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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白云石模式评述
杨 华 1袁王宝清 2

渊1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曰 2 西安石油大学油气资源学院冤

摘 要 Vasconcelos 等在实验室模拟巴西 Lagoa Vermelha 潟湖条件袁成功地沉淀出白云石袁由此提出了微生物白云
石模式遥 该模式在南澳大利亚尧阿拉伯海湾尧西印度外陆棚边缘以及意大利南部等地区得到了不同研究者的肯定袁我
国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马家沟组五段白云岩也可以解释为微生物成因遥 此模式对白云石形成机理的研究具有突破性
的意义遥 当硫酸盐还原细菌利用 SO42-时袁也吸收了 Mg2+袁因为 Mg2+与 SO42-形成了很强的离子对遥 微生物由于其新陈代
谢作用利用 SO42-而克服了动力障碍袁同时从离子对中释放出 Mg2+遥在白云石形成的化学反应中袁微生物因素把硫酸根
离子从反应的抑制剂变成了催化剂遥 白云石一旦成核袁就会在埋藏过程中长大遥 尽管不是所有的白云石都可以用微生
物白云石模式来解释袁但野外研究和模拟实验都证明这一模式是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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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岩储层大约占北美碳酸盐岩油气储层的

80% 袁俄罗斯尧西北欧尧南欧尧北非尧西非尧中东及远
东地区都有大量的白云岩储层 咱2暂袁中国的碳酸盐岩
咱1暂

储层与白云岩也有不同程度的关系遥 白云石是组成

白云岩的主要矿物袁 因而白云石的形成机理一直是

并由此提出了微生物白云石模式袁 即由微生物作为
催化剂促使白云石沉淀的模式遥

1

微生物白云石模式的由来
自20世纪60年代在现代沉积中发现白云石以

沉积学家和石油地质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遥

来袁在研究白云石形成机理的过程中袁提出过许多白

年袁前两个世纪的研究历史为院第一个世纪袁主要是发

模式咱12暂尧混合水模式咱13-14暂尧构造控制的热液白云石化

自1791年Dolomieu发现白云石以来咱3暂袁已有200多

现阶段袁 并应用物理化学原理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

云石化模式袁如渗滤回流模式咱10-11暂尧萨勃哈或蒸发泵
模式咱15暂等遥由于这些模式没有用实验证实袁往往在一

象曰第二个世纪是在现代沉积中发现了白云石袁并发

种模式流行一段时间后袁被新的模式所取代遥白云石

展了新思想遥 这些新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院一是

形成机理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真正得以解决遥

根据现代沉积中的白云石形成条件袁解释白云石的形

在地表温度的实验室条件下或现代自然环境下

成机理曰二是设法模拟自然条件袁在实验室沉淀白云

很难从饱和溶液中沉淀出白云石袁 很多企图合成白

石曰三是提出了一系列模式遥 当前有一些长期存在的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袁其中之一是在复制现代白云石形
成环境和条件的实验室无法沉淀出白云石咱4暂遥

上世 纪末 袁 Vasconcelos等 咱5 -6暂 根据 巴 西 Lagoa

Vermelha海岸潟湖现代白云石的研究袁在实验室模拟

Lagoa Vermelha潟湖条件

袁成功地沉淀出白云石袁

咱7-9暂

云石的非生物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咱16-17暂遥 此障碍与动
力因素有关咱18-20暂遥 沉淀实验的失败是没有考虑矿化

过程中生命活动的影响遥 微生物参与白云石形成的

假说并不是新近提出的 咱21暂袁过去十多年对这一观点

积极肯定的评价不断增加遥 白云石的形成可出现在

适合微生物生长袁有足够 Ca2+尧Mg2+和 CO32-离子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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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条件下袁可以从沉积表面一直到地下 1~3 km 的深
处遥 许多学者认为袁微生物可以把 Ca2+和 Mg2+集中在
其细胞表面袁产生一个微环境袁在此微环境中方解石
或白云石的离子活度积可以超过饱和度袁 因而有利
于碳酸盐在微生物体周围沉淀咱22-24暂遥 他们注意到袁镁

