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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寒武纪的生物界是以微生物为主导的，微生物所引起的生物沉积构造的研究一直受到地质学家重视。以往的研究

多集中在碳酸盐岩地层，近年来以发育在碎屑岩地层为主的微生物成因沉积构造（MISS）也成为地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豫西

鲁山地区云梦山组隶属于中元古界汝阳群，在构造古地理上属于华北地台南缘，主要为一套陆源碎屑岩沉积，其层面发育了大

量的MISS，且类型多样。MISS类型的分布特征对精细环境有良好的指示作用；MISS的大量发育表明了当时微生物群落的繁盛，

揭示了当时的微生物群落对古环境具有的强大改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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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微生物包括生物界古菌域、细菌域和真核生物

域的所有微小生物，具有生长繁殖快、代谢能力强等

特点。这使得其在地球上分布广泛，数量巨大。微

生物也是地球上出现最早的生物，约 38亿年前就在

地球上发现了微生物的踪迹，随后不断发展，最终广

泛地分布在地球表层各种环境中。微生物以其巨大

的生物量，广泛参与了地球表面沉积物的形成、沉积

和成岩过程[1]。前寒武纪以微生物生态系为主导，后

生动物相对缺乏，微生物对地球环境的改变、地层的

沉积以及生物的进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中元古代海相地层分布广泛，海洋沉积物

代表着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3种不同过程的混合

作用结果，对全球古气候和古环境的研究具有不可

比拟的优势。在中元古代的海洋条件下，微生物很

难保存为化石，因此对于中元古代海洋的研究缺少

生物化石方面的记录。而前寒武纪丰富的生物成因

沉积构造能代表当时微生物群落的繁盛和生物沉

积特征，如广泛发育在碳酸盐岩地层的叠层石和发

育在碎屑岩地层中的“微生物成因沉积构造

（Microbially In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s，简称

MISS）”。华北地区中元古代地层发育完整且沉积连

续，是古元古代末期华北克拉通化后的第一套沉积

盖层，和其他地区相比，变质程度低，能够较好地保

存当时的沉积特征，用于古环境及生物演化的分

析[2⁃7]。豫西隶属于华北板块南缘，云梦山组在该区

广泛发育，为一套滨浅海碎屑岩沉积，发育有丰富的

MISS，且类型多样，可以作为研究古海洋和古气候的

重要窗口。

1 研究区地质特征

豫西地区地处华北陆块南缘，元古宙地层十分

发育，主要有古元古界上部的熊耳群、上覆的中新元

古界汝阳群、洛峪群及相当地层。研究区河南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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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下汤镇发育了较为完整的中—新元古代地层（云

