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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莱盆地晚白垩世不同地幔源区的两种基性岩浆

———诸城玄武岩和胶州玄武岩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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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采用全岩 ABCD 法获得山东省胶莱盆地诸城玄武岩的形成年龄为 ;>"，胶州玄武岩的形成年龄为 ;<"’，代表了发

生在晚白垩世的地幔岩浆事件，但两地岩浆产物具有不同的地球化学性质。诸城玄武岩主要为粗面玄武岩，富集轻稀土元素

（,T##），微量元素组成类似于洋岛玄武岩（U-V），（ W; OD X W> OD）$ ^ 9Y ;9>9 Z 9Y ;9W9，!$4（ $）^ [ :Y 9 Z [ \Y 8，介于洋岛玄武岩和

中生代富集的岩石圈地幔之间，表明软流圈来源的岩浆中混入了富集岩石圈地幔来源的岩浆，是软流圈地幔与岩石圈地幔相

互作用的结果。胶州玄武岩主要为碱性玄武岩，比诸城玄武岩更富集轻稀土元素，微量元素组成类似于诸城玄武岩，但 $M、

.’、./ 等高场强元素不显示亏损，ODB$4 同位素组成也存在明显差别，（ W; OD X W> OD）$ ^ 9Y ;9:\9 Z 9Y ;9:\\，!$4（ $）^ \Y = Z \Y W，与

山东省新生代火山岩的地球化学特征类似，类似于洋岛玄武岩（U-V），表明岩浆起源于亏损的软流圈地幔。研究显示出晚白

垩世以来胶莱盆地软流圈地幔不均匀上涌和逐渐成为玄武岩浆主要源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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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 _\WWR 8=\

! ! 华北克拉通东部中生代侏罗纪B白垩纪（ NBA）以来的岩

浆活动异常活跃，以山东省为例，不仅有中B基性火山岩的喷

发并携带有少量地幔岩包体（ 邱检生等，8??>，<998；&’(，

’$ 2+R ，<998；56’(+ ’$ 2+R ，<99<；闫峻等，<99:；%0* ’$ 2+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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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良等，!""#；陈立辉等，!""#；王冬艳等，!""$；裴

福萍等，!""$ ）以及基性侵入岩（%&’ !" #$( ，!""#，!""$；

)*+, !" #$( ，!""$；-& !" #$( ，!""$*），还有大量花岗岩形成

（徐金方等，./0/；林景仟等，.//!；张德全等，.//1；陈光远

等，.//2；徐洪林等，.//3；张华锋等，!""$）。研究结果表

明，中生代期间这一地区岩石圈地幔为富集型的，富集地幔

的形成可能与板块内部古老的交代富集作用有关（ 陈斌等，

!""!；%&’ !" #$( ，!"".；45*+ !" #$( ，!""#），可能与下地壳的

拆沉 有 关（ 吴 福 元 等 !""#；邓 晋 福 等，!""#；%*’ !" #$( ，

!""$），也可能与三叠纪扬子板块向华北板块之下的大陆深

俯冲作用有关（67*+, !" #$( ，!""!；8*+ !" #$( ，!"".；%&’ !"
#$( ，!""#；-& !" #$( ，!""$*）。到晚中生代燕山期（ 主要在

.!" 9 .#":*），由于地幔的失稳（或岩石圈地幔的减薄）导致

地幔以及地壳发生一系列岩浆活动。富集地幔的熔融可能

是由太平洋板块向欧亚大陆板块下的俯冲引起的（ 陈斌等，

!""1；;& !" #$( ，!""1；<5&，!""1）。来自地幔的基性岩浆部

分喷发至地表，大部分可能侵入到中下地壳引起地壳的部分

熔融，形成一系列花岗岩和中酸性火山岩（ 林景仟等，.//!；

8*+ !" #$( ，!"".，-& !" #$( ，!""$=；张华锋等，!""$）。

山东省新生代玄武岩及其地幔岩包体的研究表明，这一

地区的 岩 石 圈 地 幔 具 有 新 生“ 大 洋 地 幔”的 性 质（ >*?@*A
!" #$( ，.//.；陈道公等，.//!；支霞臣等，.//$；67B+, !" #$( ，