离子可能优先留在有机质基质上袁 这些富 Mg2+的点
可以成为白云石的核和重结晶的中心遥 硫酸盐还原
微生物是碳酸盐沉淀中最常涉及的一类遥

1995 年袁Vasconcelos 等 咱5暂提出了微生物白云石
模式袁十多年来袁通过 Vasconcelos 等和其他学者的

图 1 巴西 Lagoa Vermelha 潟湖微生物白云石
形成机理图示渊据文献咱6袁25暂整理冤

进一步工作袁 表明此模式对白云石形成机理的研究

2

在旱季袁蒸发作用降低了潟湖水面袁水位下降袁使海水能
通过障壁砂坝渗滤进入潟湖遥 潟湖高的有机质生产率导致沉

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遥

微生物白云石的现代沉积证据
微生物白云石形成机理的现代沉积证据建立在

巴西 Lagoa Vermelha 海岸潟湖沉积的详细研究基础
上咱5-6暂遥
Lagoa Vermelha渊图 1冤是巴西里约热内卢以东
90km 大西洋沿岸一系列小的尧 孤立的海岸潟湖之

一袁具有非同寻常的水文和气候背景遥 潟湖水浅袁最
深 1.7 m袁面积约 2.4 km 袁潟湖之外发育一片很好的
2

藻席遥该地区以半干燥的微气候为绝对优势袁导致了
在旱季时潟湖极高的盐度遥强烈的蒸发提高了盐度袁
降低了潟湖水面袁使得海水流入袁提供了微生物作用
的离子遥在潮湿季节降雨量超过蒸发量袁引起盐度强
烈下降袁有时可达到半咸水状态遥短期内超咸水和半
咸水之间的变化反映在 Lagoa Vermelha 潟湖沉积物
中不同的碳酸盐矿物上遥 一个宽约 400 m 的障壁砂

丘把潟湖与大西洋分隔袁并作为海水补给的通道遥淡
水 的 补给 则 通 过大 陆 一侧 的 更 新 世 砂 丘 遥 了 解
Lagoa Vermelha 潟湖的年水文特征是重要的袁 因为
它提供了用来形成白云石的离子来源和浓度以及白
云石沉淀时间的信息遥 白云石明显沉淀于超咸水条

件下袁高镁方解石形成于中等盐度条件下袁而低镁方

解石则形成于半咸水条件下 遥
图 1 说明了从 Lagoa Vermelha 潟湖观察到的微
咱6暂

生物白云石模式遥 潟湖较高的有机质生产率使得沉

积物要水界面为厌氧条件袁 并形成富碳有机质的黑
色淤泥遥 微生物活动明显促使了软泥层中碳酸盐矿
物的沉淀遥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现代白云石的产状袁
说明了微生物活动可能影响了白云石的成核遥 潟湖
中微生物的活动可能直接受水化学变化的影响遥 在

积物-水界面缺氧袁在潟湖底形成了富有机质的黑色淤泥遥 高
盐度水提高了硫酸盐含量袁 这样就提供了微生物硫酸盐还原
的硫的来源袁提高了镁的含量袁镁呈 Mg 方解石和 Ca 白云石沉
淀遥 淤泥中的微生物活动是原始碳酸盐沉淀的媒介袁之后碳酸
盐由于埋藏而成熟遥 最后袁微生物活动终止袁但是白云石的形
成作用并不因此而停止袁 而是会在由微生物活动产生晶核的
晶体基底之上继续沉淀白云石[6袁25]遥 潟湖底部的黑色淤泥含大
量有机质袁同时由于盐度高袁含石膏等硫酸盐矿物袁有机质与
硫酸盐矿物反应生成硫化氢和重碳酸盐袁介质呈强还原条件遥
进入潟湖的海水含大量 Ca2+和 Mg2+离子袁 与 HCO3-结合形成

