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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山岩体出露于新疆和硕县包尔图一带，是一个由似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似斑状正长花岗岩构成的侵
入体，其中富含暗色矿物包体。暗色包体多呈浑圆形，与寄主岩的界线通常清晰、截然，并与寄主岩石的粗大斑晶斜
切，多含有寄主岩石的钾长石捕虏晶，显示出了明显的岩浆混合特征，说明其岩浆来自壳幔混源。岩石学、岩石化
学、地球化学特征显示红山岩体侵入岩为 I 型花岗岩，投图结果表明其形成于同碰撞环境，同位素测年显示其形成于
早二叠世。红山岩体是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与塔里木-中朝板块两大板块碰撞造山的产物，其岩浆来源较深，且
具不同来源岩浆混合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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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东北部包尔图一

述。笔者在新疆和硕县包尔图一带进行 1/5 万区域

带的大岩基红山岩体，
以其岩性稳定，
侵入体规模大

地质矿产调查过程中，对红山岩体东部部分进行了

（1 100 km ），浆混证据明显为特征。新疆第二区调

详细的观察研究，系统采集了各类样品，发现红山

队（1975）在进行 1/20 万包尔图幅区域地质矿产调

岩体的浆混证据明显，
并且岩石化学、
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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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查时，
将其确定为华里西早期的产物 。新疆维吾尔
[1]

亦说明其属壳幔混合源花岗岩，属于 I 型花岗岩，形

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将红山岩体划归为天山岩浆区

成于同碰撞造山环境，代表了哈萨克斯坦-准噶尔

天山南脉带，
属异地侵入型二长花岗岩序列，
形成时

板块和塔里木—中朝板块的碰撞造山作用的峰期，

代为晚志留世—早泥盆世，属陆壳改造型花岗岩。

对中天山地区大地构造演化有约束意义。

何国琦等 将红山岩体划归为 S 型花岗岩，
形成时代
[2]

为泥盆纪，
属造山期花岗岩，
构成了深成岩浆弧。张

1 区域地质背景

良臣等[3]同样将红山岩体划归为海西中期的 S 型花

研究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硕县东北部的

岗岩，属于古生代汇聚阶段花岗岩类。王行军等 [4]

包尔图一带，
地处天山南麓，
属阿尔沟山。研究区横

认为红山岩体形成于石炭纪末-早二叠世早期同碰

跨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
塔里木-中朝板块两大板

撞 环 境 ，LA- ICP- MS 同 位 素 测 年 结 果 为 295.8 +

块，
包尔图-库米什大断裂和博罗科努-阿其克库都克

1.2Ma。前人虽然对红山岩体的成因进行了研究，

深断裂呈近东西向横穿整个研究区（图1）。区内出露

但多基于同源岩浆演化的理论基础，认为其为岩浆

的地层有长城纪星星峡群、
早志留世尼勒克河组、中

分异的产物。王行军等对红山岩体进行了成因研究

泥盆世阿拉塔格组、
早石炭世阿克沙克组、
早侏罗世

和同位素测年工作，虽已提到了红山岩体形成于岩

哈满沟组和渐新世-中新世克孜洛依组。区内侵入

浆混合作用，但没有对岩浆混合特征进行详细的论

岩较为发育，按其时代、成因不同划分为新元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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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格组呈断层接触，与克孜洛依组呈角度不整合接
触，与粗中粒似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体呈侵入关
系。岩石以斑晶大、多，暗色矿物含量较高，钾化发
育，
深源包体发育为特征。
侵入体内包体发育，
成分为细粒闪长岩，
多呈浑
圆形、不规则状，一般大小 10～50 cm，小者为 5 cm，
大者可达 100 cm。包体与寄主岩石界线多清晰、截
图 1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据参考文献[2]）
Fig.1 Tectonic location of study area

