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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内蒙古锡林浩特 1:5 万喇嘛音乌苏幅（L50E024007）、乌拉吉吐幅（L50E024008）、

跃进公社幅（K50E001008）、跃进公社三队幅（K50E002008）的 4 幅区域地质调查

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所属计划为“华北地区基础地质调查及数

据更新项目”，实施单位为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归口管理单位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基

础调查部，承担单位为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工作起止年限为 2008 ～ 2011 年。

该项目由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地质调查室完成，野外地质调查采取全程

标本、全程照片、侧重岩性填图的工作方法。为使地质调查成果更好地为地质矿产

调查研究及生态文明建设服务，探索逐步建立重要地质填图区或关键地段代表性岩

石薄片的显微镜下特征，对本项目工作中野外实际采集的岩石薄片 1053 片进行了

认真鉴定分析，并逐一对岩石薄片显微镜下图像进行全面采集，形成图片总计 8044

张 ；进一步将测区内岩石按照地层、侵入岩、火山岩、变质岩的顺序，选出典型岩

石薄片显微图像 707 张制作成本图册，为区域地质调查、综合研究及相关技术人员

和高等院校师生了解锡林浩特地区古亚洲洋构造域和大兴安岭南段有关岩石及地质

特征提供信息。

本书由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李树才、苏桂芬、王涛、冯俊岭、周毅、杨欣杰、

李沅柏、柳少鹏编写完成，所选图像由苏桂芬主持拍摄，参加过内容编辑的还有张

华川、滕超、曹军、吴向军、赵晓青等，终稿由李树才完成。 

受作者水平和内容涉及区域范围所限，本书提供内容可能不尽完善，书中难免

出现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作  者

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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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锡林浩特 1:5 万喇嘛音乌苏等 4 幅区域地质调查项目的工作区大地构造位于内蒙古中东部

天山 - 兴蒙造山带（泛称古亚洲洋构造域）。按曹生儒的划分方案，测区一级构造单元为华北板块 ；二

级构造单元为内蒙古褶皱区 ；三级构造单元分为两部分，大致以横贯测区北部的乌拉吉吐断裂为界，

以南为锡林浩特地块，以北属西乌珠穆沁晚华力西褶皱带（图 1.1）。

测区由老至新划分可为 5 个构造发展阶段，即前寒武纪被动陆缘演化阶段、古生代古亚洲洋演化

阶段、再生小洋盆演化阶段、中生代滨太平洋构造 - 岩浆活动及脆性改造阶段、新生代新构造运动阶段，

见图 1.2。

区内地层较发育，前古生界属于华北地层大区，出露地层为新元古界温都尔庙岩群哈尔哈达组

（Jxhr）。古生界为内蒙古草原地层区的锡林浩特 - 磐石地层分区，出露的地层有 ：上石炭统查干诺尔

区域地质概况1

图 1.1 测区大地构造位置
（据曹生儒，1993，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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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测区构造纲要图



3

区域地质概况1

火山岩（C2v）、本巴图组（C2b），下二叠统大石寨组（P1ds）、哲斯组（P1zs）。中生界属大兴安岭 - 燕

山地层分区的博克图 - 二连浩特地层小区，出露的地层有 ：下三叠统哈达陶勒盖组（T1hd），下侏罗统

红旗组（J1h），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J3mk）、玛尼吐组（J3mn），下白垩统白音高老组（K1by）、大

磨拐河组（K1d）和梅勒图组（K1ml）。新生界为博克图 - 二连浩特地层小区，出露的地层仅见有上更

新统阿巴嘎组（Qp3a）玄武岩以及更新统和全新统松散沉积物（表 1.1）。受中、新生代地层覆盖和构

造－岩浆作用影响，前中生代地层零星分布。

表1.1 测区及邻区地层划分沿革

1:20万区调
巴彦宝力格幅

1:20万区调
查干诺尔幅

1:25万区调
锡林浩特市幅

1:5万区调
锡林浩特市等幅

本书

划分方案

新

生

界

全新统 (Q4) 全新统 (Q4) 全新统 (Qh)

更新统 (Qp)
全新统及上更新统

 (Q3+4
pl+dl)

上更新统

阿巴嘎组 (Qp3a)

下更新统 (Q1
gj) 下更新统 (Q1

pl) 更新统 (Qp)

上新统宝格达乌拉组 
(N2b)

上新统 (N2)
上新统宝格达乌拉组

 (N2b)
宝格达乌拉组 (N2b)

中

生

界

二连达布苏组 (K2e) 大磨拐河组 (K1d) 梅勒图组 (K1ml)

巴彦花组 (K1b) 巴彦花组 (K1b) 巴彦花组 (K1b) 梅勒图组 (K1ml) 大磨拐河组 (K1d)

布拉根哈达组 (J3b) 上兴安岭组 (J3s) 梅勒图组 (K1ml) 白音高老组 (K1by) 白音高老组 (K1by)

下兴安岭组 (J3x) 玛尼吐组 (J3mn) 玛尼吐组 (J3mn) 玛尼吐组 (J3mn)

马尼特庙组 (J1-2mn) 土城子组 (J2t) 满克头鄂博组 (J3mk)

红旗组 (J1h) 红旗组 (J1h) 红旗组 (J1h)

哈达陶勒盖组 (T1hd)

古

生

界

包尔敖包组 (P2b)

哲斯组 (P1z) 哲斯组 (P1z) 哲斯组 (P2z) 哲斯组 (P2z) 哲斯组 (P1zs)

葛根敖包组 (P1g) 大石寨组 (P2ds) 大石寨组 (P2ds) 大石寨组 (P1ds)

上石炭统 (C2) 阿木山组 (C2a) 本巴图组 (C2b)

查干诺尔火山岩 (C2ν)

徐尼乌苏组 (Sxn)
徐尼乌苏组

 (Sxn)

中泥盆统 (D2)
包尔汗图群哈拉组 (O2h) 哈拉组 (O2h)

布龙山组 (O2lb)

元

古

宇

新元古界温都尔

庙岩群 (Pt3wn)

新元古界温都尔庙岩群

 (Pt3wn)
扎布因敖包组 (Pt3z)

哈尔哈达组 (Jxhr)

古元古界宝音图群

 (Pt1by)
锡林浩特岩群 (Pt2xL)

