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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吉林省延边地区汪清县大兴沟镇和盛村附近和盛组中首次采获大量植物化石: Lepidophylloides sp． ，Stigmaria ficoides ( Sternb． ) Brongn． ，Trizygia oblongifolium ( Germ． et Kaulf． ) Asama，Calamites cistii Brongn． ，C． sp． ，Paracalamites stenocostatus Gu et Zhi，Annularia stellata ( Schloth． ) Wood，
A． sp． ，Schizoneura sp． ，Sphenopteridium pseudogermanicum ( Halle) Sze，Sphenopteris rotunda Sze，Pecopteris arborescens ( Schloth． ) Sternb． ，P． candolleana Brongn． ，P． cyathea ( Schloth． ) Brongn． ，P．
huichensis Hsü，P． marginata Gu et Zhi，P． cf． P． ( Asterotheca) orientalis ( Schenk) Pot． ，P． yabei
Kaw． ，P． sp． ，Neuropteris ovata Hoffm． ，N． plicata Sternb． ，Odontopteris subcrenulata ( Rost) Zeill． ，
Taeniopteris cf． T． multinervis Weiss，T． yernauxii Stockm． et Math． ，Emplectopteris sp． ，Cordaites principalis ( Germ． ) Gein． ，C． schenkii Halle，Cardiocarpus sp． ，Rhabdocarpus sp． ，Radicites sp． ，计 18 属 30
种，具有华夏植物群性质，时代为早二叠世晚期 ( 亚丁斯克—空谷期早期 ) 。 和盛植物群的发现使
华夏植物群分布范围向北扩展到汪清大兴沟地区，延边地区华夏植物群与安加拉植物群的区系界
线应位于汪清—珲春一线; 西拉木伦河缝合带在延边地区的东延很可能位于该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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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石新增［19］ 认为其位于古洞河—富尔河断
裂处。笔者研究东北地区石炭—二叠纪地层及古植
一线

言

古生物地理区系界线是确定板块缝合线的一个
［1 ～ 4］
，古生物地理属性是确定板块大地构
重要依据
［5 ～ 8］

［9 ～ 12］

物地理分区过程中，在吉林延边地区汪清县大兴沟
镇新发现一个早二叠世植物群。 本文对其组成、性

资料。

质和时代进行了探讨，填补了该地区早二叠世晚期
植物群研究的空白; 并结合敦密断裂以东的延边地

中国北方二叠纪华夏和安加拉两大植物地理区
［13 ～ 16］
，但该界线
的界线位于西拉木伦河—延吉一线

，对华夏植
物群和安加拉植物群的分界线进行了精细的刻画，

在延边地区的具体位置尚有争议: 黄本宏认为其大
［17］
致沿敦化—延吉延伸 或位于桦甸—延吉—珲春

为探讨西拉木伦河缝合带在延边地区的东延奠定了
重要的古植物学基础。

性质

*

和研究中亚造山带演化

不可或缺的

［18，20 ～ 25］

区及其邻区二叠纪植物化石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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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rnb． ) Brongn． ，Trizygia oblongifolium ( Germ． et

层

Kaulf． ) Asama，Calamites cistii Brongn． ，C． sp． ，Pa-

本文研究的植物化石产自吉林省延吉市汪清县
大兴 沟 镇 和 盛 村 附 近 ( 图 1 ) ，地 理 坐 标 为 43° 27'

racalamites stenocostatus Gu et Zhi，Annularia sp． ，

129°30'15． 4″E。 化石产于灰黑色细砂岩、
52． 2″N，

( Halle) Sze，Sphenopteris rotunda Sze，Pecopteris arbo-

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及泥岩中。 笔者对该化石产地
的地层进行了实测，层序见图 2。

