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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变形在变质岩专题填图中的作用及其意义
——以辽南辽河群试点填图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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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述了构造解析在变质岩专题填图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意义。主要围绕以下 5 个方面：①构造解析在高级变质岩区地质
调查中对重大地质边界的识别作用；②通过构造解析区别变质岩区不同岩石和/或构造单元因构造发生的堆叠作用；③通过构
造解析识别并区分不同岩石单元的构造类型、期次和组合样式；④变质岩填图区剖面测制及地层原始厚度恢复需要在构造解
析工作基础上进行；⑤变质岩区地质填图工作实际上是构造解析和变质岩石学的有机结合过程。总之，构造解析对变质岩填
图区内地质情况的客观表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专项地质填图；填图方法；构造解析；变质岩区；辽河群
中图分类号：
P623；P58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1-2552（2017）11-1942-11

Tian Z H, Liu F L, Xu W, Ji L, Liu L S, Dong Y S.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structural deformation in metamorphic rock
mapping: A case study of the Liaohe Group mapping in central segment of Jiao-Liao-Ji orogenic belt.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 36(11):1942-1952
Abstract: Based on the mapping of the Liaohe Group in the central segment of Jiao-Liao-Ji structural belt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is paper mainly presents the implications of structural deciphering work applied to the metamorphic area geological mapping, which
include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①As the significant geological boundary between the groups cannot be easily recognized, the au⁃
thors emphasize the function of structural deciphering work when it is used to trace the hidden boundary; ②Different rock units or
formations are often mixed with each other due to later de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deciphering therefore should be used in this situa⁃
tion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rock units (strata); ③Structural deciphering work must be carried out to trace all the different structural
styles and deformation stages; ④Evaluation of the thickness of strata in the metamorphic area should be considered through structural
deciphering work in the first time; ⑤The combination of deformation and metamorphism is very important in metamorphic map⁃
ping area. In all, structural deciphering is a useful tool to figure out the true geological fact in a metamorphic mapp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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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填图工作是地质学研究的基础 [1]，大量的

然而，变质岩区地质填图始终是地质调查工作的重

科学研究和公路、铁路、桥梁及建筑选址等生产、建

点和难点，因为变质岩区往往是构造-流体-岩浆活

设工程都是基于最基本的地质填图工作开展的。

动密集区，也是成矿最有利区域[2]。 因此，对变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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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进行深入的专题地质填图工作，不仅可为区域构

岩区的真实地质特征。由此可知，构造解析是变质

造岩浆作用研究与区域找矿提供直接证据，而且对

岩地质填图和研究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它是变

于解析造山带演化过程和矿床勘探具有重要的科

质岩区地质填图过程中查明不同构造-岩石单元相

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互关系的基础。同时，也表明变质岩区地质填图需

前寒武纪地体主体由变质岩组成，如华北克拉

要不同专业的地质人员或团队联合协作完成。 基

通、南美 Amazonia 克拉通、南非 Kaapvaal 克拉通、北

于此，本文以辽南辽河变质岩群专题试点填图区为

美 Laurentia 克 拉 通 和 南 澳 大 利 亚 Gawler 克 拉 通

例，浅述构造变形在变质岩专题填图中的作用。

等。古老变质岩区详细的地质填图，不但能够揭开

古元古代辽河群是胶-辽-吉造山带中一个具

地球早期的构造演化历史，而且能够为矿产资源勘

有代表性的构造-岩石单元，其结构、组成和变质变

探、开发提供依据和可参考的基础性资料。然而，

形特征可为全面认识华北克拉通新太古代—古元

相对于沉积岩区和火成岩区地质填图，变质岩区地

古代地壳演化和重建古元古代超大陆（Columbia）

质填图需要填图工作者同时掌握变质地质学和构

提供重要依据[12-16]。辽河群根据岩石组合特征可以

造地质学的野外基本工作方法[2-5]。变质岩区内的高

分为 5 个组或岩石单元。从下部单元到上部单元分

[2,6]

级变质岩是填图工作的难点 。对于变质岩区的填
图，目前国内外地质学家均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6- 11]

。

别是浪子山组、里尔峪组、高家峪组、大石桥组和盖
县组，岩性特征主要从长石和火山物质含量较高的

中国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编制了《变质岩区 1∶5 万

成分，到碳酸盐岩含量较高，最后到碎屑颗粒含量

[7]

