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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早白垩世地层中 ,极少见到菊石化石 ,但是可以利用地层中腕足动物化石组合为

基础划分贝利阿斯阶(Ber riasian)、凡兰吟阶(Valang inian)、上下欧特里夫维阶(Lower and Upper Hauterivian)和下

巴雷姆阶(Lower Bar remian)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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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达吉斯坦共和国所属的高加索地区(图 1),

下白垩统长久以来没有比较精确的地层划分 ,因为

在这个区域判定生物地层年代的菊石化石非常不发

育 。在最近十几年里基本上没有关于达吉斯坦地区

下白垩统地层的专著和论文发表。目前所用的该地

区地层学方面的基础材料大多源自 M .P.Kudliv t-

sev (1957), V.P .Renkarden , T .A.Mardvilka

和其他前苏联学者的著作 。

图 1　达吉斯坦地区下白垩统地层露头示意图(根据 Kudlivt sev , 1957)

Fig.1　Lower C retaceous str ata in Daghestan(af ter Kudlivt sev , 1957)



　　由于在这个区域腕足动物化石(小嘴贝目 、穿孔

贝目)的常见性 ,并且这些化石具备在古地中海生物

地理区域中辽阔的地理分布性和范围狭小的地层学

间隔性 ,使得应用这些腕足动物化石来判定地层年

代 、划分期和亚期成为可能。北高加索西部区域和

同一地质年代的达吉斯坦地区的小嘴贝目组合带具

有相似性 ,可以以此为依据建立原苏联南部区域的

地层架构 ,在这个架构中可进一步准确地将北高加

索地区下白垩统分层 ,并将腕足动物化石组合带植

入菊石化石组合带区。由于北高加索地区和菊石化

石共同出现的腕足动物化石也出现在达吉斯坦地

区 ,而菊石化石可以较为准确地判定地层年代 ,虽然

达吉斯坦地区下白垩统中的菊石化石不发育 ,可以

通过对比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地区早白垩世腕足动

物化石来划分达吉斯坦地区的下白垩统。

　　最早描述达吉斯坦地区早白垩世小嘴贝化石的

学者是 Andula ,他在 1900年描述了 Rhynchonel la

mul ti f orm is (Roemer , 1839)、Rh.deluci(Pictet ,

1872)和 Rh.lata(d' O rbigny , 1847)。1909年 V.

P.Renkar ten 在记录 Tsmulchai , Kulakhchai 和

Sudur三条河流河岸剖面时不只一次地提到 Rh.

multi f ormis , Rh.aff.mult i formis 和 Rh.lata ,

并以这些腕足动物化石为基础划分欧特里夫阶

(Haute rivian)和下巴雷姆阶(Bar remian)地层。T .

A.Mardvirka(1962)在著作中提到达吉斯坦地区的

下白垩统剖面 ,非常详细地分层描述了大量的腕足

动物;但在进行地层年代的划分时 ,她选用了双壳动

物化石为标准 ,由于对这些双壳动物化石地质年代

判定不准确 ,现在看来用这些双壳动物化石划分地

层是不成功的 。在一些剖面中有小嘴贝化石的记述

(Rh.sp.和 Rh.mult i formis), 但是它们没能对地

层划分起作用 ,这是因为对小嘴贝目化石的种属鉴

定不准确。 T .N.Smirnova 采集和鉴定了达吉斯

坦地区早白垩世小嘴贝目化石(1984),在 Kelkebi l-

ly 村和 Kulakhchai河岸剖面的介壳灰岩中发现贝

利阿斯期的指示化石 Septal iphoris guerassimovi

Moisseev , 1949和 S.khvalynica Moisseev , 1949;

