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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磁性地层学是界定沉积物地质年代的一种重要方法，该方法的应用建立在沉积物记录了可靠的特征剩磁基

础上．红层的磁性地层年代学研究对于我国华南地区晚中生代以来古环境、古气候的演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

是，目前对于红层古地磁可靠性的解释存在广泛的争议，为更好地理解并尝试解决具体红层剖面的古地磁可靠性

问题，迫切需要综合岩石磁学和其他非磁学手段对沉积物中的载磁矿物性质进行系统厘定．本文通过对赣南地区

两个典型晚白垩纪红层剖面（信丰ＸＦ剖面和留车ＬＣ剖面）进行详细的岩石磁学分析，并结合扫描电镜和沉积相

特征，判定出磁性矿物以赤铁矿为主，含有少量针铁矿、磁赤铁矿和磁铁矿．其中，赤铁矿是最主要的剩磁载体，且

与钛铁矿共存，综合磁学与非磁学结果判定其记录了原生的沉积剩磁．在获得了可靠的古地磁信息基础上，结合前

人对该区域生物地层学和年代学研究并与邻区地层比对，初步判断出ＬＣ剖面与ＸＦ剖面地质年代分别为晚白垩

纪早期Ｃｅｎｏｍｉａｎ期和晚白垩纪晚期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ｉａｎ期．ＸＦ剖面依据ＥＳＲ测年、南雄盆地地层比对和沉积相的判

断，地层极性时段初步界定为Ｃ３０ｎ，即６８．１９６～６６．３９８Ｍａ，这为进一步探讨该地区的古环境和古气候演化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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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红层是由细粒赤铁矿浸染而成的碎屑沉积岩

（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７９），其中红色赤铁矿主要分布在颗粒、

孔隙及粘土基质中（ＶａｎＨｏｕｔｅｎ，１９７３），是地球上

各个地质历史时期沉积形成的红色岩系的总称（彭

华，２０１１；彭华等，２０１３）．陆相红层因在元古宙和显

生宙均有广泛分布，是古地磁学中广泛研究的沉积

岩（夏祖葆和刘宝臖，１９９０）．然而，目前对红层记录

的剩磁可靠性存在广泛争议，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红

层中特征剩磁获得的时间，即是否准确地记录了沉

积时的地磁场特征（Ｋｒｙｎｉｎｅ，１９４９；Ｈｏｕｔｅｎ，１９６４；

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７４，１９７６；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７９，１９８０；Ｌａｒｓｏｎａｎｄ

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２；夏祖葆和刘宝臖，１９９０；Ｋｉｎｇａ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ｌ，１９９１；白立新和朱日祥，１９９８；Ｂｅｃｋ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研究证实，赤铁矿是大部分红层中的主要载

磁矿物（Ｃｒｅｅｒ，１９６２；Ｂｕｒｅｋ，１９６７）．因此，红层中赤

铁矿的来源、类型、形成机理对认识红层的原生剩磁

以及后期改造尤为重要．

在我国，红层大部分为典型的红色陆相碎屑沉

积，虽然各个地质历史时期均有发育，但尤其集在中

生代和新生代，其中又以白垩纪为最（曾昭璇和黄少

敏，１９７８；居恢扬和顾仁杰，１９８３；郭永春等，２００７；彭

华等，２０１３）．中生代时期，受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

块挤压，在华南板块出现了壮观的北东向构造，并在

白垩纪时期发育了众多北东向、北北东向或南北向

盆地，并接受了大量的沉积，形成典型的红层沉积序

列（余心起等，２００３；张岳桥等，２００４；舒良树等，

２００６；吴根耀，２００６；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这为晚白垩纪

红层磁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材料．然而，目前对于南

方红层的研究主要通过古地磁结果构建华南板块的

构造活动历史（李存悌等，１９６３；Ｋｅｎ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６；

袁友仁等，１９９２；侯红明等，１９９４；张伙带和谈晓冬，

２０１１），缺乏对红层岩石磁学性质系统全面的研究．

同时因为露头出露状况较差，白垩纪时期正极性占

据绝大多数时间以及重磁化等因素而难以进行磁性

地层学的研究．本研究选取赣南地区出露状况较好、

剖面连续性较好的两个晚白垩纪剖面，对其展开详

细的岩石磁学研究，并配合扫描电镜分析（ＳＥＭ）和

能谱分析（ＥＤＳ）等手段，鉴定和判别磁性矿物的类

型与来源，以加深对红层中赤铁矿的成因和磁学特

征的理解．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检验剩磁的原始特

征进而对该区红层开展磁性地层年代学系统研究．

２　地质背景与样品采集

２．１　地质背景

中国邻区是一系列不同起源的克拉通和地块经

过多期增生和碰撞拼合而成的复合大陆（吴根耀，

１９９８），因此其漫长的板块构造演化史具有明显的阶

段性．中生代是全球大陆构造活动活跃时期，中生代

晚期特别是白垩纪，是我国板块构造演化史上的一

个重要的变换期（吴根耀，２００６）．在晚中生代燕山期

造山旋回中，华南板块内的构造演化主要受到古太

平洋板块北西向俯冲作用的影响（Ｈｕａｎｇ，１９４５；任

纪舜，１９８４，１９９０；Ｒ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张 岳 桥 等，

２０１２），早期挤压作用使得地表形成大规模褶皱、逆

冲推覆构造和变质岩石，晚期伸展作用（白垩纪）发

育大规模的断陷盆地和伸展穹窿构造（Ｓｈ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并引发了大规模的岩

浆侵入和火山作用（ＺｈｏｕａｎｄＬｉ，２０００；Ｚｈｏ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燕山运动晚期的伸展作用，使得华南板块内