然，
部分渐变。
岩石呈肉红色，
似斑状结构，
基质粗中粒花岗结
构，块状构造。斑晶由钾长石、斜长石构成，粒度

中奥陶世、
晚泥盆世和早二叠世侵入岩。

10～35 mm；
钾长石为条纹长石、
微斜条纹长石，
呈半

2 岩体地质及岩石学特征

自形板状，
可见格子双晶、
卡钠复合双晶及细脉状钠
质出溶条纹，
粒内具环带状分布的斜长石小晶体，
含

红山岩体属于早二叠世侵入岩，
出露于塔里木-

量 20%±；
斜长石呈半自形板状，
可见聚片双晶、
卡钠

中朝板块的北缘，依据其岩性的不同进一步划分为

复合双晶及肖钠双晶，局部略显环带，斜长石牌号

粗中粒大斑黑云母二长花
岗岩、粗中粒似似斑状二长
花岗岩、粗中粒似斑状正长
花岗岩和中粒含斑正长花
岗岩四个岩类的侵入体，各
类侵入体之间的侵入关系
明显，侵入期次明晰；包尔
图-库米什大断裂将红山岩
体与长城纪星星峡群、新元
古代侵入岩隔开，红山岩体
侵入到中泥盆世阿拉塔格
组中，被早侏罗世哈满沟组
角度不整合覆盖（图2）。
按照侵入体之间的接触
关系以及岩性、
岩石化学、
地
球化学特征的演化，红山岩
体各岩类侵入体之间由老
到新依次为粗中粒大斑黑
云母二长花岗岩、粗中粒似
斑状二长花岗岩、粗中粒似
斑状正长花岗岩和中粒含
斑正长花岗岩。
（1）粗中粒大斑黑云母
二长花岗岩：主要分布于研
究区的中南部，呈东西向展
布，
发育 1 个侵入体，
面积约
120.46 km2。侵入体与阿拉

图 2 包尔图一带地质草图
Fig.2 Geological sketch of Baoertu area, Heshuo county, Xinjiang
1. 第四系；2. 渐新世-中新世桃树园组；3. 早侏罗世哈满沟组；4. 早石炭世阿克沙克组；5. 中
泥盆世阿拉塔格组；6. 早志留世尼勒克河组；7. 长城纪星星峡群；8. 早二叠世中粒含斑正长
花岗岩；9. 早二叠世粗中粒斑状正长花岗岩；10. 早二叠世粗中粒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11. 早二叠世粗中粒大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12. 晚泥盆世细粒正长花岗岩；13. 晚泥盆世中
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14. 晚泥盆世中细粒黑云母花岗闪长岩；15. 晚泥盆世中细粒石英二
长闪长岩；16. 晚泥盆世细粒石英闪长岩；17. 中奥陶世变质辉石岩；18. 新元古代变质中细
粒正长花岗岩；19. 新元古代变质中粒斑状二长花岗岩；20. 新元古代变质中细粒石英二长
闪长岩；21. 一般地质界线；22. 角度不整合接触界线；23. 涌动型侵入界线；24. 脉动型侵入
界线；
25. 超动型侵入界线；
26. 一般断裂；
27. 深大断裂；
28. 同位素测年样以及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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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28、29，含 量 15% ± 。 基 质 由 斜 长 石（20% ～