.//0；%*’ !" #$( ，!""!；支霞臣等，!""$），CDE<F 同位素组成

表现为亏损地幔的特征。实际上，在白垩纪晚期（3#:*），胶

州玄武岩就具有了与新生代玄武岩类似的特征（ 闫峻等，

!""#，!""1），表明白垩纪晚期是地幔性质发生变化的转折时

期，晚白垩世前的富集岩石圈地幔已被晚白垩世E新生代的

亏损地幔（软流圈地幔或新生岩石圈地幔）所替代。玄武岩

和辉长岩的年代学和岩石地球化学研究表明，.!":* 左右山

东省的富集岩石圈地幔依然存在（67*+, !" #$( ，!""!；%&’
!" #$( ，!"".；邱检生等，!"""），从而限定岩石圈减薄的时限

为 .!" 9 3#:*（闫峻等，!""#）。

本文报道的胶莱盆地诸城玄武岩形成于晚白垩世，但表

现出的地球化学性质却不同于胶州玄武岩（ 闫峻等，!""1），

为探讨中国东部岩石圈地幔和软流圈地幔相互作用的时限

及机制提供了新的依据。

.G 地质背景

胶东地区由胶北隆起、胶莱盆地和胶南造山带 # 个构造

单元组成（图 .），前两者属于华北板块的组成部分，后者属

于大别造山带的东延部分。胶东地区是由华北板块和扬子

板块的边缘带拼合而成（徐贵忠等，!""$）。

胶北隆起区主要由前寒武纪的太古界胶东群、下元古界

荆山群、中元古界粉子山群和上元古界蓬莱群组成。西界为

沂沭断裂带，南界为平度E莱西深断裂。胶南造山带的前寒

武纪主要由晚元古代的胶南杂岩组成（原称胶南群），北界为

五莲E青岛E乳山（米山）深断裂，南界为连云港E荣成（ 石岛）

深断裂（徐贵忠等，!""$）。另外，胶北隆起区和胶南造山带

广泛发育一系列规模较大的晚中生代的花岗岩体。

胶北隆起与胶南造山带之间为胶莱盆地，胶莱盆地内部

结晶基底由新太古届胶东群和古元古界荆山群组成，其上为

中元古界粉子山群和新元古界蓬莱群。中E新生代断陷盆地

叠加其上，主要为一套中生代的陆相火山E沉积岩建造，从上

到下分别为王氏群、青山群、大盛群和莱阳群，中生代地层有

三个火山岩层位：即早白垩世莱阳群、早白垩世青山群、晚

白垩世王氏群（山东省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青山群

为中偏碱性富钾火山熔岩、火山碎屑岩和流纹质的酸性熔

岩、火山碎屑岩。王氏群下部以玄武岩为主，上部为一套碎

屑沉积岩，胶州大西庄玄武岩被划为王氏群红土崖组，属于

晚白垩世（闫峻等，!""#）。

本文研究的样品位于胶莱盆地东南部的诸城和中部

的胶州地区。根据沉积岩的层位，火山岩属于晚白垩世的

王氏群。

!G 样品的产状及特征

!H .G 诸城玄武岩

火山岩分布在诸城市西南，产状为 .3"I"!1I，火山岩层

厚 ." 9 .1J，火山岩上层与下层均为紫红色的细砂岩（ 属红

图 .G 胶东半岛地质简图及火山岩采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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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崖组）。火山岩呈灰黑色，方解石杏仁体发育。该点北侧

也分布有灰黑色的火山熔岩，厚约 !"#，在紫红色的细砂岩

中呈夹层，岩层产状为 $"%"$"%。灰黑色的火山岩与紫红色

的砂岩形成明显对比，野外很容易识别，该层火山岩相当于

王氏群中的史家屯玄武岩段。

火山岩主要由斜长石（&"’ ( &)’）、辉石（!"’）、橄榄

石（)’ (!"’）和伊丁石（!)’）组成，斑状结构。斑晶矿物

有斜长石、伊丁石、辉石和少量的橄榄石，部分橄榄石可见伊

丁石化，斑晶矿物含量较少，占总体积的 !"’ (!)’，其中斜

长石斑晶为板柱状，大小为 ! * "+ ,## ( !+ - * "+ -##，长宽

比约 ) . ! ( - . !。辉石斑晶呈短柱状，较大者为 "+ / ( !##，个

别达 "+ / * ,##。褐红色伊丁石斑晶大小为 "+ - ( "+ )##，橄

榄石斑晶 "+ , ( "+ -##，在较新鲜样品中（0"-!123），橄榄石

具有伊丁石化的反应边，表明伊丁石是由橄榄石转变而成，

此样品伊丁石大小 ! ( !+ ,##。基质也主要由斜长石、伊丁

石、辉石和橄榄石组成，为间隐1间粒结构。其中斜长石占

&)’ (/"’，板柱状，"+ ! *"+ 2##，"+ , * "+ )##，长宽比 2 . ! (
) . !，辉石 "+ !##，伊丁石 "+ ! ( "+ ,##，橄榄石 "+ ! ( "+ ,##。

火山岩样品碳酸盐化，杏仁体由多个方解石颗粒组成。多数

杏仁体的直径约 , ($##。岩石定名为粗面玄武岩。

,+ ,4 胶州玄武岩

位于胶州大西庄村西北，现为一废弃的采石坑，面积约

为 ," * )"#，新鲜玄武岩灰黑色，风化后黄绿色，、熔岩流呈

层状，风化后成椭球状，) * !" 5!) 6#，层理产状 &)%"2"%，含

尖晶石二辉橄榄岩包体（ 闫峻等，,""$）。78178 法测定的火

山岩年龄为 &$09，!:;（&$09）< &+ )，表明玄武岩来自亏损地

幔（闫峻等，,""$）。

玄武岩主要由斜长石（2"’ ( &"’）、橄榄石（!"’ (
,"’）辉石（!"’ ( !)’）和 不 透 明 铁 钛 氧 化 物（!"’ (
!)’）组成。斑晶矿物主要为橄榄石和辉石，占岩石体积的

