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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副矿物的物源区分析新进展

王建刚，胡修棉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内容提要：物源区分析是盆地分析和古地理重建的重要研究方法，有很长的研究历史。随着分析测试技术的进

步，物源区分析的方法不断发展，分析精度也不断提高。电子探针、离子探针和ＬＡＩＣＰＭＳ等微区原位分析技术的

发展，使得基于单矿物地球化学和同位素年代学的物源区分析方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代表了物源区分析的最新发

展方向。本文介绍了砂岩中常见副矿物铬尖晶石、金红石的地球化学分析以及锆石 ＵＰｂ年龄、白云母 ＡｒＡｒ年龄

在物源区分析中的应用。同时，作者认为物源区分析往往是基于碎屑矿物的化学成分或年龄与可能物源区的对比，

且只具有统计意义。因此，深入了解区域地质情况和可能的物源区的地质信息，测试一定数量的颗粒进行统计分

析，才能得出合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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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物源区分析，即根据沉积作用的最终产物，

来推断碎屑物源区母岩的岩石学特征以及沉积作用

发生时的气候条件和构造背景（Ｐｅｔｔｉｊｏｈｎｅｔａｌ．，

１９８７）。这种分析依据两个前提，一是碎屑岩和母岩

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二是不同的构造背景下所形

成的沉积岩具有成分和结构上的差异（Ｗｅｌｔｊ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在沉积学中，物源区一词包括与沉积

产物相关的一切过程和因素，物源区分析包括古侵

蚀区的判别，古地貌特征的重塑，古河流体系的再

现，物源区母岩的性质、气候以及沉积盆地构造背景

的确定等（王成善等，２００３；Ｂａｓｕ，２００３）。因此，物

源分析在确定沉积物物源位置和性质及沉积物搬运

路径，甚至整个盆地的沉积作用和构造演化等方面

有重大意义。

传统物源区分析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

段（Ｗｅｌｔｊ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砂岩中重矿物的特征和组

合分析、基于薄片观察的碎屑模式分析和全岩地球

化学分析。传统方法虽然在判别沉积岩形成的区域

构造背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些分析结

果反映的都是沉积岩所有物质的平均效应，当同一

沉积盆地同时接受多个物源输入的时候，这些方法

不再有效；另外，在沉积物的沉积成岩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受到风化蚀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分析

的可靠性。砂岩副矿物的单颗粒分析，能够很好地

弥补这些缺陷。首先，一个副矿物颗粒只可能来自

一个物源区，因此，具有不同地球化学特征的同种矿

物颗粒可以指示不同的物源区；其次，随着电子探

针、离子探针和激光剥蚀等离子质谱仪（ＬＡＩＣＰ

ＭＳ）等微区分析技术的发展，使得单矿物原位的地

球化学分析变得简单而可靠，选择未经蚀变的矿物

或者未蚀变的区域进行分析，可以避免沉积成岩作

用的影响；另外，单矿物同位素测年技术的发展，使

得我们可以将特定的地质事件放在确定的时间坐标

上分析，大大丰富了物源区分析的内涵，这也代表了

物源区分析的最新研究方向。

１　铬尖晶石地球化学

铬尖晶石常形成于基性岩和超基性岩中

（Ｉｒｖｉｎｅ，１９７４；Ｄｉｃｋ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Ｈａｗｋｉｎｓｅｔａｌ．，

１９８５；Ｎｉｘ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０），因为化学成分的差异而

显棕色、棕红色至暗黑色 （隋延辉，２００４；Ｌｅｅ，

１９９９）。由于在物理化学性质方面有较好的稳定性，

铬尖晶石也常作为沉积岩的副矿物出现。由于不同

地球动力学环境中形成的侵入岩和火山岩中的铬尖

晶石的成分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铬尖晶石的化学

成分能够敏感地指示母岩的性质（Ｉｒｖｉｎｅ，１９７４；



Ｄｉｃｋ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Ａｒａｉ，１９９２，１９９４）。通过对沉

积岩中的碎屑铬尖晶石进行分析，可以准确地识别

物源区以及母岩的特征（ｅ．ｇ．，Ｃｏｏｋｅｎｂｏｏ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Ｇａｎｓｓｌｏｓｅｒ，１９９９；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１．１　铬尖晶石的化学成分

