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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花岗岩谱系填图
——内蒙古二连宝德尔石林花岗岩填图试点
童 英，郭 磊，王 涛，张 磊，黄 河，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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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单元-超单元花岗岩谱系填图方法是以同源岩浆演化理论为指导思想建立发展的。该方法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中国推
广和应用，
然而，
随着岩浆岩理论的不断发展及填图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填图方法回归到早期的
“岩性+时代”
方法。在新的形
势下，
如何开展好新一轮的花岗岩填图工作，
谱系填图是否仍具有适用性值得分析探讨。以中蒙边境地区出露的宝德尔石林花岗
岩体填图试点成果为例，
阐述岩浆岩填图试点方法的可行性。填图结果显示，
该岩体为复式杂岩体，
发育约 160Ma 和 140~124Ma
两期二长花岗岩，
这两期二长花岗岩时代和岩石结构存在差别，
野外的主要区别在于粒度。它们处于同一个区域性伸展背景，
属于
同源岩浆演化的产物。依据谱系划分方案，
可以划分为晚侏罗世和早白垩世2 个序列及5 个单元，
且可以进行区域对比。因此，
基
于岩浆演化规律，
以解体岩体和进行岩石类型归并为精髓的谱系填图对于同源花岗岩仍是适用和必须的，
但不可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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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t and superunit mapping has been popularized in China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genetic magma from the 1980s.
However, more and more problems cropped out in the mapping practi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gma theory, and the early
stage mapping method of“litholiogy plus epoch”was used again.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of pedigree mapping in the new stage geo⁃
logical mapping is suitable or not is worth discussing. The Baoder Stone Forest granitic pluton on the border area of Mongolia and
China was selected to perform mapping. It is shown that the rock types in this pluton are complicated, including ~160Ma coarsemiddle grained porphyritic hornblende biotite monzogranite and 140~124Ma middle-fine grained monzogranite. The rock types are
similar, bu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ntrusive ages and mineral structures of these monzogranites, and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e
grain size. They formed in the same regional extensional background by the evolution of the cogenetic granitic magma.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equences of the Late Jurassic and the Early Cretaceous, as well as five units. Pedigree mapping is still applicable and
necessary for the cogenetic granitoids with similar ages and homologous origin, but it must be carefully used and do not expand to
practical mapping of all granitoids.
Key words: congenetic granitoid; pedigree mapping; unit-superunit; mapping pilot;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花岗岩作为地球上分布最广泛的一类岩石，在

测（限）定、填图单位划分，以及不同单元对比、成因

绝大部分基岩出露区都有分布。花岗岩填图是区

分析、归并、就位机制等多个方面。随着花岗岩理

域地质调查工作的基础，涉及岩石类型确认、时代

论和填图实践的发展，花岗岩填图方法也一直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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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变化，相对而言，中国花岗岩填图方法却存在反

法、形成规范，指导下一轮的地质填图。随着花岗

复。20 世纪 60—70 年代，学习前苏联模式，采用

岩研究思路与方法的不断发展[12]，谱系填图（等级体

“时代+岩性（岩相）”
，
20 世纪 80 年代末，
随着 1∶20 万

制）方法在花岗岩地质填图中是否仍有用武之地？

填图工作基本完成及花岗岩理论研究的进步，广

本文通过对内蒙古二连宝德尔石林地区具有同源

泛开展了基于同源岩浆理论的单元-超单元谱系

岩浆演化特点的花岗岩体开展 1∶5 万填图试点，探

填图试点，特别是 S 型花岗岩单元-超单元填图试

讨等级体制填图的适用性及如何提高花岗岩填图

点的成功，大大推进了谱系填图方法的应用，并编

质量，并开展区域对比总结。

制了《花岗岩类 1∶5 万区域地质填图方法指南》 ，
[1]

在全国进行了全面推广 [2-4] ，甚至一度出现不采用
谱系填图，填图项目验收不了的状况。但到 20 世
纪 90 年代后期，由于谱系填图方法在实践中遇到
了一些问题

[5-6]

1 内蒙古二连宝德尔石林花岗岩体的填图
现状
二连宝德尔石林花岗岩体位于中蒙边境，为一

，在后期的填图中不再要求采用单

巨 大 的 花 岗 岩 基 ，其 在 中 国 的 分 布 面 积 超 过

元-超单元方法填图，而是回归到“岩性+时代”方

800km2，并延伸至蒙古境内。目前涵盖岩体主体的

法填图（表 1）。造成这种反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

1∶20 万和 1∶25 万地质图都已完成，1∶5 万矿产图覆

于岩浆系统的复杂性和非同源花岗岩的研究进

盖了岩体的东部。

展，使以同源岩浆演化为理论基础的谱系填图显

1∶20 万地质图：二连宝德尔石林花岗岩体位于

示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和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因为

