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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滇中地区中元古界“昆阳群”的地层层序是长期争议的重大基础地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质调查工作的部署及
勘查效果，也制约着滇中地区前寒武纪地质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云南省地质调查院在进行《云南省区域地质志》
（第二版、
修编）、1∶5 万二街等 4 幅区域调查子项目工作中，在前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野外地质调查及锆石同位素年代学研
究，在滇中地区早前寒武纪地层层序及时代、重大地质事件记录、早期生命与环境协同演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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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atigraphic sequence of Mesoproterozoic“Kunyang Group”in central Yunnan Province is an important basic g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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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朱庭祜将广泛出露于玉溪、晋宁、昆阳

成果资料，将出露于东川地区的因民组、落雪组、黑

一带的浅变质地层称为昆阳层，划归寒武系 ；1942

山组（即区域上所称的鹅头厂组）、青龙山组（即区

年，德国人米士（Misch）将晋宁地区下震旦统“澄江

域上所称的绿汁江组）4 个组级岩石地层单元称为

砂岩”与下伏浅变质地层之间的区域性角度不整合

“东川群”；而将主要出露于昆阳—玉溪一带的黄草

命名为“晋宁运动”，并将该套浅变质地层命名为昆

岭组、黑山头组、大龙口组、美党组 4 个组级岩石地

[1]

[2]

阳系，划归下震旦纪 ，并沿用至今。1944 年，许杰、

层单元称为“昆阳群”，二者均属中元古代；认为它

邓玉书等将东川、会泽一带的浅变质地层称为昆阳

们之间不存在上、下叠置关系，而属横向关系。笔

系，自下而上划分为：绿墩板岩、姑庄板岩、因民紫

者认为，该认识基本上符合滇中地区的地质事实，

色层、落雪灰岩、桃园板岩、黑山灰岩、大风口页岩

但对于东川地区被因民组不整合覆盖的数千米厚

7 套地层 ；1959 年，花友仁将这套浅变质地层划

的地层（即许杰所称绿墩板岩、姑庄板岩）的归属，

归“前震旦系”，并细分为“上元古代落因系——包

尹福光等[8]并未提出具体的意见。

[1]

括因民层、落雪白云岩、黑山板岩”、
“下元古代东川

本次工作通过详细的野外地质调查，依据地层

系——包括龙头山石英岩、姑庄系”，二者为不整合

之间的叠覆关系、同位素年代学资料、锆石形貌特

[3]

接触 。1962 年，
“ 全国地层委员会”决定改称前震
[2]

旦系“昆阳群” 。至此，
“ 昆阳群”这一岩石地层名
称术语在云南省地质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征的综合研究，证实了滇中地区真正的中元古界
“东川群”、
“昆阳群”的出露范围较局限；很多地区，
甚至命名剖面实际上属中太古界—古元古界，而非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云南省 1∶20 万区域

以往认为的中元古界。这些地层的岩石总体上变

地质矿产调查工作的系统开展，对滇中地区出露的

质程度都较低，残余的沉积构造、古生物化石清晰

前震旦系浅变质地层进行了更系统的研究，云南省

可 辨 。 但 许 多 地 区 由 于 受 1.75~1.65Ga、1.00~

地矿局、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一些科研院所、大专院

0.85Ma、0.80~0.75Ga 等多期构造热事件的影响较强

校对“昆阳群”的形成时代、划分方案、沉积环境、含

烈，不易获得老于 1.80Ga 的锆石 U-Pb 谐和年龄值，

矿性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专著、专

多数样品中锆石颗粒都有不同程度的铅丢失，许多

辑、论文等。普遍的共识是“昆阳群”由 8 个组级岩

火山岩、侵入岩的成岩年龄是由上交点年龄或上交

石地层单位组成，即黄草岭组、黑山头组、大龙口

点+谐和年龄确定的。

组、美党组（简称下亚群）、因民组、落雪组、鹅头厂

1

组、绿汁江组（简称上亚群），时代均归属中元古代，

主要新认识及新进展

这也是多数研究者认同的“正八组”的观点 [3-6]。但

前人在东川拖布卡—小溜口—麻地、武定迤纳

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上亚群”应属下层位，
“ 下亚

厂、新平戛洒、元江撮科等地曾获得过一些新太古

[2-7]

。而“上

代—古元古代的年龄信息[4-5,7,9]，但由于资料零星或

亚群”、
“ 下亚群”均被新元古界青白口系微角度不

难以解释，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或简单地解释为

整合覆盖，东川地区的“昆阳群”上覆地层被称为大

捕获的古老锆石。本次通过对前人资料的综合分

营盘组，即许杰等所称的“大风口页岩”；玉溪—昆

析研究及大量的野外地质调查，查明了多套地层的

群”应属上层位，即所谓“倒八组”的观点

[2]

阳地区的“昆阳群”上覆地层被称为柳坝塘组 。总
之，对于“昆阳群”的顶界有较统一的认识，而其底

接触关系，并在一些关键地区的火山岩及侵入岩中
获得了 3.08~1.84Ga 的 LA-ICP-MS 锆石 U-Pb 年

界及层序是长期争议的问题。

龄，结合地层叠置关系、锆石形貌特点分析，得出 3

由于“昆阳群”中赋存丰富的铁、铜、稀土等矿
产资源，一直是基础地质、矿产地质工作者重点研
究的对象。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地质问题本
身的复杂性，仍然有大量的问题存在争议，最集中
的体现就是有关“昆阳群”层序的认识，即所谓“正
八组”与
“倒八组”的争论。
[8]

尹福光等 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

点基本认识：①东川地区的中元古界东川群因民组
不整合于一套形成于 2.35~1.85Ga 的火山-沉积岩
系之上，并非昆阳群的黄草岭组-美党组，即“正八

组”的观点不成立；②滇中地区最古老的火山-沉积

岩系形成于 3.08Ga 之前，主要出露于东川播卡、武
定迤纳厂—易门绿汁江、元江曼林—青龙厂一带，
由于其沉积韵律特征与东川汤丹地区的因民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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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在缺少年代学依据的情况下，以往的研究者几

