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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相火山岩区岩性组合-岩相填图试验
——以内蒙古西太仆寺破火山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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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陆相火山岩区的填图方法半个多世纪以来几经反复，为了与传统的沉积岩区填图方法相区别，反映火山作用的特
点，先后探索过双重填图法(即岩相-地层学填图方法)、火山构造-岩性岩相-火山地层填图法等，在局部地区取得过重要进展
和成果。但在全国层面的实际填图工作中，没有摆脱将火山岩作为地层(组)的习惯性做法。探索和总结适合陆相火山岩区的
填图方法体系，坚持推广反映火山作用特点的填图技术方法仍然是区调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火山岩相是重溯火山作用过
程、恢复古火山机构的基础，理应成为火山岩地质图所要表达的核心要素，而岩性组合是确定岩相类型最直接和最可靠的依
据。利用岩性组合-岩相进行火山岩区填图能够很好地反映陆相火山作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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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 H M, Cao G Y, Liu Z. Mapping test of lithological association-lithofacies in continental volcanic rock field: A case study
of western Taipusi caldera, in Inner Mongolia.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 36(11):2030-2035
Abstract: The mapping method for continental volcanic rock field with the purpose of reflecting the volcanic characteristics is differ⁃
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method suitable for sedimentary area, and this problem has been groped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in China. The
“diplex mapping method”(lithofacies+stratigraphy) and the“volcanic construction-lithologic rock facies-volcanic sequence”have
been explored, with important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 obtained in local area. Nevertheless, the fact that volcanic rock was mapped
as stratum (formation) did not get out of habitual practice in actual mapping at the national level. It is still a significant task to explore
and summarize mapping method suitable for continental volcanic rocks. Volcanic facies is a foundation for restoration of the processes
of volcanism and ancient volcanic apparatus, and should be shown as key elements in volcanic geological maps, whereas lithological as⁃
sociation is a most reliable basis for assigning types of lithofacies. The continental volcanic characteristics can be well reflected on the
basis of lithological association-lithofacies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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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陆相火山岩分布大国，尤其是广泛分布

为区别传统沉积岩区填图方法的尝试，
没有得到广泛

于中国东部的中—新生代火山岩，因其规模巨大而

接受和坚持。梳理和总结反映火山作用特点的填图

具有全球地质构造意义。探索合理有效的陆相火山

技术路线、
坚持推广行之有效的火山岩区填图技术方

岩区的填图方法，
一直是从事区域地质调查和火山岩

法，
仍然是区调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

区研究人员努力的目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探

火山岩岩性是野外工作中能够直接识别的对

索，
陆相火山岩区填图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但作

象，岩相则是特定火山作用产物的总称，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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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括性，是重溯火山作用过程、恢复古火山机构

样，
在填图方法上反复不定。究其原因，
主要包括两

的基础。实际野外工作过程中，虽然有些单一岩性

方面：
一是习惯性的填图思路使然，
毕竟沉积岩区的

可以帮助确定岩相类型（如碎斑熔岩可确定为侵出

填图方法推广得较早，
早已广为人知；
二是陆相火山

相），但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综合上、下层位（甚至三

岩相变快、
空间延续性低，
要填好一幅火山岩相图所

维空间的变化）的岩石组成和岩性组合才能有效确

付出的工作量比按沉积岩区的填图方法大得多。

定其岩相类型。本次尝试用岩性组合-岩相方法对

美国采用地层-岩性法填图，并注重火山岩地

火山岩区进行填图试验。

层、潜火山岩与火山机构及其演化的联系，相邻火

1

山机构之间关系的厘定，尤以对科罗拉多州西南部

陆相火山岩区填图方法沿革
中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及其以前，
都是将火山岩

作为地层处理，
主要借鉴了沉积岩区的制图方法。
20世纪70年代起，
在1∶20万区测时，
部分省份开
始采用双重填图法（即火山岩岩石地层与火山岩岩相
结合的填图方法），
具体是纵向上研究火山层状喷发

San Juan 火山岩区的填图堪称经典[4-7]。
前苏联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用岩相分析法填
图，强调综合利用岩相、构造、岩性、地貌及地球物
理方法，查明和研究古火山的特征[8]。

