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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藏南工布江达县松多地区温木朗沟发现了一套蛇绿岩，命名为温木朗蛇绿岩。温木朗蛇绿岩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中冈
底斯板块和南冈底斯板块的交界处。通过详细的野外地质调查和室内岩相学研究，温木朗蛇绿岩露头呈南北向分布，岩石端
元包括蛇纹岩、超基性堆晶杂岩、变质辉长岩、变质玄武岩、绿片岩，各端元主要呈断层接触，变形变质较强；在蛇纹岩和变质玄
武岩中均发现了花岗质片麻岩，在接触界线处存在冷凝边和烘烤边现象，推测其原岩为斜长花岗岩。温木朗蛇绿岩各端元出
露相对齐全，
是古特提斯洋壳残留的直接证据，
对研究青藏高原古特提斯洋演化及冈底斯板块中部构造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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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hiolite was fou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Wenmulang of Songduo area, Ganbo’gyamda County, southern Tibet. The ophi⁃
olite is located between the Middle Gangdise plate and the southern Gangdise plate. According to the detailed field geological explora⁃
tion and indoor petrographic identification, the authors found that the outcrop is distributed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consists of ser⁃
pentine, ultramafic cumulate complex, metamorphic gabbro, metamorphic basalt and green schist, with fault contact between them.
They have experienced deformation and metamorphism. In the metamorphic peridotite and metamorphic basalt, the authors found
invasion of plagioclase granite veins, exhibiting chilled border and baking border near the boundary. 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 origi⁃
nal rock was plagioclase granite. The ophiolite endmember is outcropped relatively completely, which serves as direct evidence for Pa⁃
leo-Tethys oceanic crust residual and is also important for studying the tectonic evolution of Middle Gangdise plate.
Key words: Tibetan Plateau; Gangdise plate; ophiolite; tectonic significance

2006 年，杨经绥等 [1-3] 在青藏高原冈底斯板块

应将其分为北冈底斯、中冈底斯和南冈底斯 3 个微

中东部发现了金红石榴辉岩、石英榴辉岩和多硅

陆块，并从火山岩等方面给出了相关的依据。因

白云母榴辉岩，认为冈底斯板块中的榴辉岩带可

此，松多地区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众所

能是中国境内又一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2007

周知，蛇绿岩是大洋扩张脊的产物在板块缝合带

年，朱弟成等

[4-7]

提出冈底斯板块并非完整的一块，

中的残留，是缝合带的直接标志 [8-10] 。然而，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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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多地区仅发现了超基性岩的存在，并未发现
完整的蛇绿岩剖面。那么，松多地区除榴辉岩带
外，是否存在代表古特提斯洋盆的蛇绿岩套，成

1

2077

区域地质概况
温木朗沟位于西藏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加兴

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次发现的温木朗蛇绿岩，

乡松多检查站东南 7km 处，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中

确定了冈底斯板块内部确实曾经存在一条古特

冈底斯板块和南冈底斯板块的交界处，米拉山构

提斯洋的洋壳残留。温木朗蛇绿岩的发现，为古

造带附近（图 1-a）。研究区北部为松多高压变质

特提斯洋的演化过程提供了更详细的证据，对冈

带，岩石类型包括白云母石英片岩、榴闪岩和斜长

底斯板块内部构造的重新认识具有重要的构造

角闪岩 [11-12]；研究区出露的地层为石炭系—二叠系

意义。

松多岩组，岩石类型包括片理化变质石英砂岩和白

图 1 青藏高原大地构造简图（a）及温木朗蛇绿岩地质简图（b）
Fig. 1 Sketch map of the Tibetan Plateau（a）and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Wenmulang ophiolite（b）
SNMZ—狮泉河-纳木错蛇绿混杂岩带；LMF—洛巴堆-米拉山断裂带；
YZSZ—印度河-雅鲁藏布缝合带；
STDS—藏南拆离系；
1—主干断层；2—片理化；3—断层；
4—剖面线；5—样品年龄；
Oph1—蛇纹岩；
Oph2—
堆晶岩；
Oph3—变质辉长岩；Oph4—变质玄武岩和绿片岩；CPs3—石炭系-二叠系松多岩组三段变质砂岩
石英岩；
K1γδ—早白垩世花岗闪长岩侵入体；
HP—高压变质带、白片岩带；
ecl—榴辉岩