洼垤组、亮山组、永靖哨组、西山村组、杉木箐组 6 个

乎毫无例外地将该套地层对比为中元古界东川群

组级岩石地层单元，各组之间均为整合接触。由于

因民组或迤纳厂组；③滇中地区最古老的基性岩浆

侵入活动时间为 2.54~2.50Ga，出露于东川大梁子、
新平戛洒等地，最古老的花岗质岩浆的侵入活动时
间为 2.40~2.35Ga，出露于元江撮科、易门铜厂等地。

多期构造-热事件的改造，难以找到 6 个组连续出露
的剖面，在一些地段甚至出现大套的倒转地层。
朱华平等 [26- 27] 所称的“汤丹群”，经 1∶5 万白雾
街、汤丹等 4 幅区调子项目 ① 工作证实，应属中元

在上述 3 点基本认识的基础上，结合查明的地

古 界 昆 阳 群 ，其 中 的 洒 海 沟 组 、望 厂 组 、菜 园 湾

层序列及其叠覆关系、锆石 U-Pb 同位素年龄，本文

组、平顶山组完全可与玉溪—晋宁地区的黄草岭

在滇中地区初步建立了古元古界易门群、新太古界

组、黑山头组、大龙口组、美党组进行逐一对比。

普渡河群、中太古界元江群 3 个群级地层单位，并进

但 他 们 在 东 川 牛场坪一带厘定的“望厂组”[26-27] 并

一步划分为 15 个组级岩石地层单元（图 1）。考虑到

不能与汤丹地区的“望厂组”进行对比，而是本文所

地质科学研究的继承性、延续性，同时向老一辈“昆

称的古元古界易门群罗洼垤组。牛场坪地区的地

阳群”研究者致敬，组级岩石地层单位的命名剖面

层层序、岩性组合、火山岩锆石年龄等与东川小江

尽量沿用前人的资料，仅对其时代、分组界线、地质

西岸、易门铜厂、元江撮科等地基本上可以进行

意义等进行必要的修订。它们与侵入其中的花岗

对比。

岩、辉长辉绿岩等共同记录了 3.10~1.84Ga 期间约

阿不都组、
罗洼垤组的命名剖面在元江县撮科一

1.30Ga 的地球早期演化历史。许多重大地质事件

带，
由1∶5万青龙厂幅区调项目实测，
当时分别对比为

的记录具有洲际对比意义，如中太古代早期板块构

大红山群老厂河组、昆阳群黄草岭组②。本次工作对

造体制的启动、古元古代早期休伦冰期事件

[12-14]

、古

撮科地区阿不都组近底部的火山岩、罗洼垤组中的

元古代 Lomagundi 事件碳酸盐岩中碳同位素的正漂

火山岩进行了锆石同位素年代学研究，分别获得了

移、Lomagundi 事 件 结 束 后 的 缺 氧 富 硒 沉 积 [16- 27]

2.35Ga、2.29~2.24Ga 的 LA-ICP-MS 锆石 U-Pb 年

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 3 个群级岩石地层单

龄，并确定了阿不都组变质砂岩与下伏新太古界普

位中，地球早期生命与环境的协同演化记录十分

渡河群龙头山组顶部变质基性火山岩（2.45Ga）的不

丰富，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不可多得的“古生物开

整合关系。1∶5 万二街、易门等 4 幅区调项目在易门

放 实 验 室 ”，如 中 太 古 代 晚 期（约 2.83Ga）群 居原

地区的罗洼垤组火山岩中也获 2.29~2.18Ga 的 LA-

核生物——蓝绿藻大爆发的记录、古元古代中期

ICP-MS 锆石 U-Pb 年龄③。朱华平等[26-27]在东川牛

（约 2.10Ga）最早的真核简单多细胞生物的出现[13-25]

场 坪 一 带 的 罗 洼 垤 组 中 也 获 得 了 2.30~2.29Ga 的

等；从目前所获资料分析，在普渡河群中很可能找

LA-ICP-MS 锆石 U-Pb 年龄。这也是滇中地区分

到最早的真核单细胞生物出现的记录。

布最广的一期火山喷发活动，但同位素年龄都是在

本文主要对新建立的古元古界易门群、新太古

中酸性凝灰岩中获得的，在其中的变玄武岩夹层中

界普渡河群、中太古界元江群的地层层序、岩性组

尚未获得较可靠的年龄值。东川矿区该套火山岩

合特征及横向变化，以及记录的重大地质事件等进

被称为
“小溜口组”，
并获 2324Ma 的同位素年龄[9]。

行初步介绍，一些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许多研

亮山组、永靖哨组、西山村组由 1∶5 万二街等 4

究工作也正在紧张进行中，详细的研究成果将在今

幅区调子项目命名 ③ ，命名剖面位于易门县铜厂乡

后陆续发表。

一带的乡间公路上。露头较连续、接触关系清晰，

1.1

古元古界易门群及其记录的地质事件

整合于罗洼垤组之上，并被杉木箐组（1.97~1.84Ga）

易门群在滇中地区分布较广泛，是本次工作中

整合覆盖。因此，这 3 个组级岩石地层单元的年代

综合了元江撮科、易门铜厂、东川牛场坪、东川小江
西岸的地质资料新建立的岩石地层单位；主体上相
[1]

