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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昆仑造山带花岗岩中广泛发育暗色微粒包体，含有丰富的壳幔岩浆混合作用的证据，被认为是研究岩浆混合作用的天
然场所。适逢近阶段同源花岗岩谱系填图方案在造山带岩浆混合（浆混）花岗岩图区实践时深受质疑，本研究以东昆仑加鲁河
地区浆混花岗岩为例，开展浆混花岗岩区专题填图试点工作，旨在探索一套适合浆混花岗岩填图的岩石单位划分方案。从野
外地质、岩相学、岩石和矿物化学等不同角度论证了加鲁河花岗闪长岩及其内部包体形成于开放体系下的壳幔岩浆混合作
用。在填图工作中，将图区内的岩浆岩划分为浆混花岗岩和非浆混花岗岩 2 个超单元。以岩浆混合作用为理论依据，将浆混
花岗岩超单元划分为基性端元、酸性端元和浆混产物 3 个二级单位，对于 2 个端元岩石单位按照其矿物组成、结构构造等方面
的差异（岩浆演化导致）再次划分最基本岩石单位——侵入体，对于浆混产物单位，建议可按照岩浆混合程度差异或者内部包
体变化规律灵活划分基本岩石单位——浆混体。由此建立了一套可与同源花岗岩谱系单位相兼容的浆混花岗岩谱系单位划
分方案，为岩浆混合花岗岩区开展填图工作提供了初步探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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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the Jialuhe complex from East Kunlun orogen.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 36(11):1971-1986
Abstract: Mafic enclaves are widespread in the granitic rocks of Eastern Kunlun orogen. They provide essential evidence for mixing
events of magmas from the mantle and the crust, and thus the Eastern Kunlun granite belt is considered to be a natural laboratory of
magma mixing. In recent years, arguments appear in applying comagmatic granitical mapping method to hybrid type granitic batho⁃
liths in an orogen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Jialuhe hybrid type granite complex from East Kunlun orogen,
aiming to shed some new lights on mapping methods of hybrid type granites. Based on field work, petrography, mineral and rock
chemistry inform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Jialuhe granodiorite and the mafic enclaves inside resulted from magma mixing event
under open systems. During the work, the authors divided the igneous rocks into two supper units, i.e., hybrid unit and un-hybrid
uni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agma mixing, three sub-units were further established: mafic end-member, felsic end-memb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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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products. The basic unit for end-member rocks is pluton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in mineral assemblages and textures of rocks.
Likewise, the hybrid products could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different mixing unit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mixing or on the
variations of enclave distributions. This mapping method is somehow similar to the traditional comagmatic granitical mapping meth⁃
od, and provide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scheme for mapping work of hybrid type granite batholiths.
Key words: magma mixing；
hybrid type granite; geological mapping method;mafic enclave; East Kunlun Mountains

花岗岩是大陆地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

地质图上也表现为单一的一片红色。尽管部分填

大陆地壳生长和演化的主要窗口和途径。花岗岩

图工作也进行了侵位先后的划分和岩性的归并，但

可以形成于不同的构造环境中，包括岛弧、同造

极简单和机械，由于缺少较精确的年代学资料，往

山、后造山、陆内裂谷等，不同构造环境的花岗岩

往把同一期岩浆事件中同类岩石的变化和不同期

往往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不同花岗岩类型不

的显著岩性变化统一论述，缺乏系统的等级划分和

仅记录了相关的地球动力学环境的重要信息，还

同类归并。

可以示踪地球动力学演变过程。花岗岩可以有多

在这种背景下，进入 80—90 年代，一些地质学

种来源，不仅主要起源于地壳，也可以受到幔源物

家通过借鉴英美科学家采用的岩石-地层填图方

质的影响，因此，其成因类型多样，并已识别出 I

法引入了花岗岩谱系填图模式，即单元-超单元填

型、S 型、A 型、H 型 等 类 型 。 中 国 花 岗 岩 分 布 广

图方案 [2-5] 。这种方法主要参考沉积岩对不同填图

泛，经过近 60 年的区域地质调查，目前对中国花岗

单位的划分（群、组、段），同时也对花岗岩岩体划

岩的认识和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然而，对于如

分 了 不 同 的 填 图 单 位（侵 入 体 - 单 元 - 超 单 元）。

此复杂多样的岩石类型，目前的基础地质调查方

运用这种岩石谱系单位填图思想，中国在研究程

法和手段还非常单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1991 年

度较高的华南 S 型花岗岩类中开展了试点工作，对

颁布的《花岗岩类区 1∶5 万区域地质填图方法指

以往认为较单一的岩体，特别是大的花岗岩岩基

[1]

