类有Manchurochelys man-

chuensis，M.liaoxiensis J；鸟臀类恐龙 Psittacosaurus

sp.鸟脚类的 Jehelosaurus shangyuanensis；离龙类的

Morjurosuchus splendens；手宫类的 Yabeinosaurus

tenuis Endo et Shikama；潜龙类的Hyphalosaurus sp.；

手盗龙类的 Yixianosaurus longimamus；禽龙类的

Jinzhousaurus yangi；喙嘴龙类的 Dendrorhynchoides

（“Dendrorhynchus”）curvidentatus Ji et Ji；鳞龙类的

Dalinghesaurus longidigitus Ji ；翼龙类/翼手龙类的

Haopterus gracilis，Eosipterus yangi；带毛恐龙 Sino-

sauropteryx prima，Beipiaosaurus inexpectus，Sinorni-

thosaurus millerrii Caudipteryx zoui，C.dongi,Pro-

tarchaeopteryx robusta；鸟类有 Yixianornus grabaui,

Changchengornis hengdaoziensis Ji，Chiappe et Ji，Li-

aoninggornis longditris Hou，Eoenantiornis buhleri

Hou，Martin，Zhou et Feduccia，Confuciusornis sanc-

tus Hou，Zhou，Gu et Zhang，C. sunae Hou，C.dui Hou,

Martin，Zhou et Feduccia C. chuanzhous Hou等[28-29]。

4）哺乳类；有 Zhangheotherium quinquecuspi-

dens Hu，Wang，Luo et Li，Jehelodens jenkinsi Ji，Luo

et Ji，Repenomamus robustus等[28-29]。

（2）承德地区大北沟组至花吉营组（=义县组）珍

稀脊椎动物的丰度和分异度

就目前资料，滦平县张家沟榆树下大北沟组层

型地层剖面及所产北票鲟和鲎虫化石，丰宁县四岔

口至西土窑花吉营组所产翼龙类，鸟类和兽类，围场

县半截塔西顺井的有尾两栖类与鸟类，以及平泉县

榆林地区蜥类的丰度和分异度，总的看属种较为单

调，化石点的数量也不多，无法与辽西义县组的珍稀

脊椎动物化石相比较。但是，该区也有其独特的珍

稀动物类型，如时代老于义县期的大北沟组产有尾

两栖类蝾螈化石，这在辽西是没有的。同时，在如此

更老的地层中竟然也产有鸟类化石，它要老于义县

期数个百万年，辽西缺失这一时期的地层。这对该

时期鸟类与德国索伦霍芬晚侏罗世晚期提塘期始祖

鸟的对比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资料，为解决大北

沟组的时代问题以及我国乃至东亚陆相侏罗-白垩

系的界限可能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4化石组合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综上所述，本区虽然在珍稀化石的丰度与分异

度与辽西同层位的化石无法相比，但是，围场县半截

塔西顺井地区大北沟组鸟类化石的发现和有尾两栖

类蝾螈化石的产出，对鸟类的起源和有尾两栖类的

系统分类具有重要的古生物学意义。该层位的鸟类

化石明显老于义县期的鸟类，更显得尤为重要。

丰宁四岔口和西土窑花吉营组（=义县组）所产

狼鳍鱼，北票鲟，燕鲟，原白鲟，翼龙，金凤鸟，冀北鸟，

细弱鸟，孔子鸟以及燕兽等珍稀脊椎动物化石极大

地丰富了热河生物群的内容，是冀北地区最重要的

珍稀脊椎动物化石产地，具有极大的保护价值。其

中，孔子鸟是辽西义县组下部保存数量最多的一种

鸟类化石，它在丰宁花吉营组下部的发现证明：冀北

的花吉营组与辽西的义县组应为同一地层层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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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层划分与对比上的地层意义。