盆地发育和“盆山耦合系统”在白垩纪开始发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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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转变，ＮＥ、ＮＮＥ向及ＮＳ向构造断层发育，并在

期间受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板块）与亚洲板块（华南

板块）的多期碰撞作用下，形成了众多ＮＥ、ＮＮＥ向

及ＮＳ向盆地，并接受了大量的沉积，形成典型的

红层沉积序列（余心起等，２００３；邓平等，２００４；舒良

树等，２００４；张岳桥等，２００４；吴根耀，２００６；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如图１所示．

２．２　样品采集

江西省位于华南板块中北部，省内广泛发育着

规模不一、形状不同的盆地，其中尤以中新生代代

盆地分布最广．在赣南地区，中生代白垩纪盆地最为

普遍，故本研究选取了两个晚白垩纪剖面：留车剖面

图１　研究区位置及闽西—赣南地区地质简图（据邓平等，２００４修改）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Ｆｕｊｉａ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ｒｅａ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Ｄ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１１７４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０卷　

（ＬＣｓｅｃｔｉｏｎ）和信丰剖面（ＸＦＳｅｃｔｉｏｎ）（如图１所示）．

留车剖面位于寻乌县留车镇东口公路旁，留车

盆地为一箕状断陷盆地，形成于白垩纪华南板块拉

张作用下，在盆地以西的菖蒲盆地有早白垩纪岩浆

岩地层出露，而留车盆地则沉积晚白垩纪紫红色砂

岩、粉砂岩及页岩等河湖相沉积，局部地区还有深湖

相灰绿色泥岩沉积．在地层上，该剖面上覆晚白垩纪

南雄组地层，下伏菖蒲群灰红色流纹斑岩，故该剖面

为下白垩统晚期赣州组或上白垩统早期周田组沉积

（蔡钧，１９８０），垂直厚度为２３７ｍ，但地层连续性差，

只有底部９７ｍ出露状况较好．因剖面岩性变化较

大，且粗砂岩、砾岩沉积较为发育，在粉砂岩、细砂岩

及泥岩部分采样，共采集样品１１８块定向样品．

信丰剖面位于信丰—大塘盆地西北部，位于赣

江断裂带西南部（邓平等，２００３）．信丰盆地为震旦纪

寒武纪浅变质岩系和石炭纪、二叠纪沉积岩和加里

东期花岗岩构成盆缘的断陷盆地（廖瑞君等，２００３），

是广东南雄盆地在江西的延伸部分（魏源和谢振东，

２００１），晚白垩纪地层出露较好．该剖面是由紫红色

砂岩、粉砂质泥岩或泥质粉砂岩、泥岩、含砾钙质砂

岩夹砂砾岩组成，水平层理，属于浅湖深湖相沉积，

在地层划分上属晚白垩世晚期长岗群窑前组中段

（Ｋ２ｙ２）（魏源等，２００１；魏源和谢振东，２００１；谢振

东，２００１）．根据最新张显球等对南雄盆地红层岩石

盆地的划分，该段地层为上湖组平岭段，整体为一套

细屑岩（张显球等，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剖面为一单斜生长

地层，垂直厚度为９２ｍ，连续性好，除中部出现１～

２ｍ厚的粗砂岩之外，均为粉砂质泥岩或粉砂岩．采

样间隔为２０ｃｍ，成功采集４５７块定向样品．

３　实验方法

３．１　古地磁测量

对赣南两剖面野外采集的５７５块定向样品，在

室内用小切割机将每块定向样品加工成３块２ｃｍ×

２ｃｍ×２ｃｍ的立方体平行样品．古地磁测量在残留

场小于３００ｎＴ的磁屏蔽空间中的２Ｇ７６０Ｒ低温超

导磁力仪上进行．所有样品的逐步热退磁温度按照

退磁温度低于５８５℃以２５～５０℃／步、５８５℃以上

以１０～２０℃／步的速率设定，热退磁炉内残留场小

于１０ｎＴ．另外对其中１０块灰绿色样品进行交变退

磁，最大退磁场为８０ｍＴ，按照２．５～１０ｍＴ步长进行．

３．２　岩石磁学测量

为了有效判别样品中的磁性矿物，首先对样品

进行高温磁化率测量（犜曲线）．犜曲线利用捷

克Ａｇｉｃｏ公司生产的配置ＣＳ３高温炉的ＫＬＹ３卡

帕桥磁化率测量仪获得．所有样品的最高加热温度

为７００℃，温度梯度为２℃／ｍｉｎ．为避免样品在加

热过程中氧化，测量均在氩气环境中进行，氩气流量

为５０ｍＬ／ｍｉｎ．

将装入无磁胶囊的粉末样品置于美国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公司生产的 ＭｉｃｒｏＭａｇ振动样品磁力