测区地质构造背景复杂，区内岩浆岩较发育，岩浆作用涉及古亚洲洋演化及滨太平洋构造域演化

的全过程，在地学界一直受到普遍的关注。测区侵入岩形成时代主要为华力西期，加里东期局部零星

出露。岩性主要以花岗岩类为主，偶见基性、超基性岩。测区侵入岩划分两个岩浆旋回、14 个填图单

位（表 1.2）。



4

内蒙古锡林浩特喇嘛音乌苏典型岩石显微图册

表1.2 测区侵入岩划分一览表

岩浆旋回 时 代 填 图 单 位 代 号 年龄/Ma

华力西旋回

早二叠世

二长花岗岩 ηγP1 275.0±1.4

闪长岩 δP1 278.28±0.89

辉绿岩、辉绿玢岩 βμP1

辉长岩 νP1 276.7±1.3

二叠纪 超基性岩独立侵入体 ΣP

早石炭世

中细粒二长花岗岩 ηγC1 324.3±1.2

花岗闪长岩 γδC1 322.89±0.85

粗中粒石英闪长岩 δοC1 323.7±1.4

中细粒闪长岩 δC1 319.9±1.5

晚泥盆世 花岗闪长岩 γδD3 377.26±0.94

加里东旋回

晚志留世 片麻状花岗岩 γS3 419.4±4.9

早、中奥陶世

花岗岩（糜棱岩化） γO1-2

花岗闪长岩（糜棱岩化） γδO1-2

变质细粒闪长岩 δO1-2 484.6±3.3

注 ：岩浆岩年龄均来自 1:5 万喇嘛音乌苏等 4 幅区域地质调查项目，测试方法为 U-Pb 锆石 La-ICP-MS 法。

测区火山岩分布面积较大，按地质时代划分为晚古生代火山岩、中生代火山岩和新生代火山岩，

划分为 4 个火山活动旋回。晚古生代火山岩属于古亚洲洋构造域，中、新生代火山岩属于大兴安岭火

山岩带南段。据火山活动的时间和构造背景划分出 9 个火山喷发旋回，即晚石炭世查干诺尔旋回、晚

石炭世本巴图旋回、早二叠世大石寨旋回、早三叠世哈达陶勒盖旋回、晚侏罗世满克头鄂博旋回、晚

侏罗世玛尼吐旋回、早白垩世白音高老旋回、早白垩世梅勒图旋回、晚更新世阿巴嘎旋回。见表 1.3。

表1.3 测区火山旋回划分

时代 火山活动旋回 火山喷发旋回 岩性组合 年龄

新生代 更新世 晚更新世阿巴嘎期
碱性橄榄玄武岩、灰白色石英砂岩、紫红色黏土质

粉砂岩

(116.4 +5.6) ka；
(123.2+5.5) ka

中生代

早白垩世

早白垩世梅勒图期
致密块状玄武岩、气孔-杏仁状玄武岩、玄武质含集
块凝灰岩

134~124Ma
（张吉衡，2009）

早白垩世白音高老期
流纹质岩屑凝灰角砾岩、流纹英安质含角砾熔结凝

灰岩、流纹岩
(138.35±0.50) Ma

晚侏罗世

晚侏罗世玛尼吐期
安山岩、安山质岩屑晶屑熔结凝灰岩、安山质凝灰

角砾岩

(135.2±2.7) Ma 
（葛梦春，2012）

晚侏罗世满克头鄂博期
流纹质含角砾熔结凝灰岩、流纹岩、含植物化石凝

灰质含砾粉砂细砂岩

(156±9) Ma
（张吉衡，2009）

早三叠世 早三叠世哈达陶勒盖期 玄武安山岩、蚀变安山岩、安山质含角砾晶岩屑凝灰岩 (248.7±1.3) Ma

古生代

早二叠世 早二叠世大石寨期
早期：玄武岩、安山岩、安山质含角砾熔结凝灰岩；

晚期：流纹岩、英安岩、流纹英安质熔结凝灰岩等
(286.18 ±0.86) Ma

晚石炭世

晚石炭世本巴图期
球粒流纹岩、流纹英安岩、流纹英安质含角砾岩屑

晶屑熔结凝灰岩等
(299.4 ±1.9) Ma

晚石炭世查干诺尔期 玄武岩、玄武安山岩、安山玄武质含角砾岩屑凝灰岩
(317.94±0.83) Ma 
(320.9±1.6)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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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区位于古亚洲洋造山带，是华北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结合地带，地层较发育，主要有新元古界、

古生界、中生界及新生界。中、新生界地层产状一般较平缓。受中、新生界地层覆盖和构造 - 岩浆作

用影响，前中生界地层零星分布。

2.1 新元古界

测区最老地层为温都尔庙岩群哈尔哈达组（Jxhr），属天山 - 兴安地层区内蒙古草原地层分区，依

据区域对比分为 3 个岩性段，一段岩性主要为黑云斜长片麻岩、石英岩夹磁铁石英岩，二段岩性主要

为绢云石英片岩、变粒岩夹磁铁石英岩，三段岩性主要为二云石英片岩、绢云绿泥石英片岩等，为一

套中、低级变质程度的地层，并叠加较强的韧性构造。

2.1.1 哈尔哈达组一段（Jxhr1）

含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PM022b010

地  层2

岩石具鳞片粒状变晶结构、片麻状构造。由石榴子石（3%±）、白云母（5%±）、黑云母（12%±）、斜长石（35%±）
和石英（45%±）组成，整体具一定的方向性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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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石榴子石，他形—不规则粒状，无色，极高正突起，具不规则裂纹，正交镜下全消光，弱绿泥石化，粒

度 0.3～ 1.0mm，零散分布。4×，单偏光。右：白云母，片状、鳞片状，无色，具一组极完全解理，鲜艳干涉色，
片径 <1.5mm，均与黑云母伴生条带状展布。4×，正交偏光

左：黑云母，片状、鳞片状，褐色—浅绿黄色多色性，具一组极完全解理，片径 <2.0mm，较强绿泥石化、
弱白云母化，呈条带状沿片麻理方向展布。10×，单偏光。右：斜长石，半自形—他形板柱状、板粒状，为具细

密聚片双晶的酸性斜长石，较强绢云母化、高岭石等黏土矿化，粒度 0.5～ 2.0mm。10×，正交偏光

石英：他形粒状，无色、中正突起，具波状消光，少量粒化拉长镶嵌生长，沿片麻理方向呈透镜状、带状分布，

粒度 0.3～ 2.0mm。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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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层2

岩石具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构造。由石榴子石（2%±）、萤石（5%±）、绿泥石（18%±）、黄铁矿、磁铁矿
等金属矿物（35%±）和石英（40%±）组成，杂乱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磁铁石英岩—PM022b014

左：石榴子石，他形—不规则粒状，浅褐黄色—无色，极高正突起，具不规则裂纹，正交镜下全消光，弱绿泥石化，

粒度 0.1～ 0.5mm。10×，单偏光。右：萤石，呈他形粒状、不完全正方形，无色、极低负突起，锐角解理明显，

正交镜下全消光，单晶粒度 0.1～ 0.3mm，聚粒呈团状、带状分布。10×，单偏光

左：绿泥石，显微鳞片状集合体，浅绿黄色，正交镜下呈 I级灰白干涉色，呈团状、短带状且多与金属矿物伴生，
填隙于金属矿物间隙内。10×，单偏光。右：黄铁矿，呈黑色正方形、长方形晶形假象，单晶零散分布。10×，
单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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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哈尔哈达组二段（Jxhr2）

糜棱岩化绢云绿泥石英片岩 -PM037-b21

岩石具糜棱岩化结构、显微鳞片粒状变晶结构，片状构造。镜下片理呈弱揉皱状，长石、石英较强粒化，并

见有平行且断续的硅质脉。后期被断续裂纹切割，其内充填物为显微鳞片状绢云母矿物集合体。由黑云母（5%±）、
绢云母（9%±）、斜长石（10%±）、绿泥石（20%±）、石英（55%±）及副矿物（1%±）组成。2×，单偏光（左）
和正交偏光（右）

左：黑云母，片状、鳞片状，无残留，具一组极完全解理，完全绿泥石化、弱磁铁矿化，片径 <0.3mm，与鳞片
状绿泥石集合体相伴条带状沿片理分布。10×，单偏光。右：绢云母，显微鳞片状，具一组极完全解理，鲜艳干涉色，
少量重结晶为白云母，单晶片径 <0.2mm，与鳞片状黑云母、绿泥石集合体相伴沿片理分布。10×，正交偏光