区域地质填图方法指南》 ，对变质岩区的填图工作

较高的序列。尽管前人已对辽宁辽阳—岫岩一带

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由于变质岩区受到变质变

的辽河群（说明：在本轮专题填图未完成之前，本文

形作用的改造，经历了较复杂的造山作用及后期抬

暂时沿用前人的叫法“辽河群”[17-18]）开展了不同比

升剥蚀作用的影响，岩石地层单元往往不连续，因

例尺的地质填图[18-19]和科学研究工作[17]，并取得了一

此在填图实践中需要用到多种填图方法结合 [1]，填

系列认识，但笔者在前期的踏勘工作中发现辽河群

[2,6]

图的比例尺也需要随填图的要求而改变 。

中存在基底变质岩系的残块，其中北辽河群中也混

变质岩区往往由大量不同变质程度的“构造-

杂有一定的南辽河群，同时发现传统认为的大面积

变质岩片”组成，因此通过构造解析工作深入界定

古元古代混合花岗岩，实际是 A 型花岗岩和高钾钙

这些“构造-变质岩片”单元具有重要的意义。Nor⁃

碱性花岗岩的混合体。此外，由于辽河群遭受强烈

man 认为，变质岩区地质填图除需要描述变质岩的

构造变形作用的改造和破坏，使得原按照经典地层

外观特征、矿物组成等特点外，岩石单元所表现的

方法建立起来的辽河群地层序列和绘制的地质图

构造特征（如劈理、片理、褶劈理等）的详细观察与

件与基本地质事实不相符，从而导致了对辽河群组

[7]

成、时代、构造属性等重大基础地质问题长期存在

认为，变质岩区填图需要将变质岩区岩石流变学特

争议，严重影响了胶-辽-吉造山带区域地层-构造

征与叠加褶皱、韧性剪切带，以及构造层次或构造

格架建立和地质演化研究 [16]。为此，针对辽河群现

相带紧密结合，并加强和重视变质岩区构造变形调

存的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如胶-辽-吉造山

[2]

研究工作也是填图的重点和关键内容。 房立民等

[6]

查与研究。Passchier 等 认为，构造解析在解剖前寒

带的早期演化），选择辽宁岫岩—辽阳地区对辽河

武纪高级变质岩地体（片麻岩穹窿）的填图中具有

群开展 1∶5 万专题地质填图试点 ，通过构造地质

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 2 个方面：①强烈的构

学、岩石学、年代学、变质地质学等多学科结合，并

造变形打乱了原有的沉积岩或岩浆岩的原始序列，

以“构造-变质岩片”作为填图的基本单元，合理

地层极大的重复或缺失，较多的同斜褶皱、逆冲断

划分填图单元，同时结合一些科学研究工作为地

层及其剪切带的形成，都需要依赖构造解析去探寻

质填图提供可靠的科研基础资料保障，以促进并

地质体的真实面貌；②一些早期的地质信息，如化

提高最终地质图的质量。该方法有别于构造地层

石，或者早期的小构造基本上都被抹去，需要使用

学方法在变质岩区填图的应用，构造地层学遵循

构造解析工作分析岩浆穿切关系，建立相对的时代

“以恢复原岩为基础，以构造解析为主导”[20-22]。本

序列，并与构造变形期次进行对比，从而还原变质

次填图使用的“构造-变质岩片”方法遵循的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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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质岩岩石单元、变质相和变质时代为基础，辅以