!)’ ( ,"’，粒度较小，"+ $ ( "+ -##，基质为间粒1间隐结

构，主要由微晶斜长石、橄榄石、辉石和铁钛氧化物组成。其

中斜长石为板柱状，长度为 "+ ! ( "+ ,##，长宽比 - . ! ( ) . !。

其它矿物粒度约为 "+ ")##。

$4 分析方法

火山岩 =178 年龄的测试由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

院同位素实验室完成，测试流程为：将样品切去表面氧化层，

粉碎至 2" (/" 目；)’ (!"’稀硝酸浸泡 ,>；2’氢氟酸浸泡

)#?@；清水冲洗 ) 次，并浸泡过夜，以除去可能残存的酸；用

去离子水冲洗$ () 次，并用超声波清洗)#?@；在烘箱中烘干，

烘烤温度 A!""B；放至干燥皿中备用。钾含量测量，采用锂

内标钠缓冲火焰光度计法，火焰光度计型号为 2-""；氩含量

测量，稀释法静态测量，采用 CD7!" 质谱计。计算所用参数，

衰变常数 ! <)+ )-$ *!" 5!" . 9，-"= .#= <!+ !2& *!" 5-。

样品的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分析由国家地质实验测试

中心完成。样品制备中，测定主量元素的样品制成玻璃饼，

测定稀土元素（CEE）和 :F、G9、H8、IJ、K 的样品采用碱熔法，

流程见文献中的方案 !（ 王蕾等，,""$），测定其它微量元素

的样品采用酸熔法，流程见文献（ 何红蓼等，,"",）。主量元

素采用 L1荧光光谱法（LCM），测试仪器为 $"/"E 型 L1荧光

光谱仪，其中 MNO 采用容量滴定法；稀土元素和多数微量元

素采用等离子质谱法（ PQR10S），测试仪器为 ET6NUU 型等离子

质谱仪；39、S8、V、QW、H@ 采用等离子光谱法，测试仪器为

PCPS 型光谱仪。

S81:; 同位素分析测试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固体同位素实验室完成，测试流程见文献（ 孟繁聪等，

,"")）。同位素比值的测定在 07G,2, 多接收质谱仪上完

成。标样分别为 :3SX/&（ /& S8 . /2 S8 < "+ &!",)"）和 Y9 Z[UU9
（ !-$:; . !--:; < "+ )!!/))）。

- 结果

-+ !4 火山岩形成年龄

分别选取诸城玄武岩和胶州玄武岩的新鲜样品进行 =1
78 年龄的测试，测试结果为：诸城玄武岩的全岩 =178 年龄

为 &2+ , \ !+ 209，胶州玄武岩的全岩 =178 年 龄 为 &!+ X \
!+ )09（表 !），后者与采用全岩 78178 法获得的坪年龄 &$09
十分接近（闫峻等，,""$），属于晚白垩世的晚期，同时也表明

此次测试结果可靠。从测试精度和结果上看，诸城玄武岩与

胶州玄武岩属同期岩浆事件。

-+ ,4 地球化学

主元素

诸城玄武岩的 S?O, 含量为 --+ -’ ( )"+ $’（ 重量百分

比），变化范围较大。碱含量（=,O ] :9,O）为 )+ ,’ ( 2+ ,’，

:9,O ^ =,O 含量（ 表 , ）。在火山岩的硅1碱图上诸城火山岩

的大多数样品落入粗面玄武岩范围，只有一个样品（0"-!1!3）

落入碱玄岩的范围（图 ,9）。在硅1钾图上（图 ,F）诸城火山岩

多数为橄榄安粗岩系列。胶州玄武岩的 S?O, 含量为 --+ 2’
(-)+ $’，变化范围很小。碱含量为 )+ )’ ( 2+ "’，同样为

:9,O ^ =,O（表 , ）。在火山岩的硅1碱图上胶州火山岩的大

多数样品落入碱性玄武岩范围，在 :9,O1=,O 图上（图 ,6）主

要为钙碱性系列。相比而言，诸城玄武岩的 G?O,含量较低（主

要为 !+ &’ (!+ X’），0_O 含量较低（ 主要为 $+ "’ ( -+ $’，

0_‘ <"+ $/ ("+ -2）和 MN,O$ 含量较高（&+ X’ ( /+ 2’）；而胶

州玄武岩有较高的 G?O, 含量（,+ -’ (,+ )’），较高的 0_O 含

量（X+ !’ ( X+ $’，0_‘ < "+ )/ ( "+ )X）和 MNO 含量（/+ -’ (
/+ &’）以及较低的 7U,O$ 含量（!-+ !’ ( !-+ $’）。诸城玄武

岩和胶州玄武岩在主量元素上就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别，二者

分别属于橄榄安粗岩系列和钙碱性岩石系列，可能主要反映

了它们来自不同的地幔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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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胶莱盆地诸城和胶州火山岩的 #$%& 测试结果

’()*+ !" #$%& (,(*-./0(* &+12*.1 34& .5+ )(1(*. 3&46 75205+,8 (,9 :/(4;542 /, :/(4*(/ )(1/,

样品号 样品名称 # 含量（< ） 样品重量（8）
放射成因=>%&

!> ?!>64* @ 8" " <

AB%&

!>$!!64*+1
=>%& @ AB%& AB%& @ AC%& 表观年龄（D(）

D>=!$CE 粗面玄武岩 !F =! >F >GC> !F H>= BCF CH GF AA=!
>F G==H I

>F >>>A

BJ>!F = I

=AF A
JCF G I !F C

D>CB$!E 玄武岩 !F BC >F >GJ= GF ACJ H>F AH GF AA=A
>F A>JC I

>F >>>K

HKKCF ! I

!ACF C
J!F H I !F K

" " 注：（!）计算所用参数：衰变常数 ! L KF K=A M !> ?!> @ 年，=># @## L!F !CJ M !> ?=；（G）氩同位素分析所用质谱仪型号：NO%!>；（A）钾含量

