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6 卷 第 11 期

地 质 通 报

Vol.36,No.11

2017 年 11 月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Nov.,2017

华北克拉通太古宙典型地区栖霞县幅1∶5万地质图修编
——野外地质调查和 SHRIMP 锆石 U-Pb 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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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栖霞是胶东早前寒武纪变质基底的典型地区。在原 1∶5 万地质图中，许多 TTG 岩石都被作为胶东群表壳岩看待，岩石
形成时代也只在少数露头被确定。根据野外地质调查和 SHRIMP 锆石 U-Pb 定年，对该区 TTG 岩石时空分布进行了研究。
在新修编的 1∶5 万地质图中，太古宙变质基底的主要岩石类型为约 2.9Ga、约 2.7Ga 和约 2.5Ga 的英云闪长质片麻岩，也存在少
量同时代的奥长花岗质片麻岩。2.9Ga 和 2.5Ga 左右的表壳岩（黄崖底表壳岩和胶东群）比原认为要少得多。所有岩石大致呈
北西西—南东东向分布，它们在空间上共存，可能是新太古代晚期和古元古代晚期强烈构造热事件作用的结果。这是国内首
次在复杂的太古宙高级变质岩区，以野外地质调查和 SHRIMP 锆石 U-Pb 定年有机结合，确定不同类型、不同时代地质体时
空分布的有益尝试，对于今后类似地区开展专题地质填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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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比例尺（1∶5 万、1∶2.5 万）地质填图是今后

2017 年

料图上，虽保留了大量的变质地层，按群、组、段表

一段时期内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重要工作内容。在

示，但有明确的岩性描述（岩石类型或岩石组合）。

已完成 1∶5 万地质填图的地区，如何围绕关键地质

按照目前的认识，它们多为变质深成岩。根据野外

问题开展专题填图或地质图修编，需要积累经验教

观察，将原岩石类型（成因）修改为新的岩石类型

训，不断改进和完善。在一些特殊的地区，需采取

（成因）是一项主要工作。②新的锆石定年结果。

特别的方法才能获得理想的填图结果。本文介绍

王来明等①的 1∶5 万地质图（包括文献中引用他们的

了胶东栖霞地区 1∶5 万地质图修编的情况，并对有

地质图），由于不同时代 TTG 岩石难以相互区别和

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缺乏足够的同位素年代学资料，仅把定年样品位置

在 2014 年项目立项时，根据专题地质填图和地

和年龄表示于图中，未对地质体进行时代划分。依

质图修编工作要求，综合考虑在华北克拉通早前寒

据新的锆石定年资料，首次确定了不同时代 TTG 岩

武纪变质基底的工作情况，选择胶东栖霞地区作为

石的空间分布。③地质上的合理性。如上所述，由

试点区。1∶5 万栖霞县幅地质图是王来明教授级高

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将许多变质深成岩作为变

级工程师作为技术负责在 1980 年代初期完成的，但

质地层来处理，给连图带来了很大困难，也导致图

直到 1989 年才出版。20 世纪 80 年代正是灰色片麻

面结构不合理。在野外工作和成图过程中，对 1∶2.5

岩从变质地层向变质深成岩观念转变并引进国内

万实际材料图进行充分研究，了解哪些界线是实际

的过程，王来明 从原变质地层中分辨出了相当数

路线确定的，哪些界线是推测的。如果推测的界线

量的变质深成岩（TTG，英云闪长岩-奥长花岗岩-

不合理，需作相应修改。

花岗闪长岩），但仍保留了大量变质地层填图单位，

1

①

现在看来它们多为变质变形及遭受深熔作用改造
的 TTG 岩石。另一重要问题是 TTG 岩石的时代确
定。栖霞地区存在约 2.5Ga、约 2.7Ga 和约 2.9Ga 三