接触的大理岩夹片岩面理（S1）产状为 52°∠67°，尽管

构造解析工作。

二者因植被覆盖未见良好的接触关系露头，但二者

辽河群主要为一套低级到高级的变质沉积岩，

S1 面理表明二者之间应为断层接触。这一推断也被

是专题地质填图的对象。本文主要基于过去 2 年内

随后发现二者接触部位存在断层角砾岩所证实。

地质填图的经验，围绕以下 5 个方面论述变质岩区

②剖面中部，可见片岩片理产状为 43°∠67°，向右与

地质填图中需要加强构造研究的重要性：①辽河

之接触的大理岩 S1 面理产状为 82°∠54°，尽管二者

群遭受后期变质变形作用改造和破坏，部分重大

之间存在不协调特征且接触带部位被覆盖，但是根

地质界线往往不易被识别，因此构造解析可帮助

据二者产状依然可以初步推测两者间为断 层 接

识别重大地质边界；②前人对辽河群地质填图严

触。图 2-b 为不纯大理岩夹变粒岩，大理岩 S1 面理

格按照正常沉积地层方法和思路进行，然而辽河

陡倾（产状 46°∠76°）。③剖面最东端显示了大理

群不同岩石单元因构造作用而发生逆冲、伸展或

岩与片岩之间为断层接触，前人将其确定为整合

走滑，地层划分上不属于同一套沉积地层单元，故

接触，在本次填图工作中，发现大理岩（大石桥组）

构造解析结合变质岩石学综合研究是合理划分变

和片岩（盖县组）产状极度不协调，上覆片岩经历

质岩区构造-地层单元的有效手段；③通过构造解

多期构造变形作用，发育褶劈理（图 2-c）和拉伸线

析，可以识别出变质岩区构造变形类型、性质、期

理（图 2-d），然而下盘大理岩变形相对较弱，仅发

次及组合样式，并可为变质岩填图区地层-构造格

育 S1 面理（图 2-e），显然二者并非整合接触，而应

架建立提供依据；④构造解析可有效、合理地恢复

该为断层接触。根据低角度断层面和上盘靠近断

变质岩区地层的原始厚度和初始出露情况；⑤构

层面附近片岩中旋转碎斑特征，推测该断层为逆

造变形和变质演化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变质岩区

冲断层（图 2）。

的填图工作。最后，本文将陈述一些对填图方法

由此可见，当变质岩区或复杂构造区内不同构

的改进及其思考。

造-岩石单元之间因构造或覆盖等原因导致其接触

1

关系难以直接判断的情况下，对接触带附近的构

重大地质边界的构造识别
专题填图区位于华北克拉通东部陆块胶-辽-

造-岩石单元进行详细的构造解析，通过其产状和
构造变形特征可获得较好的接触关系证据。为此，

吉造山带辽阳—岫岩一带（地理坐标为北纬 40°50′~

在填图过程中，不仅要针对重大的地质界线问题进

41°10′、东经 123°15′~123°30′；北纬 40°00′~40°40′，

行相对密集的地质路线调查和控制，还要进行构造

东经 123°15 ~123°30′），该区古元古代辽河群为一

要素数据测量和收集，最后做到对地质界线较准确

套遭受了多期次变质-变形改造的变质岩（图 1），以

的认定。

传统地层对比的方法进行填图，必然造成地层单元

2

划分的混乱，严重制约了对该区重要地质现象的理

辽河群
“盖县组”的解体

解和对重大地质界线的厘定。此外，由于填图区域

盖县组于 1989 年由辽宁地质矿产局创立并将

内植被覆盖比较严重，遇到关键地质界线区域（如

其定义为：位于辽河群顶部的一套片岩和浅变质

辽河群中大石桥组和盖县组的接触部位）被植被覆
盖，直接判断接触关系几乎不可能。因此在确定岩

粉砂岩、砂岩，该组平行整合于大石桥组之上，主
要出露于塔子岭—青城子—茳草甸子—张家堡子

石单元的基础上，只能通过构造解析的方法识别 2

一带，以及东瓜林—哨子河—黄土坎等地，同时在

个组之间的接触关系。例如，在三家子幅填图区的

营口-草河口复向形的核部也大量分布，下部由矽

中西部（图 1、图 2），前人划分的地层单元为里尔峪

线二云片岩、含墨黑云片岩夹长英质粒状岩石和钙

组、高家峪组、大石桥组和盖县组。各组之间的关

镁硅酸盐类岩石、黑云斜长片麻岩等构成，上部包

系总体为整合关系，但在 1∶5 万三家子幅地质图图

括变质长石石英砂岩、变质砂岩、绿泥石千枚岩、变

幅中西部，可见里尔峪组和大石桥组之间被正断层

质粉砂岩等，岩性组合和岩相均十分稳定，分布范

分割。详细的野外调查和构造填图结果发现（图

围广且厚度大。

2）：①西侧片麻岩片麻理（S1）产状为 215°∠41°，与之

笔者在 1∶5 万三家子幅和上麻屯幅的专题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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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华北克拉通东部陆块胶-辽-吉古元古代造山带（a，据参考文献[23]修改）和
胶-辽-吉造山带中段三家子地区 1∶5 万地质简图（b，据参考文献[24]修改）
Fig. 1 Map of the Paleoproterozoic Jiao-Liao-Ji orogenic belt in the eastern block of
the North China Craton (a) and geological map of the Sanjiazi area in the
central part of Jiao-Liao-Ji orogenic belt at the scale of 1∶50000（b）