条纹长石，
呈自形-半自形宽板状，
粒度 8～20 mm，
含

25%）、钾长石（15%～20%）、石英（20%±）、黑云母

量 10%～15%；
晶内常见卡氏双晶、
钠质条纹，
可见少

（5%±）构成，
粒度 2～6 mm。副矿物有磁铁矿、
锆石、

量斜长石包裹体。基质由斜长石（20%～25%）、
钾长

磷灰石及榍石。

石（45%～50%）、石英（20%～25%）、黑云母（2%～

（2）粗中粒似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该类侵入

3%）构成，
粒度 2～6 mm；
斜长石呈常见聚片双晶、
卡

体分布广泛，
主要分布于研究区的中部，
呈东西向展

钠复合双晶，少见肖钠双晶，略显环带，斜长石牌号

布。区内发育有1个侵入体，
面积约69.23 km 。该侵

An=25。副矿物有磁铁矿、
锆石、
磷灰石。

2

入体与阿拉塔格组呈侵入接触或断层接触，被中粒

（4）中粒含斑正长花岗岩：
该岩类侵入体出露局

含斑正长花岗岩体侵入，与粗中粒似斑状黑云母二

限，仅分布于研究区南部图边和中部，区内出露有 4

长花岗岩体呈侵入接触关系。该岩类侵入体岩石以

个侵入体，面积约 8.69 km2；与阿拉塔格组呈断层接

斑晶大、
多，
暗色矿物含量较高，
钾化发育，
深源包体

触或侵入接触。该岩类侵入岩以鲜艳的肉红色、斑

发育，
边部同化混染作用强烈为特征，
与粗中粒大斑

晶小而少，
球状风化强烈与其它岩类侵入体相区分。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的区别仅在于后者斑晶略小。
侵入体内含较多的深源闪长质包体和阿拉塔格