梦山组至洛峪口组），且露头连续，是我国研究华北

前寒武纪地质问题最理想的地区之一（图 1）。本研

究以鲁山县下汤镇大黑潭沟云梦山组为主要剖面，

地层区划属华北地层区豫西地层分区渑池—确山地

层小区。

豫西的云梦山组属于汝阳群，一般被归为中元

古代，基本与冀北的蓟县系相当。下伏地层为熊耳

群，相当于长城系的上部，发育典型的火山岩沉积，

是研究区最发育的地层之一。汝阳群和熊耳群呈角

度不整合接触，由下而上分为3个组：1）云梦山组：其

底部多见磨圆度较好的砾岩或含砾粗砂岩，厚几十

厘米至几十米不等，向上发育砂岩、泥岩和粉砂岩沉

积，层面MISS发育丰富。2）白草坪组：多见泥砂互

层，层面偶见MISS发育，且从下至上，泥质成分增

加。3）北大尖组：下段以碎屑岩为主，泥岩成分较

多，上段以砂屑白云岩、砾屑白云岩为主[8]。汝阳群

地层具有穿时性的特征，上覆地层为洛峪群，与其呈

平行不整合接触，自下而上的崔庄组、三教堂组和洛

峪口组呈整合接触（图 2）。汝阳群和洛峪群为一套

滨海—浅海相沉积，代表着多次的海进海退事件。

汝阳群下部以陆源碎屑的潮坪沉积为主，上部和洛

峪群以陆源碎屑至富含叠层石的碳酸盐岩沉积为

主。研究区云梦山组剖面主要为紫红色、灰白色的

细—粗粒厚层石英砂岩为主，部分层位夹有少量紫

红色页岩，向上夹页岩层数增多；云梦山组底部则为

厚层状砾岩，砾石磨圆度好，主要为铁质胶结，向上

夹有暗红色安山岩。该组地层交错层理十分发育，

层面波痕多见，总体属于滨浅海陆屑沉积，其中潮坪

沉积非常发育[9⁃13]。

2 微生物成因沉积构造的类型及特征

MISS作为一种生物沉积构造，是微生物群落与

沉积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微生物在生长和新陈代

谢、以及物理破坏和生物腐败等过程中，在沉积物中

留下的各种形态、一般不突出于底层面的原生沉积

构造。广义上也可被视为遗迹化石的一种[14⁃18]。
Noffke [17]将其定义为第五类原生沉积构造，包括层面

构造和层内构造，以层面构造为主。MISS在云梦山

组非常丰富，现已被鉴定的约 25种，在本组的中、上

段紫红色或肉红色砂岩层面上多见，特别是石英砂

岩与薄层泥—粉砂岩的接触面上最为丰富。这种层

面构造经常与同样发育在层面的波痕伴生，且呈现

多样性特征。云梦山组的MISS按成因分类方案[19]可
分为微生物席生长相关构造（Mat growth features），微

生物席代谢相关构造（Mat metabolism features）、微生

物席破坏相关构造（Mat destruction features）和微生

物席腐烂相关构造（Mat decay features）四大类。这

种分类方式只是大体分类，其实许多构造的形成是

多成因的，如气隆构造（Gas domes），是一种由气体形

成的构造，气体可以来自于微生物席生长时的光合

图 1 研究区位置及地质简图

Fig.1 Location and geological map of the study area

47



第38卷沉 积 学 报

作用，也可以由微生物席腐败过程产生[9,20]。云梦山

组发育的生长相关构造包括被所定居微生物席（膜）

改造的波痕，如较典型波痕补丁（Patchy ripples）（图

3e）、负载波痕（Loaded ripples）、变余波痕（Palimpsest
ripples）等；由于微生物群落不规则生长而形成的簇

状突起，以及和微生物席（膜）生长相关的多种皱饰

构造（Wrinkle structures），如象皮构造（Old elephant
skins）和肯尼亚波痕（Kinneyia ripples）（图3g，h）。微

