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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南部皮山北环形构造———古陨石撞击的记录
云金表１， ２， ３） ，宁飞１， ２， ３） ，宋海明１， ２， ３）

１） 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有效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２）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构造与沉积储层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３）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内容提要： 环形构造中央隆起受“ 正花状” 构造控制，具有挤压构造特征；边缘受“ 负花状” 构造控制，形成凹陷。
为了揭示皮山北环形构造的特征及成因，基于三维地震资料、岩石学结构、岩芯、岩屑地球化学分析，识别出了皮山
北环形构造是一个受环形断裂控制的中央凸起，边缘凹陷构造。 钻井资料揭示该地区环形构造地层岩石破碎强烈，
并伴有铱（ Ｉｒ） 元素正异常，最高达 ０．４１ μｇ ／ ｇ。 角砾岩段发育于古近系阿尔塔什组之下，上段有异地物质充填，下段
主要为原地岩石碎裂产物。 与构造变形相对应，环形构造中央核部地层连续性变差，而且下古生界在中央增厚，边
缘减薄；上古生界则相反，具有中央减薄，边缘增厚的特征。 与世界典型撞击构造对比分析，皮山北环形构造应为陨
石撞击所致，从塔西南铱（ Ｉｒ） 元素正异常发育层位，推断该次撞击事件应发生于白垩纪末期或更早。
关键词：皮山北；环形构造；构造—地貌；角砾岩；撞击作用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的行星探测计划执行的

（ Ｍａ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撞击构

气层的保护，地球受到的撞击相对较少，但撞击事件

与演化相关的研究方向，如撞击周期 、大陆壳生长、

结果表明，撞击现象在太阳系普遍存在。 尽管有大
也不是偶然事件。 小行星撞击过程对太阳系行星的

造的研究逐渐成熟完善，出现了一系列和地球起源
巨大撞击事件在地史中的证据与影响、太阳系不同

演化和表面的改造，甚至生命系统起着十分重要的

行星上的撞击抛射模式、地球膨胀说的新全球构造

得墨西哥湾尤卡坦半岛存在直径约 １８０ ｋｍ 大陨石

究、地震测量、撞击熔融岩浆的分异和蚀变作用、撞

作用。 １９９１ 年美国科学家用放射性同位素方法，测
坑。 他们认为大约在 ６５ Ｍａ，一颗宽 １０ ｋｍ 的小行
星与地球相撞，猛烈的碰撞卷起了大量的尘埃，使地
球大气中充满了灰尘并聚集成尘埃云，厚厚的尘埃
云笼罩了整个地球上空，挡住了阳光，使地球成为
“ 暗无天日” 的世界，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 从而

观等（ Ｓｈａｒｐ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３） 。 近年来，通过深钻研
击压力计算以及矿物学研究等方面，已形成从撞击
地貌、地层、变形与变质标志识别，到撞击过程随机
数值模拟完整的理论体系（ Ｂａｒｒｉｎｇｅｒ， １９０６； 覃功炯
等， ２００１； 肖龙等， ２００８； Ｗｅｉｓ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

塔里木盆地西南皮山北地区二维地震勘探发现

提出了一种侏罗纪恐龙灭绝的新假说。 据 ＮＡＳＡ 已

自基底到古进系存在一个“ 底辟构造” ，上部为低幅

次直径为 ５００ ｍ 的小行星撞击地球的事件（ ＮＡＳＡ，

长健等，２０１６） ，上覆白垩系及以上地层。 上覆低幅

发现的地表陨石坑数量分析，每百万年可能发生三
２００８ａ， ２００８ｂ； ＵＳＧＳ， ２００８） 。 人类探索地球上是
否存在小行星撞击构造开始于 ２０ 世纪初， Ｂａｒｒｉｎｇｅｒ

（１９０６） 首次提出认为美国亚利桑那州 Ｂａｒｒｉｎｇｅｒ 环
形构造为撞击构造（ Ｂａｒ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０６） 。 到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随着小撞击坑及陨石碎片的大量发现，冲
击变质作用便成为解释撞击构造的可靠判据