应为 2.18~1.97Ga。
杉木箐组的命名剖面位于东川小江西岸的杉

当于许杰所称的“姑庄板岩”及“绿墩板岩” ，但作

木箐一带，其整合覆于西山村组黑色板岩之上，被

了进一步的细化，并补充了元江撮科、易门铜厂等

中元古界东川群因民组紫色层不整合覆盖，相当于

地的新资料。易门群自下而上划分为阿不都组、罗

许杰所称的“姑庄板岩”。其中的凝灰岩中获 3 组锆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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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滇中地区早前寒武纪地层格架
Fig. 1 Early Pre-Cambrian stratigraphic framework in central Yunnan Province
1—冰碛杂砾岩/砂岩；
2—石英砂岩/铁质砂岩；
3—白云质砂岩/粉砂岩；
4—砂质板岩/粉砂质板岩；
5—粉砂质硅质岩/泥
质板岩；6—锰质板岩/磁铁矿板岩；7—炭质板岩/富硒板岩；8—黄铁矿板岩/钙质板岩；9—枕状玄武岩/杏仁状玄武岩；
10—玄武质凝灰岩/英安岩；
11—英安质凝灰岩/凝灰质粉砂岩；
12—凝灰质硅质岩/凝灰质板岩；
13—白云岩/含铜白云
岩；
14—泥质白云岩/硅质白云岩；
15—灰岩/灰质滑塌角砾岩；
16—砂质灰岩/泥质灰岩；17—花岗岩/闪长岩；
18—辉长辉绿岩/辉石岩；19—组间相变线；
20—组内相变线；
21—同位素采样位置及年龄

石 U-Pb 年龄：2.44Ga、1.86Ga、1.65Ga，结合锆石形

综上所述，易门群不整合覆盖于新太古界普渡

貌特征分析，第一组为捕获的基性岩类的锆石（环

河群龙头山组之上，被中元古界东川群因民组不整

带较宽），第二组为酸性岩类的岩浆锆石（环带细

合覆盖，其中火山岩的同位素年龄介于 2.35~1.84Ga

密），第三组为后期构造热事件的记录。杉木箐组

之间，属古元古界。

在易门地区也大面积出露，但其上缺少更新的地层

东川、易门、武定地区的阿不都组以一套分选

覆盖；1∶5 万二街等 4 幅区域调查子项目获得 LA-

性很差的杂砾岩为主，向上夹紫红色、灰色泥质板

③

ICP-MS 锆石 U-Pb 年龄 1.97Ga、1.86Ga、1.84Ga 。

岩、硅质白云岩等，大部分砾石分选性、磨圆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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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差，部分砾石具有“羊背石”、
“熨斗石”的特点，少部

永靖哨组在永靖哨剖面上以薄-中层状结晶灰

分砾石具有流水搬运、磨圆的特点，部分地段发育

岩、条纹状泥质泥晶灰岩为主，局部发育中厚层状

隐层理。元江撮科地区的阿不都组以一套结构成

灰 岩 、滑 塌 灰 质 角 砾 岩 等 ，其 δ13C=0.78‰ ~4.95‰

熟度、成分成熟度均较低的砂岩、长石石英砂岩为

（V-PDB），应属 Lomagundi 事件中碳酸盐岩碳同位

主，发育大型单向斜层理，近底部见一层厚约 2m 的

素的正漂移事件记录 [14-25]。该组在区域上厚度、岩

硅质白云岩透镜体，往上约 200m 见一层厚 1~3m 的

性变化都较大，总体上表现为半深水环境的碳酸盐

安山岩、安山质凝灰岩（约 2.35Ga）。结合北美休伦

建隆特征，以易门永靖哨、东川新店房、因民面山等

[10]