地质特征
栖霞位于胶东地区中部（图 1），是该区早前寒

武纪变质基底的典型代表。

期 TTG 岩石，但作为主体的不同时代英云闪长岩在

如前所述，作为专题填图，笔者重点对原 1∶5 万

野外很难区别，难以确定填图单位。笔者在栖霞地

栖霞县幅地质图中的太古宙地质体部分进行了研

区已进行了较长时间研究，深感早前寒武纪地质十

究。在原 1∶5 万地质图上，太古宙地质体主要包括 5

分复杂，为弄清楚不同时代 TTG 的时空分布，选择

个部分（图 2）：①英云闪长岩（英云闪长质片麻岩）；

这一地区开展专题地质填图。实际工作面积范围

②奥长花岗岩（奥长花岗质片麻岩）；③变质表壳岩

为 N37°10'~37°20'、E120°50'~121°00'。
在 2014 年下半年和 2015 年 4 月，笔者等重点对

（胶东群）；④混合岩和糜棱岩化混合岩；⑤斜长角
闪岩（变质辉长岩）。

栖霞县幅东部的 2/3 图幅开展了广泛的野外地质调

在原 1∶5 万地质图的南部，划分出规模较大的

查工作，确定岩石类型、产出特征和空间分布，并采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图 2）。它们遭受强烈变质变

集了大量样品。在完成所有样品室内分析测试之

形和深熔作用改造，但在露头尺度上均匀，仍可确

后，2015 年 10 月到济南与宋志勇和王来明讨论已获

定原岩为英云闪长岩（图 3）。在一些英云闪长质

得的室内外研究成果，对原 1∶5 万栖霞县幅地质图

片麻岩中，还存在变质基性岩，可能为拉断的基性

进行了重大修改，形成新的 1∶5 万地质图。之后，到

岩脉（图 3-b）。

栖霞对新的 1∶5 万地质图进行野外检查，补采样

胶东群被划分为下部的英庄夼组和上部的齐

品。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填图带有专题性质，重点

山组①。英庄夼组被进一步划分为一段和二段。一

是太古宙基底部分，虽然涉及古元古代部分，但仅

段为灰白色条带条纹状黑云斜长变粒岩、角闪斜长

进行了很少量的野外工作。更年轻的盖层和断层、

变粒岩、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角闪黑云斜长片麻

剪切带未深入涉及，仍沿用王来明 原 1∶5 万地质图

岩，偶夹中厚层斜长角闪岩、透镜状透闪阳起岩、角

资料。

闪岩。二段为中厚-厚层状黑云斜长变粒岩、细粒

①

在开展专题地质填图的过程中，主要考虑 3 个

斜长角闪岩、浅粒岩互层，夹透镜状、薄层状透闪阳

方面的因素：①原 1∶2.5 万实际材料图。在实际材

起岩、滑石片岩等超基性岩。部分地段夹透闪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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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胶东地区地质简图
Fig. 1 Geological map of eastern Shandong