构造。 前人推断为岩浆侵入体（ 吕海涛等，２０１６；张
构造是后期构造挤压作用，加上古进系膏盐顺层流
动所致。 ＰＳＢ１ 井 钻 探 目 的 是 揭 示 低 幅 构 造 及 其
“ 岩浆侵入体” 顶部风化壳含油气性。 钻探后三维
地震发现“ 岩浆底辟构造” 并不存在，而是典型的一
个穹窿构造，与塌陷构造有着显著的不同。 笔者通
过区域三维地震与钻井岩芯、岩屑分析，并与经典撞

注：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４１６０２１５８）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编号． ２０１７ＺＸ０５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１） 、中国科学院 Ａ 类战略性先导
科技专项（ 编号：ＸＤＡ１４０１０４０２）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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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构造的构造—地貌、地层、变形—变质特征对比分
析，提出了皮山北陨石撞击构造新解。

１

１．１

撞击构造特征
撞击构造构造—地貌特征
典型的撞击构造表现为中央隆起和塌陷的坑壁

１７

对较低的情况下，可以在石英颗粒中见到面状裂隙
（ ＰＦｓ） 。 而 在 高 压 下， 则 可 以 产 生 面 状 变 形 特 征
（ＰＤＦｓ） （ 陈鸣，２００７） 。 除此之外，石英还会转化成

柯石英、斯石英甚至焦石英；锆石会转化成斜锆石；
原岩会转化成角砾岩 甚 至 冲 击 玻 璃 （ 假 玄 武 岩 玻
璃） 。

（ 图 １） （ Ｇｒｉｅｖ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 黄俊等，２００９， 樊计昌

１．５

研究中央凸起是撞击反弹所致，因此伴随环形与放

岩石中的一些特殊元素（ 如 Ｉｒ） 的异常，可作为撞击

等，２０１０） 。 发育环形与放射性断裂—“ 岩脉” 。 据
射性断裂—“ 岩脉” 的发育。 但由于撞击规模、方式
等的不同并非所用撞击构造都有类似的特点，黄俊
等人（２００９） 将其归纳分为 ３ 种类型，即简单型撞击
构造、复杂型撞击构造和多环盆地。

（１） 简单型撞击构造。 简单型撞击构造地貌上

表现为碟型，中间凹周边高。 其中包含 ２ 种较为特

殊的撞击构造：微型撞击构造和拉长型撞击构造。

冲击地球化学异常

由于陨石中富含一些地壳中亏损的元素，因此

成因的有力证据。

１．６

撞击过程
陨石撞击是一个瞬时引起高压和高温的过程，

通过对已有撞击构造的研究和撞击模拟实验分析，
撞击过程 一 般 由 接 触 和 压 缩 阶 段、 挖 掘 阶 段 和 调
整—改造 ３ 个阶段组成。 接触和压缩阶段当冲击体
和目标体接触并产生压缩时，冲击体的动能传递给

前者直径范围可以小到从十几米到几米，它们主要

目标体，并产生强烈的冲击波，目标体内的冲击波沿

是由从彗星或者细小的陨石碎片分离的超高速的宇

着近似半球形的前沿从接触点迅速向外传播，瞬间

宙尘埃撞击形成，常见于没有大气环绕的天体（ 如
月球） 和人造飞行器的表面。 后者的形成，主要是
因为撞击物的入射角度小于 １５°。

（２） 复杂型撞击构造。 在太阳系十分常见，其

与简单型撞击构造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央存在隆起，
边缘发育塌陷。

（３） 多环盆地型的撞击构造。 主要见于月球等

卫星的表面，火星表面也有不少，目前在地球上还没
有发现。

１．２

撞击地层学特征

撞击构造边缘是倒转的层序（ Ｍｕｔｃｈ， １９７２，朱

照宇等，２００１） ，撞击挖掘的抛射物的层序与原始的
地层层序相反，形成倒转边。 这主要是撞击地层回

压力甚至可以超过 １００ ＧＰａ，冲击体迅速发生熔融

甚至气化。 在接触的界面处产生粒子的高速喷射，
这些粒子不仅有熔融的目标体，也有冲击体的碎块
和电离气体。 因为这些粒子的质量比冲击体小很
多，由动量守恒可知，喷射物质的速率比撞击体的初
始速率高许多倍（ 图 １ａ；Ｍｕｔｃｈ， １９７２； Ｗｅｉｓ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