在 Kalakaisu河岸附近砂质石灰岩中发现 欧特里夫

期的指示化石 Cyclothyris kerisensis , Moisseev in

Lobatscheva , 1966和 C.irregularis;在 Lubaschai

河河岸剖面发现了早巴雷姆期的指示化石 ,C.gi l-

l ieroni (Pictet , 1872)和 C.renau xiana (d' Orbig-

ny , 1847)。S.B.Lobatscheva 鉴定并描述了达吉

斯坦中部和南部地区下白垩统中发现的 6个种的小

嘴贝化石:Low er Hauterivian 地层的 Cyclothyris

lata (d' Orbigny , 1847), C.irregularis , C.ki-

parisovae Moisseev in Lobatscheva , 1966 , C.ar-

descica(Jacob &Fal lot , 1913)和 Lowe r Barremian

中的 C.sayni (Jacob & Fallo t , 1913)和 C.gi l li-

eroni。她(1990)还研究了保存在圣彼得堡地质博

物馆里的 K.I.Baktannovich , D.I.Mushke tuova ,

B.K.Vasin和 K.I.Klimushin等人收集的达吉斯

坦地区的早白垩世小嘴贝化石 。这是已知的对达吉

斯坦地区小嘴贝目化石研究的最详尽的资料(表

1)。她根据新的化石材料将下白垩统各个阶作了较

为清晰划分 ,并标注在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地质图

上。

　　本次研究的小嘴贝化石标本是 Kudliv tsev M .

B.在 1951 、1953 年在达吉斯坦南部地区以及

Sm irnova T .N.在 1965 、1966 和 1976 年在达吉斯

坦中部 、南部地区收集的 , 一共鉴定出 19 个种 ,它

们分属于 5 个属 , 3个科 。同时建立了小嘴贝化石

组合 ,通过这些化石组合可以划分贝利阿斯阶(Ber-

riasian), 凡兰吟阶(Valanginian)、欧特里夫阶

(Hauterivian)和下巴雷姆阶(Barremian)地层 。所

有的种分布毫无例外地都非常广泛 ,大部分种在北

高加索—土库曼斯坦省 、瑞士侏罗山和法国东南部

同一时代地层中被发现 ,这也证明了早白垩世达吉

斯坦海区和古地中海的西部和东部是自由相通的 。

在达吉斯坦地区这些小嘴贝化石组合分布在 Kala-

kaisu河河岸剖面和 Kapshima地区的不同地层中 。

这些小嘴贝化石数目超过 300个 ,保存程度较

为完好 ,它们保存在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地

球博物馆里面 ,编号 106号。

一 、达吉斯坦地区下白垩统地层中的小嘴贝化石

贝利阿斯阶 Kulimeelskaja 组的小嘴贝化石在

达吉斯坦中部 Kelkebi lly 村 Kalakaisu 河河岸剖面

(图2)和达吉斯坦南部 Kulakhchai河河谷剖面中致

密的生物碎屑灰岩和鲕状灰岩里被发现。M .B.

Kudrivtsev 和 T .A.Mardvirka 将这些灰岩划分在

凡兰吟阶。K.P.Leonovei 和 K.A.Lokinnova 在

Kelkebilly 村水电站地区的灰岩中发现菊石化石

Berriasel la subrichteri 和B .cortasari , 这些菊石化

石可以用来划分贝利阿斯阶。在 Kelkebilly 发现的

Septal iphoria guerassimov i Moisseev , 1949 , 在北

高加索白河附近的鲕状灰岩和砂质灰岩中和库班河

附近的灰岩中均有发现。贝利阿斯期地层是 T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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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早白垩世小嘴贝在达吉斯坦及其他地区的分布