rescens ( Schloth． ) Sternb． ，P． candolleana Brongn． ，

Schizoneura sp． ，Sphenopteridium pseudogermanicum

P． cyathea ( Schloth． ) Brongn． ，P． huichensis Hsü，
P． marginata Gu et Zhi，P． cf． P． ( Asterotheca) orientalis ( Schenk) Pot． ，P． yabei Kaw． ，P． sp． ，Neuropteris ovata Hoffm． ，Taeniopteris yernauxii Stockm．
et． Math． ，Cordaites principalis ( Germ． ) Gein． ，C．
schenkii Halle，Radicites sp． 等 …………… 10． 35 m
2 灰色中细粒长石岩屑砂岩薄层，向上变为灰
黑色粉砂岩、黑色粉砂质泥岩及泥岩，含少量植物化
石 ( WMB1-1 ) : Calamites sp． ，Cordaites principalis
( Germ． ) Gein． 等 ………………………… 6． 02 m
1 灰黑色厚层中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 第四系覆
盖，未见底)

图1
Fig． 1

…………………………… ＞ 23． 43 m

植物化石产地交通位置图

Sketch map showing the location of fossil plants

上覆地层: 下—中二叠统大蒜沟组 ( P1 － 2 d)
色生物碎屑泥灰岩，产苔藓虫化石
= = = = =

断

层

灰黑
图2

= = = = =

质泥岩及灰褐色含粉砂岩条带的泥岩组成的多个反
旋回，含 大 量 植 物 化 石 ( WMB2 ) : Lepidophylloides
sp． ，Stigmaria ficoides ( Sternb． ) Brongn． ，Annularia
Brongn． ， Neuropteris

Wood，Pecopteris candolleana
ovata

Hoffm． ， N．

plicata

Sternb． ，Odontopteris subcrenulata ( Rost) Zeill． ，Taeniopteris cf． T． multinervis Weiss，T． yernauxii Stockm．
et Math． ，Emplectopteris sp． ，Cordaites schenkii Halle，
Cardiocarpus sp． ，Rhabdocarpus sp． 等 …… 97． 62 m
6 灰白色中粗粒岩屑砂岩 …………… 13． 68 m
5 灰黑色泥质粉砂岩 ………………… 17． 16 m
4 灰色、灰黑色粉砂质泥岩与泥质粉砂岩互层
………………………………………… 5． 18 m
3 灰色含泥砾细粒长石岩屑砂岩、粉砂岩及灰
黑色粉砂质泥岩组成多个正旋回，含大量植物化石
( WMB1-2 ) : Lepidophylloides sp． ，Stigmaria ficoides

Cross-section of Early Permian strata near

Hesheng village of Daxinggou town，Wangqing

下二叠统和盛组( P1 h)
厚 ＞ 173． 44 m
7 灰白色中粗粒岩屑砂岩、灰黑色粉砂岩、粉砂

stellata ( Schloth． )

吉林汪清大兴沟镇和盛村早二叠世地层实测剖面图

Fig． 2

county，Jilin province

有关这套陆相含植物化石地层的归属，吉林省
地质局第四地质队曾将这套地层划归庙岭组①，时
代为中二叠世茅口期。1991 年，吉林省地质矿产局
又将这套地层划归寺洞沟组②，时代为茅口晚期。
鉴于含植物化石的这套地层属于陆相沉积，与庙岭
组或寺洞沟组海相沉积不同，笔者拟建立一个新的
岩石地层单位，命名为和盛组③，时代置于早二叠世
晚期。

3

植物群的组成
大兴沟所产植物化石丰富，现采集标本 231 号，

①

吉林省地质局第四地质队． 大兴沟幅( K-52-Ⅳ) 1: 200 000 区域
地质测量报告书［R］． 长春: 吉林省地质局，1966．

②

徐泳文，殷长建． 后河幅、大兴沟幅 1∶ 50 000 地质调查报告: 地
质部分［R］． 长春: 吉林省地质矿产局，1991．

③

孙跃武，李明松，赵国伟． 吉林延边地区早二叠世一个新的陆
相地层单位［J］． 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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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笔者鉴定，计有 18 属 30 种。化石名单如下: 石松
纲 Lepidophylloides sp． ，Stigmaria ficoides ( Sternb． )