石英岩。一段和二段的主要区别是，前者长英质岩

不同类型变粒岩和片麻岩的变质原岩大多为 TTG

石中的条带、条纹构造更发育。齐山组被进一步划

岩石，主体为英云闪长岩。它们均遭受强烈的变质

分为一段、二段和三段。一段为巨厚层斑点状斜长

变形作用，部分遭受不同程度深熔作用的改造，形

角闪岩夹中层黑云斜长片麻岩、中厚层斜长角闪岩

成条纹构造和条带构造，但宏观上均匀，仍显示出

与黑云斜长变粒岩互层，偶夹薄层浅粒岩、透镜状

岩浆岩的岩石外貌特征（图 4，图 5-a、b、c）。与原划

阳起岩、角闪岩。部分地段出现二辉麻粒岩和浅色

分的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十分类似。一些岩石遭受

麻粒岩。二段为巨厚-厚层状黑云斜长变粒岩、黑

深熔作用强烈改造（图 5-d），但附近深熔较弱的岩

云斜长片麻岩夹中厚层斜长角闪岩、薄层浅粒岩及

石仍显示英云闪长岩的外貌特征，推测其为英云闪

少量黑云角闪斜长变粒岩。三段为厚-薄层浅粒

长岩深熔作用的产物。这里深熔作用的概念是广

岩、厚层细粒黑云斜长变粒岩、黑云斜长片麻岩夹

义的，包括了深熔浅色体相对于发生部分熔融位置

中厚层斜长角闪岩、薄层浅粒岩及少量黑云角闪斜

带入、带出的短距离迁移。

长变粒岩。一段和二、三段的主要区别是，前者以

原英庄夼组和齐山组中都划分出规模较小的

斜长角闪岩为主，长英质岩石的条带、条纹构造通

浅粒岩，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变质原岩为奥长花岗

常也更发育。

岩（图 6-a、b）。它们与原 1∶5 万地质图划分出的奥

根据目前的认识，原胶东群英庄夼组和齐山组

长花岗质片麻岩（图 6-c、
d）无明显区别。在原 1∶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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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栖霞地区原 1∶5 万地质图①
Fig. 2 Original geological map (1∶50000) of the Qixia area

地质图上，奥长花岗岩出露范围小，多成等轴、短轴

改造的英云闪长岩（图 7），在上曲家一带岩石普遍

状产出（图 2）。由于含暗色矿物很少，远处不易观

遭受强烈糜棱岩化（图 7-a、b）。

察到奥长花岗质片麻岩的结构构造，但实际上它们

深熔和变形可导致原均匀的英云闪长岩形成

也普遍遭受强烈的变质变形，局部还遭受深熔作用

条带状构造和褶皱构造（图 8-a），这是以往认为它

的改造。

们是表壳岩的重要原因之一。风化作用可使岩石

在原 1∶5 万地质图的北部，划分出规模较大的

外貌发生很大变化，例如英云闪长质片麻岩遭受风

混合岩和糜棱岩化混合岩（图 2）。混合岩被认为是

化，颜色变浅，看起来像奥长花岗质片麻岩（图 8-

变质表壳岩遭受混合岩化作用的产物，而糜棱岩化

b）。这也是野外辨别不同类型岩石的难点之一。

混合岩是遭受强烈变形改造的混合岩。发生混合

根据现有研究，栖霞地区的太古宙 TTG 岩石主

岩化的变质表壳岩主要是胶东群英庄夼组 。然

要为英云闪长质片麻岩，也存在少量奥长花岗质片

而，它们实际上也是遭受强烈变质变形和深熔作用

麻岩，目前还未确定是否有较大规模花岗闪长质片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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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栖霞地区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原也为英云闪长质片麻岩①）野外照片
Fig. 3 Field photographs of Archean tonalite gneisses in the Qixia area, which were
considered to be tonalite gneisses in early mapping
a—2.7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QX1505），
大埠后南西；
b—2.9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QX1508），
其中存在变质基性岩（斜长角闪岩），可能为被拉断的基性岩脉，
刘家河南

图 4 栖霞地区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原胶东群英庄夼组）野外照片
Fig. 4 Field photographs of Archean tonalite gneisses in the Qixia area, which were regarded as the
supracrustal rocks of the Yingzhuangkuan Formation of the Jiaodong Group in early mapping
a—2.9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QX1531），
上孙家北东 1.2km；b—2.7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QX1526），北夼村东北村口；
c—2.7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QX1530），陈家村西南 500m；d—2.5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QX1230），罗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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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栖霞地区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原胶东群齐山组）野外照片
Fig. 5 Field photographs of Archean tonalite gneisses in the Qixia area,
which were regarded as the supracrustal rocks of the Qishan
Formation of the Jiaodong Group in early mapping
a—2.7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QX1511），辇头南；b—2.5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QX1529），
上宋家水库南 300m；c—2.5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QX1512），安里村西；
d—2.7Ga（？
）深熔英云闪长质片麻岩，
大埠后村西