分析所用火焰光度计型号：C=>>；（=）表中所列样品重量为氩同位素分析的称样量；测试由造山带与地壳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完成

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

诸城玄武岩的稀土元素含量较低，稀土含量（ 不含 P）为

!!G M !> ?C Q !K! M !> ?C（表 A），轻稀土元素富集，R(S @ P)S 比

值为 H Q !G，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呈右倾型（ 图 A(），轻稀土元

素分异不明显，R(S @ T6S 为 GF A Q AF !。U2 无明显异常，!U2
L !F > Q !F !。胶州玄武岩的稀土元素含量稍高，稀土元素含

量为 !CC M !> ?C Q !BC M !> ?C，轻稀土元素更富集，R(S @ P)S

比值 为 !A Q !=，稀 土 元 素 配 分 曲 线 呈 右 倾 型（ 图 A(），

R(S @ T6S 为 AF A Q AF =。U2 无 明 显 异 常，!U2 L !F > Q !F !。

总体上，胶州玄武岩比诸城玄武岩更富集稀土元素。

在微量元素蛛网图上的元素中，所测试的元素含量都高

于原始地幔值（图 A )），多数元素都高出原始地幔之的 !> 倍

以上，但低于原始地幔值的 !>> 倍值，表明这些元素相对原

始地幔都是富集的。与相邻元素相比，E(、T& 显示正异常，特

别是诸城玄武岩有较高的 E(、T& 含量（ 图 A)），’5、V 显示负

异常。诸城玄武岩和胶州玄武岩都不显示 S)、’( 的负异常，

这与即墨玄武岩（ W(, !" #$X ，G>>! ）和方城玄武岩（ 75(,8

!" #$X ，G>>G）不同，而与山东省的新生代玄武岩的特征类似

（E(12 !" #$X ，!HH!）。但胶州玄武岩的 S)、’( 含量高于诸城

玄武岩（表 A）。

=F A" T&$S9 同位素组成

诸城玄武岩的 N)、T& 含量相对较高，测得的BJ T& @ BC T& 比

值为 >F J>C! Q >F J>B>，火山岩的BJ T& @ BC T& 初始比值为 >F J>C>
Q >F J>B>（ . L JCD(）。T6、S9 含量较低，测得的!=A S9 @ !== S9

比值为 >F K!GAK Q >F K!G=C，火山岩的 "S9（ . L JCD(）L ? AF >
Q ? KF !（ 表 =）。胶州玄武岩的 N)、T& 含 量 较 低，测 得 的
BJ T& @ BC T& 比值为 >F J>AC> Q >F J>ACB，火山岩的BJ T& @ BC T&初始

比值为 >F J>AK> Q >F J>AKK（ . L JGD(）。T6、S9 含量较高，测

得 的!=A S9 @ !== S9 比 值 为 >F K!GBB Q >F K!GH>，火 山 岩 的

"S9（ . L JGD(）L KF = Q KF B。诸 城 火 山 岩 与 胶 州 火 山 岩 的

T&$S9同位素组成存在明显的区别（图 =），反映了前者主要来

自富集的地幔源区，后者来自亏损的地幔源区。

图 G" 诸城和胶州玄武岩的 T/YG $（#GY Z S(GY）（(）（ R+ E(1 !" #$F ，!HBC）和 T/YG $#GY 图（)）（V+00+&/**4 !" #$F ，!HJC）

A$碱玄岩，J$粗面玄武岩，B$玄武质粗面安山岩，!!$玄武岩；部分胶州玄武岩据（闫峻等，G>>A）

W/8X G" T/YG [1X（#GY Z S(GY）（(）（R+ E(1 !" #$X ，!HBC）(,9 T/YG [1X #GY（)）9/(8&(61（ V+00+&/**4 !" #$X ，!HJC）34& )(1(*.1

3&46 7;5205+,8 (,9 :/(4;542

J=C!孟繁聪等：胶莱盆地晚白垩世不同地幔源区的两种基性岩浆———诸城玄武岩和胶州玄武岩的对比



表 !" 胶莱盆地晚白垩世玄武岩的主量元素及 #$%& 标准矿物含量（’()）

*+,-. !" /+012 .-.3.4(5 6137758(814+49 4123+(8:. 384.2+- 614(.4(5（’()）1; <+(. #2.(+6.1=5 ,+5+-(5 ;213 >8+1-+8 ,+584

序号 ? ! @ A B C D E F ?G ?? ?!

样品号 /GA?H?I /GA?H!I /GA?H@I /GA?HAI /GA?HBI /GA?HCI /GA!H?I /GA!H@I /GCEH?I /GCEH!I /GCEH@I /GCEHAI

J8K! AAL @F AFL E! ADL FB ADL GD ADL ?@ BGL !D ADL FG ADL E? ABL !F AAL AE AAL DG AAL CA

*8K! ?L D@ ?L EE ?L EE ?L DF ?L E@ ?L EE !L GC ?L EE !L @F !L AC !L AE !L B?