岩石呈肉红色，似斑状结构，基质中粒花岗结
构，
块状构造，
斑晶由钾长石构成，
为条纹长石，
呈半

组捕虏体。闪长质包体多呈浑圆形、
不规则状，
一般

自形宽板状，
边界不规则，
可见卡氏双晶、
钠质条纹，

大小 10～50 cm，多数包体与寄主岩石界线清晰、截

粒度 8～15 mm，含量 5%±。基质由斜长石（15%～

然，
部分为过渡关系；
捕虏体主要发育于侵入体的边

20%）、钾长石（60%～65%）、石英（20%～25%）及黑

部，
大小不等，
多呈不规则状、
浑圆状，
与寄主岩石界

云母（1%）构成，粒度 2～4 mm，斜长石牌号 An=25。

线清楚。

副矿物主要有磁铁矿、
锆石、
磷灰石。

岩石呈肉红色，
似斑状结构，
基质粗中粒花岗结

该岩类侵入体之中，
闪长质包体稀少，
包体大小

构，块状构造。斑晶由钾长石和斜长石构成，粒度

一般为 5～30 mm，多呈浑圆状，与寄主岩石界线清

8～25 mm。斜长石呈半自形板柱状，
常见聚片双晶、

晰、
截然。

卡钠复合双晶，略显环带斜长石牌号 An=27；含量
15%±；
钾长石为微斜条纹长石，
半自形宽板状，
可见

3 样品采集和分析方法

格子双晶、
钠质条纹，
晶内常见环带状产出的半自形

作者在本次研究工作中，系统采集各类岩石的

斜长石小晶体。基质由斜长石（15%～20%）、
钾长石

地球化学样品，共 5 件。样品选择在侵入体中心采

（25%～30%）、石英（20%）、黑云母（5%）构成，粒度

集，
岩性新鲜、
无明显蚀变、
无包体，
代表性较强。岩

2～6 mm；岩石中偶见角闪石，呈黄绿色，半自形柱

石化学全分析样品由河北省区域地质矿产研究所实

状，粒度 0.2～2 mm，局部被黑云母交代。副矿物种

验室分析测试，
稀土全分析、
微量元素分析样品由中

类较多，
主要有磁铁矿、
锆石、
磷灰石、
榍石及褐帘石。

国地质科学院物化探研究所实验室分析测试。

（3）粗中粒似斑状正长花岗岩：
该岩类侵入体分

主量元素采用碱熔法制备样品，使用 X 射线荧

布于研究区的南部，
区内发育有两个侵入体，
面积约

光光谱议（XRF-1500）完成分析测试，分析精度高于

20.42 km 。该侵入体与阿拉塔格组呈侵入接触，与

5%。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的分析采用酸溶法将样品

哈满沟组、
克孜洛依组呈异岩不整合接触，
局部与阿

制备好后，
使用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ElementⅡ

拉塔格组、
哈满沟组、
克孜洛依组呈断层接触。该岩

测试完成，
分析精度总体优于10%。

2

类侵入体岩石以鲜艳的肉红色、
斑晶较少、
地貌上呈
红色、
球状风化强烈、
钾化发育而与本序列其它岩类

4 分析结果

的侵入体相区分。

4.1 主微量元素特征

该岩类侵入体偶见闪长质包体，
包体大小一般为
10～30 mm，
多呈浑圆状，
与寄主岩石界线清晰、
截然。

红山岩体各侵入体岩石化学分析结果见表1。
SiO2 含量高，为 69.44%～76.42%，属酸性岩；

岩石呈肉红色，
似斑状结构，
基质粗中粒花岗结

Al2O3 含量较低，
为 12.32%～14.67%；
Na2O、
K2O 含量

构，块状构造。斑晶较少，由钾长石构成；钾长石为

较高，分别为 3.27%～3.60%、4.36%～4.74%；K2O/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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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2O 比值高，为 1.24～1.45；FeO、Fe2O3、CaO、MgO

的微量元素特征[5，6，8，12]。

含量低，且表现为 FeO＞Fe2O3、CaO＞MgO；铝饱合

4.2 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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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岩石学演化特征

指数较大；
A/NKC=1.00～1.03，
属准铝型、
弱过铝型；

从早期侵入体到晚期侵入体，斑晶含量依次递

里特曼指数 σ＝2.02～2.45，属碱钙性系列，与 I 型花

减，斑晶直径依次变小，钾长石含量逐渐增高；斜长

岗岩[5-8]特征一致。

稀土总量中等—较高，∑REE＝129.39×10- 6～

石含量逐渐变低，
牌号呈降低的趋势；
黑云母含量逐

316.81×10-6；
LREE/HREE＝11.30～17.43，
（La/Yb）N=

渐降低，显示由二长花岗岩向正长花岗岩演化的特

8.59～18.85，
说明轻、
重稀土分馏较强烈；
（La/Sm）N=

征。岩性变化范围较宽，
反映了 I 型花岗岩的岩石学

4.85～8.88，说明轻稀土分馏程度高，轻稀土富集特

特征[5，6，8]。
（2）地球化学演化特征

征较明显；
（Gd/Yb）N=0.74～1.53，
说明重稀土分馏程
度低，重稀土亏损不明显；δEu＝0.57～0.66，具中等

由早期侵入体到晚期侵入体，SiO2 含量依次递

铕负异常；δCe=0.92～0.98，具弱铈负异常、无铕异

增，
Al2O3 含量逐渐降低，
MgO、
FeO、
TiO2 含量逐渐降

常。稀土配分模式曲线 为向右倾斜且斜率中等的

低；
分异指数（DI）增高；
结晶指数（SI）减小；
显示出随

“V”形曲线，部分曲线在尾部出现上翘现象（图 3）。

着岩石酸度和碱度的增加，岩浆结晶分异程度逐渐

[9]

增 高 的 特 征 ，反 映 了 I 型 花 岗 岩 的 岩 石 化 学 特

[5-10]

显示出I熔型花岗岩

的稀土元素特征。

与维氏同类岩石微量元素丰度相比，
Ba、
Sr、
Zr、

征[5，6，8]。由早期侵入体到晚期侵入体，
显示轻稀土分

V、Ti、P 含量较低，Cs、Hf 、Li、Th、U、Rb 含量偏高，

馏程度呈增强的趋势，显示重稀土分馏程度呈减弱

其它元素含量基本相当。特征参数 Rb/Sr＝1.09～

的趋势。稀土配分模式曲线非常相似，均呈大致平

3.58，明显高于陆壳平均值，这与岩浆混合作用的双

行的
“V”
形曲线（图 3），
显示出 I 型花岗岩的稀土元素

向扩散作用中 Sr 优先进入先期结晶的混合岩浆单

特征[5，6，8]。由早到晚，该序列侵入岩的 Hf、Th、Zr、V、

元 有 关 [11]。 Ba/Sr＝1.78～2.97，K/Rb＝140～288.7，

Ti、
P等元素表现为逐渐降低，
而U元素含量增高；
Rb/

Zr/Hf＝24.42～30.87。微量元素反映出 I 型花岗岩

Sr、
K/Rb、
Zr/Hf等比值表现总体呈变小的趋势。

表 1 红山岩体各岩类侵入体岩石常量元素、
稀土元素、
微量元素分析结果
Tab.1 Major element, trance element and lanthanon element content in the intrusives of Hongshan pluton,
in Baoertu area , Heshuo county, Xinjiang
岩性

