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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淮南系从陆相粗碎屑岩砾岩砂岩、滨浅海碎屑岩石英砂岩到泥页岩与碳酸盐岩，自下而上形成两个沉积旋

回，分别划分为淮南系下统与上统。含有丰富的宏观藻类 Chuaria-Tawuia-Longfengshania 化石组合与宏观软躯体
蠕形类 Pararenicola-Paleolina 化石组合，并可与劳伦古陆西缘加拿大麦肯齐山地区凯瑟琳群、小木豆群（=小达尔
群）与科茨湖群对比。通过淮南生物群与小木豆宏观生物群（Tawuia-Chuaria-Longfengshania）的对比以及火山灰
同位素年龄，淮南系的底界年龄约为 1 000 Ma～850 Ma；顶部被南华系凤台组冰碛层/拉皮坦群冰碛层覆盖，淮南系顶
界年龄约为 780 Ma～720 Ma,大体相当于国际地层表中的拉伸纪（Toni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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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依照前寒武纪重大全球

对应着罗迪尼亚超大陆的裂解阶段。淮北元古界地

地质事件的认识建立了全球标准地层年龄格架。此

层中辉绿岩测得锆石 U-Pb 同位素年龄介于 1 038～

后数十年来随着微区原位测年技术的飞速发展，一

976 Ma 之间，柳永清研究[1]认为，这期在华北地块南

批晚前寒武纪高精度的地质年龄数据和地层年代资

缘存在中元古代末期至新元古代初期的基性岩浆活

料的大量出现，促使国际地层委员会于 2004 年制定

动，代表着 Rodinia 超大陆聚合过程中全球范围的

了新的前寒武纪地质年代表，并将 Ediacaran 第一次

Grenvill期大洋板块俯冲的岩浆记录。

作为正式的系级单位名称，前寒武纪唯一的金钉子

国际地层委员会将新元古代由老到新划分为拉

厘定在澳大利亚含埃迪卡拉动物群的剖面（南澳弗

伸纪（1 000～850 Ma）、
成冰纪（850～635 Ma）和埃迪

林德斯山脉 Enorama Creek 剖面 Elatina 冰碛岩之上，

卡拉纪（635～542 Ma）。我国扬子地台和江南古陆

Nuccaleena 组盖帽白云岩的底部）。国际地层委员会

存在良好的成冰纪和埃迪卡拉纪地层，即南华系与

试图用类似于金钉子的界线标志将前寒武系划分为

震旦系。在华北地台中-新元古代地层的划分与对

若干年代地层单位，
当然，
新的纪和年代地层系还代

比分歧较大（第四届全国地层委员会中国地层表，

表着重大地质事件的岩石记录。

2013），
特别是在生物地层方面与年代地层方面取得

众所周知，1998 年和 2004 年的国际地层年表

较大进展后，
如淮北地区的金山寨组-沟后组也产淮

均 将 新 元 古 代 自 下 而 上 划 分 出 拉 伸 纪（Tonian

南 生 物 群 Chuaria- Tawuia 宏 观 藻 类 化 石 组 合 与

Period）、成冰纪（Cryogenian Period）与埃迪卡拉纪

Pararenicola-Paleolina 蠕形类化石组合，
以及侵入徐

（Ediacaran Period）等三个纪，对应着我国的青白口

淮群中的辉绿岩锆石 SHRIMP 法 U-Pb 测年，获 928

纪、南华纪和震旦纪。而新元古代的重大地质事件

Ma[1]～930 Ma[2]年龄，徐淮群已属中元古代，淮南群

包括罗迪尼亚超大陆的聚合与裂解、全球冰川气候

应为新元古代，
笔者针对这些新的进展，
提出我国新

事件和后生动物的开始出现等重大生物事件，这样

元古代早期地层应是在南华系大冰期地层之下的一

埃迪卡拉纪的建立依据就是后生动物的开始出现，

套富含宏观藻类 Chuaria-Tawuia-Longfengshania 化

成冰纪对应着全球冰川事件的地质记录，
而拉伸纪则

石组合与蠕形类化石 Pararenicola-Paleolina 化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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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淮南群及其相当地层，
并拟建拉伸纪淮南系。
据杨清和等报导，在苏皖北部，李季辰、赵汝钧
（1924 年）将淮北、苏南“震旦系”划分为城山石英
岩层和绵山灰岩层；李四光（1939 年）将淮南、凤阳
地区“震旦系”分为下震旦纪白云山石英岩、青石山
层，中震旦纪伍山石英砂岩、杏山页岩和官家庵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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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海 绿 石 、铁 质 鲕 粒 与 磷 结 核 ，厚 0～8.7 m，最 厚 达
99.1 m。

———————————————
凤台组：
粉红、
淡红、
淡黄、
青灰、
土黄、
紫红色白云质钙质
冰碛砾岩与冰水纹泥层多互层。厚 11～213.3 m。砾岩
砾石多角砾状，
成分以下伏四顶山组白云岩为主，
还有灰
岩、
钙质石英砂岩、
长石石英砂岩、
紫红色含铁细砂岩、
页

质灰岩，上震旦纪三尖山灰岩；谢家荣（1947 年）分

岩等。砾石大小分选性极差，砾径 0.2～0.8 cm 为多，

为五台系片岩、震旦系刘老碑系、棕黄色石英岩和

1.5～3 cm 次之，局部见 1.2 m 巨大漂砾。含砾率 10%～

矽质灰岩；徐嘉炜（1959 年）划为前震旦纪片岩、下

30%，
最高可达 70%。砾石见冰川条痕、
压裂石、
压坑石、

震旦统八公山统下部石英岩、刘老碑页岩、上部石

猴面石、凹面石、马鞍石、熨斗石，等。局部可见冰溜面

英岩、上震旦统四顶山统泥灰岩和矽质灰岩 [3]。经
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1/ 20 万区域地质调查与综合

（斗守初等，
1984，
图版42～45[4]）。

———————————————
围杆组：
灰黄色页岩、
粉砂质页岩夹含砾粗砂岩透镜体和

研究，杨清和等提出淮南的地层系统为青白口系淮

铁质结核，
底部 0.04 m 厚的铁质风化壳假整合在四顶山

南群曹店组、八公山组、刘老碑组、寿县组、九里桥

组之上，
沿走向可尖灭，
厚0～8.24 m[7]。

组和徐淮群四顶山组。淮北的地层系统为兰陵组、

———————————————

新兴组、岠山组，贾园组相当于九里桥组，其上的赵

淮南群：
四顶山组：
粉红、
灰白、
紫红色白云岩、
叠层石白

圩组至望山组统称徐淮群，将淮南地层与淮北地层

云岩，
含硅质或燧石条带与结核，
厚153.38～116.7 m。

按岩性拼接在一起，统称青白口系，其上的震旦系

九里桥组：
灰、
灰白、
灰紫色灰岩、
薄层泥灰岩、
含藻灰岩、

称宿县群 [3]。这显然受到了辽东半岛旅大-金县地
区地层与复县地区地层按岩性拼接在一起而形成
的错误地层柱的影响，也是一个错误的综合地层

叠层石灰岩与海绿石白云质灰岩，
夹钙质粉砂岩、
石英粉
砂岩。厚71.22～88.06 m。薄层泥灰岩中含蠕形类化石：
Huainanella jiuliqiaoensis Yan et Xing，Ruedemanella
minuta Wang 等 ；宏 观 藻 类 化 石 Chuaria- Pumilibaxa-

柱 [4]。高林志等最近明确地指出：辽东地区细河群

Tawuia组合。

钓鱼台组获得 1 075 Ma 碎屑锆石 U-Pb 年龄[5]，似乎

寿县组：
灰、
灰黄、
浅肉红色中-厚层石英粉砂岩、
长石石

预示着吉辽地区晚前寒武纪地层应限定在 1.0 Ga

英粉砂岩，
厚34.05～44.68 m。

之后。而徐淮地区的倪园组辉绿岩床获得锆石精确

刘老碑组：
紫红、
黄绿、
浅灰色钙质页岩、
页岩与条带状灰

的 SHRIMP 法 U-Pb 年龄 928±8 Ma 和 930 Ma ，反

岩、
泥质灰岩和泥灰岩互层，
夹含海绿石石英砂岩，
底部

[1]

[2]

映了沉积地层早于辉绿岩床。如该年龄可信的话，
该区的整个地层将下移到 1.0 Ga 之下[6]。换句话说，
淮南地区的淮南群曹店组至四顶山组应为新元古
代，而淮北地区徐淮群贾园组至望山组应为中元古