Mg 方解石和 Ca 白云石遥 当硫酸盐还原细菌利用和消耗 SO42离子时袁 同时也利用和消耗了细胞中与 SO42-离子伴生的 Mg2+
离子袁故而随时间的变化会释放出 H2S 和 HCO3-遥 由于结晶速
度过快袁无法形成晶体结构很有序的白云石袁只能在成岩作用
过程中逐步转变为有序的白云石

Lagoa Vermelha 潟湖袁 盐度变化对微生物数量的影
响可能表现为水要软泥界面的不同的新陈代谢作
用遥在极高的盐度条件下袁硫酸盐还原生物可能变得
更活跃遥

Lagoa Vermelha 潟湖最上部 1 m 的沉积物以碳
酸盐与富有机碳层互层为特征遥 低 Mg 方解石尧文

石尧 高 Mg 方解石 渊7~35 mol % MgCO3冤尧Ca 白云石
渊42~48 mol % MgCO3冤 是出现在潟湖中的碳酸盐矿

物相咱6袁26暂遥

在 Lagoa Vermelha 潟湖白云石沉淀的条件下袁
Mg 和 SO42-似乎是最基本的成分遥 当硫酸盐还原细
菌利用SO42-时袁也吸收了Mg2+袁因为Mg2+与SO42-形成
2+

了很强的离子对遥 换言之袁微生物由于其新陈代谢
作用利用SO42-而克服了动力障碍袁同时从离子对中

释放出Mg2+遥 在小于微米级的范围内微生物新陈代

谢作用使得HCO3-在细胞周围的微环境饱和袁 产生
了有利于白云石沉淀的条件遥 微生物成核晶体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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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埋 藏 在 原 始 形 成 的 Ca 白 云 石 经 历 成 熟 作 用

