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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藏高原古特提斯构造域的演化过程一直是国内外地学研究关注的前沿和热点,冈底斯中部松多地区因榴辉

岩带的发现,使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地区之一。 为了更好认识青藏高原古特提斯洋的构造演化

历史,本文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近年来 1颐 5 万区域地质调查中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初步讨论了

唐加 -松多地区俯冲增生杂岩带的物质组成和时代。 研究表明,西藏冈底斯中部唐加 - 松多地区保存了相对完整

的与古特提斯洋演化以及洋陆转换密切相关的混杂岩,是恢复和反演古特提斯洋演化的理想靶区。 松多古特提斯

洋洋壳及其消亡的地质记录主要包括晚古生代唐加 - 松多蛇绿岩、中二叠世洋岛残片、高压变质带、晚三叠世—早

侏罗世岩浆作用以及晚三叠世—早侏罗世磨拉石建造。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初步探讨了松多古特提斯洋的演化过

程,这些地质记录对恢复和反演青藏高原古特提斯构造演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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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古特提斯洋的扩张与演化是晚古生代全球海

陆格局变化的重大地质事件,青藏高原古特提斯构

造域的演化过程一直是国内外地学研究关注的前

沿和热点[1 - 8]。 全球 Pangea 超大陆重建[9] 表明,
250Ma 前南半球的冈瓦纳大陆和北半球的劳亚大陆

拼合成 Pangea 超大陆[10],此时,从冈瓦纳大陆北缘

裂离出来的条带状微陆块———土耳其、伊朗和羌塘

等组成的基墨里陆块[11] 与华北、华南、印支陆块一

起构成弧形陆块群,并与 Pangea 超大陆之间以古特

提斯洋盆(Palaeotethys)相隔[12],形成巨型的古特提

斯体系[13]。 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的古特提斯体系形

成于“多洋盆、多地块、多岛弧、多俯冲、多碰撞冶的

复杂构造背景[14 - 16],古特提斯洋盆闭合过程中所导

致的俯冲增生体系与条带状地体间的碰撞致使大

洋岩石圈和岛弧地体侵位至微地体之间[17],造成地

壳增生、微地体的碰撞;又使古特提斯的体系不断

向北运动,经弧 - 陆碰撞、陆陆碰撞而最终形成古

特提斯造山系[13]。 龙木错 - 双湖 - 澜沧江 - 昌宁

-孟连蛇绿岩带作为青藏高原古特提斯大洋最主

要的闭合遗迹,应代表了青藏高原古特提斯洋发育

的主洋盆(主缝合带) [7,8,18];其演化至少从寒武纪

开始,演化至三叠纪[19 - 22]。 青藏高原上其余的古生

代蛇绿岩带可能为古特提斯体系中的分支小洋盆

或弧后盆地[7,13]。
冈底斯岩浆 - 构造 - 成矿带因记录了青藏高

原自古特提斯至新特提斯以来的构造、沉积、岩浆

事件等重要地质信息而备受地学界瞩目[7,23 - 25]。
松多地区位于冈底斯中东部(图 1),松多榴辉岩的

发现表明该高压变质带可能是古特提斯洋闭合的

遗迹,改变了地学界对青藏高原古特提斯演化格局

的认识[26,27]。 但松多榴辉岩带及其围岩的成因认

识以及构造解释一直相对薄弱,存有争议。 有学者

认为拉萨地体中“松多 - 墨竹工卡冶蛇绿岩和榴辉

岩呈外来岩块群产出于松多岩组的浅变质岩系中,
认为榴辉岩以及含石榴子石云母石英片岩等变质

岩可能为异地推覆体[28,29],也有学者认为松多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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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套与洋壳俯冲相关的变质杂岩体[13]。 松多地

区不仅保留了可能与古特提斯洋演化相关的高压 /
超高压变质带[26,30,31];近期在松多地区还发现完整

的温木朗蛇绿岩组合[32] 和中二叠世洋岛组合[33]。
松多地区蛇绿岩等洋壳组合的发现,为揭示松多古

特提斯洋的发育过程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本文在综述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近年来 1 颐 5