子，如 Angaridium，Cardioneura，Rufloria，“Neoggerathiopsis”等［13］。因此，该植物群在性质上属于华夏

Brongn． ; 楔 叶 纲 Trizygia oblongifolium ( Germ． et
Kaulf． ) Asama( 图 3-2) ，Calamites cistii Brongn． ( 图
3-10) ，C． sp． ，Paracalamites stenocostatus Gu et Zhi

植物群的范畴。

( 图 3-9 ) ，Annularia stellata ( Schloth． ) Wood，A．
sp． ，Schizoneura sp． ; 真蕨与种子蕨纲 Sphenopteridi-

nopteris rotunda 首次发现于内蒙准格尔旗黑带沟山

um pseudogermanicum ( Halle) Sze( 图 3-1) ，Sphenopteris rotunda Sze ( 图 3-6 ) ， Pecopteris arborescens
( Schloth． ) Sternb． ，P． candolleana Brongn． ，P． cyathea ( Schloth． ) Brongn． ( 图 3-4，14 ) ，P． huichensis
Hsü( 图 3-13) ，P． marginata Gu et Zhi( 图 3-5) ，P．

当前植物群绝大多数属种广泛分布于我国华北
和西北的早—中二叠世华夏植物群中。 其中，Sphe［26］
西组和方塔村石盒子群下部 ，随后该种被广泛发
［27］
现于甘肃永昌 、山西、豫西、两淮山西组和下石盒
［15］

子组及其相当层位

。 该种目前尚未见在太原组

或上 石 盒 子 组 及 其 相 当 层 位 的 报 道。 Pecopteris
huichensis 首建于云南会泽的矿山场组［26］ ( 相当于

cf． P． ( Asterotheca) orientalis ( Schenk) Pot． ，P． ya-

山西组 ) ，在华南地区梁山组、内蒙准格尔旗山西
［15］
组、两淮地区太原组和山西组广泛分布 。Pecop-

bei Kaw． ，P． sp． ，Neuropteris ovata Hoffm． ，N． plica-

teris marginata 首次描述于贵州盘县的晚二叠世宣

ta Sternb． ( 图 3-8) ，Odontopteris subcrenulata ( Rost)
Zeill． ( 图 3-7) ，Taeniopteris cf． T． multinervis Weiss，

威组

T． yernauxii Stockm． et Math． ( 图 3-11) ，Emplectopteris sp． ( 图 3-12 ) ; 科 达 纲 Cordaites principalis

盒子组及渭北地区上石盒子组。Pecopteris yabei 由
Kawasaki［28］描述于 朝 鲜 寺 洞 群 D 层 ( 相 当 于 山 西

( Germ． ) Gein． ，C． schenkii Halle ( 图 3-3 ) ; 裸子植
物种子及分类位置不明植物 Cardiocarpus sp． ，Rhab-

［29］
组) ，之 后 分 别 发 现 于 黑 龙 江 伊 春 、吉 林 延
［18，21］
边
晚二叠世地层中。 上述 2 种目前尚未见在

docarpus sp． ，Radicites sp． 。

太原组及其相当层位的报道。Neuropteris ovata 在华
北和西北太原组和山西组及其相当层位广泛存在，

该植物群以真蕨和种子蕨纲为主，占全部属种
的 50% 以上; 其 中，Pecopteris 属 占 绝 对 优 势，Sphe-

［26］

，分布于华南地区茅口期—龙潭期地层; 但
该种亦出现于内蒙准格尔旗山西组、两淮地区下石

其同物异名种 N． pseudovata 曾被作为华北月门沟
［30］
群最重要的标 准 化 石 之 一 。Odontopteris subcre-

nopteris，Neuropteris 以 及 Taeniopteris 也 较 繁 盛。 其
次为楔叶纲，占全部属种的 20% 以上，以 Calamites，

