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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豫西济源地区发现的陆相微生物成因构造（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ＩＳＳｓ），主要发育在孙家沟组

和刘家沟组，可分为 ２ 大类即微生物席生长构造和微生物席破坏构造，８ 小类即生长脊构造、瘤状突起、曲形脱水裂痕、纺锤状脱

水裂痕、似正弦状构造、树枝状脱水裂痕、多边形脱水裂痕和直脊状脱水裂痕。 镜下分析显示具有大“Ｕ”形脊、定向排列的石英

颗粒、近平行的暗色黏土矿物条带及悬浮排列的云母颗粒等微生物成因特征。 通过与鲁山、黎城中元古界以及宜阳、柳林早三叠

系微生物成因构造对比研究，认为研究区的微生物成因构造具有较为特殊的埋藏学特征，受二叠纪末灾变事件、适宜的沉积条件

和气候因素控制，代表着研究区以微生物群落为主、后生动物稀少、植被贫乏、气候炎热和水土流失严重等特征的一种陆相灾后

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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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相继在中—新元古代海

相碎屑岩中报道了有关微生物席形成的沉积构造，证
明了微生物主导着前寒武纪的化石记录，而中奥陶世

后生生物大辐射后，后生生物逐渐增加，生物扰动率

加大，蓝细菌等微生物在海洋沉积环境中受到抑

制［１］。 然而，近年来研究发现，在一些特殊的时间段

和一些极端的沉积环境中，微生物能出现在陆棚海相

沉积环境中，甚至出现在湖泊、河流等陆相沉积环境

中，这些已经被报道，主要出现在晚泥盆世［２］、二叠

纪末［３⁃８］等大灭绝事件时期，而更近的陆相微生物成

因构造是发育在白垩纪末的河流环境中［９⁃１０］。
现代微生物成因沉积构造多局限在陆和海的过

渡区，如浅的潟湖和邻近区域的过渡带、潮间带、潮间

和潮上带的过渡带、潮上带和萨布哈等［１１］。 这些地

方往往有一定的暴露，潜穴和动物痕迹往往是最少

的，水流的快速波动影响了水深、盐度、水流和温度

等，形成了对底栖生物不利的沉积环境，使微生物得

以繁荣。 现代微生物席是由蓝细菌和其他菌类及其

胞外聚合物（ＥＰＳ）形成微生物膜，在生命活动中通过

这些膜捕捉、捆绑、黏结和障积等形成的层状体［１２］。
微生物席是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生态系统，具双层结

构，上层是由丝状菌捕获、障积沉积物形成的强韧性

织网层；下层是有球状菌及其胞外聚合物黏结形成的

不透气的致密层［１３］。 由于微生物膜几乎能在地球任

何表面繁殖并促成最宜温度、盐度以及营养水平的有

利环境［１４］，所以微生物席生长速度较快，在适宜的环

境条件下能在 ２ 周内形成厚 ２ ｃｍ 的席层［１２］；数周内

在突尼斯北部的现代潮坪便沿海岸形成了长达数十

千米的微生物席覆盖区［１５⁃１６］。 因此，微生物席不仅

通过捕捉、捆绑、黏结和障积等对沉积物表面有稳固

和平滑作用，而且通过其生命活动以及生物化学作用

对沉积环境有重要的影响［１２，１４］。
微生物成因构造（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

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ＩＳＳｓ）是微生物群落活动与沉积环境

相互作用及微生物新陈代谢、生长、破坏和腐烂等在

沉积表面形成的各种沉积构造［１２⁃１３，１５，１７］。 微生物的

保存是有多种因素影响，不但是环境因素，还有埋藏

条件、微生物钙化等。 在碳酸盐岩沉积环境中，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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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以及鲕粒可能是通过微生物早期的黏结作用形成