万区域地质调查取得的研究进展,归纳和总结了唐

加 -松多俯冲增生杂岩带物质组成及主要地质体

的形成时代,初步探讨了唐加 - 松多俯冲增生杂岩

带的构造演化以及存在的问题。

1摇 唐加 - 松多俯冲增生杂岩带物质

组成

摇 摇 最新的 1颐 5 万区域地质调查表明,唐加 - 松多

古特提斯俯冲增生杂岩带位于西藏冈底斯山脉中

东部,西起墨竹工卡县直孔电站以西,东至林芝地

区,夹于北拉萨与南拉萨地体之间(图 1),主要物质

组成包括:唐加 - 松多蛇绿岩、中二叠世洋岛残片、
深海盆地沉积、二叠纪岩浆弧、晚三叠世—早侏罗

世岩浆弧、直孔 - 松多高压 /超高压变质带等,是古

特提斯洋最南部分支洋盆或局部洋盆俯冲、闭合、
拼接碰撞的产物,演化时限为早石炭世—早侏罗世。
1郾 1摇 唐加 -松多蛇绿岩

蛇绿岩组合作为消失的古海洋岩石圈残片[34],
记录了自大陆裂解漂移、大洋扩张和初始俯冲至最

终闭合等一系列构造演化过程,以及不同阶段变质

变形、沉积和岩浆事件[35,36],是恢复洋陆格局及构

造演化历史最重要的指示物之一[37]。 冈底斯中部

松多地区一直以来缺少典型蛇绿岩的相关报道和

研究。 松多榴辉岩的原岩为典型的 N鄄MORB 型玄

武岩,来自亏损地幔,应代表古洋壳残留[38],认为拉

萨地块中可能存在一条石炭—二叠纪的古缝合

带[30,39,40]。 松多地区超镁铁质岩的地球化学数据

分析揭示其原岩为起源于亏损地幔源区的斜辉橄

榄岩,可能代表了一套被肢解的蛇绿岩[41],但并未

发现蛇绿岩其它端元岩石成分。 前人对榴辉岩带

中出露的超镁铁质岩块和中基性火山岩开展研究,
识别出地幔橄榄岩(分布于贡布帕拉、罗马岭等)、
大洋玄武岩(贡布爬拉、新达朗)、洋岛玄武岩(雪浪

沟)、玄武安山岩(岛弧火山岩,通木给地区)等蛇绿

混杂带中的岩石组合,呈岩块近东西展布,初步厘定

图 1摇 西藏冈底斯中部唐加 -松多地区地质图

Fig郾 1摇 Geological map of the Tangjia鄄Sumdo area, central Gangdise,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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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西藏拉萨地块中古特提斯缝合带[42]。 但该研究

没有发现典型蛇绿岩组合中的其它岩石单元,同时

也并未获得准确的蛇绿岩时代。
2016 ~ 2018 年,吉林大学在松多地区开展 1 颐 5

万区域地质调查时,在松多榴辉岩[43] 和上述超镁铁

质岩[41]以南的温木朗沟识别出相对完整的蛇绿岩

组合[32](图 2,图 3a)。 主要的岩石单元包括有变质

橄榄岩(图 3b,c)、蛇纹岩、镁铁质堆晶辉长岩(图
3d)、辉长岩(图 3e)、变质玄武岩、斜长花岗岩等,各
岩石单元主要以断层接触,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质

作用改造,以绿片岩 - 角闪岩相变质作用为主,其
中斜长花岗岩以细脉状侵入到变质玄武岩(图 3f)
和变质橄榄岩之中。 相继在加色村、松多村等地也

识别出具有 N鄄MORB 或 E鄄MORB 地球化学属性的

变质玄武岩,可能为肢解的洋壳残留[44]。 与此同

时,在唐加乡地区和拉龙松多等地也识别出了蛇绿

岩的组合,主要包括堆晶辉长岩、堆晶辉石岩和变

质辉长岩[45]。 野外地质观察已逐渐证实,唐加 - 松

多地区的蛇绿岩应该代表了消失的古大洋的洋壳

残留。 岩石地球化学研究已经初步证实变质辉长

岩和玄武岩具有 N鄄MORB 和 E鄄MORB 的地球化学

属性,有关该套蛇绿岩的 LA鄄ICPMS 锆石 U鄄Pb 定年

初步研究表明,变质辉长岩年龄为 267Ma,斜长花岗

岩为 265Ma,表明其主要形成于中二叠世[44]。

1郾 2摇 中二叠世洋岛残片

洋岛作为洋壳的重要组成单元,以发育“二元

结构冶为典型特征,主要岩石类型包括灰岩、玄武

岩、硅质岩、塌积砾岩,无陆源沉积。 洋岛的研究与

蛇绿岩组合对于识别古洋壳残留具有同样的重要

性[46]。 但松多古特提斯洋中关于洋岛的发现和研

究却十分有限,研究程度较低。 依据地球化学资

料,雪浪沟地区首次识别出洋岛玄武岩,并获得洋

岛火山岩 SHRIMP 锆石 U鄄Pb 年龄为 306Ma,认为其

代表洋盆存在的时间为晚石炭世[42],但缺少典型的

岩石组合,有关其构造属性仍需进一步验证。 我们

对松多地区绿片岩大量的地球化学分析证实,该区

具有 OIB 型地球化学属性的绿片岩,进一步提出部

分绿片岩可能是松多古特提斯洋中发育的洋岛残

片[33]。 但松多地区目前也缺少典型的洋岛型岩石

图 2摇 西藏松多地区温木朗蛇绿岩剖面图

Fig郾 2摇 Geological cross鄄sections of the Wenmulang Ophiolite in
the Sumdo area, Tibet

图 3摇 西藏松多地区温木朗蛇绿岩野外照片

a鄄温木朗蛇绿岩露头剖面及各岩性单元的接触关系照片;b鄄球状风化的变质橄榄岩近景露头照片;c鄄致密块状的变质橄榄岩近景照片;d鄄堆晶

辉长岩近景露头照片;e鄄辉长岩岩墙露头照片;f鄄斜长花岗岩脉与玄武岩侵入接触关系露头照片

Fig郾 3摇 Photographs of Wenmulang Ophiolite m佴lange from the Sumdo area,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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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随着地质调查的开展,在拉龙松多发现了具