左：斜长石，半自形板粒状，具聚片双晶或未见双晶的酸性斜长石，较强绢云母化、高岭石等黏土矿化，粒

度 <0.1mm，与石英相伴条带状展布。4×，正交偏光。右：绿泥石，浅绿黄色，显微鳞片状集合体，条带状分布。
10×，单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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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石英，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较强亚颗粒状拉长镶嵌生长，粒度以 <0.3mm为主，局部与粒化长石呈霏细 -
微粒状长英质集合体分布。10×，正交偏光。右：副矿物，黑色微细粒磁铁矿，粒度 <0.1mm；有几粒呈黑色正方形、
矩形黄铁矿晶形假象，粒度 <0.2mm，零散 -断续微纹状分布。10×，单偏光

岩石具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构造。薄片下由绿泥石（5%±）、黄铁矿、磁铁矿等金属矿物（20%±）和石英（75%±）
组成，镜下略具方向性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绿泥石，显微鳞片状集合体，浅褐黄色，正交镜下呈 I级灰白干涉色，呈微纹状、团状、短带状且多与金属
矿物伴生，断续分布。4×，单偏光。右：黄铁矿，呈黑色正方形、长方形晶形假象，粒度 <0.3mm，单晶零散或聚集
呈短带状 -条带状分布。10×，单偏光

扁豆体状磁铁石英岩—b83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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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磁铁矿，黑色尘粒状、微粒状金属矿物，粒度 <0.1mm，多与黄铁矿聚粒呈小团状、带状，直径 <1.0mm，
断续 -零散分布。10×，单偏光。右：石英，他形粒状，无色、正低突起，具波状消光，粒化镶嵌拉长生长，与黑色

金属矿物集合体相间分布，粒度一般以 0.2～ 1.5mm为主，少量 <0.2mm，个别大者达 2.2mm±。10×，正交偏光

岩石具显微鳞片粒状变晶结构、片状构造。由绿泥石（5%±）、黑云母（8%±）、绢云母（30%±）、石英（55%±）
和副矿物（2%±）组成，整体具明显的方向性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2.1.3 哈尔哈达组三段（Jxhr3）

绢云石英片岩—b1412

黑云母：片状、鳞片状，弱残留，浅黄绿色—浅黄色多色性，具一组极完全解理，较强绿泥石化，解理隙内

见有黑色铁质析出，片径 <0.5mm。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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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云母：显微鳞片状集合体，具一组极完全解理，鲜艳干涉色，部分重结晶为白云母，单晶片径 <0.2mm，
聚片呈带状沿片理方向展布。4×，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石英，他形粒状，全部粒化镶嵌生长，具波状消光，粒度以 <0.1mm为主，少量 0.1～ 0.3mm，条带状与显微鳞
片状集合体相间分布。4×，正交偏光。右：副矿物，黑色微细粒磁铁矿，粒度 <0.1mm，少量呈正方形、矩形黄铁矿晶
形假象，粒度 <0.2mm，黑色板片状、鳞片状石墨片径 <0.4mm，均在鳞片状矿物条带内断续 -杂乱分布。4×，单偏光

岩石具显微鳞片粒状变晶结构、片状构造。由长石（10%±）、黑云母（15%±）、白云母（20%±）、石英（54%±）
和副矿物（1%±）组成，整体具明显的方向性密集分布，片状矿物见不对称弯曲。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二云石英片岩—Pm013-b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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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母：片状、鳞片状，无残留，具一组极完全解理，完全绿泥石化、弱磁铁矿化，片径 <0.3mm。10×，
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石英：他形粒状，无色、正低突起，具波状消光，拉长生长，粒度以 0.1～ 0.6mm为主，条带状与显微鳞片
状集合体相间分布。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白云母，片状、鳞片状，无色、正低突起，具一组极完全解理，鲜艳干涉色，片径 <0.2mm，聚片呈短带状
与黑云母相伴沿片理方向展布。10×，正交偏光。右：副矿物，黑色微细粒磁铁矿，粒度 <0.1mm。40×，单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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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云绿泥石英片岩—Pm013-b118

岩石具显微鳞片粒状变晶结构、片状构造。由黑云母（3%±）、绢云母（10%±）、绿泥石（30%±）、石英（55%±）
和少量副矿物组成，整体具明显的方向性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黑云母：片状、鳞片状，绿褐色—浅黄色多色性，具一组极完全解理，较强绿泥石化，解理隙内见有黑色铁质析出。

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绢云母：显微鳞片状，具一组极完全解理，鲜艳干涉色，聚片与绿泥石集合体相伴呈带状沿片理方向展布。

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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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粒度以 <0.1mm为主，大部分沿片理方向拉长镶嵌生长，条带状与显微鳞片状
集合体相间分布。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绿泥石，浅绿黄色，显微鳞片状集合体与鳞片状矿物相伴，呈条带状分布。10×，单偏光。右：副矿物，

几粒矩形黄铁矿晶形假象，粒度 <0.2mm。10×，单偏光

2.2 古生界

测区古生界位于天山 - 兴安地层区，发育上石炭统、下二叠统火山 - 沉积地层，分属内蒙古草原

地层分区和西乌珠穆沁旗地层分区。

2.2.1 上石炭统查干诺尔火山岩（C2v）

主要由安山岩、安山玄武岩类熔岩、碎屑岩及沉积火山碎屑岩组成，后期多叠加有脆性构造，部

分见有韧性构造和蚀变。



15

地  层2

岩石具斑状结构、基质交织结构，块状构造。薄片下由斑晶（10%±）和基质（90%±）组成，半定向密集分布。
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斑晶斜长石（8%±），呈自形—半自形板条状、宽板状、板粒状，具聚片双晶、环带结构的中长石较强绢
云母化、碳酸盐化、弱硅化，粒度 0.3～ 2.0mm。10×，正交偏光。右：斑晶角闪石（2%±），无残留，仅保留长
柱状、柱粒状、截面六边形晶形假象，完全绿泥石化、碳酸盐化、弱磁铁矿化，粒度 0.3～ 0.8mm。10×，单偏光

基质：自形长条状、板柱状、针柱状斜长石微晶，半平行—平行密集排列，粒度 <0.1mm；其间分布少量粒状
暗色矿物，无残留，完全绿泥石化、碳酸盐化、弱绿帘石化；黑色尘 -微细粒磁铁矿（2%±），粒度 <0.1mm，呈
黑色正方形、矩形黄铁矿晶形假象，粒度 <0.2mm，零散分布。10×，正交偏光（左）和单偏光（右）

安山岩—b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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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裂玄武岩—PM004-B164

岩石具碎裂结构，薄片下未见有斑晶，基质为间粒 -间隐结构，由基质（95%±）和气孔（5%±）组成，不
规则应力裂纹交错穿切薄片，其内充填物为隐晶 -霏细状长英质集合体、碳酸盐矿物集合体、显微鳞片状绿泥石矿
物集合体及少量原岩细碎屑 -碎粉物质，整体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基质，为大量自形长条状、板柱状斜长石微晶，半定向 -杂乱密集分布，粒度 <0.3mm，具较宽聚片双晶；少

量具弱环带结构的中基性斜长石；在其形成的近三角形间隙内见有少量粒状暗色矿物，无残留，完全绿泥石化；黑色

尘粒状、微粒状磁铁矿，粒度 <0.1mm，呈黑色正方形、长方形黄铁矿晶形假象，粒度 <0.2mm，零散分布。4×，单偏光。
右：气孔，呈不规则圆状、椭圆状、云朵状，其内充填物为显微鳞片状绿泥石集合体、硅质。10×，单偏光

岩石具角砾凝灰结构、块状构造。由火山碎屑物（95%±）和胶结物（5%±）组成，部分粒度 >2.0mm，占火
山碎屑物粒级的 10%～ 15%，整体不规则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碳酸盐化安山质含角砾凝灰岩—b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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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火山碎屑物晶屑斜长石，无残留，具自形—半自形板柱状、板粒状晶形假象，完全碳酸盐化、弱高岭石