样号

P14YQ1
P16YQ1
粗中粒斑状正长花岗岩
P14YQ2
粗中粒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P12YQ1
粗中粒大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P12YQ2
中粒含斑正长花岗岩

岩性

样号

P14XT1
P16XT1
粗中粒斑状正长花岗岩
P14XT2
粗中粒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P12XT1
粗中粒大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P12XT2
中粒含斑正长花岗岩

岩性

样号

P14WL1
P16WL1
粗中粒斑状正长花岗岩
P14WL2
粗中粒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P12WL1
粗中粒大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P12WL2
中粒含斑正长花岗岩

序号
5
4
3
2
1
序号
5
4
3
2
1
序号

SiO2
76.04
76.42
74.36
72.78
69.44
La
29.6
43.6
39.2
72.9
52.0

Al2O3
12.51
12.32
12.99
13.57
14.67

Ce
52.1
73.8
69.2
131.7
101.8

TiO2
0.13
0.18
0.22
0.39
0.49

Pr
5.0
6.9
7.2
13.7
11.0

氧 化 物 含 量 W（B）%
FeO CaO
MgO
K2O Na2O MnO P2O5 Los ∑
0.31 0.97
0.36
4.69 3.43 0.03 0.05 0.37 99.67
0.31 0.88
0.39
4.78 3.30 0.02 0.09 0.36 99.84
0.55 1.35
0.57
4.69 3.24 0.03 0.10 0.50 99.53
1.27 1.77
0.85
4.36 3.28 0.03 0.24 0.42 99.73
1.63 2.15
1.00
4.45 3.60 0.04 0.28 0.78 99.45
稀 土 元 素 含 量（10-6）
Sm Eu
Gd
Tb
Dy
Ho Er Tm Yb Lu Y
2.38 0.43 2.04 0.33 1.99 0.43 1.49 0.29 2.22 0.39 15.7
3.09 0.77 2.55 0.37 1.94 0.37 1.24 0.22 1.56 0.27 12.1
3.83 0.54 3.17 0.49 2.80 0.55 1.79 0.32 2.39 0.41 18.2
6.98 1.26 5.69 0.90 4.90 0.93 2.81 0.47 2.93 0.44 27.7
6.8 1.18 5.48 0.86 4.70 0.85 2.49 0.39 2.56 0.4 25.6
微 量 元 素 含 量（10-6）
Ta Th
U
Zr
Ba
Rb Sr
V
Ti
P
F
2.62 29.08 6.31
105
168 335 94.6 4.3 639 213 504
1.61 36.06 6.64 122.9 246 255 88.4 9.2 978 290 409
2.34 31.79 5.69 118.1 473 302 181 15.7 1312 447 620
1.86 33.93 3.25 205.7 704 151 237 28.7 2112 828 504
2.14 34.26 3.73 209.3 547 232 212 35.7 2420 1075 831

Fe2O3
0.78
0.78
0.93
0.77
0.92

Nd
15.0
20.6
23
43.5
38.2

Cs Hf Li Nb
5 8.81 4.30 38.46 22.81
4 14.34 4.64 23.32 16.73
3 7.14 4.32 39.41 20.51
2 3.26 6.69 21.99 18.42
1 9.57 6.78 49.76 19.26

注：主量元素分析由河北省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所实验室完成，稀土元素、微量元素分析测试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物化探
研究所实验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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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酸性岩浆混合形成的特征[17]（图 4e）；部分暗色
包体的边界被寄主岩石的粗大斑晶斜切，显示出基
性与酸性岩浆混合时存在较大的温压条件差，基性
岩浆较冷（图 4f）。
5.2 岩石成因