nulata 是华夏植物群的常见分子，自 Halle［31］于山西

Paracalamites，Annularia 及 Trizygia 等 的 发 育 为 特
征。此外，尚有少量石松类和科达类等分子，如 Lep-

中部的下石盒子系发现该种以后，在华北地区山西
组、下 石 盒 子 组 及 相 当 地 层 中 被 广 泛 发

idophylloides，Stigmaria，Cordaites 等。 这一组成特征

现

［15］

与沈光 隆
所划分的山西二叠纪植物群山西组
Emplectopteris triangularis-Emplectopteridium alatum 组
合和下石盒子组 Emplectoptepteris triangularis-Tingia
spp． -Cathaysiopteris whitei 组合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但下石盒子组植物组合中，含有一定数量的苏铁类
和银杏类，与当前植物群有一定的差别。

4

植物群的性质和时代

［15，26，28，30，32，33］

。Emplectopteris 是我国华北、西北
二叠纪植物群的重要组成分子，见于太原组、山西
组、下石盒子组及其相当层位，是二叠纪华夏型标志
［15，32］
。Taeniopteris yernauxii 被 记 述 于 河 北 开
分子
［34］

，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山西组和下
［15，32，33］
。
石盒子组及相当地层中分布较广
平赵各庄群中部

上述分析表明，当前植物群既有分布于太原组
和 山 西 组 及 其 相 当 层 位 的 分 子，如 Pecopteris
huichensis，Neuropteris ovata; 亦仅限于山西组或山西

大兴沟所产植物化石中的 21 个已知种全部见
［15］
于我国二叠纪华夏植物群中，与华北区和西北区

组之上层位的分子，如 Sphenopteris rotunda，Pecopteris margingata，P． yabei，Odontopteris subcrenulata，

［15］
相同属种分别达到 21 种和 17 种，与华南区 相同
属种亦达到 12 种，显示较强的华夏植物群性质。

Taeniopteris yernauxii，Paracalamites stenocostatus。 因

此外，当前植物群中多数属种为华夏植物群的
重要和常见分子，其中不乏标志或特有分子，如 Emplectopteris，Taeniopteris yernauxii，Pecopteris huichensis，P． marginata 等; 而缺乏安加拉植物群的常见分

此，当前植物群产出层位可能与我国华北和西北地
区的山西组相当，其时代为早二叠世晚期 ( 亚丁斯
［15］
克期—空谷期早期) ，属于沈光隆 的 Emplectopteris triangularis-Emplectopteridium alatum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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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延边汪清县大兴沟早二叠世植物化石

Early Permian plant in Daxinggou of Wangqing county，Yanbian area，Jilin province

1． Sphenopteridium pseudogermanicum ( Halle) Sze，示末二次羽片，可见二歧分枝的末二级羽轴( 箭头所示) ，标本号: WM10040;
2． Trizygia oblongifolium ( Germ． et Kaulf． ) Asama，示叶轮上三对椭圆形叶片，标本号: WM10029; 3． Cordaites schenkii Halle，标本
号: WM10114; 3a 为 3 的放大，示叶脉及脉间纹; 4． 14 Pecopteris cyathea ( Schloth． ) Brongn． ，末次羽片，标本号: WM10080; 4a 为
4 的小羽片放大，示中脉附近分叉一次的侧脉; 14 末二次生殖羽片，标本号: WM09015; 5． Pecopteris marginata Gu et Zhi，末次羽
片，小羽片边缘增厚，标本号: WM10074; 6． Sphenopteris rotunda Sze，末二次羽片，标本号: WM10086; 7． Odontopteris subcrenulata
( Rost) Zeill． ，示末次羽片顶部及脉序，标本号: WM10244; 8． Neuropteris plicata Sternb． ，小羽片，标本号: WM20253; 9． Paracalamites stenocostatus Gu et Zhi，髓模，纵肋在节部直通，偶有交错，标本号: WM09004; 10． Calamites cistii Brongn． ，髓模化石，示节部交
错的纵肋( 沟) ，标本号: WM09001; 11． Taeniopteris yernauxii Stockm． et Math． ，标本号: WM10153; 12． Emplectopteris sp． ，示三角形
小羽片的单网状脉序，标本号: WM10205; 13． Pecopteris huichensis Hsü，末二次羽片，标本号: WM09068; 13a 为 13 的放大，示末级
羽轴和小羽片中脉上的之字形维管束印痕( 所有图片上标尺的最小格为 1． 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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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地理区划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探讨西拉木

