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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进行内蒙古基东地区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项目实施中，对内蒙古北山地区三道明水一带原来划归上侏罗

统赤金堡群进行剖面测制，发现其为一套成熟度较低的粉灰色、绿灰色细碎屑岩与紫灰色粗碎屑岩组合。在该套地
层中发现了大量的双壳类、腹足类、介形类、植物类及大型爬行动物类等生物化石，并对其进行了组合的划分。双壳
类 ：Sphaerium cf. jeholense (Grabau)- Arguniella subcentralis Chernyshev 组 合 ，时 代 为 早 白 垩 世 ；腹 足 类 ：
Lioplacodes gansuensis Pan- Sinorificium yumenensis Guo 组 合 ，时 代 为 早 白 垩 世 ；介 形 类 ：Cypridea-

Mongolocypris-Lycopterocypris 组合，多出现于早白垩世；苏铁类：Nilssonia sinensis Yabe & Oishi 组合，时代为早白
垩世；
银杏类：Ginkgoites sp. 组合，
具有代表性，
时代为早白垩世。通过综合分析，认为此套地层应归属为早白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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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北山地区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
块、
华北板块和哈萨克斯坦板块交汇处，
经历了早古
生代的板块间相互作用阶段和晚古生代以来的板块
内部发展阶段 [1]，晚中生代时期发生广泛的断陷作
用，
形成众多的断陷沉积盆地[2]。
研究区位于北山地区三道明水一带，区内白垩
系地层广泛分布于山间盆地之中，与各前中生代地
质体角度不整合接触，
局部断层接触（图 1）。虽然该
地层分布范围广，
但产状平缓，
风化剥蚀及覆盖严重，
多呈残丘状出露，
地层层序表现为不完整、
不连续，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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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测剖面描述
区内赤金堡组出露极差，
地层近于水平，
故本次
工作测制了三条短柱状剖面（图 2）对研究区赤金堡
组进行了控制，
现分述如下：
剖面①位于红山头南侧约 2.0 km 的一处天然陡
壁处，
其特征如下：
（未见顶）
赤金堡组（K1c ）
^

4.褐红色泥岩夹浅灰色薄层粉砂岩

＞5.70 m
1.6 m

3. 灰 白 色 块 状 泥 岩 ，介 形 类 ：Cypridea concina Hou,C.

利于地层研究。甘肃省地质调查研究院[3]在1/20万公

unicostata Galeeva,C.sp.,Limnocypridea? symmetrica Qi,

婆泉幅地质调查（1969）时，将分布于三道明水一带

Rhinocypris yumenensis Oi；植 物 类 ：Ginkgo sp.,

的紫红色、
灰绿色砾岩、
砂岩砂质泥岩及页岩等划分

Nilssonia sinensis Yabe & Oishi

[4]

为上侏罗统赤金堡群；内蒙古自治区地层 清理时
（1996），将内蒙古北山地区早白垩世地层下部采用
赤金堡组，上部为新民堡群（包括下沟组、中沟组）。
本次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中，
根据其岩石组合特征及
所采取的丰富古生物化石等资料，将甘肃省地质调

1.5 m

2. 灰白色中层泥岩夹浅灰色中薄层泥岩，发育水平纹层。
含 介 形 类 ：Cypridea concina Hou, C.sp.（内 膜 、碎 片）,
Yumenia sp.（内膜、碎片）, Candona vescitimbalis Zhang,
Candoniella bitruncata Zhang；腹 足 类 ：Prbaicalia
Vitimensis Martinson, Mesolanites solides Pan；双 壳 类 ：
Arguniella jorekensis Chernyshev, Sphaerium anderssoni

查研究院在三道明水一带所划早侏罗世赤金堡群重

(Grabau), Arguniella subcentralis Chernyshev,Sphaerium

新划归为赤金堡组，
时代厘定为早白垩世（表 1）。

pujiangense Gu et Ma

0.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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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顶）