图 2 胶-辽-吉构造带中段三家子地区西侧代表性剖面（a 图位置见图 1, 图例与图 1 一致）
Fig. 2 A typical cross-section in the western Sanjiazi area in the central part of Jiao-Liao-Ji orogenic belt
b—大理岩夹片岩；
c—片岩中褶劈理；
d—片岩中拉伸线理 L1；
e—大理岩 S1 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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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发现，前人认为的盖县组上部岩石变质程

地层单元 。通过区域对比，在图 2 中剖面最东端，

度低，为低绿片岩相，以变质长石石英砂岩、变质

笔者发现有一套变质变形程度较强烈的片岩逆冲

砂岩、绿泥石千枚岩、变质粉砂岩等组合为主；盖

在大石桥组大理岩之上，且前者局部夹片麻岩，可

县组下部岩石与高家峪组和里尔峪组相似，其变

能属于辽河群层位较下的岩石单元——里尔峪组

质程度较高，为高角闪岩相，主要岩石组合为矽线

或高家峪组，而不应该属于辽河群上部层位盖县

二云片岩、钙镁硅酸盐等。在同一个地质观察点

组。为此，根据变质、变形及岩石组合特征认为，

发现，上部组合变质砂岩和粉砂岩构造变形弱，仅

原盖县组由下部高角闪岩相-片岩岩片和上部低

发育宽缓的开阔褶皱（图 3-a），保留极好的原生

绿片岩相-变质砂岩、粉砂岩岩片共同构成，二者

层理（图 3-a、b）；下部岩石单元构造变形非常强

之间为逆冲断层接触。同时，认为对原盖县组需

烈，褶劈理极其发育（图 3-c、d）。这些事实表明，

要解体，盖县组仅由弱变质变形的上部岩片构成，

原盖县组上、下 2 套岩石无论在变质作用还是变

发生强变形变质的下部岩片应归入里尔峪组或高

形样式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二者并非属于同一

家峪组。

图 3 胶-辽-吉造山带中段三家子地区盖县组岩石单元
Fig. 3 Field photographs showing rock-type of the Gaixian Group in the Sanjiazi
area of central part of Jiao-Liao-Ji orogenic belt
a—盖县组上部岩石组合单元，
宽缓的开阔褶皱；
b—原始层理 S0；c—盖县组下部岩石
单元褶劈理；
d—褶劈理显微结构特征（单偏光）；
虚线指示各期面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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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子幅中西部（图 1）也发现了区域性正断层，断

区域内大型逆冲断层和正断层的识别

层面上盘为大石桥组大理岩，下盘为里尔峪组片麻

胶-辽-吉古元古代造山带经历了复杂的构造

岩（图 1）。

演化，可能经历了原始的裂解、初始洋盆形成、巨量

在部分构造变质岩片/块内部，如大理岩片内

沉积、碰撞、俯冲造山、构造抬升等过程[15]，原有的自

部，可见较小规模的脆性铲式正断层（图 5）。这些

下而上的地层层序及彼此之间的接触关系已被构

正断层的形成时代可能比较晚，指示区域内受到伸

造作用强烈破坏而难以保存和识别。此外，原始的

展作用的影响。通过大量构造解析工作，填图区内

辽河群可能叠加了白垩纪岩石圈大规模拆沉作用

部较大尺度和较小尺度的各类断层均有发现，大部

构造改造，致使其变形样式更加复杂化。野外填图

分“构造-变质岩片”之间的接触关系为断层接触

表明，辽河群中除发育与韧性构造变形相关的剪切

（图 1）。总之，通过构造解析工作准确厘定填图区

带、褶劈理、褶皱等外，还遭受晚期的逆冲断层、正

的各类断层，能为变质岩区填图工作提供较好的填

断层等脆性构造破坏。

图框架。

辽河群的组与组之间，部分露头显示清晰的
逆冲构造，即原属下部地层的高家峪组或上部盖
县组的片岩、片麻岩被逆冲作用推覆到大石桥组
[16]

4

地层重复出现的构造识别及其意义
前人填图依据传统地层学的方法进行地层层序

厚层大理岩之上，原来的地层层序完全被重置 。

群、组的划分，并一直延用到现在[18-19]。部分学者的

在海城东庞家堡子—五间房—生铁岭一带，出露

后期工作[17,25]，包括对胶北荆山群和粉子山群、辽东

完好的地层层序，自下而上依次为里尔峪组、高家

南辽河群和北辽河群、吉南地区集安群和老岭群地

峪组、大石桥组、盖县组，以往认为彼此之间为整

层层序、年代格架、形成构造背景等进行综合对比，

[19]