仪（ＶＳＭ３９００）中进行磁滞回线、反向场退磁曲线和

饱和等温剩磁获得曲线测量．其中，最大外加磁场为

１．５Ｔ，对磁滞回线进行高场顺磁校正后可获得饱和

磁化强度（犕ｓ）、饱和剩磁（犕ｒｓ）、矫顽力（犅ｃ）以及剩

磁矫顽力（犅ｃｒ）．

基于不同的阻挡温度，通过对ＩＲＭ三轴组分进

行热退磁以区分具有不同矫顽力谱的磁性矿物．这

是一种鉴定样品中铁磁性矿物的非常有效的方法

（Ｌｏｗｒｉｅ，１９９０；Ｖｅｒｏｓｕｂ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９５）．随机

选取两剖面中１２块立方体样品，使用２Ｇ６６０脉冲

磁力仪沿３个相互垂直的方向进行加场，犡轴、犢 轴

和犣轴分别施加磁场的强度为０．０５、０．５和２．５Ｔ，

以获得ＩＲＭ（Ｌｏｗｒｉｅ，１９９０；Ｚｈ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４）．样品

退磁以５～５０℃为温度间隔，逐步热退磁至６９０℃．

由此，犡轴代表着由低矫顽力或软组分的剩磁，犢 轴

代表着中矫顽力组分的剩磁，犣轴代表着高矫顽力

或硬磁组分．

３．３　扫描电镜分析（犃犕犐犆犛犛犈犕）

依据不同矿物在镜下呈现出其标志性的特征形

貌，可利用扫描电镜（ＳＥＭ）来鉴定矿物（于丽芳等，

２００８）．由于扫描电镜具有高分辨率、景深大的特点，

可以较为容易地分辨出各种颗粒，以方便对矿物颗

粒的晶体形态、大小及与周围晶体关系等矿物形态

特征的观察．因此可以直观地判断其来源、成岩后的

改造作用，同时综合对矿物进行能谱分析解译磁性

矿物类型，在此基础上对其剩磁稳定性做出定性半

定量判断．本文依据岩性和观察需要，对两剖面中４

块样品进行了前处理（氩离子抛光处理１块、新鲜面处

理３块），并镀碳膜以进行铁磁性矿物的观察和能谱分

析．样品电镜扫描采用Ｚｅｉｓｓ公司生产的Ｍｅｒｌｉｎ场发射

扫描电镜（ＡＭＩＣＳＳＥＭ），仪器分辨率０．８ｎｍ／１５ｋＶ．

能谱分析使用Ｂｒｕｋｅｒ公司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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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验结果

４．１　岩石磁学结果

４．１．１　高温磁化率（犜曲线）

犜曲线可准确记录样品中磁性矿物特征及

其在加热与冷却过程中的转化特征，被广泛应用于

沉积物中磁性矿物的识别（Ｈｒｏｕｄａ，２００７），从而对

判断岩石样品中磁性矿物的类型具有重要的作用

（Ｄ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在ＬＣ剖面样品的 犜 曲线中（图２），升温时

所有样品在７５～１２０℃时，磁化率并没有明显的衰

图２　ＬＣ剖面典型红层样品 犜曲线

红色实线（蓝色虚线）代表加热（冷却）曲线．

Ｆｉｇ．２　 犜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ｒｅｄｂｅｄｓ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ＬＣ

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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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指示样品中几乎不含有针铁矿．在加热到５００℃

之前，底部灰绿色泥岩样品和淡红色粉砂岩样品的

磁化率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而中上部棕红色或紫红

色粉砂岩、细砂岩样品的磁化率线性下降，说明样品

中可能含有大量顺磁性矿物．在５５０～５８５℃时，底

部灰绿色样品和淡红色粉砂岩样品的磁化率产生大

幅度的衰减，显示了磁铁矿的大量存在，而这种变化

并没有在中上部的棕红或紫红色粉砂岩、细砂岩样

品中出现，表明磁铁矿在中上部的缺失．在５８５℃以

上，所有样品磁化率剧烈衰减，并在６７５～６９０℃衰

减为０，指示着赤铁矿的存在．中上部棕红或紫红色

粉砂岩、细砂岩样品的磁化率在此温度区间衰减幅

度达到６０％，表明赤铁矿是最主要的磁性矿物．对

于所有样品，降温曲线明显高于加热曲线，说明样品

在加热过程发生了矿物转化，生成了大量的强磁性

物质，可能是样品中存在的硅酸盐或粘土中新生成

的磁铁矿或者是赤铁矿被还原成磁铁矿（Ｈｕｎｔ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Ｄ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Ｊｉ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ａ）．并且在该过程中，底部样品的冷却曲