赤金堡组（K1c ）

＞9.70 m

^

4. 褐红色粉砂质泥岩，层理不发育，偶含灰绿色砂岩透
0.90 m

镜体

3. 灰绿色含砾粗砂岩，向上砾石含量减少、粒径减小，构
0.70 m

成正粒序层理

2. 浅灰绿色中层粗中粒岩屑砂岩，
发育平行层理、
楔状交
错层理，
底部含少量砾石

2.10 m

1. 褐红色中层状粉砂质细砂岩，发育不明显的平行层理
6.00 m
（未见底）

剖面③位于红山头北侧约 3.0 km 的一处天然山
丘处，
其特征如下：
（未见顶）
赤金堡组（K1c ）

＞10.60 m

^

13.灰紫色中厚层细砾岩，
磨圆较好，
分选差

1.60 m

12.灰紫色中层含砾粗砂岩，
发育平行层理

0.20 m

11.灰紫色块状细砾岩，
向上发育逆粒序层理

1.30 m

10. 灰紫色厚层状细砾岩夹砂岩透镜体，
细砾岩中发育逆
图 1 北山地区蒜井子一带地质简图（据参考文献[5,6]改编）
Fig.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Suanjingzi area,
Beishan Mountian
1. 青白口系大豁落山组；2. 下奥陶统罗雅楚山组；3. 上奥陶
统公婆泉组二段；4. 下白垩统赤金堡组；5. 第四系全新统冲
洪积物；6. 早志留世细粒闪长岩；7. 晚泥盆世中粒花岗闪长
岩；
8. 剖面位置及编号
表 1 测区中生代地层划分沿革表
Tab.1 Mesozoic stratigraphic division
of the survey area
年代地层
界

系

统

中 白垩 下统
系
生
侏罗
界 系 上统

1/20 万公婆泉幅
（1969）

1.20 m

粒序层理
9.灰-灰紫色块层状砾质粗砂岩

1.20 m

8.棕褐色中层状粉砂岩，
层理不发育，
偶含砂岩透镜体
0.70 m
7.灰绿色中薄层中粗粒岩屑砂岩

0.30 m

6.浅灰色中层状细砾岩，
岩层内发育正粒序层理，
底部发
0.40 m

育冲蚀充填构造

5. 褐红色中层泥质粉砂岩夹灰绿色薄层含砾粗砂岩
1.10 m

内蒙古自治区岩
本文
石地层
（2016）
（1996）
新民堡群（K1x） 赤金堡组
赤金堡组（K1c^） （K1c^ ）

4.浅灰色中层状粗粒岩屑砂岩夹透镜状含砾粗砂岩
0.50 m
3.浅灰色中层状含砾粗砂岩，
岩石向上砾石含量逐渐减
少，
底部发育侵蚀面
2.褐红色中层状粉砂岩，
层理不明显

赤金堡群（J3ch）

0.40 m
1.00 m

1.浅灰绿色中薄层状粗中粒岩屑砂岩，
发育平行层理

注：表中折线代表角度不整合

0.70 m

1.灰白色块状泥岩，
含介形类：
Cypridea concina Hou, C. sp.,
Lycopterocypris debilis Lübimova [=Eucypris debilis
(Lübimova)],Yumenia sp., Mongolocypris gansuensis Qi,
Darwinula contracta Mandelstam; 腹 足 类 ：Probaicalia
Vitimensis Martinson, Mesolanites solides Pan; 双 壳 类 ：
Arguniella jorekensis Chernyshev, Sphaerium anderssoni

（未见底）

2 岩性、岩相特征
2.1 岩性组合特征

该套地层以杂色陆源细碎屑岩为主，在现存露

(Grabau),Arguniella subcentralis Chernyshev, Sphaerium

头情况下，主要岩石组合为灰绿色、黄绿色泥岩、粉

selengiensis (Martinson)

砂岩，
灰绿色、
褐红色细中粒岩屑砂岩，
褐红色、
灰紫

1.8 m

（未见底）

剖面②位于红山头北西侧约 4.0 km 的一处天然
陡壁处，
其特征如下：

色细砾岩、含砾粗砂岩，局部夹中薄层状炭质泥岩。
与区域上赤金堡组岩石组合特征基本一致。其中泥
岩、粉砂质泥岩组合为赤金堡组下部单元组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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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赤金堡组剖面及位置示意图
Fig.2 Sketch map of the profile and position of Chijinbao Formation