观上观察到的矿物层可作为代谢相关构造类型（图

4f）。破坏相关构造在云梦山组发育最为丰富，包括

多种席裂构造（Mat cracks）（从纺锤形、到多边形以及

曲形等各种形态的脱水裂痕）（图3a~d）、微生物席砂

片（Mat chips）（图 3i）等。腐烂构造主要来源于微生

物腐烂过程中有机质的分解过程，以气隆构造（Gas
domes）（图 3j）和砂火山（Sand volcanos）（图 3f）为

典型[9]。
云梦山组的MISS数量多，类型全面。对MISS的

镜下观察也发现了多种微生物席形成的微结构类

型[9]（图 4e，f）。这些微结构进一步证实了微生物席

的曾经存在[21⁃22]。微生物纹层的出现（图 4d）和MISS
在层面的多次发育代表着微生物席的多次的频繁的

定居（图 4a~c），揭示了当时微生物群落在元古时期

的大繁荣，而且繁盛了很长一段时间。

云梦山组发现的部分MISS类型在华北大红峪

组、串岭沟组，山西黎城常州沟组以及贺兰山地区的

黄旗口组等中元古代地层也有发现[23⁃27]。豫西云梦

山组与这些地区所发现的MISS类型在形态方面有

很强的可对比性。但是云梦山组MISS发育的规模

更大，类型更加多样，这对于华北地区的中元古代古

环境的研究将具有重要意义。

3 微生物成因沉积构造的古环境意义

3.1 微生物成因沉积构造在云梦山组的繁盛及

古环境指示

云梦山组发育的MISS数量大，种类多。从广泛

发育的微生物纹层和MISS在相邻层面多次出现来

看，当时微生物群落是非常繁盛的，而且这种繁盛持

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云梦山组MISS的丰度和多样

性都表明当时的古环境是适宜微生物席生长的适宜

环境：气候温暖的滨浅海环境，水动力适中，沉积物

泥质含量较少，以蓝细菌为主导的微生物群落在此

定居且繁盛。因此，MISS的大量广泛地发育可以作

为温暖且较浅水体的古环境标志。

中元古代是地史上重要的转折期，从这个时期

开始，华北克拉通之上的稳定盖层开始发育，全球构

造格局、古地理及生物界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28]。原

核生物在这一时期表现为大范围的大发展、大繁荣，

同时这种大发展也孕育出了多细胞真核生物如宏观

藻类。因此，中元古代也是生物进化史上的一个关

键时期。据古地磁的研究，中国中、晚元古代都处于

中纬度到低纬度区范围内，气候具有温暖而潮湿的

图 2 研究区中—新元古界岩性柱状图

Fig.2 Lithostratigraphic column of the Meso⁃Neoproterozoic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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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地表温度大约在 50 ℃~20 ℃之间[10]，也为微生

物包括蓝细菌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条件。因此，云梦

山组MISS的大量发育验证了当时的环境特征。笔

者在早三叠世陆相地层中也发现有MISS发育，形态

和类型与云梦山组MISS具有相似性，同样代表着温

暖气候和浅水特征，同时，由于其代表着此地区二叠

纪末期生物大灭绝后首现的生物群落，可能具有更

重要的生态学意义[29⁃31]。
3.2 云梦山组微生物成因沉积构造类型对沉积环境

的精细指示

目前已报道的MISS最早见于太古代地层[21]，在

中—新元古代的海相沉积中多见，发育在中、细砂岩

层面上，多出现在潮下带上部到潮上带下部的环境

中。显生宙的生物危机期后的地层也见发育，并被

作为一种错时相类型[30⁃31]。由于微生物席的生长受

到局限环境的制约，MISS分布也具有局限性，对古环

境的指示受到限制。但是由于MISS每种类型发育

时有各自的生境特点，因此在精细环境的指示方面

具有优势，代表着定居的微生物席的古环境特征。

微生物在生长对沉积物会产生障积、捕获和黏结作

用；微生物及其周围的EPS，形成了适于化学反应的

小环境，有助于矿物的形成和富集；微生物死后的有

图 3 鲁山剖面云梦山组微生物成因沉积构造发育类型举例
（a）~（d）示多种席裂构造〔（a）（b）纺锤状脱水裂痕；（c）多边形网状脱水裂痕；（d）曲形脱水裂痕〕；（e）波痕补丁；（f）砂火山（黑

色箭头所示）；（g）象皮构造；（h）肯尼亚波痕；（i）微生物席砂片；（j）气隆构造

Fig.3 Examples of MISS from the Yunmengshan Formation, Lushan section
(a)⁃(d) various mat cracks: [(a), (b) spindle⁃shaped desiccation cracks; (c) polygonal desiccation cracks; (d) curved desiccation cracks];
(e) patchy ripples; (f) sand volcanos (black arrows); (g) old elephant skins; (h) kinneyia ripples; (i) mat chips; (j) gas d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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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埋藏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反应。这些过