冲击波的后面是稀疏波，它起减压的作用，所有

的陨石碎片、熔融物和蒸发物都沿着冲击波和稀疏

波之间的界面高速喷射出来，开掘成坑（ 图 １ｂ、ｃ） 。
同时，溅射出的岩石物质在坑沿堆积起来形成沉积
层，沉积层的层序与陨石撞击靶区的地层相反，上层
的抛出物在下，下层的反而在上。

弹喷射作用所致。

１．３

陨石撞击坑成坑之后会受到重力和岩石力学性

撞击变形特征

质的影响，发生种种调整和变形，首先，由于撞击作

撞击变形是典型识别标志。 包括陨石的碎片、

用的反弹坑的中部常常出现隆起；继则重力作用使

原地岩石变形与碎裂及其岩石特殊组构的形成（ 游

坑壁垮塌，碎屑抛射于坑内，形成坑内充填角砾岩

铁镍球粒陨石，还有撞击构造特有的震裂锥，它是受

等等。

振东和刘嵘， ２００８） 。 如经常可以发现陨石碎片有
冲击作用的岩石破裂面上有明显条纹状的锥形构造

（ 何永年等，１９９０） 。 条纹从锥顶向侧翼分散作马尾
状，由冲击锥顶的指向可以判定冲击波发射的中心
（ Ｂ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

１．４

冲击变质作用

冲击作用尽管极短暂的，但原地岩石遭受强烈

的高温高压变质作用（ 王尔康等，１９９３） 。 在压力相

（ 图 １ｄ） ；最后，因隆起而出现放射状、同心状的裂隙

２

区域地质概况
皮山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和田地区。

皮山北环形构造处于塔里木盆地西南皮山县北皮山
新 １ 井（ 文后简称 ＰＳＢＸ１） ，构造上属于塔西南凹陷
麦盖提斜坡（ 图 ２） 。 该区构造多数与断层相关构造
有关，但皮山北环形构造则与众不同，具体表现在构

１８

地

质

论

评

图 １ 撞击构造过程示意图（ 据 Ｂａｒｒｉｎｇｅｒ， ２９０６； Ｍｕｔｃｈ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２ ） ： （ ａ） 、（ ｂ） 接触
和压缩阶段；（ ｃ） 挖掘阶段；（ ｄ） 改造阶段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Ｂａｒｒｉｎｇｅｒ， ２９０６； Ｍｕｔｃｈ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２） ；
（ ａ） ， （ ｂ）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ｕ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ｃ）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 （ ｄ）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图 ２ 新疆南部皮山北环形构造位置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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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造孤立发育， 而且向深部延 伸， 具 有 很 深 的 “ 根” 。

