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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相火山岩区填图方法的实践
——以浙江嵊州新生代玄武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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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陆相火山岩区调查工作普遍采用
“火山构造-火山岩相-火山岩性”
三位一体的思路与工作方
法。以浙江嵊州地区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为例，
探讨了该方法在大面积新生代玄武岩区中的应用。系统的野外调查及研究
显示，
在新生代玄武岩区，
遥感技术及新的影像图是火山岩区填图的关键，
图像解译-野外验证的反复实践，
是提高填图效果和质
量的有效方法。在野外，
特殊的地貌、
爆发相的集块角砾岩及火山颈相的玄武玢岩往往指示了火山机构的中心；
火山岩相、
喷发间
断是划分火山旋回的关键。火山机构、
火山岩相、
火山岩性的时间-空间变化是恢复古火山喷发历史的关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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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 P L, Xing G F, Hong W T, Duan Z, Yu M G, Yang Z L. Practice of the mapping method in continental volcanic rocks
outcrop area：A case study of Cenozoic basalt in She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 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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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volcanic structure-volcanic lithofacies-volcanic lithology”trinity mapping method has been wildly used in the con⁃
tinental volcanic rock outcrop area of China since the 1990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mapping method in the
1∶50000 Shengzhou geological mapping program for large outcrop area of Cenozoic basalts. According to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re⁃
search work in the Cenozoic basalt area, th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the new remote sensing images are the key factors of the
volcanic rock area mapping. Image interpretation combined with field verification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method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apping. In the field, the special landscape and outcrops of eruption facies of breccias and volcanic
neck facies of basalt porphyrite often indicate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volcano. Volcanic rock facies and eruption gaps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division of volcanic cycle. Volcanic edifice, volcanic lithofacies, volcanic lithology-space-time change are the key fac⁃
tors for restoration of ancient volcanic eruption hi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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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南地区中—新生代火山岩大量出露，是

石组合进行火山岩岩石地层的划分和对比工作；20

环太平洋火山岩带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70 年

世纪 70—80 年代，中国东南沿海火山岩区地质工作

代之前，包括华南地区在内，中国的火山岩区调查

者吸收国外工作经验和调查方法，创立了火山地

研究主要沿用传统沉积岩区地质调查的岩石地层

层-岩性岩相双重填图方法[1]，开始对火山机构进行

方法，缺乏火山构造与火山岩相的概念，着重以岩

探索性解剖研究，如南京江宁娘娘山古火山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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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与解剖 [2]，使中国火山岩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限，多局限于火山机构内，且随着在火山机构中位

取得了质的飞跃；90 年代以来，以《火山岩相构造

置的不同，岩性岩相呈现规律性的变化。例如，普

学》专著的出版为标志，中国陆相火山岩区“火山构

林尼式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灰流，在近火山口的位置

造-火山岩相-火山岩性”三位一体的调查思路与工

往往具有较粗的粒度及较大的厚度，随着远离火山

作方法基本成熟，区域地质调查中已普遍重视火山

口，碎屑物的粒度及厚度都变小。此外，不同类型

构造与火山岩相的解剖，并逐渐增加了物探、化探、

的火山机构也具有不同的岩性-岩相特征、产出形

遥感资料的开发与应用

[3-6]