有洋岛组合的洋壳组成[45],洋岛规模较大(图 4a),
出露面积超过 10 平方公里,与石炭—二叠系松多岩

组呈断层接触。 岩石组合以大套的大理岩和玄武

质砾岩(图 4b)、玄武岩(图 4c)为主,少量玄武岩的

残片。 野外露头可见大理岩覆盖在玄武岩之上,或
玄武岩与大理岩互层产出的特点(图 4d)。 玄武质

砾岩规模较大,呈滑塌堆积的特征,岩石组成单一,

砾石只包含大理岩和玄武岩,胶结物为玄武质,近
期的年代学研究初步获得其形成时代为中二叠世

(另文发表)。 松多地区 OIB 型地球化学属性的绿

片岩形成时代也为中二叠世[33]。 洋岛的现有研究

表明,松多古特提斯洋在晚石炭世就已存在并初具

一定规模,而中二叠世洋岛的发现,进一步证实唐

加 -松多古特提斯洋至少在这一时期已发展成较

为成熟的洋盆。

图 4摇 西藏唐加地区拉龙松多洋岛型岩石组合野外照片

a鄄拉龙松多洋岛残片露头剖面及各岩性单元的接触关系照片;b鄄玄武质砾岩近景露头照片;c鄄致密块状玄武岩近景照片;d鄄大理岩与玄武岩接

触关系露头照片

Fig郾 4摇 Photographs of Lalongsongduo oceanic island from the Tangjia area, Tibet

1郾 3摇 洋盆沉积记录

目前有关松多古特提斯洋的洋盆沉积发现极

少。 由于长期缺乏时代依据,直孔松多地区广泛发

育的“浅变质岩系冶其实就是一个“大口袋冶,近年来

的区域地质调查在不断将其进行解体和重新划分,
并从这个 “大口袋冶 中陆续识别出二叠纪榴辉

岩[26,31,38]、 二 叠 纪 蛇 绿 岩[32,42]、 二 叠 纪 洋 岛 组

合[33]、C鄄P 岛弧火山岩[47,48];C鄄P 大陆边缘沉积[44]

等大洋演化的物质记录,我们对松多地区松多岩组

中变质砂岩的碎屑锆石研究发现,样品中最年轻的

锆石为 316 ~ 323Ma,其沉积年龄至少延续到 316Ma
(晚石炭世)之后[49]。 通过区域对比发现,冈底斯

地区石炭纪—二叠纪出现了滨浅海相 - 深水斜坡

相的沉积建造,代表性地层为诺错组(C1n)、来姑组

(C2P1 l) [48]。 松多岩组在地层空间分布上与诺错

组、来姑组相比邻[48],向东延则与工布江达县巴河

-嘎丁 - 更张一带所划的来姑组(C2 P1 l)、诺错组

(C1n)相连(接触关系不明),并在巴母果深灰色千

枚状绢云板岩中获晚二叠世化石 Leiotriletes sp郾 ,
Punctatisporites minutus 等,这些地层中还普遍发育

有基性火山岩。 松多岩组虽然发生了一定程度变

质作用,但仍保留有较好的沉积构造,具有类复理

石 -复理石沉积建造特征的岩石组合,可大致分为

中厚层中 -细砂岩夹泥岩组合、细砂岩与泥岩互层

组合以及粉 -细砂岩与硅泥质岩互层组合,分别代

表了斜坡近大陆端到近洋盆端的不同部位的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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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沉积,其中夹有规模不等的透镜状砂体代表了水

下扇水道沉积[45]。 可能是唐加 - 松多古特提斯洋

早期裂解的沉积记录。 近期的地质调查,在原松多

岩组中还解体出重要的洋盆记录,分布于直孔南侧

的格荣朗沟一带,以脆韧性断裂带与其它洋板块地

层单元相隔,呈小型岩片状,出露面积约 5郾 5km2,由
灰绿色、紫红色中薄层状放射虫硅质岩、硅泥岩及

含碳质泥岩、含菱锰矿硅泥岩等组成,硅质岩多发

育水平纹层,变形较强烈[45],但缺少沉积学及年代

学研究,亟需开展进一步工作。
1郾 4摇 直孔 -松多高压 /超高压变质带

1郾 4郾 1摇 岩石组合与原岩研究

自从在松多地区发现榴辉岩,并提出冈底斯中

部可能存在一条新的高压 /超高压变质带以来[26],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陆续在白朗、吉朗、娘隆朗、龙
崖松多、新达多及巴青松多等地区发现榴辉岩(图
1),在直孔电站以西也报道有蓝片岩[28,50],榴辉岩