合接触关系 。然而最新填图发现，各组之间并非

也认为尽管受到变质作用和构造变形作用的改造，

整合接触，而是呈典型的断层接触或大型剪切带接

但变沉积岩内仍然保存原有的地层层序，自下而上

[16]

触。此外，刘福来等 在高家峪组和盖县组中，普遍

各组之间为整合接触。基于此，前人认为辽河群各

发现低级变质岩系（绿片岩相、低角闪岩相变质的

组之间均为整合接触关系，然而本文在前面已经详

绿片岩、千枚岩、云母片岩）和高级变质岩系（矽线

细讨论了辽河群各组之间多为断层接触。此外，因

石榴片麻岩混合片麻岩）构造并置的现象，用传统

受逆冲断层和晚期正断层的影响，填图区内较连续

地层学的思路难以解释。这就需要通过构造解析

的地层单元出露非常少，
所以在利用剖面测量确定辽

的方法正确地识别填图区内的大型逆冲断层和正

河群各组地层厚度时需要首先对其进行构造分析。

断层，
为变质岩区的填图工作构建坚实的框架。

在填图区中东部（图 1），测制了一条走向为北

在 1∶5 万三家子幅中西部（图 1），发现存在一期

东—南西向横跨高家峪组和大石桥组的地层剖面

规模较大的逆冲断层，大石桥组大理岩受逆冲断层

（图 6），剖面东北部由大理岩和变粒岩共同形成一

影响内部发育双冲构造（图 4），其顶板断层产状为

个开阔向形，大理岩因断层影响发生了自东北向

285°∠21°，底板断层产状为 285°∠24°，其中可见 6~

西南方向的逆冲，在剖面上可见大理岩与变粒岩

10 个 S 形夹块（或马石），共同指示向东逆冲的特

多次重复出现。该剖面上大理岩和变粒岩为断层

征。S 型断块产状为 275°∠48°，露头的底部可见一

接触的判断依据为：①向形东北翼向北方向（图 1）

个小型的双冲构造，只是底板断层被掩盖，其中 S 形

岩性全部为大理岩并无变粒岩出现，这与向形西

断块产状为 271°∠52°。结合构造面上线理的信息，

南翼岩性差别较大，所以总体应该不是一套大理

指示大石桥组发生了自西向东的逆冲推覆作用。

岩夹变粒岩的整体变形；②大理岩内部发育逆冲

大理岩中可见断层面产状为 134°∠32°的正断层，切

断层，显示自东北向西南方向的逆冲。由此可以

割了 S 形断块。此外，在构造运动过程中，面理上发

得出，该剖面的地层厚度明显受到逆冲断层的影

育大量金云母，下一步工作将对白云母进行深入的

响而加厚，在测量地层厚度时需要综合分析这些

Ar-Ar 年代学分析，以获取构造运动发生的时代，从

逆冲断层的影响，去掉重复部分，以得出地层的真

而为区域构造事件重建提供依据。同时，在 1∶5 万

实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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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大石桥组大理岩中双冲构造（a）及其解释图（b、c）
（c 中的产状为双冲构造的 2 个主断面的产状，照片具体位置见图 1，详细的描述见正文）

Fig. 4 Photographs showing thrust fault (duplex) developed in marble of
the Dashiqiao Formation (a) and the interpretation maps for a（b, c）

受逆冲断层影响地层加厚（地层反复出现）或

面测量者在最初未考虑构造作用，因此缺乏构造解

缩短（同一层位之间逆冲断层）的现象在本填图区

析工作，从而忽略了这些地层剖面中的逆冲断层，

实例较多。例如，图 4 中的双冲构造使大石桥的地

并导致所测地层的厚度不能客观反映其真实厚

层局部发生了缩短。图 2 剖面中局部地层发生了加

度。因此，在变质岩区测量地层剖面的时候，需要

厚，地层经历了大规模缩短。虽然在填图过程中考

填图工作人员做好前期构造解析工作，以避免断层

察了前人认为相对理想的地层剖面，但由于这些剖

给地层厚度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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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石桥组大理岩中铲式正断层（a）及其解释（b）
（照片具体位置见图 1）
Fig. 5 A photographs showing many shovel-like normal faults developed in
marble of the Dashiqiao Formation (a) and the interpretation for map a (b)