1∶20 万红格尔幅东南角，在 1∶20 万地质图中，该岩

“岩性+时代”填图具有图面直观并客观地展示花

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单一花岗岩体来处理，因其侵入

岗岩时空分布的优势。但是，
“ 岩性+时代”填图方

到泥盆系并被侏罗系覆盖，将其归入海西期花岗

法缺乏对花岗岩成因演化及构造热事件的关联性

岩，标识为 γ 4，分为 2 个相。

展示。重要的是，目前中国已完成了全部基岩区

1∶25 万地质图：1∶25 万白音乌拉幅地质图于

1∶20 万 和 1∶25 万 的 填 图 ，并 已 基 本 完 成 基 岩 区

2007 年完成，虽然有进步，但并没有采用谱系填图

1∶5 万区域地质填图，同时，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

方法，仅标注为一个早石炭世花岗岩体，划分出 4 种

展，中国开展了包括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73 项目、

岩性，分别是中粒黑云母正长花岗岩（C1 ξγβ zx）、中

地质大调查项目在内的一系列花岗岩研究或涵盖

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C1 ηγβ zx）、斑状中细粒黑

花岗岩研究的项目，获得了海量数据 [7] ，如果新时

云母二长花岗岩（C1 ηγβ bzx）和中粒黑云母花岗闪

期的花岗岩填图仅采用“岩性+时代”填图方法，仍

长岩（C1 γδ ），但有意思的是，在岩体的东南角标

停留在直观观察和客观实体展示这一基本层面

识了一个 129Ma 的锆石 U-Pb 年龄，在岩浆序列中

上，显然不符合地质填图要提高认识这一初衷或

也将该早白垩世年龄标列于石炭纪序列之后，两

基本目的。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

者相互矛盾。

地质填图试点 [8- 10] ，特别是专题填图 [11] ，以总结方

1∶5 万矿产图：1∶5 万矿产图达来敖包幅和巴

表 1 花岗岩填图方法历史变化[1]
Table 1 Change of mapping method of granitoids
阶 段
第一阶段
（20 世纪 50—70 年代)）
第二阶段
（20 世纪 80—90 年代）
第三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今）
下一阶段
（讨论）

欧 美

俄罗斯（前苏联）

中 国

岩性+时代

岩性+时代（岩相）

岩性+时代（岩相）

单元-超单元-岩基段
组-序列
岩簇-岩套-超岩套
相对自由

侵入杂岩巨序列（巨岩套）-侵入杂岩序列（岩
套）-侵入组合群（杂岩组合）-侵入体
标准不统一
多数回归岩性+时代

单元-超单元-超单元组合侵入体

岩性+时代
单元-序列-超序列-超序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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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茨呼勒幅只涵盖岩体东部，花岗岩的主体被归
入石炭纪，并在岩体东部识别出二叠纪侵入体，在
岩体内部划分出 2 个白垩纪侵入体，并标注了白垩

2

1965

二连宝德尔石林花岗岩 1∶5 万谱系填图
在踏勘的基础上，通过详细的野外调查，依据

国际地科联的 QAP 分类方案，宝德尔石林花岗岩体

纪年龄。
不难看出，不同时期、不同比例尺的地质图，
对该岩体有不同的认识，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结
[13]

主要由两大类二长花岗岩组成，一类为（含斑）中粗
粒-中粒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约占 60%，分

果。重要的是，陶继雄等 在岩体中部获得了与

布于岩体的南部外围；另一类为中粒-细粒黑云母

1∶25 万填图相近的锆石 U-Pb 年龄（131Ma），而张

二长花岗岩，主要分布于岩体的西北核心部位，是

[14]

[15]