3a），
整体为绿灰色。该岩石组合水平层理极发育，
单

划分出 4 种岩相类型：1）半深湖-浅湖亚相沉积粉砂

层厚 1～2 cm，
含大量淡水动、
植物化石碎片，
垂向上

岩、
泥岩，
化石丰富；
2）河床滞留微相沉积砂质砾岩；

局部具有向上加厚的趋势。

3）边滩微相沉积砂岩、
粉砂岩；
4）冲积扇扇根亚相细

细中粒岩屑砂岩、含砾粗砂岩组合为赤金堡组
中部单元组合，
其中岩屑含量 50%～60%，
成分简单，

砾岩、
砂质砾岩等（表2）。

主要为石英岩、花岗岩岩屑；长石碎屑含量 20%～

3 沉积环境及沉积模式分析

30%；石英碎屑含量约 10%。碎屑常杂乱分布，泥钙

3.1 沉积环境分析

质胶结，岩内常发育正粒序层理、平行层理、楔状交

赤金堡组下部主要为灰绿色砂岩、
粉砂岩、
泥岩

错层理以及侵蚀充填（图 3b）等构造，且指示古水流

组成的下粗上细的韵律性沉积，单韵律厚度一般为

方向为150°。

10～30 cm（图 4a），岩石特征均一稳定，富含动植物

细砾岩、
含砾粗砂岩组合为赤金堡组上部单元组

化石。该沉积韵律向上泥岩逐渐增多，且水平纹层

合（图 3c），
中厚层-块层状，
该岩石组合零星分布，
地

极发育，
反映当时水体逐渐加深、
水动力条件逐渐减

势略高，
地貌上均呈突起的山包状。砾石成分主要为

弱的趋势，最后形成水动力条件极弱的静水还原环

石英岩、
花岗岩、
变质石英砂岩等，
粒径主1～4 cm，
少

境，结合岩性及沉积构造等特征判断为湖泊扩张期

量可达 6 cm 以上，分选性较差，中等磨圆，呈次棱

的半深-浅湖亚相沉积环境。赤金堡组中部主要为

角-次圆状，填隙物主要为砂级岩屑，泥、钙质胶结。

含砾砂岩→砂岩→粉砂岩组合（图 4b），垂向上构成

该组合底部多呈凹凸不平状，
发育侵蚀充填构造，
且

正粒序层理，下部常发育小型槽状交错层理及侵蚀

向上发育变细的粒序层理，
局部含粗砂岩透镜体。

充填构造，上部则以交错层理、平行层理为主，大致

赤金堡组碎屑岩岩屑含量较高，且长石多于石

与河床滞留-边滩微相沉积特征相当。赤金堡组上

英，岩石的成分、结构成熟度低，且暴露的氧化环境

部主要为灰紫色细砾岩→含砾粗砂岩组合（图 4c），

致其以紫灰色为主，加之含大量陆相淡水动植物化

反映当时以暴露的氧化环境为主，细砾岩顶部多发

石的特点，反映了本区赤金堡组主要为陆相湖泊沉

育冲刷面，
内部常发育正粒序层理，
局部夹少量含砾

积晚期产物的特征。

粗砂岩透镜体，向上砾石砾径减小、含量变少，逐渐

2.2 岩相特征

过渡为含砾砂岩，
发育不明显平行层理，
符合冲积扇

根据赤金堡组岩性、
结构和沉积构造等特征，
共

扇根亚相的沉积特征。根据以上岩石学特征、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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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山地区三道明水一带赤金堡组典型岩性组合特征
Fig.3 Typical lithological assembl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jinbao formation in
the Sandaomingshui area，Beishan Mountian
a. 水平纹层状泥岩; b. 细砂岩中的侵蚀充填构造及古水流方向; c. 灰紫色块状细砾岩

及基本层序特征等分析，研究区赤金堡组整体表现

相→晚期冲积扇相的演化过程。根据沉积地层及

为陆相湖盆演化中后期的沉积特点。

构造格局分析，在湖盆断陷初期，盆地西北边缘水

3.2 沉积模式分析

系比较发育，在山谷出口处发育冲积扇沉积物，而

前人对本区早白垩世盆地做了多方面的深入研
究，认为北山地区构造以坳陷-断陷为主

[7，8]