南》 。这套指南的建立，主要立足于先前的封闭

进行解体，识别侵入体，建立单元和归并超单元，

体系同源花岗岩演化理论，显然不适合现今多源

同时注重各侵入体间的相互关系和识别标志。这

区、多成因、多样化的花岗岩研究现状。随着对花

一 方 法 有 其 科 学 性 的 一 面 ，迅 速 取 得 了 重 要 进

岗岩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迫

展。适逢中国开展新一轮 1∶5 万区域填图改革，岩

切要求中国地质调查和研究人员更新区调思维，

浆岩谱系单位填图方法很快在中国多个 1∶5 万填

改进区调方法，让方法的多样化与花岗岩类型的

图地区进行全面推广，并据此颁布了《花岗岩类区

多样性相适应。

1∶5 万区域地质填图方法指南》[1] 。该指南的出版，

1

使花岗岩区的填图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显著提

花岗岩填图方法的发展及历史局限性

高了花岗岩区的填图质量和研究水平。随着研究

中国花岗岩类地质填图的发展历史主要经历

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地质学家发现，复杂造山带岩

了 2 个阶段的变化。20 世纪 60—70 年代，在 1∶20 万

浆混合成因花岗岩，在填图实践中遭遇了较多的

填图过程中，岩浆岩填图主要采用岩性-相变方法，

问题和矛盾，表现出明显的不适用性 [6-9] 。究其原

强调以基本岩石类型为填图单位，图面主要反映岩

因，花岗岩谱系单位填图方法主要基于 S 型、I 型

石类型和相带分布特征，表达内容相对简单，边缘

等同源花岗岩的岩浆演化理论，然而自然界的许

相、过渡相、内部相可看作该时期填图体系的填图

多岩浆作用为开放体系多元作用的结果，除封闭

单位。在这个体系中，通常将单一岩体不论大小均

体系的岩浆分异作用外，还存在同化混染、岩浆混

看作一次岩浆活动的产物，认为岩体是一次侵入造

合等，后者显然与同源岩浆演化理论存在本质的

成的，因此，工作中重点强调岩石的相变规律（如依

不同。因此，将花岗岩谱系填图方法用于开放体

据岩石的颜色、结构和成分上的变化将其简单归为

系的花岗岩区填图势必给地质工作者带来一系列

边缘相、过渡相和内部相），缺少对大岩基内部单元

的困扰。总结出一套专门适用于岩浆混合花岗岩

的详细划分和深入解剖。在图面表达上往往仅简

区的填图方法已成为近阶段亟需解决的基础地质

单反映主体岩石类型和分布特征，即便复式岩基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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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混合和就地混合 2 种类型。笔者认为，这一分类

岩浆混合成因花岗岩的术语选择

可分别对应混源花岗岩和浆混花岗岩。此外，混染

岩浆混合作用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最早是由德

花岗岩，可用于指代岩浆在上升过程中同化围岩而

国化学家 Bunsen R 于 1851 年提出来的，他认为，镁

形成的花岗岩类，即岩浆与固体围岩的混合。

铁质岩浆与长英质岩浆按照不同比例混合可以产

3 东昆仑加鲁河地区浆混花岗岩专题填图
方法探索

生成分复杂多样的火成岩类型，犹如连续光谱一
样 [10]。在英文文献中，与岩浆混合有关的术语最常
见 的 有 hybrid、mixing 和 mingling 三 个 词 。 其 中

东昆仑造山带位于青藏高原北缘，夹持于北中

mixing 常用来指岩浆混合作用中的化学混合，min⁃

国板块群与南中国板块群之间，是中央造山带的重

gling 则指机械混合，二者对应使用。Hybrid 一词来

要组成部分，也是早古生代和印支期叠置变形的复

源于拉丁文 hibrida，最早由 Durocher（1857）用于粗

合造山带 [28]。该造山带不同时期的岩浆活动强烈，

面岩浆和辉石岩浆的混合作用[11] ；1904 年，Harker 将

是青藏高原内部可与冈底斯带相媲美的另一条巨

其用于广泛的混合作用（hybridization），包括液态岩

型岩浆岩带。莫宣学等[29]将该带出露的花岗岩分为

浆的混合和固态岩石的混染[11] 。Castro 等[12]在 I 型和

4 个时段，即前寒武纪、早古生代、晚古生代—早中

S 型花岗岩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H 型花岗

生代和晚中生代—新生代，并认为其分别对应 4 个

岩，即 hybrid type。随后在涉及到岩浆混合的众多

造山旋回。在空间上，东昆仑岩浆岩呈东西向带状

英文文献中 hybrid 有极高的使用频率。然而在中文

分布，且严格受控于昆中和昆南缝合带，昆北地体

文献中，有关 hybrid type granite 的中文译文却五花

较发育，昆南次之，大多具有 SEE—NWW 向分布特

八门，使用较杂乱，缺少统一的规范。常见译文包

征，与区域构造线一致。东昆仑造山带花岗岩中广

[13]

括混合花岗岩 、混源花岗岩、浆混花岗岩、混染花

泛发育暗色微粒包体，含有丰富的幔源岩浆底侵作

岗岩、混杂花岗岩等。其中“混合花岗岩”一词最容

用与壳幔岩浆混合作用的证据，被认为是研究岩浆

易产生误解。由于变质岩石中存在“混合岩”一词，

混合作用的天然场所[29-32]。

不少中文文献中常用“混合花岗岩”表示强烈变形

3.1

的片麻状花岗岩

[14-17]

、发生原地重熔交代形成的花

岩体地质特征
加鲁河地区花岗岩基（又称约格鲁岩体[33]，或香

岗岩[18-19]或混合岩中的花岗质浅色体[20-21]。鉴于此，

加南山岩体[32]）位于东昆仑造山带的东段地区，大地

笔者建议暂不使用混合花岗岩一词，以避免不必要

构造位置归属昆北地体。地理位置位于香日德东

的误解。混源花岗岩和浆混花岗岩在以往的文献

南方向，清水泉以北。岩基主体侵位于古元古界白

中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区分，完全取决于各论文作者

沙河岩组、中元古界小庙岩组和下古生界纳赤台岩

的习惯性翻译。但笔者认为，两者可以分别定义加

群。南侧与白沙河岩组接触，北侧被第四纪沉积物

以区分。混源花岗岩，可用于指源区物质混合熔融

覆盖，局部出露小庙岩组，东侧与小庙岩组和纳赤

形成的花岗岩。如 De Paolo（1998）指出，互层的基

台岩群接触。

性岩和硅铝质岩石组成的源区由于部分熔融可产
[1]

[22]