平泉县榆林盆地花吉营组（=义县组）保存了皮

肤的蜥蜴类化石等，是本区特有的化石类型，特别是

保存了蜥蜴类的皮肤鳞片，这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罕

见的，具有重要的古生物学上的理论意义。

对滦平县火斗山乡张家沟门榆树下大北沟组层

型地层剖面的开发研究是热河生物群早期组合的代

表，热河生物群中晚期组合就是从早期组合逐渐演

化发展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对探讨热河生物

群的起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大北沟组中的介形类自该组三段开始出现，生

物地层单元为Luanpingella-Torinina-Eoparacypris组

合带。该组合带又可分为三段下部的Luanpingella

postacuta亚带和三段上部的Torinina obesa亚带。与

其共生的还有Eoparacypris jingshangensis，E.surrien-

sis，Djungarica sp.，Darwinula leguminella，D.da-

beigouensis，Rhinocypris subechinata，R.dadianzien-

sis，Pseudoparacypridopsis luanpingensis，P.mount-

fieldensis，Yanshanina dabeigouensis，Y.postitruncta

等。至大北沟组顶部该组合带以滦平介为代表的绝

大多数属种都绝灭了，其上覆大店子组代之而起的

是Cypridea-Yanshanina-Rhinocypris组合带[30]。前者

可简称为滦平介动物群（Luanpingella Fauna），后者

可称为女星介动物群（Cypridea Fauna）。

大北沟组的叶肢介类自下而上可划分3个叶肢

介生物带：1）二段为 Nestoria pissovi-Jibeilimnadia

ovata-Ambonella lepida 带；2）三段下部为 Nestoria

pissovi-Keratestheria gigantea带；3）三段上部为Yan-

shania xishunjingensis-Y.subovata（高峰）带。综合三

个叶肢介带，可称为尼斯托叶肢介动物群（Nestoria

Fauna），至该组顶部，绝大多数属种都已绝灭，其上覆

大店子组代之而起的是东方叶肢介动物群（Eoses-

theria Fauna）[8]。

介形类和叶肢介的生物地层分带为年代地层单

元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化石依据。另外，这两个

介形类动物群和两个叶肢介动物群在大北沟组与大

店子组界线上发生集群绝灭事件和集群新生事件，

对大北沟组早期热河生物群化石及大北沟组层型地

层剖面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生物地层意义与地质年代

学意义。

除上述介形类和叶肢介化石进行了较深入研究

外，还有以额尔古纳蚌（Arguniella）为代表的双壳类，

以前贝加尔螺（Probaicalia）为代表的腹足类，以拟蜉

蝣（Ephemeropsis）为代表的昆虫，以及鲎虫，北票鲟，

有尾两栖类以及早期鸟类等仍未能深入研究，通过

开发性化石产地保护可进一步促进这些化石的深入

研究。除了在地层划分对比上的地层意义外，这些

珍稀脊椎动物化石的发现，对有尾两栖的早期演化，

鸟类和早期哺乳类的起源，以及被子植物的起源等

都具有古生物学上的理论意义。

最后，冀北承德地区热河生物群化石属种较为

单调，其丰度与分异度远不如辽西，笔者试做以下客

观和认知的原因推测：

（1）冀北丰宁县与围场县清泉盆地，花吉营组（=

义县组）较之辽西义县组总的地层厚度较小，沉积夹

层厚而不多，火山喷发期次与喷发间歇的韵律性没

有辽西义县组那样频繁，产珍稀化石的层位显得不

是很多。由于火山喷发相对较弱，空气的污染程度

没有辽西严重[26]，受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毒害相对较

轻，水中无脊椎动物和鱼类较为繁盛就说明了这一

点。但是，陆生脊椎动物和空中鸟类由于较少受到

有害气体影响，未能保存更多的大型恐龙和鸟类化

石。承德地区发现的珍稀脊椎动物化石产地略少，

似有先天不足之处。

（2）辽西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陆续发现珍

稀脊椎动物化石，特别是带毛恐龙和鸟类化石的发

现，轰动了全世界，引起了国家和有关专业机构的重

视，珍贵化石多被有关专家所获得，有机会进行系统

的化石鉴定。承德地区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发

现恐龙和鸟类等珍稀脊椎动物化石[22]，地方上有关机

构和民间早已知道它的“市场价值”，致使许多珍贵

化石很快流失甚至遭到破坏，有关专家失掉了对这

些珍贵化石进行系统的研究机会。特别是近年来，

对已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点进行了大规模的盗采，

致使许多珍稀化石得不到系统鉴定与研究。对冀北

承德化石的认知不足可能也正是这次对其进行全面

保护的原因和它的科学意义。

最后，值得讨论的是：目前国际地层表侏罗纪-

白垩纪的界线年龄标定为145 Ma。我国于2000年

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地层会议将侏罗纪-白垩纪的界

线年龄值标定为135 Ma，并于2004年10月召开了冀

北-辽西陆相侏罗-白垩系界线现场会，将我国陆相侏

罗-白垩系界线确定在大北沟组与大店子组之间[31]。

2013年1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地层会议采纳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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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地层表侏罗纪-白垩纪的界线年龄值为145 Ma，并

将我国陆相侏罗-白垩系界线确定在土城子组与张

家口组之间。对于侏罗-白垩系界线年龄数据还没

有最后确定，对我国陆相侏罗-白垩系界线不同学者

尚有不同的认识[32]，留待今后深入研究。本文只是从

热河生物群化石组合特征上讨论其地质意义。

致谢：在成文过程中，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王

思恩研究员审阅文稿，表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1] Grabau,A.W. Cretaceous Mollusca from Noeth China[M].Bull,

geol.Surv.China,1923,5(2):183-197.