过中央凸起的地震剖面。

２０１６；张长健等，２０１６） 。 但与前述陨石撞击构造对

质体。 通过区域地层对比，可以清晰看到，石炭系—

比，在构造—地貌、地层分布、岩石碎裂和地球化学

下二叠火山岩是本区连续性非常好的地层，但至环

诸多方面具有明显相似性。

状构造中 央 凸 起 明 显 变 成 杂 乱 地 层， 同 样 下 部 寒

３

武—奥陶系在中央隆起也变成杂乱反射。 但从构造

（２） 环状构造是一个受环形断裂控制的复杂地

为此前人提出了“ 深部底辟” 塌陷构造（ 吕海涛等，

皮山北环形构造特征

３．１

变形特点，中央形成类似“ 正花状” 构造，显示挤压

构造—地层特征

构造特点；而环状构造边缘则显示类似“ 负花状” 构

出露在地表的撞击构造可以通过地貌、变形、变

造，显示拉张特点。

（３） 伴随构造变形，下古生界地层在环形构造

质和地层等加以识别，埋藏于地下的撞击构造识别
难度较大，故报道也相对较少。 然而油气勘探中三

边缘显著减薄上，相反上二叠统在环形构造边缘地

维地震可较好的揭示其构造—地貌特征，为撞击构

层明显增厚，中心部位减薄。 推断环形构造核部应

造的识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主要为下古生界，边缘是石炭—二叠系—白垩系的

通过区域钻井资料与地震资料分析，皮山北环
形构造主要发育于中新生界之下的古生界地层中，
上部为以新生界为主的低幅背斜，下部是一个中部

的凸起， 边部凹陷， 断裂十分发育的环形构造 （ 图

３） 。 环形构造东西 ２３．２ ｋｍ，南北超过 １９．１３ ｋｍ。

重复，相当于撞击喷出物。

３．２

地层—岩石学特征

皮山北新 １ 井钻揭环形构造顶部岩层，在穿过

古进系阿尔塔什组膏泥岩地层后进入下部地层 ２６６

ｍ，由地震资料分析应为上白垩统地层（ 图 ６） 。 主
要由角砾状白云岩、灰岩组成。 分为上中下三段：上
部（２ ～ ４ 回次） 角砾成分以灰色粉晶云岩、灰白色砂
屑灰岩为主，填隙为粉晶云岩，有少量泥质、硬石膏
充填。 中部（ ５ ～ ７ 回次） 主要角砾状白云岩。 下部
（８ 回次） 为角砾状灰岩，主要成分为亮晶砂屑、泥
岩、灰色粉晶云岩、重结晶鲕粒灰岩及少量硅质、泥
质。 整个砾岩段，碎裂化十分明显，但各段特征明显
不同。 上段尽管砾石棱角明显，大小混杂，但填隙物
成分主要细晶。 另外从角砾内部裂缝发育推断，角
砾岩的发育明显经历二次构造变动。 说明该段砾岩
为一种混杂堆积沉积体。 中部角砾岩主要为角砾化

图 ３ 新疆南部皮山北新 １ 井 ４２００ ｍｓ（ 相当于
上二叠统上部） 三维地震相干切片

云岩；下段岩层（ 第八回次） ，角砾成分相对单一，砾
石棱角分明，局部有糜棱化特点。 从角砾岩破裂分

Ｆｉｇ． ３ ３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ｓｌｉｃｅ ｏｆ ４２００ ｍｓ （ ｔｏｐ ｏｆ Ｕｐｐｅｒ

析至少经历了两次破裂过程。 其中最后一次应该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形成成分混杂的特征。 按照 砾 岩 混 杂， “ 多 期” 变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ｏｆ ｗｅｌｌ ＰＳＢＸ １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由横穿地震剖面可以看出，皮山北环形构造具
有明显的多层结构：

（１） 环形构造具有中部凸起，边缘塌陷构造—

上部浅层低幅构造相伴生，但这应该规模不大，难以
形，很难用地震混积、断裂作用加以解释，用陨石撞
击的碎裂化与再堆积解释更为合理。

３．３

元素地球化学异常
其它星体与地球由于起源与演化过程的不同，

地貌特征。 在研究港区内环形构造对称性较好，只

会在元素组成、同位素，甚至稀有气体等地球化学特

缘到核部，再到边缘的地震反射剖面，可以十分清晰

撞击成因证据的 Ｋ ／ Ｅ 撞击层中，铱元素有明显的富

有东北部环形断层稍缓些。 图 ４ 为自北向南，由边
看到环形构造具有中央凸起，边缘凹陷的构造—地
貌特点。 同样南北向的剖面也是如此，也显示环形
是一个中央凸起，边缘凹陷的结构。 图 ５ 为南北向

征有明显的异常。 过去 ２０ 多年的研究表明，在具有
集异常， 同 时 还 富 含 亲 铁 元 素 Ａｕ、 Ｏｓ、 Ｐｂ、 Ｒｅ、 Ｎｉ、
Ｃｒ、 Ｆｅ 和 ｃｏ、 亲 铜 元 素 Ａｓ、 ｓｂ、 ｓｅ、 ｚｎ、 ｃｕ 和 Ｍｎ