与蓝片岩断续出露的长度超过 150km。 在该带上榴

辉岩出露规模均较小,普遍小于 1km2,其中以松多、
龙崖松多地区的露头较大,榴辉岩出露形式多以透

镜体状为主,受退变质作用改造明显,且多经历后

期韧性剪切变形及绿片岩化作用的改造,主要矿物

组成以绿辉石、石榴石、金红石、绿泥石、各类帘石

及少量的石英等组成,岩石类型主要包括金红石榴

辉岩、石英榴辉岩、含蓝闪石榴辉岩、榴闪岩等。
榴辉岩的地球化学研究表明其原岩属性较为

复杂,主要类型包括 MORB、OIB 和 BABB[43,51],其
中 MORB 型榴辉岩分布最广。 松多和龙崖松多地

区大量的地球化学分析表明,在区域上不仅存在前

人认为的 N鄄MORB 型榴辉岩,还明显存在着 E鄄
MORB 型榴辉岩,其原岩可能与该时期区域上存在

的热点作用有关[51];OIB 型榴辉岩出露在白朗村附

近,其变质年龄也比区域上的多数榴辉岩年轻,在
中晚三叠世[31];BABB 型榴辉岩则主要出露在吉朗

村附 近, 并 且 经 历 极 高 的 压 力 条 件 ( 3郾 4 ~
3郾 8Gpa) [51]。 松多高压变质带在较小的区域内保

存了和洋壳成因榴辉岩有关的复杂的岩石类型,但
成因演化并不清楚,存在争议,对榴辉岩的原岩仍

亟需开展进一步研究。
1郾 4郾 2摇 年代学研究进展

前人已对松多高压变质带上出露的榴辉岩及

其围岩做了大量的年代学工作,主要围绕其原岩年

龄、变质年龄和折返年龄的讨论,包括锆石定年、金

红石 U鄄Pb 定年、云母 Ar鄄Ar 定年、金红石 Lu鄄Hf 定
年和绿辉石 Sm鄄Nd 定年等多种手段,统计见表 1。
松多榴辉岩全岩 Sm鄄Nd 等时线年龄为 306 依 50Ma,
可能其代表了榴辉岩相的形成年龄,其全岩微量元

素和 Sr鄄Nd 同位素组成表明松多榴辉岩属于大洋玄

武岩(深)俯冲变质成因[40];锆石 着Hf(0)变化于 6郾 8
~ 10郾 0 之间,其变质作用过程中变质流体有亏损地

幔物质的加入,松多榴辉岩的峰期变质年龄为

260Ma 左右,时代为中二叠世[52 - 55]。 吉朗榴辉岩中

发现了柯石英和柯石英假象证实吉朗榴辉岩经历

了超高压变质作用,其温度区间 753 ~ 790益,压力

可达 3郾 4 ~ 3郾 8GPa,石榴石 Lu鄄Hf 年龄 (265郾 9 依
1郾 1Ma)代表了榴辉岩相变质的时代[53,56]。 对松多

榴辉岩样品进行的地球化学及 Rb鄄Sr 和 Sm鄄Nd 同位

素分析进一步限定松多榴辉岩原岩的性质为 N鄄
MORB 型的玄武岩,全岩 Sm鄄Nd 等时线给出(239 依
3郾 5)Ma,表明在中三叠世晚期,至少发生过一期洋

壳俯冲事件[56]。 松多榴辉岩围岩含石榴石云母石

英片岩的峰期变质时代也为 230Ma[57]。 对白朗榴

辉岩地球化学研究表明,其原岩为 OIB,系统年代学

研究(U鄄Pb,Lu鄄Hf,Sm鄄Nd,Ar鄄Ar)表明松多古特提

斯洋的关闭不早于 230Ma[31]。
综上所述,松多高压带上以榴辉岩为主的高压

变质作用主要分两期,按照榴辉岩相变质年龄结果

可大致分为晚二叠世(266 ~ 274Ma)和中三叠世时

期(227 ~ 238Ma),原岩年龄在晚石炭世石—早二叠

世时期(291 ~ 304),而折返年龄主要在中三叠世

(235 ~ 239Ma)和晚三叠世时期( ~ 230Ma)。 晚二

叠世榴辉岩相变质作用是高压带分布最广的,其主

要出露点包括松多、龙崖松多、巴青松多、吉朗地

区,而中三叠世榴辉岩相变质作用在区域上只在白

朗地区有报道。 另外,在新达多、娘隆朗地区缺少

榴辉岩相的变质年龄数据,仅有角闪岩相的锆石定

年数据和白云母石英片岩的40Ar / 39Ar 数据,定年结

果都在中晚三叠世,指示这两个地区榴辉岩的折返

时限。 结合区域的年代学数据,榴辉岩折返时代存

在着明显的间隔,可能对应了两次深俯冲( > 60km)
作用。
1郾 4郾 3摇 变质作用研究进展

岩相学及变质作用研究表明,松多榴辉岩主要

经历了进变质的绿帘榴辉岩相 - 峰期的榴辉岩相

-退变质角闪岩相 3 个阶段[59,63]。 在松多以西恰

扎松多村的原岔萨岗组中发现冻蓝闪石,这是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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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2)