Tab.1　Distribution of the Early Cretaceous rhynchonellids in Daghestan

chich根据在灰岩中的菊石化石 Riasanites rjas-

anensis 和 Euthym iceras transf igurabi l is 来划分

的 。在南达吉斯坦地区的 Kulakhchai 河河谷剖面

灰岩中找到了 Septaliphoria khvalynica 和Cyclo-

thy ris mutabi li s Lobatscheva , 1983。这两种化石

在北高加索地区古杰列河河谷剖面含有 Euthy-

miceras sp.和 E.t ransf igurabi l is的地层中有被发

现 。S.khvalynica 在西土库曼地区的贝利阿斯阶

的地层中被发现 ,在相应的地层中也发现了 R ia-

sanites和 Pygurus rostratus ,它们也在东土库曼地

区被发现。S .khvalynica 这个种可以被用作在北

高加索—土库曼斯坦海区作为判定贝利阿斯期的标

准化石。对于贝利阿斯期小嘴贝化石分布的分析可

以确定在北高加索 —土库曼斯坦省范围内 ,包括北

高加索地区 ,达吉斯坦地区 ,东土库曼斯坦地区和西

土库曼斯坦地区的古海洋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

　　T .N.Smirnova指出分布在达吉斯坦 、克里米

亚半岛和西欧的 Lorioli thyris valdensis (de Lo ri-

ol , 1868)和 Advenina vi l lersensis (Pictet , 1872),

证明了在贝利阿斯期达吉斯坦海域和阿尔卑斯省

(这两个省都属于古地中海生物地理区)是相互连通

的 。贝利阿斯期标志性的小嘴贝化石属为 Cyclo-

thyris和Septaliphoria ,后者广泛分布在海水温度

更加低的属于寒带气候古生物地理区的欧洲贝利阿

斯海中。N .B.Lupbov 提出了在贝利阿斯期古地

中海东部区域和北部的乌拉尔海盆存在联系通道的

观点 ,这就促使寒带的生物群有条件向更南部区域

渗透 。Septaliphoria属在北高加索地区 、俄罗斯地

台 、达吉斯坦地区的上侏罗统和贝利阿斯阶地层的

存在证明了在贝利阿斯期这个区域的各海洋之间存

在的多方向海洋连通的可能。

达吉斯坦地区凡兰吟阶(Valang inian)地层有

条件地列入 Turklitausky 组 ,这个组主要以砂质灰

岩 、生物碎屑灰岩并且以鲕状灰岩为主。这些石灰

岩不具备可以用来划分地层年代的功能 。而在

Turklitausky 组灰岩中发现的凡兰吟期腕足动物标

准化石第一次证明达吉斯坦地区凡兰吟阶的独立存

在 ,以前这一阶通常被和贝利阿斯阶一起被划为贝

利阿斯 —凡兰吟阶。在达吉斯坦中部 Kelkebilly 村

附近灰岩层上部发现 S ulcirhynchia valangiensis

(de Lo rio l , 1864),这一种在法国东南部巴黎海盆 、

瑞士侏罗山的凡兰吟阶地层也被发现 ,因此该物种

可以作为古地中海区凡兰吟阶很好的标准化石。在

达吉斯坦南部 Kulakhchai 河河岸剖面 Turkli ta-

usky 组灰岩层上部发现了 Terebratuliopsis com-

pacta Smirnova , 2004 ,该种在克里米亚半岛下凡兰

吟阶地层被发现并且经描述。在该地层稍下部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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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达吉斯坦地区 Kalakaisu河河谷下白垩统综合剖面

Fig.2　Low er Cre taceous section of the river Kalakaisu in Daghestan

贝利阿斯小嘴贝 Septaliphoria khvalynica 和 Cy-

clothy ris mutabi lis , 还有穿孔贝 S ell ithy ris bog-

danovae Loba tscheva , 1983 ,这些腕足类的化石在

北高加索和西土库曼斯坦的贝利亚斯阶和凡兰吟阶

地层中被发现过。在该地层中将近 100 m 厚度的

灰岩经判定属于贝利阿斯—凡兰吟阶地层 。贝利阿

斯阶和凡兰吟阶地层的分界线在这里是不明显的 ,

然而这一区域剖面中存在贝利阿斯阶和凡兰吟阶地

层是没有疑问的。

　　达吉斯坦地区欧特里夫期地层 Kapshiminian

组主要是由夹杂黏土和石灰岩的巨厚砂岩构成的 ,

上覆巴雷姆早期地层 。在这里菊石非常不发育。以

前认为欧特里夫早期地层在达吉斯坦地区不存在 。

在巨厚石灰岩夹层中被发现的小嘴贝化石组合 ,也

在北高加索和西土库曼斯坦地区的欧特里夫阶下部

地层中和菊石一起发现 ,这个发现使得在达吉斯坦

中部 Kapshima 地区附近 Tarki 河河岸(图 3)、

Kalakaisu河岸附近剖面(图 2)和南部达吉斯坦

Ke tink-kily 山附近地层中划分出欧特里夫阶下部

地层成为可能。这段地层中发育的小嘴贝化石组合

由 5个种组成 ,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在北高加索出现 ,

较少的出现在西土库曼斯坦地区和西欧地区 。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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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种是:Cyclothy ris ardescica (Jacob & Fallo t ,