M-!K@ ?AL BB ?CL !D ?CL GC ?BL DD ?BL FG ?AL DE ?BL FB ?CL !A ?AL !E ?AL ?@ ?AL !! ?AL ?D

N.!K@ DL F@ EL @! EL B! EL ?C EL C@ CL !A EL CG EL BA @L @? @L AA @L B! @L BA

N.K ?L @? ?L E@ ?L B@ ?L !F ?L AG @L FF GL FB GL EC EL A! EL CE EL CE EL DA

/4K GL ?! GL ?! GL ?G GL ?@ GL ?G GL ?! GL ?@ GL ?? GL ?F GL ?F GL ?F GL !G

/OK @L BB AL @@ @L ?G @L CE @L GC DL GB !L FE @L EE FL ?! FL !F FL !! FL @C

#+K ??L CD DL !@ FL EB ?GL AC ?GL DG DL EA EL DB EL E! FL !! EL EB EL FE FL GA

P+!K @L BA @L AC @L !A @L GE @L @@ @L BA @L EF @L DD @L DD AL !? AL GF AL ?E

Q!K !L @A !L C@ !L BC !L AG !L AE ?L CD !L @D !L GF !L GC ?L E? ?L CE ?L @E

%!KB GL AG GL AA GL A@ GL A! GL A! GL AA GL AF GL A@ GL C? GL CB GL CC GL CC

#K! AL A? GL ?! ?L EF !L AD !L @F GL ?! !L CG !L @? GL !G GL ?! GL G@ GL !F

R!K S AL GA @L DC !L EC @L !E @L !C !L C! @L CC @L CE ?L EG ?L FG ?L FG ?L ED

/OT GL A@ GL AC GL @E GL A@ GL @E GL BD GL @E GL AB GL BF GL BF GL BE GL BE

M<Q BL EE CL GF BL EG BL AE BL E? BL !? CL !C BL EC BL E@ CL G! BL DD BL BC

U GL G ?L B GL D GL G GL G GL D GL G GL G GL G GL G GL G GL G

K2 ?BL ? ?CL ! ?BL F ?BL ? ?BL A ?GL ? ?AL F ?@L ? ?!L A ?GL F ?GL ? EL @

M, !BL A @GL A !EL E !CL @ !FL C @GL C @!L E @!L @ ?!L F ?!L E ?AL A ?BL F

M4 ?EL A !?L F !!L E !@L A !!L ! ?FL F !GL ! !!L A ?CL ? ?AL B ?BL D ?CL ?

P. AL G GL G GL G GL D GL G GL G ?L ! GL E ?GL B ?!L D ??L ! ?GL F

&1 ??L @ BL @ FL A ??L @ FL @ DL ! FL ! EL F ??L ? ??L G ?GL D ?GL D

V4 FL D AL C EL ? FL E EL ? CL ! DL F DL D DL A DL @ DL ? DL ?

N5 GL G GL G GL G GL G GL G GL G GL G GL G !L F !L F !L F !L E

RW GL G CL D GL G GL G GL G ??L E GL G GL G GL G GL G GL G GL G

K- GL G GL G GL G GL G GL G GL G GL G ?L E ?BL F ?CL C ?CL B ?CL E

/( BL G GL F BL B AL F BL ? EL G @L D @L @ AL F BL ? BL ! BL !

R. BL ! EL G BL ? BL @ BL C GL F CL C CL E GL G GL G GL G GL G

$- GL G @L D GL G GL G GL G @L D GL G GL G AL C AL E AL E AL F

M7 ?L G ?L G ?L G ?L G ?L G ?L G ?L ? ?L G ?L A ?L B ?L B ?L B

! AL G X EL ? X GL D GL D GL G X ?!L B ?L ! GL E ?GL B ?!L D ??L ! ?GL F

" " ! Y P.HRW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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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胶莱盆地晚白垩世玄武岩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含量（ # $% &’）

()*+, !" (-)., ,+,/,01 .201,013（ # $% &’）24 5)1, 6-,1).,273 *)3)+13 4-2/ 89)2+)9 *)390

序号 $ : ! ; < ’ = > ? $% $$ $:

样品号 @%;$A$B @%;$A:B @%;$A!B @%;$A;B @%;$A<B @%;$A’B @%;:A$B @%;:A!B @%’>A$B @%’>A:B @%’>A!B @%’>A;B

5)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6,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D-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EF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G/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H7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IF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JK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L2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H-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M*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57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NHH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5)E O G/E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5)E O M*E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H7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M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N*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G-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

P- $;? $<’ $’: $<! $’; $<! $=$ $<; ::$ :<; :’% :<:

L4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E*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D*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Q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R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G.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S $’’ $>> $>> $’$ $’= $;% :=> $=: $?> $?? $?; $??

6- $%’ $$% $:$ ??C % $$: $?< $$$ $$> $>> $=: $=$ $’>

62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E9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 $>$ $=> $=<

67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P0 >=C ’ $%< ’?C = ?>C : =%C ’ ?;C < =’C < $!: ?!C ; ?’C ! ?;C > ?’C !