冰期的时限 分析，易门群阿不都组应属“休伦冰

地发育较好，厚度较大、碳酸盐岩较纯，多数地段为

期”事件的沉积记录（包括冰蹟杂砾岩、冰河砂岩、

钙质板岩与泥灰岩、泥质泥晶灰岩的互层。元江撮

冰湖页岩等）。本次研究认为，前人资料中的大部

科地区未见永靖哨组出露，东川小江西岸的永靖哨

分所谓“沉积型因民角砾岩”实际上属本文所称的

组也有沿走向尖灭的现象。永靖哨组中也发现了

阿不都组冰碛杂砾岩。但在一些断裂带中、基性侵

一些高度炭化的古生物化石，在扫描电镜背散射图

入岩周围也确实存在由下伏地层岩石破碎而成的

片上，生物细胞结构清晰可辨。

“构造角砾岩”、
“隐爆角砾岩”等。

西山村组以深灰色-黑色板岩、炭泥质板岩为

元江罗洼垤一带的罗洼垤组以一套中酸性凝

主，夹少量薄-中层状的砂岩、粉砂岩，部分地段形

灰岩、沉凝灰岩为主，夹少量英安岩，陆源碎屑沉积

成毫米-厘米级的韵律构造。岩石普遍富硒，基岩

物较少；易门、东川地区的罗洼垤组为中酸性凝灰

中 Se 含量最高达 136×10-6，接近独立硒矿床的工业

岩、沉凝灰岩夹硅质白云岩、叠层石白云岩、深灰色

品位，是易门地区大面积富硒土壤的母岩，应属大

泥质板岩、含锰质板岩、凝灰质粉砂岩等，局部形成

氧化事件结束后，全球富氧大气崩溃，大气-海洋系

黑、白相间的条带状构造，可见底模构造、粒序层

统再次转为还原环境的记录[25]。

理、沉积赤铁矿条纹等，具有远源火山碎屑浊积岩-

杉木箐组的岩性组合较稳定，为一套厚度较大

等深流沉积的特点。总体看，由南往北火山岩逐渐

的灰白色中酸性凝灰岩、凝灰质板岩、沉凝灰岩夹

减少，陆源碎屑岩、白云岩逐渐增多，但火山岩的

硅泥质板岩、泥质板岩及薄层状的细-粉砂岩；应属

LA-ICP-MS 锆石 U-Pb 年龄基本一致，总体上为

Columbia 超大陆事件的火山-沉积作用记录。细-

2.30~2.18Ga。

粉砂岩中也发育有层系厚度薄、收敛角很低、延伸

亮山组以灰色、深灰色泥质板岩、粉砂质泥质

较远的单向斜层理，具有等深流的沉积特征。

板岩为主，夹少量薄-中层状细砂岩、粉砂岩、凝灰

综上所述，滇中地区的古元古界易门群记录了

质粉砂岩，部分地段发育层系厚度薄、收敛角度小、

地球上最早的全球性冰期事件——
“休伦冰期”事

延伸较远的单向斜层理，具有等深流的沉积特征。

件、最早的简单多细胞生物的出现、Lomagundi 事件

易门县亮山—铜厂一带赋存有大量竹节状、球粒

中碳同位素的正漂移、富氧大气崩溃后的缺氧富硒

状、豆粒状、圆盘状的宏体古生物化石，微体丝状化

沉积、Columbia 超大陆事件等一系列地球发展演化

石（绿藻）、超微红藻化石（朱士兴研究员鉴定）；竹

早期的重大地质事件[10,13-25]。

节状化石也与现代海洋中的红藻十分相似。总之，

1.2

新太古界普渡河群及其记录的地质事件

这是一个结构较简单的多细胞生物群落；通过化石

新太古界普渡河群也是本次工作新建的岩石

赋存地层中凝灰岩、凝灰质粉砂岩的锆石 U-Pb 同

地层单位，主要分布于普渡河河口、东川蒋家沟、禄

位素测试，确定了这一生物群落生存时代为 2.18~

丰朱家坝、禄劝—易门地区、元江撮科地区；巧家县

2.05Ga；与北美地区发现的卷曲藻（Grypania）、加蓬

以北的金沙江河谷、石屏热水塘一带也有少量出

Franceville 地区发现的大型群体多细胞生物时代

[13]

露。1∶5 万禄丰县幅中将该套地层命名为上元古界

相当，是古元古代为数不多的几个多细胞生物化石

清水沟组，置于美党组之上 ④ ；1∶5 万洼垤街幅将石

产地之一。刘伟等（2018，面告）最近在四川通安地

屏热水塘地区的普渡河群划分为中元古界车家城

区的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竹

组（白云岩-泥灰岩组合）、热水塘组（板岩-千枚岩

节状宏体古生物化石。

组合），
置于黄草岭组之下⑤。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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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普渡河群自下而上划分为茂麓组、龙头

49 层为平行不整合接触。本次工作认为这是一次

山组、麻地组 3 个组级岩石地层单位，三者之间均为

火山活动导致的局部现象，不具有普遍性。鉴于

整合接触关系。命名剖面为东川小黑箐-普渡河剖

此，本文将 30~52 层的火山-沉积岩系合并，称为龙

面，位于普渡河与金沙江的交汇地区，由西南有色

头山组。

地质勘探公司 314 队陈天佑等（1985）测制[2]。

本文将小黑箐-普渡河剖面的 53~67 层 [2] 命名

以往的研究者对东川矿区内南北向茂麓断裂

带的认识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①茂麓断裂带

为麻地组，即东川矿区地质资料所称的麻地组老尖
山段、岩洞段。下部为灰白色薄层状大理岩化灰

是小断裂，未造成大的地层缺失，并将西侧的麻地

岩、绢云母大理岩夹灰白色钙质石英砂岩，产薄壁

组碳酸盐岩、小河口组（本文称龙头山组）砂岩及下

姗查尔叠层石；上部为灰白色-肉红色白云岩、圆柱

伏的灰黑色千枚岩、千枚状板岩叠置于青白口系大

状-圆锥状叠层石白云岩。总体上为浅海-潮坪环

营盘组之上 ，这也是大多数研究者的意见；②但也
[2]

境的沉积。在命名剖面上，麻地组被震旦系灯影组

有部分研究者认为，茂麓断裂带是一条规模较大的

不整合覆盖；元江撮科地区可见龙头山组顶部的火

断裂，其两侧黑色板岩分属不同的地层系统。本次

山岩被古元古界易门群阿不都组不整合覆盖。

工作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及锆石同位素分析，认为第

在缺少同位素年代学资料的情况下，以往的部

二种观点更符合客观实际。实际上，茂麓断裂带

分研究者将普渡河群对比为中元古界昆阳群黄草

东、西两侧的黑色板岩除宏观上颜色相似外，在变

岭组、黑山头组、大龙口组，也是导致滇中地区前寒

质程度、物质成分、含矿性等方面均有显著的差异。

武纪地层对比混乱的原因之一。

本文将陈天佑等测制的小黑箐-普渡河剖面的

茂麓组中缺乏火山岩、火山碎屑岩，本次工作

16~29 层 命名为茂麓组，2~15 层归属青白口系大营

也未获年代学资料。东川龙头山—麻地一带的龙

盘组；并在茂麓村以西的乡村公路上测制了一条辅

头山组顶部的玄武岩中获 2 组 LA-ICP-MS 锆石

助剖面。茂麓组为一套富含黄铁矿纹层、炭质、钙

U-Pb 参考年龄 2.55~2.52Ga（上交点+谐和年龄）、

质的黑色-深灰色千枚状板岩、千枚岩、炭泥质板

2.15~1.88Ga（谐和年龄），从地层接触关系及锆石形

岩，偶见凝灰质板岩、炭泥质白云岩夹层；并赋存有

貌特征分析，前者可能为原岩年龄，而后者应属后

铅锌矿、金矿（播卡金矿）等。其变形-变质程度比

期构造-热事件的记录。在元江水泥厂—撮科一带

茂麓断裂带东盘（下盘）的青白口系大营盘组高，且

的龙头山组顶部的玄武岩、中酸性凝灰岩中获得 2

大营盘组黑色板岩中的黄铁矿较少，呈星点状、几

组 较 可 靠 的 LA- ICP- MS 锆 石 U- Pb 年 龄 值 ：

乎不含钙。在易门地区，普渡河群茂麓组与下伏中

2.45Ga、2.44Ga（另文发表），并有 2.20Ga 的花岗岩侵

太古界元江群绿汁江组之间为一逆冲断裂，并导致

入，并被古元古界易门群阿不都组不整合覆盖。因

下盘普渡河群大面积的倒转；在元江甘庄地区茂麓

此 ，普 渡 河 群 的 下 限 大 于 2.55Ga，上 限 在 2.44~

组与下伏中太古界元江群岔河组之间缺失了绿汁

2.35Ga 之间，应属新太古代。龙头山组底部富赤铁

江组白云岩，并发育分选性、磨圆度较好的底砾岩，

矿泥质板岩条带-条纹、泥砂质赤铁矿纹层的出现，

应属不整合接触。

暗示地球表层系统中氧含量急剧增加。从目前资

[2]