等黏土矿化及铁染。10×，正交偏光。右：晶屑角闪石，无残留，具半自形板柱状和截面六边形晶形假象，完全

碳酸盐化、弱绿泥石化、磁铁矿化。10×，单偏光

左：晶屑石英，呈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较强熔蚀现象，呈弧面圆形、港湾状。10×，正交偏光。右：岩屑，
呈次棱角粒状、团块状、短带状，为安山岩碎屑，较完全碳酸盐化、弱绿泥石化。10×，正交偏光

2.2.2 上石炭统本巴图组（C2b）

2.2.2.1 本巴图组一段 (C2b
1)

主要以陆源碎屑岩为主，夹海相灰岩。

片理化粗中晶灰岩—PM004-B196

岩石具粗中晶结晶粒状结构、片理化构造。由大量的碳酸盐矿物（94%±）、石英（5%±）组成，具方向性密
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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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矿物：均由方解石组成，无色、闪突起，横截面具两组菱形解理，具特征的高级白干涉色，有的见聚片双晶，

且双晶近于平行菱形解理的长对角线方向，粒度以中晶 0.25～ 0.5mm为主。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石英，他形粒状，无色、正低突起，具波状消光，单晶粒度 <0.3mm。10×，正交偏光。右：近于平行或

近于垂直及斜交片理方向，见有断续穿切裂纹，宽 <0.5mm，其内充填物为隐晶质 -亮晶碳酸盐矿物集合体，少量
硅质及铁质。4×，单偏光

具粗中粒砂状结构、块状构造。薄片下由碎屑物（90%±）和胶结物（10%±）组成。2×，单偏光（左）和
正交偏光（右）

粗中粒长石石英（油）砂岩—PM022b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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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屑物：石英，呈他形粒状，无色、正低突起，具波状消光，有的见次生加大边，个别拉长粒化镶嵌生长。

4×，正交偏光（左）和单偏光（右）

左：碎屑物长石，呈半自形板粒状、他形粒状，为具细密聚片双晶的酸性斜长石，弱绢云母化；具格子双晶

的微斜长石和条纹长石，弱土化。10×，正偏光。右：岩屑，呈次棱角粒状、团粒状，为硅质岩、霏细岩碎屑。

10×，单偏光

胶结物：为接触 -孔隙式胶结，以隐晶泥质胶结为主，较强重结晶为显微鳞片状绢云母、绿泥石及少量高岭
石等黏土矿物集合体。碎屑颗粒间的填隙物整体呈棕褐色，结合手标本表面具有油脂光泽特征，判断胶结泥质内

可能储油。10×，正交偏光（左）和单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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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粒含凝灰质岩屑砂岩—TD023

由碎屑物（98%～ 99%）（凝灰物、砂级碎屑）和填隙物（1%～ 2%）组成，具细粒凝灰砂状结构。4×，单
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凝灰物：主要为晶屑和玻屑。晶屑以石英为主，呈棱角状。少量玻屑呈弧面棱角状，重结晶为霏细状长英质

呈假象。10×，正交偏光（左）和单偏光（右）

左：砂级碎屑，粒度大小一般为 0.05～ 0.25mm，为细砂，少量 0.25～ 1.0mm，呈次棱角－次圆状，组分主
要为粒状岩屑和少量石英、长石等。10×，正交偏光。右：填隙物，主要为黏土杂基，已变为显微鳞片状绿泥石、

绢云母集合体呈填隙状分布。10×，单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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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本巴图组二段 (C2b
2)

主要由中酸性火山碎屑岩夹砂岩组成。

英安质含角砾凝灰岩—b1079-1

岩石具角砾凝灰结构、块状构造。由火山碎屑物（95%±）和胶结物（5%±）组成，粒度以 <2.0mm为主，
少量 >2.0mm者达砾级，占火山碎屑物粒级的 10%～ 15%，杂乱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晶屑：具熔蚀现象，呈尖棱角状、弧面圆形、港湾状；以斜长石为主，有几粒石英和几片黑云母。4×，单偏光（左）
和正交偏光（右）

左：岩屑，次棱角粒状、团粒状、短带状，成分为英安岩碎屑。4×，正交偏光。右：胶结物，为极细的火山尘物质，
重结晶为显微鳞片状绿泥石、高岭石等黏土矿物集合体，局部见硅质填隙。4×，单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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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纹质熔结凝灰岩—b5150-1a

岩石具熔结凝灰结构、假流纹构造。火山碎屑物由晶屑（25%±）、玻屑（35%±）和岩屑（40%±）组成，
粒度均 <2.0mm，整体具明显的方向性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晶屑石英，呈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较强熔蚀呈尖棱角状、弧面圆形、港湾状。4×，正交偏光。右：

晶屑斜长石，呈自形 -半自形板柱状、板粒状，具细密聚片双晶的酸性斜长石发生较强绢云母化、高岭石等黏土矿化，
较强熔蚀呈尖棱角状、港湾状。10×，正交偏光

左：晶屑钾长石，呈他形粒状，无色、低负突起，均为具弱格子双晶的微斜长石，较强土化，呈熔蚀尖棱角

状、港湾状化。10×，正交偏光。右：晶屑黑云母，呈片状、鳞片状，无残留，具一组极完全解理，完全绿泥石化、
弱绢云母化，解理隙中见黑色铁质析出，片径 <0.6mm。10×，单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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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下二叠统大石寨组（P1ds）

大石寨组共划分为 4 个岩性段，其中一、二段主要以陆源碎屑岩沉积为主，夹海相灰岩，见灰黑

色凝灰质、粉砂质板岩夹灰黑色灰岩层。偶见动物和植物化石碎片。三段岩性主要为中基性火山岩，

四段岩性主要为中酸性火山岩夹陆源碎屑岩。

2.2.3.1 大石寨组一、二段 (P1ds1-2)

粉砂质板岩—b7038

左：岩屑，呈次棱角粒状、团块状，部分塑变岩屑呈云朵状、弯曲带状、撕裂状，成分以流纹岩碎屑为主，

有几粒英安岩碎屑。10×，正交偏光。右：玻屑，呈弧面棱角状、枝叉状、短带状、鸡骨状、撕裂状等，少量较

强变形呈拉长带状，彼此首尾相接，环绕晶屑、岩屑沿假流纹方向展布，较强脱玻化为隐晶 -霏细状长英质集合
体和显微鳞片状绿泥石、高岭土等集合体。10×，单偏光

岩石具变余粉砂质结构、板状构造。由泥质（10%±）、隐晶长英质（20%±）、显微鳞片状矿物（25%±）和
粉砂质碎屑物（45%±）组成，整体具明显的方向性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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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隐晶泥质，呈浅褐黄色集合体沿板理方向性密集分布，正交镜下为 I级灰或黑色干涉色，为弱高岭石等
黏土矿物。4×，单偏光。右：隐晶长英质，呈霏细状 -隐晶质长英质集合体，小团状、短带状，沿板理断续密集
分布。10×，正交偏光

左：显微鳞片状矿物，以绿泥石集合体为主，浅黄绿色，少量显微鳞片状绢云母集合体无色，具一组极完全解理，

两者相伴沿板理方向生长，呈首尾相连条带状、带状展布。10×，单偏光。右：粉砂质碎屑物，在岩石中均匀分布，
分选好，粒度以 <0.06mm为主，个别大者达 0.2mm±，磨圆较差，呈棱角状、次棱角状、次圆状，碎屑物以粒状
石英为主，有少量岩屑和酸性斜长石、钾长石。10×，正交偏光