加鲁河岩基主要岩石类型包括中粗粒花岗闪

生壳幔混源花岗岩 。陈江峰 认为，若基性火山岩

长岩、中-中粗粒（含斑）二长花岗岩、中-中粗粒似

和硅铝质壳源岩石经风化剥蚀、混合沉降、深埋成

斑状二长花岗岩、中-中粗粒正长花岗岩及中-中粗

岩作用形成一种经机械混合的源区岩石，再经俯冲

粒闪长岩-角闪辉长岩。其中，中粗粒花岗闪长岩

或其他地质作用产生受热部分熔融也可形成一种

为岩基主体岩性，广泛发育暗色微粒包体。包体在

混源岩浆岩。浆混花岗岩，则指 2 种或多种岩浆或

花岗闪长岩小范围内分布较随机，但从花岗闪长岩

岩浆团之间发生混合作用，形成新的花岗质混合岩

整体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①在靠近花岗闪长岩

浆结晶花岗岩，强调岩浆与岩浆的混合。近年来不

和中基性岩体的接触部位，包体往往成群分布，密

少中文文献中采用了岩浆混合花岗岩一词

[23-26]

，与

度很高，大小不一，分选性很差，且长短轴比率变化

此同义，可缩写为浆混花岗岩。马昌前等 提出，按

很大；②在花岗闪长岩岩体南侧边部，包体整体偏

照岩浆混合作用发生的部位可将岩浆混合分为源

小，具有较好的分选性，含量略低，长短轴比率明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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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大，且有较一致的定向性，包体群少见；③在花岗

属香日德超单元（区域上）。但整个岩基岩石组合

闪长岩北部，包体含量急剧减少、变小，依然具有定

复杂多变，由多个不同时期的侵入体组成（图 2），

向性和明显的拉长，较大的长短轴比率，具有较好

包括二叠纪和石炭纪花岗闪长岩类（主体），二叠

的分选性。二长花岗岩中斑晶含量和暗色矿物含

纪、石炭纪和奥陶纪石英闪长岩-闪长岩类，二叠

量也有一定的变化，因此可划分为含斑和似斑状 2

纪（似斑状）二长花岗闪长岩类及侏罗纪正长花岗

种。闪长岩类按照长英质矿物含量可划分为石英

岩类。此外，在岩基东北侧，还圈出了一块奥陶纪

闪长岩、闪长岩和角闪辉长岩。正长花岗岩仅零星

辉长岩。
通过对比发现，1∶25 万地质图相对 1∶20 万地质

分布，且出露面积较小。
在 1∶20 万区域地质图（加鲁河幅） 上，前人将

图对加鲁河岩基的解体更加精细，同时也圈定出了

加鲁河岩基划分为一系列华力西期（泥盆纪—二

一些新的地质体。但 1∶25 万图幅的年代学资料不

叠纪，405~250Ma）岩相（图 1），包括主体花岗闪长

同，最新研究发现，加鲁河岩基的闪长岩（角闪辉长

岩类、石英闪长岩-闪长岩类、等粒及似斑状钾长

岩）、花岗闪长岩和寄主岩石中的暗色微粒包体均

花岗岩类，以及小范围的斜长花岗岩类。此外，在

为 中 三 叠 世 岩 浆 活 动 的 产 物 ，分 别 形 成 于 242±

岩基西南部还圈定了一套印支期（257~205Ma）钾

6Ma、239±6Ma 和 241±5Ma[30] 。结合 1∶25 万图幅中

长花岗岩。

二长花岗岩的年龄（241Ma），笔者认为，加鲁河岩

①

1∶25 万区域地质图（冬给措那湖幅） 则将加

基的主体花岗闪长岩类、闪长岩类及二长花岗岩

鲁河地区的主体花岗闪长岩称为清水泉单元，归

类可能为同一阶段岩浆作用的产物。这为在该地

②

图 1 东昆仑加鲁河地区花岗岩类地质图①
Fig. 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granitoid rocks in Jialuhearea, East Kunlun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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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昆仑加鲁河地区花岗岩类地质图②
Fig. 2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granitoid rocks in Jialuhe area, East Kunlun Mountains

区开展岩浆混合花岗岩填图试点提供了必要的前

窦全成等[9]通过继承谱系填图方法中的等级划

提条件。

分思想，建议将浆混花岗岩填图单位划分为浆混组

3.2

填图单位划分

合、浆混单元和浆混体，分别对应谱系单位中的超

在花岗岩谱系单位填图方法中，将同源岩浆演

单元、单元和侵入体。其中浆混体指异源浆混作用

化形成的具有相同特征及同时就位、但位置不同的

形成的岩性、结构构造及所含包体特征一致的岩石

岩石单位称为侵入体，而同源岩浆演化分异出来的

体或与浆混作用有关的浆混端元，是相当于侵入体

成分不同、多次脉动侵入就位形成的岩石单位称为

一级的最基本的岩石单位术语。浆混单元则指一

单元。侵入体是最低级的岩石单位，多个侵入体可

次岩浆混合作用事件中形成的、同时就位的岩性、

归并为一个单元，而多个单元可合并为一个超单

成分、结构构造矿物特征及所含包体特征等基本一

元。因此，超单元代表了同源岩浆演化过程中不同

致，并具有相同的混合比例，混合程度的所有浆混

演化程度产物的集合体。

体的合并。浆混组合则是造山带浆混花岗岩的高

这种划分方案对于异源的岩浆混合花岗岩基
[34]

一级岩石单位，指一次构造岩浆作用所形成的所有

显然不太适用。李昌年 在对赣东北港边岩浆混合

浆混单元岩石组合，包括同时或基本同时就位的基

杂岩体填图实践中摆脱了花岗岩谱系填图中的等

性端元组分-过渡类型岩石-酸性端元组分的全部

级划分原则，将填图单位划分为偏酸性端元岩浆单

岩石。

位、基性端元岩浆单位、岩浆混合物单位及非岩浆

窦全成等 [9] 的划分方案具有较强的开创性，但

混合物单位。其中，岩浆混合物单位可细分为均匀

笔者认为，其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完善：①将浆混端

混合物和非均匀混合物 2 种。

元（基性岩浆端元或酸性岩浆端元）划入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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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岩石单位（浆混体）不太可取，因为各端元岩石