" " 序号 $ T > 的采样地点为诸城；序号 ? T $: 的采样地点为胶州

?;’$孟繁聪等：胶莱盆地晚白垩世不同地幔源区的两种基性岩浆———诸城玄武岩和胶州玄武岩的对比



图 !" 诸城和胶州玄武岩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及微量元素蛛网图（$）

球粒陨石值据 %&’()&(（*+,-），原始地幔值据 ./0&(&123（*++4），平均 56% 值据 71(（*+,8）9转引自 :&;;<=&(（ *++!）

><2? !" @3&(AB<)C9(&BD#;<ECA :FF G#))CB(=（#）#(A HB<D#B’ D#();C9(&BD#;<ECA =G<ACB2B#D= &I $#=#;)= IB&D E31/3C(2 #(A J<#&E3&1

图 -" 胶莱盆地和蒙阴盆地晚中生代玄武岩的 7B9KA 同

位素组成

0..9太平洋和夏威夷的范围据 :&;;<(=&(（*++!）；山东省新生

代玄武岩（70@）据陈道公（*++4）；方城玄武岩据 L3#(2 !" #$M

（4884）；中生代花岗岩（.N）据 O#(2 !" #$M（488P）；新元古代花

岗岩（HN）据黄洁等（488P）

><2? - " 7B9KA <=&)&G</ /&DG&=<)<&( G;&) &I Q#)C .C=&E&</
$#=#;)= IB&D J<#&;#< $#=<( #(A .C(2’<( $#=<(

P" 讨论

PM *" 岩石成因

中国东部下地壳 7<54 的平均含量为 PRS T UPS（ 重量

百分比）（N#& !" #$? ，*++,），不可能熔出 7<54 含量为 --S T
P8S 的基性玄武岩浆。因此，诸城和胶州玄武岩应为地幔橄

榄岩部分熔融的结果（K<1，488P）。需要讨论的是它们来自

软流圈地幔还是岩石圈地幔以及岩浆在喷出地表的过程中

是否遭受了地壳的混染。

地壳混染

胶莱盆地玄武岩可能的混染源有：盆地中的莱阳群、青

山群和王氏群等中生代的沉积岩和少量火山岩及火山碎屑

岩（图 *）。盆地的基底岩性是未知的，根据盆地南侧出露的

岩石推测，可能为中生代的花岗岩（O#(2 !" #$? ，488P）和新

元古代的花岗片麻岩（黄洁等，488P）。根据盆地北侧出露的

岩石推测，可能为中生代的花岗岩和元古代的胶东岩群。由

于火山岩分布在盆地的南缘，基底为苏鲁造山带岩石的可能

性较大。花岗岩的 K$ 、V# 含 量 分 别 为 *- W *8 XU T !8 W
*8 XU，8M -- W *8 XU T 4M 4 W *8 XU，同位素组成为（ ,R 7B Y ,U 7B）" Z
8M R8,!4 T 8M R8,R8，!KA（ "）Z X *U T X *,（ O#(2 !" #$? ，

488P）；花岗片麻岩的 K$ 、V# 含量分别为 + W *8 XU T 4- W
*8 XU，8M P W *8 XU T 4 W *8 XU，同位素组成为（ ,R 7B Y ,U 7B）" Z
8M R8+R T 8M RR+!，!KA（ "）Z X *P T X 48（黄洁等，488P）。根

据简单的两端元混合模拟计算，如果满足诸城火山的同位素

组成，混染量约为 48S ，将改变火山岩的主要元素组成，如

7<54 等。因此，这类岩石混染的可能性不大或者混染不显

著。盆地南侧中生代的沉积岩主要是长英质的砾岩、砂岩和

粉砂岩等，这类岩石也不可能有显著的混染。火山岩中未发

现下地壳岩石的捕虏体，中生代的下地壳岩石组成也是未知

的，通常认为下地壳是麻粒岩相岩石，具有低的,R 7B Y ,U 7B 比值

和低的 V3、[ 含量（:&;;<(=&(，*++!），但中国东部下地壳 7<54

的平 均 含 量 为 PRS T UPS（ 重 量 百 分 比 ）（ N#& !" #$? ，

*++,），也不可能存在大量的下地壳混染。

诸城玄武岩中的 K$、V# 含量较高，分别为 !P W *8 XU T P8
W *8 XU，*M U W *8 XU T 4M ! W *8 XU，而胶州玄武岩的 K$、V# 含

量高于诸城玄武岩（表 !）。在微量元素蛛网图上（ 图 !$）与

相邻元素相比不显示亏损的特征，表明岩浆在喷出地表的过

程中未受到明显的地壳物质的混染。玄武岩的 7B 同位素比

值和 KA 同位素比值与 7<54 和 .25 含量无明显的相关性

（图 P），同时，7B 同位素比值与 * Y 7B 及 KA 同位素比 值 与

* Y KA也不显示正相关关系（ 图略），同样表明岩浆在上升喷

8PU* %&"# ’!"()$)*+&# ,+-+&#" 岩石学报 488U，44（U）



图 !" 诸城和胶州玄武岩的（ #$ %& ’ #( %&）! )%*+,、（ #$ %& ’ #( %&）! )-.+、!/0（ !）)%*+,、!/0（ !）)-.+ 变化图

1*.2 !" （ #$ %& ’ #( %&）! 342 %*+,、（ #$ %& ’ #( %&）! 342 -.+、!/0（ !）342 %*+,、!/0（ !）342 -.+ 56784 97& :;4;684 9&7< =>?@>AB. ;B0 C*;7D>7?