2 陆相火山岩的特点及填图的主要目标任务

物的层序，
横向上研究火山岩的岩性、
岩相的变化与

陆相火山岩具有不同于其他岩类的一些特点，

产出特征。总的趋势是开始改变采用单纯沉积岩区

其中部分火山岩（主要指喷出岩）具有地层的特点，

的制图方法，摸索适合火山岩区地质构造特点的填

而另外一些火山岩（主要指侵出相、潜火山岩相岩

图方法，并出版了《火山岩地区区域地质调查方法指

石）又具有侵入岩的特点，此外还有自身特有的一

[1]

南》 。尽管如此，
在实际填图工作中，
并没有摆脱将
火山岩作为地层（组）的习惯性做法。

些性质。概况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喷发形式多样，决定了火山岩类型繁多。火

20 世纪 80—90 年代，在总结中国东南沿海火山

山喷发包括爆发和喷溢，以及两者之间的过渡类

岩区调查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旋回-岩相-

型——爆溢。爆发又进一步分为岩浆爆发和蒸汽爆

火山构造一体化研究的新思路，即以遥感地质为先

发，以及两者之间连续的过渡系列（岩浆-蒸汽爆

导，以测制火山岩相构造图、恢复火山(古火山)面目

发）。岩浆爆发又随岩浆自身物理化学性质（粘度、
成

与历史为主体，并与地球物理方法相结合，最终解

分、
发挥分含量等）及火山通道性质（裂隙/或中心、
宽

决火山(火山构造)的模式、空间格架、演化及火山根

度、
敞开与否、
长度等）而呈现不同的爆发方式。

部构造形式或火山深部构造。强调火山构造在最

（2）火山物质的喷发和堆积的速度很快，
决定了

终表达的骨架意义，提出火山活动旋回和岩相都要
容纳在恢复和研究火山构造中 。但在实际填图工

用同位素年代学方法确定时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
制。一般地，
火山作用几万年内就可以形成高大的层

作中，首先接触到的是岩性，甚至是岩相，火山构造

火山，
几年内可以形成复杂的岩穹，
几小时或几天内

则可能是综合研究和高度加工后才能获得的，如果

可以堆积相当厚的火山碎屑。而常用的锆石 U-Pb

先确定火山构造容易造成先入为主。

定年方法的精度是百万年，
误差一般 3%~5%，
可能都

[2]

21 世纪开始，以 1∶25 万区域地质调查为标志，
包括同期开展的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及相关的区域
性综合编图，虽然仍有部分坚持火山岩相-火山构
[3]

造的编图思路 ，但总体而言有退回到将火山岩作
为地层处理的趋势。

远大于不同期次火山作用的时间间隔。
（3）火山物质的搬运方式多样，决定了相模式
的多重性。火山喷发产物的搬运方式既有熔岩流、
重力流搬运，又有空气搬运甚至水流搬运。
（4）相变快、
空间延续性低。一次火山作用产物

由此可见，
中国到目前为止的陆相火山岩区填图

的分布范围有限，
一般只触及到一座山（或紧邻的少

主要还是借鉴沉积岩区的工作方法，
尤其在连片分布

数几座山），因此，火山岩系地层层序对比、岩相、火

的火山岩区更是如此，
虽然过几年就有学者力图改变

山活动期次的划分等均应限于特定的火山机构内，

这种情况，
但几经反复均未能被普遍接受。尚没有一

不宜大范围内应用
“地层组”归纳和对比。

种岩石类型（如沉积岩、
侵入岩等）像陆相火山岩区这

（5）物质来源多样。构成火山岩的物质既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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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岩浆本身的，也有来自火山通道周围、岩浆房顶

像的解释、重力和航磁异常的分析，获得区内主要

部，甚至火山周围物源区等外来物质。

的地质结构轮廊；在此基础上通过详细的踏勘，初

（6）火山物质的冷却和固结的速度很快。因此，
火山岩中的锆石主要是在岩浆房中结晶的，
由此所测

步确定试验填图范围内火山活动的中心区域由碎
斑熔岩体构成，代表古火山岩浆主通道的位置。

得的年龄，
严格讲并不能代表火山岩的形成时间。

主要围绕碎斑熔岩体（火山活动中心区域）放

鉴于陆相火山岩的这些特性，火山岩区的填图

射状布置路线，采用穿越法与追踪法相结合，确定

和研究方法理应有别于沉积岩区和侵入岩区，以反

火山岩层序、火山岩相类型、各岩相的空间形态、不

映火山作用的特点。笔者认为，火山岩区大比例尺

同岩相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要素。

填图的主要目标任务是确定古火山喷发-堆积的环

3.3

本次试验填图测制了 2 条基准剖面，
分别为高世

境、恢复古火山机构、重溯火山作用过程，填图方法
的设定应围绕有利于实现其主要目标任务。

3

岩性组合-岩相填图试验

基准剖面的建立

财营子-穆家营子剖面（图 1-a）和马老四营子-郑家
营子剖面（图 1-b），2 条剖面的走向仅相差 5°。它们
都贯穿了火山活动的中心区域（碎斑熔岩体），
且都受