线明显升高，说明矿物转化更为剧烈．

在ＸＦ剖面样品的 犜 曲线中（图３），升温时

少量样品在７５～１２５℃存在磁化率下降的一个微弱

的“谷”（图３ａ、ｂ），表明其中含有少量的针铁矿．在

室温至５５０℃加热区间内，所有样品的磁化率在

３００℃附近为最低值，这可能与样品中存在顺磁性

矿物有关．随着温度升高，磁化率增大并在５５０℃达

到最大值且与室温时的磁化率几乎相等，这可能是

新生成的磁铁矿导致的．在５８５℃以上，磁化率急剧

衰减，并在６９０℃衰减为０，反映了赤铁矿的大量存

在．降温曲线在５８５～６００℃以上与升温曲线基本可

逆，指示了赤铁矿的存在．另外，紫红色粉砂质泥岩

样品的磁化率升温与降温曲线几乎重合而棕红色粉

砂岩样品则分离清晰，表明样品磁化率与颜色、质地

等岩性有关．因此，该剖面样品最主要的磁性矿物为

赤铁矿，同时含有少量的针铁矿．

基于对上述两剖面样品的 犜曲线分析，两剖

面红层样品含有的最主要的磁性矿物为赤铁矿，同

时因岩性的差异而含有少量的磁铁矿与针铁矿．

４．１．２　磁滞特征

经过顺磁校正（校正系数０．７）之后，得到两个

剖面样品的磁滞回线，如图４所示．总体上，所有样

品显示出“细腰”型特征，表明存在两种矫顽力明显

不同的磁性组分（Ｒｏｂｅｒｔ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如低矫顽力

的磁铁矿、磁赤铁矿与高矫顽力的赤铁矿、针铁矿．

但是，ＬＣ样品磁滞回线的“细腰”特征比ＸＦ样品更

为突出，表明ＬＣ样品高、低组分的所占比例更为接

近而ＸＦ样品则更为悬殊．也就是说，ＬＣ红层样品

中的低矫顽力矿物（如磁铁矿等）含量比ＸＦ红层样

品更多，磁性矿物种类也更多．所有红层样品的磁滞

回线在１．５Ｔ时均未闭合，显示高矫顽力组分的存在．

４．１．３　ＩＲＭ获得曲线与反向场退磁曲线

获取样品在加场下的ＩＲＭ及其直流场退磁，可以

获得样品的剩磁矫顽力（犅ｃｒ），从而区别不同类型的磁

性矿物．图５中，ＬＣ红层样品的ＩＲＭ０．１Ｔ／ＩＲＭ１．５Ｔ

值约为ＸＦ红层样品的２倍及以上，表明其低矫顽

力和亚铁磁性矿物组分含量更高．由于ＩＲＭ０．３Ｔ／

ＩＲＭ１．５Ｔ的平均值低于０．５，并且所有样品在１．５Ｔ

仍未饱和，因此这两个剖面中磁性矿物以高矫顽力

矿物为主．

４．１．４　三轴ＩＲＭ热退磁曲线

ＬＣ红层样品三轴ＩＲＭ 热退磁曲线如图６所

示．部分样品的中、高矫顽力组分的剩磁强度在１００～

１５０℃出现一个比较显著的下降（图６ａ、ｄ、ｅ），这是

由于针铁矿解阻导致的（Ｌｏｗｒｉｅ，１９９０）．某些样品的

软磁组分热退磁曲线在２５０～３００℃时存在一个坡

折（图６ｃ、ｅ、ｆ），可能是因不稳定的磁赤铁矿向赤铁

矿转化造成的（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同时，还有些样品

的软磁组分在５８５℃附近出现转折（图６ａ、ｂ），暗示

着磁铁矿的存在．所有样品的软、中及硬磁组分在

５８５℃以上剧烈衰减，并在６７５～６９０℃衰减接近于

０，硬磁的衰减幅度约为室温时ＩＲＭ强度的３５％～

４０％，这表明样品中存在大量的高矫顽力组分，如赤

铁矿等（Ｄｕｎｌｏｐａｎｄ?ｚｄｅｍｉｒ，１９９７）．但含有磁赤铁

矿样品的软磁组分的剩磁强度比硬磁组分的强度低

２个数量级，因此其在高温时对硬磁组分衰减的贡

献几乎可以忽略，而赤铁矿是硬磁组分最主要的贡

献者．

在三组分变化趋势的一致性上，ＸＦ红层几乎

所有样品的中、高矫顽力组分的剩磁强度在１００～

１５０℃有一个明显的衰减，意味着存在少量的赤铁

矿．部分样品的软磁组分在２５０～３００℃时存在一

个坡折（图７ｂ、ｃ、ｅ、ｆ），可能是因不稳定的磁赤铁

矿向赤铁矿转化造成的（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所有样

品的软、中及硬磁组分在５８５℃以上剧烈衰减，并

在６７５～６９０℃衰减接近于０，硬磁的衰减幅度约

为室温时剩磁强度的３５％～４０％，这表明样品中

存在大量的高矫顽力组分，如赤铁矿等（Ｄｕｎｌｏｐａｎｄ

?ｚｄｅｍｉｒ，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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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期 张斌等：赣南晚白垩纪红层磁学研究及其地质意义

图３　ＸＦ剖面典型红层样品 犜曲线

红色实线（蓝色虚线）代表加热（冷却）曲线．

Ｆｉｇ．３　 犜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ｒｅｄｂｅｄｓ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ＸＦ

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

４．１．５　ＮＲＭ 热退磁

ＬＣ与ＸＦ典型红层样品的 ＮＲＭ 热退磁曲线

如图８所示．部分ＬＣ红层样品的剩磁在１００℃附

近出现较微弱的衰减，意味着存在少量的针铁矿．多

数ＬＣ样品的ＮＲＭ热退磁曲线在３５０℃存在一个

“谷”，可能是样品中的磁赤铁矿因加热氧化形成赤

铁矿而导致剩磁强度的衰减或ＶＲＭ的清除．然而，

几乎所有ＸＦ红层样品的剩磁在３５０℃没有出现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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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红层典型样品磁滞回线特征

Ｆｉｇ．４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ｌｏｏｐ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ｒｅｄｂｅｄｓ

减反而增长，表明有新的亚铁磁性矿物生成．ＬＣ与

ＸＦ所有样品的剩磁强度在４００～４５０℃达到峰值

后，开始出现持续衰减．然而，衰减幅度在不同剖面

之间、同一剖面不同温度段之间存在差异．对ＬＣ剖

面样品在４００～５８５℃剩磁衰减幅度远高于在此温

度段内的ＸＦ剖面样品，表明ＬＣ剖面样品中含有

更多的磁铁矿．５８５℃以上，两剖面所有样品的剩磁

剧烈衰减，并在６７５～６９０℃衰减接近于０，衰减幅

度分别高达６５％和９０％，表明最主要的磁性矿物是

赤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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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期 张斌等：赣南晚白垩纪红层磁学研究及其地质意义

图５　ＬＣ与ＸＦ剖面红层ＩＲＭ获得曲线与反向场退磁曲线

Ｆｉｇ．５　ＩＲＭ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ａｎｄｂａｃｋｆｉｅｌｄ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ＩＲＭ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ｒｅｄｂｅｄｓ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ＬＣａｎｄ（ｂ）ＸＦ

图６　ＬＣ剖面三轴ＩＲＭ热退磁曲线（沿犡、犢、犣分别施加０．０５、０．５和２．５Ｔ磁场，分别代表软、中及硬磁组分）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ＲＭ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ＬＣ