。经过几代地质工作者

态及特定的火山喷发类型，如层状火山机构，往往

长期的区域地质调查及综合研究，对一些典型火山

形成熔岩与碎屑岩交替产出的特点，围绕火山口分

机构的火山岩相-构造、火山旋回，以及区域岩石地

布；而盾状火山往往是由多期次的基性熔岩流所堆

层对比等进行了系统研究

[1-8]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积形成的。但是，大多数的火山都不是一次喷发形

对中生代的火山活动机制、火山演化规律及火山岩

成的，而是具有多期次、多喷发类型的活动历史，即

岩石成因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但是，这些工作大都

显示出某种旋回性或韵律性；同时，包括华南在内

集中在中心式喷发的中酸性火山岩中，对于新生

的许多地区，大量的火山往往是集中出现的。因

代以大规模溢流喷发为主的玄武岩区的火山岩

而，对于火山岩区来说，在时间上，多旋回的火山岩

性、岩相及火山机构的调查研究。长期以来没有

可以相互叠置；在空间上，多旋回和多火山机构来

受到重视。以往的工作仍是简单地以岩石地层为

源的火山物质也往往相互叠置和共存；另外，从物

单位进行调查和研究

质组成看，同一火山的不同喷发旋回，或不同火山

①②

，对这些玄武质火山的喷

发规律、火山机构特征、岩性岩相变化缺少详细的

形成的火山岩可以表现出相似的岩石组合。可见，

调查和研究，相关的区域地质调查方法及规范也不

对于这类具有长期喷发历史的火山，岩性-岩相反

成熟和全面。

映的有关火山喷发的信息包含诸多不确定因素，同

因此，本文以基础地质示范填图过程中，对浙

时也是异常复杂的。只有在查明火山机构的前提

江舟山群岛—嵊州地区新生代玄武岩的火山岩性、

下，才有可能把握不同期次、不同来源的火山物质

岩相及火山机构的解剖工作为例，探讨新生代火山

及其岩性-岩相变化规律。因此，目前对于中生代

岩的研究及调查方法，为完善现有的 1∶5 万陆相火

古火山调查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遥感地质为先

山岩区区域地质调查理论和方法提供借鉴。

导，在火山机构（火山构造）范围内，通过火山机构

1

的解剖和火山岩性、岩相的调查、分析与研究，最终

指导思想

解决火山机构（构造）的模式、空间格局、演化及火

火山活动是地壳下部岩浆房内岩浆物质喷出
地表的过程。对单次火山活动来说，根据喷发环

山根部构造形式或火山深部构造。这也是我们工
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境、喷发类型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结构、构造及成分

在过去的工作中，采取上述方法对中酸性火山

（化学成分）的火山岩组合，即形成不同的岩石类型

岩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实践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

或岩石组合，围绕火山喷发中心有规律的分布。同

成果。但是对于产状近水平的新生代火山岩，由于

时，由于岩浆房的动力过程，在地壳浅部可以形成
多种构造，这些构造可以发生于火山活动早期，如

其分布局限，相关的工作仍比较欠缺。笔者在嵊州

地壳隆起或放射状断裂；也可以发生在火山活动结

岩相-火山岩性”三位一体的思路对新生代大面积

束之后，如破火山等。在实际工作中，将某一种环

分布的玄武质火山岩进行了解剖，取得了良好的效

境下，同一火山作用形成的所有物质统称为火山岩

果，简要介绍如下。

相，并以此来反映火山作用的方式及火山产物的定

2

位环境；而将火山通道及其附近各种堆积物及构
造，包括火山口、火山颈、近火口堆积物、侵出岩穹
[4]

等组成的地质实体，
称为火山机构 。
单个火山一次喷发形成的火山岩分布面积有

地区 1∶5 万示范填图过程中，采取“火山构造-火山

工作流程
浙江嵊州地区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新生代玄武

质火山岩大面积出露的地区之一。尽管区内火山
岩风化较强，但岩性岩相、火山机构的保存状况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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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按照将今论古的原则，对这些新生代火山机

系（接触面特征）、层面特征、各种断裂特征等，对玄

构、火山岩相、火山岩性的调查和研究是了解火山

武岩来说，尤其应注意收集各种反映岩流单元划分

活动规律、火山机构特征、火山岩相等复杂概念的

的信息，如气孔的形态、大小及面积比，各种不同类

捷径。地质填图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型的节理及各种类型的接触面，尤其是红色的氧化