阔等 和薛福红等 则在岩体的南部获得晚侏罗

二连宝德尔石林公园的主体，也有少量侵入到南部

世的锆石 U-Pb 年龄（161~160Ma），显然，以往的

的中粗粒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中（图 1）。两

认识可能有误，该岩体不是单一岩体，是多个时代

大类花岗岩均为灰白色，但结构有所不同。
（含斑）

的产物，需要解体。同时在岩体的西北角 1∶20 万

中粗粒-中粒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按结构可

和 1∶25 万填图均填绘出一个北东向的剪切带。鉴

以分为斑状（含斑）中粗粒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

于此，笔者对该岩体进行了初步踏勘，发现不同岩

岗岩（图版Ⅰ-a）和含斑中粒等粒含角闪石黑云母

性在岩体内部的分布与前人研究不同，剪切带走

二长花岗岩（图版Ⅰ-b），后者的角闪石含量较前者

向也有明显变化，需要重新填绘。另外，岩体东北

少。斑状（含斑）中粗粒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

角的花岗岩海拔略高，受风化影响，呈石林产出，

岩（161~160Ma）[14-15] 和含斑中粒等粒含角闪石黑云

对该岩体的地质填图也可以为石林公园的开发利

母二长花岗岩（159Ma[16]）时代基本一致，主要差别

用提供支撑。

为粒度和结构，两者为过渡关系，呈现涌动式接触

图 1 内蒙古二连宝德尔石林花岗岩地质图
Fig. 1 Geological map of the Baoder Stone Forest granitoid in Erlian,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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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PlateⅠ

a.含斑中粗粒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b.中粒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c.中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d.含斑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e.细粒二长花岗岩；
f.发育岩浆流动面理的二长花岗岩

关系，野外较难分出先后关系，但在一定范围两者

类，后两类二长花岗岩中黑云母明显偏少，斑晶也

差别明显（图版Ⅱ-a）。

偏少，而少斑细粒二长花岗岩发育明显的岩浆流动

中粒-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按结构和生成的

构造（图版Ⅰ-f）。早期的偶含斑中粒不等粒黑云母

先后顺序可以分为偶含斑中粒不等粒黑云母二长

二长花岗岩是二长花岗岩的主体，向南侵入到早期

花岗岩（图版Ⅰ-c）、斑状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的含斑中粒等粒角闪花岗闪长岩中（图 1），其与含

（图版Ⅰ-d）和少斑细粒二长花岗岩（图版Ⅰ-e）3

斑中粒等粒角闪花岗闪长岩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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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Ⅱ PlateⅡ

a.巴彦敖包系列的中粗粒单元和中粒单元接触界线；
b.石林中细粒单元侵入到巴彦敖包系列中粒单元；
c.石林中细粒单元侵入到石林中粒单元；
d.石林细粒单元呈脉状侵入到巴彦敖包系列中粒单元；
e.石林细粒单元侵入到石林中粒单元；f.石林序列晚期脉（边部伟晶岩化）侵入到石林中细粒单元

斑晶较少，并且粒度不均匀，石英颗粒大小不一（图

粒 黑 云 母 二 长 花 岗 岩 的 锆 石 U- Pb 年 龄 为 140~

版Ⅰ-a），而后者粒度明显均匀（图版Ⅰ-b）。大型

138Ma[16]。稍晚的斑状中细粒二长花岗岩在整个石

伸展剪切带位于两者的西南接触带及中粒不等粒

林公园中海拔略高，主体呈北东向展布，侵入到中

[17]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的西北侧 ，目前获得中粒不等

粒不等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中（图版Ⅱ-b），形成于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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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30Ma[13,16]，同时在岩体的东部也可见中细粒二

花岗岩实际上是在地壳伸展背景下作为一个整体

长花岗岩侵入到中粒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发育的 2 期花岗岩。重要的是，这 2 期花岗岩在地