1913), C.rotundicosta (Jacob &Fallot , 1913),

C.castel lanensis (Jacob & Fallo t , 1913)和 Ac-

anthodiscus radiatus 。这些种可以作为在北高加索

和达吉斯坦地区判定地层的标准化石 。C.ardesci-

ca在达吉斯坦南部 Ketink-kily 山和北高加索附近

的石灰岩中被发现 ,在法国东南部和撒丁岛的同层

位地层中也被发现 ,在古地中海区域 C.ardescica

可以用来判定欧特里夫期地层。C.rotund icosta只

在达吉斯坦和北高加索地区欧特里夫阶下部地层中

出现 ,在撒丁岛它可以用来判定欧特里夫阶 ,在法国

东南部可以用来判定巴雷姆阶下部地层的存在 。在

达吉斯坦和北高加索地区发现的 C.castel lanensis

可以用来判定这些地区的下部欧特里夫阶地层 。在

达吉斯坦地区中部 Kelkebilly 村 Kalakaisu 河河岸

剖面和南部达吉斯坦 Ketink-kily 山附近地层中在

砂质灰岩夹层中出 现 Cyclothy ris irregularis

(Pictet , 1872),这个种也在北高加索 、西土库曼斯

坦的欧特里夫阶下部地层中出现 。经确定在达吉斯

坦的欧特里夫阶下部地层中穿孔贝 Musculina

sanctaecrucis (Gatzig ras , 1948)和 C.irregularis

一起出现 , Musculina sanctaecrucis (Gatzigras ,

1948)在北高加索 、克里米亚半岛和瑞士侏罗山的欧

特里夫阶下部层中发育 。在北高加索这两个种在

Fars河附近的砂岩中被发现 ,同时发现菊石化石

S peetoniceras versicolor 。C.lata 在达吉斯坦地区

中部 Kelkebilly 村和南部达吉斯坦地区 Ketink-ki ly

山附近石灰岩中被发现 。在北高加索地区它和早菊

石化石分布在一个层位 。C.lata是古地中海地域

Hauterivian地层良好的指示化石 。因此 ,在达吉斯

坦地区存在欧特里夫阶下部地层这一事实应该得到

确认。

　　欧特里夫阶上部地层是由 Renkarden V.P.在

1957年根据菊石化石 S peetoniceras coronati f orm is

M .Pav l 划分出来的 。Cyclothy ris kerisensis 、 C.

f irjusensis Lobatscheva , 1966 、 Lamellaerhynchia

pictet i Burri , 1956 和 Peregrinel la mult icarinata

(Lamarck , 1819)在达吉斯坦中部 Kelkebilly 村

Kalakaisu 河河岸剖面的欧特里夫阶上部的灰岩中

被发现 ,他们的层位要高于 C.irregularis。C.keri-

sensis分布在北高加索下欧特里夫阶(Low er Hau-

terivian)地层上部和上欧特里夫阶(Upper Hau-

terivian)地层下部和西土库曼斯坦地区。这个种的

化石可以作为北高加索 —土库曼斯坦省欧特里夫期

标准化石 。C.f irjusensis由 M.P.Kudliv tsev 在描

述南达吉斯坦地区 T smulchai河流河岸剖面被描述

过 ,它也在达吉斯坦和西土库曼斯坦 Hauterivian

的上部地层被发现过。L .picteti在瑞士侏罗山 欧

特里夫阶上部地层中分布较广 ,它同时也被视为古

地中海区 欧特里夫期晚期的标准化石 。 Pere-

grinel la mul ticarinata 是存在争议的 ,需要进一步

研究 ,在达吉斯坦 、北高加索 、和法国东南部的欧特

里夫期都有分布 ,但是它在每一个区的外表形态都

有了变化 ,运用它作地层指示生物可能性是不大的 。

有一半的达吉斯坦欧特里夫期小嘴贝化石在古地中

海区西部被发现 ,这就证明了在古地中海东部和西

部之间存在着相互连通的通道 。

　　达吉斯坦地区巴雷姆期地层(Levashinsky 组

和 Kudalinsky 组的最下部)主要是由砂岩 、粉砂岩

和黏土组成 。这个地区大部分的巴雷姆期地层都是

属于巴雷姆期地层 ,但却没有用来确定早期动物群 。

很多苏联时期的生物地层学家将巴雷姆期早期包括

Pseudothurmannia angul icostata 和 Holcodiscus

cai llaudianus两个化石群 。按照国际地层委员会

白垩纪分会的意见 , Pseudothurmannia angulico-

stata 带被划归为欧特里夫期。在南达吉斯坦地区

发现的惟一的一种菊石化石 P seudothurmannia

af f.S tanislasi To rcapel证明了该带的存在 。发现

的菊石化石没有证明 Holcodiscus cai l laudianus 区

带的存在 ,我们不否定可能该带的一些菊石化石存

在于下巴雷姆期地层的下部 ,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发现上延证明 。上巴雷姆期地层由于受风化再沉