有 30～50 cm 中细粒含砾石英砂岩。页岩中含宏观藻类
Chuaria-Pumilibaxa-Glossophyton-Tawuia 化石组合，偶
见蠕形类淮南狄更逊虫（新种）Dickinsonia huainanensis
Niu（sp.nov.），
厚530.69～693.1 m。
八公山组：灰白色中-厚层石英砾岩、含海绿石石英砂

代，
实际上，
前人是把中元古代地层与新元古代地层

岩。厚63.66 m。

拼接到一起了，故徐淮群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

曹店组：
紫红色砂砾岩、
中-厚层铁质石英砾岩夹肝紫色

内。据此，
笔者仅以淮南地区新元古代地层序列，
探

赤铁矿层，
厚18.46 m。

讨拉伸纪系一级的地层单元在我国的建立问题。

～～～～～～～～～～～～～～～～～～～

1淮南地区新元古界地层序列概述
以安徽淮南地区宋集、
寿县、
凤台和霍邱地区为
代表，
新元古界地层由新到老综述如下[3，4，7]：
上覆地层：
下寒武统猴家山组：
深灰色磷砾岩，
含小壳化
石，
或粉红色厚层白云质砾岩

古元古界：
凤阳群紫红色千枚岩、
大理岩。

在怀远县百瓜山九里桥组还产环节动物
Pararenicola huaiyuanensis Wang，Protoarenicola
baiguashanensis Wang，
Ruedemannella minuta Wang，
Paleorhynchus anhuiensis Wang，Anhuiella sinensis
Yan et Xing，Huaiyuanella baiguashanensis Yan et

———————————————

Xing，H. jiuliqiaoensis Yan et Xing；须 腕 动 物

南华系：
五岗集组：
蛋青、
紫红、
浅灰、
灰绿色粉砂质页岩，

Paleolina tortuosa Wang，
Sabellidites sp.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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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淮南群的时代讨论
（1）前南华纪实体动物化石的首次确认：早在
1986 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陈孟峩、
郑文武就提
出“先伊迪卡拉期的淮南生物群”的看法，认为南华
纪（成冰纪）世界性的大冰期虽对某些生物有一定的
影响，但并不能影响生物演化总的进程，只强调“飞
跃式突变”的观点，是违背物种发生、发展自然规律
的[9]。他们根据安徽霍邱-淮南地层序列，
在凤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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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入而广泛地研究。其中，劳伦古陆西缘加拿大
麦肯齐山脉剖面发育完整，也是研究程度较高的地
区[13]。成冰纪之前的地层以麦肯齐山剖面为代表，
自
下而上为：
凯瑟琳群（Katherine Gp.）石英砂岩。小木
豆群（Lither Dal Gp.）以碳酸盐岩为主，
其中部拉斯蒂
页岩段（Rusty Mem.）产 Tawuia- Chuaria- Longfengshania 之 小 木 豆（= 小 达 尔）生 物 群（Hofmann,
1985）。它广泛出现在全球 800 Ma 前后的新元古代
早期地层中。该生物群之上的碳酸盐岩出现典型的

罗圈组冰碛层之下的淮南群曹店组至奶奶庙组（即

苦泉 δ13C 负异常，
在相同层位苦泉 δ13C 负异常底部获

前人将四顶山组顶部含燧石条带的白云岩另建一组

得 811.5 Ma 火 山 灰 锆 石 U- Pb 年 龄 [13]。 科 茨 湖 群

奶奶庙组）有两层化石层，
即刘老碑组和九里桥组中

（Coates Lake Gp.）为一套碳酸盐岩与细碎屑岩混合

的 宏 观 藻 类 Chuaria- Pumilibaxa- Glossophyton-

沉积，其上部接近拉皮坦群冰碛层的科伯卡普组（=

Tawuia 组合与蠕形类 Pararenicola-Paleolina 组合，

铜帽组白云岩）
（Copercap Fm.）出现 δ13C 负异常，被

就是前冰期的产物，否定了国外学者认为在世界性

认为是艾雷 δ13C 负异常的代表。在艾雷 δ13C 负异常

大冰期前没有可靠证据说明动物实体化石的存在。

的顶部获得732.2 Ma 的Re-Os同位素年龄[13]，
并在该

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我国从事前寒武纪地质学者的

事件上下层位均发现瓶状化石 [13]。在奥格尔维山脉，

关注和重视。

斯图特冰期沉积底部获得 716.5 Ma 的火山灰锆石 U-

（2）华北地台南缘南华系的确认及其意义：
由于

Pb 年龄，
与拉皮坦群冰碛层之下广布的玄武岩床（富

同位素年代学、
古地磁等新方法的广泛运用，
加之古

兰克林大火山岩省，
Franklin LIP，
可能就是红石头河

生物化石的新发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主流意见将

组火山岩）获得的年龄相一致[13]。

华北地台南缘东西长达数百千米的冰碛层划归震旦

根据这一最新研究成果，凯瑟琳群（Katherine

纪。近来，
笔者等从岩石地层、
生物地层对比、
年代地

Gp.）石英砂岩大体可与淮南群曹店组-八公山组对比，

层、
磁性地层特征、
气候地层序列等方面全面厘定了

小木豆群（Lither Dal Gp.）大体相当于淮南群刘老碑

中-朝地台南华系的地层时代，
否定了凤台组/罗圈组/

组，
寿县组-九里桥组-四顶山组可与科茨湖群对比。

正目观组/飞浪洞组归属震旦纪/埃迪卡拉纪的时代意

刘 老 碑 组 中 的 Chuaria- Pumilibaxa- Glossophyton-

见，
淮南群直接位于相当于我国南方典型南华系冰碛

Tawuia 组 合 与 拉 斯 蒂 页 岩 段（Rusty Mem.）所 产

层之下，
其时代应早于南华纪，
为淮南群的时代确定

Tawuia-Chuaria-Longfengshania 之小木豆（=小达尔）

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拟建我国拉伸纪淮南系提供

生物群（Hofmann,1985）完全可以对比，其时代应在

了地层对比与衔接的直接佐证[10]。凤台组/罗圈组/正

800 Ma 上下。由此推测，淮南群的底界年龄约为

目观组/飞浪洞组冰碛层才是连接华北地台与扬子地

850 Ma 左右。淮南群上部四顶山组白云岩与科伯卡

台新元古代地层的标志层。

普组白云岩（=铜帽组白云岩，
Copercap Fm.）相当，
其

（3）淮南生物群的时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合

时代对比为 732.2 Ma 的 Re-Os 同位素年龄。斯图特

肥工业大学郑文武教授等首次在淮南寿县、宋集淮

冰期沉积底部获得 716.5 Ma 的火山灰锆石 U-Pb 年

南群刘老碑组和九里桥组发现宏观藻类化石与蠕形

龄，
拉皮坦群底部年龄约为 720 Ma，
则凤台组的年龄

类化石，统称为淮南生物群

[11-12]

，并初步认为淮南生

大概也在 720 Ma 上下。通过地层对比，特别是宏观

物群应在世界性大冰期拉普兰冰期之前形成，即在

藻类化石的直接联系，淮南群的时代约在 850～720

莲沱组形成之前，初步提出了淮南生物群的时代意

Ma之间，
为一套新元古代早期沉积。

[11-12]

见

。

（4）华北地台东缘与劳伦古陆西缘拉伸纪的地

3 淮南系的建立

层对比与淮南群的地层时代：国际地层委员会前寒

国际地层表新元古界自下而上划分为拉伸系

武纪地层分会对全球新元古代地层特征与对比进行

（Tonian System）、成冰系（Cryogenian System）与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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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卡拉系（Ediacaran System），
其中，
拉伸系与成冰系

称体制，同律分节，环节清楚，口部明显，似有吻部。

还没有确定候选层型剖面。如上述，我国淮南群位

须腕动物有古线虫属 Paleolina Sokolov 和皱节虫属

于成冰系凤台组/罗圈组/ 正目观组/飞浪洞组之下，

Sabellidites Sokolov。它们具明显的横向皱纹，虫体

并大体相当于劳伦古陆加拿大麦肯齐山地区凯瑟琳

多不完整。九里桥组的环节动物与须腕动物共存在

群-小木豆群-科茨湖群，
同位素年龄约为 850 Ma 到

一起，并营海底爬行或海底管栖生活，可简称为

720 Ma，
为我国南华系之下新元古代早期沉积，
大体

Pararenicola-Paleolina组合[4，8，9，11]。

相当于国际地层表中拉伸纪。笔者拟建立我国拉伸
纪系一级的地层单元淮南系（Huainan System）。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于 1987 年 8 月在寿县八公
山店疙瘩-白颚山剖面刘老碑组中部灰绿色页岩采