的，叠层石等容易识别、有较长的研究历史［１８⁃１９］。 而

碎屑岩中的微生物成因构造因保存条件复杂，被较少

的保存，且识别较为困难，中元古代的微生物成因构

造往往被认为是遗迹化石或泥裂［２０］，使硅质碎屑微

生物席的研究较落后。 而且过去的 ２０ 年，对前寒武

纪海相环境中的微生物成因构造研究的成果相对较

多、较成体系，显生宙的微生物席研究则涉及的相对

较少、体系相对分散，而显生宙极端环境中的陆相微

生物席研究更是较少涉及。 本研究是描述、研究豫西

济源大峪镇方山剖面首次发现的二叠纪—三叠纪之

交的陆相微生物成因构造，通过沉积环境以及微生物

成因构造宏、微观特征分析，探讨其微生物成因，与其

他地区中元古代以及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微生物

成因构造进行对比，论述微生物成因构造与二叠纪末

灾变事件之间的关系及其出现的古环境意义。

１　 地质背景和地层

济源盆地（图 １ａ）南邻秦岭造山带，西北紧靠太

行山脉，东部到开封凹陷西界［２１］，它是在晚古生代华

北克拉通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中生代盆

地［２２］；为中生代、新生代受印支、燕山和喜山等运动

改造的盆地［２３］，古近纪为张性断陷盆地，基底为太古

界至下元古界的结晶岩以及中上元古界、古生界沉积

岩系［２４］。 济源大峪镇方山剖面（图 １ｂ）位于济源盆

地内，发育连续的二叠纪—三叠纪陆相地层沉积，地
层接触清晰，主要为平顶山砂岩段、孙家沟组和刘家

沟组等，为河流—三角洲沉积环境［２４］。 华北板块在

晚古生代末发生了较大变化，秦岭微板块加剧了与华

北板块的碰撞挤压，使北淮阳及其北部隆升，与北秦

岭一起形成相对稳定的华北板块南缘的物源区，华北

盆地进入克拉通内陆坳陷盆地演化阶段［２２］，豫西地

区发育了干旱气候条件下的孙家沟组和刘家沟组河

流—湖泊相碎屑岩沉积［２５］。 河南省的孙家沟组和刘

家沟组主要分布在济源、义马、宜阳、登封、荥阳及巩

义、禹州、平顶山等地［２６］。

２　 沉积环境与微生物成因构造

本文所研究的大峪镇方山二叠纪—三叠纪之交

的陆相剖面，位于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水库北侧（图
１ａ、ｂ），露头较好，实测剖面主要包括上石盒子组平

顶山砂岩段（未见底）、孙家沟组和刘家沟组（未见

顶），三者均呈整合接触关系（图 １ｃ）。 平顶山砂岩段

（未见底）厚约 ３６．６ ｍ，主要为黄绿色中厚层中细粒

长石石英砂岩，夹少量泥页岩层，楔状、板状交错层理

等沉积构造发育；孙家沟组厚约 １２０ ｍ，从下到上可

以分为 ２ 部分，下部主要为紫红色泥岩，夹中—薄层

细粒石英砂岩或粉砂岩，发育较多微生物成因构造以

及钙质结核，上部主要是紫红色中厚层细粒长石石英

砂岩，中部夹有多层似核形石层或砾岩层以及泥岩

层，发育楔状交错层理、板状交错层理等沉积构造；刘
家沟组厚约 １００ ｍ（未见顶），也可分成 ２ 部分，下部

与孙家沟组上部相似，主要为紫红色中薄中细粒长石

石英砂岩夹砾岩层或泥岩层，但向上砾岩和泥岩逐渐

变少，发育有微生物成因构造，上部主要为紫红色中、
厚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层理较为发育，见有波痕。

以往的济源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陆相地层剖

面研究主要为济源动物群的研究。 杨钟健［２７］ 在济源

槐疙瘩岭上石盒子组上部发现了迷齿类等 ８ 种四足

动物，命名为济源动物群，认为时代属于晚二叠世，并
可与南非内齿兽带和前苏联的Ⅲ带对比。 李锦玲［２８］

通过与其他相同时代的动物群与济源动物群对比研

究认为，除了恐头兽类无法证实其存在外，毕氏螈类

其他 ６ 属 ６ 种均是动物群的成员。 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９］ 对济

源动物群及新材料进一步研究，认为化石层位仍属上

石盒子组，其济源动物群可以与俄罗斯 Ｓｏｋｏｌｋｉ 组合

带的 Ｉｌｉｎｓｋｏｅ 亚带和南非的小头兽组合带进行对比，
时代约 ２．５６ 亿年。 而徐莉等［２４］ 则认为化石层位为

孙家沟组底部。 虽然学者对标志化石层位归属组有

异议，但是该化石层位对二叠纪末灾变事件以及地层

划分有重要的意义。
２．１　 沉积环境分析

根据剖面岩石岩性特征、沉积构造等（图 ２ａ），将
研究区岩相划分为泥页岩相，水平层理粉砂岩相，楔
状交错层理细砂岩相，楔状、板状交错层理中粗砂岩

相和砾岩相。
泥页岩相，主要有紫红色泥页岩组成，厚约 ０．５ ～

５ ｍ，水平层理发育，偶夹有钙质结核，厚度多超过 １
ｍ（图 ２ｂ），指示着三角洲平原的分流间沼泽、天然堤

或三角洲前缘的分流间湾沉积。
水平层理粉砂岩相（图 ２ｃ），多是由砂泥互层构

成，一般是泥厚砂薄，发育有钙质结核、小型波状层

理、水平层理、小波痕以及微生物成因构造等，微生物

成因构造类型主要为曲形裂痕、直脊状裂痕以及多边

形裂痕等，水动力较弱，多指示着三角洲平原的分流

间沼泽、湖滨或三角洲前缘的分流间湾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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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豫西济源地区地质简图及地层序列