图 (" 胶莱盆地火山岩的 E; ’ /:)F; ’ /: 变化图

方城数据据 =>;B. "! #$2（,GG,）；+HF（ 洋岛玄武岩）、I-（ 原始

地幔）、-+JF（ 洋中脊玄武岩）、K&@ 376@;B*@4（ 弧火山岩）据

C;>B "! #$2（LMMM）

1*.2 (" E; ’ /: 342 F; ’ /: 0*;.&;< 97& :;4;684 9&7< C*;76;*
:;4*B

出地表的过程中地壳物质的混染作用不强。通常认为岛弧

岩浆遭受过明显的地壳物质的混染，因而具有较高的 E; ’ /:

比值和 F; ’ /: 比 值（ 图 (），胶 州 玄 武 岩 的 E; ’ /: 比 值 和

F; ’ /:比值与洋岛玄武岩（+HF）的特征类似，而诸城玄武岩

与岛弧岩浆和 +HF 玄武岩的 E; ’ /: 比值和 F; ’ /: 比值都有

明显的差别。

结晶分异作用

诸城玄武岩的 -.+ 含量为 NO P QO ，低 -.+ 含量表明

岩浆为演化的岩浆。较低的 /* 含量（ 多数为 ,( R LG S( P

NN R LG S(）也表明岩浆经历了橄榄石的结晶分离作用。胶州

玄武岩的 -.+ 含量为 MO P LGO ，高 -.+ 含量表明岩浆接

近原始玄武岩浆。高 /* 含量（L$! R LG S( P L#L R LG S( ）也暗

图 $" 诸城和胶州玄武岩的 E;)E; ’ %< 变化图

1*.2 $ " E; 342 E; ’ %< 0*;.&;< 97& :;4;684 9&7< =>?@>AB.
;B0 C*;7D>7?

示橄榄石的分离结晶不显著。诸城玄武岩的 "T? U LV G P
LV L，不显示负异常，表明不存在斜长石的结晶分异作用。胶

州玄武岩的 "T? U LV GN P LV G#，不显示负异常。两地玄武岩

中 E; 含量与 E; ’ %< 比值的变化表明（ 图 $），源岩的部分熔

融作用远比岩浆的结晶分异作用明显。无论是部分熔融作

用，还是结晶分异作用，同源岩浆的演化对元素的浓度产生

较大的影响，但其 %&、/0 同位素的组成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因此，玄武岩的 %&、/0 同位素组成可以反映其源区的特征

（图 Q）。

源区特征

W,+ 和 /;,+ 为不相容元素，部分熔融的岩浆与橄榄岩

的 W,+ ’ /;,+ 比值是相似的。原生玄武岩的 W,+ ’ /;,+ 比值

L!(L孟繁聪等：胶莱盆地晚白垩世不同地幔源区的两种基性岩浆———诸城玄武岩和胶州玄武岩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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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橄榄岩源区的比值。诸城玄武岩的 !"# $ %&"# 比值为

’( )* + ’( *,；胶州玄武岩的 !"# $ %&"# 比值为 ’( -- + ’( ..。

从而表明两地玄武岩的源区都为钠质的。根据橄榄岩熔融

实验的研究，玄武岩岩浆的 /0"#- 与 12#" 含量变化，可以反

映岩浆源区的特征（/&33445 !" #$6 ，7,88），在 /"#- 912#" 图上

（图 8），胶州玄武岩落入饱满型地幔橄榄岩熔体范围（ 软流

圈地幔？），方城玄武岩落入亏损型地幔橄榄岩熔体的范围

（岩石圈地幔？），诸城玄武岩介于两者之间，可能反映其为两

种熔体的混合。与金云母平衡的岩浆比与角闪石平衡的岩

浆具有更高的 :; $ <= 比值和低的 >& $ :; 比值（/?=@&5 !" #$6 ，

7,,,），诸城和胶州玄武岩的源区可能富含角闪石，这与其具

有较低的 !"# $ %&"# 比值是相应的。诸城玄武岩的 !%A B ’，

胶州玄武岩的 !%A C ’ 表明前者的源区为岩石圈地幔，后者

的源区为软流圈地幔。目前还未在诸城玄武岩发现幔源捕

虏体，难以对其形成深度做出判定。假定橄榄岩的熔融程度

为 7’D ，根据岩浆标准矿物分子（%09EF9G）（ 表 "）的估算

（H0I&434 &5A H&30F，"’’’），诸城玄武岩的形成深度约为 ). +
J’K@，小于胶州玄武岩的形成深度（ 闫峻等，"’’-）。玄武岩

%A 同位素特征反映原始岩浆来源于被改造的岩石圈地幔或

者有软流圈地幔岩浆的混合，因此，!%A 显示为较小的负值。

考虑 到 胶 州 玄 武 岩 比 诸 城 玄 武 岩 更 富 集 轻 稀 土 元 素

（L:MM），推测其源区发生过来自软流圈硅质流体的交代作

用，新生的岩石圈地幔熔融更容易解释胶州玄武岩的地球化

学特征（闫峻等，"’’.）。玄武岩中尖晶石二辉橄榄岩捕虏体

的温压计算表明，包体的稳定深度在 J.K@ 左右，推测岩浆的

形成深度为 J. + ,.K@ 之间（闫峻等，"’’-）。

.( "N 构造背景及岩石成因

鲁西、胶东基性火山岩和侵入岩的研究表明，早白垩世，

特别是 7"’ + 7-’O& 是岩浆活动的峰期，地球化学特征反映

岩浆来自富集的岩石圈地幔（ 邱检生等，7,,J，"’’7；/&5，!"
#$6 ，"’’7；PQ&5R !" #$6 ，"’’"；闫峻等，"’’-；S?4 !" #$6 ，"’’-，