ｗｉｔｈ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０．０５，０．５ａｎｄ２．５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犡，犢ａｎｄ犣ａｘ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ｓｏｆｔ，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ｈａｒ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４．１．６　ＳＥＭ 结果

本文利用扫描电镜（ＳＥＭ）对矿物晶体形态、大

小及与周围晶体关系的特征，并结合矿物能谱

（ＥＤＳ）分析（表１），鉴别出铁磁性矿物以及判断其

来源和成因．对ＬＣ剖面典型样品（ＬＣＺ０４０）进行氩

离子抛光后进行ＳＥＭ 观察，如图９所示．在通过对

选取的观察区域内的金属颗粒进行观察和能谱分析

后发现镜铁矿、钛铁矿、色素赤铁矿等铁磁性矿物及

金红石、富钛氧化物等出溶物颗粒，并被石英、方解

石等胶结（图９ａ）．图９ｂ中颗粒的Ｆｅ、Ｏ元素组分含

量占比分别达５１．８９％和４２．１３％，指示其为纯度很高

的铁氧化物．对颗粒放大观察后显示其粒径为２０μｍ、

等径三角状颗粒，棱状磨圆，判断其为碎屑赤铁矿颗

粒，即镜铁矿．其内有晶洞和晶槽生长，锯齿状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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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犔犆红层典型样品能谱（犈犇犛）元素组分含量与原子含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犲犾犲犿犲狀狋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狋狊犪狀犱犪狋狅犿狊犪犮狇狌犻狉犲犱犫狔犈犇犛犻狀犔犆狉犲犱犫犲犱狊狊犪犿狆犾犲狊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ｅ Ｏ Ｔｉ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ｔ／％ ａｔ／％ ｗｔ／％ ａｔ／％ ｗｔ／％ ａｔ／％ ｗｔ／％ ａｔ／％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５１．８９ ２４．７３ ４２．１３ ７０．０７ ０．６８ ０．３８ ５．３０ ４．８２ Ｆｉｇ．１０ｂ—ｄ

２４．２０ １２．０２ ３７．４７ ６４．９４ ３２．７１ １８．９４ ５．６３ ４．１０ Ｆｉｇ．１０ｅ，ｆ

１．０３ ０．４７ ４２．８２ ６８．４５ ５２．７１ ２８．１６ ３．４５ ２．９２ Ｆｉｇ．１０ｇ—ｉ

２９．４５ １４．８５ ３０．４２ １７．８９ ３６．１８ ６３．６９ ３．９４ ３．５７ Ｆｉｇ．１０ｊ

图７　ＸＦ剖面三轴ＩＲＭ热退磁曲线（沿犡、犢、犣分别施加０．０５、０．５和２．５Ｔ磁场，分别代表软、中及硬磁组分）

Ｆｉｇ．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ＲＭ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ＸＦ

ｗｉｔｈ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ｓ０．０５，０．５ａｎｄ２．５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犡，犢ａｎｄ犣ａｘ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ｓｏｆｔ，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ｈａｒ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且被方解石钙质胶结．颗粒晶槽内密集生长着簇状

赤铁矿微颗粒，粒径约为４０ｎｍ（图９ｃ）．颗粒晶洞中

生长着长粒状赤铁矿颗粒，粒径约为４００ｎｍ（图

９ｄ）．根据观察并综合镜铁矿结构研究（Ｅｌｓｔｏｎａｎｄ

Ｐｕｒｕｃｋｅｒ，１９７９；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７９；Ｒａｌｅｉ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判断该镜铁矿颗粒为多晶镜铁矿（Ｐｏｌｙ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ｓｐｅｃｕｌａｒｉｔｅ）．依据表１，图９ｅ中的铁磁性矿物颗粒的

元素原子百分比为Ｆｅ∶Ｔｉ∶Ｏ≈１∶１∶３，即钛铁矿．

将钛铁矿颗粒放大之后进行观察，其粒径约为２０μｍ、

等径三角状，棱状磨圆，内部出溶，锯齿状边缘且被

方解石钙质胶结．对其中一部分进行放大后，其表面

平整并出现零散的斑点状石英（图９ｆ）．因此，判定

该矿物为单晶镜铁矿（Ｓｉｎｇｌ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ｐｅｃｕｌａｒｉｔｅ），

是钛铁矿出溶之后的产物．由于这一结构是高温下

才能产生的，因此这种铁磁性颗粒在沉积时即为镜

铁矿（ＥｌｓｔｏｎａｎｄＰｕｒｕｃｋｅｒ，１９７９）．值得注意的是，

在镜铁矿边缘出现细粒色素赤铁矿颗粒，指示着色

素赤铁矿（Ｐｉｇｍｅｎｔｈｅｍａｔｉｔｅ）的形成（图９ｅ）．作为

钛铁矿出溶作用的副产物金红石或者富钛氧化物也

出现在观察区域中，呈现较为完好的四方柱形（图

９ｇ、ｈ）或粒状、块状集合体（图９ｇ、ｉ）．随着出溶作用

的加深，钛铁矿表面石英斑点进一步扩大，钛铁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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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期 张斌等：赣南晚白垩纪红层磁学研究及其地质意义

图８　ＬＣ（ａ）与ＸＦ（ｂ）剖面红层样品ＮＲＭ的热退磁曲线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ＮＲＭ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ｒｅｄｂｅｄｓ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ＬＣａｎｄ（ｂ）ＸＦ

体更进一步分散、破碎，即框架镜铁矿（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ｓｐｅｃｕｌａｒｉｔｅ），其某些部分在沉积后作用下形成色素

