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6 卷 第 11 期

地 质 通 报

Vol.36,No.11

2017 年 11 月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Nov.,2017

黑龙江完达山造山带填图方法实践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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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完达山增生造山带(也被称之为那丹哈达地体)位于东北亚大陆边缘，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锡霍特-阿林增生造山带相
连，它们共同构成环太平洋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北方唯一的中生代海相沉积建造出露区。这些增生造山带的形成
与古太平洋的俯冲增生作用密切相关，其中包括外来地体、微小陆块、岛弧、洋壳、海山、大洋高原、蛇绿岩等复杂的地质块体。
传统的岩石地层填图方法在研究区不合适，无法反映杂岩属性。因此，在传统野外地质调查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针对造山带非
史密斯地层填图方法，
这将对本地区的地质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完达山；造山带填图；非史密斯地层
中图分类号：
P623；P5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1-2552（2017）11-1919-08

Yang Y B, Liu Y Q. Practice of geological mapping method in Wandashan orogenic bel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its sig⁃
nificance.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 36(11):1919-1926
Abstract: The Wandashan accetionary orogenic belt (also called Nadanhada terrane), is located on the continental margin of North⁃
east Asia. It is connected with the Sikhote-Alin orogenic belt in Far East of Russia,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a great proportion of
circum-Pacific orogenic zone. These orogenic belt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leo-Pacific Ocean subduction. So far the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hat these orogenic belts consist of such complex geological blocks as exotic terrain, small continent, island arc, oceanic
crust, seamount, oceanic plateau and ophiolite. Nevertheless, the traditional rock-stratigraphy geological mapping method is not suit⁃
able for the study area and it can not reflect the composition and tectonic properties of the complex. Therefore, this geological map⁃
ping practice was aimed at the complex structural area of the orogenic belt and,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field geological survey meth⁃
od, the authors used the non-Smith stratigraphic mapping method to carry out the systematic geological mapping work.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the authors should be significan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ectonic evolution of Wandashan orogenic belt and also will
play an exemplary role for orogenic belt mapping.
Key words: Wandashan; orogenic belt mapping; non-Smith stratum

造山带是地质历史上壳幔相互作用和构造运

带的系统划分和精细结构的研究仍然众说纷纭，

动最强烈的区域，发生了复杂的岩浆活动、变质变

因而增生造山带的研究仍然是构造地质研究的重

形及相关的沉积作用，一直以来都是大陆动力学

要主题之一，对于构造地质学和造山带研究具有

研究的前沿热点之一。增生造山带的研究历史并

重要意义。

不长，存在很多未解的难题，对于如何进行古造山

黑龙江东部完达山地区是中国东部中生代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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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露的深海沉积岩地层区，与之伴生的还有一套

部位，地体西侧与佳木斯地块以跃进山断裂相隔，

基性-超基性岩组合及混杂其中的晚古生代岩块，

南侧与兴凯地块以七虎林断裂相隔，北侧和东侧分

构成一套俯冲增生杂岩

[1-2]

。而对俯冲增生杂岩中

别以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锡霍

不同地质单元的划分是目前增生造山带研究的难

特-阿林-比金地体接壤，共同组成西北太平洋的增

点，其中，洋壳和不同沉积单元的识别，以及构造作

生杂岩带[5-7]。

用形式对于研究古大洋的演化与俯冲作用及大陆

区域内地层属兴凯湖-布列亚山地层区，饶河

边缘的型式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以完达山

小区，约 85%的面积为中三叠统以上的地层。区域

地区增生造山带（杂岩带）为研究对象，开展造山带

出露地层由老至新为中三叠统—下侏罗统大佳河

填图方法实践，一方面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该杂岩

组（T2J1d）、上三叠统—下侏罗统大岭桥组（T3J1dl）、

带的组成和形成过程，另一方面对于恢复该区域中

下侏罗统永福桥组（J1y）、下白垩统东山组（K1d）、下

生代构造演化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研究也具有学术

白垩统皮克山组（K1p）、第四系等（表 1）。

[3]

前沿性和挑战性。

1

研究区侵入岩主要为中生代侵入岩，其中晚
三叠世花岗岩带和三叠纪基性-超基性岩带均呈

研究区地质特征

近 SN 向带状分布，侏罗纪花岗岩呈岩株、岩脉零

完达山地区位于中国黑龙江省东部，主要区域
包括饶河县、抚远县南部、虎林县北部及宝清县东
部地区。分布区整体呈近 NNE 向展布，南北长约

星产出 ① 。

2

完达山造山带混杂岩特点

120km，东西宽约 70km（图 1）。该区域大地构造位

完达山杂岩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西部及西

置位于中亚造山带和环太平洋增生造山带的交接

南部沿 NNE 走向展布的跃进山杂岩，包括跃进山

图 1 完达山成矿区地质图[4]
Fig. 1 Geological map of the Wandashan metallogenic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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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质岩带和东方红晚古生代蛇绿质混杂岩；另一个