"’’)；许文良等，"’’-；陈立辉等 "’’-；王冬艳等，"’’)；

图 8N 胶莱盆地火山岩的 /0"#- 912#" 图

/2R6 8N /0"#- TU6 12#" A2&R=&@ V4= ;&U&3WU V=4@ X2&43&2 ;&U25

".J7 %&"# ’!"()$)*+&# ,+-+&#N 岩石学报 "’’J，""（J）



图 !" 胶莱盆地玄武岩和方城玄武岩 #$%&’ 同位素组成演化

(%方城玄武岩（)*+%,，-./01 !" #$2 ，3443），5%胶州玄武岩（64+7%

35，本文，表 8）

)912 !" :;<=>?9<0 <@ #$%&’ 9A<?<B9C C<DB<A9?9<0 @<$ E/A/=?A @$<D
F9/<=/9 E/A90 /0’ )/01C.G01

裴福萍等，3448；H/01 !" #$2 ，3448；I> !" #$2 ，3448/ ）。在长

江中下游地区，根据 #$%&’ 同位素和铅同位素的研究，中生

代的富 &/ 和富 J 的基性火成岩起源于富集地幔（*.G0 !"
#$2 ，344,；闫峻等，344K）。辽西晚中生代基性火山岩也起源

于富集地幔（周新华，344,），这说明在华北和扬子板块发生

俯冲碰撞后，一直到白垩纪，整个中国东部的基性火成岩都

起源于富集的岩石圈地幔，也间接表明印支运动以后中国东

部的几个陆块已连为一体形成统一的欧亚大陆，到燕山期已

转变为太平洋构造演化域（&: 向构造域）。

由于地幔的富集组分被早白垩世的部分熔融作用大量

消耗，导致岩石圈地幔中的富集组分的减少，因此到晚白垩

世岩浆活动减弱（徐义刚，3448）。但是，L+6/ 形成的岩浆仍

有富集地幔的信息（ 诸城玄武岩），LK6/ 的岩浆显示新生岩

石圈地幔或软流圈地幔特征（胶州玄武岩），显然这些玄武岩

浆分别来自不同的地幔源区。我们推测胶州玄武岩浆来自

软流圈地幔，诸城玄武岩浆起源于软流圈地幔与岩石圈地幔

边界，软流圈地幔来源的岩浆混入了富集岩石圈地幔的组分

（熔体）。根据方城玄武岩反演的岩石圈地幔的 #$%&’ 同位

素组 成 为7L #$ M 7+ #$ 初 始 比 值 为 4N L4! O 4N L,4，!&’（ ? P
,3Q6/）P R ,K O R ,8（-./01 !" #$2 ，3443），选择胶州玄武

岩作为软流圈岩浆端元，方城玄武岩作为岩石圈地幔端元，

根据两端元混合模拟计算，大约 3QS 的岩石圈地幔物质的

混入，即可形成诸城玄武岩的同位素组成特征（ 图 !）。如果

这一推测正确，则表明岩石圈与软流圈相互作用带是大陆基

性岩浆的重要源区（图 ,4）（路凤香等，344K）。

诸城火山岩上覆沉积物（ 砂岩），表明火山喷发后，盆地

仍在扩张、下陷接受沉积，也反映当时深部软流圈地幔是持

续上涌的。因此白垩纪晚期火山岩形成于地壳扩张（ 或伸

展）的环境。诸城玄武岩和胶州玄武岩是晚白垩世该地区岩

石圈地幔与软流圈地幔相互作用的反映。

新生代期间由于欧亚大陆的西南方向发生印度和欧亚

大陆的碰撞，欧亚大陆的东南方向西太平洋板块的俯冲持续

进行，两个不同方向的俯冲量和作用导致中国大陆东部在新

生代软流圈地幔明显上涌（T9> !" #$2 ，3448），在浅部表现为

地壳的拉张，由于在拉张阶段大陆岩石圈将变薄，使得新生

代玄武岩具有大洋型地幔的 #$、&’、UE 同位素，有理由认为

软流圈地幔在该特定构造条件下是最主要的玄武岩熔浆的

源区。

+" 结论

（,）胶莱盆地诸城玄武岩的形成时代为 L+6/，胶州玄武

岩的形成时代为 L36/，代表晚白垩世期间的地幔岩浆活动。

（3）诸城玄武岩是软流圈与富集岩石圈地幔相互作用的

产物，而胶州玄武岩主要为软流圈部分熔融的产物。

（K）晚白垩世以来，胶莱盆地软流圈地幔不规则上涌并

逐渐成为玄武岩浆的源区。

图 ,4" 胶莱盆地火山岩形成示意图

VT)%郯庐断裂带，*%地壳，T6%岩石圈地幔，(6%软流圈地幔，方城据 -./01 !" #$2（3443）；即墨据 )/0 !" #$2（344,）

)912 ,4" */$?<<0 9==>A?$/?901 / D<’G= @<$ ?.G AB/?9/= ’9A?$9E>?9<0 <@ 6GA<W<9C E/A/=?A 90 ?.G F9/<=/9 E/A9<0

KQ+,孟繁聪等：胶莱盆地晚白垩世不同地幔源区的两种基性岩浆———诸城玄武岩和胶州玄武岩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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