ａ．河南地层分区图；ｂ．方山剖面位置图；ｃ．地层柱状图（颜色为岩石颜色）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Ｐｅｒｍｉａｎ⁃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 Ｊｉｙｕａ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ｎａｎ
ａ． Ｈｅｎａｎ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 ｂ．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楔状交错层理细砂岩相（图 ２ｄ），主要有紫红色

或灰黄色细粒长石石英砂岩组成，厚度一般 ０．５ ～ ２
ｍ，发育波痕构造、小型到中型楔状交错层理，层理较

乱，在夹有薄层泥的砂岩表面发育微生物成因构造，
且往往与波痕共生，微生物成因构造的类型主要为纺

锤状脱水裂痕、皱饰构造和似正弦状构造等，水动力

相对较强，指示河口沙坝、远端沙坝或湖滩等。
楔状、板状交错层理中粗砂岩相（图 ２ｅ），多由紫

红色中粗粒长石石英砂岩组成，厚 ０．２ ～ １ ｍ，大型楔

状交错层理或板状交错层理发育，偶见大波痕，水动

力较强，代表分流河道或河口沙坝沉积。

砾岩相（图 ２ｆ），主要有粉红色、紫红色砾岩或核

形石组成，厚约 ０．４ ～ ２ ｍ，在孙家沟组和刘家沟组发

育很多层，有的层理发育成楔状交错层理状，有的成

叠瓦状构造，核形石砾岩圈层发育、多呈同心状，水动

力较强，指示分流河道、河床滞留沉积或水下河道。
根据岩相以及剖面整体沉积特征（图 １ｃ），主要

划分出 ３ 个亚相，湖滨亚相、洪泛平原亚相和三角洲

前缘亚相，１０ 个微相即湖滩、河床滞留沉积、沼泽、天
然堤、分流河道、水下河道、河口坝、远端沙坝、潮下带

和潮间带。
　 　 （１） 湖滨亚相。该相主要发育在上石盒子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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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豫西济源地层及沉积构造

ａ．方山剖面；ｂ．厚层泥岩；ｃ．水平层理；ｄ．楔状交错层理；ｅ．板状交错层理；ｆ．大型楔状交错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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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山砂岩段和刘家沟组下部，主要有泥页岩相、水平