（1）淮南系的岩石地层与旋回地层特征：
从曹店

到蠕形类 Dickinsonia huainanensis Niu（sp.nov.）,其

组紫红色砾岩和八公山组灰白色厚层石英砂岩，到

外形近椭圆形，
高近 1.8 cm，
宽 1.2 cm，
为两侧对称体

以灰绿色黄绿色为主的杂色泥页岩夹灰岩，从山前

制，
身体同律分节明显，
约 45～60 节，
可能具中线，
圆

类磨拉石或河流粗碎屑堆积和近岸滨海相砂席石英

三角形尾节特别清楚[17]。它在体形和大小上与埃迪

砂岩到浅海相灰质泥页岩与灰岩，
从粗到细，
形成第

卡拉动物群和白海动物群中的 Dickinsonia costata

一个完整粒序的沉积旋回，可划分为淮南系下统。

Sprigg 极为类似。Dickinsonia costata Sprigg 外形椭

从寿县组中厚层细粒-粉砂质石英砂岩、细砂岩，到

圆形，
身体分节，
最多可达 120 节，
其他几个种体节可

九里桥组滨浅海台地相泥质灰质碳酸盐岩，最后到

达 200～300 节 ，如 Dickinsonia brachina Wade，D.

咸化海镁质碳酸盐岩，从近岸滨海相碎屑岩到台地

elongata Glassner et Wade，D. lissa Wade，D. tenuis

相咸化镁质碳酸盐岩，又形成另一个完整的沉积旋

Glassner et Wade等[18-19]，
故建一新种。

回，
可划分为淮南系上统。淮南系从碎屑岩到灰质-

斯普瑞格（Sprigg, R.C.,1947）发表此属时，
认为属

镁质碳酸盐岩，从粗到细，形成两个沉积旋回，反映

腔 肠 动 物 门 水 母 类 ，据 此 ，哈 伦 顿 和 莫 尔

了地壳运动的震荡性质，以及两次较大的海侵过

（Harrington, H.J. and Moore，R.C.，1956）建立一新纲

程。至淮南系沉积末期，
海水完全退去，
结束了淮南

侧水母纲（Dipleuzoa）[20]。格莱斯耐等（Glaessner, M.

纪的沉积历史。海盆继而迎来了雪球地球时期寒冷

F. and Daily,B.,1959; Glaessner,M.F.,1984）则认为它

气候的冰期沉积，
开始了南华纪的地质历史。可见，

更 类 似 于 蠕 形 类 ，可 与 现 生 的 蠕 形 类 Spinther

淮南系为一套前冰期正常陆相-海相沉积。

alaskensis 相类比[21]。费敦肯（Федонкин, М.А.,1981）

（2）生物地层特征：以安徽淮南宋集-寿县地区

将该属置于扁形动物门（Plathelminthes）[18]。由于是

为代表的淮南系含多种生物化石，
包括叠层石、
微古

典型的两侧对称，
并有同律分节现象，
目前绝大多数

植物、微体藻类、宏观藻类和宏观蠕形类化石，即著

学者都认为应属蠕形类。

名的淮南生物群。其中，宏观藻类化石以简单叶状

如上述，淮南系下统大体与加拿大西北新元古

体的体制类型为主，
有圆形、
椭圆形、
心形、
近三角形、

代地层凯瑟琳群-小达尔群对比，
可初步建立生物地

舌形、
长舌形、
锥形、
木履形、
哑铃形、
桶形、
棒形、
香肠

层单元：

形、马蹄形即 U 字形、V 字形等，从圆形到 U 字形-V
字形等，
似形成一个形态变（演）化系列，
并营水面漂
浮生活。分枝的茎叶状体的体制类型仅见少量的基
拉索带藻、掌状燕山带藻、八公山小丛藻，以及类似

宏 观 藻 类 ：Chuaria- Tawuia- Longfengshania 组
合（带）；
偶见蠕形类：Dickinsonia huainanensis Niu（sp.
nov.）。

根茎叶分化的龙凤山藻等，
即怀来生物群，
似营底栖

淮南系上统可与加拿大西北新元古代科茨湖群

固着生活的海生藻类。这是一个以简单叶状体占绝

（红石头河组-含铜白云岩）对比，
并出现环节动物与

对优势而形态类型又高度分异为主、营底栖固着茎

须腕动物化石，
可初步建立生物地层单元：

叶状体制类型为辅的宏观藻类植物群落，可简称为

宏观藻类：
Chuaria-Tawuia组合（带）；

Chuaria-Tawuia-Longfengshania组合

蠕形类：
Pararenicola-Paleolina 组合（带）；

[4，
8，
11，
14-16]

。

蠕形类主要产于九里桥组及其相当地层金山寨
组，包括环节动物与须腕动物。环节动物为两侧对

偶见水母类：
Cyclomedusa davidi（?）。
苏皖北部淮南系的古生物群化石组合特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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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
这些方法都存在问题，
而火山岩或火山凝

（3）年代地层特征：
据前人资料 ，
刘老碑组中部

灰岩与斑脱岩以及侵入岩单颗粒锆石 SHRIMP 法 U-

黄绿色页岩铷-锶等时线年龄为 840±720 Ma，
寿县组

Pb 测年较为精确。但可惜的是在淮南系中目前还没

下部海绿石钾-氩法年龄为 749.8 Ma。近些年来的

有发现火山岩或火山凝灰岩与斑脱岩等，有待深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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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华北地台南缘苏鲁皖区淮南系古生物化石组合特征
Fig.1 The assemblage characteristics of Huainan Fauna fossils in
Jiangsu-Shandong-Anhui district, North China Platform
宏观藻类：
1.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
安徽寿县八公山刘老碑组，
×7；2.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
宿县栏杆沟后组，
×4.4；3.
Ellipsophysa axicula Zheng(= Shouhsienia shouhsienensis Hsing)，安徽寿县八公山刘老碑组，×6.4；4. E longa Xing，安徽寿
县八公山九里桥租，×4；5. Ovidiscina bagongshannica Zheng，八公山刘老碑组，×5；6. Bipatinella cervicata Zheng，八公山
刘老碑组，×11；7. Nephroformis irregularis Yan，山东苍县兰陵新兴组，×4；8. Nephroformis simplex Yan, 宿县栏杆沟后
组 ，× 6.4；9- 10. Pumilibaxa huaiheiana Zheng，寿 县 八 公 山 刘 老 碑 组 ，× 8；安 徽 凤 阳 县 宋 集 刘 老 碑 组 ，× 4；11- 12.
Pumilibaxa longa Zheng, 八 公 山 刘 老 碑 组 ，× 2.2；宿 县 栏 杆 沟 后 组 ，× 4.3；13. Pumilibax symmetrica Fu, 八 公 山 刘 老 碑
组，×2.5；14-16. Valvaphysa marginata Yan, 八公山刘老碑组，×4; 宿县栏杆金山寨组与沟后组，×3，×3；17. Glossophyton
muc-ronatus Yan, 宿县栏杆金山寨组，×4；18. Linguiformis laeric Zheng，八公山刘老碑组，×3.2；19. Ephippiodeusa typicula
Yan，安徽凤阳百瓜山九里桥组，×1.5；20. Fusiphysa simplex Yan，宿县栏杆金山寨组，×4；21. Tachymacrus excavata Fu, 八
公山刘老碑组，×3.6；22. Cylindraceus longa Yan, 安徽凤阳宋集刘老碑组，×4；23-27. Tawuia sinensis Duan, 八公山刘老碑
组，×1.5；凤阳百瓜山九里桥组，×1.4 ；江苏铜山县魏集金山寨组，×4.4，宿县栏杆沟后组，×4.4；28. Sinenia liulaobeiensis
Yan et Zheng, 八公山刘老碑组，×2.4 ；29. Fasciculella bagongshanensis Duan, 八公山刘老碑组，×4 ；30-32. Tawuia dalensis
Hofmann, 八公山刘老碑组，×3.5，×2.2，×2.8；33-34. Tawuia dalensis Hofmann,寿县四顶山九里桥组，×5 ,×2.6；35-36.
Tawuia dalensis Hofmann，宿县栏杆沟后组，×1.3 ，×1.6 ；蠕形类：37. Dickinsonia huainanensis Niu（sp.nov.），八公山刘老碑
组，×1.8；38. Pararenicola huaiyuanensis Wang，安徽怀远百瓜山九里桥组，×8.3；39. Huaiyuanella baiguashanensis Wang，怀
远百瓜山九里桥组，× 5；40. Palaeorhynchus anhuiensis Wang，怀远百瓜山九里桥组，× 8.8；41. Anhuiella sinensis Yan et
Xing, 怀远百瓜山九里桥组，×4 ；42. Protoarenicola baiguashanensis Wang，怀远百瓜山九里桥组，×3 ；43. Calyptrina striata
Sokolov,宿县栏杆金山寨组，×3.3；44. Paleolina tortuosa Wang, 怀远百瓜山九里桥组，×4；45. Sabellidites sp. 怀远百瓜山九
里桥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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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如上述，本区可与劳伦古陆西缘加拿大麦肯