育，呈现弱变质板岩化，部分砂岩与侵入岩接触带

是东部地区的饶河杂岩，是完达山杂岩的主体组成

附近形成角岩带；③弱变质砂岩、板岩，变形微弱，

[8-14]

部分，
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饶河杂岩体

。

劈理发育，局部含有硅质岩、玄武岩、辉绿岩岩块岩

增生杂岩由不同构造属性的基质和岩块以断

块；④硅质泥岩。

层的形式相互叠置、堆砌、拼贴而成，在形成过程中

（2）岩块组成

经历了多个期次的变质作用与构造置换，具有复杂

岩块常被基质包围，或呈小的块体置于杂岩

的变形样式和叠加形式。在增生杂岩的详细划分

中，变形较弱，是有效恢复原岩属性的重要地质

和研究中，首先根据变形程度划分为“岩块”和“基

体。因此，本次研究对岩块进行了划分和描述，共

质”两大类，一般认为“基质”是遭受强烈变形的地

划分出以下不同岩性的岩块：①洋岛/海山残块，碳

质体，是构造混杂岩拼贴就位过程的有效载体；而

酸盐岩残片，岩性主要为玄武岩和碳酸盐岩（灰岩、

“岩块”则是变形较弱能有效恢复原岩属性的地质

大理岩）；②洋底沉积岩，多为薄层或微薄层状的放

体，常被基质所包围，或呈小的岩块与其他岩块或

射虫硅质岩，多与深海软泥相伴产出，发育褶皱（图

基质呈断层接触，杂岩是杂岩物质组成中相态、位

版Ⅰ-c、d）；③基性侵入岩，多为辉长岩与辉绿岩岩

态、时态复原研究的重要载体。基质和岩块按照岩

墙或岩脉，边界多为脆性断层，少数边界为脆-韧性

性或岩性组合可以进一步划分，基质多为细碎屑

断层，边部弱面理化（图版Ⅰ-e）；④外来岩块或滑

岩，占据面积大，分布广泛，也可以是强烈面理化的

塌岩块，滑塌岩块普遍强面理化，呈布丁构造，边界

岩块或岩层，如硅质岩、泥岩、粉砂岩、杂砂岩等。

为韧性剪切带，包括灰岩岩块和砾岩岩块（图版Ⅰ-

岩块多为保留有原生结构的能干层、残块或断块，

f）；⑤洋岛蛇绿岩残块，包括玄武岩、基性岩岩块（如

或坚硬的岩石组合单元，如灰岩、玄武岩、超基性岩

辉石岩、堆晶辉长岩等）和超基性岩岩块（主要有橄

等。本次研究采取物质组成与构造调查并重的原

榄岩），
主要出露于大顶子山一带。

则，根据岩石或岩层的岩性、变质和变形程度的差

另外，包括后期侵入的花岗闪长岩、花岗斑岩

异进行区分。完达山杂岩以褶皱变形的硅质岩和

及一些脉岩，局部见片（麻）岩等。

硅质泥岩及砂岩为主体，其中夹有大量规模不等、

3

变形程度各异的硅质岩、砾岩、灰岩、基性-超基性
岩等岩块或岩片，属于典型的变形基质加岩块组构

对于中国东部大陆边缘中生代的演化及其是

[4,15-19]

特征的构造混杂岩

完达山地区造山带填图实践

。

否受古太平洋俯冲的控制，目前还存在激烈的争

（1）基质组成

论。因此，查明太平洋板块在中生代时活动的规

根据上述基质和岩块的划分原则，并依据岩石

律，解决太平洋板块是否和何时向西俯冲的问题至

构造变形样式和岩性特征将基质主要划分为 4 类：

关重要，是中国东部岩浆活动、构造演化与太平洋

①浊积岩，岩石露头较好，岩石新鲜，呈浅黄白色、

板块是否有关的重要前提。因此，要解决上述科学

土黄色，呈现砂岩夹粉砂岩或泥岩的韵律沉积，具

问题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要寻找大洋板块俯冲的残

有复理石沉积特点（图版Ⅰ-a、b）；②强面理化的细

留和增生系统，详细地解剖增生系统的各个地质单

碎屑岩，含有硅质岩、灰岩岩块，变形强烈，片理发

元(如弧后盆地、增生弧、弧前盆地、增生楔、洋壳)，

表 1 区域地层简表
Table 1 Summary of regional strata
界
新生界

中生界

系
第四系

统

组

代号

全新统

低漫滩堆积层

Qh2

粘土、碎石、亚粘土、泥炭

更新统

高漫滩冲积层

Qh1

亚粘土、亚砂土、砂砾、卵石

白垩系

下统

侏罗系

下统

侏罗系— 下统—上统
三叠系

下统—中统

岩

性

描

述

皮克山组

K1p

英安岩、英安流纹岩、斑流岩、中酸性火山角砾岩

东山组

K 1d

安山岩、中性中酸性凝灰岩、火山角砾岩、中酸性熔岩、砂岩、板岩

永福桥组

J 1y

粉砂岩、粉砂质板岩、岩屑长石砂岩、混合砂岩、中粗粒砂岩、硅质岩、凝灰砂岩

大岭桥组

T3J1dl

砂岩、粉砂岩、板岩、中基性熔岩、硅质岩

大佳河组

T2J1d

硅质岩、粉砂岩、砂岩、板岩、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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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PlateⅠ