层理粉砂岩相以及楔状交错层理细砂岩相组成。 平

顶山砂岩段包括 ３ 厚层灰黄色细砂岩、１ 层厚粉砂岩

和 ３ 层砂泥互层（砂厚泥薄，且向上逐渐变厚），无微

生物成因构造发育；而刘家沟组下部主要发育楔状交

错层理细砂岩相和楔状、板状交错层理中粗砂岩相，
发育较为丰富的微生物成因构造、波痕和楔状交错层

理等。 主要有湖滩微相、潮下带微相和潮间带微相。
　 　 （２） 三角洲平原亚相。 该相主要发育在孙家沟

组下段，主要有泥页岩相、水平层理粉砂岩相和砾岩

相组成，包括多层厚紫红色泥岩，夹有砾岩层，发育微

生物成因构造，主要发育在 １３ 层、１４ 层的砂泥互层

的砂岩表面上，类型多样。 主要有滞留沉积、分流沼

泽微相、分流河道微相和天然堤微相。
（３） 三角洲前缘亚相。 该相主要发育在孙家沟

组上段和刘家沟组，主要有水平层理粉砂岩相、楔状

交错层理细砂岩相、砾岩相以及楔状、板状交错层理

中粗砂岩相组成，发育微生物成因构造、波痕等构造，

微生物成因构造类型多样。 主要有分流河道微相、水
下河道微相、河口坝微相以及远端沙坝微相，包括了

多个整体水进的沉积旋回。
　 　 从剖面总体分析（图 １ｃ），济源方山沉积环境大

概可分为：下部三角洲湖滩沉积；中下部三角洲平原

沉积，包括分流沼泽、天然堤和水上分流河道等；中上

部为湖滨沉积以及水下河道、河口沙坝和远端沙坝沉

积旋回交互沉积，向上基本稳定在三角洲前缘沉积，
整体上为陆源充足的缓慢的水进辫状河三角洲沉积。
２．２　 陆相微生物成因构造

２．２．１　 济源地区微生物成因构造总体特征及分类

济源地区的微生物成因构造主要发现在孙家沟

组下部和刘家沟组下部（图 １ｃ），孙家沟组的微生物

成因构造主要发育在灰白色或紫红色砂泥互层的薄

板状细砂岩、粉砂岩的表面，甚至发育在泥质粉砂层

表面，微生物成因构造颗粒含泥质物较多，与其他沉

积构造伴生的少，仅有钙质结核发育；刘家沟组的微

生物成因构造主要发育在紫红色砂岩层面上，砂岩颗

４２１１ 　 沉　 积　 学　 报　 　 　 　 　 　 　 　 　 　 　 　 　 　 　 　 　 　 　 第 ３５ 卷　



粒成熟度高、磨圆度中等，多与波痕共生。 在微生物

成因构造分类上，我们采用 Ｓｃｈｉｅｂｅｒ 的分类方法［３０］，
将微生物成因构造分成微生物席生长构造、微生物席

破坏构造、微生物席新陈代谢构造和微生物席腐烂构

造。 根据其分类方法及野外描述，济源地区的微生物

成因构造主要有 ２ 类，一类是微生物席生长构造，主
要发育在刘家沟组下部，孙家沟组较少，该构造发育

不多，规模较小。 另一类是微生物席破坏构造，这类

构造是研究区发育较多且较为普遍的构造，规模大小

不一，有单层的，有多层的，主要发育在孙家沟组和刘

家沟组下部地层中。 孙家沟组的微生物成因构造主

要在厚层泥岩夹的薄层砂岩、粉砂岩表面或层中；刘
家沟组的微生物成因构造，主要在中厚层砂岩和薄层

泥间的砂岩表面上，多与波痕共生。
２．２．２　 微生物席生长构造

微生物席生长构造是席生长或发育过程中微生

物群落活动以及生长方式、速率发生改变等在沉积物

表层形成的沉积构造，多数是席的生长使沉积物和水

体附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留下的特殊的沉积构

造［１１⁃１２，３０］。 研究区的生长构造发育较少，主要有生长

脊构造（图 ３ａ，ｃ），发育在孙家沟组下部或刘家沟上

部。 孙家沟组生长构造，脊长 ２ ～ ５ ｃｍ，脊高 １ ～ ２
ｍｍ，表面岩石颗粒相对较粗，含泥质物相对较多，发
育在洪泛平原沼泽或天然堤环境中；镜下观察生长脊

构造发现，微生物席层与石英颗粒分界明显（图 ３ｂ
红线处），两处显示微生物席向上生长的构造，一处

较明显的向上生长（绿色箭头所示），另一处则刚显

示雏形（黄色箭头所示）。 而刘家沟组生长构造与波

痕共生，既有生长脊构造也有瘤状突起（图 ３ｃ）。 瘤

状突起（图 ３ｃ 红色箭头所示）高出层面 １ ～ ４ ｍｍ，直
径 ２～４ ｍｍ；生长脊构造（图 ３ｃ 绿色箭头所示）高出

层面 ２～６ ｍｍ，脊宽 ２～９ ｍｍ，有些生长脊已经被后期

风化剥蚀而裸露，发育在湖滨环境。 整个平面上覆盖

了一层微生物席，非常光滑，但二者的成因截然不同，
下层的微生物席因光合作用产生气体向上未能突破

席而突出表面形成瘤状突起，而生长脊则是由于微生

物席的局部过量生长导致侧向扩张形成的［１１⁃１２］。
２．２．３　 微生物席破坏构造

微生物席破坏构造是在微生物席形成之后，席与

沉积表层暴露受物理或化学作用而发生开裂、脱水、
卷曲、变形或者被搬运后再沉积而形成的相关沉积构

造［１２，２０］。 破坏构造因多发育在砂岩中，所以又常被

一些学者称作“砂裂” ［２０］。 济源地区陆相地层中的破

坏构造主要有曲形脱水裂痕、纺锤形脱水裂痕、多边

形脱水裂痕、树枝状脱水裂痕、直脊状脱水裂痕、皱饰

构造和似正弦状构造。
（１） 曲形脱水裂痕。 研究区曲形脱水裂痕有两

种，一种为单曲形脱水裂痕（图 ３ｄ），发育在孙家沟组

下部的洪泛平原环境中，呈长曲形，脊较长，有的长达

２０ ｃｍ，脊宽不一，宽 ２～５ ｍｍ，脊颗粒以粉砂为主，围
岩泥岩较多。 另一类为小曲形脱水裂痕（图 ３ｅ），主
要发育在孙家沟组下部的湖滨环境中，多呈弯月形，
脊长 ２～ ５ ｃｍ，脊宽 ０．３ ～ ０．５ ｍｍ，与单曲形构造不同