麻岩的存在。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和奥长花岗质片

相互平行，接触带附近发育紧闭皱褶。两者为构造

麻岩的形成时代为 2.9Ga、2.7Ga 和 2.5Ga。但是，不

接触。

同时代的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在野外难以区别（图 3—

除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和奥长花岗质片麻岩外，

图 7），不同时代的奥长花岗质片麻岩在野外也难以

在栖霞地区还发现了 2.9Ga 的石英闪长质片麻岩，

区别（图 6）。在原划分的不同地质单元（包括英庄

但规模不大，以包体形式存在于 2.9Ga 的英云闪长

夼组、齐山组、混合岩和糜棱岩化混合岩）中，都存

质片麻岩中①。

在大量不同时代的英云闪长质片麻岩。笔者曾努

虽然原胶东群的大部分岩石都为变质变形的

力寻找 2.7Ga 和 2.9Ga 的英云闪长质片麻岩的接触

侵入岩，但仍有一部分为变质表壳岩。在赵家沟，

界线，但未找到。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和奥长花岗

片麻岩与 BIF 铁矿直接相邻（图版Ⅰ-a、b），它们为

质片麻岩由于岩性差异大，界线容易确定。在栖

变质表壳岩应无问题。此外，具代表性的表壳岩还

霞东的周家沟沿新公路，可以观察到 2.9Ga 的英云

有刘家河原划分为英庄夼组的细粒黑云片麻岩（图

闪长质片麻岩和 2.9Ga 的奥长花岗质片麻岩之间

版Ⅰ-c、d）和盘子涧南西原划分为齐山组的细粒黑

的界线（图 9-a）。两者都遭受强烈变形（图 9-b、c），

云片麻岩（图版Ⅰ-e、f）。岩石具成层性，矿物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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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栖霞地区太古宙奥长花岗质片麻岩
Fig. 6 Archean trondhjemite gneisses in the Qixia area
a—2.5Ga 奥长花岗质片麻岩，
原划分为齐山组浅粒岩，
锆石蒸发法 Pb/Pb 年龄约为 2.5Ga①，
大柳
家西；
b—2.9Ga 奥长花岗质片麻岩（QX1506），
原划分为英庄夼浅粒岩①，泥沟；
c—2.9Ga
奥长花岗质片麻岩（QX15109），
原也划分为奥长花岗质片麻岩①，
大埠后北；
d—2.7Ga
奥长花岗质片麻岩（QX15111），
原也划分为奥长花岗质片麻岩①，
榆林村北东