本次试验填图选择华北地块北缘火山岩带（或

限于主火山作用构成的火山机构范围内。2 条剖面

称燕山-辽西火山岩带）太仆寺旗宝昌镇西侧晚中

揭示的火山岩层序及岩相具有可比性，
能够较全面地

生代的火山岩系，所选区域跨越了 1∶20 万地质图的

反映试验填图区内火山作用产物堆积的主要层序和

太仆寺旗幅和正蓝旗幅，其中的火山岩在太仆寺旗

火山作用过程。不同的是，
马老四营子-郑家营子剖

幅划归张家口组第三段流纹质熔岩和火山碎屑岩，

面同时经过了晚期蒸汽-岩浆爆发形成的侧火山口

但同样的岩性在正蓝旗幅归为侵入相的钾长石英

（图1-b），
反映的火山作用过程更全面。

斑岩，2 幅图明显接不上。在 1∶5 万分幅图上，试验

从上述 2 条剖面可以清楚地看出，该破火山岩

填图区主体位于窝地幅的东部，包括少量太仆寺旗

相的形成过程大致为：喷溢相→火山爆发相→火

幅的西缘，
其中的火山岩被归为白音高老组。

山碎屑流相→侵出相→潜火山岩相→蒸汽-岩浆

3.1

试验填图区的基本地质特征

爆发相。其中除最后 2 个岩相（潜火山岩相和蒸

火山岩基底地层主要出露于试验填图区的西

汽-岩浆爆发相）之间形成的先后顺序没有确切的

侧、西南和西北部，主要为元古宇化德群变质岩系

野外接触关系证据外，其他岩相形成的先后顺序

和晚古生代（华力西期）变质花岗岩类，构成区内晚

在野外能够清楚获得。

中生代火山岩的直接基底。其中化德群变质岩系

3.4

下部以变质粉-细砂岩为主，夹石英岩、大理岩、结

3.4.1

晶灰岩及红柱（矽线石）二云石英片岩；中部为灰白

主要岩相特征描述
喷溢相
主要分布于破火山的周边，尤其是西缘和西北

色中厚层石英透辉岩，含石英透辉透闪岩与暗灰色

缘。剖面下部为玄武安山岩、
安山岩，
上部为流纹岩，

薄层状细粒石英透辉岩互层，偶夹大理岩；上部为

以及少量的英安岩，
呈现双峰式岩石组合的特征。其

银灰色云母石英片岩与石英云母片岩互层，夹含石

中玄武安山岩、
安山岩不整合覆盖在前寒武纪变质基

榴云母片岩及少量变质长石石英砂岩，底部为灰黑

底或华力西期弱变质花岗岩（图版Ⅰ-a）之上，
是区内

色红柱二云石英片岩。

中生代最早的火山活动的产物。岩石中杏仁状构造

试验填图区晚中生代火山岩系分布广泛，其出
露面积占全区面积的 50%左右，东部多被第四系覆
盖，南部火山岩的出露较零星。
3.2

发育（图版Ⅰ-g），斑状结构，斑晶主要为自形-半自
形斜长石，
含量小于10%。基质呈交织结构。
流纹岩中流纹构造普遍发育，岩石呈斑状结

路线安排

构，斑晶主要为少量的钾长石和石英，含量一般小

路线安排的原则是有利于实现火山岩区填图

于 5%。基质多呈隐晶质-玻璃质，局部见球粒结构

的主要目标任务——重溯火山作用过程、恢复古火
山机构。首先通过对试验填图区 1∶20 万地质图及
已有的 1∶5 万地质图进行详细研究，结合对遥感影

（图版Ⅰ-h）。
英安岩呈紫红色和土黄色，
块状构造，
斑状结构，
斑晶主要为钾长石、
少量石英。基质多呈霏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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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太仆寺破火山剖面
Fig. 1 Base sections across the western Taipusi caldera