渊aging process冤的地方袁因此无机的重结晶作用出
现了袁形成了更理想配比的白云石渊图1冤遥 微生物白
24

有相似性袁 这为微生物对白云石沉淀作用的影响提
供了坚实的证据遥
实验证明了硫酸盐还原细菌的现代种在合成的

云石模式认为不断地供应SO 对保持产生白云石

厌氧尧超盐度介质中袁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对白云石

的微生物活动是必须的遥 在白云石形成的化学反应

的形成起媒介作用遥 由纯的硫酸盐还原细菌菌株通过

中袁微生物因素把硫酸根离子从反应的抑制剂变成

微生物媒介作用产生白云石袁证实了Vasconcelos等咱6暂

了催化剂遥 白云石一旦成核袁就会在埋藏过程中长

提出的微生物白云石模式遥 一般认为袁动力障碍在地

大遥 在没有一定量细菌活动的纯无机系统中袁硫酸

表条件下制约着白云石的形成遥 培养实验证明袁特别

盐仍然可能是白云石沉淀的抑制剂袁因此袁适量的

的硫酸盐还原细菌能作为媒介克服动力障碍袁造成白

细菌成了毫无疑问的关键遥 事实表明袁白云石没有

云石的沉淀遥 微生物的新陈代谢活动使得pH值提高袁

沉积物中遥 同样袁在没有细菌活动的尧贫有机质无机

能够除去动力阻碍因子要要
要硫酸根离子袁导致镁离子
和重碳酸根离子浓度增加袁并使微晶体成核遥

系统中袁硫酸根离子可能仍然是阻止白云石沉淀的

天然和实验产生的白云石在晶体形态和结晶学

发现沉淀在大多数缺氧的尧富碳和富有机质的海相

因素

遥

咱27-28暂

Vasconcelos 认为硫酸盐还原细菌改善了白云
石沉淀发生的基本条件遥 SO42-与 Mg2+形成了强离子

对遥 这些离子对就象单个颗粒一样在空间上连结在

一起遥 另外袁 当 SO 离子为硫酸盐还原细菌利用
时袁 细菌同时利用了细胞中与其伴生的 Mg2+离子遥
Mg 对于细胞中许多生命生理作用是基本的组分袁
24

它占了干体重量的 0.5%遥 同样袁Mg 是许多酶物质
的无机因素袁它是叶绿素分子的中心部分遥 尽管 Mg

上具有相似性袁 这是所述微生物在实验中参与白云
石沉淀过程的有力证据遥地球早期历史中袁厌氧微生
物细菌可能对白云石的产生特别重要袁 因为当时的
厌氧条件远较现代广泛遥

4 微生物白云石模式在现代和古代沉
积中的证实及应用
利用与Lagoa Vermelha潟湖相似的野外研究与
实验室培养试验相结合的方法袁 在世界各地现代沉

的生理意义很重要袁但过量的 Mg 会与其它硫酸盐

积环境中微生物白云石模式已经得到了较多的证

细胞体周围微环境中微米级的 Mg 饱和可能产生
有利于白云石沉淀的条件袁如在细菌培养实验中观

盐还原细菌的厌氧条件咱8袁29暂袁其他还有耐盐需氧细菌

还原附产物如重碳酸根离子和硫化氢一起释放遥 在

察到的那样咱5-6暂遥

硫酸盐还原细菌需要克服具有高有序晶体结构

实袁其中包括厌氧和氧化两类条件袁主要是具有硫酸

渊halophilic aerobic bacteria)咱30-32暂和甲烷形成的条件遥

4.1

Coorong潟湖生物成因白云石

矿物形成的动力学障碍遥 硫酸盐还原细菌通过改变

南澳大利亚Coorong地区远端季节性海岸潟湖

微环境袁 提供让白云石小晶体可以形成晶核的表面

是白云石研究的经典之地袁 经过了许多学者的研

来实现克服这个动力学障碍遥 细菌需要SO42-离子实

究咱33-37暂遥 该区的白云石被认为是渗滤回流机理或蒸发

度和高的碱度遥

淀白云石遥 Wright咱38-39暂渊1999年尧2000年冤袁Wright等咱29暂

2+

现新陈代谢袁 白云石的沉淀需要高的过量的Mg 浓

3

微生物白云石模式的实验依据

Vasconcelos等 咱5袁9暂尧Warthmann等 咱7暂尧van Lith 咱8暂 对
微生物白云石形成模式分别进行了实验验证遥 实验

在厌氧条件下进行袁培养基是从巴西Lagoa Vermelha
潟湖中分离出来的菌株袁模拟该潟湖的自然条件院高
盐度尧高pH值渊8.0~8.5冤尧高的碳酸盐碱度尧Mg/Ca值

为6/1袁由此得到了方解石尧高Mg方解石及白云石的
沉淀遥 天然和实验产生的白云石在形态和结构上具

泵机理的白云石化作用所致袁或简单地认为是原生沉
渊2005年冤对上述传统观点进行了挑战袁提出了生物成
因模式袁认为白云石沉淀障碍被以底栖微生物群占绝
对统治的厌氧盐生态系统下的微生物硫酸盐还原作

用克服了遥 这些障碍是院渊1冤Mg2+高的水合能量咱16袁40-41暂曰
渊2冤极低的 CO32-浓度和活度 咱42暂曰渊3冤相对牢固结合
的中性 MgSO40 离子对袁很低的硫酸盐浓度 咱27-28袁43暂遥

Wright 等咱29暂 用Coorong 地区远端季节性海岸潟湖野
外工作和实验模拟相结合的方法验证了 Coorong 潟
湖白云石形成的生物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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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阿布扎比萨勃哈白云岩与微生物的关系
阿拉伯海湾代表现代白云石形成的典型环境袁
萨勃哈或蒸发泵模式即建立在该地区白云石和环境
的基础上袁白云石形成于超盐度环境中并与石膏尧硬
石膏密切共生渊图 2冤遥 本区已完成大量的沉积学和