中（图版Ⅱ-c），其中可见稍晚侵入的少斑细粒二长

球化学特征和锆石 Hf 同位素组成上呈现规律变化，

花岗岩（图版Ⅱ-d），发育水平的岩浆面理和晶洞构

具有同源岩浆演化的特点[16]。根据花岗岩谱系新划

造，同时可见该细粒二长花岗岩呈大型脉状侵入到

分方案 [27]，可以划分单元和序列（岩套）。根据时代

中粒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中（图版Ⅱ-e）。

和岩性-结构差异及成因联系，宝德尔石林花岗岩

另外，岩体内部侵入有大量的晚期岩脉（图版Ⅱ-f），

体可以划分为 2 个序列、5 个单元，依据序列命名、单

大多呈共轭状产出，长短不一，有的长约数十千米，

元不命名的原则，2 个序列分别为晚侏罗世巴彦敖

数量较多，其与岩体主体之间的成因联系有待下步

包序列（约 160Ma，J3B，B 为巴彦敖包首字母)和早白

解决，本文暂不作讨论。

垩世石林序列（140~124Ma，K1S，为石林首字母）。

因此，整体上二连宝德尔石林花岗岩主体属于

根据结构差别（主要是粒度变化），这 2 个序列可以

2 期 4 阶段侵入的产物，即在晚侏罗世（约 160Ma）和

进一步划分不同的单元，晚侏罗世巴彦敖包序列

早白垩世（约 140Ma、约 130Ma、124Ma）就位，并不

（J3B）包括中粗粒单元（J3Bmc ηγ 斑状（含斑）中粗粒

是海西期的产物，而是一个晚中生代二长花岗岩

含 角 闪 石 黑 云 母 二 长 花 岗 岩）和 中 粒 单 元（J3Bm

体。如果简单按“岩性+时代”填图，整个岩体展现

ηγ ，含斑中粒等粒含斑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

为侏罗纪二长花岗岩（ ηγ J/J ηγ ）和白垩纪二长花

岩），两者形成先后顺序不明，标以 a 和 b，将中粗粒

岗岩（ ηγ K/K ηγ ），当然也可以按新编地质志的要

单元标为 J3Bamc ηγ ，中粒单元标为 J3Bbm ηγ 。早白

求划分至世，即晚侏罗世二长花岗岩（ ηγ J3/J3 ηγ ）

垩世石林序列（K1S）则包括中粒单元（K1Sm ηγ ，偶

和早白垩世二长花岗岩（ ηγ K1/K1 ηγ ），但它们给
出的都是孤立的信息。而宝德尔石林花岗岩发育

含斑中粒不等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中细粒单元
（K1Smf ηγ ，斑状中细粒二长花岗岩）和细粒单元

的 2 个时期（约 160Ma、140~124Ma）属于区域上中生

（K1Sf ηγ ，少斑细粒二长花岗岩），这 3 类二长花岗

代最重要的 2 个构造岩浆发育高峰期
伸展发育时期

[20-21]

[18-19]

，也是区域

。虽然有人认为，侏罗纪处于蒙

古-鄂霍茨克洋关闭过程中的挤压环境

[22-23]

，但越来

越多的研究表明，侏罗世晚期（约 160Ma），东北亚已
处于伸展初期，至少一些变质核杂岩已处于伸展启
动期

[20-21,24-25]

[18]

；之后（160~145Ma）东北亚的岩浆活动

较弱 ，但仍处于伸展时期

[21,26]

；到约 140Ma 之后，整

个区域构造岩浆活动非常强烈，地壳大规模伸展减薄-抬升 [15,20-21] ，发育一系列伸展穹隆。而构造

岩生成先后顺序清楚，因此从早到晚分别标以 1、2、
3，即早期的中粒单元（K1S1m ηγ ）、中期的中细粒单
元（K1S2mf ηγ ）和晚期的细粒单元（K1S3 fηγ ）。这 2

个序列与区域上一系列的晚中生代花岗岩是同一
背景下的产物，具有相同时代、相似的岩性和地球
化 学 特 征 。 约 160Ma 的 巴 彦 敖 包 序 列 和 140~
124Ma 的石林序列可以进行区域对比。

3

讨

论

解析显示，宝德尔石林发育典型的不对称伸展穹

花 岗 岩 单 元 - 超 单 元 填 图 方 法 作 为 20 世 纪

隆 [16-17]，其构造岩浆活动完整地揭示了整个穹隆的

80—90 年代花岗岩理论发展的产物，强调的是对岩

发育过程，即早期（约 160Ma）整个区域处于蒙古-

体不同岩性进行细分，并开展归并、总结，这在 20 世

鄂霍茨克洋关闭后的伸展[21]，地壳深层次开始伸展，

纪 80—90 年代具有明显的先进性，且单元-超单元

发育斑状（含斑）中粗粒-中粒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

填图方法的推广和应用，确实明显改善了填图质

花岗岩，侵位至前期古生代地质体中；晚期（140~

量，早期的单一岩基，或仅划分了内部相带/期次的

138Ma）发育以变质核杂岩和花岗岩穹隆为代表的
北西—南东向极性地壳伸展，进一步发育约 130Ma

岩体，都进行了很好的解体，归并了单元-超单元，
为填图总结和区域对比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只是，

