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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的基础上，在东天山博格达石结子、菜籽沟地区，新发现了二长花岗岩、闪长岩。采用 LA-ICPMS 技术测得二长花岗岩和闪长岩中锆石的 206Pb/238U 年龄分别为 154.9±1.9Ma 和 152.7±1.8Ma，表明岩体侵入时间为晚侏罗
世。该发现证实了东天山地区存在晚侏罗世岩浆活动，为准噶尔-东天山中生代岩浆活动事件积累新的资料，对于研究东天
山乃至北疆中生代构造岩浆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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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S B, Dou H, Li H B, Wen Z G.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discovery of Late Jurassic intermediate- acidic intrusive
rock in Bogeda area of East Tianshan, Xinjiang，and its U-Pb zircon age.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9,38(2/3):288-294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1∶50000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in the Bogurda region of eastern Tianshan, the authors found
monzonitic granite and diorite for the first time in Shijiezi and Caizigou area. Though U - Pb dating of monzonitic granite and
diorite zircon by LA-ICP-MS technology, the authors obtained the fairly exact age data of 154.9±1.9 Ma and 152.7±1.8Ma, which
suggest that the intrusion occurred in Late Jurassic. These are the first dating data for Mesozoic intermediate-acid intrusive rocks in
Bogurda region. These data confirmed that the eastern part of Tianshan experienced magmatic activity in Late Jurassic.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the authors provide new data for the event of the Mesozoic magmatism in the Junggar-Eastern Tianshan region, thus
having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udying tectonic magmatic evolution of the Eastern Tianshan region even the whole North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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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部出露的大部分地质体记录着古生代

注[3]。随着同位素测试技术的进步和该区域年代学

的造山过程，中—新生代进入相对稳定的陆内演化

研究的深入，一些长期被认为属于海西期甚至加里

。目前关于北

东期的地质体被证明形成于印支期 [2，4]。新疆北部

疆印支期—燕山期的岩浆活动报道非常少，且受当

出露的印支—燕山期岩浆岩为数不多，其火山活动

时同位素测年精度限制而未得到地质界认可与关

大大减弱，岩浆岩的分布较局限 [5]。天山造山带中

阶段，大规模岩浆活动已基本停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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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有无印支期和燕山期的花岗岩，是一个未得到

（3）灰 色 蚀 变 细 粒 二 长 花 岗 岩

山博格达石结子、菜籽沟地区新发现的二长花岗岩
及闪长岩体中分选出锆石，用 LA-ICP-MS 技术测
206

Pb/238U 年 龄 分 别 为 154.9 ± 1.9Ma（n＝9，

MSWD＝1.15）和 152.7 ± 1.8Ma（n＝23，MSWD＝
1.70），为东天山地区存在晚侏罗世岩浆活动提供了
证据，填补了东天山地区中生代岩浆活动研究的空
白，对后期研究东天山甚至环准噶尔盆地的中生代

宽 度 40m

断层

肯定结论的问题，目前尚无确切报道。笔者从东天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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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石炭世柳树沟组：
灰绿色糜棱岩化粗中粒长石岩屑砂岩

本次分析的二长花岗岩、闪长岩位于奇台县石
结子一带，二长花岗岩具细粒花岗结构，块状构
造，主要由斜长石（25%~22%）、钾长石（45%左右）、
石英（25%~28%）组成。钾长石多为半自形粒状，以
1~2mm 为主，多为正长石和条纹长石，发育裂纹，其
内充填碎粉物。局部包含半自形柱状斜长石，构成

构造岩浆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长结构。斜长石多为半自形柱状，见板柱状，0.5~

1

遍见弱泥化。石英为他形粒状，0.3~1.5mm 均可见，

3mm 均可见，但以 0.5~2mm 为主，可见环带结构，普

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博格达山东段，北邻准噶尔地块，

南邻吐哈盆地，属于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Ⅰ）
准噶尔微板块（Ⅱ），博格达弧后裂陷盆地（Ⅲ）[6-8]，
具有重要的大地构造位置。地层以晚石炭世柳树
沟组、祁家沟组及奥尔吐组为主，北部见新近系及
第四系，
柳树沟组为一套火山岩组合，
为板内伸展阶
段岩浆作用的产物

[9-11]