不整合在辽河群或鞍山群之上，缺失永宁群。在南

齐山地区新元古代早期地层对比，特别是淮南群宏

芬组中产宏观藻类化石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

观 藻 类 化 石 Chuaria- Tawuia 组 合 与 小 木 豆 群

等。细河群之上为康家组灰岩，厚 230 m，似缺失相

Tawuia-Chuaria-Longfengshania 组合的直接对比，
加

当于金家组白云岩，
大体相当于五行山群，
也被下寒

之苦泉 δ C 负异常 811.5 Ma 火山灰锆石 U-Pb 年龄，

武统碱厂组假整合覆盖。细河群至康家组总体可与

以及拉皮坦群底部 716.5 Ma 的火山灰锆石 U-Pb 年

淮南系对比，
缺失相当于曹店组的地层（表1）。

13

龄，间接地确定淮南系的地层时代约为 850～720
Ma，
应为新元古代早期的拉伸纪。

（3）与辽东半岛复县地区的对比[23]：辽东半岛复
县地区的淮南系自下而上为永宁群砾岩、
长石砂岩，

[4]

（4）磁性地层特征：
据前人资料 ，
寿县地区主要

厚达 4 470.4 m。细河群钓鱼台组石英砂岩，
厚 112.4

在店疙瘩剖面采集了古地磁样品，首次发现寿县组

m，含 宏 观 藻 类 化 石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

出现两次古地磁极性反转，但在凤阳宋集剖面未作

Ellipsophysa exicula Zheng 等。南芬组页岩与泥灰

古地磁，还有待进一步工作。寿县组的磁极倒转与

岩，厚 561.1 m，含丰富的微古植物和宏观藻类化石

辽南桥头组的磁极倒转是一致的，两者可以对比。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Ellipsophysa exicula

其上的凤台组冰碛层也有磁极倒转，可与我国扬子

Zheng， Fuxiania

地台南华系也具磁极倒转的古城组对比，进一步证

huaiheiana Zheng，Tawuia dalensis Hofmann。 桥 头

明桥头组与寿县组不能与古城组对比，凤台组冰碛

组石英砂岩。五行山群自下而上为高家屯组石英砂

层与扬子地台南华系古城组冰碛层对比似更加合

岩 、粉 砂 岩 夹 页 岩 ，厚 598.7 m，含 宏 观 藻 类 化 石

理，
从磁性地层分析，
淮南系也应该为前冰期产物。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Ellipsophysa exicula

4 华北地台淮南系的地层对比

aspidoides

Lin， Pumilibaxa

Zheng，Fuxiania aspidoides Lin，Tawuia sinensis
Duan，Longfengshania stipitata Du；蠕 形 类 化 石
Sabellidites aff. cambriensis Janichevsky，Paleolina

4.1 淮南系的国内对比

（1）与吉林东部通化地区的对比 ：在华北地台

cf. evenkiana Sokolov，
Protoarenicola baiguashanensis

最东部的吉林通化浑江流域、鸭绿江北岸和三源浦

Wang。丁家沟组含砂泥晶灰岩，粉晶灰岩，厚 187.1

盆地下部为白房子组含砾长石石英砂岩，厚 800 m，

m，产 水 母 类（?）化 石 与 蠕 形 类 化 石 Pararenicola

不整合在老岭群之上，可与辽东半岛的永宁群和淮

huaiyuanensis Wang，Huaiyuanella minuta Xing 等 。

南地区的曹店组对比。其上为细河群钓鱼台组石英

金家组白云岩，
厚392.9 m，
产叠层石。自永宁群至金

砂岩与南芬组泥页岩夹泥灰岩、
灰岩，
笔者于 1988 年

家组，可与整个淮南系对比（表 1）。另外，根据磁性

在 南 芬 组 采 获 宏 观 藻 类 化 石 Chuaria circularis

地层特征，
寿县组与桥头组都有磁极倒转，
两者完全

Walcott，Tawuia sinensis Duan 等。前人在吉南青沟

可以对比。

[4]

子 水 库 桥 头 组 和 南 芬 组 发 现 宏 观 藻 类 化 石 ，有

（4）与燕山地区的对比[24]：燕山地区原青白口系

Chuaria circularis，Ellipsophysa exicula，Tawuia cf.

上部长龙山组与景儿峪组，前者为砾岩、砂砾岩、海

dalensis，Qinggouziella conchata 等 ，南芬组之上为

绿石砂岩与泥页岩，厚 118 m，含丰富的宏观藻类化

桥头组石英砂岩。桥头组之上为碳酸盐岩夹页岩，

石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Ellipsophysa exicula

又分为万隆组、八道江组和青沟子组，称为浑江群，

Zheng，E.longa Xing，Ovidiscina bagongshanensis

相当于辽东半岛的五行山群，含叠层石与微古植物

Zheng，O.longa Du et Tian，Pumilibaxa huaiheiana

化石。其中，万隆组含蠕形类 Hunjiangella jilinensis

Zheng，Glossophyton huailaiensis Duan et Du，G.

Lin 。浑江群之上被下寒武统水洞组假整合覆盖。

foliformis Duan et Du，G.mucronatus Duan et Du，G.

白房子组-细河群至浑江群总厚达3 000 m，
可与整个

curtus Niu（sp.nov.），Subtrigonia xinglongensis Niu

[9]

[22]

（gen. et sp.nov.），Yanshantaenia digitata Niu（gen. et

淮南系对比。
（2）与辽宁太子河地区的对比 ：该区为细河群

sp.nov.），Longfengshania stipitata Du，L.ovalis Du

的命名地点，
可分为钓鱼台组石英岩、
南芬板岩夹泥

et Duan，L.gemmiformis Du et Tian，L.elongata Du

灰岩、桥头组石英砂岩，
厚 1 400 m。其中，
钓鱼台组

et Duan，L.sphaeria Du et Tian，L.longipetiolata

[22]

第4期

牛绍武等：
论中国拉伸纪淮南系的建立

247

表 1 淮南系的地层划分与对比
Fig.1 Division and comparison of the Huainan System Formation

磁极倒转

Du et Tian，Paralongfengshnia sicyoides Du et Duan，
Paralaminaria

xinglongensis

Du， Yanshantaenia

digitata Niu（gen. et sp.nov.），
Subtrigonia xinglongensis
Niu（gen. et sp.nov.），
等。后者为景儿峪组灰岩，
含宏

冰碛层

呈掌状分枝，在下部有二歧分枝现象，故建一新属
（图2）。
华北地台北缘燕辽吉淮南系古生物群化石组合
特征见图2。

观藻类化石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Ellipsophysa

（5）与海南省石碌铁矿区石碌群的对比[25]：在海

exicula Zheng，Tawuia sinensis Duan 等（表 1）。总的

南省昌江县石碌铁矿区有一套中-浅变质地层，
称为

化石组合与苏鲁皖淮南系完全可以对比。特别是

石碌群，
总厚1 700～2 600 m。自下而上分为七层：
第

以龙凤山藻为代表的这一宏观藻类前人称为怀来

一层为绢云石英片岩、
石英岩，
厚905 m。第二层白云

。怀来生物群虽未见典型的 U-V 字形

岩，厚 10～100 m。第三层石英片岩、绢云片岩，厚

达尔塔乌藻，
但与加拿大麦肯齐山小木豆群 Tawuia-

156 m。第四层石英片岩、
石英岩，
厚102～265 m。第

Chuaria- Longfengshania 组合是完全可以对比的。

五层石英绢云片岩、
绢云石英片岩，
夹炭质板岩和石

由 于 小 木 豆 宏 观 生 物 群 Tawuia- Chuaria-

英粉砂岩，
厚 210～250 m。第六层白云岩、
炭质白云

Longfengshania 即含典型的淮南生物群化石 U-V 字

岩，
夹含铁砂岩，
含铁千枚岩、
石英岩，
以及多层赤铁

形的达尔塔乌藻，
也产怀来生物群典型的龙凤山藻，

矿和炭质板岩，厚 200～840 m。在顶部炭质板岩中

燕山地区长龙山组与景儿峪组也应属淮南系，其时

产丰富的宏观藻类化石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

代在 800 Ma 上下，
但其层位可能要低些。

Ellipsophysa exicula Zheng，Tawuia sinensis，Tawuia

生物群

[16，24]