表 1摇 直孔 -松多地区榴辉岩及其围岩测试结果统计表

Table 1摇 Summary of age data for the eclogite in the Zhigong鄄Sumdo area

图 5摇 直孔 -松多地区榴辉岩 P鄄T 轨迹

Fig. 5摇 P鄄T trajectory of eclogite from the Zhigong鄄Sumdo area

绿帘角闪岩相的标志矿物[64];在松多榴辉岩中还识

别出蓝闪石榴辉岩,认为其经历了早期的缓慢俯冲

过程和后期的快速俯冲过程[65]。 在墨竹工卡县旁

那村附近二叠纪变质玄武岩之下发现了石榴蓝闪

片岩,与二叠系海相灰岩、石英岩、白云母片岩共

生,其变质过程经历了近等压升温和近等温降压的

过程,表明该片岩系冷洋壳快速俯冲与折返的产

物[50],但是缺少精确的年代学约束。 通过矿物出溶

体研究发现,松多榴辉岩中的石榴石和单斜辉石中

发育大量矿物出溶体,其中石榴石中的出溶体为金

红石,绿辉石中的出溶体为石英和富钾质矿物(钾
长石) [66];表明松多榴辉岩经历了 5GPa 的超高压

变质作用,其俯冲深度可达 150km。 松多榴辉岩及

围岩变质演化相平衡模拟表明榴辉岩的围岩与榴

辉岩经历了相同或者相似的俯冲折返过程[57,67,68]。
P鄄T鄄t 轨迹和相平衡模拟结果都显示区域内的

榴辉岩经历一个顺时针的演化过程(图 5),(1)冷

的大洋洋壳俯冲,在大于 40km 的深度洋壳变质至

蓝片岩相,出现蓝闪石、冻蓝闪石等变质矿物,表明

此阶段洋壳主要经历低温增压的过程;(2)随着洋

壳的持续俯冲,在深度超过 60km 后,到达榴辉岩相

变质阶段,基性火山岩原岩中的辉石、斜长石、榍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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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矿物在俯冲流体的作用下重结晶变成绿辉石、石
榴石和金红石等榴辉岩相典型矿物,多硅白云母也