赤铁矿（图１０ｊ）．

对ＸＦ剖面典型样品（ＸＦ０３７、ＸＦ２１５和ＸＦ３６９）进

行新鲜面处理后观察和能谱分析，如图１０与表２所

示．选择样品中含铁颗粒进行观察和分析，发现样品

中存在镜铁矿、钛铁矿、色素赤铁矿等铁磁性矿物及

金红石、富钛氧化物等出溶物颗粒，并被石英、方解

石等胶结．多晶镜铁矿出现在大多数样品中（图

１０ａ、ｂ、ｆ、ｇ、ｊ）且成板状、片状，粒径约４５～５０μｍ．单

晶镜铁矿、钛铁矿和金红石共存（图１０ｃ、ｄ、ｅ），显示

其碎屑来源与原生特征．同时其边缘生长晶簇状赤

铁矿，表明沉积后发生色素赤铁矿化过程．最引人注

目的是在样品中观察到的方解石表面生长的赤铁矿

晶体群（图１０ｈ、ｉ），单个晶体为长径为０．３～１．０μｍ的

长粒状颗粒，晶向排列随机，初步判断其为自生赤铁

矿．然而，在同一样品内却发现定向排列的长粒状晶

体颗粒，粒径０．２μｍ（图１０ｊ）．与其相邻的是棱面体

状的赤铁矿集合体．

综合两个剖面，多晶镜铁矿是最主要的铁磁性

矿物类型，来源于钛赤铁矿出溶作用，而样品中存在

的钛赤铁矿和金红石，证明了镜铁矿颗粒是在沉积

时被赤铁矿化的（ＥｌｓｔｏｎａｎｄＰｕｒｕｃｋｅｒ，１９７９）．此

外，样品中也存在晶粒状色素赤铁矿，是红层样品呈

现红色最重要的贡献者．但是，因色素赤铁矿含量的

差异，ＬＣ样品红度明显弱于ＸＦ样品．

４．２　古地磁结果

两个剖面红层样品的 ＮＲＭ 强度介于１０－２～

１０－１Ａ·ｍ－１，使用ＰａｌｅｏＭａｇ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并

将热退磁结果投影到正交矢量图上（Ｚｉｊｄｅｒｖｅｌｄ，

表２　犡犉红层典型样品能谱（犈犇犛）元素组分含量与原子含量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犲犾犲犿犲狀狋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狋狊犪狀犱犪狋狅犿狊犪犮狇狌犻狉犲犱犫狔犈犇犛犻狀犡犉狉犲犱犫犲犱狊狊狆犲犮犻犿犲狀狊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ｅ Ｏ Ｔｉ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ｔ／％ ａｔ／％ ｗｔ／％ ａｔ／％ ｗｔ／％ ａｔ／％ ｗｔ／％ ａｔ／％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６３．７２ ３４．３２ ３３．６２ ６３．２１ ０．９２ ０．５８ １．７４ １．８９ Ｆｉｇ．１１ａ

４９．７０ ２４．９７ ３３．２１ ５８．２５ ０．６９ ０．４０ １６．４０ １６．３８ Ｆｉｇ．１１ｂ

３７．５３ １６．０７ ４４．０１ ６５．７５ ８．６２ ４．３０ ９．８４ １３．８８ Ｆｉｇ．１１ｃ，ｅ

２７．０２ １１．７６ ４８．２２ ７３．２６ １８．２９ ９．２９ ６．４７ ５．７０ Ｆｉｇ．１１ｄ

４４．６９ ２１．１６ ３１．５８ ５２．１９ ２．０６ １．１４ ２１．６７ ２５．５１ Ｆｉｇ．１１ｆ，ｇ

４２．９７ １８．５５ ３７．１０ ５５．９０ ０．９８ ０．４９ １８．９５ ２５．０６ Ｆｉｇ．１１ｈ，ｉ

６９．２９ ３９．２６ ３０．７１ ６０．７４ ０ ０ ０ ０ Ｆｉｇ．１１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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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ＬＣ剖面典型红层样品ＳＥＭ图（ａ—ｊ）和ＥＤＳ图（ｋ）

（ａ）扫描区域全图及主要矿物；（ｂ—ｄ）多晶镜铁矿；（ｅ，ｆ）钛铁矿；（ｇ—ｉ）金红石或富钛氧化物；（ｊ）骨架钛铁矿．

Ｆｉｇ．９　ＳＥＭ （ａ—ｊ）ａｎｄＥＤＳ（ｋ）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ｒｅｄｂｅｄｓ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ＬＣ

（ａ）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ｓｉｏｎａｒｅａａｎｄｍａ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ｂ—ｄ）Ｐｏｌｙ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ｓｐｅｃｕｌａｒｉｔｅ；

（ｅ，ｆ）Ｉｌｍｅｎｉｔｅ；（ｇｈ）Ｒｕｔｉｔｅｏｒ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ｒｉｃｈｏｘｉｄｅ；（ｊ）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ｉｌｍｅｎｉｔｅ．