湖盆中心为细碎屑沉积。在湖盆发展中期，湖泊进

，其沉积

一步扩张，冲积扇向源区逐渐退积萎缩，湖盆面积

明显受控于构造的发展。不同的构造发展阶段具有

扩大，在本区保留湖盆泥岩、粉砂岩等细碎屑岩沉

[9]

不同的沉积环境 ，
研究区内早白垩世沉积环境主要

积，这构成本区赤金堡组的主体岩性。随之盆地萎

为河流-湖泊相，
在沉积早期或靠近断陷的陡坡一侧

缩，河流泛滥，在其上沉积河流相含砾砂岩、细砂岩

[10]

发育冲积扇-扇三角洲相 。

及粉砂岩等碎屑岩建造。在盆地发展末期，湖面进

研究区内赤金堡组属于潮湿-半干旱陆相盆地

一步萎缩，大量粗碎屑物质向湖盆充填，在地层序

沉积，为敞流湖盆，由于露头差，区内未见滨湖相砾

列中保留下冲积扇相砾岩、含砾粗砂岩沉积（图 5）。

岩、
砾质砂岩沉积建造。岩性主要为灰绿色泥岩、
粉

由此，本区仅记录下自湖泊经河流到冲积扇的沉积

砂质泥岩、灰粉色泥质粉砂岩、细砂岩、灰紫色块状

环境演化史。

细砾岩、
含砾砂岩等，
经历了半深湖（浅湖）-河流-冲
积扇这样一个充填序列，该组垂向上表现为由底到
顶粒度逐渐变粗的特点。

4 古生物特征
本次工作在赤金堡组中采集到了较多的古生物

本区赤金堡组从地层沉积序列上反映了该盆地

化石碎片（图 6），部分保存较好，其中主要以淡水生

保留不完整，
未出露盆地早期扩张阶段的沉积产物，

物为主，
主要赋存于泥岩、
粉砂质泥岩及炭质泥岩之

只保留了扩张晚期半深湖（浅湖）亚相→萎缩期河流

中，且纹饰清晰，未见变形特征，应属于近原地埋
藏。化石经河北地质大学古生物研究室庞其清教授

表 2 赤金堡组岩相特征表
Tab.2 The lithofacies characteristics of
ChiJinbao Formation
岩 性
粉砂岩
泥岩
砂质
砾岩
砂岩
细砾岩

特 征 描 述
浅灰绿色，
中薄层状，发育水平纹层，
富含淡水生物化石
浅灰绿色，
薄层状，
水平纹层极发育，
富含动植物化石
浅灰色，中厚层状，发育交错层理，
底部常发育侵蚀充填构造
浅灰白色，中层状，平行层理发育，
局部夹砂砾岩透镜体
灰紫色，发育正粒序层理，
底部常发育侵蚀充填构造

岩

鉴定，
介形类共计 9 属 12 种，
其余化石由于保存不完
整，
未作详细分类。
相

半深湖浅湖亚相
河床滞留
微相
边滩微相
冲积扇
扇根亚相

剖面①第 1、2 层：双壳类 Arguniella jorekensis
Chernyshev（若 瑞 额 尔 古 纳 蚌），Sphaerium cf.
jeholense (Grabau) （ 热 河 球 蚬 ） ，Sphaerium
selengiensis (Martinson)（色 楞 格 球 蚬）；腹 足 类
Lioplacodes gansuensis Pan（ 甘 肃 平 滑 螺 ），
Sinorificium yumenensis Guo（ 玉 门 凹 口 螺 ），
Psendarinia gigantea Wang（大型假喙螺）；介形类
Cypridea concina Hou（灵巧女星介），C. unicos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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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赤金堡组基本层序
Fig.4 The basic sequence of the Chijinbao formation
a. 半深-浅湖相沉积; b. 河床滞留-边滩沉积; c. 冲积扇扇根亚相

Galeeva（单肋女星介），C. sp.（女星介（未定种）），
Mongolocypris gansuensis Qi（甘 肃 蒙 古 金 星 介），
Limnocypridea? symmetrica Qi（对 称 湖 女 星 介），
Lycopterocypris debilis Lübimova（微 弱 狼 星 介）[=
Eucypris debilis (Lübimova)（ 微 弱 真 星 介 ）]，
Rhinocypris yumenensis Oi（玉门刺星介），Candona
vescitimbalis Zhang（小 边 玻 璃 介），Candoniella
bitruncata Zhang（ 双 切 小 玻 璃 介 ），Darwinula
contracta Mandelstam（窄达尔文介），Yumenia sp.（玉
门介（未定种）
）。上述化石主要为早白垩世的分子，
反映的地质时代为早白垩世。