细小。分选出的锆石粒度也细小，多小于 100μm。

石榴子石（图版Ⅱ-e），
为高压变质作用的产物。在河

而栖霞地区太古宙 TTG 岩石中的岩浆锆石粒度通

西夼水库，
石榴子石斜长角闪岩遭受高压变质作用的

常都很大（>100μm）。根据这些特征，笔者倾向于

时间为2.5Ga[2]，
与胶东地区其他许多石榴子石变质基

认为这些细粒片麻岩为变质表壳岩。然而，在这些

性岩记录的高压变质作用时间为古元古代晚期不

岩石中存在浅色体条带，在野外还可见到英云闪长

同。斜长角闪岩与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关系密切，
遭受

岩遭受强烈变质变形和深熔作用改造而形成条带

了变质变形作用。在一些露头，
它们被 2.5Ga 的英云

状构造的现象（图 8-a）。所以，确定上述细粒片麻

闪长岩切割，
推测主体形成于2.5Ga。但是，
也存在古

岩是否为变质表壳岩仍需开展进一步研究。

元古代的变质辉长岩，它们切割 2.5Ga 的岩石，又被

在原 1∶5 万地质图上，
划分出少量规模不大的变

长英质浅色脉体切割（图版Ⅱ-f）。

质辉长岩（图2）。实际上，
在原胶东群中，
特别是齐山

在原 1∶5 万地质图右下侧的大柴地区，确定了

组一段中的许多斜长角闪岩可能都是变质辉长岩，
它

一处规模不大的闪长岩岩体（图 2）。岩石未遭受变

们以较大规模产出，
组成均匀（图版Ⅱ-a、
b）。一些斜

质变形，暗色矿物含量很高，局部为辉长岩或辉长

长角闪岩中存在长英质条带和团块（图版Ⅱ-c、
d），
为

闪长岩。SHRIMP U-Pb 定年获得了 1.7Ga 的岩浆

深熔成因，
而不是原成分层。一些斜长角闪岩中存在

锆石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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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栖霞地区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原混合岩和糜棱岩化混合岩）野外照片
Fig. 7 Field photographs of Archean tonalite gneisses in the Qixia area, which were
considered to be migmatite and mylonitized migmatite in early mapping
a—2.9Ga 糜棱岩化英云闪长岩（QX1511），
上曲家水库；
b—2.9Ga 糜棱岩化英云闪长岩（QX1529），
上曲家南西 800m；c—2.7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JD1467），被 2.5Ga（？
）浅色花岗岩切割，
十八盘西南新公路；
d—2.7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
石盒子北东约 2km

图 8 栖霞地区 2.9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
Fig. 8 2.9Ga tonalite gneisses in the Qixia area
a—2.9Ga 条带状英云闪长岩，位于英云闪长质片麻岩样品 QX1511 附近，
上曲家水库；
b—2.9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QX1507），新鲜面和风化面的岩石颜色和外貌不同，辛家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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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栖霞周家沟地区 2.9Ga TTG 岩石
Fig. 9 2.9Ga TTG in Zhoujiagou, Qixia
a—2.9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上部）和 2.9Ga 奥长花岗质片麻岩（下部）相互直接接触；
b—2.9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S1211）；c—2.9Ga 奥长花岗质片麻岩（S1212）

2

SHRIMP 锆石 U-Pb 定年

们在全岩地球化学组成特征上也十分类似[3]。在目
前的情况下，锆石定年几乎是分辨它们的唯一方

栖霞地区早前寒武纪地质十分复杂，至少存在

法。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采集了以 TTG 为主的大

中 太 古 代 晚 期（约 2.9Ga）、新 太 古 代 早 期（约

量岩石样品进行 SHRIMP 锆石 U-Pb 定年（定年方

2.7Ga）、新太古代晚期（约 2.5Ga）和古元古代多期岩

法介绍略）。考虑到样品数多，并且研究区太古宙

浆事件，以及新太古代晚期和古元古代晚期 2 期构

TTG 岩石仅形成于约 2.9Ga、约 2.7Ga 和约 2.5Ga 三

造热事件。英云闪长岩是胶东地区太古宙地质体

个时期，因此对每个样品仅进行了少量锆石定年定

的主体，在中太古代晚期、新太古代早期和新太古

性地确定岩石的形成时代。在锆石定年时，寻找受

代晚期都广泛分布。由于新太古代晚期和古元古

后期改造最小的核部岩浆锆石和变质增生边或强

代晚期构造热事件影响，岩石普遍遭受强烈变质变

烈重结晶变质锆石进行定年，分析数分别为 4 个和 2

形和深熔作用改造，在野外难以区别（遭受风化之

个。确定岩石形成时代的方法是：当岩浆锆石最大

后更难区别）。变形强弱、深熔程度和条带多少都

年 龄 分 别 位 于 2.75~2.95Ga、2.56~2.75Ga 和 2.45~

不能作为确定岩石形成时代及新老关系的依据，它

2.55Ga 之间时，认为它们的形成时代分别为中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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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Plate Ⅰ

a.2.5Ga 片麻岩（QX1516），
赵家沟；b.2.5Ga BIF，
赵家沟；
c~d.2.5Ga 细粒黑云片麻岩（QX1528），原划分
为齐山组，
盘子涧南西；
e~f.2.5Ga 细粒黑云片麻岩（QX1503），
原划分为英庄夼组，
刘家河