凝灰质细砂粉砂岩—b9413-2a

岩石具凝灰细砂粉砂质砂状结构、块状构造。薄片下由碎屑物（90%±）和胶结物（10%±）组成。2×，单
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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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碎屑物黑云母，以显微鳞片状雏晶为主，具一组极完全解理，较强绿泥石化，片径 <0.2mm。10×，单偏光。
右：碎屑物长石，呈半自形板粒状、他形粒状，为具聚片双晶，弱绢云母化、高岭石等黏土矿化的酸性斜长石和

少数具弱格子双晶的微斜长石，较强土化。10×，正交偏光

左：碎屑物石英，呈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部分为火山碎屑物，熔蚀多呈尖棱角状。10×，正交偏光。右：

岩屑，次棱角粒状、团粒状、角砾状，成分以蚀变泥岩碎屑为主，少量硅质岩、流纹岩碎屑及几粒英安岩碎屑。

10×，单偏光

左：碎屑物玻屑，呈弧面棱角状、鸡骨状、枝杈状等，脱玻化为隐晶 -霏细状长英质、显微鳞片状绿泥石、
高岭石等黏土矿物集合体。10×，正交偏光。右：胶结物，为孔隙 -接触式胶结，由隐晶泥质组成，较强重结晶
为显微鳞片状绿泥石、高岭石等黏土矿物集合体。10×，单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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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细粒长石岩屑砂岩—b9013a

岩石具中细粒砂状结构、块状构造。由碎屑物（95%±）和胶结物（5%±）组成，略带具方向性密集分布。
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碎屑物石英（20%±），呈他形粒状，无色、正低突起，具波状消光。10×，正交偏光。右：碎屑物长石（30%），
呈半自形板粒状、他形粒状，为具细密聚片双晶，较强绢云母化、高岭石等黏土矿化的酸性斜长石和少量具格子

双晶的微斜长石以及较强土化的钾长石。10×，正交偏光

左：碎屑物岩屑（45%），呈次棱角粒状、团粒状、短带状，成分为流纹岩、硅质岩碎屑和几粒英安岩碎屑，
粒度大小不等。4×，正交偏光。右：胶结物，为孔隙 -接触式胶结，由隐晶泥质组成，较强重结晶为显微鳞片状
绿泥石、高岭石等黏土矿物集合体。10×，单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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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灰质粉砂细砂岩—PM002b-39b5

岩石具凝灰质粉砂细砂质砂状结构、块状构造。由碎屑物（90%±）和胶结物（10%±）组成。2×，单偏光（左）
和正交偏光（右）

左：碎屑物长石（10%±），呈半自形板粒状、他形粒状，部分具熔蚀现象，为酸性斜长石和钾长石。2×，
正交偏光。右：碎屑物石英（15%±），呈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部分为火山碎屑物，多呈尖棱角状。10×，正
交偏光

左：碎屑物岩屑（65%±），呈次棱角粒状、团粒状、角砾状、短带状，成分以硅质岩、流纹岩碎屑为主。
10×，正交偏光。右：胶结物，为孔隙 -接触式胶结，由隐晶泥质组成，完全重结晶为显微鳞片状绿泥石、高岭
石等黏土矿物集合体。10×，单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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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大石寨组三、四段 (P1ds3-4 )

英安质含砾晶屑岩屑凝灰岩—PM101b041

岩石具角砾凝灰结构、块状构造。由火山碎屑物（95%±）和胶结物（5%±）组成，粒度以 <2.0mm为主，
少量 >2.0mm者达砾级，占火山碎屑物粒级的 10%～ 15%，整体不规则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火山碎屑物中晶屑斜长石，呈自形—半自形板柱状、宽板状、板粒状，为具环带结构、聚片双晶的中酸

性斜长石，弱绢云母化。4×，正交偏光。右：晶屑黑云母，呈片状、鳞片状，无残留，有一组极完全解理，完

全绿泥石化、弱白云母化，解理隙内见有少量黑色铁质析出，片径 <0.8mm。10×，单偏光

左：晶屑角闪石，呈柱粒状，完全绿泥石化、弱磁铁矿化。10×，单偏光。右：岩屑，呈次棱角粒状、团块状、
短带状、撕裂状，成分以英安岩碎屑为主，有几粒安山岩碎屑、流纹岩碎屑，粒度大小不等。10×，单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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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纹岩—TD056-1

岩石具斑状结构、基质显微嵌晶似球粒结构，块状构造。由斑晶（＜ 5%）和基质（＞ 95%）组成。4×，单
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斑晶：斜长石，呈半自形板状，无色、正低突起，为具聚片双晶的酸性斜长石，弱绢云母化，大小 0.3～ 4.0mm，
零星分布。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基质：成分为长英质集合体，纤维状集合体具显微嵌晶似球粒结构，正交镜下呈黑十字消光，球粒一般＜0.2mm。
长英质集合体较强蚀变，绢云母化、高岭土化。岩石局部不均匀铁染。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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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山质火山角砾岩—b5027-a

岩石具火山角砾结构、块状构造。由火山碎屑物（85%±）和胶结物（15%±）组成，粒度以 >2.0mm为主，
占火山碎屑物粒级的 80%±，不规则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火山碎屑物岩屑，呈次棱角粒状、团粒状、角砾状、撕裂状，成分以安山岩碎屑为主，有几粒安山质英

安岩碎屑，粒度均偏大。2×，单偏光。右：晶屑斜长石，呈自形—半自形板粒状，为具聚片双晶、环带结构的

中酸性斜长石，较强硅化、弱高岭石等黏土矿化、绢云母化。4×，正交偏光

左：晶屑角闪石，无残留，仅保留柱粒状及横截面六边形晶形假象，完全铁染，呈黑色及弱绿泥石化。10×，
正交偏光。右：胶结物，大量的黑色铁质胶结，由少量细碎的火山碎屑物、硅质和极细的火山尘物质组成，火山

尘完全重结晶为显微鳞片状绿泥石、高岭石等黏土矿物集合体。2×，单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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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下二叠统哲斯组（P1zs）

2.2.4.1 哲思组一段（P1zs1）

岩性主要为硬砂岩、含砾砂岩、砾岩、粉砂岩，以硬砂岩的高频率出现及沉积物粒径的普遍增大

为特征。

碎裂不等粒长石岩屑砂岩—b5390-a

岩石受脆性应力作用，被分割成大小不等的碎块，与原岩无显著区别。裂纹宽一般 <0.3mm，其内充填物以
硅质为主，有少量原岩碎粒 -碎粉物质集合体、显微鳞片状绿泥石矿物集合体。薄片下由碎屑物（95%±）和胶
结物（5%±）组成。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碎屑物长石（25%±），呈半自形板粒状、他形粒状，为具细密聚片双晶的酸性斜长石和少量钾长石。
10×，正交偏光。右：碎屑物石英（25%±），呈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10×，正交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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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碎屑物岩屑（45%±），呈次棱角粒状、团粒状、短带状，成分以流纹岩、硅质岩碎屑为主，有几粒英安
岩碎屑，粒度大小不等。10×，正交偏光。右：胶结物，为孔隙 -接触式胶结，由隐晶泥质组成，较强重结晶为
显微鳞片状绿泥石、高岭石等黏土矿物集合体。10×，单偏光