（1）红山岩体早期侵入体中富含深源包体，
包体
显示出明显的岩浆混合特征，
说明其物质来源较多，
属壳幔混合源型花岗岩。
（2）红山岩体各侵入体由老到新，
岩性由粗中粒
大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演化为中粒含斑正长花岗岩；
由酸性岩向酸偏碱性岩演化，
演化特征较明显；
岩性
图 3 红山岩体侵入岩稀土元素配分模式曲线图
（球粒陨石值据 Boynton，1984 [9]；序号同表 1）
Fig.3 REE distribution pattern for the normalized
intrusive rocks of Hongshan pluton, in Baoertu area ,
Heshuo county, Xinjiang

变化范围较宽，反映了 I 型花岗岩的特征[5，6，8]。
（3）岩石之中钾长石种属主要为条纹长石，
微斜
条纹长石次之；
斜长石为更长石，
牌号An=25～29；
暗
色矿物较为单一，为黑云母。主要造岩矿物的特征
亦反映了I型花岗岩的特征[5，6，8]。
（4）SiO2含量变化范围较宽，
为69.44%～76.42%；

5 讨论

K2O/Na2O 较大，
为 1.24～1.45；
铝饱合指数 A/CNK 小

5.1 岩浆混合特征

于1.10，
为0.99～1.03；
CIPW标准矿物之中，
刚玉含量

红山岩体早期侵入体内富含暗色包体，包体显
示出明显的岩浆混合证据。

均低于1%，
为0.14～0.75。岩石化学分析结果和特征
参数说明红山岩体各侵入体属于 I 型花岗岩[5，6，8]。

暗色包体成分为细粒闪长岩，呈灰黑色、深灰

（5）稀土元素含量较高，稀土总量为 129.39～

色，
具细粒半自形结构、
细粒斑状结构，
由斜长石（半

316.81×10-6；轻重稀土分馏程度中等，LREE/HREE=

自形柱状，粒度 0.2～1 mm，含量 60%～65%）、角闪

11.38～17.43，
（La/Yb）N=8.99～18.85；
δEu=0.57～0.66，

石（自形柱状，粒度 0.1～0.4 mm，含量 30%～35%）、

具中等铕负异常。稀土配分曲线为向左倾斜且斜率

黑云母（鳞片状，
粒度0.1～0.3 mm，
含量5%）组成。

中等的“V”字形曲线。稀土元素特征显示出较为明

包体呈浑圆形、不规则状。浑圆状的形态显示
出了明显的塑性流变的特点，部分包体呈拉长定向

显的I型花岗岩的特征[5，6，8]。
（6）微量元素 Ba、Sr、V、Ti 等元素含量偏低，而

状态，
但是内部未见任何变形，
反映基性岩浆在注入

Sc、
Hf、
Th 等元素含量偏高；
U 元素含量小于 10×10-6；

酸性岩浆时为液态或塑性流态 [13-18]（图 4a）；部分包

K/Rb 比 值 高 ，为 140.0～288.7；K/Cs 比 值 高 ，为 2

体与寄主岩石呈锯齿状、
雾迷状过渡关系，
说明岩浆

715～11 101；Rb/Cs 比值较高，为 24.2～46.3；Rb/Li

混合作用的不均一性且局部混合作用均一化程度较

比值较高，
为 4.7～11.0。微量元素特征与 I 型花岗岩

高 （图 4b）；
暗色包体与寄主岩的界线通常是清晰、

较为相似[5，12]。

[13]