（1）资料收集和预研究

面等。通过野外收集的各种素材，研究不同岩性、

系统收集、分析测区已有的地质、矿产、地球物

岩相纵横向变化、火山喷发旋回和期次，确定岩石

理、遥感等资料，通过已有资料的分析研究，初步了

组合、岩相类型及相序特征，建立古火山演化历史。

解研究区火山构造类型及特征、火山岩相、火山岩

（4）综合研究、成果报告编写与图件编制

性组合及特征。
（2）野外踏勘
在对已有资料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具代表

根据野外地质调查资料及样品分析测试结果
进行综合研究，正确划分火山构造，总结不同火山
构造的岩性、岩相类型与特征，结合岩石学、地球化

性的路线进行踏勘，掌握测区新生代火山岩岩性、

学、同位素数据探讨岩石组合、区域构造背景，恢复

岩相类型及特征；对环形或弧形遥感影像和卫星照

火山活动历史，编制火山岩相构造图、编写成果报

片做辐射状路线进行验证，特别要注意环形影像部

告。火山岩相构造图能够更加直观、客观地反映古

位的岩石与构造，如集块岩、角砾岩及玄武玢岩的

火山构造的面貌及不同类型火山构造之间的内在

分布。采集一套能够全面反映研究区火山岩岩性、

联系、空间分布格局，编制火山岩相构造图要以突

岩相特征的标本，并结合镜下鉴定对其进行综合定

出火山构造、反映火山物质来源为原则。火山构造

名，初步确定研究区火山岩分类命名方案。

按级别、类型表示，突出火山机构及火山群体，对主

（3）野外地质调查
在全面踏勘的基础上，选择研究区轮廓基本清
楚的火山机构进行岩性岩相剖面的测制。对于新
生代玄武岩来说，图像解译-野外验证的反复实践，

要的火山岩相、岩性及能够反映火山构造的特征性
环状、放射状断裂和岩脉，用醒目的图例表示。

3

嵊州 1∶5 万新生代玄武岩地质填图简介

围绕火山机构进行剖面测制、路线调查，是提高填

嵊州地区处于浙江中东部，大地构造上位于江

图效果和质量的有效方法。剖面选择应能够反映

山-绍兴断裂带南东侧，紧邻扬子陆块。区内褶皱

测区火山产物堆积层序与火山构造历史，且岩相发

构造不多，但断裂构造十分发育，以北东向、北北东

育齐全、露头良好的地段，布设穿越火山机构中心

向为主，控制测区地层的展布和白垩纪沉积盆地的

的
“十”字形剖面。

发育，北西向及东西向断裂也较发育（图 1）。陆相

由于嵊州地区新生代玄武岩大多呈水平产状，

火山岩的时代主要为白垩纪和新近纪。白垩纪大

同时由于剥蚀作用，空间上往往形成一个个的台

规模的火山活动在测区形成了一套巨厚的磨石山

地，与下伏的中生代地层之间接触关系清楚，无太

群中酸性火山岩。新近纪由于地幔上隆，导致地壳

大变化。因此，本次工作中，不采取传统的路线地

变薄而出现引张，发育嵊县组（N2s）大陆裂谷型碱

质调查方式，而是根据露头情况，采取分片调查，以

性-拉斑玄武岩组合，夹少量的玄武质火山碎屑岩

点带面的形式进行野外工作。围绕前期发现的火

及河湖相沉积，其时代主要为中新世—更新世[9-17]。

山机构，采取剖面加放射性路线追索的方式，重点

嵊州地区新生代火山岩呈北东向和北西向面状分

研究火山机构及其周边的岩性-岩相-构造变化；对

布，不整合于中生代地层之上（图 1）。区内分布一

大面积的溢流玄武岩，则采用主干路线与辅助路线

系列锥状/盾状火山，火山喷发中心（火山口）在平

相结合的方法，以火山机构为中心布置路线，考虑

面上多呈环状，分布受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控制，

到工作区新生代火山岩产状多较缓（小于 5°），应注

呈串珠状展布。在卫星照片上，火山机构中心（火

重布置穿越山顶的路线，重点对采石场、陡崖等露

山口）往往具有良好的环形影像特征，如嵊州北西

头良好区进行详细观察描述。

福泉山、飞凤山和新昌东部大尖岗、石棋盘等（图

剖面测制和路线调查应注重观察各类岩石的
颜色、结构、构造、主要斑晶组成、结晶程度、接触关

2）。其中福泉山-飞凤山盾火山最具代表性（图 3）。
福泉山-飞凤山该盾火山面积约 40km2，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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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地质简图
Fig. 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study area
1—第四系；
2—上新统嵊县组；
3—下白垩统磨石山群；
4—白垩系
永康群；
5—早白垩世正长花岗岩；
6—断层