a.石场砂岩-浊积岩；b.复理石韵律沉积；
c.褐红色或黄褐色硅质岩，
与深海软泥互层；
d.硅质岩中发育横卧褶皱；
e.基性侵入岩（辉长岩岩墙）；
f.灰岩块体

确定俯冲作用的开始时代和俯冲增生作用方式及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突破点。完达山地区经历

俯冲极性，从而确定中国东部大陆边缘在中生代是

了十分复杂的构造演化历史，特别是在完达山蛇绿

否存在古太平洋的俯冲和其作用方式，进一步判断

混杂岩带附近构造活动更加强烈，是洋壳物质与陆

中国大陆边缘的形式和演化。

壳物质高度混杂的物质场，其组成物质的时、相、

黑龙江东部完达山地区是中国东部中生代唯

位、序态与原始生成时已大相径庭，不服从经典地

一出露的深海沉积岩地层区，也是中国东部存在的

层学（史密斯地层学）的一般定律，属非史密斯地层

一套较完整的中生代增生杂岩，因此，完达山杂岩

类型，应建立非史密斯地层单位。

第 36 卷 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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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主要在完达山北东段大顶子山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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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特殊性，为保证更好地、更加精确地填绘岩性

选取 2 个标准的 1∶5 万图幅，辅以周边典型地质现

组成及其构造特征，在岩块密集区域，将路线间隔

象出露点。本次研究依托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完达

定为 200m，而若岩块过于密集，可将路线间隔定为

山开展的造山带填图试点项目，项目正处于第一阶

100m，或将该区域放大比例尺单独填图。点距原则

段实施过程中。

上为 400m，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加密和放稀，

3.1

填图前的准备工作

以控制地质填图单位为原则。当岩性复杂时，应仔

收集和阅读该地区前人地质资料（区域填图资

细观察，适当缩小点距；当岩性单一时，可适当加大

料及发表的论文、专著等）、遥感地质解译工作等。

点距。

主要包括对已有填图单位的划分及填图单位名称，

在确定小组工作区域、填图路线和重点观察内

主要岩性及组合变化规律，各填图单位的时代及依

容时，主要考虑前人地质界线是否准确，前人遗留

据，接触关系及可靠性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

的问题有无解决的可能性，计划好要解决的地质问

地质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遥感资料拟定填图路线

题；当天的工作总结中，主要看当天填图是否达到

及剖面布设。搜集和整理国内外关于洋板块地层

了预期目标，如果没有，再结合前人资料和当天相

学、造山带、混杂岩、造山带填图等方面的资料，系

邻小组的情况确定第二天需要补充的观察点和区

统研究和学习，对项目组成员进行业务培训。

域；根据地质现象的变化和新发现不断调整路线的

3.2

走向，对重要地质现象进行追索和观察，做到边连

路线填图

图边布设填图路线；本地区处于浅覆盖区，采石场、

（1）地质填图路线的布置
地质填图路线的布置要以地质条件的复杂程
度和要解决的地质问题为依据，在充分利用前人资

路展及掌子面作为重要地质点，要重点观察和描
述，收集产状、接触关系、构造等信息。

料、遥感图像等基础上，分别按不同的地质条件和

路线填图过程中除地质界线、岩层产状、断层

通行程度进行布置，实行主干路线与辅助路线相结

等地质要素外，其他可识别的地质要素均为填图对

合的原则。总体上，路线布置以穿越法为主，辅以

象。研究区内不仅要识别出各类混杂岩，还要将区

追索路线。路线间距原则上为 400m，对卫片解译效

内出露的岩浆岩进行解体，进行详细的划分。

果较好的第四系可适当放稀路线间距到 600~700m，

3.3

并结合卫片解译控制其位置和界线。由于混杂岩

剖 面
测区按不同沉积地层、不同时代和类型的火山

图 2 研究区实际材料图（草图）
Fig. 2 Practical material map of the study area (sketch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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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侵入岩单元分别测制 2~3 条代表性实测剖面，比