１９６７）（图１１和图１２），采用最小二乘法计算特征剩

磁（ＣｈＲＭ）的方向（Ｋｉｒｓｃｈｖｉｎｋ，１９８０）．对于两剖面

绝大部分样品来说，在清除１～２个次生剩磁组分之

后，在４００～６８０℃获得稳定的ＣｈＲＭ 方向，指示赤

铁矿是ＣｈＲＭ最主要的载磁矿物．按照最大角度离

差（ＭＡＤ）小于１５°的标准，两剖面共获得５６３个稳

定的ＣｈＲＭ方向（９７．９％），并进行虚地磁极（ＶＧＰ）、古

地磁极和古纬度的计算．

本文利用虚地磁极构建了测量地层的古地磁极

性柱．图１３和图１４所示，两个剖面的ＶＧＰ所显示

的极性均为正极性，很难与标准极性年表对比以确

定地层的年代．众所周知，正极性时占据白垩纪绝大

多数的时间，尤以白垩纪超静磁带最为显著（Ｈｅｌｓｌｅｙ

ａｎｄＳｔｅｉｎｅｒ，１９６９）．如此，对于这两个晚白垩纪红层

剖面来说，它们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地磁场信息具有

更为重要的意义，即它们是记录了沉积时的正极性

地磁场信息，还是因后期成岩过程产生重磁化？

５　讨论

５．１　红层中磁性矿物类型、相对含量及犆犺犚犕 的

携磁矿物

本文中两剖面所有典型红层样品的磁滞回线所

展示的“细腰”特征（图４），显示了样品中矫顽力有

巨大差异的两种磁性矿物组分共存的信号（Ｒｏｂｅｒｔｓ

ｅｔａｌ．，１９９５）．这样的特点可进一步被ＩＲＭ 获得曲

０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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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ＸＦ剖面典型红层样品ＳＥＭ图（ａ—ｊ）及ＥＤＳ图（ｋ）

（ａ，ｂ）板状多晶镜铁矿；（ｃ—ｅ）钛铁矿、镜铁矿、金红石和细粒晶粒赤铁矿；（ｆ，ｇ）板状多晶镜铁矿；

（ｈ，ｉ）无序排列的赤铁矿颗粒；（ｊ）定向排列的赤铁矿颗粒．

Ｆｉｇ．１０　ＳＥＭ （ａ—ｊ）ａｎｄＥＤＳ（ｋ）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ｒｅｄｂｅｄｓ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ＸＦ

（ａ—ｂ）Ｐｌａｔｅｌｉｋｅｐｏｌｙ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ｓｐｅｃｕｌａｒｉｔｅｉｎＸＦ０３７ｓａｍｐｌｅ；（ｃ—ｆ）Ｉｌｍｅｎｉｔｅ，ｓｐｅｃｕｌａｒｉｔｅ，ｒｕｔｉｌｅａｎｄｆｉｎ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ｈｅｍａｔｉｔｅ

ｇｒａｉｎｓｉｎｓａｍｐｌｅＸＦ２１５；（ｆ，ｇ）Ｐｌａｔｅｌｉｋｅｐｏｌｙ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ｓｐｅｃｕｌａｒｉｔｅｉｎｓａｍｐｌｅＸＦ２１５；（ｈ，ｉ）ａｎｄ（ｊ）ａ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ｉｚｅｄ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ｍａｔｉｔｅｇｒａｉｎｓｉｎＸＦ３６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线在３００ｍＴ特别是１００ｍＴ以下的快速获得和

３００ｍＴ以上仍有持续增长所证实（图５）．犜曲线

（图２）和三轴ＩＲＭ热退曲线（图６）显示低矫顽力磁

性矿物主要为磁赤铁矿和磁铁矿，但二者含量很低．

通过三轴ＩＲＭ 热退磁曲线（图６）可以辨识出高矫

顽力组分主要是赤铁矿和针铁矿，但ＳＥＭ（图９和

图１０）结果则指示赤铁矿是主要的磁性矿物．

岩石磁学结果显示，针铁矿携带的剩磁在热退

磁至１５０℃时被清洗，对ＮＲＭ的贡献并不显著（图

８）．对于ＸＦ样品中存在的磁赤铁矿组分，在热退磁

处理中加热至３５０℃时被清除．在红层样品中仅有

少量的磁铁矿，且其磁化方向与赤铁矿几乎相同，对

古地磁结果并无明显的影响．绝大部分样品中赤铁

矿的解阻温度 （犜Ｂ）为６８０℃，显示着其碎屑来源

１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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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ＬＣ剖面典型样品热退磁正交矢量图

Ｆｉｇ．１１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ＬＣ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然而一部分样品中赤铁矿的犜Ｂ

为６５０℃，是后期新生成的色素赤铁矿导致的（Ｔａｕｘｅ

ｅｔａｌ．，１９８０）．但是，在本研究中，这种次生的成土成

因的色素赤铁矿并未完全改变红层的原生赤铁矿剩

磁特征．

５．２　赤铁矿的类型、特征及其来源

目前对于红色碎屑沉积岩所获取剩磁的机理解

释存在着强烈的争议，即“红层争议”（Ｋｒｙｎｉｎｅ，

１９４９；Ｈｏｕｔｅｎ，１９６４；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７４，１９７６；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Ｌａｒｓｏｎ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２；白立新和朱

日祥，１９９８；Ｂｅ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３），争议的核心问题是

特征剩磁获得的时间且至今学术界未能形成共识．

然而，红层中的赤铁矿以两种形式存在，即色素赤铁

矿和碎屑赤铁矿（镜铁矿）．进行红层中的赤铁矿类

型分类、特征归纳和来源分析，对于理解红层中携带

ＣｈＲＭ的赤铁矿的起源、剩磁获得以及在后期成岩

作用对剩磁改造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对剖面样品沉积相的判断、ＳＥＭ观察

并综合岩石磁学实验结果，样品中携带ＣｈＲＭ 的赤

铁矿均是碎屑来源的赤铁矿，其所携带的是碎屑剩

磁．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ＳＥＭ镜下观察到的多晶

赤铁矿粒径为２０μｍ（ＬＣ样品）～５０μｍ（ＸＦ样

品）、棱状磨圆、锯齿状边缘以及板状或片状等典型

碎屑赤铁矿特征，并有钛铁矿、金红石等出溶作用副

矿物佐证（图９和图１０）；第二，所有红层样品的

ＮＲＭ热退磁曲线与碎屑赤铁矿的ＮＲＭ 热退磁曲

线相近，而与色素赤铁矿的完全不同（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１９７４；ＶａｎＤｅｒＲｏｂａｎｄＴｒｏｎｄ，２０１２；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ｂ）；第三，绝大多数样品的ＣｈＲＭ 在４００℃以