大面积溢流相玄武岩组成，火山口位于福泉山和飞

为主，集块和角砾均为玄武岩，集块、角砾（图版

凤山，在卫星照片上清晰可见（图 2-a、b），尤以福泉

Ⅰ-a、b）之间为玄武质碎屑及黄白色橙玄玻璃充

山最明显。福泉山火山口面积约 2.3km ，相对高差

填，磨圆度较差，分选性一般，多数地段可见呈层状

约 100m，在地貌上呈向南开口的半环状（图 2-a），

产出，主体呈内斜对倾分布在火山口内侧和环状山

环的外径约 1km，内径约 200m。环状山脊由爆发相

脊处（图 5）。

2

玄武质集块角砾岩组成，具明显的内斜对倾分布特

（2）火山颈相。岩性为玄武玢岩，以富含橄榄

征、内径相对负地形主要为火山通道相玄武玢岩，

石包体或橄榄石斑晶为特征，平面上呈近圆形，剖

另见围绕火山颈相呈内斜对倾分布的火山口湖相

面上呈漏斗状产出（图 5、图版Ⅰ-c、d），构成火山口

玄武质沉集块角砾岩、含集块角砾沉凝灰岩，火山

中心的相对负地形，在福泉山火山口西侧及北西侧

口外围几乎全由溢流相玄武质熔岩组成（图 3、图 4、

亦可见少量玄武玢岩产出，与早期爆发相玄武质集

图 5）。

块角砾岩、火山口湖相玄武质沉集块角砾岩、沉凝

该火山机构内火山岩岩性复杂，根据火山活动
特征及形成环境，可划分为下列几个火山岩相。

灰岩均呈侵入接触。
（3）火山口湖相。仅见于福泉山火山锥南东

（1）爆发相。岩性为玄武质集块角砾岩、玄武

侧，岩性为一套玄武质沉集块角砾岩、玄武质沉凝

质角砾岩，环山腰分布，以棱角状、不规则团块状

灰岩、含集块沉角砾凝灰岩，围绕火山颈相玄武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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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嵊州地区新生代火山岩火山口卫星照片
Fig. 2 Satellite photos of Cenozoic crater in Shengzhou area
a—福泉山火山口；
b—飞凤山火山口；
c—石棋盘火山口；d—大尖岗火山口

图 3 福泉山-飞凤山盾火山地质图
Fig. 3 Geological map of Fuquanshan-Feifengshan shield
1—第四系；
2—第三喷发亚旋回；3—第二喷发亚旋回；
4—第一喷发亚旋回；
5—白垩纪地层；
6—爆发相集块角砾岩；
7—火山颈相玄武玢岩；8—湖湘硅藻土/泥岩；
9—河流相砂砾岩/
火山口湖相沉凝灰岩；10—溢流相玄武岩；
11—火山喷发中心（火山口）；12—剖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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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浙江省嵊州市福泉山火山口地质剖面（A-A’
）
Fig. 4 Geological section map of Fuquanshan crater in Shengzhou, Zhejiang Province（A-A’
）
1—玄武岩；
2—硅藻土；
3—玄武质集块角砾岩；4—玄武质角砾岩；
5—玄武玢岩；6—玄武质沉集
块角砾岩；7—玄武质含角砾沉凝灰岩；
8—第二喷发亚旋回沉积岩；9—第二喷发亚旋回玄武岩

岩呈内斜对倾分布（图 4），整体呈厚层产出，发育平

直柱状节理为特征，柱体大小以 0.5~1m 居多，局部

行层理、粒序层理（图版Ⅰ-e）。

可达 2m，柱体横切面多为不规则的六边形，向上柱

（4）溢流相。福泉山-飞凤山盾火山主体为大

体具变小趋势。上部气孔和杏仁体明显增多，多存

面积溢流相玄武岩，为多期次喷发形成。溢流相按

在 10~20cm 的富气孔层，以发育齿状、龟背状、平卧

岩流单元的划分，主要有 2 种类型：简单岩流单元和

柱状、放射状等不规则节理为特征，与中部带一起

复合岩流单元。一个岩流单元，其顶（上）、中、底部

形成柱状节理的
“双层结构”
（图版Ⅰ-f）。

由于冷却条件的差异，岩石构造、结构及相关物理

复合岩流单元则由多个薄而小的岩流单元叠
置构成（图版Ⅰ-g），单个岩流单元厚一般为 1~3m，

性质明显不同。
简单岩流单元，厚度一般大于 5m，底部以深灰

多呈板状、舌状、楔形。由于熔岩流较薄，在冷却过

色-灰黑色为主，气孔和杏仁体均部分发育或极少

程中气体容易逸出，故底部管状气孔十分发育（图

发育，一般发育较密集的横节理；中部以深灰色-灰

版Ⅰ-h），气孔弯曲方向指示熔岩流动方向；中部则

黑色为主，气孔和杏仁体较少，以发育近等距的垂

发育细密气孔（图版Ⅰ-i），气孔大小以 1~3mm 为

图 5 浙江省嵊州市福泉山火山口地质剖面（B-B’
）
Fig. 5 Geological section map of Fuquanshan crater in Shengzhou，
Zhejiang Province（A-A’
）
1—玄武岩；
2—硅藻土；
3—玄武质集块角砾岩；
4—玄武质角砾岩；
5—玄武玢岩；
6—第二喷发亚旋回沉积岩；
7—第二喷发亚旋回玄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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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PlateⅠ

a.爆发相玄武质集块岩；b.爆发相玄武质角砾岩；
c、d.火山颈相玄武玢岩；
e.火山口湖相玄
武质沉凝灰岩中发育的平行层理；f.溢流相简单岩流单元柱状节理的
“双层结构”；g.复
合岩流单元；
h.复合岩流单元中单个岩流单元底部管状气孔；
i.复合岩流单元中单个
岩流单元中部细密气孔；
j.复合岩流单元中单个岩流单元顶部蜂窝状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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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面积比一般大于 30%，气孔连通后多呈长条状、