单元。其中，浆混超单元由基性端元、酸性端元和

在实际中并不单一均匀，可能存在不同的结构构造

混合产物单位组成。图 4 展示了加鲁河浆混超单元

甚至演化程度，比如加鲁河岩基中的酸性端元即存

拟定的分级填图单位。

在含斑二长花岗岩和似斑状二长花岗岩，而基性端

（1）基性端元单位：岩性包括石英闪长岩、闪长

元中则包括石英闪长岩、闪长岩和辉长闪长岩类；

岩和辉长闪长岩。这一岩石单位的主要矿物特征

②位于较高一级的岩石单位（浆混单元），即不同混

是角闪石和斜长石的组合，辉长闪长岩中未见到辉

合程度的岩石单位，在实际中也较难划分和圈定，

石，但 SiO2 含量普遍低于 50%，可能由于岩浆富水导

因为混合程度是连续过渡的，就像连续光谱一样，

致。3 种岩石类型的出现可能与岩浆分异演化或岩

可以按照不同精度无限划分，而且岩浆混合产物远

浆成分不均一有关。这部分岩石在岩基内出露较

没有岩浆演化产物均匀，在实际圈定过程中势必困

少，但分散在整个岩基中，呈多个小岩株出露，因此

难重重。

推断，在图区大面积的花岗闪长岩底部，可能存在

在此，为了和同源花岗岩谱系单位编制保持统

一隐伏的较大规模的中基性岩体，即各闪长质小岩

一，笔者针对浆混花岗岩提出一套依然按照三级建

株根部相连。不同位置各闪长质小岩株化学成分

制划分的填图单位分类方案，即（浆混）超单元-基

特征上的相似性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推测。

性端元、混合产物、酸性端元-侵入体、浆混体。这

（2）酸性端元单位：岩性包括含斑二长花岗岩

套浆混花岗岩谱系单位与同源花岗岩谱系单位的

和似斑状二长花岗岩。这类岩石的特征是普遍不

对应关系见表 1。其中最基本的岩石单位为侵入体

含角闪石，但钾长石含量较高，大部分斑晶为钾长

和浆混体。侵入体与同源花岗岩谱系单位的侵入

石。这一岩石类型出露面积较大，但主要分布在加

体相当，但仅针对高一级单位中的基性端元和酸性

鲁河岩基北部，与闪长岩直接接触，接触带上岩浆

端元划分。而浆混体是针对高一级单位中的混合

混合作用强烈，包体密集（图 5）。似斑状二长花岗

产物划分的岩石单位，指不同混合程度岩浆形成的

岩中的暗色矿物（主要为黑云母）略高于含斑二长

岩石，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灵活处理，既可以按照包

花岗岩，因此具有略低的 SiO2 含量。

体变化规律划分，也可以按照岩石结构构造甚至化

（3）混合产物单位：岩性包括花岗闪长岩及内

学成分划分，如加鲁河岩基中，笔者按照包体变化

部暗色微粒包体。花岗闪长岩为中酸性岩石，以普

规律进行划分（见下文，图 3）。在较高一级的单位

遍含有大量角闪石为特征。暗色微粒包体则为中

拟定中，笔者规定了 3 种类型：基性端元、混合产物

基性岩石，包体内常见岩浆不平衡结晶矿物及结

和酸性端元，相对于原同源花岗岩谱系单位中的不

构，如石英的眼瞳结构、针状磷灰石、斜长石增生边

同演化程度岩浆形成的岩石单元。
（浆混）超单元则

等（即为岩浆混合的证据）。岩浆混合产物在很大

指同一次岩浆混合作用中形成的所有岩石组合，包

程度上取决于两端元岩浆量的混合比例，若酸性端

括端元岩石和混合产物。

元岩浆体量大，会形成偏中酸性的花岗闪长岩，相

以加鲁河岩基为例，在工作中根据野外地质关

反，若基性端元岩浆多则形成偏中基性的暗色微粒

系、岩相学特征和岩石地球化学的亲和性，将加鲁

包体类混合产物。实际上，在花岗闪长岩中一些极

河岩基的填图单位划分为浆混超单元和非混合超

其微小的包体普遍存在，甚至一些石英的眼瞳结构

表 1 浆混花岗岩谱系单位划分方案与同源花岗岩
谱系单位划分方案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hybrid type granite
hierarchical units division and comagmatic
granite hierarchical units division

在花岗闪长岩局部也可见。这些现象说明，花岗闪
长岩为酸性岩浆端元吸收了一定量的基性岩浆，近
均匀混合后形成的。李昌年[34]将岩浆混合单位划分
为均匀混合物和非均匀混合物 2 种类型。但笔者认
为，均匀混合和不均匀混合是连续和过渡的，在岩
浆混合作用存在不均匀混合的岩体或地区，理论上

浆混花岗岩谱系单位

同源花岗岩谱系单位

（浆混）超单元

（同源）超单元

基性端元、混合产物、酸性端元

单元

侵入体、浆混体

侵入体

也应存在已经均匀混合的岩浆岩产物。若将加鲁
河花岗闪长岩和内部包体作为一个整体，则其属
于非均匀混合物，由岩浆机械混合作用（mi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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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昆仑加鲁河地区浆混花岗岩谱系填图单位填图方案地质示意图
Fig.3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hybrid type granite hierarchical
mapping units in Jialuhe area, East Kunlun Mountains