在自然界中，铬尖晶石的类质同相广泛发育，其

元素组成可以表示为 ＡＢ２Ｏ４，其中 Ａ 为二价阳离

子，主要为 Ｍｇ
２＋、Ｆｅ２＋等，而Ｂ为三价阳离子，包括

Ｃｒ３＋、Ａｌ３＋和Ｆｅ３＋，另外，铬尖晶石中还含有少量的

Ｚｎ２＋、Ｍｎ２＋、Ｖ５＋、Ｎｉ２＋、Ｔｉ４＋等。铬尖晶石形成于

岩浆结晶早期，在分离结晶或部分熔融过程中，尖晶

石的基本化学组分表现出很大的差异，Ｃｒ和 Ｍｇ表

现出强烈的相容性，极容易进入铬尖晶石，而Ａｌ表

现出强烈的不相容性，常残留在岩浆中。另外，

Ｍｇ
２＋和Ｆｅ２＋在尖晶石和硅酸盐熔体之间的分配系

数与温度密切相关，而Ｆｅ２＋和Ｆｅ３＋的比率对氧逸度

的变化非常敏感（Ｄｉｃｋｅｔａｌ．，１９８４）。因此，铬尖晶

石的化学成分反映了其形成时的岩浆环境，包括温

度、压力和熔体组分等（Ｄｉｃｋ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Ａｒａｉ，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１．２　不同构造背景下铬尖晶石化学成分的差异

为了从铬尖晶石中获取岩石成因的信息，常常

运用的参数包括狀（Ｃｒ３＋）／［狀（Ｃｒ３＋）＋狀（Ａｌ３＋）］

比率（Ｃｒ＃），狀（Ｍｇ
２＋）／［狀（Ｍｇ

２＋）＋狀（Ｆｅ２＋）］比率

（Ｍｇ＃）和狀（Ｆｅ
２＋）／狀（Ｆｅ３＋）、ＴｉＯ２（％）等（Ｌｅｅ，

１９９９）。

Ｃｒ＃在不同构造背景的铬尖晶石之间的差异很

早就受到关注（Ｉｒｖｉｎｅ，１９７４；Ａｒａｉ，１９８７，１９９２；

Ｂａｒ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Ｋａｍｅｎｅｔｓ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Ｄｉｃｋ等（１９８４）用铬尖晶石的Ｃｒ＃来区分深海橄榄

