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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雄县全新世中期海侵地层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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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渤海湾全新世海侵是第四纪晚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事件，以往研究表明渤海湾西岸全新世海侵已经深入到文安县。
本次研究在文安县西北 30km 的雄县 15BZ02 剖面第 8 层底部灰褐色粉砂中发现大量缢蛏新种，壳体呈斜交或垂直层面产出，
反映了潮间带中下部的内湾、
河口环境。同时，在该层段发现了海相介形虫 Tanella opima。由此推断，渤海湾西岸海侵于全新
世中期（6970~6670cal a BP）达到最大范围，海水曾经到达雄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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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xian County, Hebei Province.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9, 38(6):911-915
Abstract：Holocene transgression in the Gulf of Bohai Sea was an important even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the Late Quaternary.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Holocene transgression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Bohai Bay has penetrated into Wen'an County.
The authors discovered a new species of genus Sinonovacula in 8th layer along the 15BZ02 profile in Xiongxian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30 kilometers east of Wen'an County. These new species are perpendicular or oblique to the formation，and inhabited in
the medial tide and low tide of the intertidal zone of the estuary. Besides，marine-ostracoda Tanella opima were discovered in this
layer，
which shows that sea water transgressed into Xiongxian areanearly 6970~6670cal a BP in Middle Hol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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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全新世海侵是第四纪晚期全球气候环

水的淡化作用，识别出全新世中期海侵到达永清—

境变化的重要事件。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众多学者

霸州—文安一带[15]（图 1 中 a），与渤海湾西岸钻孔中

对渤海湾沿岸全新世海侵进行了研究，在海侵的时

海相微体化石分布基本吻合[14，16-18]。同时，文安县兴

间和范围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1-6]。渤海湾沿岸大

隆宫北 W24 孔海相生物的发现，表明渤海湾西岸全

量钻孔资料显示，全新世第一次海侵发生在距今

新世海侵已经深入到文安洼 [17,19-20]。肖嗣荣等 [17] 通

9000~6000a BP[7]，并于 7000a 前后，达到最大海侵范

过遥感图像，将全新世最大海侵范围划定为永清—

围

[8- 9]

[10]

，此时渤海湾西岸全线进入浅海沉积环境 。

霸州—文安兴隆宫北—青县等。李凤林进一步结

距今 7300~6100a 前的牡蛎礁及第Ⅴ条贝壳堤显示，

合考古资料 [21-22]，以及莱州湾西南岸贝壳堤与渤海

全新世最大海侵时期海岸线到达天津以西[8,11-13]，与

湾西北岸贝壳堤的时空对比，将渤海湾西岸全新世

[14]

之同期的海侵层则向陆扩展数十千米 。根据华北

最大海侵范围精确至韩村镇—霸州东—史各庄镇—

平原浅层钠质水的分布界线，并考虑到海退之后河

文 安 兴 隆 宫 北 — 孙 氏 镇 — 大 城 — 青 县 西 [20]（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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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b）。目前，关于渤海湾西部全新世中期最大
海侵的分布范围仍有待完善。为此，本文对文安县
兴隆宫以西地区全新世地层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在

5 层：4.3~5.1m，灰黄色粉砂与灰褐色粉砂质粘土，顶部发育
小型交错层理。
6 层：5.1~7.4m，浅灰褐色-灰褐色粉砂与灰褐色粘土质粉砂
互层，小型波状层理、小型槽状交错层理发育，底部具冲

雄县大步村首次发现海相地层，采用古生物化石
和 14C 定年相结合的方法，对雄县大步村一带全新
世海相地层的沉积特征及时代进行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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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面。
7 层：
7.4~10.4m，灰黄色粉-细砂，向上变为灰白色细砂，含碳
屑，小型波状层理发育。8.15m 含淡水类双壳化石，丽蚌
为主，
偶见帆蚌。

剖面位置

8 层：10.4~11.7m，底部为灰褐色粉砂，见缢蛏化石（图 3-a），

河北雄县地处冀中平原，南倚白洋淀，北临霸

上覆灰褐色含粘土粉砂夹灰白色粉砂，见大量双壳类化

州，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15BZ02 剖面位于

石，丽蚌为主，蛏蚌次之，偶见扭蚌、帆蚌，均为河流、湖泊

雄县东北约 8km，大步村北 800m 的采土坑内，厚度

中生存的淡水类双壳。向上为灰褐色粘土夹灰黄色粉砂

为 13m，GPS 位置为北纬 39°5′23.18″、东经 116°14′
38.49″（图 1）。

2

条带。
9 层：
11.7~13m，灰色粉砂质粘土，块状层理，12.7~11.7m 处发
育钙质结核。
10 层：
13m~未见底，
灰褐色粘土，
质地均一。

地层沉积特征与年龄测定
15BZ02 剖面岩性自上而下描述如下（图 2）。

1 层：
0~0.36m，灰黄色粉砂、
含粘土粉砂。
2 层：0.36~3.2m，红褐色粘土夹灰黄色粉砂，小型波状层理、
小型近水平层理发育，
富含腹足类壳体。
3 层：3.2~3.7m，青黑色粘土，见腹足类，包括田螺、
椎实螺等，
均为淡水螺类。底部具冲刷面。
4 层：
3.7~4.3m，
灰黄色粉砂质粘土，
含钙质结核。