；祁家沟组为碎屑岩夹碳酸盐

岩建造，
奥尔吐组为深水相细碎屑岩沉积，
为晚石炭
世晚期博格达山构造挤压隆升过程的产物①②。区域

均匀分布。暗色矿物为褐色黑云母（＜3%），以 0.3~
1mm 为主，局部见绿泥石化。
闪长岩由斜长石、石英和暗色矿物组成，含少
量 副 矿 物 。 斜 长 石（85%）呈 半 自 形 板 状 ，粒 径
0.2mm×0.1mm~2.1mm×1.3mm，可见中轻度高岭土
化、绿帘石化、绿泥石化。普通辉石（2%）呈半自形
柱状，粒径 0.2~0.8mm，淡绿色，可见绿泥石化。黑
云母（10%）呈片状，片径 0.2~0.5mm，黄色-褐色，多
数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石英（3%）为他形粒状，粒

上博格达山侵入岩略发育，时代为石炭纪—二叠

径 0.03~0.1mm，分布于斜长石之间。

纪，以顺层侵入的辉长岩、辉绿岩为主，局部见岩株

2

状产出的闪长岩、花岗岩体（图 1）。
本次在研究区北部石结子、菜籽沟一带，新发
现晚侏罗世中酸性岩体，由二长花岗岩、闪长岩 2 个
侵入体组成，规模约 1km2。岩体侵入于晚石炭世柳
树沟组火山岩地层中，呈不规则状出露。石结子一
带晚侏罗世细粒二长花岗岩侵入岩剖面见图 2。
在剖面中，石结子花岗岩体北与柳树沟组安山
质角砾岩侵入接触，南部与柳树沟组的糜棱岩化粗
中粒长石岩屑砂岩呈断层接触，断层带构造特征明
显，同时花岗岩中见石英二长闪长玢岩脉穿切。而
在菜籽沟地区可见细粒闪长岩侵入于柳树沟组的
火山岩层中。

较完整、
无裂痕、
无包裹体的锆石颗粒作样品靶。样
品靶制作，
锆石透射光、
反射光和阴极发光（CL）显微
图像拍摄在北京锆年领航科技有限公司完成。锆石
U-Th-Pb 同位素测定在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开放
实验室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LAICP- MS)上完成。激光剥蚀系统为 GeoLas 2005，
ICP-MS 为 Agilent 7500a。激光剥蚀过程中采用氦
气作载气，
氩气为补偿气以调节灵敏度，
二者在进入
ICP 之前通过一个 T 型接头混合，
在等离子体中心气

正、元素含量及 U-Th-Pb 同位素比值和年龄计算）

（侵入接触）

采用软件ICPMSDataCal[24-25]完成。

晚侏罗世石结子侵入岩：
宽 度 160m

（脉动接触）
（脉动接触）

区域地质矿产研究院完成。在双目镜下挑选出形态

（包括对样品和空白信号的选择、
仪器灵敏度漂移校

灰绿色块状安山质角砾岩

（2）灰 色 石 英 二 长 闪 长 玢 岩 脉

二长花岗岩、
闪长岩中的锆石单矿物分选在陕西

流（氩+氦）中加入少量氮气[23]。对分析数据的处理

晚石炭世柳树沟组第二段：

（1）灰 色 蚀 变 细 粒 二 长 花 岗 岩

分析方法

宽 度 17m

3

分析结果
二长花岗岩样品（D1084-6）锆石干净、透明，以

Fig. 1 Geological structural map of Bogurda mount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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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博格达山区域地质构造简图（据参考文献[12-22]①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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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石结子晚侏罗世二长花岗岩侵入岩剖面图
Fig. 2 The intrusive rock section for Late Jurassic monzonitic
granite of Shijiezi area
1—晚侏罗世细粒二长花岗岩；2—晚侏罗世细粒石英二长闪长玢

图3

二长花岗岩 D1084-6 锆石阴极发光(CL)图像

岩；
3—晚石炭世柳树沟组安山质角砾岩；

Fig. 3 CL images of zircon from the monzonitic granite

4—糜棱岩化粗中粒长石岩屑砂岩；
5—逆断层

(D1084-6)