2078

地 质 通 报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 年

云母石英片岩，均遭受了低绿片岩相的变质作用改

较广泛，出露宽度约为 40m，受断层影响多呈碎块

造；研究区岩石发生明显片理化、糜棱岩化，断裂构

状产出；堆晶辉长岩出露宽度约为 10m，仅零星可

造、剪切节理发育，主干断裂以东西向为主，并被早

见明显的堆晶结构。变质辉长岩（图版Ⅰ-d）出露

白垩世花岗闪长岩侵入。本次发现的蛇绿岩侵入

宽度约为 100m，出露岩墙总数较多，岩墙宽度不

于温木朗沟中部，主体呈南北向分布，出露面积大

等，与堆晶岩和变质玄武岩均呈断层关系接触。

约 2km ，岩石组合从北至南依次为蛇纹岩，超镁铁

变质玄武岩（图版Ⅰ-e）出露于剖面的最南端，出

[13-16]

露宽度约 70m，主体为块状构造，与围岩接触部分

2

质堆晶杂岩，变质辉长岩、变质玄武岩和绿片岩
（图 1-b）。

2

可见片理构造。变质玄武岩与变质辉长岩和岔萨
岗岩组均呈断层接触关系。绿片岩（图版Ⅰ-f）出

蛇绿岩剖面特征及野外产状

露面积最广泛，为粒状鳞片变晶结构，片理构造，

温木朗蛇绿岩是松多地区出露单元齐全的一套

变形变质十分明显，与蛇纹石化橄榄岩和变质玄

蛇绿岩。端元较齐全，
有蛇纹岩、
超镁铁质堆晶岩、
变

武岩之间为断层接触。

质辉长岩、
变质玄武岩和绿片岩。蛇纹岩和变质玄武

3

岩中有规模不等的斜长花岗岩侵入体。温木朗蛇绿
岩主体呈片状产出，
均呈断层接触（图2）。

3.1

蛇绿岩岩石学特征
蛇纹岩

蛇纹岩（图版Ⅰ-a）主要呈块状产出，出露面积

蛇纹岩（图版Ⅱ-a）风化面为青黑色，新鲜面为

较大，出露宽度在 200m 左右，受断层作用影响，蛇

黑褐色，变形变质较严重，主要矿物成分为蚀变的

纹岩上擦痕、镜面现象十分明显，与围岩接触部分

蛇纹石和不透明矿物，橄榄石基本上全部蚀变为蛇

发生强烈片理化，由北至南片理化程度逐渐变弱

纹石，未见残留的辉石和橄榄石斑晶。蛇纹石主要

至消失。花岗片麻岩（图版Ⅰ-b）产出于蛇纹岩和

呈纤维状集合体，少数呈放射状，在单偏光镜下呈

变质玄武岩中，主要呈岩脉产出，具鳞片粒状变晶

现浅黄色色调，多色性不明显。正低突起，干涉色

结构，片麻状构造。蛇纹岩中的花岗片麻岩宽度

为一级灰白，无异常干涉色。因其颜色较深，含铁

在 3m 左 右 ，延 伸 约 10m，与 蛇 纹 岩 呈 侵 入 接 触 。

量较高，故初步判断该蛇纹石由橄榄石和辉石蚀变

变质玄武岩中的花岗片麻岩宽约 1m，延伸约 3m，

而成。不透明矿物为磁铁矿，呈粒状、絮状，粒径

与变质玄武岩呈侵入接触关系，二者接触部位可

0.02~0.2mm 不等。

见冷凝边与烘烤边。根据其与蛇纹岩和变质玄武

3.2

岩的接触关系，其原岩极有可能为斜长花岗岩。

超镁铁质堆晶岩
超镁铁质堆晶岩（图版Ⅱ-b）风化面为灰黑色，

超镁铁质堆晶杂岩主要包括超镁铁质堆晶岩和堆

新鲜面为青灰色，可见明显的黑白相间的堆晶结

晶辉长岩，其中超镁铁质堆晶岩（图版Ⅰ-c）分布

构，暗色矿物含量较多，构成较厚的暗色条带，其间

图 2 藏南松多地区温木朗蛇绿岩剖面
Fig. 2 Geological section of Wenmulang ophiolite in Songduo area, souther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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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PlateⅠ

a.蛇纹岩野外露头照片；
b.蛇纹岩中花岗片麻岩侵入体；c.超镁铁质堆晶岩矿物条带；
d.变质辉长岩野外露头照片；
e.变质玄武岩与花岗片麻岩界线；
f.绿片岩野外露头照片