程和外界环境的作用相结合，就形成了各种形态的

MISS。如云梦山组最常见的破坏相关构造，代表着

较动荡的环境或微生物席被搬运的特征，其中各种

席裂构造的出现具有很重要的指示意义，表明微生

物席暴露地表和脱水收缩的特性，这种构造最可能

出现的环境是潮间带至潮上带下部[9,14,20,32]。研究区

云梦山组发育了多种类型的席裂构造，它们的形态

主要由微生物席厚度和暴露时间的长短控制。估算

的形态从纺锤形开始，到曲形或封闭的多边形，如果

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这种变化揭示了微生物席

暴露的时间在逐渐增加。裂痕的深度还可用来估算

微生物席的厚度。在现代潮坪环境的不同区域，

MISS的形态是有差别的，可作为精细环境指示的标

志[33⁃34]，如Bose et al. [33]在 Texas海岸碎屑岩潮坪总结

的MISS分布特征（图5a）。
云梦山组的MISS多发育在潮坪环境，潮坪环境

多样化的小生境定居了微生物席的不同生态型，在

不同的外界环境影响下，MISS类型多样化明显。微

生物席破坏相关构造仍然是发育的最丰富类型，其

图 4 云梦山组微生物成因沉积构造在鲁山剖面的发育特征
（a）~（c）示MISS在相邻层面的多次发育；（d）微生物席纹层；（e）MISS显微观察可见波状微生物席层、定向颗粒层等微结构类型（单偏光）；

（f）矿物层（见明显的褐铁矿堆积，和微生物新陈代谢相关）（单偏光）

Fig.4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MISS from the Yunmengshan Formation, Lushan section
(a) ⁃ (c) Multiple development of MISS at adjacent layers; (d) mat biolaminite; (e) microstructures of MISS observed by mono⁃polarizing microscope
(wavy crinkled laminae; oriented grains; etc) evidenc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microbial mat; (f) bound minerals in mat layer through mono⁃polarizing
microscope（limonite accumulation related to microbial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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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坪环境下发育的MISS种类多样，如多种类型的

席裂构造、微生物席砂片等。云梦山组潮坪环境的

整体分布见图 5b。多边形脱水裂痕广泛分布，可以

发育在潮坪的大部分区域，但大小和规模上会有所

区别。在潮间带发育的多边形脱水裂痕较为小型，

较大型的多边形脱水裂痕往往发育在潮上带的某些

区域，可能是潮上的特殊区域能生长较厚的微生物

席所致。气隆构造及皱饰构造的某些类型具有相似

的成因，常见于潮间带和潮上带的部分区域，指示浅

水和弱水动力。但相比较而言，皱饰构造有些种类

对水动力状况的适应更广泛一些，可发育于水下环

境或较强水动力，如象皮构造常见于波痕面上。整

体来看，云梦山组MISS的发育和现代潮坪相比具有

相似特征（图5），这种对古环境的精细指示是生物成

因构造的优势所在。由于埋藏和保存等原因，会使

保存下来的MISS和当时其形态有一定的差异。即

便如此，云梦山组保存的MISS类型多样化，形态和

现代MISS具有可比性，因此，对沉积环境具有精细

指示作用。

3.3 中元古代微生物群落对古环境的强大改造能力

云梦山组的MISS数量大，类型多，表明当时微

生物群落非常繁盛，这种繁盛对当时环境的最大影

响可能就是对大气圈和水圈的充氧，氧气含量的提

高也为生物的进化指示了方向。就早期地球的环境

来看，最早定居在地球的应该是厌氧细菌，以化能异

养方式氧化有机化合物。随着光合产氧微生物（以

蓝细菌为主）的出现，地球大气逐渐变得富含氧气。

氧气是一种很强的氧化剂，对厌氧原核生物带来了

严重威胁。为应答这种进化压力，微生物的某些谱

系产生出需氧细菌。需氧菌可以通过从有机分子把

电子传递给氧气来获取能量的，这个过程释放大量

能量，所以在含氧环境中需氧生物比厌氧生物具有

能量方面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使得需氧生物在富

氧环境中占据优势。这种优势也带来了海洋初级生

图 5 鲁山剖面云梦山组潮坪环境MISS分布与现代潮坪环境分布的比较
（a）现代潮坪环境MISS分布示意图[33]；（b）鲁山剖面云梦山组潮坪环境MISS分布特征

Fig.5 Distribution of MISS in tidal flats, Yunmengshan Fm, Lushan section compared with modern tidal flats
(a) in modern tidal flats[33]; (b) in tidal flats in the Yunmengshan Formation, Lushan section

51



第38卷沉 积 学 报

产力的大量提高，为生物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基础[35]。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原核细胞光合作用的进化