（ Ｇａｎａｐａｔｈｙ， １９８０） 。 一般地壳中的铱（ Ｉｒ） 含量很低

２０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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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新疆南部皮山北过环形构造地震反射剖面（ 剖面位置见图 ２）

Ｆｉｇ． ４ ＥＷ ｓｅｓ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ｓｅｅ Ｆｉｇ． ２ ｆｏｒ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０１ μｇ ／ ｇ） ，然而在全球上百处的 Ｋ ／ Ｅ（ 白垩纪

通过取岩芯、岩屑等距分析测试，ＰＳＢＸ１ 井从

末—新生纪初的界面） 几乎都存在铱正异常，陨石

６８７３ ｍ 开始出现铱 （ Ｉｒ） 含量正异常， 最高达 ０ ４１

般认为是外星撞击地球沉降尘埃在沉积所致。

由此从另一个侧面为陨石撞击提供了证据。

中铱（ Ｉｒ） 含量可达 ０ ６５ μｇ ／ ｇ。 因此富含铱元素一
表 １ 新疆皮山北地区地层岩石与岩屑中铱（ Ｉｒ） 元素含量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Ｉｒｉｄｉｕｍ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ａ ａｎｄ ｒｏｃｋ ｄｅｂｒｉ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Ｉｒ 含量

（ ｎｇ ／ ｇ）

样品编号

０．０８
０．０３

１２

０．２５

１３
１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２６

８

＜０．０２

１０

＜０．０２

９

１１

０．０８
０．３９

１５
１６

Ｉｒ 含量

（ ｎｇ ／ ｇ）

样品编号

０．４１
０．２１

２３

０．１１

２４
２５

＜０．０２

２６

０．４３

０．０５
０．０２

１７

＜０．０２

１９

０．１３

１８
２０
２１
２２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１

０．０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４

讨论
目前推断皮山北环形构造是陨石撞击构造，还

没有确凿的直接证据，如碰撞形成的震裂锥、充填有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样品编号

μｇ ／ ｇ，而且异常涵盖了整个角砾岩上段地层（ 图 ７） 。

Ｉｒ 含量

（ ｎｇ ／ ｇ）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０５

高温形成的玄武岩假玻璃环形断裂、放射状断裂等

（ 傅成义，１９９０） 。 同样在地球化学方面也没有 Ｒｅ⁃
Ｏｓ 同位素系统 Ｒｅ 和 ０ｓ 元素丰度以及１８８ Ｏｓ ／ １８７ Ｏｓ、
Ｒｅ ／ Ｏｓ、Ｃｒ—Ｍｎ 同位素系统，Ｃｒ 和 Ｍｎ 元素丰度以
及５３ Ｃｒ ／ ５２ Ｃｒ 同位素比值同样是判定岩石中是否含有

宇宙组分一种重要地球化学方法 （ Ｇｉｌｍｏｕｒ， １９９８；
Ｓｈｕｋｏｌｙｕｋｏｖ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Ｍｕ ｏｚ⁃Ｅｓｐａｄａｓ， ２００３） 。

众所周知，在已有较多证据的撞击地层中都发

现了 δ １３ Ｃ 的负异常（ Ｇｉｌｍｏｕｒ １９９８） ，尤其是在 Ｋ ／ Ｅ

界线最重要的地球化学标志之一。 由于生物资料的
欠缺，本次研究没有进行 δ １３ Ｃ 的负异常工作的分
析。 深海岩芯巾 Ｋ ／ Ｅ 界线处的浮游有孔虫和颗粒

图 ５ 新疆南部皮山北南北向环形构造中部剖面（ 剖面位置见图 ２）

Ｆｉｇ． ５ ＮＳ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 ｓｅｅ Ｆｉｇ． ２ ｆｏｒ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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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新疆皮山北地区上白垩统角砾岩特征