的是表明覆盖有一层氧化膜。
　 　 （２） 纺锤形脱水裂痕。 纺锤形脱水裂痕发育在

刘家沟组下部的湖滨环境中，多与波痕伴生，主要为

鸟足状裂痕（图 ３ｆ）。 鸟足状裂痕与波痕共生，多发

育在波痕表面，与多发育在波谷的似正弦状微生物成

因构造有较大区别，该种构造在波谷和波峰处不间

断，有的在脊两端变尖，脊宽 ２～６ ｍｍ，由于在脊部不

间断，一些呈鸟足状。
（３） 树枝状脱水裂痕。 树枝状脱水裂痕在孙家

沟组下部和刘家沟组下部均有发育，孙家沟组树枝状

脱水裂痕（图 ３ｇ），脊呈灰白色，比围岩颜色较浅，颗
粒较围岩纯净，脊边缘有捕捉的泥岩颗粒，围岩含泥

岩相对多些；镜下薄片观察，脊处有细小颗粒条带层，
其两侧颗粒具有定向性（图 ３ｈ），一般认为这种结构

是微生物席捕捉颗粒、抵抗水流改造的证据［１１⁃１２］。
刘家沟组树枝状脱水裂痕（图 ３ｉ），脊与围岩颜色一

致，脊突起表面 １ ～ ３ ｍｍ，围岩表面具氧化膜。 这两

种树枝状脱水裂痕形状大体相同，但是脊与围岩颗粒

不同以及围岩砂岩颗粒的纯洁度不同，与二者所处的

沉积环境不同所致，孙家沟组下部主要是洪泛平原沉

积，致使围岩和脊有较多泥质沉积物，而微生物席捕

获的泥岩颗粒也相对较多，这个特征也是研究区微生

物成因构造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典型特点；而刘家沟组

下部发育的树枝状脱水裂痕，由于在湖滨环境，其砂

岩颗粒相对纯净、均一。
　 　 （４） 在研究区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微生物成因构

造，即皱饰构造和似正弦状构造（图 ３ｊ）。 该构造是

皱饰构造和似正弦状构造共生，主要发育在刘家沟组

下部湖滨环境中。 皱饰构造主要形成在波痕的表面，
显现出疙瘩皱饰状，波痕为干涉波痕，为两期波痕形

成，是微生物席覆盖在波痕表面阻碍、捆绑流水波痕

所形成，其上明亮的氧化膜为微生物席残留物。 而似

正弦状脱水裂痕（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ｏｐｈｙｃｕｓ构造） （图３ｊ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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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豫西济源地区陆相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微生物成因构造及镜下特征

ａ，ｂ．生长脊构造及镜下微观构造（孙家沟组）；ｃ．生长脊构造（黄色箭头所指）和瘤状突起（红色箭头所指）（刘家沟组）；ｄ．单曲形脱水裂痕

（孙家沟组）；ｅ．小曲形脱水裂痕（刘家沟组）；ｆ．鸟足状脱水裂痕（刘家沟组）；ｇ，ｈ．树枝状脱水裂痕及微观特征（孙家沟组）；ｉ．树枝状脱水裂

痕（刘家沟组）；ｊ．似正弦状脱水裂痕（红色箭头所示，刘家沟组）。 图中硬币直径为 ２ ｃｍ。

Ｆｉｇ．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Ｐｅｒｍｉａｎ⁃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 Ｊｉｙｕａｎ

箭头所指），是微生物席脱水裂痕的一种特殊构造，
由生长在波谷的相对较厚的微生物席脱水、干裂产

生，在波谷内多呈似正弦曲线状蜿蜒分布［１１⁃１２］。 济

源地区发育的这种构造，在波谷内多呈纺锤状或似正

弦形，个别呈近直线形，在波谷内延伸较长（图 ３ｊ 红
色箭头所示处），长可达 １２ ｃｍ，一些小裂痕穿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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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且波峰上的裂痕规模较波谷内小。 由于微生物席

在波谷内厚、波峰处薄，一般该构造在波谷内限制性

发育，微生物席会在波谷和波峰处选择性的生长。
（５） 多边形脱水裂痕。 多边形脱水裂痕是研究

区发育最多的微生物席破坏构造，有多层的多边形脱

水裂痕，其上下层均为多边形脱水裂痕，上下层脊大

小不一，脊以细砂和粉砂为主，围岩为砂和泥质混合

物。 孙家沟组大型多边形脱水裂痕（图 ４ａ），脊宽 ２～
３ ｃｍ，长 １０～２０ ｃｍ，围岩为相对纯净的粉砂、细砂岩，
而脊显示出微生物捕获的泥岩、砂岩颗粒。 微观显示