2.2.4.2 哲斯组二段（P1zs2）

主要为一套典型浅海相沉积的碎屑岩夹碳酸盐岩，有大量底栖生物，岩性及岩相变化不大，有石

英砂岩、长石砂岩、硬砂岩、细砂岩、泥质粉砂岩、砾岩、泥灰岩、生物碎屑灰岩，以大段生物碎屑

灰岩的出现为主要标志，有较为丰富的腕足、双壳、菊石、珊瑚化石、苔藓虫等化石。

亮晶生物碎屑灰岩—TD018

岩石主要由生物碎屑（＜ 95%）、陆源碎屑和少量亮晶胶结物（＞ 5%）组成。具亮晶生屑结构。4×，单偏光（左）
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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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碎屑：主要为海百合、腕足、苔藓虫等不完整碎屑。4×，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陆源碎屑少量，以石英为主，呈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粒度 0.02～ 0.3mm，棱角状、次棱角状，零星分布。
4×，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亮晶胶结物：主要为方解石，呈他形粒状，无色、闪突起，高级白干涉色，粒度大小不等，填隙状分布。

4×，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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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晶石英岩—b1337

岩石具微晶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构造。由石英（70%±）、隐晶黏土质（20%±）、绿泥石（3%±）和副矿物（2%±）
组成。石英粒度均 <0.2mm，个别达 0.3mm±。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石英：呈等轴粒状、他形粒状，无色、低正突起，具波状消光，部分较强粒化镶嵌生长，密集分布。10×，
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隐晶黏土质：浅褐黄色、褐黑色尘粒状集合体，为弱高岭石等黏土矿物集合体及残余泥质。绿泥石：显微鳞

片状集合体，与隐晶黏土质集合体相伴生。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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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海绿石钙质细粒岩屑砂岩—PM005-b44

岩石具细粒砂状结构、块状构造。由碎屑物（90%±）和胶结物（10%±）组成，不规则密集分布。2×，单
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碎屑物海绿石，细粒状集合体，呈团块状、不规则圆粒形，见有亮绿色—浅黄绿色多色性。10×，单偏光。右：
碎屑物长石，半自形板粒状、他形粒状，具细密聚片双晶，为个别较强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的酸性斜长石。10×，正
交偏光

左：碎屑物石英，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10×，正交偏光。右：岩屑，次棱角粒状、团粒状，成分为硅质岩、
碳酸盐碎屑、蚀变泥质岩碎屑。10×，单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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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结物：为孔隙 -接触式胶结，主要为钙质胶结物，已重结晶为隐晶质 -微细粒碳酸盐矿物集合体，少量隐
晶泥质完全重结晶为显微鳞片状绿泥石、高岭石等黏土矿物集合体。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2.3 中生界

2.3.1 下三叠统哈达陶勒盖组（T1hd）

地表零星出露，主要岩性为安山质和粗安质熔岩及火山碎屑岩，以及安山质英安岩。

安山质英安岩—b1417

岩石具斑状结构，基质为霏细结构、显微嵌晶结构，块状构造。由斑晶（30%±）和基质（70%±）组成。
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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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斑晶斜长石（20%±），自形—半自形板柱状、宽板状、板粒状，为具聚片双晶、环带结构的中酸性斜长石，
弱绢云母化，粒度 0.2～ 3.5mm。10×，正交偏光。右：斑晶角闪石（10%±），无残留，具长柱状晶形假象及暗化边，
完全绿泥石化、碳酸盐化，部分完全铁染呈黑色，粒度 0.2～ 1.5mm。4×，单偏光

左：基质，为大量的隐晶 -霏细状长英质集合体密集分布，其间见有自形长条状、板条状、针柱状斜长石微晶，
呈杂乱 -半定向密集排列，粒度均 <0.1mm，弱绢云母化。10×，正交偏光。右：基质，黑色粒状、微粒状磁铁矿

（2%±），粒度 <0.1mm，呈黑色正方形、长方形黄铁矿晶形假象，粒度 <0.2mm，零散分布。10×，单偏光

2.3.2 下侏罗统红旗组（J1h）

为一套内陆湖沼相沉积的泥岩、砂岩、砂砾岩夹煤线及薄煤层，含蕨类化石。

不等粒凝灰质砾质砂岩—PM014-b60

岩石具不等粒凝灰角砾砂状结构、块状构造。由碎屑物（95%±）和胶结物（5%±）组成，粒度大小不等，
杂乱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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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碎屑物石英（50%±），呈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部分为火山碎屑物熔蚀，呈弧面圆状、港湾状。4×，
正交偏光。右：碎屑物长石（10%±），半自形板粒状、他形粒状，为具格子双晶的微斜长石。4×，正交偏光

左：碎屑物岩屑（35%±），呈次棱角粒状、角砾状，成分为流纹岩、硅质岩碎屑。4×，单偏光。右：胶结

物，为孔隙 -接触式胶结，由隐晶泥质组成，较强重结晶为显微鳞片状绿泥石、绿帘石及高岭石等黏土矿物集合体，
局部褐黑色铁质填隙。10×，单偏光

2.3.3 上侏罗统（J3）

上侏罗统主要为上叠盆地陆相火山岩与碎屑岩沉积建造，分布面积较小，仅见有满克头鄂博组

（J3mk）、玛尼吐组（J3mn）。

2.3.3.1 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J3mk）
满克头鄂博组划分为两个岩性段，一段岩性主要为凝灰质砂岩、粉砂岩、砂砾岩夹流纹质凝灰角

砾岩，二段岩性主要为流纹质、流纹英安质及英安质熔岩和火山碎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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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具角砾凝灰霏细结构（碎屑熔岩结构）、弱流纹构造。由火山碎屑物（65%±）和胶结物（35%±）组成，
略具方向性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火山碎屑物中晶屑石英，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及熔蚀。10×，正交偏光。右：晶屑黑云母，叶片状、鳞片状，
无残留，具一组极完全解理，完全绿泥石化，解理隙内见有黑色铁质析出，片径 <0.7mm。10×，单偏光

左：岩屑，次棱角粒状、透镜状、短带状、撕裂状，成分为以流纹岩碎屑为主，有几粒英安岩碎屑，粒度大小不等。

10×，正交偏光。右：胶结物，为酸性熔浆凝结而成，略具流动性展布，霏细结构，由隐晶 -霏细状长英质集合
体组成，弱显微鳞片状绿泥石化、高岭石等黏土矿化。4×，单偏光

2.3.3.1.1 满克头鄂博组一段（J3mk1）

流纹质角砾凝灰熔岩—b827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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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质胶结不等粒长石岩屑砂岩—b9262

岩石具不等粒砂状结构、块状构造。由碎屑物（95%±）和胶结物（5%±）组成，略具方向性密集分布。
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碎屑物石英（25%±），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少量沿方向性拉长生长，有的粒化镶嵌生长。4×，正
交偏光。右：碎屑物长石（20%±），半自形板粒状、他形粒状，为酸性斜长石和具格子双晶的微斜长石，弱土化。
10×，正交偏光

左：碎屑物。岩屑（50%±），次棱角粒状、团粒状、角砾状，成分以硅质岩、流纹岩碎屑为主，少量英安岩碎屑、
泥质板岩碎屑。10×，单偏光。右：几片白云母，无色，具一组极完全解理，鲜艳干涉色，片径 <0.3mm，零散分布。
10×，正交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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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细粒凝灰质砂岩—b2762-1

左：碎屑物为一粒植物碎屑，粒度 1.0mm±。10×，正交偏光。右：胶结物，为孔隙 -接触式胶结，以硅质
胶结为主，隐晶质 -霏细状石英，镶嵌生长、填隙分布；少量隐晶泥质重结晶为显微鳞片状绿泥石、高岭石等黏