代晚期、新太古代早期和新太古代晚期。对于包括

有核-边结构。尽管每个样品的测定数据点不多，

表壳岩在内的其他类型岩石，仍按正常的方法进行

但选择定年的锆石具有代表性，核部岩浆锆石通常

锆石定年。

具有清楚的环带，在很多情况下可定性确定侵入岩

作为代表，图 10 给出了 2 个英云闪长质片麻岩

的形成时代。一些样品遭受强烈改造，核部岩浆锆

样品的锆石阴极发光图像和 SHRIMP U-Pb 定年结

石保留不好，给岩浆锆石定年带来困难。值得注意

果。不论什么时代和类型的岩浆岩，锆石都普遍具

的是，一些锆石虽显示清楚的岩浆环带，但年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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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Ⅱ Plate Ⅱ

a~b.2.5Ga（？
）斜长角闪岩（变质辉长岩），
原划分为英庄夼组，
被英云闪长岩和长英质浅色脉体切割，
唐家泊水库；c.2.5Ga
（？
）斜长角闪岩（变质辉长岩），存在长英质条带，
上宋家水库南 150m；
d.2.5Ga（？
）斜长角闪岩（变质辉长岩），存在深熔
长英质团块和条带，
上宋家水库南 150m；
e.2.5Ga 高压石榴石斜长角闪岩（原划分为齐山组），被 2.5Ga 英云闪长岩
切割，
河西夼水库；
f.2.2Ga 变质辉长岩脉（QX15109），切割变质表壳岩（胶东群），又被长英质脉体切割，
刘家河

显偏年轻，尽管数据点仍沿谐和线分布。所以，岩

质锆石组成均匀或具微弱环带，有约 2.5Ga 的年龄

浆环带清楚的锆石，其 U-Pb 同位素体系可能也发

记录。一些岩石样品未记录新太古代晚期变质锆

生了部分重置。不同时代和不同类型的侵入岩都

石的年龄，但一些数据点沿谐和线分布而年龄变

普遍遭受新太古代晚期变质作用的改造，边部变

得年轻，也是后期构造热事件影响的结果。少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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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栖霞地区太古宙侵入岩的锆石阴极发光图像和 U-Pb 谐和图
a、b—英云闪长质片麻岩（QX1524），
上曲家南西；
c、d—英云闪长质片麻岩（QX1532），
石盒子北东

Fig. 10 Cathodoluminescence images and U-Pb concordia diagrams of
zircons from Archean magmatic rocks in the Qixia area

品的变质锆石还有古元古代晚期构造热事件的年

约 2.7Ga 和约 2.5Ga 三期太古宙岩浆作用，对于锆石

龄记录。

蒸发法年龄，如果年龄在 2.76~2.95Ga 之间、2.56~

王来明 在地质填图时使用锆石蒸发法获得的

2.75Ga 之间和 2.45~2.55Ga 之间，推测其岩浆锆石形

定年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可定性确定岩石形成时

成时代（即岩石形成时代)分别为约 2.9Ga、约 2.7Ga

代。例如，他们在上曲家水库获得片麻状英云闪长

和约 2.5Ga。然而，在辛家庄南西，王来明 ① 用锆石

岩锆石蒸发法年龄为 2858Ma，SHRIMP U-Pb 定年

蒸发法获得锆石年龄为 2626Ma，而 SHRIMP U-Pb

获得岩浆锆石年龄为 2900Ma（QX1525）；在十八盘，

定年获得的岩浆锆石年龄为 2900Ma（QX1507），两

片 麻 状 英 云 闪 长 岩 锆 石 蒸 发 法 年 龄 为 2663 Ma，

者年龄差别很大。所以，上面的推测仍带有不确

SHRIMP U-Pb 定年获得的岩浆锆石年龄为 2744~

定性。

①

2745Ma（10SD21- 1，QX12120），蒸 发 法 年 龄 比
SHRIMP U- Pb 年 龄 要 小 ，但 仍 在 可 识 别 的 范 围
内。蒸发法年龄更年轻，显然与后期地质事件强烈
改造有关。由于栖霞地区目前仅识别出约 2.9Ga、

3

新的栖霞地区 1∶5 万地质图
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及前面提到的研究方法，本

次工作完成了新的 1∶5 万栖霞地区地质图（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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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古宙地质体部分，岩石成因、形成时代和岩石