脊下有一层较为明显的、颗粒较其他大的、呈近平行

排列的石英颗粒（图 ４ｂ 红色箭头），且石英颗粒磨圆

度不好、棱角比较分明、纯净度较高。 该特征被认为

是微生物席或丝状体物质有选择性的捕获、捆绑矿物

颗粒的结果，而石英颗粒的定向排列也被认为是微生

物席抵制水流或其他流体等改造而形成的，这往往是

识别碎屑岩中微生物席存在的重要标志，也是微生物

席（膜）存在的重要证据之一［１２，３１⁃３２］。 在石英颗粒下

部的较小的石英颗粒较规则，有一层放大后发现其间

有规则排列的石英颗粒，颗粒间有也近定向排列的黏

土岩颗粒，多为明亮的云母颗粒，且越接近脊这种现

象较多，而向下并未发现这种现象（图 ４ｃ 绿色箭头所

示）；表明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微生物在石英颗粒

周围生长蔓延并捕获其他矿物颗粒来充填缝隙，然后

在缝隙处堆积；云母颗粒可能是被微生物团块捕捉而

呈定向性［８］。
（６） 直脊状脱水裂痕（图 ４ｄ）。 该脱水裂痕主要

发育在孙家沟组下部，一般呈单直脊状，脊较长，约
１０～３０ ｃｍ，脊宽较均一，突出岩层面约 １～３ ｍｍ，脊周

边的围岩及氧化膜因风化而剥蚀，脊中颗粒较杂乱，
颗粒较围岩砂岩颗粒粗，与微生物席捕获沉积物

有关。
镜下微观分析发现，脊呈大“Ｕ”形，且含暗色黏

土矿物，比围岩颗粒明显发暗，边界明显（图 ４ｅ）。 研

究表明，泥裂是泥质沉积物的脱水作用（单纯的物理

作用）所致，其纵向切割较深，能形成较为典型的“Ｖ”
型。 而砂岩颗粒没有黏性，一般是不会收缩的，所以

较难形成 Ｖ 型的泥裂［３３］。 这说明济源陆相微生物成

因构造与泥裂有着本质的区别，应该是微生物席暴

露、干燥、脱水而形成的，这些特征也是微生物成因构

造区别泥裂的一个标志［１４］。 在脊的下边有层呈近平

行的暗色条带（图 ４ｆ），条带上部的颗粒不规则，有大

有小，但整体上也呈近平行排列，条带上浮有云母颗

粒。 通过能谱对暗色条带中暗色物质进行测定发现

（图 ４ｇ），暗色物质成分主要为 Ｏ，Ｓｉ，Ａｌ 等，是黏土岩

的主 要 成 分， 说 明 暗 色 条 带 为 黏 土 矿 物 条 带。
Ｓｃｈｉｅｂｅｒ［３０］指出黏土矿物层也能和微生物席一样暴

露、收缩而形成微生物成因构造。 图 ４ｆ 中的黏土矿

物层以及层下面的颗粒间黏土矿物，表明了微生物席

较快的向上生长、繁殖，在成岩过程中可能因干燥脱

水后被黏土矿物所替代。 黏土矿物条带近平行以及

上部的大小不规则、磨圆度差的石英颗粒的特征，被
认为是与微生物席阻碍、捕获和捆绑有关［１６，３４］。

３　 讨论

３．１　 济源地区微生物成因构造与二叠纪末大灭绝事

件的关系

众所周知，微生物成因构造多出现在中新元古

代、显生宙极端环境以及现代海相环境中，发育在陆

相环境的较少。 那么研究区的陆相微生物成因构造

的出现是否与二叠纪末灾变事件有关，它对研究区微

生物成因构造的出现有何影响？ 一些学者指出显生

宙以来，微生物成因构造仅仅出现在一些极端环境中

或后生生物扰动少的地方［３５⁃３６］。 然而， Ｄａｖｉｅｓ ｅｔ
ａｌ．［３７］ 对近年来报道的微生物成因构造总结分析指

出，它不但普遍出现在前寒武纪和显生宙的各类特殊

时期，而且出现在显生宙以来的各个纪，以寒武纪、三
叠纪的海相中发育最多。 在现代沉积环境中也发育

微生物成因构造，比如墨西哥湾［３８］、红海沿岸［３９］、突
尼斯萨布哈［４０］、莫哈韦沙漠［４１］ 以及埃及 Ａｇｈｏｒｍｉ
湖［４２］等。 这说明有可能微生物群落存在地史的各个

时期，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时期可能比较

繁盛，处于优势地位而保存下来，一些时期可能处于

劣势地位而并未保存。 Ｄａｖｉｅｓ ｅｔ ａｌ．［３７］指出适宜的沉

积体系和沉积环境或者环境的改变，也能为微生物提

供适宜繁殖和保存条件，就如现代海洋微生物成因构

造保存一样。 一些学者指出自寒武纪以来后生生物

与微生物一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微生物的大量

出现和繁殖与后生生物减少有很大关系［４３］，后生生

物既能通过钻孔物破坏微生物席也能吞食微生物席，
严重限制了微生物席的发育［４４］，生物扰动强度以及

后生生物的破坏程度是微生物成因构造形成和保存

的重要的因素［３１，３６，４５］。 所以说，生物扰动和适宜的沉

积环境是微生物成因构造发育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
们认为大灭绝事件使后生生物骤减，形成了适宜的沉

积环境以及低强度的生物扰动，为济源地区微生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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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豫西济源地区陆相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微生物成因构造及镜下微观特征