Ｆｉｇ． ６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ｂｒｅｃｃｉａ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 ａ） —上部角砾云灰岩； （ ｂ） —上部角砾状云岩；（ ｃ） —中部角砾化白云岩；（ ｄ） —下部角砾化灰岩

（ ａ） —ｂｒｅｃｃｉａ ｄｏｌｏｍｉｔｉｃ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ｒｔ； （ ｂ） —ｂｒｅｃｃｉａ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ｒｔ； （ ｃ） — ｂｒｅｃｃｉａｔｅｄ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ａｒｔ；
（ ｄ） — ｂｒｅｃｃｉａｔｅｄ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ｐａｒｔ

藻中的碳同位素比率存在一个强烈的、短期的负向
偏移。 从 撞 击 事 件 效 应 的 角 度 来 解 释， 这 是 因 为
δ １３ Ｃ趋向于在光合作用过程巾通过海洋有机物聚
集，在一个灭绝事件后，海平面上全球光合作用降
低，生物量大大的减少，导致了δ １３ Ｃ的负异常，这些
工作都需要进一步的开展。

但从皮山北环形构造的构造—地貌、地层及岩
石变形、元素地球化学特征上都显示是陨石撞击相
关的构造。 根据前人（ 吕海涛等，２０１６；张长健等，

２０１６） 研究，本区塔西南地区白垩系与古进系之间
存在陨石撞击沉积，因此 ＰＳＢＸ１ 井砾岩段应相当于
该期构造作用的产物，这样解释比传统认为是深部
“ 底辟” 作用具有明显的合理性。 首先，深部“ 底辟”

应为穹窿构造，其塌陷应都受环形正断层系控制；其
次，塌陷后核部应为凹陷核部，不应为凸起。 如果破
图 ７ 新疆皮山北 ＰＳＢＸ１ 井铱 Ｉｒ 元素丰度图

Ｆｉｇ． ７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Ｉｒｉｄｉｕｍ ｉｎ ｗｅｌｌ ＰＳＢＸ１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火山，核部是火成岩或热液改造，地层层层性变差，
上部应见火山喷出产物，而不是原地岩石破碎的产
物，更不会伴随有铱（ Ｉｒ） 元素含量的正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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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ｌ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２７ ～ １５１．

结论
（１） 皮山北环形构造环状构造是一个受环形断

裂控制的复杂地质体，具有中部凸起，边缘塌陷构
造—地貌特征。 环形构造中央呈类似“ 正花状” 构
造，显示挤压构造特点； 而边缘则显示类似 “ 负花
状” 构造，显示拉张特点。

Ｃｈｅｎ Ｍｉｎｇ． ２００７＃． Ｘｉｕｙａｎ ｍｅｔｅｏｒ ｃｒａｔｅ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ｒｉｇ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５２（２３） ： ２７７７ ～ ２７８０．

Ｆａｎ Ｊｉｃｈａｎｇ， Ｌｉｕ Ｍｉｎｇｊｕｎ， Ｚｈａｏ Ｃｈｅｎｇｂｉｎ， Ｈａｉ Ｙａｎ， Ｘｉｎ Ｈａｉｌｉｎｇ． ２０１０

＃．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Ｑ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 Ｘｉｕｙａｎ ｍｅｔｅｏｒｉｔ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ｃｒ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ｉ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５３（１０） ： ２３６７ ～ ２３７５．

Ｆｕ Ｃｈｅｎｇｙｉ． １９９０＃．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ｓｈｏｃｋ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ａｔ Ｓａｎ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ｉｎｉｃａ，
（２） ：２５３ ～ ２５６．

（２） 由于陨石撞击过 程 是 一 个 相 对 短 暂 的 过

Ｇａｎａｐａｔｈｙ Ｒ． １９８０． Ａ ｍａｊｏｒ ｍｅｔｅｏｒｉｔ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６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多为原地岩石破碎产物，可归为老地层。 因此推断