形成。在下文中，将花岗闪长岩按照其内部包体

事件侵位的岩石，也可以是在浆混杂岩体形成后岩

的变化规律划分了包体定向密集型花岗闪长岩、

浆侵入作用形成的岩石。这一单位可与浆混超单

包体无序密集型花岗闪长岩和包体定向稀疏型花

元按同级处理，次级谱系单位可参照同源花岗岩的

岗闪长岩。

等级划分。加鲁河图区内包括以下 3 种岩石：①正

（4）非岩浆混合单位：指图区内未参与岩浆混

长花岗岩：位于岩基西南部，1∶25 万图幅中将其划

合作用的岩浆形成的岩石，既可以是早于岩浆混合

入侏罗纪岩浆产物，与中三叠世岩浆混合事件无

图 5 闪长岩类与二长花岗岩接触带附近包体密集分布
Fig. 5 Distribution of enclaves in contact zone
between dioritic rocks and monzogranite

1978

地 质 通 报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 年

图 4 东昆仑地区加鲁河浆混花岗岩超单元岩石谱系单位划分方案
Fig. 4 Classification of hybrid type granite hierarchical
units in Jialuhe area, East Kunlun Mountains

关；②橄榄辉长岩：位于岩基东北部呈小岩株出露，

③涌动侵入接触：指同一超单元侵入体之间的一种

1∶25 万图幅中将其归于奥陶纪岩浆岩，早于中三叠

接触关系。2 个侵入体形成时间接近，先形成的侵

世的岩浆混合花岗岩；③中细粒二长花岗岩脉：属

入体尚未固结成岩，就被后期侵入体侵入。④过渡

于新圈定地质体，成岩脉状侵入花岗闪长岩中，图

接触关系：指一个侵入体的不同部位，岩石成分结

区内见多条岩脉，宽者可达十余米。岩石为中细粒

构有规律的逐渐变化，不存在明显的分界面。

结构，但内部普遍含有大量微粒富云包体。具体时

窦全成等[9]在研究 1∶25 万造山带异源浆混花岗

代不明，推测应为浆混花岗闪长岩形成后侵入的岩

岩填图方法时，提出了一套浆混接触关系，包括浆

石类型，与混合作用无关。

动接触、混动接触和复浆动接触。浆动接触指各端

[32]

陈国超等 将研究区内的中基性岩石当作岩浆

元岩浆与混合岩浆之间的接触关系；混动接触关系

混合的基性端元，花岗闪长岩作为酸性端元，而暗

指岩浆不同程度混合产物之间的接触关系；复浆动

色微粒包体作为混合产物。笔者认为欠妥，因为在

接触指多次岩浆混合作用形成的早晚不同的混合

野外接触关系中，二长花岗岩与闪长岩直接接触，

产物之间的接触关系。李昌年[34]在赣东北港边岩浆

岩浆混合现象明显，且接触带混合产物的化学成分

混合杂岩体填图时，沿用了花岗岩谱系单位填图方

与花岗闪长岩成分相当（图 6）。花岗闪长岩中的暗

案中的接触关系，即两端元岩浆之间为涌动接触关

色微粒包体的成分接近于闪长岩类的成分，但略偏

系，而浆混岩与它们之间呈渐变接触关系。在加鲁

酸性。因此笔者认为，花岗闪长岩和内部包体均为

河浆混花岗岩岩基中，端元岩石二长花岗岩和闪长

岩浆混合产物，花岗闪长岩为较高比例的酸性岩浆

岩类之间为涌动接触关系。而浆混花岗闪长岩内

与较低比例的基性岩浆混合，而包体则为高比例的

部按包体变化划分的包体密集定向型、包体密集无

基性岩浆混合少量的酸性岩浆形成。

序型和包体稀疏定向型的花岗闪长岩之间为渐变

3.3

各填图单位间的接触关系

接触，因此在图上用虚线表示。

在同源花岗岩谱系填图方法中广泛采用的侵

3.4

入体间的接触关系有以下几种：①超动侵入接触：
指不同超单元的侵入体之间的突然侵入接触关系，

花岗闪长岩岩浆混合成因的鉴定标志

3.4.1

野外标志

（1）花岗质岩石岩浆混合作用的显著特征是其

两者间隔时间较长，岩石也完全固结，接触部位可

中存在大量暗色微粒包体（MME），这一点前人已经

见明显的分界面。②脉动侵入接触：指同一个超单

做了大量的总结和研究 [11,35-37]。加鲁河岩基中包体

元内，各单元侵入体之间的突变侵入接触关系；虽

的色率变化较大，根据暗色矿物与长英质矿物的比

然 2 个单元侵入体形成时代较接近，但侵入时早期

例关系呈现不同的灰色。包体大小不一，变化范围

侵入体已基本固结成岩，后被另一个侵入体侵入。

很大，最大直径可达 5m，最小 1cm 左右。在岩体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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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加鲁河浆混花岗岩各岩石成分 Harker 图解
Fig. 6 Harker diagrams of hybrid granitoid in Jialuhe area

缘，包体整体较小，大小较均一，但是在花岗闪长岩
靠近辉长闪长岩株的位置，包体大小混杂，数量明

长岩中心部位的包体，拉长定向特征不明显。
（2）岩浆混合花岗岩的第二个特征是周边及其

显增多，常见成群分布，或呈不连续的串珠状分布，

内部岩石类型复杂，往往可以找到与浆混花岗岩同

明显被寄主岩石割裂错开。加鲁河包体形状复杂

时或近同时冷凝的中基性岩石和更酸性岩石及岩

多变，大多数为浑圆状、椭圆状、卵状，也有不规则

浆混合带的存在。加鲁河岩基中，这几者同时存

状的。在花岗闪长岩边部，包体往往具有定向排

在。闪长岩类无论在矿物组合还是化学成分上，都

列，整体被拉长但内部没有明显形变，说明包体的

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中基性岩石特征，而二长花岗岩

长轴方向指示花岗闪长岩岩浆的流动方向，而岩浆

类则缺少角闪石等暗色矿物，表现出比花岗闪长岩

流动时包体为液态塑性而非固态流动。但花岗闪

更酸性的成分特征。在接触带附近，两者互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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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甚至见