2.7Ga 英 云 闪 长 质 片 麻 岩 分 布 于 南 部 和 中 北 部 。

空间分布与原 1∶5 万地质图有很大不同。在新的地

2.5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分布于中南部和北部。总

质图上，不同时代的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大体呈北

体上，2.5Ga、2.7Ga 和 2.9Ga 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存在

西—南东向分布，与栖霞地区变质基底构造线走向

相间出露的空间分布特征。2.5Ga、2.7Ga 和 2.9Ga

一致。这很可能是新太古代晚期和古元古代晚期

奥长花岗质片麻岩以不大的规模零星分布，多与同

构造热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现有研究，对于

时代的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在空间上共存。变质辉

遍布全区的变质变形和深熔作用，古元古代晚期构

长岩分布广泛，多呈北西—南东向延伸，与 TTG 片

造热事件可能具有更重要的作用。2.9Ga 英云闪长

麻岩的延伸方向一致，但也有一些呈近等轴状产

质片麻岩主要分布于南部，在中北部也有出露。

出。这些变质辉长岩常与 TTG 岩石共存，并被长

图 11 新的栖霞地区 1∶5 万地质图
（编号为黑色的样品为未发表数据，
编号为红色的样品据参考文献①[1-6]，
三角、方块和圆圈分别
代表岩浆锆石年龄为中太古代晚期（约 2.9Ga）、新太古代早期（约 2.7Ga）和新太古代晚期（约 2.5Ga）
的岩石样品。W 代表王来明①的锆石 Pb/Pb 蒸发法年龄。斜体的样品编号代表变质辉长岩）

Fig. 11 Revised geological map (1∶50000) of the Qixia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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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质脉体切割。研究区存在不同时代的变质辉长

到奥长花岗岩，见到的主要是片麻状英云闪长岩和

岩，需开展大量的工作对其进行进一步分辨。原

黑云角闪片麻岩，片麻状英云闪长岩岩浆锆石年

胶东群的变质原岩大都不是表壳岩，而是英云闪

龄为约 2.5Ga（QX1529），本次在地质图上作了示

长岩和奥长花岗岩。但是，仍有少量新太古代晚

意性表示。该奥长花岗岩主要分布于高山地区，

期变质表壳岩存在，也可能存在少量 2.9Ga 表壳岩

其分布范围有待进一步确定。⑤在图幅东部安子

[3]