在第一次大氧化事件之前已经完成，蓝细菌成为这

时期光合作用的主体。蓝细菌进一步进化出抵抗恶

劣环境的细胞如异形胞大约在24亿年前[36]。至云梦

山组所处的中元古代，作为微生物席主体的蓝细菌

已经进化到适应环境的顶端，成为优势种群。这个

时期广泛发育在碎屑岩中的微生物成因沉积构造和

碳酸盐岩沉积中的微生物岩，证实了此时的生物界

状况。在这个时期，产氧光合微生物以其巨大的生

物量对地球环境的改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云梦

山组的MISS的数量来看，微生物的数量非常巨大，

20亿年前的地球大氧化事件（其成因被认为是多方

面的，生物的光合作用被认为是原因之一[37⁃38]）之后

的中元古代，大气圈和水圈的充氧应该是以微生物

光合作用为主导的。从这个时期开始，生物在地球

环境改造中的重要性将越来越不可忽视。大气含氧

量从现今大气氧的 0.1倍快速增加，到元古代末期，

接近到显生宙的水平（仍低于现今水平），氧气含量

显著升高[38⁃40]。同时，原核生物的大繁荣也为真核生

物的出现提供了基础，真核生物的起源也在这个时

期。因此，中元古代MISS的大量发育揭示出以蓝细

菌为优势的微生物群落发展到顶峰，为生物的进一

步进化提供了基础。

4 结论

豫西鲁山中元古界云梦山组位于华北板块南

缘，以厚层紫红色砂岩为特征，属于滨浅海碎屑岩沉

积，层面发育了大量的MISS，数量丰富，类型多样。

按成因分类可将云梦山组发育的MISS归为微生物

席生长相关构造、微生物席代谢相关构造、微生物席

破坏相关构造和微生物席腐烂相关构造四大类。云

梦山组的MISS数量大，类型多，分布广，表明当时微

生物群落非常繁盛，从而指示了云梦山组沉积时的

古环境特征—温暖的滨浅海。MISS的不同类型还可

以作为精细环境指示的标志。另外，从生物进化的

角度来看，此时的蓝细菌也已进化到较高的程度，成

为微生物席群落的优势种类，因此MISS的大量发育

揭示了以蓝细菌为主导的微生物群落的繁盛，使产

氧光合作用得以大量进行，大气的氧气含量显著升

高，从现今的约0.1倍到接近显生宙的水平。这种强

大的改造功能和当时巨大的微生物量相一致。水圈

的氧化也在同时进行，为真核生物的出现打下了

基础。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与编辑老师提出的宝贵意

见，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韩作振，陈吉涛，迟乃杰，等 . 微生物碳酸盐岩研究：回顾与展

望［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09，29（4）：29-38.［Han Zuo‐

zhen，Chen Jitao，Chi Naijie，et al. Microbial carbonates：A re‐

view and perspectives［J］. Marine Geology & Quaternary Geolo‐

gy，2009，29（4）：29-38.］

［2］ Schieber J. The possible role of benthic microbial mats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carbonaceous shales in shallow Mid-Proterozoic ba‐

sins［J］. Sedimentology，1986，33（4）：521-536.

［3］ Schieber J. Possible indicators of microbial mat deposits in shales

and sandstones：Examples from the Mid-Proterozoic Belt Super‐

group，Montana，U. S. A. ［J］. Sedimentary Geology，1998，

120（1/2/3/4）：105-124.

［4］ Riding R. Microbial carbonates：The geological record of calci‐

fied bacterial-algal mats and biofilms［J］. Sedimentology，2000，

47（1）：179-214.

［5］ Sarkar S，Banerjee S，Eriksson P G，et al. Microbial mat control

on siliciclastic Precambrian sequence stratigraphic architecture：

Examples from India［J］. Sedimentary Geology，2005，176（1/

2）：195-209.

［6］ Sarkar S，Bose P K，Samanta P，et al. Microbial mat mediated

structures in the Ediacaran Sonia Sandstone，Rajasthan，Indi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roterozoic sedimentation［J］. Precam‐

brian Research，2008，162（1/2）：248-263.