Ｇｉｌｍｏｕｒ Ｉ． １９９８．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程，因此整个砾岩段都应为晚白垩时产物，但其下部
在晚白垩世时期，本区发生了自略偏东北向的一颗
小行星撞击事件，由此导致了受环形断裂控制的中
央凸起，边缘凹陷的构造—地貌特征，同时伴随着中
央的喷射导致的上部地层增厚和边缘的塌陷，由此
可见环形构造中部是一个背斜构造。
致谢：感谢中石化西北分公司研究院高级工程
师岳勇、中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仲培博士、李
建交博士无私提供资料与多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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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ｎｐｉｎｇ． ２００１．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ａ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ｋｔｉｔｅ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ｖ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 ： ２９６ ～ ３０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ｓ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Ｒｅｃｏｒｄ ｆｒｏｍ Ｍｅｔｅｏｒｉｔ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ＹＵＮ Ｊｉｎｂｉａｏ １， ２， ３） ， ＮＩＮＧ Ｆｅｉ １， ２， ３） ， ＳＯＮＧ Ｈａｉｍｉｎｇ １， ２， ３）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ｓ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ｌ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ｓ ｎｏｔ ａ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ｓｔｅｒｏｉ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ｌ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ｐｌｉｆｔ ｏｆ 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ｖｅ 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ｉｓ 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ｆｌｏｗｅｒ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３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ｒ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ａｎｄ ３Ｄ ａｎｄ ２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ｗ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ｒ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ｗｅｌｌ ＰＳＢＸ１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ｕｐｐｅｒ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ｂｒｅｃｃｉａ ｄｏｌｏ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ｉｎ ｉｒｉｄｉｕｍ ｎｅａｒｌｙ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ａｌｌ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 ｏｆ Ｋ—Ｅ （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ｏｆ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ａｎｄ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ｑｕｉｄｉｓｔａｎｔｌｙ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ｒｅ ｏｒ ｒｏｃｋ ｄｅｂｒｉｓ ｉｎ ｗｅｌｌ ＰＳＢＸ１，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ｉｎ ｉｒｉｄｉｕｍ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ｅｎｔｉｒｅ ｕｐｐｅｒ ｓｔｒａｔａ ｏｆ ｂｒｅｃｃｉ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ｈａｖｅ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ｕｐｌｉｆ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ｒ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ｓ．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ｄａｔａ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ａ ｏｆ 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ａｒｅａ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ｎｓｅｌｙ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ｏｆ ｉｒｉｄｉｕｍ ｗｉｔｈ

ｍａｘｉｕｍ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０． ４１μｇ ／ ｇ． Ｂｒｅｃｃｉａ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ｅｌｏｗ Ａｅｒｔａｓｈ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Ａｅｒｔａｓｈ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ｆｉｌｌｅｄ ｂｙ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ａｒｔ ｂｙ ｉｎ⁃ｓｉｔｕ ｂｒｏｋｅｎ ｒｏｃｋ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ａ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ｗｏｒｓ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 ｂｕｔ ｔｈｉ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ｉｓ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ｓｈａｎ ｗａ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ｍｅｔｅｏｒｉｔ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ｅｖｅｎｔ ｈａｄ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ｏ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ａ ｔｈａ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ｏｆ ｉｒｉｄ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ｉｓ ｍｅｔｅｏｒｉｔ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第６５ 卷

第１期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月

地

质

论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评

Ｖｏｌ． ６５

Ｎｏ． １

Ｊａｎ ． ， ２ ０ １ 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ｄｉａｐｉ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ａｔ ｄｏｍｅ ｓｔｙ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ｉａｐｉ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ａｕｌ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ｉｎ
ｄｉａｐ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ａｎ ｕｐｌｉｆ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ｌｄｅｒａ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ｄｅｆｅｎｓｉｂｌ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ａｌｄｅｒａ ｉｓ ｉｇｎｅｏｕｓ ｒｏｃｋ ｏｒ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ｏｌｃａｎｏ ｅｘｔｒｕｓｉｖ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ｘｉｓ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ｓｉｔｕ ｒｏｃｋ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ｔｏ ｍｅｎ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ｉｎ ｉｒｉｄｉｕｍ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ｕ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ｓｈａｎ；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ｂｒｅｃｃｉａ；ｉｍｐａ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ｆ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Ｎｏ．