常含角闪石、黑云母等暗色矿物包体，表明长石在

到闪长岩包含大的花岗岩团块，而花岗岩团块内部

酸性岩浆中结晶后，基性高温岩浆加入到酸性岩浆

又含闪长岩包体的独特现象。包体形态均为塑性

房并与之混合，基性岩浆遇到较冷的酸性岩浆后，

形态，非脆性棱角状，说明两端元岩浆在混合时温

快速降温以达到与花岗岩浆接近的温度，此时基性

度相差不大，由于岩浆的流动和搅动，形成分散在

岩浆处于过冷状态，因而结晶成核速度比花岗岩浆

各自寄主岩浆中的小岩浆团块。在闪长岩和二长

快，因此铁镁矿物快速结晶，但此阶段持续时间短，

花岗岩的接触部位见一数米宽的岩浆混合带，混合

较多的酸性岩浆迅速平衡基性岩浆的温度，混合其

带内部各种岩浆不平衡结晶现象（如石英的暗色矿

成分，此后混合改造的岩浆缓慢结晶，长石再次生

物镶边等）广泛存在，混合带岩石的化学成分接近

长将基性暗色矿物包裹起来。

花岗闪长岩的成分，取决于酸性和中基性岩浆的参

（3）斜长石发育复杂的成分环带或增生边（图

与比例，从侧面证实了两端元岩浆混合形成花岗闪

7）。如环带边缘和核部偏基性，而幔部为酸性，暗

长岩的可能性。

示斜长石早期从酸性岩浆中结晶出来，在晚期受到

3.4.2

基性岩浆混合，因此晚期结晶的边缘环带再次向基

矿物学标志及成因解释
岩浆混合作用除在野外留下痕迹外，微观特

性演化。再如，斜长石斑晶核部为浑圆状或不规则

征，如矿物组合、岩石结构构造等，也会显示出岩浆

状，边部增生后则表现为自形晶，可以解释为早先

不平衡结构。很多学者很早以前就已注意到这一

结晶的斜长石由于更基性岩浆的注入，产生混合而

点，并做了大量的总结和研究工作

[33,38-40]

。常见且典

不稳定，被熔蚀，而后被后期的长石结晶增生。

型的岩浆不平衡结晶结构包括：①斜长石的熔蚀核

（4）包体内出现针状磷灰石和角闪石矿物，
暗示

及增生边结构；②石英或钾长石的暗色矿物镶边结

高温基性岩浆侵入到温度较低的酸性岩浆房后受到

构（也称眼瞳结构）；③斜长石的筛状结构（也称嵌

淬冷作用而快速降温冷却。这种现象在加鲁河暗色

晶结构）；④斜长石、辉石等矿物的复杂成分环带；

微粒包体和闪长岩-花岗岩的混合带较常见。

⑤钾长石的环斑结构；⑥针状磷灰石、角闪石等。

3.4.3

岩石化学和矿物化学特征

甚至有学者认为，单一的岩浆不平衡结构并不足以

岩浆混合作用的证据还可以在岩石或矿物化

说明岩浆发生了混合作用，岩浆混合作用的证据是

学成分的变化中体现出来。在加鲁河浆混花岗岩

岩石不平衡结构的组合，这种情况下岩浆混合作用

超单元各岩石的 SiO2 与其他氧化物的变异图解（图

可用来解释该组合中的任意一种结构关系 。东昆

6）中，闪长岩类具有最低的 SiO2 含量，代表基性端

仑加鲁河地区的花岗闪长岩、闪长岩及花岗岩的接

元岩浆，二长花岗岩具有最高的 SiO2 含量，代表酸

触混合带中均常见岩浆不平衡结构的组合，且均可

性端元岩浆，花岗闪长岩、接触混合带岩石、包体则

以用岩浆混合成因来解释。

落在 2 个端元组分的分布曲线之间，反映出岩浆混

[41]

（1）具暗色矿物镶边的眼球状石英或钾长石

合的特点。花岗闪长岩落在两端元之间靠近花岗

（图 7）。石英或钾长石实际上是原来花岗岩浆中早

岩的位置，包体则落在两端元间靠近基性端元的位

期晶出的斑晶，在岩浆混合时被较基性的岩浆捕

置，说明了参与混合的端元组分比例之间的差异。

获，由于基性岩浆温度高故晶体被部分熔蚀，呈圆

闪长岩与花岗岩接触带混合岩石的成分与花岗闪

形或不规则状。熔融作用的吸热效应在紧靠石英

长岩成分极接近，进一步说明了由闪长岩和花岗岩

边缘的一圈熔体中形成了局部过冷的条件，导致细

混合形成花岗闪长岩的可行性。

粒暗色矿物围绕石英或钾长石捕虏晶晶出。按

从图 6 还可以看到，闪长岩类的成分点也较分

Malcolm[42] 的说法，如果有酸性岩浆不断补充，在石

散，基本沿混合曲线分散开较长一段距离，但这并

英晶体暗色矿物镶边的外围还会定向生长新的石

非岩浆混合作用的结果，因为闪长岩（接触带除

英。在加鲁河花岗岩与闪长岩接触的混合带局部

外）中未见岩浆不平衡矿物的证据。如前所述，加

即发育这种现象，但也有可能是石英斑晶在重熔融

鲁河地区的闪长岩类包括石英闪长岩-闪长岩和

过程中核部被熔穿所致。

角闪辉长岩，矿物组合显示了岩浆连续分异演化

（2）斜长石嵌晶结构（筛状结构，图 7），即内部

的特征，因此成分图解上闪长岩的成分趋势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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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东昆仑加鲁河地区岩浆混合现象矿物学标志
Fig. 7 Mineralogical indicators showing magma hybrid in Jialuhe area
a~b—石英的眼瞳结构，
即港湾状石英捕虏晶边部分布着大量的细小镁铁质矿物；
c—斜长石环带结构；d—斜长石筛状结构。Qz—石英；
Pl—斜长石