［7］ Noffke N，Eriksson K A，Hazen R M，et al. A new window into

Early Archean life：Microbial mats in Earth's oldest siliciclastic

tidal deposits（3. 2 Ga Moodies Group，South Africa）［J］. Geolo‐

gy，2006，34（4）：253-256.

［8］ 雷振宇，周洪瑞，王自强 . 豫西中元古代汝阳群层序地层初步

研究［J］.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1996，21（3）：272-

276. ［Lei Zhenyu，Zhou Hongrui，Wang Ziqiang. Sequence

stratigraphic study of Mesoproterozoic Ruyang Group in western

Henan province［J］. Earth Science—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1996，21（3）：272-276.］

［9］ 邢智峰 . 豫西中元古界云梦山组微生物成因沉积构造研究

［D］. 焦作：河南理工大学，2010.［Xing Zhifeng. Study on Mi‐

crobially In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MISS）from the Meso‐

proterozoic Yunmengshan Formation in western Henan province

［D］. Jiaozuo：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2010.］

［10］ 杜汝霖 . 元古宙的古气候［J］. 河北地质学院学报，1990，13

（3）：243-254.［Du Rulin. The Proterozoic climate［J］. Journal

of Hebei College of Geology，1990，13（3）：243-254.］

［11］ 郑伟，孙凤余 . 豫西鲁山汝阳群微生物成因构造宏观特征分

52



第1期 邢智峰等：豫西鲁山中元古界云梦山组微生物成因沉积构造发育特征及古环境意义

析及其环境演化［J］. 地质调查与研究，2011，34（3）：170-178.

［Zheng Wei，Sun Fengyu. Macro-analysis on the microbially in‐

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s features and the sedimentary envi‐

ronmental evolution in the Ruyang Group of Lushan，western

Henan［J］. Geological Survey and Research，2011，34（3）：

170-178.］

［12］ 郑伟，齐永安，张忠慧，等 . 豫西荥阳陆相二叠纪—三叠纪之

交的微生物成因构造（MISS）及其地质意义［J］. 地球科学进

展，2016，31（7）：737-750.［Zheng Wei，Qi Yong’an，Zhang

Zhonghui，et al. Characteristic and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icrobially In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s（MISS）in terrestri‐

al P-T boundary in Xingyang，western He’nan province［J］. Ad‐

vances in Earth Science，2016，31（7）：737-750.］

［13］ 郑伟，袁余洋，邢智峰，等 . 鲁山地区中—新元古界汝阳群和

洛峪群微生物席及其矿物显微构造特征［J］. 高校地质学报，

2016，22（2）：385-394.［Zheng Wei，Yuan Yuyang，Xing Zhi‐

feng，et al. Microbial mats and mineral microstructure features

of Meso-Neoproterozoic Ruyang and Luoyu Group in Lushan ar‐

ea［J］. Geological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ies，2016，22（2）：

385-394.］

［14］ Gerdes G，Klenke T，Noffke N. Microbial signatures in peritid‐

al siliciclastic sediments：A catalogue［J］. Sedimentology，

2000，47（2）：279-308.

［15］ Noffke N，Gerdes G，Klenke T，et al. Microbially induced sed‐

imentary structures：A new category with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primary sedimentary structures［J］. Journal of Sedimentary Re‐

search，2001，71（5）：649-656.

［16］ Gingras M K. Microbially in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s—a

new category with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primary sedimentary

structures—discussion［J］. Journal of Sedimentary Research，

2002，72（4）：587-588.

［17］ Noffke N. Geobiology- a holistic scientific discipline［J］. Pal‐

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2005，219

（1/2）：1-3.

［18］ Seilacher A. Trace fossil analysis［M］. Berlin：Springer，2007.

［19］ Schieber J. Microbial mats in the siliciclastic rock record：A

summary of the diagnostic features［M］//Eriksson P G，Alter‐

mann W，Nelson D R，et al. The Precambrian earth：tempos

and events. Amsterdam：Elsevier，2004.

［20］ Schieber J，Bose P K，Eriksson P G，et al. Atlas of microbial

mat features preserved within the siliciclastic rock record［M］.