土矿物集合体。10×，正交偏光

岩石具凝灰质中细粒砂状结构、块状构造。由碎屑物（95%±）和胶结物（5%±）组成，分选较好，粒度以 0.06～
0.25mm为主，少量 0.25～ 0.5mm，磨圆较差，棱角状、次棱角状、次圆状。4×，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碎屑物：石英，他形粒状，无色、正低突起，具波状消光，部分熔蚀呈弧面圆形、尖棱角状。10×，单偏光（左）
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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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碎屑物钾长石，他形粒状，为具格子双晶的微斜长石。10×，正交偏光。右：岩屑，次棱角粒状、团粒状、
角砾状，成分以流纹岩碎屑为主，有几粒英安岩碎屑，粒度较大。10×，单偏光

流纹质含砾沉凝灰岩—PM027b127

岩石具角砾沉凝灰结构、块状构造。由火山碎屑物（70%±）、碎屑物（20%±）和胶结物（10%±）组成。2×，
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火山碎屑物中晶屑石英，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较强熔蚀。10×，正交偏光。右：晶屑斜长石，无残留，
具自形—半自形板柱状、板粒状晶形假象，发生完全绢云母化、高岭石等黏土矿化及硅化。10×，正交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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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2 满克头鄂博组二段（J3mk2 ）

流纹质含砾晶屑玻屑熔结凝灰岩—PM027b152

左：岩屑，次棱角粒状、团粒状，以硅质岩、流纹岩碎屑为主，有几粒英安岩碎屑、黏土岩碎屑。10×，单
偏光。右：胶结物，为黏土质和极细的火山尘物质所胶结，均重结晶为显微鳞片状绿泥石及高岭石等黏土矿物集

合体。10×，正交偏光

岩石具熔结角砾凝灰结构、弱流纹构造。火山碎屑物由晶屑（20%±）、玻屑（30%±）和岩屑（50%±）组成，
粒度以 <2.0mm为主，少量 >2.0mm者达砾级，占火山碎屑物粒级的 10%～ 15%，整体具较明显的方向性密集分布。
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晶屑石英，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较强熔蚀呈弧面圆形。4×，正交偏光。右：晶屑钾长石，他形粒状，
无色、低负突起，为条纹长石和具格子双晶的微斜长石。10×，正交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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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晶屑斜长石，自形—半自形板柱状、宽板状、板粒状，为具环带结构、聚片双晶的中酸性斜长石，弱绢

云母化。10×，正交偏光。右：晶屑黑云母，片状、鳞片状，褐色—浅绿黄色多色性，具一组极完全解理，弱绿

泥石化，片径 0.2～ 1.0mm。10×，单偏光

左：玻屑，少量弧面棱角状、短带状、撕裂状等，较强变形拉长带状，彼此首尾相接，环绕晶屑、岩屑沿假流纹

方向展布，较强脱玻化为显微鳞片状绿泥石、高岭石等黏土矿物集合体及少量隐晶 -霏细状长英质集合体。10×，正
交偏光。右：岩屑，次棱角粒状、椭圆状、团块状，部分塑变岩屑，呈云朵状、弯曲带状、撕裂状，成分以流纹岩碎

屑为主，有少量英安岩碎屑和几粒花岗岩碎屑，粒度大小不等。4×，正交偏光

霏细斑岩—b1240b

岩石具斑状结构、基质－隐晶质结构，块状构造。由斑晶（30%±）和基质（70%±）组成。2×，单偏光（左）
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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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2 上侏罗统玛尼吐组（J3mn）
该组由紫色、灰绿色安山岩、安山质凝灰火山角砾岩及安山质火山角砾凝灰岩和灰紫色至黑褐色

玄武岩组成。

安山岩—PM014-b6

 斑晶长石（20%±）：无残留，具自形—半自形板柱状、板粒状、他形粒状晶形假象，完全高岭石等黏土矿化、
弱绿泥石化、硅化及褐黑色不均匀铁染，粒度 0.3～ 5.0mm。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斑晶石英（10%±），他形粒状，无色、正低突起，具波状消光，较强熔蚀呈弧面圆形、港湾状，粒度 0.2～ 3.0mm。
2×，正交偏光。右：基质，为大量的隐晶 -霏细状长英质集合体，杂乱密集分布，弱显微鳞片状绿泥石、高岭石等黏
土矿化。10×，正交偏光

岩石具斑状结构、基质交织 -安山结构，块状构造。由斑晶（10%±）和基质（90%±）组成，不规则密集分布。
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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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山质凝灰角砾岩—PM014-b13

左：斑晶斜长石（6%±），自形—半自形板柱状、宽板状、板粒状，为具环带结构、聚片双晶的中长石，弱
高岭石等黏土矿化，粒度 0.2～ 1.2mm。10×，正交偏光。右：斑晶角闪石（4%±），无残留，具柱粒状及截面
六边形晶形假象，见有不完全暗化边，完全绿泥石化、弱磁铁矿化，粒度 0.2～ 0.6mm。10×，单偏光

基质：为大量的自形长条状、针柱状、显微状斜长石微晶，粒度 <0.1mm，半平行 -不规则杂乱分布；其间分布少

量粒状暗色矿物，无残留，完全绿泥石化。较多的玻璃质，少量未脱玻者在正交镜下全消光，大部分脱玻化为显微鳞

片状绿泥石矿物集合体。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岩石具凝灰角砾结构，由火山碎屑物（90%±）和胶结物（10%±）组成，杂乱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
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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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下白垩统（K1）

早白垩纪地层主要有下白垩统白音高老组、大磨拐河组、梅勒图组。

2.3.4.1 下白垩统白音高老组（K1by）
白音高老组划分为两个岩性段，一段岩性主要为砂岩、砂砾岩、凝灰质砂岩夹流纹质晶屑凝灰岩，

二段岩性主要为流纹质熔岩、火山碎屑岩。

左：火山碎屑物中晶屑，以斜长石为主，自形—半自形板柱状、板粒状，为具聚片双晶的中长石，弱高岭石

等黏土矿化；少量粒状角闪石，无残留完全绿泥石化，熔蚀呈尖棱角状、港湾状。10×，正交偏光。右：岩屑，

次棱角粒状、团粒状、角砾状，成分为安山岩碎屑，粒度大小不等。4×，单偏光

胶结物：由细碎的火山碎屑物和极细的火山尘物质组成，重结晶为显微鳞片状绿泥石、高岭石等黏土矿物集合体

和少量隐晶 -霏细状长英质。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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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具角砾凝灰结构，由火山碎屑物（95%±）和胶结物（5%±）组成，粒度以 <2.0mm 为主，少量岩屑
>2.0mm者达砾级，占火山碎屑物粒级的 10%±，杂乱密集分布。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晶屑，以石英为主，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较强熔蚀呈尖棱角状、弧面圆形、港湾状。4×，正交偏光。右：
晶屑钾长石，他形粒状，无色、低负突起，为具弱格子双晶的微斜长石，弱土化。10×，正交偏光

左：岩屑，次棱角粒状、团粒状、短带状、撕裂状，成分以流纹岩碎屑主，有几粒英安岩碎屑，粒度大小不等。

10×，单偏光。右：胶结物，为极细的火山尘物质所胶结，重结晶为少量隐晶质长英质集合体及显微鳞片状绿泥石、
高岭石等黏土矿物集合体。10×，单偏光

流纹质含角砾晶屑岩屑凝灰岩—PM024-b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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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具凝灰霏细结构（碎屑熔岩结构）、弱流纹构造。由火山碎屑物（65%±）和胶结物（35%±）组成，粒
度以 <2.0mm为主，少量岩屑 >2.0mm，占火山碎屑物粒度的 10%～ 15%，略具方向性分布。2×，单偏光（左）
和正交偏光（右）