岩和阿尔卑斯型橄榄岩。他们认为，源自洋中脊的

深海橄榄岩和玄武岩中的铬尖晶石，Ｃｒ＃小于０．６。

阿尔卑斯型橄榄岩以及相关火成岩的铬尖晶石的化

学成分显示一个完整的序列，Ｃｒ＃随地幔熔融程度

的变化而不同，阿尔卑斯橄榄岩可分为三类：Ｉ类橄

榄岩中铬尖晶石的Ｃｒ＃小于０．６，与洋中脊铬尖晶

石相当，显示其可能为古洋壳的碎片；ＩＩＩ类橄榄岩

中铬尖晶石的Ｃｒ＃大于０．６，可能源自火山岛弧；ＩＩ

类橄榄岩的铬尖晶石的Ｃｒ＃包括Ｉ类和ＩＩＩ类Ｃｒ＃

的范围，这种岩石出现的位置比较特殊，比如，新的

岛弧形成于老的洋壳之上，导致熔体的起源和熔融

程度在较短的距离内产生巨大的差异。Ｌｅｅ（１９９９）

总结了不同的构造背景之下火山岩和橄榄岩中铬尖

晶石Ｃｒ＃的变化范围（图１）。板内碱性玄武岩、深

海橄榄岩的铬尖晶石Ｃｒ＃＜０．６，而玻安岩、高镁拉

斑玄武岩和高镁安山岩中的铬尖晶石Ｃｒ＃很高，一

般＞０．７５。岛弧玄武岩、大陆裂谷橄榄岩包体和阿

尔卑斯型橄榄岩中的铬尖晶石的Ｃｒ＃变化范围很

大，几乎呈现一个完整的序列。洋中脊玄武岩的铬

尖晶石Ｃｒ＃在０．２～０．６之间。

图１不同的构造背景之下火山岩和橄榄岩中铬尖晶石

Ｃｒ＃的变化范围（Ｌｅｅ，１９９９），粗线条表示主要的

分布范围

Ｆｉｇ．１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ｈｏｗ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ｒ
＃ｏｆｓｐｉｎｅｌｓｉｎ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Ｌｅｅ，１９９９）．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ｌｉｎｅｐａｒ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ｏｆｄａｔａｐｌｏｔｓ

铬尖晶石中Ｆｅ３＋的含量反映了结晶时岩浆的

氧化还原环境。由于实验时所有的铁含量均以ＦｅＯ

的形式给出，需假定铬尖晶石的组成为理想的

ＡＢ２Ｏ４（Ａ为二价阳离子，Ｂ为三价阳离子），从而计

算出Ｆｅ３＋的含量（Ｂａｒ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如图２，蛇

绿岩套、阿尔卑斯型橄榄岩、洋中脊玄武岩以及与岛

弧相关的玄武岩、安山岩中的铬尖晶石，其Ｆｅ３＋在

所有三价离子中的比重较低，而洋岛玄武岩、大陆溢

流玄武岩、层状侵入杂岩和阿拉斯加杂岩中尖晶石

的Ｆｅ３＋含量变化很大。

Ｋａｍｅｎｅｔｓｋｙ等（２００１）认为在Ｃｒ＃相同的情况

下，水下迅速冷凝的岩浆岩中铬尖晶石的 Ｍｇ＃要高

于陆下缓慢结晶的侵入岩和橄榄岩，但同时指出，在

对尖晶石 Ｍｇ
＃解释时需特别谨慎，因为它是诸多因

素的一个复合函数，这些控制因素主要包括母岩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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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铬尖晶石主要的三价离子狀（Ｆｅ３＋）—狀（Ｃｒ３＋）—狀（Ａｌ３＋）母岩判别图（据Ｂａｒ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Ｆｉｇ．２Ｔｅｒｎａｒｙｐｌｏ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ｔｒ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ｒｏｍｉａｎｓｐｉｎｅｌｓｆｏ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Ｂａｒ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ＯＩＢ—洋岛玄武岩；ＦＢ—溢流玄武岩；ＩＡＢ—岛弧玄武岩；ＭＯＲＢ—洋中脊玄武岩；ＯＦＢ—洋壳玄武岩；Ｂｏｎ—玻安岩；ＡｌｐＰ—阿尔卑斯型

橄榄岩；ＡｌａＰ—阿拉斯加型橄榄岩；ＬＩＰ—层状侵入体橄榄岩；ＯＦＰ—洋壳橄榄岩

ＯＩＢ—Ｏｃｅａｎｉｓｌａｎｄｂａｓａｌｔ；ＦＢ—Ｆｌｏｏｄｂａｓａｌｔ；ＩＡＢ—Ｉｓｌａｎｄａｒｃｂａｓａｌｔ；ＭＯＲＢ—Ｍｉｄｏｃｅａｎｒｉｄｇｅｂａｓａｌｔ；ＯＦＢ—Ｏｃｅａｎｆｌｏｏｒｂａｓａｌｔ；Ｂｏｎ—

Ｂｏｎｉｎｉｔｅ；ＡｌｐＰ—Ａｌｐｉｎｅｔｙｐｅ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ＡｌａＰ—Ａｌａｓｋａｎｔｙｐｅ 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ＬＩＰ—Ｌａｙｅｒｅｄ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ｓ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ＯＦＰ—Ｏｃｅａｎｆｌｏｏｒ