Amsterdam：Elsevier，2007.

［21］ Noffke N. The criteria for the biogeneicity of Microbially In‐

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s（MISS）in Archean and younger，

sandy deposits［J］. Earth-Science Reviews，2009，96（3）：

173-180.

［22］ 邢智峰，齐永安，郑伟，等 . 从微观角度认识微生物席在中元

古代的繁盛：以豫西云梦山组为例［J］. 沉积学报，2011，29

（5）：857-865.［Xing Zhifeng，Qi Yong’an，Zheng Wei，et al.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extensive microbial mats in Meso‐

proterozoic Era：An example from the Yunmengshan Forma‐

tion，western Henan［J］. Acta Sedimentologica Sinica，2011，

29（5）：857-865.］

［23］ 梅冥相，孟庆芬，高金汉 . 前寒武纪海侵砂岩中的微生物砂质

碎片：以北京南口虎峪剖面大红峪组为例［J］. 地学前缘，

2007，14（2）：197-204.［Mei Mingxiang，Meng Qingfen，Gao

Jinhan. Microbial sand chips in transgressive sandstones of the

Precambrian：An example from the Dahongyu Formation at the

Huyu Section of the Nankou town in Beijing［J］. Earth Science

Frontiers，14（2）：197-204.］

［24］ 史晓颖，王新强，蒋干清，等 . 贺兰山地区中元古代微生物席

成因构造：远古时期微生物群活动的沉积标识［J］. 地质论评，

2008，54（5）：577-586.［Shi Xiaoying，Wang Xinqiang，Jiang

Ganqing，et al. Pervassive microbial mat colonization on Meso‐

proterozoic peritidal siliciclastic substrates：An example from

the Huangqikou Formation（ca 1. 6 Ga） in Helan Mountains，

NW China［J］. Geological Review，2008，54（5）：577-586.］

［25］ 陈留勤 . 河北兴隆中元古界大红峪组微生物成因构造特征及

其地质意义［J］. 岩石矿物学杂志，2013，32（3）：366-372.

［Chen Liuqin. Characteristics and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i‐

crobially In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s（MISS）in Mesopro‐

terozoic Dahongyu Formation of Xinglong county，Hebei prov‐

ince［J］. Acta Petrologica et Mineralogica，2013，32（3）：

366-372.］

［26］ 郑伟，邢智峰 . 山西黎城中元古界常州沟组微生物成因构造

（MISS）及其地质意义［J］. 现代地质，2015，29（4）：825-832.

［Zheng Wei，Xing Zhifeng. Characteristics and geological sig‐

nificance of Microbially In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s

（MISS）in Changzhougou Formation of Mesoproterozoic in Li‐

cheng county，Shanxi province［J］. Geoscience，2015，29（4）：

825-832.］

［27］ Yang H，Chen Z Q，Fang Y H. Microbially induced sedimenta‐

ry structures from the 1. 64 Ga Chuanlinggou Formation，Ji ⁃

xian，North China［J］. 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2017，474：7-25.

［28］ 刘国春 . 华北地台中元古界碳同位素与古环境变化［D］. 北

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2017.［Liu Guochun.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s in Mesoproterozoic samples from North China

Platform and paleo-environmental changes［D］. 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2017.］

［29］ 于水情，邢智峰，周虎 . 豫西下三叠统刘家沟组微生物成因沉

积构造［J］. 四川地质学报，2015，35（4）：483-486.［Yu Shui⁃
qing，Xing Zhifeng，Zhou Hu. Microbial in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 in the Lower Triassic Liujiagou Formation in West

Henan［J］. Acta Geologica Sichuan，2015，35（4）：483-486.］

［30］ 郑伟，齐永安，邢智峰，等 . 豫西济源二叠纪末—三叠纪初陆

相微生物成因构造及其古环境意义［J］. 沉积学报，2017，35

（6）：1121-1132.［Zheng Wei，Qi Yong′an，Xing Zhifeng，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leo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 of Microbi‐

ally In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s（MISSs）in terrestrial P-T

53



第38卷沉 积 学 报

boundary in Jiyuan，western Henan province［J］. Acta Sedimen‐

tologica Sinica，2017，35（6）：1121-1132.］

［31］ 邢智峰，周虎，林佳，等 . 河南宜阳下三叠统刘家沟组微生物

成因沉积构造演化及其对古环境变化的响应［J］. 古地理学

报，2018，20（2）：191-206.［Xing Zhifeng，Zhou Hu，Lin Jia，et

al. Evolution of microbially in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s and

their response to palaeoenvironment variation of the Lower Trias‐

sic Liujiagou Formation in Yiyang area，Henan province［J］.