[2] Grabau,A.W. Stratigraphy of China[M].Beijing Commercial

Press,pt.2,1928.

[3] 顾知微.中国的侏罗系和白垩系[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

[4] 王思恩. 冀北晚期中生代地层研究.地层古生物论文集

[M]，第十五辑，1986，161-180.

[5] 王思恩,季强. 冀北张家口组，大北沟组的岩石地层学，生

物地层学特征及其在东亚地层划分对比中的意义[J].地

质通报，2009，28(7)：821-828.

[6] 柳永清，庞其清，李佩贤，等. 冀北滦平陆相侏罗-白垩系

生物地层界线及候选层型研究进展[J].地质通报，2002，

21(3)：176-180.

[7] 田树刚，庞其清，牛绍武，等. 冀北滦平盆地陆相侏罗系-

白垩系界线候选层型剖面初步研究[J]. 地质通报，2004，

23(12)：1170-1179.

[8] 牛绍武. 冀北滦平盆地大北沟组叶肢介生物地层特征与

大北沟阶单位层型的建立[J].地质通报，2008，27(3)：

326-344.

[9] 牛绍武, 田树刚，庞其清. 冀北滦平盆地大店子组叶肢介

生物地层特征与陆相侏罗系-白垩系界线[J].地质通报，

2010，29(7)：961-979.

[10] 田树刚，牛绍武，庞其清. 冀北滦平盆地早白垩世陆相义

县阶的重新厘定及其层型剖面[J].地质通报，2008，27(6)：

739-752.

[11] 牛绍武, 田树刚.辽西义县组叶肢介化石在冀北滦平盆

地西瓜园组中的系统发现及其意义[J]. 地质通报，2008，

27(6)：753-768.

[12] 田树刚，牛绍武.早白垩世陆相九佛堂阶的重新厘定及

其层型剖面[J]. 地质通报，2010，29(2-3)：173-187.

[13] 杨遵仪，洪友崇.河北围场淡水鲎虫化石的发现—兼论科，

亚科，属的分类问题[J].古生物学报，1980，19(2)：91-99.

[14] 沈炎彬.虾类[A].张弥曼，陈丕基.热河生物群[C].上海：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35-36.

[15] 沈炎彬，Frederick R. Schram,red S. Taylor.热河生物群四

节辽宁洞虾及其古生态[M].热河生物群，中国科学技术

出版社，1999：175-185.

[16] 金帆. 冀北、辽西中生代中晚期鲟形鱼类化石[M].热河生

物群，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88-261.

[17] 高克勤，徐星，程政武，等.中国中生代有尾两栖类化石

的首次发现[J].中国地质，1998，（1）：40-41.

[18] Ke-Qin Gao and Heil H.Shubin.Late Jurassic salamanders

from Northern China[J].Nature,2001,410(29)：574-577.

[19] Guilin Zhang, Yuan Wang, Marc E.H.Jones et al.A new

Early Cretaceous Salamander(Regalerpeton weichangensis

gen. et sp. nov.) from the Huajiying Formation of northeast-

ern China[J].Cretaceous Research,2009,9：551-558.

[20] Ji Shuan and ren Dong.First record of Lizard Skin Fossil

from China with Description of a new genus[J].Acta Zootax-

onimica Sinica,1999,24（1）:118-124.

[21] 季强，姬书安，吕君昌，等.中国发现世界上最原始的鸟

类化石：华美金凤鸟（新属新种）[J].地质通报，2005，24

(3)：197-211.

[22] 徐桂林，杨有世，邓绍颖，等.河北省中生代鸟类的首次

发现及意义[J].中国区域地质，1999，18（4）：444-449.

[23] 张福成，周忠和，候连海.鸟类[A].张弥曼，陈丕基.热河生

物群[C].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87-110.

[24] Fucheng Zhang and Zhonhe Zhou.A primitive Enantiorni-

thine Bird and the Origin of Feathers[J].Science,2000,290:

1955-1959.

[25] Fucheng Zhang,Per G.P.Ericson,and Zhonghe Zhou.De-

scription of a new enathiornithine bird from the Early Cre-

taseous of Hebei,northern China[J].Canada Earth Science,

2004,41:1097-1107.

[26] 张福成，周忠和.古鸟类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J].生物学

通报，2007，42（3）：5-8.