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

的 Ｍｇ
＃、Ａｌ和Ｃｒ在铬尖晶石中的分配比例、氧逸

度以及熔体的冷却速率和重平衡作用等等。另外，

铬尖晶石中ＴｉＯ２ 的含量与熔体组分密切相关，一

般来说，地幔橄榄岩铬尖晶石的ＴｉＯ２ 含量低于火

山岩中的尖晶石。

１．３　应用

如前文所述，铬尖晶石的化学组分能够有效地

识别不同的基性和超基性岩的存在，基于此提出的

判别图包括Ｃｒ＃—Ｍｇ＃图解（Ｉｒｖｉｎｅ，１９７４；Ｄｉｃｋ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狀（Ｆｅ３＋）—狀（Ｃｒ３＋）—狀（Ａｌ３＋）三角图

解（Ｃｏｏｋｅｎｂｏ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Ｂａｒ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Ｃｒ＃—ＴｉＯ２ 图解（Ａｒａｉ，１９９２）和Ａｌ２Ｏ３—ＴｉＯ２ 图解

（Ｋａｍｅｎｅｔｓ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图３）等等。

Ｐｏｗｅｒ等（２０００）曾质疑铬尖晶石对物源的指

示，认为判别图并没有基于代表性的数据，而且尖晶

石的化学成分受多种因素控制且可能在成岩过程中

受到改造。之后，Ｂａｒｎｅｓ等（２００１）对２６０００多颗产

于不同构造背景以及不同的岩石类型中的尖晶石的

元素数据重新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同岩石中的铬尖

晶石的化学组分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了解岩石成因

和识别物源区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分析的过程中必

须注意一些成岩作用，特别是重平衡作用和变质作

用对尖晶石成分的影响。

在碎屑岩的物源区研究过程中，碎屑铬尖晶石

的化学成分分析已被许多研究者运用。如Ｌｅｎａｚ等

（２０００）对阿尔卑斯东南部晚白垩世—中始新世沉积

盆地中的碎屑铬尖晶石分析发现，铬尖晶石颗粒之

间存在不同的地球化学组成，指示了碎屑物质的多

源性，并识别出了两种铬尖晶石组合：一种来自橄榄

岩，另一种来自玄武质火山岩。通过对比认为，前南

斯拉夫的迪纳里德山脉可能是这些沉积盆地的物源

区。Ｚｈｕ等（２００４）对西藏田巴地区白垩纪浊积砂岩

中铬尖晶石的分析发现，它们的Ｃｒ＃为０．４～０．６５，

Ｍｇ
＃为０．３～０．９，ＴｉＯ２＞１％且有很好的Ｆｅ—Ｔｉ相

关性，认为与板内玄武岩中的铬尖晶石非常相似。

２　金红石地球化学

金红石见于多种岩石之中，包括中高级变质岩、

岩浆岩、沉积岩和热液矿床等（Ｆｏｒｃｅ，１９８０；Ｚａｃｋ，

２００２）。但是，在大多数岩浆岩中，金红石常呈针状

产出于其它矿物内部。沉积岩中的碎屑金红石主要

来自中高级的变质岩（Ｆｏｒｃｅ，１９８０，１９９１）和再旋回

的沉积岩（Ｚａｃｋ，２００２）。金红石和锆石、电气石一

起，被认为是沉积成岩过程中最稳定的重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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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铬尖晶石ＴｉＯ２—Ｃｒ＃（Ａｒａｉ，１９９２）和Ｔ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Ｋａｍｅｎｅｔｓ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构造背景判别图

Ｆｉｇ．３ＴｉＯ２—Ｃｒ／（Ｃｒ＋Ａｌ）（Ａｒａｉ，１９９２）ａｎｄＴ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Ｋａｍｅｎｅｔｓ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ｃｈｒｏｍｉａｎｓｐｉｎｅｌ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ＩＰＢ—板内玄武岩；ＴＢ—拉斑玄武岩；ＡＢ—碱性玄武岩；ＢＡＢＢ—弧后盆地玄武岩；ＭＯＲＢ—洋中脊玄武岩；ＩＡＢ—岛弧玄武岩；Ｂｏｎ—

玻安岩；ＣＦＢ—大陆溢流玄武岩；ＯＩＢ—洋岛玄武岩；ＡＲＣ—岛弧；ＡＰ—深海橄榄岩

ＩＰＢ—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ｔｅｂａｓａｌｔ；ＴＢ—Ｔｈｏｌｅｉｉｔｉｃｂａｓａｌｔ；ＡＢ—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ｂａｓａｌｔ；ＢＡＢＢ—Ｂａｃｋａｒｃｂａｓｉｎｂａｓａｌｔ；ＭＯＲＢ—Ｍｉｄｏｃｅａｎｒｉｄｇｅｂａｓａｌｔ；