笔 者 所 采 到 的 兴 隆 亚 三 角 藻 属 Subtrigonia

dalensis Hofmann，尤以 Tawuia dalensis Hofmann 最

xinglongensis Niu（gen. et sp.nov.）以三角形叶状体与

为丰富。其中，
Tawuia dalensis Hofmann 可有两种类

其他各属相区别，因此又建立了一新属。短舌藻

型：
一种为U 字形，
另一种为V 字形，
这两种类型在淮

Glossophyton curtus Niu（sp.nov.）叶状体短，一端膨

南生物群中最为典型，它也是加拿大麦肯齐山小达

大 ，故 建 一 新 种 。 掌 状 燕 山 带 藻 属（新 属 新 种）

尔群中的典型分子，
完全可与小达尔生物群对比。根

Yanshantaenia digitata Niu（gen. et sp.nov.）藻体由叶

据宏观藻类化石组合，
完全可与淮南系对比（表1）。

状体和固着器两部分组成，为茎叶状的体制类型。
固着器须状，
叶状体由 5～6 个分支的细叶片组成，
并

张文佑（1977）曾指出：
“第七层底部砾岩在某些
地段很像古冰川沉积”[25]，则第六层含上述宏观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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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华北地台北缘燕辽吉淮南系古生物化石组合特征
Fig.2 The assemblage characterritics of Huainan Fauna fossils in Yanshan Mountian,South Liaoning and
Jilin district,North China Platform
宏观藻：1-4.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依次为河北怀来龙凤山长龙山组，×3；天津蓟县西井峪长龙山组，×9；吉林通化浑江
南芬组，×6；辽东复县官家屯钓鱼台组，×5；5-6. Ellipsophysa exicula Zheng 依次为辽东复县钓鱼台组，×8.5 ；河北怀来龙
凤山长龙山组，×1.3；7. Shouhsienia longa Xing, 怀来龙凤山长龙山组，×0.9；8-9. Fuxiania aspidoides Lin，辽东复县南芬
组，×4.3 ,×5；10. Pumilibaxa huaiheiana Zheng，怀来龙凤山长龙山组，×1.1；11. Pumilibaxa xinglongensis Niu(sp.nov.),河北
兴 隆 北 水 泉 乡 前 马 蹄 子 沟 长 龙 山 组 ，× 2.7；12. Pumilibaxa longa Zheng，辽 东 复 县 南 芬 组 ，× 1.2；13. Glossophyton
huailaiensis Duan et Du, 怀来龙凤山长龙山组，×1.2；14-15. Glossophyton foliformis Duan et Du, 怀来龙凤山长龙山组，×1.5 ,
×1.8；
16. Glossophyton curtus Niu（sp.nov.），
怀来龙凤山长龙山组，
×1.8 ；Glossophyton mucronatus Duan et Du，
怀来龙凤山长
龙山组，
×1；18-19. Tawuia sinensis Duan，
辽东复县高家屯组，
×2.5,×2；20. Subtrigonia xinglongensis Niu（sp.nov.），
河北兴隆
北水泉乡前马蹄子沟长龙山组，×3.4；21-22. Longfengshania stipitata Du, 怀来龙凤山长龙山组，×0.8；23. Longfengshania
ovalis Du et Duan，怀 来 龙 凤 山 长 龙 山 组 ，× 0.9；24. Longfengshania longipeteolata Du，怀 来 龙 凤 山 长 龙 山 组 ，× 2；25.
Longfengshania eleganta Du et Duan，怀来龙凤山长龙山组，×0.8；26-27. Longfengshania spheria Du et Tian，依次为怀来龙凤
山长龙山组，×1.1 与河北兴隆北水泉乡前马蹄子沟长龙山组，
×2.2；28. Paralongfengshania sicyoides Du et Duan，
怀来龙凤山
长龙山组，× 1.3；29. Paralaminaria xinglongensis Du, 河北兴隆北水泉乡前马蹄子沟长龙山组，× 0.6；30. Yanshantaenia
digitata Niu(gen. et sp. nov.)，
河北丰润左家坞乡古仁庄长龙山组，
×3.3；蠕形类：
31-33. Pararenicola huaiyuanensis Wang，
辽东
复县城西莲花路口丁家沟组上部，
依次为×4.5,×5，
×3.4；34-35. Protoarenicola baiguashanensis Wang，
辽东复县城西莲花路
口丁家沟组上部，依次为×2；36. Huaiyuanella minuta Xing，Yan et Yin，辽东复县城西南丁家沟组，×5；37-38. Protoarenicola
baiguashanensis Wang，辽东复县城西三台子大孤山高家屯组，×3；39.? Cyclomedusa davidi Sprigg，×0.37；40，42. Sabellidites
aff. cambriensis Janichevsky，
辽东复县城西三台子大孤山高家屯组，
×2.5；41,43. Sabellidites sp.，辽东复县城西三台子大孤山
高家屯组，
×2,×3；44. Paleolina cf. evenkiana Sokolov，辽东复县城西三台子大孤山高家屯组，
×4

化石的地层及以下地层很可能相当于燕辽徐淮地区

795±15 Ma、814±12 Ma[26]，大致在拉伸纪的时代范

的淮南系，是在华夏古陆块上发现的含淮南生物群

围内，似存在淮南系的地层。但目前还没有发现上

宏观藻类化石的唯一地点，在华夏古陆块上的石碌

述宏观藻类化石或蠕形类化石，
有待今后注意寻找这

群为淮南系似可肯定。其古生物群化石组合见图3。

些化石。

（6）与扬子地台的对比：在莲沱组（748 Ma）、漾

4.2 淮南系的国外对比

水河组（759 Ma）或长安组（778 Ma）之下的板溪群、

（1）与劳伦古陆（Laurentia Paleocontinent）前冰

下江群、丹州群的时代为 809±16 Ma、785±19 Ma、

期地层的对比：
在加拿大西部麦肯齐山地区，
在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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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p Lord Formation）炭质粉砂岩中产丰富的宏观
藻 类 化 石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Ellipsophysa
axicula Zheng（=Shouhsienia shouhsienensis Xing）,
Tawuia dalensis Hofmann，T. sinensis Duan 等，地质
时代为 900～850 Ma[27]。现今的波罗的海地盾远隔

2

1

欧亚大陆，竟也产 Chuaria-Tawuia 宏观藻类化石，有
力地证明了在戈提亚群冰碛层之下确有相当于淮南
系的地层，波罗的海地盾可能是新元古代 RODINIA
3

超大陆的一个组成部分（表2）。
（3）与印度古陆（India Paleocontinent）的对比：
印
度中部上前寒武系温德亚群（Vindhyan Group）和南
部不整合在太古宇之上的新元古界布希玛岩系
（Bhima Series）产有宏观藻类化石 Chuaria circularis

4

5

Walcott，cf. Ellipsophysa axicula Zheng，Tawuia
dalensis Hofmann 和蠕形类化石[27]，似也存在淮南系
的地层。
通过淮南系的国内外对比，华北地台、华夏古
陆、
劳伦古陆、
波罗的海地盾和印度古陆都产典型的
Chuaria-Tawuia-Longfengshania 宏观藻类化石，局
部也见蠕形类化石，至少这五个古陆块存在淮南系
的地层，其时限在 800～1 100 Ma 或 780～1 000 Ma

6

8

7

图 3 华夏古陆海南石碌淮南系古生物化石组合特征
Fig.3 The assemblage characteristics of Huainan
Fauna fossils in the Shilu County,Hainan provice
宏 观 藻 ：1. Cuaria circularis Walcott, × 6.5；2 .Ellipsophysa
exicula Zheng × 1.6；3. Tawuia sinensis Duan, × 4.7；4- 8.
Tawuia dalensis Hofmann，
依次为×1.7，
×0.5，
×1.7，
×7，
×2

之间。同时，也说明这五个古陆块都是新元古代
RODINIA 超大陆的组成部分，
处于同一生物地理区，
为恢复古地理古构造提供了地层学和古生物学上的
有力证据。
其它古陆快如俄罗斯地台、
西伯利亚地台、
澳大
利亚古陆、冈瓦纳古陆（非洲地块和南美地块）以及
南极陆块等是否存在淮南系的地层，以及 ChuariaTawuia-Longfengshania 宏观藻类化石组合，目前还