在此阶段出现;(3)在折返阶段,松多高压带的榴辉

岩并未经历复杂的热折返过程,首先区域上未发现

麻粒岩相叠加的榴辉岩,其次 P鄄T - t 轨迹也表明了

其经历一个近等温降压的过程,表明其这些榴辉岩

都经历了快速折返的过程,最后退变质至绿片岩相

或角闪岩相。
1郾 4郾 4摇 就位机制

关于直孔 - 松多高压 /超高压变质带的就位机

制一直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包括松多高压变

质带在内的古特提斯体系中高压带与始 - 古特提

斯洋盆中微陆块之间的汇聚碰撞有关[43]。 有学者

提出班公湖 - 怒江洋的张开可能导致了古特提斯

洋的闭合,并在冈瓦纳大陆东北缘以及欧亚大陆西

南缘形成了两条冷洋壳俯冲所形成的高压变质杂

岩带,随后发生了陆块汇聚,分别在羌塘中部和拉

萨地块中部形成了晚三叠世花岗岩基[50]。 也有研

究者根据松多榴辉岩及其围岩的构造变形和 Ar鄄Ar
热年代学研究,认为松多榴辉岩的折返机制是 220
~ 240 Ma 拉萨地体经历了碰撞造山的强挤压及挤

压转换作用,即同碰撞折返机制[58]。 还有学者依据

吉朗榴辉岩的地球化学数据初步恢复了其原岩为

俯冲的洋壳玄武岩,并据此认为其可能形成于弧后

盆地环境,根据吉朗榴辉岩中锆石核部与其围岩石

英岩中均获得 290Ma 的锆石 U鄄Pb 年龄,认为该弧

后盆地开启的时代不晚于 290Ma[53]。 而吉朗榴辉

岩的最终形成归因于冈底斯弧和北拉萨地块的碰

撞,这个弧陆碰撞过程不早于 266Ma。 但是这个过

程并没有更多的地质证据支持,比如说榴辉岩带以

南目前尚未找到二叠纪的岩浆弧,相关的弧后盆地

沉积记录也同样未被揭示,所以该模式仍需进一步

验证。 目前,有关直孔 - 松多高压 /超高压变质带

的就位机制仍是制约该区构造演化的关键科学问

题,亟需开展进一步的综合研究。
1郾 5摇 岩浆事件与增生过程

冈底斯岩浆弧带可能经历了石炭—二叠纪、早
中三叠世、晚三叠世、早侏罗世、晚侏罗世—早白垩

世、晚白垩世—始新世六次造弧增生作用[23]。 对晚

侏罗世—早白垩世以来的弧岩浆作用,已基本取得

共识性认识,可能与雅鲁藏布江洋的北向俯冲密切

相关[69]。 然而,对冈底斯岩浆弧早期的弧岩浆作用

始终存在较大争议,研究程度也比较低[23,48,69,70]。

前人研究表明,对墨竹工卡县唐加乡和林周县

勒青拉地区二叠纪洛巴堆组研究发现,洛巴堆玄武

岩从早二叠世到中二叠世,MgO 含量从 7郾 43%降到

3郾 99% ,Al2O3含量从 15郾 54%上升到 17郾 57% ,具明

显 Nb鄄Ta 槽,认为早期玄武岩形成于亏损地幔和下

地壳成分的混合源区,地壳相对较薄,壳源成分比

例较低。 中二叠世地壳逐渐加厚,壳源成分在源区

或者岩浆中所占比例增大,代表向陆缘弧的演

化[48]。 在通木给出露的玄武安山岩的构造环境与

洛巴堆火山岩相当,时代也为中二叠世,可能是松

多古特提斯洋北向俯冲的产物[42]。 在松多地区获

得的玄武安山岩(岛弧火山岩) LA鄄ICP MS 锆石 U鄄
Pb 年龄为 265Ma,认为其代表了洋壳俯冲的时

间[42]。 虽然榴辉岩研究的非常深入,但目前尚未找

到与之配套的二叠纪岩浆弧,相关的弧后盆地沉积

记录也同样未被揭示,亟需开展进一步深入的地质

调查研究。
松多地区的区域构造变形与糜棱质白云母石

英片岩和绿片岩的白云母单矿物40Ar鄄39Ar 年代学测

试表明,拉萨地体内的松多地区于 220 ~ 240 Ma 经

历过印支期碰撞造山事件[71]。 该区榴辉岩与退变

榴辉岩白云母和角闪石的40Ar / 39Ar 测年结果也为

220 ~ 240 Ma,且退变榴辉岩经历了与围岩一致的同

构造变形,说明榴辉岩折返退变的时代和碰撞造山

的时代一致[58]。 这次造山事件为晚二叠世松多榴

辉岩带代表的古特提斯洋盆消失闭合之后北拉萨

地体与南冈瓦纳大陆碰撞的结果[72]。 松多地区新

发现的早侏罗世变质辉长岩具有 E鄄MORB 和 OIB
的地球化学特征,初步研究认为该变质辉长岩原岩

的岩浆可能起源于下地壳改造的富集岩石圈地幔

的部分熔融,形成于松多古特提斯洋壳板片断离事

件所引发岩石圈减薄的伸展构造背景[73]。
沉积事件是界定构造环境转变的关键性证据。

近期的地质调查已经在唐加乡以东发现雄来组在

叶荣拉北坡以黄绿色 - 暗绿灰色块状巨砾岩角度

不整合在晚古生代绿泥石片岩之上,砾岩的砾石成

分以片理化基性 - 超基性火山岩、石英岩、白云母

石英片岩为主,见有灰紫色大理岩、榴辉岩成分砾

石,而未见花岗岩成分砾石;碎屑岩和火山岩的锆

石 U鄄Pb 测年结果表明雄来组的时代为晚三叠世—
早侏罗世[45]。 雄来角度不整合界面的发现具有十

分重要的研究意义,一种可能是其代表了晚古生代

发育的“松多古特提斯洋冶闭合后中生代接受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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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作用事件的盆地记录的开始;另一种可能是