夹有较薄的浅色矿物条带，块状构造，矿物成分主

严重，基本不可见原来的聚片双晶结构，几乎全部

要为角闪石、黝帘石和少量不透明矿物，因变质程

蚀变为黝帘石，呈细小的粒状几何体，中高突起，主

度较高，辉石几乎全部变质为角闪石，角闪石呈半

体为一级灰白干涉色，部分区域可见深蓝异常干涉

自形柱状，宽 0.1~0.3mm，长 0.1~0.5mm，因含铁量

色。堆晶辉长岩风化面为青灰色，新鲜面为灰白

较高，在单偏光镜下呈黄绿色，多色性和吸收性很

色，偶尔可见由暗色矿物层和浅色矿物层构成的堆

明显，正中突起，干涉色二级黄左右。斜长石蚀变

晶结构，块状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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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Ⅱ PlateⅡ

a.蛇纹岩镜下照片；
b.超镁铁质堆晶岩镜下照片；
c.变质辉长岩镜下照片；
d.变质玄武岩镜下照片；
e.绿片岩镜下照片；f.花岗片麻岩镜下照片。Ctl—蛇纹石；
Zo—黝帘石；Hbl—角闪石；
Px—辉石；
Clc—绿泥石；Act—阳起石；Qtz—石英；
Ser—绢云母

3.3

变质辉长岩

光镜下呈黄褐色，宽 0.1~0.3mm，长 0.2~0.8mm，正

变质辉长岩（图版Ⅱ-c）风化面为灰黑色，新鲜

交偏光镜下呈二级黄干涉色，多色性明显，其中含

面为黑绿色，变余结构，块状构造，矿物成分主要为

有少量呈二级紫红干涉色的团块状辉石残留。黝

角闪石、黝帘石和少量斜长石。变形变质明显，辉

帘石由斜长石蚀变而来，正高突起，大部干涉色呈

石几部全部蚀变为角闪石，呈半自形长柱状，单偏

一级灰白，部分区域可见蓝紫色异常干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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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质玄武岩

2081

松多温木朗蛇绿岩的发现，
拓宽了古特提斯洋的

变质玄武岩（图版Ⅱ-d）风化面为灰黑色，新鲜

范围，
证明在中冈底斯和南冈底斯之间，
确实存在古

面为黑色，出露宽度较小，变形变质程度较高，变余

特提斯洋的分支，
为古特提斯洋的演化提供了新的资

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角闪石、黝帘石和

料，
也为古特提斯洋最终闭合的时间提供了依据。

绿泥石，辉石和斜长石几乎全部蚀变，角闪石多色

致谢：
成文过程中得到吉林大学西藏科研队范建

性明显，呈半自形长柱状，弱定向，在部分角闪石斑

军、
张天羽、
董宇超、
王伟、
刘金恒、
罗安波同学的帮助，

晶中可见绿泥石，长柱状，干涉色呈二级蓝绿。黝

并得到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学研究院实验室苏犁

帘石单偏光镜下为无色，正交偏光镜下为一级灰白

研究员、
张红雨博士的帮助，
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干涉色，
粒径大小约 0.05mm，正突起。
3.5

绿片岩（原岩为玄武岩）
绿片岩（图版Ⅱ-e）呈墨绿色，为粒状鳞片变晶

结构，
片理构造十分发育，
主要矿物成分为绿泥石、
阳
起石和石英。绿泥石呈纤维状几何体，
在单偏光镜下
可见淡绿色-亮黄多色性，正低突起，可见明显的靛
蓝异常干涉色。阳起石在单偏光镜下呈浅绿色，
多色
性不明显，正中突起，干涉色在一级顶部到二级中
部。石英在单偏光镜下为无色，
正交偏光镜下呈现波
形消光。受米拉山断裂带的影响，
绿片岩片理化非常
明显，
破碎严重，
薄片中的绿泥石和石英颗粒出现拉
长变形现象，
定向排列。在野外绿片岩可见非常普遍
的褶皱变形现象，
部分地区还可见石英脉被拉长变形
及构造作用形成的剪切节理和糜棱岩化现象。
3.6

花岗片麻岩（斜长花岗岩）
花岗片麻岩（图版Ⅱ-f）风化面为土黄色，新鲜

面为青灰色，变形变质强烈，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
和绢云母。石英主要为粒状，少数被拉长呈纤维
状，单偏光镜下为无色，正交偏光镜下为一级灰白
干涉色。绢云母为细小的鳞片状集合体，由于晶体
薄而细小，
干涉色主要为一级白-一级黄红。

4

地质意义
蛇绿岩作为大洋扩张脊产物在板块缝合带中的残

留，
通常被视为古洋壳或其构造单元的残片被保存在
造山带中。因此，
蛇绿岩的各端元基本可与大洋岩石
圈的各个圈层对应，
温木朗蛇绿岩套各端元出露相对
齐全，
可以作为古特提斯洋洋壳存在的直接证据。
松多榴辉岩的发现及相关研究，
可以证明松多地
区可能存在一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17-18]。但是松多
地区是否存在一条古特提斯洋消亡而形成的缝合带，
一直缺少较完整的蛇绿岩剖面为其提供确切的依
据。温木朗蛇绿岩剖面的发现，
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
题，
为该条缝合带的存在提供了依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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