同伸展的花岗岩，中粒-中细粒二长花岗岩侵位[17]，

随着全国层面的推广和单元-超单元归并在填图实

地壳减薄，整个地区（所有单元）进一步抬升至浅层

践中的盲目扩大化，包括过度解读同源演化、强调

次，形成穹隆，细粒二长花岗岩就位，并伴随大量的

有序性和单向性，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同时，混

伟晶脉和花岗斑岩脉侵位（图版Ⅰ-f），宝德尔石林

源花岗岩的研究改变了对同源岩浆演化的认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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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英等：
同源花岗岩谱系填图

而谱系填图方法的适用性受到质疑[6]。

1969

别和先后生成顺序将花岗岩体解体，并将具有成

然而，谱系填图思路的精髓是将时代相近、有

因联系的一套岩石进行归并的核心理念并不过

成因联系的花岗岩进行归并，以期为区域构造岩浆

时，在已获取大量资料基础上的花岗岩填图中仍

作用的对比、总结提供更多的资料，符合任何时期

然适用和必要。

的填图要求和研究需要。通过内蒙古宝德尔石林岩

致谢：参加野外填图工作的还有中国地质大学

体的 1∶5 万填图试点，不难发现，对于具有成因联系

（北京）张华锋副教授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

的同源花岗岩，
谱系填图是可行的，
且具有区域对比

所游国庆副研究员，李建波、吕斌博士后及硕士研

意义。重要的是，现阶段中国已基本完成了 1∶25 和

究生贾孝新、孙继超、许元全、刘燚平、豆敬钊、张少

1∶5 万填图，并且经过多轮地质大调查项目，以及大

颖、张义、刘鹏杰、杨志新、李佳林，在此一并致谢。

量的公益性基础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973 项目等项目的实施，获取了海量的高精度数
据，研究程度大幅提高，大多数岩体有高精度的年
代学数据。同时，现今的研究手段不断提高，高精
度年代学数据和同位素数据的快速获得，使得填图
质量迅速提升，不仅包括小的填图区，而且包括大
区域不同花岗岩之间的时间谱系和成因联系也可
以进一步确认，谱系填图更有使用的基础。尤其是
当前强调的专题填图和区域综合对比，更需要进行
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不同花岗岩之间的成因联
系研究、对比和总结，谱系填图仍有必要。新时期

参考文献
[1]嵩秉璋，洪大卫，郑基俭，等. 花岗岩类区 1:5 万区域地质填图方法
指南[M].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1991：1-169.
[2]洪大卫. 有关花岗岩等级体制的分歧和争论[J]. 地质科技通报，
1991，
(7):42-45.
[3]张昱，丘顺帆. 1/5 万地质填图中花岗岩单元、超单元的划分[J]. 黑
龙江地质，
1994，
50(2):44-49.
[4]管运才，吴海权. 白马尖超单元组合特征及其成因机制[J]. 安徽地
质，
1997，
7(2):26-35.
[5]杨崇辉，庄育勋，王新社，等. 关于“侵入岩谱系单位填图方法”有
关问题的讨论[J]. 地质论评，
2001，
47(5):483-486.
[6]李永军，赵仁夫，刘志武，等. 关于造山带花岗岩类填图方法的讨

将野外最直观的现象观察，通过分析总结，揭示更

论-以西秦岭天水地区为例[J]. 华南地质与矿产，
2003，19:1-6.

高层面的客观规律，将碎片化、零星化的信息口袋

[7]王涛.亚洲花岗岩及相关侵入岩（1∶500 万）[EB/OL][2013-12-06]

化、集成化，提高认知水平，而简单的“岩性+时代”
填图无法达到这个要求。当然，谱系填图的前提是
有成因联系，其适用对象是同源演化的岩浆，而不
是所有的花岗岩[5]，在应用过程中要小心谨慎，切不
可盲目归并，需要有事实根据和数据支持。

4

结

论

（1）中蒙边境的二连宝德尔石林岩体是一个复
式花岗杂岩体，可以划分为晚侏罗世巴彦敖包序列
和早白垩世石林序列，这 2 个序列可以分为 5 个单
元，即晚侏罗世巴彦敖包序列，包括斑状（含斑）中
粗粒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单元和含斑中粒
等粒含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单元；早白垩世
石林序列，包括偶含斑中粒不等粒黑云母二长花
岗岩单元、斑状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单元和
少斑细粒二长花岗岩单元。该序列是在区域性大
规模伸展、地壳减薄、抬升，形成穹隆的背景下的
岩浆反映。