４１６０２１５８）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Ｎｏ． ２０１７ＺＸ０５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１ ）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Ｎｏ． ＸＤＡ１４０１０４０２）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ＹＵＮ Ｊｉｎｂｉａｏ， 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６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ｎｊｂ．ｓｙｋｙ＠ ｓｉｎｏｐｅｃ．ｃｏｍ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７⁃０９⁃２０；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２０１８⁃１０⁃３０；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ＩＵ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２

“ Ｆｏｓｓｉｌ” 汉语译名演变考
杨丽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９０
内容提要： “ Ｆｏｓｓｉｌ” 来源于拉丁文 ｆｏｓｓｉｌｉｓ，最初用于指地中挖掘物。 中文“ 化石” 一词初为矿物、岩石的总称，或

用作动词。 西文“ ｆｏｓｓｉｌ” 先后被汉译为塔形石、殭石等，汉语译名亦几经变化。 本文根据晚清西学译著、近代刊物及
教科书中关于化石的介绍，厘清了“ ｆｏｓｓｉｌ” 一词译名的演变，指出中文将“ ｆｏｓｓｉｌ” 译为“ 化石” 并用于指地中生物遗迹
的说法至 ２０ 世纪初方才确定。

关键词：ｆｏｓｓｉｌ； 化石； 汉译名； 地质学； 晚清

化石泛指因自然作用在地层中保存下来的地史

化石是曾经活着的动植物的遗体（ 中国大百科全书

时期生物的遗体、遗迹，以及生物体分解后的有机物

总编辑委员会《 地质学》 编辑委员会，１９９３ ２７６ ） 。 欧

石、遗迹化石、模铸化石、化学化石、分子化石等不同

１４９４ ～ １５５５） ❷ 使用 ｆｏｓｓｉｌｉｓ 表示地下之物，包括地中

“ ｆｏｓｓｉｌ” 最初来源于拉丁语 ｆｏｓｓｉｌｉｓ ，用于指一切从

石作为生物进化、地球气候变化的证据而受到生物

残余 （ 生物标志物、 古 ＤＮＡ 残片等） ， 分为实体 化

保存类型（ 古生物名词审定委员会，２００９ ８ ） 。 英文
❶

地中挖掘出的物体，后用于表示岩石中保存的生物

洲“ 矿 物 学 之 父” 阿 格 里 柯 拉 （ Ｇｅｏｒｇｉｕｓ Ａｇｒｉｃｏｌａ，
生物残骸、遗迹、矿石等（ Ｗｈｉｔｅ，１９５７） 。 １９ 世纪，化
学家、 古 生 物 学 家 的 注 意 （ Ｂｅｎｔｏｎ， １９６４ ６４９ ； Ｇｗｉｎｎ，

遗迹（ 包括动植物残骸、种子、孢子、花粉、足迹、粪

１９８０ ５５６ ） ，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莱伊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ｙｅｌｌ，

识过程却极其漫长。 古希腊希罗多德 （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

用法沿用至今（ Ｌｙｅｌｌ， １８６５） 。

便等） 。 ｆｏｓｓｉｌｉｓ 一词很早即开始使用，但对化石的认
约公元前 ４８４ ～ ４２５） 认为保存在埃及金字塔石灰岩

中的有孔虫化石是修筑金字塔的工人们的某种食
物。 中世纪，化石被认为是矿物的半成品。 １６ 世纪
初，达·芬奇（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ｄａ Ｖｉｎｃｉ，１４５２ ～ １５１９） 提出

１９７９ ～ １８７５） 用“ ｆｏｓｓｉｌ” 一词表示地中生物遗迹，此种
中国古代典籍很早即有关于化石的记载，《 山

海经》 曾描述过鱼化石，宋代朱熹、沈括更将在山地
发现螺蚌类的化石作为海陆变迁的依据。 我国虽对
于化石描述较早，但初时并不称作“ 化石” ，如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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