露，划分界线不明。本次工作采用造山带填图方

例尺采用 1∶2000~1∶5000，混杂岩带一般采用大比

法，填图单元划分为基质和岩块 2 个主体，图面以岩

例尺剖面且剖面需加密。以连续点槽揭露，点槽间

性加构造表达（目前构造的识别还不完善），可以清

距 20~50m，遇有地质界线通槽揭露，采集相关样品，

楚地反映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在填图过程中，对基

对混杂岩进行详细解剖。

质的划分可根据基质成层有序或变形变质程度的

重点查明混杂岩内基质和块体的岩石类型与

不同，分别采用岩石地层单位群组或岩群岩组进行

接触关系，对岩浆岩进行详细分解。针对各类岩石

填图单位划分。对基质中的混杂岩相单元、外来岩

采集相关薄片、稀土元素、微量元素、硅酸盐、同位

片（块）可视规模大小分别进行构造岩片（块）划分,

素年龄、电子探针等样品，查明深海、半深海沉积物

建立造山带混杂岩的填图单位。本次填图单位初

的发育情况，采集发射虫等微古化石样品。注意堆

步划分方案见表 2。

晶岩中有无豆荚状铬铁矿、蛇绿岩套内有无变质橄

经过现有工作情况，对研究区初步制图，并与

榄岩出露。

原 1∶20 万区调成果图件对比。对比结果见图 3 和

3.4

遥 感

图 4。

野外地质填图工作开始前，均应做到遥感先

5

行，在收集前人研究资料并综合分析后，对研究区

讨

论

出露的混杂岩有初步的认识。因此，有效运用遥

目前，研究区造山带填图方法的试点工作正处

感解译资料对研究区的构造发育状况和形态，大

于起步阶段，工作时间不足一年，还存在一些不足

区域地层、岩体等地质体的出露范围和边界有整

之处，例如样品分析结果滞后、构造识别还不全面，

体把握。

影响了目前的成果。在后续工作中，将根据分析结

研究区遥感地质解译工作重点是：区域构造格

果进行地层系统的重新构建，恢复大洋板块沉积地

架解译，辅助地质填图解译，已知地质体、地质构造

层系统格架，最后综合区域内岩浆作用时空分布规

追索圈定，
遥感线、环特征影像提取等。

律、变质作用时代及特征、沉积作用背景，探讨完达

3.5

综合研究

山的形成过程，重建古太平洋板块中生代期间的俯

完达山造山带填图的综合研究有以下几方面

冲作用过程，为揭示佳木斯地块及中国东部中生代

内容：①通过研究造山带内混杂岩的物质组成、产

构造-岩浆作用过程提供重要依据。

状、形成环境、时代变形变质作用等，结合构造样
式，划分填图单位，确定图面表达方式；②对研究区

表 2 填图单元划分

内的岩浆岩进行详细的分解，确定花岗岩类型和时

Table 2 Table of division of geological mapping units

代；③对研究区构造进行详细调查和研究；④蛇绿
岩的物质组成、接触关系及层序结构的研究；⑤混

杂岩

杂岩体组合

超镁铁质堆积杂岩

杂岩形成时代及过程的研究。
通过混杂岩带的物质组成、产状、形成环境、时

蛇绿混杂岩

代及变形变质作用的调查研究，运用岩石学、构造
学、地球化学、同位素地球化学、微体古生物学等多

杂岩体

岩块

枕状熔岩
灰岩、砾岩

境、形成过程、时空结构等，揭示其形成机制及大地

玄武岩

构造演化历程，重塑古地理、古构造环境。

硅质岩

4

粉砂岩

备 注

辉石岩、橄榄辉石岩

镁铁质堆积杂岩

学科综合的技术方法和手段，追寻混杂岩形成的环

辉长岩
辉绿岩
玄武岩
细碧岩
外来岩块

砂岩

填图单位的划分
基质

在以往的地质填图中，研究区主要填图单位为

硅质泥岩、泥岩
角岩、片岩

大佳河组（T2J1d）、大岭桥组（T3J1dl）、永福桥组（J1y）、
东山组（K1d）等，各种岩性在各个单元中均交叉出

岩 块
辉石橄榄岩、橄榄岩

侵入岩

花岗闪长岩
花岗斑岩

剪切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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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区地质图①
Fig. 3 Geological map of the study area

6

结

明。本次工作从造山带角度出发，通过详细的野

语

外地质考察和室内系统研究，对完达山混杂岩中

完达山地区以往都是从地层角度来划分的，各

的基质和岩块单元进行详细的划分，建立了填图

种 岩 性 在 各 个 单 元 中 均 交 叉 出 露 ，划 分 界 线 不

单元。为本地区地层系统的重新构建，恢复大洋

图 4 研究区地质图（本次填图初步成果）
Fig. 4 Geological map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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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沉积地层系统格架提供了依据。
致谢：本文在编写及野外工作中得到中国地质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谭元隆博士，以及项目组成员的
极大帮助，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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