Journal of Palaeogeography，2018，20（2）：191-206.］

［32］ Kovalchuk O，Konhauser G W，Konhauser K O，et al. Desicca‐

tion cracks in siliciclastic deposits：Microbial mat-related com‐

pared to abiotic sedimentary origin［J］. Sedimentary Geology，

2017，347：67-78.

［33］ Bose S，Chafetz H S. Topographic control on distribution of

modern Microbially In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s（MISS）：

A case study from Texas coast［J］. Sedimentary Geology，

2009，213（3/4）：136-149.

［34］ Seilacher A. Biomat-related lifestyles in the Precambrian［J］.

PALAIOS，1999，14（1）：86-93.

［35］ 李延河，侯可军，万德芳，等 . 前寒武纪条带状硅铁建造的形

成机制与地球早期的大气和海洋［J］. 地质学报，2010，84（9）：

1359-1373.［Li Yanhe，Hou Kejun，Wan Defang，et al. Forma‐

tion mechanism of Precambrian banded iron formation and atmo‐

sphere and ocean during early stage of the earth［J］. Acta Geo‐

logica Sinica，2010，84（9）：1359-1373.］

［36］ 张巨源 . 蓝细菌基因组比较分析：异形胞发育进化及3’，5’-二

磷酸核苷酸酶 HalA 的功能研究［D］.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

2008.［Zhang Juyuan. Genomic analysis of cyanobacteria：A

case study on heterocyst evolution and a 3'，5'-bisphosphate nu‐

cleotidase［D］. Wuhan：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8.］

［37］ Anbar A D，Knoll A H. Proterozoic ocean chemistry and evolu‐

tion：A bioinorganic bridge？［J］. Science，2002，297（5584）：

1137-1142.

［38］ Catling D C，Claire M W. How earth’s atmosphere evolved to

anoxic state：A status report［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2005，237（1/2）：1-20.

［39］ Sessions A L，Doughty D M，Welander P V. The continuing

puzzle of the great oxidation event［J］. Current Biology，2009，

19（14）：R567-R574.

［40］ 赵振华 . 条带状铁建造（BIF）与地球大氧化事件［J］. 地学前

缘，2010，17（2）：1-12.［Zhao Zhenhua. Banded iron formation

and related great oxidation event［J］. Earth Science Frontiers，

2010，17（2）：1-12.］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bially In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s and
Their Paleo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Mesoproterozoic
Yunmengshan Formation in Lushan Area, Western Henan

XING ZhiFeng1，2，3，LIU YunLong1，FU YuXin1，QI YongAn1，3，ZHENG Wei1，2，3
1. Colleg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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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cambrian biosphere was dominated by microorganisms. The study of biosedimentary structures
caused by such microorganisms has always been paid great attention by geologists；however，previous studies have
tended to be mainly focused on carbonate strata，and in recent years showed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Microbially In⁃
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s（MISS），which are mainly developed in clastic strata. The Yunmengshan Formation in
the Lushan area consists mainly of a set of Mesoproterozoic clastic strata. At the base of the Ruyang Group，the forma⁃
tion lies at the southern margin of the North China Platform. MISS are especially abundant in the bedding surface，
and display a large range of morphologies. Various types of MISS distribution indicate the paleoenvironment in detail.
The extensive development of MISS in the Yunmengshan Formation reveals a flourishing microbial community at that
time，which provides strong evidenc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ancient environment.
Key words：Microbially Induced Sedimentary Structures（MISS）；Lushan area；Yunmengshan Formation；paleoenvir⁃
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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