ａ．大型多边形脱水裂痕；ｂ．定向排列的石英颗粒（小红色箭头所指）；ｃ．颗粒间近平行的、不连续云母颗粒（黄色箭头所指）；ｄ．直脊状脱水裂

痕；ｅ．大“Ｕ”型脊；ｆ． 近平行的暗色条带（红色箭头所指）；ｇ．暗色黏土矿物（ＳＥＭ）。 图中硬币直径为 ２ ｃｍ

Ｆｉｇ．４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Ｐｅｒｍｉａｎ⁃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 Ｊｉｙｕａ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ａｃｋｓ； ｂ．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 ｇｒａｉｎｓ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ｄ ａｒｒｏｗｓ）； ｃ．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ｍｉｃａ ｇｒａｉｎｓ（ ｓｍａｌｌ
ｙｅｌｌｏｗ ａｒｒｏｗｓ）； ｄ．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ｒｉｄｇｅ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ａｃｋｓ； ｅ． ｌａｒｇｅ “Ｕ” ｒｉｄｇｅｓ； ｆ．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ｌａ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ｓｔｒｉｐｅ（ｒｅｄ ａｒｒｏｗｓ）； ｇ． ｄａｒｋ ｃｌａ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ＳＥＭ）．
Ｃｏ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ｓ ２ ｃｍ

因构造的形成和保存提供了良好的发育条件。 从微

生物成因构造在地史时期的广泛分布以及在现代环

境中的发育，说明大灭绝事件是为微生物成因构造的

发育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并非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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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济源地区微生物成因构造的埋藏学特征及古环

境意义

当前报道的微生物成因构造多发育在海相环境

中，陆相环境的微生物成因构造发育的较少且大多发

育在与海相环境相似的湖相环境中，像济源地区发育

在河湖环境中的较少。 我们通过与豫西鲁山中元古

代云梦山组、山西黎城中元古代常州沟组、宜阳和柳

林早三叠纪刘家沟组的微生物成因构造（表 １）对比

研究，发现研究区的微生物成因构造宏微观特征与中

元古代微生物成因构造有着很大不同；与宜阳、柳林

地区刘家沟组微生物成因构造既有较多的相似性，也
有不同之处。 研究区刘家沟组与宜阳和柳林地区的

微生物成因构造有较多相似性，而研究区孙家沟组的

微生物成因构造则有明显的不同，一是宜阳和柳林地

区微生物成因构造均发育在刘家沟组的紫红色长石

石英砂岩层面上，而研究区微生物成因构造既发育在

刘家沟组紫红色长石石英砂岩层面上，也发育在孙家

沟组的紫红色或灰白色粉砂岩表面，且颗粒不纯净，
泥质较多；二是研究区孙家沟组微生物成因构造则发

育在河流三角洲在洪泛平原环境中，微生物成因构造

表面泥质物较多，且少有氧化膜。 这些特征均表现出

了研究区孙家沟组和刘家沟组，特别是孙家沟组微生

物成因构造特殊沉积环境和埋藏学特征。
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微生物成因构造多发育在中

等水动力条件环境条件下，且多出现在相对纯净的被

认为是透明沉积物的细砂岩和粉砂岩的层面上［３４］。
那么为什么微生物成因构造能在研究区孙家沟组陆

相洪泛平原的砂泥互层中出现？ 我们认为有 ３ 个主

要因素。 首先大灭绝事件，全球性的二叠纪末生物大

灭绝事件，造成了陆地生态系统的崩溃，使约 ７０％的

陆地物种灭绝［４６］。 由于后生生物骤减，生物的掘穴

能力和强度减弱，为微生物群落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使其大量繁殖，迅速形成较厚的微生物席覆盖在沉积

物表面上，为微生物成因构造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 其次是气候原因，研究区发育大量的紫红色的泥