该盆地具有楔顶盆地的特征,若如此,晚三叠世—
早侏罗世松多古特提斯洋也可能并未完全关闭。
但目前有关该盆地的构造属性与演化研究仍十分

薄弱,亟需开展深入的研究。

2摇 讨论与存在问题

2郾 1摇 松多古特提斯洋构造演化过程初步分析

本次新开展的 1颐 5 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处于南

冈底斯和中冈底斯的交汇部位,基于中二叠世蛇绿

岩、洋岛残片,结合松多高压变质带、松多岩组和晚

三叠世岩浆弧的研究进展,提出唐加 - 松多俯冲增

生杂岩带的认识,并初步探讨了松多古特提斯洋的

其中一种可能演化过程(图 6)。
石炭纪,冈底斯中东部发育伸展背景下的裂陷

火山 -沉积盆地,早石炭世以出现火山岩及其共生

的深水斜坡相沉积物为标志,晚石炭世以火山岩与

含砾泥岩、页岩、岩屑质细砾岩等共生为标志。 另

外,在雪浪沟识别出的晚石炭世洋岛型火山岩,表
明松多古特提斯洋在晚石炭世可能已经存在一定

规模[42]。 现有资料表明,中二叠世,松多古特提斯

洋发育形成了大规模的洋中脊型蛇绿岩和洋岛海

山,且洋壳的构成复杂,包含典型的 MORB 型蛇绿

岩、规模较大的 EMORB 型蛇绿岩。 松多地区榴辉

岩峰期变质时代为中二叠世 ( ~ 260Ma,原岩为

MORB 或 EMORB),此时,松多洋盆规模较大,洋壳

已经发生了深俯冲,洛巴堆组玄武岩可能代表二叠

纪初始岛弧环境。 随着松多古特提斯洋持续的北

向俯冲,区域上一部分洋岛基座随着松多古特提斯

洋壳持续俯冲向下被拖拽至地幔深处,在晚三叠世

形成白朗榴辉岩( ~ 230Ma 峰期变质,原岩为 OIB)。
晚三叠世,在北拉萨地体南缘形成了火山 - 岩浆

弧,晚三叠世末期大规模的花岗闪长岩等侵位于上

石炭—下二叠统松多岩组之中;并伴随着北拉萨地

体南缘及蛇绿岩残片的向南增生,形成了晚三叠世

弧岩浆作用以及碰撞期的构造变形 - 区域性面理。
松多地区区域构造变形与糜棱质绿片岩和白云母

石英片岩的白云母40Ar / 39 Ar 同位素年龄揭示松多

古特提斯洋在 230Ma 左右关闭。 上三叠统—下侏

罗世雄来组角度不整合在松多岩组以及洋壳残片

之上,可能为冈底斯中部松多古特提斯洋的闭合提

供了确切的沉积学和时间约束,表明南、北拉萨地

块在晚三叠世—早侏罗世以前完成了碰撞拼贴,可

能构成了冈底斯中部中生代沉积盆地的基底。 但

目前关于松多古特提斯洋的开启、发展与演化、俯冲

闭合过程等一系列关键地质问题与演化过程尚不清

楚,仍需开展大量的调查与研究才能得以精确刻画。
2郾 2摇 唐加 -松多古特提斯洋与雅鲁藏布江洋的关

系问题

近年来,相继在冈底斯南部发现可能与古特提

斯洋残留有关的地质记录。 在冈底斯南缘雄村矿

集区新发现早石炭世辉长岩(342Ma),认为这可能

是古特提斯洋的残留[74];在朗县地区片麻状花岗岩

获得其原岩时代为早石炭世(341Ma、355Ma),岩石

地球化学和同位素研究表明其可能形成于弧后伸

展环境,该弧后伸展区的进一步发育可能形成弧后

盆地并最终发展成松多特提斯洋[75]。 在雅鲁藏布

蛇绿岩带中也相继发现了疑似古特提斯残留的证

据:在白朗混杂岩中发现早二叠世辉长岩残块

(273Ma) [76];在罗布莎附近发现了早石炭世层状辉

长岩( 40Ar / 39Ar 年龄为 352 ~ 353Ma) [77];在纳久乡

附近发现晚泥盆世 OIB 型辉长岩,认为其可能是晚

泥盆世古特提斯洋内与地幔柱相关的岩浆作用[78]。
最近完成的区域地质调查表明,在南冈底斯带

南缘新发现晚三叠世—侏罗纪增生杂岩,包括位于

雅鲁藏布江北岸的贡嘎县多吉扎寺东侧的普夏晚

三叠世洋岛;多吉扎 - 立琼达一带刘琼早侏罗世洋

内弧;尼木 - 续麦一带出露的尼木增生杂岩系;曲
水 -昌果一带中三叠世弧火山岩与晚三叠世弧花

岗岩的发现[79]。 在昌果一带前人划归前奥陶系或

上侏罗统—下白垩统的变质地层中获取了 181 ~
237Ma 的年代数据,岩石组合显示包括复理石、洋盆

与洋岛等不同的沉积环境。 “南冈底斯冶前奥陶纪

变质基底“林芝岩群冶的新资料表明其时代主要为

晚三叠世[80],主要为中三叠世—早侏罗世变质基

性、中基性火山岩、大理岩化灰岩、硅质岩与细碎屑

岩组合。 这些发现显示松多古特提斯洋的南部变

质岩地层很可能缺乏变质基底。 唐加 - 松多古特

提斯俯冲增生杂岩带与南冈底斯晚三叠世—侏罗

纪增生杂岩、雅鲁藏布江新特提斯洋增生杂岩带在

空间上整体连续展布,均表现为洋盆具有北向俯冲

的极性;在时代上,由北向南逐渐变新,可能反映了

冈底斯陆壳不断向南增生的过程。
冈底斯地区以发育巨型的构造 - 岩浆活动为

特色,发育的岩浆作用至少可以划分出 4 个阶段:
220 ~ 152Ma、109 ~ 80Ma、65 ~ 41Ma、33 ~ 13Ma[8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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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摇 西藏松多古特提斯洋构造演化模式图