与白云石密切共生袁 利用装有冷传导系统的扫描电
子显微镜观察袁 发现自生白云石沉淀在由微生物席
组成的外聚合物内袁 说明微生物在白云石形成过程
中在起作用遥在流行的模式中袁微生物白云石的沉淀

与孔隙水中保持高 pH 值和碱度的积极的微生物活

动有关遥 这一模式运用到阿布扎比海岸萨勃哈环境

水文地质学工作袁 但对于在此环境中生长着微生物

中能解释出现在潮间带表面微生物丛中白云石的形

及其与白云石形成的联系方面袁 报道很少遥 最近袁

成袁但不能解释潮上带白云石的形成遥潮上带有大量

Bontognali 等 咱44暂研究了阿拉伯湾阿布扎比萨勃哈白
云石的形成与微生物活动之间的关系遥
研究选择在阿布扎比海岸萨勃哈横切潮间至潮

上带的三个地点渊图 2 中 A尧B尧C 处冤袁发现微生物丛

图2

4.3

Rao 等

Bontognali 等 咱44暂用非生物机理来解释潮上带白云石
的形成袁 这是以外细胞聚合物作为模板而形成的白
云石遥

阿拉伯海湾阿布扎比海岸萨勃哈理想剖面渊据文献咱44暂袁略有修改冤

西印度外陆棚边缘碳酸盐台地白云岩
与微生物的关系
咱45暂

埋藏的白云石袁 但没有广泛的微生物活动的表现遥

研究了西印度外陆棚边缘发育的一个

碳酸盐台地袁晚更新世白云岩组成了该台地的壳袁其
主要矿物是白云石遥经详细的宏观尧微观岩石学和地
球化学研究袁 证明晚更新世白云岩壳由白云质叠层
石组成袁 这是由微生物丛捕集和粘集沉积物碎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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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遥白云质叠层石解释为是在超盐度尧厌氧的硫

云岩袁成为含白云岩的硬石膏要白云岩盆地遥盆地边

酸盐还原条件下形成的遥 硫酸盐还原微生物及其伴

缘盐度较低袁发育硬石膏要白云岩盆缘坪尧含石灰岩

生的生物鞘袁它们的腐烂促进了白云石的形成遥 Rao
等认为微生物白云石模式可能与以隐藻纹层为特征
的海相地层中古代块状白云岩的形成有关咱45暂遥

4.4

意大利南部北 Calabria 上三叠统潮间
带白云岩与微生物的关系

Mastandrea 等

对意大利南部北 Calabria 上三

咱46暂

和硬石膏的白云岩盆缘坪遥 西部水下隆起和北部邻
近古陆的地带等受淡水影响大的地区袁 没有膏盐沉

积袁为白云岩沉积区咱47-48暂遥 这种沉积环境与现代的巴

西 Lagoa Vermelha 潟湖和澳大利亚 Coorong 潟湖相
似遥因此袁微生物白云石模式可以很好地解释本研究
区的白云石形成机理遥马家沟组五段形成于高盐度尧
高白云石饱和度环境袁白云石沉淀太快袁白云岩过度

叠统 Dolomia Principale 组的潮间带白云岩进行了
详细的显微结构和地球化学研究遥 碳酸盐岩由叠层

的改造后袁形成了大量岩溶孔隙袁这也是鄂尔多斯盆

石白云岩尧凝块石白云岩和泥晶白云岩组成遥叠层石

地中部气田的主要储集空间遥

和凝块石生长于潮下带袁形成了高起伏的生物建造遥
板状低起伏的叠层石和局部具核形石是潮间要潮上
带的特征遥 微生物碳酸盐岩由两种组构保存的白云
岩组成遥 类型 1 由小晶体渊<5 滋m冤组成袁形成暗色纹