http://www.igeodata.org/handle/20.500.11758/80.
[8]胡道功，Patrick J B，吴珍汉，等. 中美合作东昆仑造山带地质填图
的启示:填图理念与填图方法[J]. 地质通报，2009，28(10):14111418.
[9]赵希涛，胡道功，吴中海. 晚新生代地质填图理论与方法的新探
索[J]. 地质通报，
2009，
28(10) :1419-1429.
[10]李建星，Chen S F，毛晓长，等. 中(西)澳地质填图对比及对中国
地质填图的启示[J]. 地质通报，2015，34 (12) :2143-2149.
[11]王涛，计文化，胡建民，等. 专题地质填图及有关问题探讨[J]. 地
质通报，
2016，
35(5): 633-641.
[12]肖庆辉. 花岗岩研究思维与方法[M]. 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1294.
[13]陶继雄, 王弢, 陈郑辉, 等. 内蒙古苏尼特左旗乌兰德勒钼铜多金
属矿床辉钼矿铼-锇同位素定年及其地质特征[J]. 岩矿测试，
2009，
28(3): 249-253.
[14]张阔，孙丰月，赵小亮，等. 内蒙古贺根山北乌兰德勒花岗岩体锆
石 U-Pb 测年、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构造意义[J]. 世界地质，2013，
32(2): 244-254.
[15]薛富红，张晓晖，邓江夏，等. 内蒙古中部达来地区晚侏罗世 A 型
花岗岩:地球化学特征、岩石成因与地质意义[J].岩石学报，2015，
31(6) :1774-1788.
[16]Guo L，Tong Y, Wang T，et al. Evolution of extensional granitic

（2）谱系填图方法虽然具有一定局限性，并不

domes in Baoder area and its tectonic implications. 2017(in review).

适合所有花岗岩填图，但该方法强调依据岩性差

[17]郭磊，李建波，童英，等. 内蒙古苏尼特左旗早白垩世宝德尔花岗

1970

地 质 通 报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岩伸展穹隆的确定及其地质意义[J]. 地质通报，2015，34(12):
2195-2202.

2017 年

[22]Davis G A, ZhengY, Wang C, et al. Mes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Yanshan fold and thrust belt, with emphasis on Hebei and Li⁃

[18]Wang T，Guo L，Zhang L，et al. Timing and evolution of late Me⁃

aoning provinces, Northern China[C]//Hendrix M S, Davis G A.

sozoic granitoidmagmatisms in the Mongol- Okhotsk belt and its

Paleozoic and Mes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of Central Asia: from

adjacent areas, NE Asia: implications for transition from contrac⁃

Continental Assembly to Intracontinental Deformation. Geol. Soc.

tional thickened to extensional thinning crust and geodynamic set⁃
tings[J].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2015，97(Part B, 1):365392.
[19]Wang T，Tong Y，Zhang L，et al. Phanerozoic granitoids in the
middle and eastern parts of Central Asia and their tectonic signifi⁃
cance[J].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2017, 145:368-392.

Am. Mem., 2011，
194：71-197.
[23]董树文，张岳桥，陈宣华，等. 晚侏罗世东亚多向汇聚构造体系的
形成与变形特征[J]. 地球学报，2008，29(3): 306-317.
[24]吴福元，杨进辉，张艳斌，等. 辽西东南部中生代花岗岩的时代[J].
岩石学报，
2006, 22(2): 315-332.
[25]Donskaya V，Windley B F，Mazukabzov A M，et al. Age and evolu⁃

[20]Wang T，Zheng Y D，Zhang J J，et al. Pattern and kinematic polari⁃

tion of Late Mesozoic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es in southern Si⁃

ty of Late Mesozoic extension in continental NE Asia: Perspectives

beria and northern Mongolia[J]. Journal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from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es[J]. Tectonics，2011，30(6):

(London)，
2008，
165(1): 405-421.

6007-6033.

[26]Guo L，Wang T，Castro A，et al. Petrogenesis and evolution of late

[21]Wang T，Guo L，Zheng Y D，et al. Timing and processes of Late

Mesozoic granitic magmatism in the Hohhot metamorphic core

Mesozoic mid-lower-crustal extension in continental NE Asia and

complex，Daqing Shan，North China[J]. International Geology Re⁃

implications for the tectonic setting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North

view，
2012，
54(16): 1885-1905.

China Craton: Mainly constrained by zircon U-Pb ages from meta⁃
morphic core complexes[J]. Lithos，
2012, 154: 315-345.

[27]王涛，童英，郭磊，等. 侵入岩填图方法体系及专题研究[J]. 地质
通报，2017，36（11）：1953-1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