截然的，往往发育宽约 2～10 mm 的细粒边，说明基

（7）在 R1－R2 图解中，
成分点均落入同期碰撞区

性岩浆与酸性岩浆温压条件有一定差异（图 4c）；包

域及其附近[19-20]（图 5）；
在 Rb－Yb+Nb 和 Rb－Yb+Ta

体内多含有寄主岩石的钾长石捕虏晶，大小 2～10

图解中，仅有粗中粒大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侵入体

mm，具熔蚀特征，多呈眼球状，反映出基性岩浆注

样品（2 号样品）成分点落入火山弧花岗岩中，
其余成

入酸性岩并发生混合，流动搅伴后分散在寄主岩浆

分点均落入同碰撞花岗岩区[12，21-22]（图6）。

中的细小基性岩浆团块固结而成 [16，18]（图 4d）；在红

（8）在微量元素对洋中脊花岗岩标准化曲线呈

山岩体早期侵入体之中，
黑云母呈不均匀分布，
这说

向右陡倾的曲线，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 Rb、Th，大离

明寄主岩石的基质是由部分被打碎、搅拌的包体参

子亲石元素 Ba 和高场强元素 Nb、Ta 亏损，显示出同

与形成，
不仅是花岗质岩浆熔融结晶的产物，
具有基

碰撞花岗岩的特征[4，21，23]（图 7）。在原始地幔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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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 4 暗色矿物包体与寄主花岗岩野外照片
Fig.4 Field photos of the dark mineral inclusion and host granite
a. 拉长定向的暗色矿物包体；b. 暗色矿物包体与寄主岩石锯齿状接触关系；c. 暗色矿物包体的细粒边；d. 暗色矿物包体
中眼球状钾长石捕虏晶；e. 粗中粒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中暗色矿物的不均匀分布；f. 寄主岩石中的钾长石斑晶斜切
暗色矿物包体的界线

微量元素蛛网图上，红山岩体侵入岩表现出富集大
离子亲石元素（U、Th、K）、轻稀土元素，明显亏损高
场强元素（Nb、Sr、P 和 Ti），相对于 Rb 和 Th 亏损 Ba
（图8），
与高分异 I 型花岗特征一致[24-25]。
（9）前人研究表明，
花岗岩中的暗色包体来源于
富集地幔或幔源熔体结晶分异，经过底侵作用与下
地壳岩浆混合形成不同成分的岩浆[26-36]。本区暗色
包体为闪长质包体，
岩石学、
岩相学特征以及与寄主
岩石的接触关系与前人发现的暗色包体特征基本一
致，因此可以确定本区暗色包体来源于地幔。红山
岩体同样是幔源岩浆与壳源岩浆混合的产物。

属 I 型花岗岩，其岩浆来源于多源，既有下地壳或上

图 5 红山岩体侵入岩 R1－R2 图解
（据参考文献[19] ；序号同表 1）
Fig.5 R1-R2 diagrams from the intrusive rocks of
Hongshan pluton in Baoertu area
Ⅰ. 地幔分离的；Ⅱ. 板块碰撞前的；Ⅲ. 碰撞后的抬升；Ⅳ. 造
山晚期的；
Ⅴ. 非造山的；
Ⅵ. 同碰撞期的；
Ⅶ. 造山期后的

地幔物质，壳源物质，属于混合岩浆。区域上，中天

5.3 时代讨论

综上所述，
红山岩体侵入岩在岩石学特征、
矿物
学特征、岩石化学特征、稀土元素特征、微量元素特
征及副矿物特征等方面均与 I 型花岗岩的特征相同
或相近。结合图解判别，可以确定其岩石成因类型

山地区处于中亚造山带的中部，晚石炭世—早二叠

王行军等（2012）在粗中粒似斑状正长花岗岩采

世，
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和塔里木板块已经碰撞

集 1 件 U－Pb 锆石同位素测年样品，测试结果为

[4，
23-24]

在一起

。

地球化学特征和地球化学投图结果表明，红山
岩体侵入岩形成于挤压环境，显示了同碰撞花岗岩
的特征。

295.8±1.2 Ma[4]。根据同位素测年资料，综合区域资
料，
分析确定红山岩体形成时代为早二叠世。
5.4 地质意义

天山是横跨中亚的一条巨型纬向古生代碰撞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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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红山岩体侵入岩 Rb－Yb+Nb 和 Rb－Yb+Ta 图解（据 Pearce et al,1984 [21] ; 序号同表 1）
Fig.6 Rb－Yb+Nb and Rb－Yb+Ta diagrams from the intrusive rocks of Hongshan pluton, in Baoertu area ,
Heshuo county, Xinjiang（after Pearce et al, 1984 [21] ; Sequence number being same as table 1）
ORG. 洋脊花岗岩；
WPG. 板内花岗岩；
VAG. 火山弧花岗岩；
COLG. 同碰撞花岗岩