本文将小黑箐-普渡河剖面的 30~52 层 命名
[2]

料分析，这一事件应该发生在 2.65~2.60Ga，地球上

为龙头山组，并在金沙江南岸的龙头山附近测制了

最早的条带状铁建造（BIF，如华北的鞍山式铁矿）

一条辅助剖面，在剖面附近采集了火山岩的锆石

也主要形成于这一时期。

U-Pb 同位素年龄样品。陈天佑等 将 30~49 层称为

1.3

[2]

中太古界元江群的地层格架及岩性组合

小河口组，为灰白色-褐红色薄-中厚层状砂岩、粉

中太古界元江群也是本次工作中综合了元江

砂岩、条带状砂质板岩、泥质板岩、凝灰质板岩、凝

曼林—青龙厂、易门、禄丰、武定、东川等地的地质

灰岩，偶见砂质灰岩、泥砂质赤铁矿纹层，复理石韵

资料后新建的岩石地层单位。自下而上可划分为

律十分发育；50~52 层被称为麻地组小朵沟段，为杏

曼林组、迤纳厂组、岔河组、狮子山组、鹅头厂组、绿

仁状玄武岩、玄武质凝灰岩、绿泥石千枚岩夹灰质

汁江组 6 个组级岩石地层单位。其中，曼林组与迤

砾岩、凝灰质千枚岩、中酸性角砾状凝灰岩；与下伏

纳厂组为横相相变关系，岔河组、狮子山组、鹅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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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三者亦为横相相变关系（图 1）。

1963

（次）英安岩组合；向北至禄丰县小黑山一带为一套

曼林组命名剖面位于元江县曼林村东侧的山

致密状玄武岩、枕状玄武岩夹高镁玄武岩-安山岩、

坡上，为一套浅灰色钙质白云质球粒状石英（砂）岩

凝灰岩、
（次）英安岩-流纹岩；再向北至禄丰县邝盘

与深灰色千枚状泥质板岩构成的复理石韵律，夹少

剖面，为一段厚度大于 170m 的粗面岩-粗面安山岩

量白云岩，岩石中普遍可见较新鲜的黑云母碎屑，

组合，夹少量玄武岩、凝灰岩、凝灰质板岩[4]；再向北

应属距火山机构不远的浊流沉积环境。球粒状石

至禄丰县洪流村—温泉村一带为灰白色凝灰岩-凝

英的软变形特征明显，无阴极发光特征，表明其形

灰质板岩-泥质板岩的韵律状互层。禄劝红门厂—

成温度低于 300℃。总之，这些石英砂（球）粒并非

者贵一带为一套玄武岩-安山岩-粗面安山岩组合，

经过长途搬运的陆源碎屑石英砂，而是从水体中沉

向上含较多的凝灰岩、凝灰质板岩。向南—南东至

淀出来的硅胶，在沉积盆地内被短距离搬运、再沉

元江水泥厂、元江南巴冲一带为中酸性凝灰岩、石

积，类似于内碎屑碳酸盐岩的成因。这类球粒状石

英岩、球粒状石英岩，并整合于曼林组之上。向西

英（砂）岩（也有人称为内碎屑硅质岩）在元江群曼

至甘庄煤矿一带，为泥质硅质岩、硅泥质板岩、枕状

林组、迤纳厂组、岔河组、普渡河群龙头山组中均可

玄武岩、玄武岩、玄武质凝灰岩等，沉积环境的水体

见及，可能与地球发展演化早期较高的地温梯度

明显加深，再往西该套地层逐渐尖灭，相变为狮子

下，频繁的火山活动导致海水中 SiO2 容易过饱和有

山组、鹅头厂组。岔河组的岩性、岩相变化较大，总

关。曼林组广泛出露于元江曼林—青龙厂、易门三

体上以火山岩为主，呈现东西方向的沉积分异，向

家厂、禄丰中村、禄劝者贵、东川拖布卡等地，宏观

东水体变浅，出现一些陆源碎屑夹层，火山岩逐渐

韵律特征十分醒目，是滇中地区目前发现的层位最

减少，向西水体变深，出现枕状玄武岩、硅泥质板

低的地层。曼林组的韵律结构特征与东川地区中

岩，并逐步过渡为狮子山组白云岩、鹅头厂组深灰

元古界因民组较类似，以往的研究者几乎毫无例外

色硅泥质沉积。

地将其与因民组进行对比[1-7]，造成了长期的地层对
比混乱。

狮子山组是本次工作中将易门狮山矿区使用
的“绿汁江组狮山段”升段为组，同时，将南邻易门

迤纳厂组为 1954 年西南地质局 527 队评价武定

县三家厂矿区[29]、北邻禄丰县小新厂剖面[4]前人划分

县迤纳厂铁矿时命名；1973 年云南省地质局将迤纳

的“落雪组”含铜白云岩也归入其中；是易门地区最

⑥

厂组置于美党组之上、因民组之下 ；1976 年云南省

主要的含铜层位。区域上狮子山组具有明显的穿

地质科研所认为，
“ 迤纳厂组”为因民组、落雪组由

时性，分布于鹅头厂组底部—绿汁江组底部；在禄

断层夹持“刺穿”于大龙口组中；1991 年、1992 年云

丰小新厂剖面上厚 144m，在易门狮山矿区厚 30~

南省地矿局认为，迤纳厂组是因民组、落雪组、美党

131m。在三家厂矿区，狮子山组是插入鹅头厂组中

组等不同地层单位的构造混杂

⑦⑧

，并受到后期热液

部的沉积岩楔，在岩楔上界面常发育顺层的滑塌角

的强烈交代作用，发育水热隐爆角砾岩 。笔者认

砾岩[29]，不存在下伏含铜白云岩大幅度向上移动，形

为，迤纳厂组与曼林组为横向相变关系，总体岩性

成
“刺穿构造”的问题[30-33]。

[28]