坦群冰碛层之下，为一套海相地层，并见火山喷发

不清楚。至于我国扬子地台和江南古陆虽然有较好

岩，
自上而下见表 2

的同位素年龄数据证明应存在淮南系的地层，但至

[26]

。所产宏观藻类化石前人称为

小达尔生物群或小木豆宏体生物群（图4） 。小木豆

今未见 Chuaria-Tawuia-Longfengshania 宏观藻类化

宏体生物群 Tawuia-Chuaria-Longfengshania 即产淮

石组合与 Pararenicola-Paleolina 蠕形类化石组合，

南生物群中典型分子 U-V 字形的 Tawuia dalensis，
也

还有待进一步采集研究。在华夏古陆甚至是中浅变

产怀来生物群典型的龙凤山藻 Longfengshania，
淮南

质岩中都采到了 Chuaria-Tawuia 宏观藻类化石，扬

生物群、小木豆宏体生物群与怀来生物群三者是完

子地台和江南古陆具良好的同位素年龄的地层中应

全可以对比的。也就是说，产怀来生物群的长龙山

该有上述这些化石，
笔者充满着期待。

组-景儿峪组与淮南系也是可以对比的。

5 讨论与存在问题

[13]

（2）与波罗的海地盾（Baltica Shield）的对比：在
挪威东北地岛含冰碛层戈提亚群（Gotia Group）之

（1）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人青地已治于

下，莫奇松约登超群（Muechisonfjirden Super group）

1928 年将辽宁本溪与辽东半岛复县地区的
“震旦系”

佛兰克林桑德群（Franklinsundet Group）卡普洛德组

自下而上划分为下部细河统与上部五行山统，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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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淮南系的国内外对比
Tab.2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Huainan System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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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6

10

9

8

图 4 劳伦古陆西缘加拿大新元古代早期小达尔生物群化石组合特征
Fig.4 The assemblage characteristics of Little Dal Fauna Fossils in Mackenzie Mountain of Western Canada
宏观藻：1. Ellipsophysa exicula Zheng，× 3.6；2. Tachymacrus excavatus Fu, × 8；3- 4. Pumilibaxa huaiheiana Zheng, × 4；5.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 Shouhsienia Shouhsienensis Hsing, Tawuia sinensis Duan, ×0.5；6-8. Tawuia dalensis Hofmann,×
0.8,×2 ,×1.1；9. Longengshania stipitata Du,×0.65；10. Longengshania stipitata Du 的素描图（据刘志礼等，
1991)，
×0.6

地区就在普兰店以西的复县海岛子-袁家沟剖面[23]。

塘层、岔沟层、英歌石层、龙头层。关东统又分为长

1930—1935 年，
松下进又在旅大-金县地区自下而上

岭子层、
南关岭层、
甘井子层、
小野田层、
营城子层、
十

建立了前震旦系响水寺统、震旦系大和尚山统与关

三里台层、
马家屯层和南山层[23]。这两地
“震旦系”
的

东统。大和尚山统又分为黄泥川层、
歪头山层、
龙王

关系如何，直到 1938 年，日人斋藤林次首次将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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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系”
按岩性对比统一了
[23]

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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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古代金县群之上，淮南群位于中元古代徐淮群
之上，
统属新元古代早期沉积的意见，
并拟建立拉伸

解放后，王钰（1950 年）、姜春潮（1957 年）、俞建

纪系一级地层单元之淮南系[10，23，24，26]。

章等（1958—1959 年）对辽宁太子河流域和辽东半岛

（2）年代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高林志等最近明确

的“震旦系”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俞建章教授认为

提出：辽东地区细河群钓鱼台组获 1 075 Ma 碎屑锆

复县地区“细河统桥头建造之上直接与长岭子组整

石 U-Pb 年龄，
似乎预示着吉辽地区晚前寒武纪地层

合接触，同样的长岭子组在大和尚山也整合于大和

应限定在 1.0 Ga 之后。而徐淮地区倪园组辉绿岩床

尚山石英岩之上，
长岭子组的岩性相当稳定，
可认为

获 得 精 确 的 SHRIMP 法 U- Pb 年 龄 928 Ma 和 930

是个标志层” 。这在当时既没有古生物化石、也没

Ma，如该年龄可信的话，该区的整个地层将下移到

有同位素测年的情况下，俞建章教授只能按照岩石

1.0 Ga 之下[6]。这一最新的看法与笔者通过生物地层

组合序列及岩石性质将两个地区的地层柱拼接起

法的认识是一致的[22-24，26]。但是，高林志等认为这必

来，
是可以理解的。然而，
其实质还是沿袭了日人斋

然会引起与传统的生物地层记录认识的冲突[28]。

[23]

藤林次（1938）的看法，
这就是今天辽东半岛（包括苏
皖北部）
“青白口系-震旦系”
综合地层柱的由来。

从陈晋镳对徐淮胶辽“青白口系-震旦系”地层
柱的怀疑，到张丕孚多次论述这一错误地层柱[29-31]；

早在 1979 年和 1982 年，
中国地质科学院天津地

[9]
从陈孟峩等首次提出
“先伊迪卡拉生物群”
，
到孙卫

质矿产研究所（现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

[32]
国等再次提出
“前艾迪卡拉动物群”
,再到牛绍武等

中心）陈晋镳研究员就对辽东半岛金县与复县和苏

对徐淮胶辽中-新元古代地层的重新厘定[23-24，26]，
所谓

皖北部淮南与淮北“青白口系-震旦系”的地层对比

这必然会引起与传统的生物地层记录认识的冲突，

①

提出过质疑 ，
他指出：
“层序上长期存在争论的一个

其根本原因就是将前寒武纪地层中宏观软躯体动物

重要原因是，
无论在辽南或在徐淮，
剖面都是不连续

化石一律看作是埃迪卡拉纪的产物，在南华纪大冰

的，
层序的建立或是由
“标志层”
相衔接，
或是据岩性

期之前不能有动物实体化石，忽视了地层层序律决

对比而得”
，
在徐淮，
“从岩性上说并不十分酷似”
；
在

定化石的标准性这一基本原理！如上述，在凤台组

辽南，
“特别是由普兰店湾至金州湾之间不过三、四

冰碛层之下的淮南群即产宏观藻类化石，也产宏观

十千米，下寒武统碱厂组之下伏地层悬殊竟如此之

软躯体蠕形类化石，就是在传统的青白口系刘老碑

大，
用通常的古地理变化是难以理解的”
。但在当时

组笔者也发现了狄更逊虫类化石，是否将青白口系

葛屯组与金山寨组还没有发现宏观藻类与蠕形类化

曹店组-八公山组-刘老碑组也划归埃迪卡拉系即震

石的的情况下，陈晋镳研究员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旦系呢？化石的时代标准性是建立在正确的地层层

中国地质科学院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现为中国地

序的基础上的，不能将其绝对化。埃迪卡拉动物群

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张丕孚认为上述综合

由最原始的后生动物腔肠动物、
较进步的蠕形类、
更

地层柱是一个错误的地层柱，
复县地区永宁群-细河

加进步的节肢动物，
以及棘皮动物相共生为特点，
动

群-五行山群不能与旅大-金县地区地层对比，否定

物群已发展到较高的演化水平。按照生物发展演化

。笔者于 1986 年至

的一般规律，在埃迪卡拉动物群之前还应当有腔肠

1987 年先后考察了辽东半岛与苏皖北部的“青白口

动物、蠕形动物独立演化的早期阶段。淮南纪中的

系-震旦系”
地层，
首次提出葛屯组才是旅大-金县地

蠕形类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
“ 先艾

区与复县地区进行生物地层对比的可靠标志层；同

迪卡拉生物群”是基于地层层序提出的，它是南华

样,金山寨组-沟后组也是淮北与淮南地区生物地层

纪大冰期之前出现的一个独立的生物发展阶段。

对比的标志层，从生物地层否定了长岭子组的标志

按照目前国际地层委员会的意见，埃迪卡拉纪是与

层作用，
全面厘定了燕辽徐淮吉
“青白口系-震旦系”

软躯体后生动物的首次出现这一重大生物事件相对

的地层序列，
进一步确认了该区
“青白口系-震旦系”

应，
成冰纪与全球寒冷气候的冰川事件相联系，
而拉

综合地层柱确是一个错误的地层序列，根据大连上

伸纪是指成冰纪之前新元古代早期地层沉积及罗迪

升与徐淮上升，提出永宁群-细河群-五行山群位于

尼亚超大陆的聚合-裂解事件相联系的。通过笔者

了长岭子组的标志层作用

①

[29- 31]