3.4.2

火山爆发相

3.4.5

主要为灰白色火山角砾岩、凝灰角砾岩和角砾

岩浆-蒸汽爆发相
分布于主火山口的北部边缘，
野外呈珍珠岩质-

凝灰岩，其中角砾多呈棱角状，成分主要为英安岩、

黑曜岩质角砾岩、
黑曜质凝灰岩环产出，
构成侧火口，

流纹岩，
粒径主要为 2~4cm，
部分集块达 40cm 左右。

是火山活动末期，
残余岩浆与外来水相遇发生爆炸的

3.4.3

产物。岩石中角砾成分主要为黑曜岩，
其次为珍珠岩，

火山碎屑流相
主要围绕碎斑熔岩体分布于破火山周边偏内侧，

大小悬殊，
杂乱散布在以黑曜岩质或珍珠岩质为主构

在碎斑熔岩体的顶部局部也有少量残留（图 1-a）。

成的凝灰基质中（图版Ⅰ-d~f），
部分角砾有圆化现象。

岩性主要由熔结凝灰岩、
晶屑熔结凝灰岩、
含角砾熔

3.4.6

潜火山岩相

结凝灰岩、凝灰岩等组成。岩石的熔结程度总体较

西太仆寺破火山范围内潜火山岩发育，主要构

强，浆屑及玻屑的塑性变形强烈（图版Ⅰ-i），但接近

成环状和放射状岩墙（脉），岩性以安山玢岩（图版

碎斑熔岩体，
熔结条带变得不明显，
且角砾含量变少，

Ⅰ-l）和花岗斑岩（图版Ⅰ-o）为主，其次为流纹斑

角砾粒径变小，
几乎显示出熔结凝灰岩与碎斑熔岩呈

岩/霏细斑岩（图版Ⅰ-m、n）。

过渡关系，
野外两者之间的界线很难确定，
需要借助

3.5

图面表达

于显微结构的研究辅助确定。这种碎斑熔岩与外围

从恢复古火山机构、
重溯火山作用过程的角度出

呈过渡关系的岩石，
部分学者定名为凝灰熔岩[9]，
对应

发，陆相火山岩图上所要表达的核心要素应该是岩

碎斑熔岩
“三相一体”
中边缘相的玻质碎斑熔岩，
本次

相，
而图面上颜色是最醒目的。本次试验用颜色表示

定为熔结凝灰岩。

岩相，
用花纹示意主要岩性，
用代号表示岩性组合，
初

3.4.4

步填制的西太仆寺破火山岩性组合-岩相图见图2。

侵出相的碎斑熔岩
碎斑熔岩在西太仆寺破火山中占较大的比

西太仆寺破火山呈南北向展布的近椭圆形，
由1

例。野外局部发育柱状节理（图版Ⅰ-b、c）。岩石

个主火山和 3 个侧火山构成，其中主火山以侵出相

中斑晶普遍发生破碎，构成碎斑的矿物主要为钾长

的碎斑熔岩为中心，而侧火山则以发育岩浆-蒸汽

石、斜长石、石英，含量 30%~60%，呈碎而不散、散而

爆发相的黑曜质角砾岩、黑曜质凝灰岩为特征。

不离、离而不远的结构特征，并以珠边结构发育为

碎斑熔岩体周边出露火山碎屑流相的熔结凝灰

显著标志（图版Ⅰ-j、k）。基质有玻质结构、霏细结

岩、含角砾熔结凝灰岩等，向外则为爆发相的火山

构和微晶粒状结构。整个碎斑熔岩体从边部向中

角砾岩和溢流相的英安岩-流纹岩，碎斑熔岩体内

心，基质越来越粗，具有由玻璃质结构、霏细结构向

部有后期的花岗斑岩侵入，在碎斑熔岩体的某些

粒状结构变化的趋势，但粒状碎斑熔岩出露较少，

部位（一般为两山顶的山凹处）保留溢流相的流纹

主体为霏细碎斑熔岩。

岩残留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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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PlateⅠ

a.玄武安山岩不整合覆盖于华力西期弱变质花岗岩上；
b、c.碎斑熔岩的柱状节理；
d~f.黑曜岩质角砾岩、黑曜质凝灰
岩；
g.玄武岩中的杏仁状构造；h.流纹岩中的球粒结构；i.熔结凝灰岩中的熔结条带；
j、k.碎斑熔岩中的珠边结构；
l.安山玢岩中的交织结构；
m.流纹斑岩中的流纹构造；
n.霏细斑岩的显微结构；
o.花岗斑岩的显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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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怀民等：
陆相火山岩区岩性组合-岩相填图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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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太仆寺破火山口岩石组合-岩相图
Fig. 2 The lithological association-lithofacies map of western Taipusi cal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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