图 5 研究区赤金堡组盆地充填模式图
Fig.5 Filling pattern of the ChiJinbao formation basin

合 。 下 部 为 Arguniella jorekensis - Lioplacodes

剖面①第 3 层：
介形类 Cypridea concina Hou（灵

gansuensis 组合，
对应第 1 层，
由以下分子组成：
双壳

巧女星介），C. unicostata Galeeva（单肋女星介），C.

类 Arguniella jorekensis Chernyshev（若瑞额尔古纳

sp.（女星介（未定种）），Mongolocypris gansuensis Qi

蚌），Sphaerium cf. jeholense (Grabau)（热河球蚬），

（甘肃蒙古金星介），Limnocypridea ? symmetrica Qi

Sphaerium selengiensis (Martinson)（色楞格球蚬）；
腹

（对称湖女星介），Lycopterocypris debilis Lübimova

足 类 Lioplacodes gansuensis Pan（甘 肃 平 滑 螺），

（微弱狼星介）[=Eucypris debilis (Lübimova)（微弱真

Sinorificium yumenensis Guo（ 玉 门 凹 口 螺 ），

星介）]，Rhinocypris yumenensis Oi（玉门刺星介），

Psendarinia gigantean Wang（大型假喙螺）；上部为

Candona vescitimbalis Zhang（ 小 边 玻 璃 介 ），

Cypridea - Mongolocypris - Lycopterocypris 组合，对

Candoniella bitruncata Zhang（双 切 小 玻 璃 介），

应第 1-3 层，由以下分子组成：灵巧女星介 Cypridea

Darwinula contracta Mandelstam（窄 达 尔 文 介），

concina Hou，
单肋女星介 C. unicostata Galeeva，
女星

Yumenia sp.（玉门介（未定种））；植物类：Ginkgo sp.

介（未定种）C. sp.，甘肃蒙古金星介 Mongolocypris

（似银杏），
Nilssonia sinensis Yabe & Oishi（中国蕉羽

gansuensis Qi，对 称 湖 女 星 介 Limnocypridea ?

叶）。上述化石主要为早白垩世的分子，
反映的地质

symmetrica Qi，微 弱 狼 星 介 Lycopterocypris debilis

时代为早白垩世。

Lübimova[= 微 弱 真 星 介 Eucypris

debilis

此外，
在三道明水北东一带，
本次工作发现了大

(Lübimova) ]，玉 门 刺 星 介 Rhinocypris yumenensis

量的硅化木及大型爬行动物类化石碎片，由于保存

Oi，
小边玻璃介 Candona vescitimbalis Zhang，
双切小

极不完整，
尚未确定其属种。

玻 璃 介 Candoniella bitruncata Zhang，窄 达 尔 文 介

根据所采集的双壳类、
腹足类与介形类化石，
将
本区赤金堡组介形类等生物化石划分为 2 个生物组

Darwinula contracta Mandelstam，玉门介（未定种）
Yumenia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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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北山地区三道明水一带赤金堡组采集的化石组合
Fig.6 The fossil assemblage collected in the SanDaoMingShui zone，
Beishan area
1. Ginkgoites sp . 似银杏（未定种）;2. Nilssonia sinensis Yabe & Oishi 中国蕉羽叶;3. Potamogeton Jeholensis Yabe
& Endo 热河？眼子菜；4. Phoenicopsis sp . 似刺葵（未定种）；5. Sphenobaiera sp . 楔拜拉（未定种）；6. Pterophyllum
sp . 侧羽叶（未定种）；7. Arguniella cf. jorekensis Chernyshev 若瑞额尔古纳蚌（比较种）；8. Arguniella subcentralis
Chernyshev 近中额尔古纳蚌；9. Sphaerium cf. jeholense (Grabau) 热河球蚬（比较种）；10. Sphaerium sp . 球蚬（未定
种）；11. Mesolanistes solides Pan 坚实中屠螺；12. Psendarinia gigantean Wang 大型假喙螺；13. Sphaerium selengiensis (Martinson) 色楞格球蚬；14. Gyraulus yongkangensis Yu 永康小旋螺；15-19. 脊椎动物化石（未定属种）