组合及年龄相似，但迤纳厂组中发育更多的（中）厚

为便于区别前人命名的“狮山段”的含义，又考

层白云岩夹层、热水沉积的磁铁矿板岩、凝灰质板

虑到继承性，本文用矿区附近的“狮子山”村命名这

岩、凝灰岩等，是一套离火山机构更近的火山-沉积

套含铜白云岩——“狮子山组”。狮子山组为易门

岩系。除迤纳厂矿区外，在东川鹦哥嘴、禄劝乌东

狮子山矿区、三家厂矿区、峨山县峨腊厂矿区、元江

德—红门厂、禄丰小新厂等地也有出露。以往的研

铜厂冲矿区、禄丰县朱家坝矿区、禄丰县小新厂矿

究中未充分考虑到沉积岩的相变问题，将（中）厚层

区的主要赋矿层位；总体上为盆地相的鹅头厂组与

状白云岩夹层一概对比为落雪组白云岩，造成了许

岔河组火山岩之间的过渡性沉积（图 1）。狮子山组

多地区地质构造人为复杂化。

的厚度、岩性、岩相在横向上变化较大。由狮子山

岔河组是本次工作命名的岩石地层单位，命名

向南西至三家厂一带，狮子山组多呈透镜状断续出

剖面位于元江县撮科岔河附近，为一段由 2 条北东

露在鹅头厂组与曼林组之间；至青龙厂—铜厂冲一

向断裂夹持的杏仁状变质玄武岩、高镁玄武岩、

带，狮子山组呈不规则的透镜状分布于鹅头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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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分布于曼林组与鹅头厂组之间；再向南至甘

名剖面南西 220°方向约 6.5km、7.5km 处采集了 3 件

庄煤矿一带，狮子山组中厚层状白云岩整合覆于岔

岔河组（次）英安岩-流纹岩、变基性火山岩锆石 U-

河组枕状玄武岩、玄武质凝灰岩之上，并被鹅头厂

Pb 测年样品。YJhlc-10 号（次）英安岩-流纹岩测定

组黑色板岩、硅泥质板岩整合覆盖。向南西至新平

了 21 颗锆石，部分锆石颗粒显示不同程度的铅丢

戛洒一带，狮子山组为一套含大量玄武岩角砾的含

失，16 颗线性关系较好的锆石获得了可信度较高的

铜白云岩、凝灰质含铜白云岩。由狮子山往北至禄

年 龄 值 ：3073 ± 27Ma（谐 和 年 龄 + 上 交 点 年 龄 ，

丰朱家坝铜矿一带，狮子山组断续出露于曼林组和

MSWD=3.3，另文详细介绍）。与其共生的 YJhlc-9

鹅头厂组之间；再往北至大麦地一带，狮子山组白

号变基性火山岩测定了 13 颗锆石，其中 6 颗锆石落

云岩呈不规则的透镜体分布于鹅头厂组泥质板岩

在上交点年龄为 2.49Ga 的不一致直线上，显示了复

内部，与元江青龙厂—铜厂冲一带的情况类似。严

杂 的 铅 丢 失 过 程 ，7 颗 锆 石 落 在 上 交 点 年 龄 为

格来讲，这些透镜体已经不宜归为狮子山组，作为

2.97Ga 的不一致线上（其中 2 颗锆石的谐和年龄为

鹅头厂组的非正式地层单位更合理。

2.95Ga）。YJhlc-001 号（次）英安岩-流纹岩测定了

鹅头厂组命名剖面位于武定县鹅头厂铁矿区，

35 颗锆石，其中 9 颗锆石落在上交点年龄为 2318Ma

由云南省地矿局 1966 年手稿命名，本次工作沿用，

的 不 一 致 直 线 上 ，7 颗 锆 石 落 在 上 交 点 年 龄 为

但赋予了新的时代及含义。鹅头厂组主要分布于

2669Ma 的不一致直线上，均显示较复杂的铅丢失过

元江—杨武—易门—武定一线以西的广大地区，以

程；而 19 颗锆石落在上交点年龄为 3034Ma 的不一

深灰色-灰黑色板岩为主，常见硅质条纹-条带状构

致线上。因此，岔河组之下的曼林组和迤纳厂组的

造，偶见粉砂岩、
（沉）凝灰岩夹层，底部为炭质-硅

沉积年龄应大于 3.07Ga。

质板岩、硅质岩、泥质白云岩，显示有热水参与、缺

在易门三家厂曼林组的（钾化）球粒状石英岩

氧、深水盆地的沉积特征。总体上，鹅头厂组与岔

（YMtc- 3）中 获 得 4 组 U- Pb 锆 石 年 龄 ：3.10Ga、

河组是“同期异相”的沉积，而狮子山组是过渡带的

2.90Ga、2.40Ga、1.88Ga，均为上交点年龄+谐和年

特殊沉积，其中的 Cu 元素可能来自岔河组火山岩

龄。由于球粒状石英岩以化学沉积作用为主，不可

[28]

