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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明盆地的研究历史概况

宁明盆地位于广西西南部 ,十万大山西北坡 ,在中国第三系地层区划上属岭南地层区

右江地层分区 (李云通等 ,1984) 。这是一个由 NWW 向张扭性断裂和 NEE 向压扭性断裂

控制所形成的近东西向长菱形盆地 (李嵘等 ,1995) ,其上发育着一套称为邕宁群的第三纪

沉积 ,厚度较大 ,以砂岩、泥岩夹砂岩为主 ,角度不整合于侏罗系之上 ,含有鱼类、植物和孢

粉等化石。

1975 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测量队2)
将宁明盆地第三纪地层划分为两个岩性

段 ,第一段以浅黄褐色、黄灰色厚层状中细粒石英砂岩为主 ,底部为棕黄色、杂色厚层状砾

岩及含砾砂岩 ,上部夹含铁砂岩 ;第二段以灰白色薄层状泥岩为主 ,夹细砂岩或粉砂岩。

这两段地层统称为邕宁群 ,时代暂定为始新世至晚第三纪。同时认为从岩性、沉积特征

看 ,宁明盆地的邕宁群与百色盆地的那读组相似 ,属始新世的可能性较大。广西壮族自治

区地质矿产局 (1985)则将这套地层的时代定为始新世至渐新世 ,仍统称邕宁群。李嵘等
(1995) 综合岩性、古生物及地震资料 ,将宁明盆地及与其邻近的、同属叠合在十万大山西

北缘的海渊盆地和上思盆地 (后两个盆地的第三系在泥岩之上还有一套砂砾岩)的第三纪

地层统一划分为 4 个组 ,自下而上为 :下大闸组、上大闸组、宁明组和弄怀组。除下大闸组

的时代标注为始新世外 ,其他组均未标明时代。最近 ,王伟铭等 (2003) 根据孢粉组合 ,将

宁明县城西公路北侧剖面的时代定为渐新世 ,认为宁明盆地的第三系沉积约于晚始新世

至渐新世形成。

本文根据宁明盆地鱼化石的初步研究 ,对该盆地的第三系沉积时代提出新的证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编号 :40162001)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专项补助经费资助。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测量队 ,1975. 崇左、凭祥幅 1∶20 万区域地质测量报告。94～99

收稿日期 :2003 - 06 - 19

第 42 卷 　第 1 期
2004 年 1 月 　　　　　　　古 脊 椎 动 物 学 报

VERTEBRATA PALASIATICA
　　　　　　　　　　　

pp . 81～85
fig. 1



2 　鱼化石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宁明盆地的鱼类化石最早发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 ,当地群众在生产建设中

再次发现鱼类化石。广西自然博物馆的赵仲如曾到化石发现地点采回长达 52 cm 的鲱超

目化石 ,但这些鱼类化石一直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

　　2002 年 ,广西自然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广西地质调

查研究院联合组队 ,先后两次在宁明县城西高岭屯进行系统发掘 (图 1) 。化石采集点 1

以泥岩为主夹泥质砂岩及少量含铁质的泥质砂岩透镜体。这段地层为广西区域地质测量

队 (1975)和广西地质矿产局 (1985) 所划分的邕宁群第二段中上部、李嵘等 (1995) 的宁明

组。泥质砂岩透镜体中常含有鱼化石 ,且鱼体相对较完整。而泥岩中的鱼化石则通常保

存不甚完整。上述长达 52 cm 的鲱超目化石即产于该地点中的泥质砂岩透镜体中。除鱼

化石外 ,这里还产植物和昆虫化石。化石采集点 2 的岩性与采集点 1 的基本相似 ,但不见

铁质泥质砂岩透镜体。鱼化石在中部层位较其上、下层位丰富 ,但多为零散骨片 ,完整者

不多。植物化石比采集点 1 的丰富。有极少量的爬行动物化石 ,初步鉴定为龟鳖类。根

据地层倾向判断 ,采集点 2 出露的层位低于采集点 1 的 ,但从岩性上判断 ,这段地层仍为

广西区域地质测量队 (1975)和广西地质矿产局 (1985) 所划分的邕宁群第二段的中上部、

李嵘等 (1995)的宁明组。

图 1 　宁明盆地鱼化石采集点位置及采集点 2 剖面示意图

Fig. 1 　Fossil localities in Ningming Basin , Guangxi and generalized stratigraphy sequences at

Locality 2

A. 化石采集点位置图 Fossil localities ; B. 化石采集点 2 剖面示意图 Generalized

stratigraphy sequences at Locality 2

28 古 　脊 　椎 　动 　物 　学 　报 　　　　　　　　　　　　　42 卷



　　经初步研究 ,认为宁明盆地迄今发现的鱼类化石至少包含鲱超目、鲤形目和鲈形目。

鲱超目化石主要是一些中大型的具有背棱鳞和腹棱鳞的鱼类。这类化石在采集点 1

和采集点 2 均有分布。

鲤形目化石从咽喉齿和鱼体标本看 ,至少有三类鱼 :1)与鲴亚科和　亚科都较接近的

鲤科鱼类 ;2)鲤亚科鱼类 ;3)亚科、属、种未定的鲤科鱼类。

经详细观察发现 ,第一种类型的化石与鲴亚科和　亚科都比较接近 ,既具有一些鲴亚

科鱼类的特征 ,如下咽齿主行齿数目为 6 ,齿冠侧扁 ,咀嚼面窄长等 ,同时又具有一些　亚

科鱼类的特征 ,如喉齿顶端稍弯呈钩状 ,臀鳍条数目较多 ,背鳍最后一根不分支鳍条较细 ,

不如鲴亚科鱼类的粗壮。它的归属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类化石多见于采集点 2 的中