前人资料中[11-14]，
北山地区赤金堡组生物组合以
双壳类、腹足类等为主，少见植物类，而本研究区则
以大量的双壳类、腹足类、介形类、植物类及大型爬
行类为特点，所含化石保存较好，种属较多，特别是
淡水动物类及植物类，经鉴定均给出了较明确的生
存时代。研究区内的化石在区域上的赤金堡组中均
有分布，说明本研究区的赤金堡组与区域上的赤金
堡组在古生物特征上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该区的生
物群落以介形类及大型爬行动物的大量繁衍为特
征，
表现了本区的独特性。

6 结论
通过对该区早白垩世盆地的岩石地层及生物地
层的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
（1）研究区内赤金堡组主要表现为陆相湖泊盆
地发展中晚期的沉积特征。
（2）赤金堡组泥岩中的古生物化石组合的发现，
进一步佐证了其时代为早白垩世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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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d&heat accumulation problem and solution methods of the
shallow geothermal resource in Tianjin
YUE Li-yan1, MENG Ling-jun2, ZHAO Su-min1, LU Bao1, HUANG Xian-long1
(1.Tianjin Geotherm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Designing institute, Tianjin 300250，China

2.Bei Fang Investigation, Design & Research CO.LTD,Tianjin 300222，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number of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engineerings increasing, the shallow geothermal
geological environmental dynamic monitoring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Tianjin, which can get temperature
change data around ground heat exchanger.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analysis showed that most engineerings
can meed the building need of heating&cooling, and the soil temperature around ground heat exchanger can
restore to the original after a heating&cooling heating cycle, which will not impact on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
small part engineerings can't meet the building demand of heating&cooling in the operation, and the water
temperature of the buried pipe in and out can't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soil temperature around ground heat
exchanger in continuous rise or fall. It can't restore to the original before the next heating&cooling heating cycle.
There are cold&heat accumulation problems around the buried tube heat exchanger. The paper based on
analysising many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problems, developed different solutions for the different cumulative
heating and cooling load model of buildings, which can avoid cold&heat accumulation problem and improve the
thermal efficiency and service life of the system.
Keywords: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buried pipe heat exchanger; cold&heat imbalance; cold&heat
accumulation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and age of the Early Cretaceous Chijinbao
formation in the Sandaomingshui of Beishan area，Inner Mongolia
ZHANG Jin-Long1, PAN Zhi-long1, CHEN Chao1,2, ZHANG Gui-feng1, ZHANG Huan1,
LI Qing-zhe1, WANG Shuo1, ZHANG Li-guo1, ZHANG Yun-Qiang1,3
(1. Hebei institute of Regional Geological and Mineral Resource Survey, Hebei Langfang 065000, China；

2.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3.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1/50 000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in the Beishan area, Inner Mongolia, we measured the
profile of the Chijinbao Formation in the Sandaomingshui area, which was thought to be Jurassic stratum by
former rechearchers，and we found that it is a suit of gray, green-gray fine clastic rocks and purple-gray coarse
clastic rocks with low marurity. A large number of fossils such as bivalves, gastropods, ostracods, plants and large
reptiles were found in this formation,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everal combinations. Bivalves: Sphaerium cf.
jeholense (Grabau)- Arguniella subcentralis Chernyshev, the age of Early Cretaceous; Gastropods: Lioplacodes
gansuensis Pan- Sinorificium yumenensis Guo, the age of Early Cretaceous; Ostracods: the Cyprusa Mongolocypris - Lycopterocypris assemblage, mainly in Early Cretaceous; Cycads: Nilssonia sinensis Yabe &
Oishi combination, the age of Early Cretaceous; Ginkgoites sp., Representative, the era of Early Cretaceous. Wit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e suggested that this suit of stratum belongs to Early Cretaceous.
Key words：
Beishan; Inner Mongolia; Chijinbao formation; fossils; Early Cretaceo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