的水解作用，这也是本文对“易门式”铜矿 成矿地

能混入大量的陆源碎屑，结合上覆岔河组火山岩的

质背景的认识，与“东川式”铜矿在成矿时代及地质

年龄信息分析，后 3 组年龄应属后期构造-热事件的

背景等方面完全不同。

记录，曼林组的沉积年龄应在 3.10Ga 左右。叶现韬

绿汁江组由云南冶金地勘公司 303 队（1956）命

等 [34] 对迤纳厂组的凝灰岩、火山角砾岩中的锆石进

名于云南易门绿汁江地区，本文沿用，但赋予新的

行 了 测 试 ，也 获 得 2.65Ga、2.28Ga、2.08~1.95Ga、

时代及含义。绿汁江组大致可分为 5 部分：底部为

1.81Ga 四组锆石年龄，最老的一颗锆石年龄约为

青灰色-灰黑色薄层灰岩夹板岩、薄层-中厚层状白

3.00Ga。 原 研 究 者 将 少 量 最 年 轻 的 锆 石 年 龄

云岩夹板岩，与下伏鹅头厂组呈渐变过渡关系，或

（1.70Ga）作为火山喷发-沉积的年龄，与其中的黄

是整合于狮子山组含铜白云岩之上；下部为厚层白

铜矿 Re-Os 同位素年龄（1.69Ga）基本一致[34]。但这

云岩，夹石英质细砾-砂粒白云岩，产大量叠层石；

一认识显然与黄铜矿矿脉明显穿插板劈理的地质

中部为互层状薄-中层状白云岩、泥质灰岩、板岩-

事实不符，也与矿区发育切穿板劈理的 1.74Ga 的辉

硅质岩，普遍发育硅质、锰质条纹，偶见凝灰岩夹

长辉绿岩（本项目资料）矛盾。笔者认为，迤纳厂组

层；上部为含大量燧石条带、硅质条带的厚层白云

的沉积年龄也不低于 3.00Ga。

岩，产出大量的叠层石；顶部为薄层状泥质白云岩、

在岔河组命名剖面上基性、酸性火山岩的锆石

泥质灰岩夹黑色泥质板岩、钙质板岩，以颜色杂、条

年龄均为 2.30~2.15Ga，实际上反映了侵入其中的

纹-条带状构造发育为特征。

2.35Ga 的花岗岩的冷却过程，而非火山岩浆的冷却

1.4

元江群的时代及重大地质事件记录

年龄。在禄劝红门厂岔河组粗面安山岩中获

由于多期构造-热事件的改造，在元江群的各

1.75Ga 的年龄值也应属后期构造热事件的记录，而

组级岩石地层单元中进行的 LA-ICP-MS 锆石 U-

非火山岩浆的冷却年龄。禄丰邝盘剖面以碱性火

Pb 分析测试时，往往得到多组年龄值。在岔河组命

山岩为主，样品中锆石稀少，未能获得测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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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江红光农场附近的鹅头厂组凝灰岩中获

1965

正漂移事件（狭义的 Lomagundi 事件）、古元古代多

得了 4 组锆石 U-Pb 年龄：2.84Ga、2.40Ga、2.30Ga、

细胞生物的首现等一系列当今地学领域的前缘科

1.89Ga；在青龙厂铜厂冲附近的鹅头厂组凝灰岩中

学问题。但由于项目性质、工作周期、工作经费、专

也 获 得 了 3 组 锆 石 U- Pb 年 龄 ：2.83Ga、2.28Ga、

业领域等诸多方面的制约，本次研究仅是开始，但

1.88Ga。结合采样层位及锆石阴极发光图像特征分

愿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些新发现还

析，
鹅头厂组的沉积年龄应不小于 2.84Ga。

需进一步在更大的范围内证实，目前的许多新的认

综上所述，元江群的底界年龄应为 3.10Ga 左
右，或更老一些，而顶界应在 2.83~2.65Ga 之间，并受
到 2.45~2.40Ga、2.35~2.30Ga、1.90~1.85Ga、1.70~
1.65Ga 等多期构造- 热事件的影响，应属中太古
代。这是国内首次确定的中太古界浅变质地层，国
外也仅在北美、非洲等地有少量出露，这对于研究

识也需要进一步深化。
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是下一步工作中急需
要加强的。
（1）进一步细化滇中地区早前寒武纪地层层序
与沉积充填序列
今后的研究首先应该通过更详细的地质调查、

扬子陆块的早前寒武纪地史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

剖面测制工作，进一步细化各岩石地层单位的基本

意义。

岩石组合特征、接触关系、沉积环境，完善地层划

在元江撮科、甘庄煤矿、禄丰小黑山等地的露

分、对比方案，工作中尤其要注意沉积岩的横相变

头上，元江群岔河组玄武岩中的气孔-杏仁构造、枕

化情况调查。其次，要进一步加强锆石同位素年代

状构造都清晰可辨；火山岩的地球化学特征与显生

学的研究；由于多期构造-热事件的改造，在新厘定

宙以来的弧火山岩较类似，其 Nb 含量普遍高达 80×

的中太古界—古元古界中要获得可靠的成岩年龄

10 ~90×10 ，部分样品显示高镁、富 Cr、Ni 等强相

并不容易；需要在进行详细地质调查、查明不同地

容元素的特点；禄劝红门厂一带的玄武岩-安山岩-

质体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进行采样、分析测试。

-6

-6

粗面安山岩地球化学特征更与显生宙以来的弧火

近年来，国内对锆石同位素年代学的研究出现

山岩十分相似（另文详细介绍）。很多学者认为，约

了一些误区，往往不重视野外地质调查工作，不善

3.00Ga 的这类火山岩可能表明了地球板块构造体

于在野外观察、研究不同地质体之间的接触关系，

制 的 开 端 。 而 2.54~2.50Ga 的 辉 长 辉 绿 岩 脉 、

将国外学者提出的锆石同位素体系封闭条件奉做

2.40~2.35Ga 的花岗岩脉的存在也间接表明滇中地

“金科玉律”，机械套用，对锆石同位素年龄的简单

区可能存在古太古代，甚至更古老的刚性基底。因

解释明显与地质事实相矛盾，有的文章还在级别较

此，可以合理地推断，滇中地区很可能属 Kenorland

高的刊物上发表，造成了地质认识上一些人为的混

[11]