陈晋镳 . 对辽南、徐淮上前寒武地层层序和时代的疑问[J]. 前寒武地质简讯，
1984（1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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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拉伸纪是具两侧对称体制的环节动物开始

生为特征，并常与滑积岩或浊流岩等共生。将罗圈

出现的时代，
成冰纪与全球冰川事件相对应，
而埃迪

组、正目观组和凤台组划为中岳和小秦岭冰川相

卡拉纪是软躯体节肢动物首次出现的时代，
从而，
修

区[36]。既然冰成岩可与正常海相白云岩交互出现，
则

正了关于新元古代拉伸纪、成冰纪和埃迪卡拉纪的

凤台组出现冰成角砾岩与含叠层石的白云岩共生，

基本概念。

甚至局部出现重力流与滑塌沉积[37]，也是可以理解

精确的同位素年龄也证明：淮南群即笔者新建

的。即使存在重力流与滑塌沉积，但王翔等还是认

淮南系（包括辽东地区的永宁群-细河群-五行山群）

为凤台组处于海陆过度型冰成沉积。因此，出现杂

为新元古代早期地层，
而淮北地区的徐淮群（包括辽

砾岩与叠层石白云岩横向变化不是否定凤台组为冰

东的旅大群-革镇堡群-金县群）应为中元古代的产

成岩的唯一证据，恰好证明了凤台组为海陆过渡相

物。在我国，在世界性大冰期之前存在宏观软躯体

的冰成岩，因为在华北地台东缘徐淮胶辽广大地区

的蠕形类、水母类化石，正如陈孟峩所说，也是生物

与劳伦古陆西缘麦肯齐山地区在新元古代早期形成

[9]

发展、演化过程中必然的自然过程 。还要指出的

统一的海盆，淮南地区正是处于大陆冰盖与海陆过

是，
在我国，
不但在南华系大冰期之前存在宏观动物

度地带，
出现这一现象也是正常的。

化石，在 1 400～1 200 Ma 的延展系金县群很可能存

由 于 淮 南 生 物 群 中 宏 观 藻 类 化 石 Chuaria-

在最原始的后生动物腔肠动物水母类，甚至在中元

Pumilibaxa-Glossophyton-Tawuia 组合与加拿大小木

古代的徐淮群张渠组发现三射式海绵骨针 。据现

豆宏观生物群 Tawuia-Chuaria-Longfengshania 组合

生海绵动物的研究，它介于原生动物与后生动物之

完全可以直接对比，淮南地区凤台组的成因即使存

间，不是真正的后生动物，具有更原始的特征，称为

在争议，
淮南系也是拉皮坦群大冰期前的产物，
连同

[33]

[34]

侧生动物 。在如此古老的地层中出现，
也是合乎生

燕辽地区的长龙山组-景儿峪组与永宁群-细河群-

物发展的自然规律的。

五行山群一起，
都是新元古代早期的地层，
淮南生物

（3）关于凤台组成因的讨论：
原安徽省地质研究
所杨清和高级工程师由安徽霍邱向西追索，经豫东

群、怀来生物群和小木豆宏观生物群都是拉皮坦群
大冰期之前的生物群落。

固始，
系统研究了安徽淮南寿县、
霍邱地区马店一带

（4）淮南地层与淮北地层的对比：1987 年，笔者

凤台组、
河南豫西鲁山九女洞罗圈组、
豫西临汝罗圈

考察了宿县栏杆地区黑土窝-驴山剖面和金山寨剖

村罗圈组-东坡组以及陕西洛南石门留题口罗圈组，

面。史家组下部为泥灰岩、
白云质灰岩夹钙质页岩、

罗圈组冰碛层或由碳酸盐胶结，
或泥沙质胶结，
他认

页岩；
中部黄绿色页岩夹灰岩透镜体；
上部黄绿色页

[35]

为豫陕地区确有与凤台砾岩相当的地层分布 ，
换句

岩、
粉砂岩、
细砂岩，
夹少量灰岩透镜体，
含海绿石，
多

话说，凤台组与豫陕地区的罗圈组冰碛层大体是相

见 宏 观 藻 类 化 石 Chuaria circularis，Ellipsophysa

当的，
反过来，
也证明凤台组似为一套冰成沉积。

exicula Zheng等，
其上与望山组连续沉积。望山组为

至于前人在寿县李冲回族乡卫生院西侧剖面、
放牛山剖面发现凤台组砾岩与叠层石白云岩有指状

一套厚约 300～500 m 的灰岩、
白云质灰岩，
夹钙质页
岩，见多层辉绿岩脉侵入。底部薄层灰岩笔者采到

过度现象 ，
是否预示着寒冷气候来袭初期表现了一

了宏观藻类化石 Chuaria circularis。在望山组顶部

种脉动状态，
即寒冷与温暖交替出现，
或近海冰川时

见到了金山寨组-沟后组。金山寨组底部页岩中采

而推进或时而退缩的现象，出现一种互相矛盾而复

到了宏观藻类化石 Tawuia sinensis，
T.dalensis 和蠕形

杂的地质现象？确实值得重视，
有待野外再观察、
再

类化石。结合前人资料，宏观藻类化石属 Chuaria-

思考、
再理解。笔者仅依据烟登山剖面初步认为：
凤

Tawuia 组合与蠕形类 Pararencola-Paleolina 组合（图

台组似为海岸-冰伐相沉积或海陆过渡相沉积。中

1）为典型的淮南生物群，与淮南地区淮南群上部九

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陆松年研究员曾列

里桥组完全可以对比，
金山寨组-沟后组应划归淮南

举了三种冰川沉积相区，
即陆地冰川沉积相区、
海洋

系上统，笔者从生物地层学首次解决了淮南地层与

[33]

[36]

冰川沉积相区和海陆过度冰川沉积相区 。认为海

淮北地层的对比问题[26]，进一步证明苏皖北部所谓

洋冰川沉积相区一般位于陆棚下部、大陆斜坡或深

“青白口系-震旦系”综合地层柱是一个错误的地层

水盆地，以厚度巨大的冰伐海洋和其他海相地层共

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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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克组，
后者覆盖在南华系冰积岩之上，
笔者也认为
这些问题尚待今后深入研究。

都是一致的（
（图 5-6） ，
为什么没能解决两地的地层

（6）淮南系地层序列的优势与不足：如上述，目

对比问题？其中有三个问题被忽视了：1）忽视了生

前在劳伦古陆加拿大西北麦肯齐山脉一带新元古代

物发展阶段性原理和不可逆性原理的生物地层学方

地层序列出露较好，
研究程度也较高，
但它未见底部

法，
并受到了辽东半岛按岩性标志相拼接的影响，
将

地层[13]，
而淮南系底部曹店组不整合在古元古代地层

淮南与淮北不同时代的地层硬拼接到一起；2）忽视

凤阳群之上，其上被凤台组冰碛层覆盖，顶底清楚，

了徐淮上升的地质意义。在金山寨组底部有厚 20

这是拟建淮南系的优势之一。第二，劳伦古陆加拿

cm 的砾岩，在金山寨剖面前人曾对这层砾岩进行过

大西北麦肯齐山脉一带新元古代早期地层中仅含宏

金刚石的普查找矿，徐淮上升假整合面沉积间断时

观藻类化石和微体瓶状化石，
未见宏观动物化石，
而

间之长可见一斑。徐淮上升假整合面之下的徐淮群

淮南系产较多的环节动物与须腕动物化石，较前者

沉积末期全面隆升，
受到长期的风化剥蚀，
沉降中心

有更大的优势。然而，拟建淮南系的研究程度相对

开始向南转移，
沉积了山前河流相曹店组，
并继而沉

较低，加之淮南-淮北按岩性对比的错误拼接的影

积了滨海相-海相八公山组-刘老碑组-寿县组-九里

响，
本来有底有顶的完整地层柱被打乱了，
扰乱了人

桥组-四顶山组。在淮北，直到金山寨组-沟后组才

们的视线。首先没有系统研究炭同位素异常，如苦

接受产淮南生物群化石淮南系上统（=宿县群）的沉

泉 δ13C 负异常、
艾雷 δ13C 负异常。在含宏观藻类或蠕

积。金山寨组-沟后组才是淮北地区与淮南地区进

形类化石上下的碳酸盐岩也未能识别出“臼齿构

行正确衔接对比的标志层。3）忽视了地层层序律决

造”，更没有发现瓶状化石。同时，到目前还没有可

定化石的标准性这一基本原理。普遍认为在前寒武

靠的同位素年龄控制，这些都是拟建淮南系今后需

纪地层中一见到宏观动物化石就是震旦纪/埃迪卡拉

要深入工作的方面。

[26]