短柱状为主，粒径 40~160μm，长宽比多为 2~3，表面

闪长岩样品（D1096-2）锆石干净、透明，以长柱

个别具坑状蚀象、麻点状蚀象，大多数略显粗糙者，

状为主，粒径 40~120mm，长宽比多为 1.5~2，多光滑

少数光滑平坦。阴极发光图像显示，锆石岩浆韵律

平坦。阴极发光图像显示，岩浆韵律环带较清楚；

环带清晰；对该样进行了 9 个点的分析测试（表 1），

对样品进行了 23 个点的分析测试（表 1），锆石 U、

锆石 U、Th 含量分别为 173×10 ~579×10 和 95×

Th 含量分别为 191×10-6~636×10-6 和 71×10-6~352×

10- 6~279×10- 6，Th/U 值为 0.39~0.57,多大于 0.4，属

10- 6，Th/U 值为 0.3~0.7，多大于 0.4，属于岩浆结晶

于典型的岩浆成因锆石（图 3）。

锆石（图 5）。

-6

-6

在锆石 U-Pb 谐和图（图 4）中，二长花岗岩样品

在锆石 U-Pb 谐和图（图 6）中，闪长岩样品锆石

9 个测点均位于谐和线上或其附近小区域

23 个数据分析点绝大多数位于谐和线上或其附

内， Pb/ U 年龄变化于 146~157Ma 之间，年龄加

近，206Pb/238U 年龄变化于 143~158Ma 之间，年龄加

权平均值为 154.9±1.9Ma（MSWD＝1.15），代表了

权平均值为 152.7±1.8Ma（MSWD＝1.7），代表岩石

二长花岗岩的结晶年龄，为晚侏罗世。

的结晶年龄，为晚侏罗世。

206

238

图 4 二长花岗岩 (D1084-6)锆石 206Pb/238U 年龄直方图及 U-Pb 谐和图
Fig. 4 Histogram of 206Pb/238U ages and U-Pb concordia diagram of zircon from the monzonitic granite (D1084-6)

Table 1 U -Th - Pb composition of zircon from the monzonitic granite and diorite determined by LA – ICP-MS

表 1 二长花岗岩、
闪长岩 LA-ICP-MS 锆石 U-Th-Pb 同位素分析结果

292

地 质 通 报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9 年

第 38 卷 第 2~3 期

4

刘松柏等：新疆东天山博格达地区晚侏罗世中酸性侵入岩的发现

293

讨论与结论
近年来通过同位素年代学的研究，前人在准噶

尔地块南缘、阿尔泰等地获得了一些印支期—燕山
期岩浆侵入的同位素年龄证据：阿拉尔岩体黑云花
岗 岩（可 可 托 海 北 25km，周 汝 洪）年 龄 为 131.4 ±
4.3Ma (原文献为 131.39±4.25Ma)[5]③④⑤、尚克兰白云
母钠长花岗岩（阿勒泰市北 12km，吴国良）年龄为
176.1±12.9Ma[5]、康布铁堡二云母花岗岩（阿勒泰市
南东东 25km，蒲志平）年龄为 185.6±5.9Ma（原文献
为 185.63±5.90Ma）[5]、富蕴喀拉通克粗安岩年龄为
181.9±0.7Ma[26]等；
准噶尔地区虽未见中生代花岗岩，
但在克拉玛依地区获得了较多的 160~190Ma 的火山
岩同位素年龄[7]，
表明新疆北部准噶尔地块南缘、
阿尔
泰地区中生代存在岩浆活动，
但规模不大[5]。
天山地区及博格达一带自晚二叠世开始转入
陆内演化阶段⑥。该区域目前尚无晚二叠世之后侵
入岩的报道，因而关于天山及邻区在燕山期有无岩
浆活动的研究非常少[5]，仅在博格达山天池、祁家沟

图 5 闪长岩 D1096-2 锆石阴极发光(CL)图像
Fig. 5 CL images of zircon from the diorite (D1096-2)

地区发现中生代火山岩，
已在天池玄武岩、
祁家沟安

再结合新疆北部多处已获的地质调查认识及同位

山岩中分别获得 40Ar/39Ar 的坪年龄 160Ma、165Ma ⑦。

素研究成果，认为博格达地区侏罗纪侵入岩的出

同时，
在东天山吐鲁番等地的侏罗系含煤、
杂色砂岩

现，可视为准噶尔南缘、阿尔泰、克拉玛依、玛纳斯

建造中见石英斑岩、
凝灰岩等[5,27]。

等地中生代岩浆活动的重大响应，这为后期研究东

本次在博格达山石结子地区二长花岗岩、菜籽
沟闪长岩中，通过 LA-ICP-MS 锆石 U-Pb 测年，分

天山乃至北疆中生代构造岩浆演化提供了重要的
基础性资料。

别获得同位素年龄 154.9±1.9Ma、152.7±1.8Ma，分

致谢：本文工作初期阶段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

析确定了东天山博格达地区存在小面积的晚侏罗

西安地质调查中心、陕西区域地质矿产研究院领

世岩浆活动，是火焰山运动诱发的岩浆活动产物。

导、同事的大力帮助与支持，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

图 6 闪长岩 D1096-2 锆石 206Pb/238U 年龄直方图及 U-Pb 谐和图
Fig. 6 Histogram of 206Pb/238U ages and U-Pb concordia diagram of zircon from the diorite (D1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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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实验室宫虎军老师认真指导，审稿专家给
予了悉心的指正，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陕西区域地
质矿产研究院李育敬、崔玉宝、王怀冠、程犬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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