（黄崖底表壳岩） 。

4

讨

村—圈里一带，露头很差，岩性复杂，抗风化的岩石
露头很多是奥长花岗岩脉。这是本次修编工作最

论

薄弱的地区，有待今后进一步加强研究。

与原 1∶5 万地质图相比，针对太古宙地质体开

自原 1∶5 万地质图出版以来，该区开展了较多

展的 1∶5 万专题填图的主要进展包括：①岩石成因

研究，但对不同时代、不同类型地质体的时空分布

方面，将原认为的变质地层大多修改为变质深成

并无实质性改变 [1,3,6]。在如此复杂的早前寒武纪变

岩。原英庄夼组一段和二段及齐山组二段的变粒

质地区，只有通过野外与室内相结合的详细研究，

岩和片麻岩的变质原岩大都为英云闪长岩，浅粒岩

才能较好地确定不同时代、不同类型地质体的时空

的原岩大都为奥长花岗岩。齐山组一段斜长角闪

分布。

岩的变质原岩大都为辉长岩。但栖霞地区确实存

本次工作得益于 3 个方面：①获得了原栖霞县

在一定数量的新太古代晚期变质表壳岩，还可能存

幅 1∶5 万地质图的 1∶2.5 万实际材料图。在原 1∶5 万

在中太古代晚期变质表壳岩。②对大量样品进行

地质图中，很多地质单元进行了合并简化，以岩石

了锆石 U-Pb 定年，确定其形成时代，据此初步确定

组合表示，但 1∶2.5 万实际材料图是以岩性为基础，

了不同时代 TTG 岩石的空间分布。英云闪长岩是

相当于岩性填图。王来明等的栖霞县幅 1:5 万填图

不同时代 TTG 的主体岩石。除新太古代早期和晚

的实际工作量约为正常 1∶5 万填图实际工作量的 2

期英云闪长岩和奥长花岗岩外，还发现大量中太古

倍，岩性确定大都正确，只是岩石成因解释不同。

代晚期的英云闪长岩和奥长花岗岩。在研究区南

高质量的 1∶2.5 万实际材料图为新的 1∶5 万专题地

部，大面积分布的 2.9Ga 英云闪长岩属首次发现。

质填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实际材料图对于专题

此外，还确定了中太古代晚期和新太古代早期石英

地质填图和地质图修编十分重要，但现在的实际

闪长岩的存在。

材料图大多是通过私人关系获得的，需要理顺关

虽然取得很大进展，基本确定了太古宙地质体

系，建立制度，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实际材料图。②

的岩石成因、形成时代和空间分布，但仍有许多问

栖霞县幅 1∶5 万地质图的技术负责人王来明院长

题未得到解决。主要包括：①尽管锆石定年样品数

与笔者一起出野外。作为技术负责，王来明为原

量很大，但仍不能有效地控制不同时代 TTG 岩石的

栖霞县幅 1∶5 万地质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野外，

空间分布。随着工作的深入，不同时代地质体在图

把 1∶5 万地质图上的内容与观察到的岩石实体进行

面上的表示将更精细、更准确。②目前在野外仍不

对照，通过讨论，确定岩石成因和空间分布，可以很

能有效地分辨不同时代的英云闪长岩和不同时代

快统一认识。因此，与各省局地质研究人员密切合

的奥长花岗岩，虽已发现同一时代英云闪长岩和奥

作十分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大家都有收获，共同

长花岗岩之间的界线，但不同时代英云闪长岩之间

得到了提高。③有较多的 SHRIMP 锆石 U-Pb 定

的界线仍未确定。③在许多露头见到的齐山组一

年结果。栖霞地区早前寒武纪地质特征十分复

段斜长角闪岩都为变质辉长岩，其中一些与之互层

杂，特别是不同时代英云闪长岩难以区别。如无

的浅色体为侵入的 TTG 岩脉（主要为奥长花岗岩），

大量锆石定年工作，不可能较详细地划分和确定

但是否存在较大规模的变质表壳岩（变玄武质岩

不同时代英云闪长岩的空间分布。通常，一线地

石）仍不能确定。④在原 1∶5 万地质图上，在上宋家

质人员更强调野外观察，科研机构（包括大学）人

南侧划分出一套规模较大的奥长花岗岩，王来明

①

员更强调精细研究。实际上，应充分利用室内外

获得的锆石蒸发法年龄为 2656Ma，所以形成时代很

研究手段，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片面强调

可能约为 2.7Ga。但笔者在上宋家水库附近并未见

哪一方面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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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也是本次工作的体会。此外，专题填图是
一种好的填图方法。带着问题、为解决问题填图，
而不是为填图而填图。现在中国许多基岩地区不

1941

得原 1∶2.5 万实际材料图，有原 1∶5 万地质填图人员
（特别是技术负责）参与野外工作，将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同比例尺的填图都已完成，但限于当时的认识和条

致谢：山东地质调查院田京祥、张富中、郭瑞朋

件，一些图幅的质量并不理想，需开展进一步的修

和王世进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参加了部分野外工

编。就栖霞地区 1∶5 万专题填图而言，因为还不能

作。锆石样品靶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杨

在野外有效地分辨不同时代的英云闪长岩，本来是

淳研究员、甘伟林制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

想在研究程度更高的时候再开展修编工作，但从新

所周丽芹助理研究员、张志超完成锆石阴极发光照

的实践看，这种室内外密切配合的方法可以很好地

相，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刘建辉工程师保障

促进修编，使地质研究程度的快速提高。新的地质

SHRIMP 仪器正常工作。锆石标准由澳大利亚国

图为该区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在

立 大 学 Ian Williams 教 授 和 澳 大 利 亚 地 质 调 查 局

已有 1∶5 万地质图地区开展专题填图和修编填图不

Lance Black 博士提供，深表谢意。

同于在空白区填图，如何充分利用已有资料、确定
填图的方式方法、规范要求等都需积累经验、深入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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