5

变形作用与变质作用相结合

粒岩相变质作用[16]。此外，本填图区或邻近地体中，
也发现了含紫苏辉石的变质岩石，其 p-T 条件估算

前人将辽河群的变质演化过程划分成 2 种不同

结果显示了辽河群和集安群曾经历了麻粒岩相变

的 p-T-t（压力-温度-时间）演化特征，包括北辽

质作用。这一重要发现标志着胶-辽-吉造山带在

河群顺时针 p-T-t 演化和南辽河群逆时针 p-T-t

古元古代的麻粒岩相变质作用并非只局限于胶北

演化

[26-27]

。最近几年，通过对南辽河群深入的地质

地区，而是贯穿于整个辽东南和吉南地区 [16]。这些

填图发现，南辽河群有可能也同样经历了顺时针 p-

重要发现为开展辽河群地质填图提供了有利线索，

T-t 演化过程。也就是说南、北辽河群变质 p-T-t

然而在地质填图过程中需要注意如何将这些变质

[16]

演化过程上相似。例如，刘福来等 对南辽河群和

作用研究进展与同构造变形有机结合，并开展对辽

集安群变泥质岩石及相关变基性岩石进行了野外

河群的各个岩石单元的详细调查。

和室内综合研究，发现这些岩石具有典型麻粒岩相

笔者在系统的构造解析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变

变泥质岩石特征，而且发现典型的二辉麻粒岩。矿

质作用的研究，初步得出：胶-辽-吉造山带中段在

物组合特征、矿物相转变结构和温压条件初始计算

经历了大洋中脊或弧后盆地张裂后开始接受并沉

都表明，上述变泥质岩石经历了麻粒岩相变质作

积辽河群，随后经历俯冲作用的影响发育 S1 面理（图

用。这些麻粒岩相变泥质岩石在辽南南辽河群和

版Ⅰ-a）和 M1 变质作用（M1 为绿片岩相变质），矿物

吉南地区集安群广泛分布。由此可见，辽南地区辽

组合为白云母+绿泥石+黑云母+石英+钠长石，形

河群和吉南地区集安群中变沉积岩系曾经历了麻

成于辽河群沉积之后，时代为 2.1~1.9Ga[15,23]；第二期

1950

地 质 通 报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 年

图 6 胶-辽-吉造山带中段三家子地区东侧代表性剖面（剖面位置见图 1）
Fig. 6 One of field measured cross-sections in the eastern Sanjiazi area
along the central part of Jiao-Liao-Ji orogenic belt

构造变形事件 D2（褶劈理发育、可见石榴子石内含

总结和思考。在以往的地质填图过程中，填图工作

有 2 期面理、韧性剪切带）
（图版Ⅰ-b~d）及其相关

者主要采用的是经典沉积地层对比方法。这种方

的第二期变质作用 M（角闪岩相变质作用）
，矿物组
2

法对填图区内受构造影响较小、褶皱及其断层较少

合为石英+斜长石+白云母+黑云母+石榴子石+十

且局部地区出现地层整合现象的北辽河群是基本

字石+蓝晶石，形成于龙岗地块和狼林地块的碰撞

可行的，然而对填图区南部受构造影响较大并发育

作用，碰撞时代为 1.9Ga，此时胶-辽-吉造山带形

褶皱和断层的南辽河群基本上是无效的。实际上，

成 ；第三期构造变形（晚期膝褶 S3）
（图版Ⅰ-e~f）

对于强烈构造变形的变质岩区，需要使用“构造-变

及其相关的变质作用 M3 形成于后造山阶段，减压过

质岩片”的填图方法对其开展地质调查。具体的方

程为石榴子石-堇青石（片麻岩），石榴子石-斜长石

法和步骤如下。

[15]