ＩＡＢ—Ｉｓｌａｎｄａｒｃｂａｓａｌｔ；Ｂｏｎ—Ｂｏｎｉｎｉｔｅ；ＣＦＢ—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ｆｌｏｏｄｂａｓａｌｔ；ＯＩＢ—Ｏｃｅａｎｉｓｌａｎｄｂａｓａｌｔ；ＡＲＣ—Ａｒｃ；ＡＰ—Ａｂｙｓｓａｌ

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

（Ｈｕｂｅｒｔ，１９６２；Ｍｏｒ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金红石除

了主要含有Ｔｉ元素之外，其它的元素含量均较少，

由于分析手段的限制，使得将金红石的地球化学分

析应用于物源区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见。近几年来，

Ｚａｃｋ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在对金红石的研究过

程中，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成果，主要包括基于

Ｎｂ—Ｃｒ元素的原岩识别和金红石地质温度计等，

有力地促进了金红石在物源区分析中的应用。

２．１　犖犫—犆狉母岩判别图

金红石中含有多种高场强元素，包括 Ｖ、Ｃｒ、

Ｆｅ、Ａｌ、Ｎｂ、Ｓｎ、Ｓｂ、Ｔａ和 Ｗ 等（Ｈａｇｇｅｒｔｙ，１９９１；

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Ｒｉｃ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其中，Ｎｂ

和Ｃｒ具有特殊的指示意义。在几乎所有变质岩中，

９０％以上的Ｎｂ和Ｔｉ都集中在在金红石中，因此金

红石中的Ｎｂ／Ｔｉ比率几乎与母岩相同。而Ｃｒ在各

种矿物之间的分配没有选择性，因此Ｃｒ在岩石中的

分布均一，所以金红石的Ｃｒ含量理论上与母岩相同

（Ｚａ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ａ）。基于 Ｎｂ和Ｃｒ在母岩和金

红石之间的这种分配关系，Ｚａｃｋ等（２００２）提出了

Ｎｂ—Ｃｒ母岩判别图解（图４）。变泥质岩中的金红

石Ｎｂ含量＞９００×１０
－６，而Ｃｒ含量＜１０００×１０

－６。

低Ｃｒ变质基性岩（母岩为玄武岩）金红石的 Ｎｂ含

量一般低于９００×１０－６，而高Ｃｒ变质基性岩（母岩

为辉长岩）金红石的Ｎｂ含量变化较大，可由１００×

１０－６至＞１５００×１０
－６。

图４变质金红石母岩判别图（据Ｚａ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Ｆｉｇ．４ＰｌｏｔｏｆＮｂｖｓ．Ｃ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ｕｔｉｌｅ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Ｚａｃｋ