[27] 张福成，周忠和，李东生，等.孔子鸟研究及发现[J]. 自然

杂志，2008，31(1)：1-5.

[28] 王五力，张立君，郑少林，等.义县-北票地区义县阶标准地

层剖面及其生物地层学新研究[A].辽西陆相中生代地层

古生物文集[C]，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2004,223-249.

[29] 汪筱林，王元青，金帆，等.辽西北票四合屯脊椎动物化

石组合及其地质背景[A].热河生物群[C].中国科学技术

出版社，1999,310-327.

[30] 庞其清，田树刚，李佩贤，等.冀北滦平盆地大北沟组-大

店子组介形类生物地层和侏罗系-白垩系界线[J].地质通

报，2006，25(3)：348-356.

[31] 王思恩，高林志，万晓樵，等.辽西-冀北地区土城子组的

地质时代`年龄及其国际地层对比[J].地质通报，2013,32

(11):1673-1690.

[32] 田树刚，庞其清，牛绍武，等.冀北滦平盆地陆相侏罗系-

白垩系界线候选层型剖面初步研究[J]. 地质通报，2004，

23(12):1170-1179.

第4期 牛绍武等：冀北承德地区热河生物群化石组合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247



Local Fossil Assemblege of the Rehol Biota and Its Geological
Significancein Chengde Area, Hebei Province, China

NIU Shao-wu1, SUN Chun-lin2, ZHANG FU-cheng3, LI Wen-ge4, XU Fei4,

LI He4, XU Yan-dong4,SONG Tian-jiao4

(1.Tianjin Certre,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2.College of Earth Science,Jilin University,Changcun 130061,

China; 3. Institute of Verteb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na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Beijing 100044,China ; 4.Beijing

Shengyuan Jintu Nengyuan Investive Limited Company Beijing 100097,China)

Abstract: In 1928, the Lycoptera-Eosestheria-Ephemeropsis fossil assemblage from Lingyuan distrinct of westh-

ern Liaoning Province,China was named as Rehol Fauna by American palaeotologist .Grabau,A.W. Professor Gu

Zhi-wei calls this fossil assemblage as Rehol Biota in 1962.In 1980-1990 of the last centural,Classes Osteichthy-

es, Amphibia,Reptilian,Aves,Mammalia fossils were found from Yixian Formation and Jiufotang Formation of

Mesozoic strata in westhern Liaoning Province,China.At same time,this fossils were yet found from Dabeigou

Formation,Huajiying Formation or Xiguayuan Formation(=Yixian Formatiom),and Nandian Formation(=Jiufo-

tang Formation) in Northern Hebei Province,China.There are many invertebrate fossils and valuable and unusual

vertebrate fossils,including species Weichangiops triangularis Yang et Hong,Weichangiops rotundus Yang et

Hong,Brachygastriops xinboensis Yang et Hong, Circoidoscelosus aethus Shen,Peipiaosteus fengningensuis Bai,

Yanosteus longidorsalis Jin et al.,Protopsephurus liui Jin, Lycoptera davidi (Sauvage),Regalerpeton weichangen-

sis Zhang et al., Jehelacerta formosa Ji et Ren,Luanpingosaurus jingshangensis Cheng),Psittacosaurus sp.from Da-

beigouzu Formation and Huajiying Formation/Xiguayuan Formation in northern Hebei Province,China.Discovery

of the valuable and the unusual vertebrate and the angiosperm fossils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origin of the birds,

mammal,and angiosperm.It is of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subdivision and correlation of the Mesozoic strata,

and in science study of Palaeotology that the places of this valuable and unusual invertebrate and vertebrate fos-

sils is safeguarded in northern Hebei Province,China.

Key words:Chengde area Rehe Biota; local fossil assemb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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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 Sediment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ng in
Diqia Area of Qinghai Province

ZHANG Jian, LI Xiao-hong, MA Zhi-gang, CHEN Lin-dong
(Tianjin North China Geological Exploration General Institute, Tianjin 30017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1/50 000 stream sediment survey in the Diqia area of Qinghai Province, we find an anomaly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elements dominated by Au、Ag、Sb and accompanied by As、Hg、Bi、Cd、Cu、Sn. It is sug-

gested that the anomaly is controlled by a number of NW-EW trending fracture zones. The study includ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ement distribution, cluster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and anomaly distribution. The result re-

veals that the Diqia area might be a prospective area for Au、Ag、Sb. Three ore prospecting areas are chose: the

Huariyi area with Au anomaly, the Longte area with Au-Sb multiple metal anomaly, and the Luganlongwa area

with Ag-As multiple metal anomaly.

Key Words: element anomaly; cluster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 Dika a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