左：岩屑，次棱角粒状、团块状、弯曲带状、撕裂状，成分以流纹岩碎屑为主，有少量英安岩碎屑，粒度大小不等。

10×，单偏光。右：晶屑钾长石，他形粒状，低负突起，为具弱格子双晶的微斜长石，弱土化。10×，正交偏光

左：晶屑石英，他形粒状，无色、中正突起，具波状消光，较强熔蚀呈弧面圆形、尖棱角状、港湾状。4×，单偏光。
右：晶屑黑云母，鳞片状，无残留，完全绿泥石化、弱绢云母化。10×，单偏光

 流纹质含角砾晶屑岩屑凝灰熔岩—PM024-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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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2 下白垩统大磨拐河组（K1d）
为一套泥岩、砂岩、砂砾岩及泥质砾岩互层，含数层褐煤。碎屑磨圆度及分选性一般，属内陆湖

相沉积或河流相沉积地层，含叶肢介和狼鳍鱼化石。

中粗粒岩屑砂岩—b8217a

胶结物：为酸性熔浆略具方向性展布，霏细结构，由隐晶 -霏细状长英质集合体组成，弱显微鳞片状绿泥石化、
高岭石等黏土矿化。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岩石具角砾凝灰结构、块状构造，由碎屑物（95%±）和胶结物（5%±）组成，分选较好，粒度以 0.5～ 2.0mm为主，
部分为 0.25～ 0.5mm，磨圆较差，呈棱角状、次棱角状、次圆状。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碎屑物长石（10%±），半自形板粒状—他形粒状，以具细密聚片双晶、较强绢云母化的酸性斜长石为主。
10×，正交偏光。右：长石（10%±），他形粒状，少量钾长石，为具格子双晶的微斜长石，弱土化。10×，正交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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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3 下白垩统梅勒图组（K1ml）
本组由气孔杏仁状安山玄武岩、玄武安山岩及玄武岩、安山岩组成。

气孔杏仁状玄武岩—PM007b135

左：碎屑物石英（20%±），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4×，正交偏光。右：岩屑（65%±），次棱角粒状、团块状、
角砾状，成分见有硅质岩碎屑、流纹岩碎屑、英安岩碎屑、砂质板岩碎屑，粒度大小不等。4×，正交偏光

岩石薄片下未见有斑晶，由基质（85%±）和气孔（15%±）组成，具拉斑玄武结构，气孔状构造。2×，单偏光
（左）和正交偏光（右）

基质：自形长条状、板条状、针柱状斜长石微晶杂乱排列，在其所形成的近三角形间隙中，零散分布粒状辉石，

完全绿泥石化、弱绿帘石化，粒度 <0.2mm；黑色粒状、微粒状磁铁矿（3%±），有几粒黑色正方形、矩形黄铁矿
晶形假象；隐晶 -玻璃质（17%±），未脱玻，正交镜下全消光。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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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孔：不规则圆状、椭圆状、云朵状，直径 <2.0mm，均未见充填物。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安山玄武岩—b9054-1a

岩石具斑状结构、基质玻晶交织结构，块状构造。由斑晶（10%±）和基质（90%±）组成，不规则密集分布。
2×，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左：斑晶斜长石（7%±），自形—半自形板条状、板粒状，长宽比较大，为宽带状聚片双晶的基性斜长石，
弱高岭石等黏土化、绢云母化。10×，正交偏光。右：斑晶辉石（3%±），半自形短柱状、柱粒状，无色、高正
突起，干涉色为较鲜艳的Ⅱ级，较强绿泥石化，少量完全蚀变保留晶形假象。10×，正交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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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为大量的自形长条状、针柱状、显微状斜长石微晶，呈平行—半平行密集排列；其间分布少量柱粒状辉石，

较强绿泥石化，破坏晶形假象呈小团状，粒度 <0.1mm，一些隐晶质玻璃质，在正交镜下全消光，少量弱脱玻化
为显微鳞片状绿泥石矿物集合体，黑色正方形、矩形黄铁矿（3%±）晶形假象，黑色粒状、微粒状磁铁矿，粒度
<0.1mm，零散分布。10×，正交偏光（左）和单偏光（右）

2.4 新生界

新生界属博克图－二连浩特地层小区，新近系属二连地层分区。新生代地层几乎遍布全区，产状

平缓。

测区新近系分布广泛，除现代风积、洪积、冲积、淤泥及坡积等堆积物尚不具地层意义外，尚分

布有中—上更新统和上更新统。

上更新统阿巴嘎组（Qp3a）

测区内上更新统阿巴嘎组玄武岩（Qp3a）分布广泛，以碱性橄榄玄武质熔岩、碎屑岩为主，夹粉

细砂岩、砂质泥岩（或黏土）及不稳定的砂砾岩。

气孔状碱性橄榄玄武岩—TD013

斑状结构、基质间粒结构，气孔状构造。由斑晶（5%～ 10%）和基质（90%～ 95%）组成。2×，单偏光（左）
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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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晶：成分均为橄榄石，大小 0.2～ 1.0mm，零星分布，半自形粒状，局部伊丁石化。局部两三粒聚粒呈小团状。
4×，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基质：成分主要为斜长石、透辉石、橄榄石等。局部两三粒聚粒呈小团状。少量黑色微粒状磁铁矿，粒度均＜ 0.2mm，
填隙零散分布。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气孔：少量，呈椭圆状，显方向性展布，约占 5%～ 10%。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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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具斑状结构、基质间粒结构，块状构造。由斑晶（15%±）和基质（85%±）组成。2×，单偏光（左）
和正交偏光（右）

斑晶橄榄石：10%±，半自形短柱状 -不规则粒状，无色、淡黄色，正极高突起，不规则裂纹，粒度 0.3～ 2.5mm，
边缘较强伊丁石化。4×，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斑晶透辉石：5%±，半自形短柱粒状，无色、高正突起，横截面见两组近直角辉石式解理，干涉色为较鲜艳
的Ⅱ级，粒度 0.2～ 1.0mm。10×，单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橄榄玄武岩—PM011b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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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为自形长条状、板柱状斜长石微晶，不规则排列，粒度 <0.2mm；其间隙内充填以粒状辉石为主，少量橄榄石，
黑色微粒状磁铁矿（5%±），板粒状钛铁矿，黑色正方形、矩形黄铁矿晶形假象，粒度 <0.3mm，零散分布。10×，单
偏光（左）和正交偏光（右）

钙质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PM009-4b01

岩石具中细粒砂状结构、块状构造。由碎屑物（85%±）和胶结物（15%±）组成。2×，单偏光（左）
和正交偏光（右）

左：碎屑物石英（55%±），他形粒状，无色、中正突起，具波状消光，少量者略见拉长生长。4×，正交偏光。
右：碎屑物长石（25%±），半自形板粒状、他形粒状，见有具细密聚片双晶的酸性斜长石，弱绢云母化，条纹长
石和微斜长石弱土化。10×，正交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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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碎屑物岩屑（5%±），次棱角粒状、团粒状，为硅质岩、霏细岩和少量流纹岩碎屑。4×，单偏光。右：胶结

物，为接触 -孔隙式胶结，均由碳酸盐胶结而成，由霏细 -微细粒方解石等矿物集合体组成，密集镶嵌生长，填隙分布。
10×，正交偏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