积等作用影响 ,主要代表岩石是含有磷灰石结核和

砾石的粉砂岩 ,其中含有上巴雷姆期地层和阿普特

阶下部地层的菊石化石。

　　下巴雷姆阶地层的小嘴贝化石组合是由 5个种

的化石组成的 ,它们分布在达吉斯坦地区中部和南

部的鲕状灰岩 、生物碎屑灰岩中 。它们中的大部分

都广泛分布在北高加索 —土库曼斯坦省 、法国和瑞

士的下巴雷姆期地层中 。Cyclothyris longirostris

(Pictet , 1872)、C.gi l lieroni (Pictet , 1872)、 C.

sayni (Jacob & Fallot , 1913)、 S ulcirhynchia

renaux iana (d′Orbigny , 1847)这几种的小嘴贝化

石在北高加索地区和巴雷姆早期的菊石化石 Bar-

rem ites vacontium Sayn , 、 Holcod iscus kikiani Pa-

quier同层位出现 。对于北高加索 —土库曼斯坦省

和西古地中海区巴雷姆早期地层的腕足类地层标准

化石可以应用在达吉斯坦中部 Kapshima和 Tsu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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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达吉斯坦地区 Kapshima 村下白垩统地层剖面

Fig.3　Cro ss section of the Low er Cre taceous in Daghestan nea rby the villiage Kapshima

khar地区以及北高加索地区 、西土库曼斯坦地区 ,

瑞士侏罗山地区巴雷姆早期地层中分布有 Cyclo-

thy ris longirostris 。在西土库曼斯坦巴雷姆早期地

层中广泛分布的穿孔贝化石 Cyrtothy ris minor Lo-

batscheva , 1966在达吉斯坦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

该地区巴雷姆早期地层的存在 。在瑞士下巴雷姆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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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中出现的 S ulcirhynchia multicostata 和 Cy-

clothy ris sayni 也在达吉斯坦中部和南部被发现 ,

尤其是 C.sayni这个种的化石出现在北高加索和南

达吉斯坦地区的巴雷姆早期地层中 ,它最早在法国

东南部巴雷姆早期地层中被发现并描述。因此 , C.

sayni可以作为可以当做北高加索—土库曼斯坦省

和相邻的西古地中海区域巴雷姆早期地层的标准化

石 。S ulcirhynchia renaux iana 和Cyclothy ris gi l-

l ieroni 在达吉斯坦中部 、北高加索 、西土库曼斯坦

地区以及法国东南部 、瑞士侏罗山地区和巴黎盆地

的(巴雷姆早期)地层中出现 ,所以这两个种的化石

可以作为北高加索 —土库曼斯坦省和阿尔卑斯省

(巴雷姆早期)地层的很好的腕足类指示化石。

二 、结　论

　　根据达吉斯坦地区早白垩世不同地质年代的小

嘴贝化石组合 ,可以划分出贝利阿斯阶 、凡兰吟阶 、

欧特里夫阶和巴雷姆阶地层 ,这些地层从前没有足

够的化石组合作为分层标志 。遴选出可以用来在北

高加索—土库曼斯坦省和古地中海区分层的指示性

小嘴贝化石。在达吉斯坦地区划分出含有小嘴贝化

石的巴雷姆阶下部地层 。早白垩世小嘴贝的广泛的

地理分布性证明了达吉斯坦地区海域和北高加索

海 ,西土库曼斯坦海和古地中海西部在早白垩世是

相对自由联系的。达吉斯坦地区贝利阿斯期 Sep-

tal iphoria的存在说明了当时该地区和相对海水更

加寒冷的古欧洲生物地理区存在联系 。该区没有和

外高加索 、意大利 、西班牙海相一致的物种 ,可以理

解为在该区存在阻碍这些海域和达吉斯坦海之间海

水相互联系的岛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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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YNCHONELLID BRACHIOPODS OF LOWER CRETACEOUS IN

DAGHESTAN(RUSSIA)AND ITS STRATIGRAPHIC IMPORTANCE

CHEN Xin-yu1) and T .N.Smirnova 2)

1)China Geologica l S amp les Center o f Ministry o f Land and Resoures , Sanhe 065201;

2)Department of Geolog y , Moscow S tate University , Moscow 119899

Abstract　The Ber riasian , Valangian , Low er and Upper Haute rivian , and Low er Bar remian are recognized

in Low er Cretaceous carbonate succession of Daghestan(eastern No rth Caucasus)according to rhynchonel-

lid brachiopods assemblages.

Key words　biost rat igraphy , rhynchonellid brochiopods , Lowe r Cretaceous , Daghestan ,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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