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２．２　金红石地质温度计

在ＳｉＯ２—ＺｒＯ２—ＴｉＯ２ 共存的体系当中，金红

石中的Ｚｒ含量受到以下反应缓冲：

ＺｒＳｉＯ４＝ＳｉＯ２　　＋　　　ＺｒＯ２

锆石 石英 金红石中的Ｚｒ

３７６第５期 王建刚等：砂岩副矿物的物源区分析新进展



在一定的温压条件下，金红石中的Ｚｒ含量保持恒

定。Ｚａｃｋ（２００４ｂ）通过对多个地方的样品研究发

现，金红石中的Ｚｒ含量与变质温度呈密切的正相关

关系，而不受压力影响。他们通过对不同变质岩（变

质温度４３０～１１００℃）中的锆石—金红石—石英组

合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地质温度计：狋（℃）＝１３４．７×

ｌｎ（Ｚｒ／１０－６）－２５。

变质体系的平衡作用依赖于各矿物相之间的离

子交换。在进变质过程中，温度增加导致脱水作用

可以产生大量流体，增强了元素的活动性，可以促进

体系达到平衡。而在退变质作用中，一般没有流体

参与，离子交换难以发生，矿物保持了变质峰温时的

元素组成。因此，金红石中的Ｚｒ记录了变质作用的

最高温度。理论上来说，重平衡作用在任何有流体

参与的退变质作用中都有可能发生，但就目前的研

究来看，这种作用对金红石中的Ｚｒ含量的影响是有

限的（Ｚａｃｋ，２００４ａ）。

砂岩中来自变泥质岩的碎屑金红石，一般满足

ＳｉＯ２—ＺｒＯ２—ＴｉＯ２ 三相共存的条件。测定这些金

红石中的Ｚｒ含量，可以了解源区岩石的变质峰温甚

至识别不同物源区的存在。

２．３　金红石的ＵＰｂ定年

金红石中的Ｕ、Ｔｈ含量低，普通Ｐｂ含量高，溶

样困难，长期以来，没有把它作为ＵＰｂ年龄测定的

良好对象。但是金红石的 ＵＰｂ系统封闭性强，具

较高的Ｕ／Ｐｂ比，挑选Ｕ含量较高的金红石进行测

试，能够得到较精确的 ＵＰｂ年龄。金红石的封闭

温度约４００～５００℃，因此，变质岩中金红石的ＵＰｂ

年龄可代表变质岩冷却到约４００℃的时间（Ｈｉｒｄｅｓ

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沉积岩中的金红石最初主要来自中高级的变质

岩，而且金红石的ＵＰｂ系统封闭性强，在一般的沉

积成岩作用过程中不容易受到改造。因此，碎屑金

红石的年龄记录了原岩冷却至封闭温度的时间。借

助金红石年代学和地质温度计的研究，不仅可以识

别不同的物源区，还可以获得源区变质岩的冷却历

史。

３　锆石ＵＰｂ年代学

锆石ＵＰｂ同位素测年法目前已成为应用最广

泛的同位素测年方法之一（Ｆｅｄ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这一

方面是由于锆石物理化学性质稳定，普通铅含量低

而Ｕ、Ｔｈ相对富集，封闭温度高，结晶后不易受到

成岩作用的影响（吴元保等，２００４），另一方面，测定

一个锆石样品可同时得到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

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三组表面年龄值，这些年龄值的差异可

指示在同位素平衡以后该体系受到干扰的程度，从

而可以进行体系内部的自检和校正（李惠民，１９９２）。

近年来，随着ＬＡＩＣＰＭＳ和离子探针（ＳＨＲＩＭＰ）

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成熟，锆石 ＵＰｂ同位素年龄的

测定变得快速准确而便捷，这使得大规模获取碎屑

锆石年龄数据成为可能，因此，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国际上出现了大量的运用碎屑锆石 ＵＰｂ年龄

来探讨物源区的研究（ｅ．ｇ．Ｂｒｕｇｕｉ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ＤｅＣｅｌ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Ｇｉｌｌ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Ｇｌｅａｓ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锆石在定年方面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使得根据

碎屑锆石ＵＰｂ年龄分布确定碎屑沉积物的物质来

源、沉积时代和构造环境，已成为物源区分析中的一

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沉积记录中的锆石的年龄主要

可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１）约束地层的最大沉积年龄。锆石性质稳

定，在沉积成岩过程中难以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锆

石的ＵＰｂ年龄就是锆石的冷却年龄，也即达到封

闭温度的年龄。由于沉积物的沉积时间必晚于锆石

的冷却时间，因此，地层中碎屑锆石的最年轻年龄约

束了沉积时间的上限，也即最大沉积年龄。

（２）确定物源区的成分和年龄，并据此进行区

域古地理重建。不同的物源区具有不同的构造—岩

浆历史，而锆石是这一历史的忠实记录者，根据沉积

记录中碎屑锆石的年龄分布与可能物源区的区域构

造—岩浆历史对比，不仅可以成功地识别碎屑沉积

记录中的物源区变化，还可以进一步追踪其物质来

源（Ｆｅｄ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结合古水流以及地层的沉

积结构构造等特征，可以进行古地理的重塑，模拟一

定地质历史时期的区域地质面貌。

（３）识别区域的构造事件及火山活动。沉积盆

地物源区的变化，必然伴随着构造运动，因此，锆石

的ＵＰｂ年龄可指示区域的构造运动并进一步约束

其发生的时间（ＤｅＣｅｌ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另外，由于

断层推覆或隆升剥蚀，地质历史中的一些火山活动

的遗迹消失殆尽，使得很难对这些火山事件进行研

究，但是，具有良好稳定性的碎屑锆石能够提供准确

的地质记录，并能很好地约束火山事件发生的时间。

运用碎屑锆石的 ＵＰｂ年龄进行物源区分析，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可能物源区的锆石在样品中出