取 1170cm 处壳体及 1140cm 处植物残体，在美
国 Beta 实验室进行 14C 测年，应用 OxCal4.2 软件采
用 IntCal13 校正曲线 [24] 得到校正后的年龄分别为
6670~6970cal a BP 和 6185~6290cal a BP（表 1）。

3

古生物特征
在 15BZ02 剖面第 8 层底部采集到缢蛏化石（图

图 1 渤海湾西部海侵范围及剖面位置[15,17,20,23]
（a 据参考文献[15，
17]；
b 据参考文献[20]）

Fig.1 Transgressiveextent and the study area on the west coast of Bohai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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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雄县 15BZ02 剖面沉积特征
Fig. 2 Stratigraphic columnar section of the Xiongxian 15BZ02 profile

2），壳体呈斜交或垂直层面产出，反映了原始生活

套 痕 位 置 也 较 深 ，基 本 位 于 内 壳 的 1/2 处（图 3-

状态（图 3-a）。壳体闭合时前后端有开口，铰合部

b）。经中科院海洋所张素萍老师和中科院南古所

小，从壳顶至腹缘有一条凹的斜沟，位于中线前端

沙金庚老师鉴定，其可作为缢蛏属的一个新种。

附近；前端肌痕细长，呈近三角形；右壳有主齿 2 枚，

缢蛏所在层位的上覆砂体中含大量淡水类双

左壳具主齿 3 枚，具有灯塔蛏科（Pharellidae）缢蛏属

壳，以丽蚌为主，蛏蚌次之，偶见楔蚌、珠蚌，个体差

（Sinonovacula）的特征。但不同的是，标准的缢蛏壳

异较大。在 1 枚直立保存的蛏蚌中发现 2 枚丰满陈

体前端略窄于后端，而此处发现的壳体后端明显窄

氏介（Tanella opima）壳体（图 4）。其上下层位介形

于前端。此外，该缢蛏壳体壳顶位置也更靠前，外

类化石数量稀少，属种也比较单一，仅见布氏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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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缢蛏野外照片（a）和室内照片（b）
Fig. 3 Field photograph（a）and indoor photograph（b）for the Sinonovacula

介（Ilyocypris bradyi）、纯 净 小 玻 璃 介（Candoniella

7000a BP 前后，渤海湾西岸的现代沿海地区已全线

albicans）和玻璃介（Candona sp.）3 个陆相属种。

进入浅海沉积环境 [10]，海平面高于现今 2~3m[35]，河

4

北沿岸 50~150km 范围内处于宽广的滨海平原沉积

讨论和结论

环境 [17]。虽然全新世中期海侵影响的范围较大，但

现生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多生长于海

因湾内底平水浅，加之气候高温多雨，受河流作用

水盐度低的河口附近和内湾软泥海涂中，营掘穴生

影响，地层中的生物记录多为半咸水生活环境的属

活 。因此，
基于 15BZ02 剖面缢蛏的发现，
推测其指

种[15]。霸州石沟、文安县兴隆宫北埋深 10~15m 处含

示了潮间带中、
下部有淡水注入的内湾、
河口环境。

有以毕克卷转虫为优势种的海相性海陆过渡相有

[25]

丰满陈氏介（Tanella opima）最早发现于江苏南
通滨海相地层中[26-28]，
随后在冲绳海槽上更新统—全

孔虫，年代为 6000~10000a[16]，说明全新世中期海侵
已经到达文安洼[15，17，20]。

新统均有发现，
现生种广泛分布于中国渤海、
黄海、
东

雄 县 15BZ02 剖 面 海 侵 地 层 发 生 在 6970~

，盐度为 0.5‰~18‰的淡

6670cal a BP，时间上可以与全新世第一次海侵期对

海河口和潮间-潮上带
[31-33]

盐-中盐水体中

[29-30]

[28，
34]

，
为典型的半咸水种

。

比。同时，该海侵层代表了渤海湾西岸地区层位最

渤 海 湾 沿 岸 全 新 世 海 侵 开 始 于 9000~6000a
BP，时 间 上 从 渤 海 陆 架 向 内 陆 由 老 变 新 。 至
[7]

高的海侵沉积，表明当时海侵范围深入雄县北部，
距现今渤海湾约 150km。

图 4 介形虫 Tanella opima 显微照片
Fig. 4 Microphotographs of Tanella op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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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大学学报,1991,21(2):99-110.
[15]王一曼．渤海湾西北岸全新世海侵问题的初步探讨[J]. 地理研

表 1 15BZ02 剖面 14C 测年数据
Table 1 AMS radiocarbon data for 15BZ02 Profile
样品编号 深度/cm 测年材料
15BZ02

1170

BZ02-1140

1140

壳体

C/a BP

14

校正年龄
/cal a BP

6180±30 6670~6970

植物残体 5420±30 6185~6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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