岩指示了强氧化环境［２４］，钙质结核和似核形石砾岩

的多层发育，代表了炎热的气候下水土流失的严

重［４７］，恶劣的环境抑制了后生生物的复苏，也为微生

物成因构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再者是适宜的沉积

条件。 研究表明微生物成因构造多发育在海泛面

上［３６］，水侵期间一般为饥饿沉积，这就为海（湖）滨等

地方的微生物群落繁盛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微生物席

快速向上生长增厚而超过沉积作用成为主体［４８］。 晚

古生代末秦岭微板块加剧了与华北板块的碰撞挤压，
使北淮阳及其北部隆升，使华北陆地原先向南流的水

改为向北流［４９］，并逐步向北水进，到济源地区形成了

有益于微生物成因构造形成的间歇暴露的三角洲洪

泛平原沉积环境。 ３ 个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微生物成

因构造能够在研究区陆相洪泛平原上发育，并具有了

特殊的埋藏学特征。
　 　 微生物成因构造出现在中元古代以来的各个地

史时期以及现代环境中，显生宙以来除寒武纪其他多

出现在几个灾变事件时期，而微生物成因构造在显生

宙灾变事件时期的出现，一般都代表着一种比较特殊

表 １　 豫西云梦山组、山西黎城常州沟组、宜阳和柳林刘家沟组以及研究区微生物成因构造宏微观特征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ｍａｃｒｏ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ｓ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Ｙｕｎｍｅｎｇｓｈ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ｕｓｈａｎ， ｔｈｅ Ｍｅｓ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Ｃｈａｎｇｃｈｏｕｇｏ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ｃｈｅｎｇ， Ｌｏｗ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Ｌｉｕｊｉａｇｏ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ｉ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ｕｌｉｎ， Ｕｐｐｅｒ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Ｓｕｎｊｉａｇｏ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Ｌｉｕｊｉａｇｏ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ｙｕａｎ
特征对比 鲁山地区云梦山组［１１］山西黎城地区常州沟组［２０］宜阳地区刘家沟组［６，８］ 柳林地区刘家沟组［４５］ 济源地区孙家沟组和刘家沟组

时代 中元古代 中元古代 早三叠纪 早三叠纪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

构造位置 华北地台南缘 晋豫三叉裂谷 华北地台南缘 华北地台西缘 华北地台南缘

ＭＩＳＳ 类型 ４ 大类，２１ 小类 ３ 大类，９ 小类 ２ 大类，１０ 小类 ５ 小类 ２ 大类，８ 小类

ＭＩＳＳ 发育环境 滨岸海相碎屑沉积环境滨岸海相碎屑沉积环境 湖滨 湖滨 三角洲洪泛平原，湖滨

岩石特征

纯净的紫红色中细

粒石英砂岩，成熟度

高，磨圆好

纯净的淡紫红色中

细粒石英砂岩，成熟

度高，磨圆较好

相对纯净的褐红色

长石石英中细粒砂

岩，成熟度中等，磨
圆较好

相对纯净的褐红色

长石石英砂岩，成熟

度中等，磨圆较好

相对纯净的褐红色长石石

英砂岩和紫红色以及灰白

色粉砂岩（含泥质物相对较

多），成熟度中等，磨圆中

等，有的稍差。
砾岩（核形石） 未见 未见 相对发育 相对发育 较发育

层内云母 较少 未见 相对较多，近平行 相对较多，近平行 较多，近平行

是否黏土矿物层 较少 未见 有 有 有，分层相对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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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环境。 研究区发育的陆相微生物成因构造表

明，大灭绝事件后的微生物群落在陆地的繁盛，紫红

色泥岩、多层砾岩和钙质结核的发育代表着气候炎

热、水土流失严重等等，均表明研究区是一个典型的

二叠纪大灭绝后的陆相生态系统。 我们根据研究区

微生物成因构造的宏微观特征、埋藏学特征和沉积环

境的分析以及与宜阳剖面的对比研究，认为该陆相生

态系具有以微生物群落为主、后生动物稀少、植被贫

乏、气候炎热和水土流失严重等特征，它代表了研究

区的灾后陆相生态系，甚至是豫西地区一个典型的二

叠纪末灾变事件后的陆相生态系代表。 通过对该生

态系的对比研究，为揭示豫西地区二叠纪—三叠纪之

交的生物大灭绝事件对陆地生态环境影响以及生物

复苏有重要的生态指示意义。

４　 结论

（１） 通过岩相、沉积相分析，认为研究区二叠

纪—三叠纪之交的沉积环境整体上为陆源充足的水

进辫状河三角洲沉积。
（２） 将研究区的微生物成因构造划分为 ２ 种类

型，微生物席生长构造和微生物席破坏构造，８ 类构

造形态即生长脊构造、瘤状突起、曲形脱水裂痕、纺锤

状脱水裂痕、似正弦状构造、树枝状脱水裂痕、多边形

脱水裂痕和直脊状脱水裂痕；镜下微观分析脊显示大

“Ｕ”形结构、石英颗粒定向排列、黏土矿物条带以及

捕获的近平行的云母颗粒等特征，表明研究区微生物

成因构造是微生物群落与沉积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３） 通过研究认为微生物成因构造形成的受多

种因素控制，后生生物干扰和适宜的沉积环境为重要

因素，二叠纪末灾变事件是其形成有利的条件，而非

必要条件。 研究区发育在洪泛平原具有特殊埋藏特

征的陆相微生物成因构造的形成，主要受二叠纪末灾

变事件、适宜的沉积条件和气候因素控制，代表着研

究区以微生物群落为主、后生动物稀少、植被贫乏、气
候炎热和水土流失严重等特征的一种典型的灾后陆

相生态系。
致谢　 感谢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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