超大陆

[10,12]

的一部分，扬子古陆块的基底可能没有统

乱。事实上，与其他任何同位素测年方法一样，在

一的演化历史，其发展、演化过程比目前的认识要

多期构造-热事件过程中，锆石 U-Pb 同位素体系同

复杂得多。

样存在放射性成因子体同位素的丢失问题，即锆石

2

今后研究的方向及建议

U-Pb 同位素时钟的“重置”是普遍现象；不一致直
线与谐和曲线的上、下交点年龄很多时候具有明确

滇中地区“昆阳群”的地层层序是长期争议的
重大基础地质问题，情况较复杂。要彻底解决需要

的地质意义。笔者多年的研究经验表明，同一件样

有针对性的项目、时间、经费等各方面的支撑。通

时，不能简单地将最年轻的锆石 U-Pb 年龄作为成

过本次工作，确定了滇中地区中太古界—古元古界

岩或沉积年龄的下限，而将其余较老的锆石都当作

的存在，基本上理顺了滇中地区前寒武纪的地层序

捕获的老锆石。在很多情况下，同一件火成岩样品

列，平息了持续半个多世纪“正八组”与“倒八组”的

中的大多数锆石都是同一岩浆作用过程中结晶的，

争论。同时，研究工作已经涉及到中太古代板块构

不同的年龄值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锆石颗粒抵抗

造体制的启动、中太古代晚期蓝绿藻的大爆发、新

后期构造-热事件的能力差异；成岩年龄、早期构

太古代的大氧化事件及真核生物的首现、古元古代

造-热事件年龄往往表现为“上交点年龄”或“上交

休伦冰期事件、古元古代早期碳酸盐岩碳同位素的

点+谐和年龄”，而晚期构造-热事件往往表现为“谐

品（尤其是火成岩样品）的锆石中存在多组年龄值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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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PlateⅠ

A.古元古界易门群阿不都组冰碛杂砾岩，分选性、磨圆度较差，
左下为典型的
“熨斗石”，易门，铜厂水库；B.古元古界易门群罗洼垤组凝灰岩
与泥质板岩构成黑-白相间的条带（2.30~2.20Ga），
东川，小江西岸；
C.古元古界易门群亮山组竹节状多细胞生物化石（约 2.10Ga），
外形与现代红藻十分类似，
易门，
亮山；D.古元古界易门群亮山组微体丝状化石，属绿藻类（约 2.10Ga），照片由朱士兴研究员
提供，
易门，
亮山；
E.古元古界易门群 亮山组中的圆盘状多细胞生物化石（约 2.05Ga），外形类似于水母，
易门，铜厂；
F.古元古界易门群 永靖哨组碳酸盐岩中高度碳化的生物化石扫描电镜背散射图片，易门，
永靖哨，视域 1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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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ⅡPlateⅡ

A.新太古界普渡河群龙头山组近底部凝灰质板岩中富赤铁矿的条带，
大气充氧事件的记录，
东川，
蒋家沟；B.中太古界元江群绿汁江组底部
的藻团白云岩及赤铁矿，
大气充氧及蓝绿藻大爆发事件的记录，易门，
罗茨；C.中太古界元江群狮子山组顶部红-黑相间的条带状白云岩，
中太古代晚期大气充氧事件的记录，
禄丰，
羊脑哨；
D.中太古界元江群岔河组底部的球粒状石英岩中石英球粒的塑性变形，
应属盆内
自生矿物，
元江，
热水塘；
E.中太古界元江群迤纳厂组磁铁矿条带泥质板岩，
显示了距火山机构较近的热水沉积特征，东川，
鹦哥嘴；
F.中太古界元江群曼林组钾化球粒状石英岩与黑色泥质板岩的韵律特征，
与因民组类似，
易门，
三家厂

和年龄”。一些不一致直线的下交点往往在原点附

丢失，即所谓“现代铅丢失”。因此，对锆石 U-Pb 同

近，这实际上反映了地质体抬升、剥露过程中，由于

位素年龄的解释一定要与野外地质事实、区域地壳

温-压条件的改变，锆石内部放射成因子体同位素

发展演化历史相结合，不能简单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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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球早期生命与环境协同演化研究
最新的国内外前寒武纪地质的研究成果表明，
早期地球大气中游离氧的出现可能不是蓝绿藻的
贡献，而是板块俯冲作用将大量的水带到核-幔边
界后产生的一系列复杂作用的结果[35]。从滇中地区
的实际情况分析，元江群岔河组约 3.07Ga 的火山岩
可能记录了板块构造体制的启动，而绿汁江组底部
大量叠层石、非叠层石藻席、核形石白云岩、藻粘结
白云岩等可能是最早的大气充氧作用的结果，而非
原因；绿汁江组底部或狮子山组中普遍发育的肉红
色白云岩、肉红色条带状白云岩可能也是大气充氧
的沉积记录。新太古界普渡河群龙头山组中出现
了褐红色富赤铁矿条带状泥质板岩、泥砂质赤铁矿
条纹-条带等，表明大气中氧含量的进一步升高，最
早的真核单细胞生物也可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古元古界易门群亮山组中简单多细胞生物的出现
可能是休伦冰期后，地球表层系统再次充氧的结
果，也是地球早期生命发展演化的重要转折点，在
国内属首次发现；国外也仅发现于美洲的苏必利尔
地区、非洲加蓬共和国 Franceville 地区 。但研究程
[13]

度都不高，
甚至连基本的分类方案都尚未提出。
从本次研究的成果分析，地球早期的大气充氧
事件可能并非始于古元古代早期的所谓“大氧化事
件”[14-25]。中太古代晚期蓝绿藻的大爆发，新太古代

2018 年

目提供的手标本上发现了超微红藻、微体丝状绿藻
化石，并提供了照片，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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