上开始稳定且犜Ｂ 为６８０℃，显示着其碎屑成因的

ＤＲＭ而非成土成因的ＣＲＭ（Ｔａｕｘ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０；

Ｄ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尽管部分样品

中存在次生的细粒赤铁矿，但是因其含量少、粒径

小、矫顽力和犜Ｂ 都较碎屑赤铁矿低，其剩磁信号特

２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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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ＸＦ剖面典型样品热退磁正交矢量图

Ｆｉｇ．１２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ｐｅｃｍｅｎｓ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ＸＦ

征被碎屑赤铁矿所掩盖．因此，本研究中碎屑赤铁矿

是携带ＣｈＲＭ的唯一磁性矿物，其所携带的是碎屑

剩磁同时也是原生剩磁．

５．３　红层年代的初步界定

本文研究的赣南两红层剖面，其地磁极性均为

正极性，这就为准确界定地层年代带来了困难（图

１３和图１４）．然而江西赣州—广东南雄是我国晚中

生代脊椎动物化石特别是恐龙化石最为丰富的产地

（杨钟健，１９６５；赵资奎，１９９０），同时某些红层中出现

的火山灰薄层、含有丰富的古生物化石的灰色灰绿

色泥岩层，为地层年代的界定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何

俊德和黄仁金，１９７９）．

留车盆地内的红层剖面，上覆晚白垩纪南雄组

地层，下伏早白垩纪菖蒲群灰红色流纹斑岩，故该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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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ＬＣ剖面岩相地层与磁性地层及其与ＧＰＴＳ比对（Ｇｒａｄ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Ｆｉｇ１３　Ｌｉｔｈ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ＬＣ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ＧＰＴＳ）（Ｇｒａｄ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图１４　ＸＦ剖面岩相地层与磁性地层及其与ＧＰＴＳ比对（Ｇｒａｄ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Ｆｉｇ１４　Ｌｉｔｈ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ＸＦ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ＧＰＴＳ）（Ｇｒａｄ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面为下白垩统晚期赣州组或上白垩统早期周田组沉

积（江西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大队，１９７０；江西区

域地层编写组，１９７６；蔡钧，１９８０）．江西９１５地质大

队对剖面中灰绿色页岩、粉砂质泥岩层提取植物孢

粉，发现希指蕨孢占有优势的同时有古老被子鞘花

粉出现，认为是早白垩世晚期（Ｋ
２

１
）晚白垩世早期

４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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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１

２
）的反映．而裸子植物花粉隐孔粉的出现和被子

植物含量不超过１０％，应是晚白垩世早期的特征

（江西区域地层编写组，１９７６）．因此，该套地层在

年代上属晚白垩世早期更为准确．此外，通过对剖

面样品古地磁极位置和古纬度的计算，并与前人

对该区的研究结果相对比（表１），发现二者古地磁

极地理位置相近，这也证明了本文古地磁结果具

有较强的可靠性以及地层年代判定的准确性．故

本文将年代界定为晚白垩纪Ｃｅｎｏｍａｎｉａｎ期（１００～

９３．９Ｍａ），极性时段为Ｃ３４ｎ，位于白垩纪超静磁

期内．

信丰—大塘盆地为震旦纪寒武纪浅变质岩系和

石炭纪、二叠纪沉积岩和加里东期花岗岩构成盆缘

的断陷盆地（廖瑞君等，２００３），是广东南雄盆地在江

西的延伸部分（魏源和谢振东，２００１），晚白垩纪地层

出露较好且大量出产恐龙蛋化石．因南雄盆地与信

丰—大塘盆地关系紧密，恐龙蛋化石分布特征有一

定的相似性，从而有利于地层的直接对比和时代界

定（谢振东，２００１）．南雄盆地恐龙蛋化石组合时代为

晚白垩世晚期，即马斯特里赫特期（赵资奎等，

１９９１）．已有研究根据孢粉化石和石英ＥＳＲ定年，将

其时代界定为晚白垩世马斯特里赫特阶晚期（魏源

等，２００１）．本文通过对剖面样品古地磁极位置和古

纬度的计算，并与前人研究结果相对比（表３），发现

其所指示的古地磁极地理位置与华南板块其他区域

晚白垩纪古地磁极位置差异较大（ＹａｎｇａｎｄＪｅａｎ，

２００１；Ｎａｒｕｍｏｔ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而与临近的同处于

赣江断裂带的吉水盆地红层古地磁极位置相近，这

表明信丰地区同吉水地区一样在晚白垩纪发生了局

部逆时针旋转，为赣江断裂体系左行走滑的结果

（ＷａｎｇａｎｄＹａｎｇ，２００７）．因此，结合古地磁结果、沉

积相、孢粉、石英ＥＳＲ测年及地层比对，将该剖面的

时代界定为晚白垩世晚期，极性时段为Ｃ３０ｎ，时间

为６８．１９６～６６．３９８Ｍａ．

表３　犔犆和犡犉剖面古地磁极位置与邻区资料对比

犜犪犫犾犲３　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狆犪犾犲狅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狆狅犾犪狉犻狋犻犲狊犳狉狅犿狆狉狅犳犻犾犲狊犔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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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清除．通过ＳＥＭ 观察并结合岩相学、岩石磁学

研究结果，指示了碎屑赤铁矿是最主要携磁矿物，记

录了原生碎屑剩磁ＤＲＭ．在获得稳定可靠的剩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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