根据沉积岩夹层或古风化壳，将福泉山盾火山划分

裂缝状；顶部以发育蜂窝状气孔为特征（图版Ⅰ-j），

为 3 个喷发亚旋回（图 6）。第一喷发亚旋回（N2s1）：

气孔多呈圆-椭圆形，气孔连通后多呈哑铃状、串珠

下部为河湖相砾岩、含砾粗砂岩、硅藻土，上部为一

状，气孔大小以 0.5~1.5cm 居多，面积比一般大于

个岩流单元的溢流相玄武岩。第二喷发亚旋回

40%。复合岩流单元中单个岩流单元之间的界面多

（N2s2）：下部为湖泊相硅藻土，上部为多期次喷发形

存在红色氧化面。

成的复合岩流单元的溢流相玄武岩。第三喷发亚

火山活动间歇期，在古洼地内形成一套产状近
水平的河流-湖泊相砂砾岩、含砾粗砂岩和硅藻土、
泥岩，而在地势较高处，接受风化剥蚀形成一套古
风化壳，这也是划分古火山喷发旋回的主要依据。

旋回（N2s3）：下部为砂砾岩，上部为一次喷发形成的
气孔状玄武岩。
在野外调查及室内综合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总
结了福泉山-飞凤山盾火山活动及演化历史，可归

图 6 福泉山盾火山岩性岩相柱状图
Fig. 6 Lithologic and lithofacies histogram of Fuquanshan shield
①—第一喷发亚旋回沉积岩；
②—第一喷发亚旋回玄武岩；③—第二喷发亚旋回沉积岩；④—第二
喷发亚旋简单岩流单元；
⑤—第二喷发亚旋回复合岩流单元；
⑥—第三喷发亚旋回沉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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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为以下几个阶段。

2017 年

示了火山机构的中心；在外围，根据沉积间断、古风

（1）自晚白垩世以来，
中国东南沿海构造机制以拉

化壳及岩性岩相变化合理划分火山喷发旋回，进而

张为主，
在嵊州一带，
早期沉积一套厚3~5m的河流相

恢复古火山活动历史是工作的重点。针对不同区

砾岩（图6-①）、
含砾粗砂岩，
随着拉张作用加剧，
河流

域、不同时代的火山岩，在地质调查过程中调查内

向湖泊转变，
沉积一套厚20~30m的湖泊相硅藻土。

容应有所偏重。

（2）在中新世时期，由于拉张作用的持续，沿着
深大断裂，玄武质岩浆上涌，并小规模地喷发形成
了一套厚约 10m 的溢流相玄武岩（图 6-②）。之后
进入火山活动间歇期，沉积一套厚 20~30m 的湖泊
相硅藻土（图 6-③）。
（3）在小规模的溢流发生之后，在福泉山和飞
凤山 2 处，强烈的爆发作用所形成的火山碎屑岩呈
锥状堆积。
（4）爆发作用之后，福泉山-飞凤山盾火山经历
了 5 次溢流式喷发，早期火山活动较强，形成了一套
厚 15~20m 的简单岩流单元玄武岩，以发育双层柱
状节理为特征（图 6-④）。晚期 4 次连续喷发的火
山活动较弱，形成了 4 个由薄层熔岩流堆积形成的
复合岩流单元的气孔状玄武岩（单个熔岩流厚一般
为 1~3m，
图 6-⑤）。
（5）此次喷发后，火山活动再次进入间歇期，沉
积了一套河流相砂砾岩（图 6-⑥），并在火山口一带
沉积了一套火山口湖相玄武质沉集块角砾岩、玄武
质含角砾沉凝灰岩。
（6）福泉山-飞凤山盾火山后第三次喷发活动
较弱，形成一套薄层的气孔状玄武岩，现多风化为
红色粘土。
（7）由于岩浆房排空，福泉山火山口内发生塌
陷作用，火山口湖相玄武质沉集块角砾岩、玄武质
含角砾沉凝灰岩呈内斜对倾分布，最晚一期的火山
活动沿火山通道侵入形成火山颈相玄武玢岩。

4

结

语

（1）嵊州地区的 1∶5 万火山岩区填图工作表明，
“火山构造-火山岩相-火山岩性”
三位一体填图方法
对产状大多近水平的新生代玄武岩地区也同样适用，
且成效显著。
（2）遥感技术及新的影像图是火山岩区填图的
关键，图像解译-野外验证的反复实践，是提高填图
效果和质量的有效方法。
（3）在大面积新生代玄武岩区，特殊的地貌、爆
发相的集块角砾岩及火山颈相的玄武玢岩往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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