纪，局限了我们的思维逻辑。淮南生物群/小木豆生

拉 伸 纪 的 年 代 无 论 是 1 000～780 Ma，还 是

物群明明位于凤台组冰碛层/拉皮坦群冰碛层之下，

850～720 Ma，国际地层委员会明确指出，今后的前

这不是前冰期的生物群吗？许多地质学家不敢前进

寒武纪地层划分以自然地质界线为划分标准，即以

一步！陈孟峩与孙卫国，以及笔者等勇敢地迈出了

全球标准剖面和点位（GSSP）来确定，即由 GSSA 逐

这一步

[9- 10，23，24，26，32]

，但还是不能为主流意见所接受。

渐被自然地质界线 GSSP 所取代[13]。根据这一原则，

非要等到精确的辉绿岩同位素年代学研究的突破

淮南系的建立就具有重大的年代学意义，应该对其

（侵入徐淮群的辉绿岩年龄为 928～930 Ma），
有力地

自然剖面进行岩石地层、层序地层、生物地层、年代

证明了徐淮群为中元古代，淮南群为新元古代前冰

地层、磁性地层、事件地层，以及化学地层的多重地

期的产物，在成冰纪大冰期前存在后生动物实体化

层研究，
提高研究精度，
发挥其优势，
补上其不足，
淮

石才最后得到同位素年代学的支持。

南系才有可能成为拉伸系候选层型剖面。

（5）系是某个纪一级时段中的地层。那么对应
国际上拉伸纪的地层，审者提出“淮南系”是否应叫

6 结论

“拉伸系”
为妥，
依此替代解体了的青白口系，
这一提

在中-朝地台南缘东西长达数百千米的南华系

议值得考虑。如此，
本文的题目也可改为
“论拉伸系

凤台组、罗圈组、正目观组、飞浪洞组冰碛层以及劳

在中国的建立”。目前淮南系的时限主要通过古生

伦古陆西缘加拿大麦肯齐山地区成冰纪拉皮坦群冰

物的对比间接确定的，因此新建淮南系目前还存在

碛层之下，
有一套未变质的地层淮南群与凯瑟琳群-

的最大问题是同位素年龄的不足。文章将
“淮南系”

小木豆群-科茨湖群，
富含宏观藻类 Chuaria-Tawuia-

位于成冰纪凤台砾岩/罗圈组或南华纪冰成岩之下，

Longfengshania 化 石 组 合 与 宏 观 软 躯 体 蠕 形 类

作为确定淮南系时代的基础，这可能还需进一步推

Pararenicola-Paleolina 化石组合，并通过火山灰 U-

敲。为什么它们与寒武系影形不离；为什么它们上

Pb 年龄或 Re-Os 同位素年龄的对比，我国淮南群的

部也含磷，并与寒武系底部磷矿层共同组成含磷岩

时代约为 1 000～780 Ma 或 850～720 Ma，大体相当

系？它们的西延到新疆库鲁克塔克地区就是汉格尔

于国际地层表的拉伸纪（最新年龄为 1 0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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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淮南地区刘老碑组、
九里桥组淮南生物群化石组合特征
Fig.5 The assemblage characteristics of Huainan Fauna fossils of the Liulaobeizu Formation and
Jiuliqiao Formation in Huainan district, Anhui Province
1.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6，寿县八公山，刘老碑组；2. Ellipsopphysa axicula Zheng，×8，产地层位同上；3. Bipatinella
cervicalis Zheng,×9，产地层位同上；4. Glossophyton huailaiensis Duan et Du，×8.5，凤阳县宋集，刘老碑组；5. Pumilibaxa
longa Yan, × 2.5，安徽寿县八公山，刘老碑组；6. Tawuia sinensis Duan，× 2.3，寿县八公山，刘老碑组；7. Tawuia sinensis
Duan，×2，凤阳百瓜山，九里桥组；8. Cylindraceusa longa ×7，宋集刘老碑组；9-11. Tawuia dalensis Hofmann，×2.3，×0.5，×
0.8，产地层位依次为寿县八公山刘老碑组、寿县四顶山九里桥组；12 左图为 Pararenicola huaiyuanensis Wang,×0.9，怀远百瓜
山，九里桥组，右图为 Anhuiella sinensis Yan et Xing，× 4，× 6，怀远百瓜山，九里桥组；13. Protoarenicola baiguashanensis
Wang,×5，怀远百瓜山，九里桥组；14. Paleolina tortuosa Wang,×0.9，怀远百瓜山，九里桥组；15.P aleorhynchus anhuiensis
Wang,×1，
怀远百瓜山，
九里桥组；16. Ruedmannella minuta Wang，
×6.6，
怀远百瓜山，
九里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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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淮北地区金山寨组-沟后组淮南生物群化石组合特征
Fig.6 The assemblage characteristics of Huainan Fauna fossils of the Jinshanzhai Formation and
the Gouhou Formation in Huaibei district, Anhui province
1-2.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4,×7.5,安徽宿县栏杆金山寨组-沟后组；3. Ellipsopphysa axicula Zheng，×7, 产地层位同
上；4. Bipatinella cervicalis Zheng，×8,产地层位同上；5-6. Pumilibaxa longa Yan,×6.4，×6.7, 产地层位同上；7-9. Tawuia
sinensis Duan，× 7, × 4.3，× 5.2，产地层位依次为铜山县魏集金山寨组与栏杆金山寨组与沟后组；10. Chuaria circularis
Walcott，Ellipsopphysa axicula Zheng，Pumilibaxa huaiheiana Zheng，× 2，栏杆沟后组；11- 14. Tawuia dalensis Hofmann, ×
3.3，×2.2，×2，×2.2，产地层位依次为铜山县金山寨组、与栏杆沟后组；15. Chulania anfracta Yan，×6,宿县栏杆金山寨组；
16. Calyptrina striata Sokolov，× 4.6，产 地 层 位 同 上 ；17. Protarenicola Wang（= 原 Huaiyuanella aff. jiuliqiaoensis Yan et
Xing），× 5，宿 县 金 山 寨 组（原 史 家 组 ？
）；18. Paleolina evenkiana Sokolov，× 5 宿 县 栏 杆 金 山 寨 组 ；19- 20. Protarenicola
baiguashanensis Wang，×4，×3，宿县驴山金山寨组；21. Arenicola ,现生沙蠋属的模式图，为原图的×0.7，身体分节，口前叶有
吻部，Protarenicola 属可以此特征与现生沙蠋属对比（图 19-20 原作者认为是植物化石，据现生沙蠋属的模式图，似应为
Protarenicola baiguashanensis Wang，源于文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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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为新元古代早期沉积，故拟建拉伸纪淮南系。
淮南系以产淮南生物群为最大特点，不但含有世界
范围内 800 Ma 左右的宏观藻类化石，尤其是富含宏
观软躯体蠕形类化石，这是在成冰纪大冰期之前首
次确认的实体动物化石，并将后生动物的出现时间
由 635～542 Ma 提前至 1 000～720 Ma。
“ 淮南动物
群”的提出与建立，是继“埃迪卡拉动物群”之后又
一个更古老的前寒武纪动物群，突破了埃迪卡拉动
物群之前没有动物实体化石的禁区。同时，为能在
我国初步确立拉伸系候选层型剖面打下良好基础。
致谢：天津地质调查中心秦正永研究员和朱士兴研

究员审阅文稿，
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并得到陈永胜博
士的大力帮助，
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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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the Huainan System（Tonian Period）in
Northen China Platform
NIU Shao-wu, XIN Hou-tian, LIU Huan, WANG Guo-ming
(Tianjin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e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Abtract: The strata of the Huainan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rocks with comglomerates, quartzite

sandstones,mudstones, shales, limestones, and dolomites etc. From clastic rocks to carbonate rocks, Huainan
System forms two deposit cycle. So, Huainan System is divided into the Lower Series and the Upper Series.
There are abuandant animal and plant fossils in the Huainan Sysetm, including macroscopic algae with ChuariaTawuia- Longfengshania Assemblage, and worm with Pararenicola- Paleolina Assemblage. Among them, two
new genera and five species of macroscopic algae are discribeted by author. The time limit of the Huainan
System is 1 000～780 Ma or 850～720 Ma. Accoding to the isotopic age informations, the lower boundary age
of the Huainan System is determined for 1 000 Ma or 850 Ma and the age of upper boundary corresponding to the
lower Nanhua System boundary is 780 Ma or 720 Ma.The age of Huainan System corresponds to Tonian Period
（GSSA）in international stratigraphic chart.
Key words: Tonian Period; Huainan System; Huainan biota; North China Pla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