现频率的统计概率。如果只是为了识别岩石中是否

存在某一特定年龄的物质输入，则只要出现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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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的锆石即可证明，但如果要求对所有可能的物源

区进行精确的分析，就必须统计一定数目的颗粒以

降低遗漏的概率（狆）。Ｄｏｄｓｏｎ等（１９８８）提出，要使

遗漏可能物源区的概率＜５％，至少需测试５９颗锆

石。Ｖｅｒｍｅｅｓｃｈ（２００４）对这一概率进行了重新分

析，认为狆是可能物源区的数目（犕）、统计颗粒数

（犽）和识别精度的函数（犳），如：可能的物源区为犕

＝２０，要使物质输入量犳 ＞５％ 的物源区在统计结

果中遗漏的几率狆 ＜５％，则至少要统计犽≥１１７颗

锆石。但在实际的分析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可

能难以达到这一数目，同时考虑到挑选样品的随机

性，因此在分析物源区的时候需特别小心。

４　白云母ＡｒＡｒ年龄

可以运用ＡｒＡｒ法定年的矿物包括角闪石、黑

云母、白云母和长石等。在碎屑沉积岩中，白云母是

最常用的矿物（Ｎａｊｍａｎ，２００６）。碎屑白云母常出

现在砂岩和泥质岩中，它主要来自中级变质岩和地

壳花岗岩（Ｈａｉ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白云母的封闭温

度约３５０℃（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在一般的风

化、剥蚀、搬运、沉积和成岩过程中都能保持稳定，因

此，白云母的年龄继承了源区的年龄，但当环境温度

高于３５０℃时，其同位素时钟会受到重置。

在运用白云母的 ＡｒＡｒ年龄研究物源区问题

时，必须保证碎屑白云母未被蚀变，同时要检查原岩

的埋藏温度是否会导致白云母的 ＡｒＡｒ同位素时

钟重置。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法（Ｎａｊｍａ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Ｎａｊ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① 薄片中观察白云母

是否新鲜，是否在受到改造；② 运用电子探针对白

云母进行线扫描。未被蚀变的白云母从边部到中

心，碱性组分（Ｋ＋Ｎａ＋Ｃａ）含量应该保持稳定。③

通过研究岩石中非碎屑且＜２μｍ的自生伊利石的

结晶度来估计岩石成岩作用的温度，确定碎屑白云

母经历的最高成岩温度＜３５０℃。④ 运用阶段升温

的方法对碎屑白云母进行测定，选定合适的年龄坪

计算白云母的年龄。

与锆石的 ＵＰｂ年龄一样，白云母的 ＡｒＡｒ年

龄在物源区分析中也常用于指示物源、约束地层的

沉积时间等，但由于封闭温度较低，白云母常具有独

特的应用优势。

（１）约束地层的最大沉积时间。相对于锆石，

白云母年龄对地层沉积年龄最大值的约束显得更为

准确，这是因为白云母的封闭温度足够高，使得自身

能够在沉积成岩作用中保持稳定，同时又足够低，使

图５印度前陆盆地Ｄｈａｒａｍｓａｌａ组砂岩的沉积年龄（磁性

地层年龄）与白云母的ＡｒＡｒ年龄对比

（据 Ｗｈｉ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Ｆｉｇ．５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

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ｖｓ．ＡｒＡｒａｇｅｓｏｆｄｅｔｒｉｔａｌ

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ｈａｒａｍｓａｌ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ｌ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Ｉｎｄｉａ．（ＦｒｏｍＷｈｉ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的其通过封闭温度的时间更接近于沉积作用的时间