Fig郾 6摇 Tectonic evolution model of the Sumdo Paleo鄄Tethys ocean, Tibet

其中 220 ~ 152Ma 这一阶段的岩浆作用与古特提斯

洋闭合、新特提斯洋开启、俯冲消减最密切相关,但
研究程度却相对较低。 前人重点围绕分布于冈底

斯南部的下侏罗统叶巴组和桑日群火山岩开展了

较为深入研究,认为是雅鲁藏布江新特提斯洋早期

俯冲的岩浆产物,并可能分别代表了新特提斯洋俯

冲过程形成的陆缘弧和洋内弧[82]。 有学者根据冈

底斯中部中早侏罗世白云母二长花岗岩的研究认

为其属于 S 型花岗岩,属于冈底斯印支造山旋回晚

期碰撞阶段的产物[83];也有学者推测具有侏罗纪岩

浆作用可能形成于班公湖 - 怒江洋南向俯冲消减

的结果[47]。 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冈底斯南缘在早侏

罗世时期应处于新特提斯洋板片俯冲的构造背

景[84鄄86]。 新特提斯洋可能在早三叠世之前已经打

开[87],冈底斯中南部的具有岛弧火山岩特点的叶巴

组火山岩可能是新特提斯洋北向俯冲的产物,并提

出新特提斯洋开始俯冲的时代应在早中侏罗世或

更早[88]。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冈底斯中部确实存在

晚三叠世—早侏罗世的花岗岩带,包括尼木县城以

南的尼木花岗岩(205Ma、202Ma) [89]、南木林县折无

巨斑状花岗岩(217Ma) [90]、当雄南宁中地区白云母

-二长花岗岩(190Ma) [91]、松多地区的花岗闪长岩

和二长花岗岩(215 ~ 190Ma) [92,93]、拉龙松多早侏

罗世 S 型花岗岩(178Ma) [94] 等,均为冈底斯南部晚

三叠世—早侏罗世中酸性岩浆事件,该期恰好晚于

松多地区记录的碰撞造山事件和榴辉岩折返退变

时代。 我们认为这些花岗岩可能是和冈底斯中部

曾发生过的印支期碰撞造山事件有关的晚碰撞或

后碰撞花岗岩[58,73]。
综上所述,松多古特提斯洋与雅鲁藏布江洋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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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成因联系,初步分析认为可能存在 3 种情况:
(1)松多古特提斯洋与雅鲁藏布江洋可能是一个洋

盆演化的不同阶段,松多古特提斯洋可能并未真正

关闭,是雅鲁藏布江洋演化的早期阶段,随着洋壳

开始俯冲消减,松多古特斯洋后退式俯冲消减作

用,在冈底斯逐渐形成二叠纪、三叠纪以及白垩纪

的复合岩浆弧,从构造上看由二叠纪、三叠纪—早

侏罗世和晚侏罗世—白垩纪的多次增生作用构成

的复式增生楔系统;(2)松多古特提斯洋与雅鲁藏

布江洋不是同一个洋盆,松多古特提斯洋洋盆与龙

木错 -双湖 - 澜沧江洋同属古特提斯洋的演化范

畴,古特提斯洋的最终关闭,才开启了新特提斯洋

的演化,松多地区三叠纪的岩浆弧是松多古特提斯

洋的产物,而早侏罗世的岩浆弧是雅鲁藏布江新特

提斯洋的产物;(3)松多古特提斯洋洋盆与雅鲁藏

布江洋也有可能在晚古生代同时存在。 虽然我们

更倾向于第一种可能性,但目前的资料还不能完全

肯定或否定上述可能性,因此亟需开展进一步的调

查研究,发现更多充分的证据才能逐步揭开古特提

斯洋与新特提斯洋演化过程的神秘面纱。

3摇 结论

唐加 - 松多俯冲增生杂岩带主要物质组成包

括唐加 - 松多蛇绿岩、中二叠世洋岛残片、深海盆

地沉积、二叠纪岩浆弧、晚三叠世—早侏罗世岩浆

弧、直孔 -松多高压 /超高压变质带等,可能是青藏

高原古特提斯洋最南部分支洋盆或局部洋盆俯冲、
闭合、拼接碰撞的产物。

基于区域地质调查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本
文将松多古特提斯洋的构造演化时限初步限定为

早石炭世—早侏罗世。 初步认为松多古特提斯洋

与雅鲁藏布江洋存在连续演化的可能性,但限于研

究有限,亟待开展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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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blem of the Sumdo Paleo鄄Tethys Ocean,
Tibet

XIE Chaoming1,2, LI Cai1, LI Guangming3, WANG Bin1, DONG Yuchao1, HAO Yujie4

(1.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61, Jilin,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Tibetan
Plateau,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61, Jilin, China; 3. Chengdu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Chengdu 610081, Sichuan, China; 4. Key Laboratory of Mineral Resources Eval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China, Changchun 130061, Jilin,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Paleo鄄Tethys tectonic domain on the Qinghai鄄Tibet plateau has always been
a frontier and hotspot of geological research.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tectonic evolution history of the
Paleo鄄Tethys ocean on the Qinghai鄄Tibet plateau,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made in recent years in the 1:50,000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and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the material composition and the age of subduction and actinic complex zone in the Tangjia鄄
Sundo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latively complete m佴lang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Paleo鄄Tethys
ocean and the transition of ocean and land are preserved in the Tangjia鄄Sumdo area in central Gangdise, Tibet,
which is an ideal target area for recovery and invers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aleo鄄Tethys ocean. The geological
records of the Sumdo Paleo鄄Tethys crust and its extinction mainly include the late Paleozoic Tangjia鄄Sumdo ophiolite
m佴lange belt, middle Permian ocean island fragments, high pressure metamorphic belt, late Triassic鄄early Jurassic
magmatism and late Triassic鄄early Jurassic molassite formation郾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work,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Sumdo Paleo鄄Tethys is preliminarily discussed郾 These geological record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covery and inversion of the Paleo鄄Tethys tectonic evolution on the Qinghai鄄Tibet plateau郾
Key words: ophiolite; oceanic island; magmatic arc; high pressure melamorphic zone; Gangdise; Tibet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