层和凝块曰类型 2 由大晶体渊5~60 滋m冤组成袁形成了

发育袁反而导致孔隙不太发育遥但它们经过岩溶作用

5 结

语

根据巴西 Lagoa Vermelha 现代海岸潟湖白云石
矿物学特征和形成条件的研究袁 以及模拟该潟湖条
件的实验室白云石的沉淀袁Vasconcelos 等提出了微

们可能来自微米级球状细菌和似球状的纳米级可疑

生物白云石模式遥 这是自白云石发现 200 多年来研
究工作的突破性进展遥 Lagoa Vermelha 潟湖水文学尧
热力学尧 动力学以及生物学等方面的参数对白云石

的极小细菌遥 粒状结构的区域可能代表细菌引起的

的形成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和重要的遥 微生物因素

叠层石中的浅色纹层和凝块石叠层石的浅色杂基遥

细菌状的化石在微生物碳酸盐岩中被发现袁它

有机质的化石降解产物遥 这些特征在潮间要潮上带

把硫酸根离子从反应的抑制剂变成了催化剂袁 白云

微生物碳酸盐岩中有见到袁 但没有见到生物碎屑和

石一旦成核袁就会在埋藏过程中长大遥白云石形成于

骨粒遥然而袁菌类化石在叠层石的暗色纹层中特别发

高盐度尧局限以及有大量海水供应的环境袁白云石的

育遥 暗色泥晶纹层和凝块石中的强自动萤光说明有

分布与沉积相关系密切遥
尽管不是所有的白云石都可以用微生物白云石

机质在此集中遥

Dolomia Principale 组微生物白云岩形成于超盐
度的环境中袁白云石的富 Ca 性尧极细粒的晶体以及

正的 啄 O 值袁说明这种白云岩是通过蒸发白云石化
模式形成的遥在组构保存的白云石中袁细菌类化石的
18

模式来解释袁 但十多年来对现代沉积和古代沉积的
研究以及模拟实验袁 都证明微生物白云石模式是有
说服力和有生命力的遥

出现说明细菌尧 有机质的降解与微生物碳酸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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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al Dolomite Models: An Overview
Yang Hua, Wang Baoqing
Abstract院 Since discovery of dolomite in modern environments in 1960s, many dolomite models have been proposed
but some long perplexed problems for the origin of dolomite formation has not been resolved. One of them is the
inability to precipitate dolomite in the laboratory under conditions to replicate it that are found in modern natural
environments.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Vasconcelos et al. simulate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ound in Lagoa
Vermelha lagoon, Brazil, and successfully precipitated dolomite in the laboratory, which led to the formulation of the
microbial model for dolomite formation. Many researchers have affirmed this model through researches on dolomite in
South Australia, Arabian Gulf, outer shelf margin off western India, southern Italy and other places. The dolomite from
Ordovician Majiagou Formation 5 Member in Ordos basin can be also considered as microbial origin. This microbial
dolomite model may be significant in the research on mechanism of dolomite formation. As sulfate -reducing bacteria
use the SO42- ion, they will utilize the accompanying Mg2 + ions inside their cells, because they form strong ion pairs.
Uusing SO42- ions and release Mg2+ ions, microbes overcome the kinetic problems for their metabolism. The microbial
factor converts sulfate ions from an inhibitor to a catalyst in chemical reactions of dolomite formation. Once dolomite is
nucleated, the crystals continue to grow in the burial processes. Although the microbial dolomite model can not be used
to explain every type of dolomite, both researches on modern dolomite environments and simulated experiments
demonstrate that the model is convictive and viable.
Key words院 Dolomitization; Dolostone; Diagenesis mechanism; Microbiogenesis; Model; Brazil; Ordos Basin
Yang Hua院 male, Ph.D., Research Professor. Add: PetroChina Changqing Oilfield Company, 151 Weiyang Rd., Xi忆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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