植物古地理学意义

中国北方二叠纪华夏和安加拉两大植物地理区
［13 ～ 16］
。 吉林延
的界线位于西拉木伦河—延吉一线
边地区位于西拉木伦河—延吉缝合带东段，在植物
地理区划上处于华夏植物群和安加拉植物区交界地
区，既发育安加拉植物群，又存在典型的华夏植物
［18，29，35，36］

，为探讨两大植物地理区的界线奠定了

群

基础。
延边地区汪清—珲春一线以南主要发育华夏植
物群，以延吉开山屯五良界岭早二叠世大蒜沟组植
［24］

［22］

、朝鲜东北部图们江盆地 和汪清大兴沟
早二叠世植物群、吉林通化和抚松地区中二叠世植
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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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

物群 以及 延 吉 开 山 屯 晚 二 叠 世 植 物 群 为 代
表。除了开山屯植物群混生有个别安加拉分子外，
其他均为华夏型植物群。而延边地区汪清—珲春一

伦河缝合带在延边地区的东延奠定了重要的古植物
学基础。

6

结

论

吉林延边地区汪清县大兴沟镇和盛村附近的和
盛组中所产植物化石由 18 属 30 种组成，以真蕨与
种子蕨纲和楔叶纲分子以主; 以 Pecopteris 的高分异
度和 Emplectopteris 的出现为特征; 具有华夏植物群
性质。和盛植物群产出层位相当于华北及西北地区
的山西组，时代为早二叠世晚期 ( 亚丁斯克期—空
谷期早期) 。
吉林延边地区，华夏植物群分布范围向北可达
汪清大兴沟地区，华夏植物区和安加拉植物区的分
界线应位于汪清大兴沟—延吉开山屯与汪清十里
坪—珲春解放村之间，即汪清—珲春一线; 这一界线

线以北地区则主要发育安加拉植物群或含华夏分子
［25］
的安加拉植物群，如俄罗斯南滨海 、黑龙江鸡东

似应为西拉木伦河缝合带在延边地区的东延位置。

［21］
县大营山早二叠世安加拉植物群 ，吉林珲春解放
［23］
［18，21］
村 、汪清十里坪
晚二叠世混生少量华夏分

致谢: 野外工作中得到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王成文教授、吉林区域地质调查所周晓东高工的热

子的安加拉植物群。
吉林延边地区汪清县大兴沟镇早二叠世和盛植

情指导和帮助，化石采集过程中得到吉林大学张德
军和穆建国的大力协助; 室内化石鉴定经吉林区域

物群的发现将延边地区华夏植物区和安加拉植物区
的界线限定于汪清大兴沟—延吉开山屯一线与汪清

2 位匿名专家在
地质调查所赵衍华高工审定; 另外，
审稿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十里坪—珲春解放村一线之间的北西向狭长地带，
即汪清—珲春一线( 图 4) 。这一发现不但在二叠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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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of Early Permian Cathysia Flora from Daxinggou
of Wangqing County，Yanbian Area，Jilin Province，China
and Its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Li Mingsong1 ，Sun Yuewu1，2 ，Zhao Guowei1
( 1． Research Center of Paleontology and Stratigraph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6，China;
2． Key Laboratory for Evolution of Past Life and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 Asia
( Jilin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Changchun 130026，China)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fossil plants were collected for the first time near the Hesheng Village of Daxinggou Town of Wangqing county，Yanbian area，Jilin province，Northeast China． The strata bearing these fossil
plants are terrestrial sediments dominated by dark grey fine-grained sandstone，siltstone and mudstone． These sediments were thought to be marine and assigned to the Guadalupian Miaoling Formation and the Guadalupian Sidonggou Formation in 1966 and 1991，respectively． The strata are considered as a new lithostratigraphic unit and named
as the Hesheng Formation by authors currently．
The fossil plants of the Hesheng Formation consist of 30 species of 18 genera，namely Lepidophylloides sp． ，
Stigmaria ficoides ( Sternb． ) Brongn． ， Trizygia oblongifolium ( Germ． et Kaulf． ) Asama， Calamites cistii
Brongn． ，C． sp． ，Paracalamites stenocostatus Gu et Zhi，Annularia stellata ( Schloth． ) Wood，A． sp． ，Schizoneura sp． ， Sphenopteridium pseudogermanicum ( Halle )