（斜长角闪岩）；最后，第四期构造变形事件与中生

（1）野外调查工作

代的岩石圈拆沉作用相关，构造上该地区有较多的

由于辽河群经过后期多期次的变质-变形改造

变质核杂岩的形成，变质事件应该是非常低的绿片

作用，褶皱和断层大量存在，地层原始结构、组成被

岩相的退变质作用。结合变质作用，能使构造解析

肢解，因此辽河群并非有序地层而实属于非史密斯

的工作更深入，这对前寒武纪变质地体的填图工作

地层，所以要坚持“构造+变质岩片或者构造-岩石

益处较大。

组合”的思想去填图，抛开传统的地层群、组、段等

总之，构造变形与变质岩区岩石变质特征及其

带来的约束，重视构造变形。实际操作上，野外需

演化的有机结合不仅能够更加客观而全面地获取

要选取合适路线，对路线上岩石、岩石组合及其相

变质岩区的各种地质信息，而且是更加高效、客观

互关系进行有效点控制，同时对构造（以断层为主）

地开展变质岩区专题地质调查的最佳方法组合，并

空间展布进行有效点控制，使用构造解析方法大致

有助于将所获得的、有效的、全方位的地质信息更

确定填图区规模较大的断层和重大的地质边界。

加合理、客观、详实地表述在地质图上，以便为重大

填图过程中，剖面选择与测制应遵循：①选择

基础地质问题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剖面时注意，为解决区域内重大地质界线（如组与

6

组之间界线、南、北辽河群界线）问题，选择典型构

小

结

造发育地段，进行较大比例尺的剖面填图工作；②

经过 2 年多的实践，专题填图工作取得了一些

尽可能选择受后期构造影响较小且露头相对较好

进展，同时也对变质岩区专题填图方法进行了初步

的区域；③使用构造解析方法查明断层的发育情

第 36 卷 第 11 期

1951

田忠华等：构造变形在变质岩专题填图中的作用及其意义

图版Ⅰ PlateⅠ

a.早期 S1 面理，
绿片岩相，
片岩；
b.褶劈理 S2，片麻岩；
c.石榴子石内发育 2 期面理，
片麻岩；d.剪切
带内的 S-C 组构，糜棱岩；
e~f.同一露头上可见经历了角闪岩相变质的片岩，
发生了晚期的
变形作用，
形成了 S3 面理（膝褶），
片岩。以上照片除 d 为单偏光外，
其他均为正交偏光

况，
尽可能恢复地层的原始厚度。
（2）室内研究工作。

期变质事件的变质演化 p-T 轨迹。
（3）地质图面表达

将野外采集样品通过岩相学、矿物学、变质作

年代（Pt1）+变质程度（LG, 低绿片岩相；HG，高

用、年代学、地球化学等综合研究，确定岩石类型及

绿片岩相；LA, 低角闪岩相；HA, 高角闪岩相）+{岩

其组合，建立构造-岩石组合单元。首先，系统磨制

石单元（单元组合）}，例如三家子幅中 Pt1LG（Mss-

岩石薄片，在电子显微镜或扫描电镜下，详细观察

Sch）指古元古代低绿片岩相（变质砂岩-片岩）。图

样品的矿物组成、结构、构造、矿物转变关系等特

面颜色表达，岩石单元或岩石组合使用不同颜色表

征，尤其是对特征变质矿物（石榴子石、矽线石、十

达，变质程度+花纹，即（颜色+花纹色）表示岩石单

字石等）的详细观察，选择典型的样品，为进一步的

元（岩石组合）+变质程度。需要说明的是，
根据填图

矿物化学研究做准备，同时为岩石化学和稀土、微

需要，图幅表达还可以采用主图使用年代+岩石组

量元素等分析及年代学测试打下扎实基础。

合，附图添加变质程度的综合表达方式。本次 1∶5

其次，在岩相学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电子显微

万变质岩专项地质填图按上述方式进行表达，与

镜、扫描电镜观察矿物显微结构，厘定矿物之间的

之前的 1∶5 万地质图的表达（按沉积组合及地层连

变质反应关系，初步划分矿物变质反应序列；利用

续性）有所不同。

电子探针分析矿物化学成分，尤其是对有成分变化

（4）综合分析

的特征变质矿物进行化学成分环带分析，对同质异

确定区域内的构造+变质岩片组合、重大构造

相矿物（蓝晶石/矽线石等）要辅以激光拉曼技术，

界线，同一构造变质岩片单元包括同一个或多个岩

在矿物演化序列、变质反应序列、矿物化学研究的

石（组合）单元。根据构造变质岩片+室内综合研

基础上，利用传统温压计结合相平衡模拟等方法综

究，尽可能建立辽河群原始层序，确定大型构造变

合限定变质反应不同阶段的温压条件，进而建立多

质岩片所组成的地质体的大地构造属性，分析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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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相是岛弧、前陆盆地或被动大陆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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