部层位 ,在采集点 1 也有发现。

亚科和鲴亚科鱼类均为东亚特有的淡水鱼类 ,陈湘　等 (1984) 和 Cavender and

Coburn (1992)认为它们是一对姐妹群。上述化石的发现至少从化石角度为　亚科和鲴亚

科的近缘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鲤亚科化石包括三枚臼齿状的咽喉齿和一个背鳍和臀鳍均具有粗壮而带有锯齿的硬

刺的较完整的鱼体。臼齿状的咽喉齿见于采集点 1。较完整的鱼体为 20 世纪 60 年代发

现于高岭屯 ,具体层位不详。

鲈形目化石是一些体长仅有 3 cm 左右的小型鱼类。从各鳍特征看 ,它们可能属于　

虎科。目前发现的鲈形目化石不多 ,且仅见于采集点 2 的中部层位。

3 　含鱼化石层的时代

鲱超目鱼类最早出现于早白垩世 ,我国曾发现多种白垩纪和古近纪的鲱超目化石 (张

弥曼、陈平富 ,2000) 。

鲴亚科是东亚特有的淡水鱼类 ,现今分布北起我国黑龙江水系南至越南红河流域 ,

与我国相邻的朝鲜和日本均无分布。但其化石已在中国和日本多处中 —上新世及日本更

新世地层中被发现。如在山西榆社盆地上新世高庄组发现了现生鲴属的一个化石种 ———

榆社鲴 ( Xenocypris yüshensis) (刘宪亭、苏德造 ,1962) 。在黑龙江桦南县中新世中晚期道台

桥组发现了早期的鲴 ———刘氏始鲴 ( Eoxenocypris liui) 的完整鱼体和咽齿化石 (张弥曼等 ,

1996) 。此外 ,在山西榆社盆地中新世晚期马会组、山东中新世馆陶组和上新世明化镇组、

江苏中新世晚期下草湾组和丰县中新世 —上新世、淮安县上新世、内蒙古通古尔中中新世

晚期通古尔组以及日本的早中新世至中更新世都发现有鲴亚科鱼类 (详见张弥曼等 ,

1996) 。可知迄今发现的鲴亚科鱼类没有早于中新世的。

亚科鱼类也是一类分布局限于东亚的淡水鱼类。主要分布于中国。在越南、朝鲜

和俄罗斯分布的种类与中国的相同。在日本仅有一特有属。　亚科鱼类化石不常见 ,目

前仅见于上新世地层 (刘宪亭、苏德造 ,1962) 。

白垩纪晚期可能已有鲈形目鱼类 (Nelson , 1994) ,至始新世中晚期 ,鲈形目鱼类已分

布较广 ,北美、渤海沿岸均见其踪迹 (Nelson , 1994 ; 张弥曼等 ,1985) 。

根据对鲤科鱼类的研究 ,含鱼化石层的时代似应为中新世。因此 ,邕宁群第二岩性段

中上部或宁明组的时代可能为中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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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沉积环境

宁明的鱼类化石群 ,以鲤形目的鲤科鱼类占多数 ,鲱超目鱼类次之 ,鲈形目鱼类极少。

鲤科鱼类是一群纯淡水鱼类 ,几乎都栖于内陆水体中 ;少数种类可以适应盐碱内陆湖泊生

活 ,极个别的种类也可以暂时或偶然进入河口的咸淡水中 (陈宜瑜 ,1998) ;鲱超目鱼类一

般生活于海水中 ,很多种类为　游鱼类 ,能溯河而上 ;鲈形目鱼类绝大多数生活于海水或

咸水中 ,一部分生活于淡水 , 虎科鱼类主要生活于海水和咸水 ,偶尔出现于淡水 (Nelson ,

1994) 。因此 ,宁明盆地邕宁群含鱼化石层的沉积应以淡水湖泊沉积为主 ,可能夹有部分

与海水有关的沉积。广西地质矿产局 (1985) 也曾推测“⋯⋯,可能还有上思、宁明等盆地

并不是单纯陆相盆地 ,而是一些与当时的古海或海湾时通时闭的海陆过渡性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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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TRATIGRAPHY OF TERTIARY FOSSIL FISHES FROM NINGMING
BASIN ,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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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ssil fishes from Ningming , Guangxi , include members of the Clupeomorpha , Cyprini2

formes and Perciformes. Its geologic age is probably Miocene based on the studies of fossil2bearing
strata in China and adjacent countries , and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Cyprinidae. Judging from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fish group , the environment should be freshwater related occasionally to marine
water.
　　Key words 　Ningming Basin , Guangxi , Miocene , fossil fish , biostrat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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