正常的岩浆演化趋势，表明寄主岩石成分并不均

的。包体中的斜长石也有高牌号的（80 左右），说明

一。同样，酸性端元的花岗岩成分也不均一。含

包体的形成可能是极大比例的基性岩浆混合了小

斑二长花岗岩比似斑状二长花岗岩具有更高的分

比例的花岗岩浆形成。此外，包体中的大多数斜长

异演化程度。

石发育复杂的成分环带，大部分显示正环带特征，

[43]

[44]

刘成东 和史洪峰 对各类岩石中的斜长石成
分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长石的成分变化与全岩成

即 Ca 牌号由核部向两侧降低，但成分韵律性明显，
表明了结晶环境的复杂和动荡。

分变化规律较一致。二长花岗岩和闪长岩类的斜

总体而言，从野外现象、岩相学、岩石化学等方

长石位于 2 个端元，分别为中酸性斜长石（牌号 20~

面看，加鲁河花岗闪长岩及内部的大量闪长质包体

40）和中基性斜长石（40~88），花岗闪长岩斜长石为

与周边的中基性岩石及二长花岗岩存在密切的成

中长石（牌号 30~45），包体为中基性斜长石（主体为

因关系，很可能是该中基性幔源岩浆与壳源花岗岩

45~55），位于 2 个端元之间。值得注意的是，闪长岩

浆不同比例混合而成，暗示区域内可能存在大规模

类中的斜长石变化范围较大，可能与岩浆演化程度

的壳幔岩浆相互作用。这种壳幔开放体系的存在，

有关，晚期结晶的基质斜长石牌号低于早期结晶

对东昆仑及邻区地壳内的热流变化、岩浆形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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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作用及金属成矿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相

造和分选，类似水流携带砂石流动过程中的磨圆和

当重要的理论意义。

分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花岗闪长岩体两侧

3.5

包体的野外统计及其指示意义

边缘地区，包体的长轴拉长方向刚好相反，反映出

包体数量多、种类杂、成因多样是花岗岩类的

岩浆携带包体对流涌动的模式。因此，将花岗闪长

一大特征。包体能够提供关于寄主花岗岩成因及

岩按照内部包体的形态、大小、数量和分布变化规

壳幔作用的重要信息，因此一直以来都受到岩石学

律，划分了包体定向密集型花岗闪长岩、包体无序

家的普遍重视。特别是包体的成分、种类、矿物组

密集型花岗闪长岩和包体定向稀疏型花岗闪长岩

成、结构构造等方面的信息，前人已做了很系统的

（图 3）。此外，为进一步定量化限定包体的定向性

总结和分类

[29,37,45-49]