图 7 红山岩体侵入岩微量元素对洋中脊花岗岩标准化曲线
（据参考文献[21]）
Fig.7 ORG normalized trace element pattern of the
intrusive rocks of Hongshan pluton

山带，其内花岗岩发育，花岗岩记录从奥陶纪[23-25，37]、

为完整[4]。研究区南部发育中泥盆世阿拉塔格组滨

均有，但是不同的研究者对各时代花岗岩构造属性

浅海相碳酸盐岩—半深海相碎屑岩、
硅质岩，
其形成

研究的结果不同，
特别是对南、
北天山洋的构造发展

于大洋发展阶段；形成大洋消亡阶段的早二叠世酸

史及南、
北天山洋的最终封闭时限存在很大的分歧，

性侵入岩—红山岩体，其岩浆混合特征明显。其形

但这却说明了天山是一条复杂的晚古生代造山带，

成于同碰撞构造环境，
为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与

至石炭纪、二叠纪

[42-46]

天山，古亚洲洋形成、发展、消亡的地质记录保存较

，各个时代

志留纪、泥盆纪

[38-41]

图 8 红山岩体侵入岩微量元素对原始地幔标准化曲线
（据参考文献 [24]）
Fig.8 Primitive mantle-normalized spidergrams for trace
element pattern of the intrusive rocks of Hongshan pluton

[4]

可能存在着多次的俯冲碰撞过程 。
新疆和硕县包尔图一带横跨南天山、
中天山、
北

塔里木-中朝板块两大板块碰撞造山的产物。研究
区南部还发育陆内发展阶段的早侏罗世哈满沟组含

58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煤碎屑岩系和渐新世－中新世克孜洛依组红色含膏
盐碎屑岩沉积。

6 结论
（1）红山岩体侵入岩中暗色包体发育，
说明岩浆
来源较深，
主要来源于地壳，
同时亦有地幔物质的加
入，
属壳幔混合源花岗岩。
（2）红山岩体侵入岩属 I 型花岗岩，形成于同碰
撞环境。
（3）红山岩体是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
塔里
木—中朝板块两大坂块同碰撞的产物，表明两大板
块在早二叠世已经碰撞在一起。
致谢：本文是区调项目的集体成果，
河北省区域地
质矿产调查研究所的徐旭明、程洲、孟宪峰参加了
野外工作，
在野外地质调查工作过程之中得到了新
疆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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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etrogenesis of the
Hongshan pluton in Baoertu area, Heshuo county, Xinjiang
WANG Zi-tong1, WANG Xing-jun2,3, LIU Hai-peng2, WANG Gen-hou3, ZHANG zheng-ping4
(1.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59, China; 2.China Non-ferrous Metals
Resources, Geological Survey, Beijing 100012, China; 3.School of Geoscience and Resource, China University of Geology, Beijing
10083, China; 4. Hebei Institute of Regional Geological and Mineral Resource Survey,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Hongshan pluton exists in Baoertu area, Heshuo county, Xinjiang, is composed by porphyritic biotite

admellite and porphyritic syenogranite intrusives，
which is rich in dark mineral enclaves. The enclaves are perfectly roun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m and their host rocks are usually clear and sharp, and beveled with the big
phenocrysts of host rocks. And they contain potash feldspar xenocryst of host rock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claves showed the obvious evidence of magma mixing, with crust-mantle mixed source. Moreo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trology and geochemistry indicate the Hongshan pluton is I- type granite and formed in the environment of syn- collisionin. And isotopic dating showed that it formed in the lower Permian. Hongshang pluton is
product of the collision of Kazakhstan-Dzungaria plate and Sino-Korea-Tarim plate，and its magma source was
deep, and has different source magma mixing characteristic.
Key words: Hongshan pluton; magma mixing; I type granite; syn-coll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