（Ｎａｊｍａｎ，２００６）。

（２）通过滞后时间反映物源区的剥露速率

（Ｎａｊ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ａ；Ｗｈｉ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滞

后时间是指碎屑矿物的年龄（物源区在一定深度冷

却至封闭温度的时间）与沉积岩的沉积年龄（由磁性

地层学或生物地层学得到的时间）之间的差异。滞

后时间可以提供物源区剥露速率的信息。短暂的滞

后时间说明物源区在这一时期剥露较快。但对于滞

后时间较长的沉积岩的解释，需十分小心，因为这不

一定是剥蚀速率低的结果，也可能是因为古水系的

变化或沉积物的临时储存的结果。在印度前陆盆地

Ｄｈａｒａｍｓａｌａ组砂岩中，碎屑白云母的Ａｒ－Ａｒ年龄

显示，在１７Ｍａ之后，滞后时间明显增加（１～２Ｍａ

至７～８Ｍａ），这被解释为由于主中央逆冲断层向下

盘传播，导致高喜马拉雅的迅速剥露作用停止，主要

剥蚀区由变质的高喜马拉雅向断层下盘迁移的结果

（图５）（Ｗｈｉ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３）通过白云母年龄的分布指示物源区的热历

史（Ｎａｊ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ｂ；Ｈａｉ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白云母的年龄谱线在沉积年龄附近出现明显的峰

值，说明物源区遭受迅速剥蚀，冷却速率快，大量白

云母在短时间内通过封闭温度（或地下某一深度）；

白云母的年龄分散，说明物源区剥蚀速率低，冷却缓

慢，或同时存在多个物源区。另外，如果在某一时间

白云母年龄出现明显的上限，则可能是这一时期发

生了一次区域热事件，使得白云母的年龄全部重置。

５７６第５期 王建刚等：砂岩副矿物的物源区分析新进展



（４）白云母ＡｒＡｒ年龄和锆石ＵＰｂ年龄的对

比研究（Ｈａｉ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由于封闭温度和稳

定性的差异，二者的年龄谱线往往不一致，对于同一

次岩浆活动来说，深成锆石年龄大于白云母年龄，而

火山锆石年龄小于白云母年龄。另外，沉积岩中常

含有一些再循环的锆石，而白云母年龄在大多数造

山作用和沉积再循环过程中不能继承下来。

５　总结

副矿物是砂岩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含量很少，

但蕴含着丰富的物源区信息。随着分析手段的进

步，越来越多的碎屑重矿物的地球化学组成被用来

进行物源区分析，除了上文所述及的各种方法外，还

有不少矿物用于物源区的研究，包括：电气石和角闪

石地球化学组分（ｅ．ｇ．，电气石，Ｍｏｒｔ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角闪石，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３）；锆石和磷灰石裂

变径迹年龄（ｅ．ｇ．，锆石，Ｙａｍａｄ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５；磷

灰石，Ｇｒｅ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Ｂｕｌｌ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单

矿物的同位素组成（ｅ．ｇ．，锆石的 Ｈｆ同位素，Ｗｕ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Ｙ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独居石ＳｍＮｄ同位

素，Ｗｈｉ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１；钾长石Ｐｂ同位素，Ｃｌｉｆｔ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虽然有些方法尚处在萌芽阶段，相关

文章还很少见，但是它代表了物源区分析的发展方

向，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利用单矿物的物源区分析主要基于两点，一是

准确地测定矿物的地球化学组成或同位素年龄，二

是全面了解区域地质状况和可能的物源区的信息。

将二者进行对比，才能准确地识别各物源区的存在。

因此，除了在实验方法上不断革新之外，综合分析形

成于不同构造背景之下以及不同岩相之中的副矿物

的成分差异，也是促进单矿物物源区分析发展的重

要方面。另外，矿物从母岩至沉积岩中，必须经历风

化、搬运、沉积、成岩等一系列地质过程，其化学成分

难免受到影响，而且不同环境中形成的矿物也常出

现相同化学组成的现象。因此，对于岩石样品中的

同种矿物，测试一定数量的颗粒进行统计分析，才能

得到较合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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