。然而，对于包体的形态、大小及

与岩浆流动关系，笔者拟在下一步工作中开展包体

其在寄主岩石中的分布和数量方面的统计研究，还

磁组构分析。

十分有限。这些方面的差异性可能与寄主岩浆的

3.6

浆混花岗岩填图的技术路线

密度、粘度、流动状态密切相关。理论上，在岩浆混

花岗岩类岩石谱系填图方法在中国 1∶5 万区域

合作用过程中，如果岩浆的流动性能强，流动距离

地质填图中获得广泛推广和应用。通过对花岗岩

较远，包体应为扁椭球体，大小较均匀，且个体偏

类的岩基解体、侵入体识别、建立单元和归并超单

小；相反，如果岩浆流动性能弱，流动距离近（靠近

元的统一模式填图，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在国

混合区），则包体应多为近等轴的球状、大小杂乱，

内同源花岗岩区填图过程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

分选性差。

是，同源岩浆演化理论指导的填图方法近年来在应

在加鲁河花岗闪长岩中，包体的种类很多，岩

用于造山带异源岩浆混合花岗岩填图工作中暴露

石色率变化大，甚至有时可见复式包体或双包体，

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困难。本文在前人工作基础

即一个包体内部存在另一个色率更深包体的现

上，以异源岩浆混合理论为指导，提出了一种异源

象。包体与寄主岩体的接触关系多为截然突变，少

岩浆混合花岗岩区的填图思路，并总结了相关技术

数为递变关系，冷凝边较少见，宽度从数毫米到数

路线。

厘米不等，这是由于发生混合的岩浆具有不同的初

（1）充分利用岩浆混合作用的主要鉴别标志，

始温度和流变学特征所致。在此，笔者重点强调加

特别是野外特征，识别出工作区内的浆混花岗岩，

鲁河花岗闪长岩包体的野外统计工作，不再赘述包

寻找发生岩浆混合作用的端元岩浆产物，按照浆混

体的种类、成分、矿物组成等特征。

花岗岩填图模式开展填图工作；对于工作区内非参

本次工作中，对加鲁河花岗闪长岩中包体的形
态、数量、大小和分布进行了系统统计。沿河两侧
共间隔部署了 23 个 4m×4m 剖面统计包体的变化，

与岩浆混合作用的岩浆岩，可参照传统的同源花岗
岩谱系填图方法实施填图。
（2）对于浆混花岗岩，详细调查其各混合端元

范围覆盖了花岗闪长岩体的边部、中心部位、靠近

岩石和混合产物岩石之间及内部接触关系的特点，

和远离闪长岩岩株位置，共统计包体数量 2000 余个

采集代表性岩石样品，开展同位素年代学测定，确

（代表性剖面图和统计资料见图 8 和图 9）。总体而

定各单元的形成时代。确认岩浆混合成因花岗岩

言，尽管花岗闪长岩中的包体分布不均匀，但并非

的重要前提条件是各端元及混合产物应具有一致

无规律。笔者发现，靠近闪长岩株的地方（图 8 中剖

或基本一致的同位素年代学特征。

面 6 和 8），包体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大包体数量，

（3）对浆混花岗岩的 3 个组成单元（基性端元、

而且大小包体混杂，分选性差，同时包体群也密集

酸性端元和混合产物）开展大比例尺调查，圈定出

出现。而远离闪长岩株的地方（图 8 中剖面 01、02、

各自地质体的轮廓和边界。

10、11），特别是在花岗闪长岩体边部，包体普遍具

（4）对基性端元和酸性端元地质体开展深入

有很好的分选性，大包体少见，且包体具有统一的

解剖，根据矿物组合、矿物含量、岩浆演化程度进

拉长定向性，这是由于在远离基性岩浆的地方，酸

一步解体出下一级侵入体，并圈定各侵入体的轮

性岩浆携带混合的基性岩浆团块经历了较长时间

廓及边界。

的流动，对包体的形态和大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塑

（5）对混合产物单元开展精细调查，寻找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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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加鲁河地区浆混花岗岩超单元中混合产物花岗闪长岩
代表性包体分布剖面素描图
Fig. 8 Sketch maps of dioritic enclaves in hybrid granodiorite in Jialuhe area
a、b—包体密集定向型，
分别为河东剖面 01、剖面 02；
c、d—包体密集无序型，分别为
河东剖面 06、剖面 08；
e、f—包体稀疏定向型，
分别为河东剖面 10、剖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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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加鲁河地区混合产物花岗闪长岩中的包体变化规律统计分析图（代表性剖面）
Fig. 9 Statistical analysis graphs of dioritic enclaves in hybrid granodiorite in Jialu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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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混合的鉴定标志，寻求合适的划分方案（建议

化花岗岩谱系填图方法在造山带花岗岩图区表现

按照岩浆混合程度），深入解体混合产物单元，并圈

出明显的不适用性。寻求适合造山带异源花岗岩

定不同混合程度各个浆混体的轮廓和边界。

的填图方法成为迫切需求。

（6）野外统计包体的数量、形态、分布及分选

（2）通过实例考查东昆仑加鲁河岩基，建议了

程度，充分利用其在岩浆混合作用中的标识性特

一套适用于造山带岩浆混合花岗岩区的填图方案，

征研究岩浆混合作用。重视包体及组成矿物是否

该方案继承原同源花岗岩谱系单位填图等级划分

存在拉长定向规律（以确认岩浆混合过程中是否

思想，提出应建立浆混花岗岩超单元，次级单位为

存在对流式混合作用），也要重视岩浆侵位结晶深

浆混基性端元、浆混酸性端元及浆混产物；然后再

度、含水量等的变化（围压、水分压等）对浆混体应

根据岩石矿物组合、结构构造、包体变化等特征对

变形态的影响，为研究岩浆混合作用机制及过程

各个次级单位划分最基本的岩石单位。这套方法

提供素材。

与同源花岗岩谱系单位方案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对

（7）对野外采集的各岩石类型代表性样品开展
实验室分析，鉴定各样品镜下特征，并充分结合矿
物化学、岩石化学和同位素化学分析资料进一步研
究岩浆来源、混合作用过程、机制及产物。
（8）汇总分析岩石野外、镜下及化学成分特征，

于异源浆混花岗岩与同源花岗岩同时存在的图区
（很常见），
可两者并举同步开展工作。
（3）花岗岩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花岗岩填图工
作方法的多样性。对以往工作方法的补充完善是
关键，推陈出新是上策。

深入研究各端元岩浆物质来源，岩浆作用过程及各

致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廖群安教授、张金

岩石类型成因，对于浆混花岗岩体系，提出并建立

阳副教授在野外调查过程中给予了有益指导；中国

浆混作用模式。

地质科学院王涛研究员在工作开展思路及论文成

（9）总结浆混作用与大地构造环境之间的关

文过程中提供了建设性意见；研究生及本科生段皓

系等。

晨、张明东、郑少杰、周南佳娃、张磊、张海天等参与

4 花岗岩成因的复杂性及填图方法的多样性

了项目组野外调查工作，一并表示感谢。

花岗岩类矿物学、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特征，不
仅与源区岩石的成分和部分熔融的程度有关，而且
也受控于从岩浆形成到上升侵位、冷凝成岩过程中
所经历的各种地质作用，包括岩浆分离结晶作用、
混合作用、同化混染作用、液态不混熔作用等。甚
至，岩浆的规模大小、上升速度、侵位深度、冷却速
度等（微观体现为岩浆的温度、压力、氧逸度、粘度
等参数）都对最终的花岗岩矿物组合、结构构造和
化学成分特征有一定影响。因此，由于花岗岩类
型复杂，花岗岩填图方法的采用不能一概而论，应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针对同源演化的
花岗岩类，采用传统的谱系填图方法；而针对浆混
花岗岩类，则可采用本文建议的方法，或者创新其
他方法。总之，在花岗岩填图实践中应灵活处理，
但应时刻坚守
“尊重客观事实”的原则。

5

结

语

（1）造山带花岗岩往往具有多源性、多样化特
征，不同源区岩浆混合现象较常见，传统的同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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