Sze， Sphenopteris rotunda Sze， Pecopteris arborescens

( Schloth． ) Sternb． ，P． candolleana Brongn． ，P． cyathea ( Schloth． ) Brongn． ，P． huichensis Hsü，P． marginata Gu et Zhi，P． cf． P． ( Asterotheca) orientalis ( Schenk) Pot． ，P． yabei Kaw． ，P． sp． ，Neuropteris ovata
Hoffm． ，N． plicata Sternb． ，Odontopteris subcrenulata ( Rost) Zeill． ，Taeniopteris cf． T． multinervis Wei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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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rnauxii Stockm． et Math． ，Emplectopteris sp． ，Cordaites principalis ( Germ． ) Gein． ，C． schenkii Halle，Cardiocarpus sp． ，Rhabdocarpus sp． and Radicites sp． This flora ( Hesheng Flora) is dominated by ferns and seed ferns
which take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pecies． These ferns and seed ferns are characterized by diverse Pecopteris，Sphenopteris，Neuropteris and Taeniopteris． Moreover，Sphenopsids take more than 20%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pecies in the flora，and are characterized by Calamites，Paracalamites，Annularia and Trizygia．
Thus，on the floristic composition，the present flora is similar to the well-known Emplectopteris triangularis-Emplectopteridium alatum assemblage of the Shanxi Formation in Shanxi Province，China．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floras in China during Permian． Among them，the Cathayasia flora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ree floristic areas in China，i． e． ，the northern China，northwestern China and southern China． Among the 21
known species of the Hesheng Flora，all of them are recorded in the northern China floristic area，and 17 species in
the Northwestern China floristic area，and 12 species in Southern China floristic area．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Hesheng Flora has a typical Cathaysia floristic character． Furthermore，most species of the Hesheng Flora are important
or peculiar elements of the Cathaysia flora，such as Emplectopteris，Odontopteris subcrenulata，Taeniopteris yernauxii，Pecopteris huichensis and P． marginata; whereas there are no typical Angara elements，such as Angaridium，Cardioneura，Rufloria and " Neoggerathiopsis" ． Therefore，the Hesheng Flora is definitely of Cathaysia floras
in nature． Since most species of the Hesheng Flora are common in the Taiyuan and Shanxi formations in northern
China，and some are even only found in the Shanxi and Xiashihezi formations in northern China such as Sphenopteris rotunda，Pecopteris marginata，P． yabei，Odontopteris subcrenulata，Taeniopteris yernauxii and Paracalamites
stenocostatus，the Hesheng Flora is considered as late Cisuralian of Permian ( Artinskian-early Kungurian) in age．
The discovery of this Cisuralian flora show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Cathaysia flora should extend northward to
the Daxinggou district in Wangqing County，and that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Cathaysia flora and the Angara flora
is probably located in a narrow northwestward zone geographically ranged from the Kaishantun of Yanji City-Daxinggou of Wangqing County to the Jiefangcun of Hunchun City-Shiliping of Wangqing County． This is beneficial not
only for the study on the boundary between North China Plate and Jiamusi-Mongolia Block，but also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eastern part of Xar Moron River suture zone in Yanbian area on the paleobotanical basis．
Key words: Early Permian; Cathaysia flora; palaeobiogeography; Xar Moron River suture zone; Yanbian area; Northeast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