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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评

ｔｈｅ Ｑａｔｕｋａｔｕ ａｒｅａ，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ａｌａｇａ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ｂｉｍｏｄａｌ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ｓ———ｒｈｙｏ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ｂａｓａｌｔ，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Ｚｉｒｃｏｎ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Ｕ⁃Ｐｂ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ｈｙｏ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ｂａｓａｌｔ ａｇｅｓ ｗｅｒｅ ２７９．５ ａｎｄ ２８０．４ Ｍ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ｏｆ Ｋａｌａｇａ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Ｔｈｅ ｒｈｙｏｌｉｔｅｓ
ｈａｖｅ ｈｉｇｈ ＳｉＯ ２ ， Ｋ ２ Ｏ， Ｎａ ２ Ｏ， Ａｌ ２ Ｏ ３ ， ＣａＯ ａｎｄ ｌｏｗ ＭｇＯ． Ｔｈｅ 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ｓｈｏｗｓ ａ “ Ｙａｎ ｓｔｙｌｅ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ｕ ｉ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Ｔｈｅ ｅｌ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ａ， Ｎｂ， Ｔａ， Ｓｒ， Ｐ ａｎｄ Ｔｉ ａｒｅ ｌｏｓｓ ｓｈｏｗ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Ｔｈｅ ｂａｓａｌ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ｓｌｉｇｈ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ｏｆ Ｅｕ， ｅｎｒｉｃｈ ｌａｒｇｅ ｉｏｎ ｌｉｔｈｏｐｈｉｌ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Ｎｂ，Ｔａ，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ｏｆ Ｔｉ；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εＨｆ （ ｔ） ｏｆ ｒｈｙｏｌｉｔｅ
ｚｉｒｃｏｎｓ ｉｓ ＋ １５．３，Ｔ ＤＭ １（３０５ Ｍａ） ａｎｄ Ｔ ＤＭ ２（ ｃｃ） （３２０ Ｍａ） 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２７９．５ Ｍａ）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ｂｉｍｏｄａｌ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ａｒｅ ｎｏｔ ｈｏｍｏｌｏｇｏｕｓ， ｒｈｙｏｌｉｔｅ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ｘ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ｔｌｅ ｍａｇ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ｌｔ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ｈｅ Ｑｉａｋｕｅｒｔｕ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ｃｌｏｓ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ｍｏｄａｌ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ｐｏｓｔ⁃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ｈａｓ ｇｏｏ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ｉｍｏｄａｌ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ｓ；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ｅａｓｔ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１ ∶

５００００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 Ｈａｌａｓｕ， Ｑｉｎｇ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 Ｎｏ． Ａ１５⁃１⁃ＬＱ１０）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Ｃｏｐｐｅｒ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Ｃｏｖｅｒ Ａｒｅａ ｏｆ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 （ Ｎｏ．ＤＤ２０１６０００７） ． Ｔｈａｎｋ ｔｈｅ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ＴＡＮＧ Ｈｅｊｕｎ， 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８７， ｍａｓｔｅ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 Ｅｍａｉｌ： ０３２０６１２５＠ １６３．ｃｏｍ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ＭＥＮＧ Ｇｕｉｘｉａｎｇ， ｍａ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 Ｅｍａｉｌ： ｍｇｘｌｗ＠ １２６．ｃｏｍ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８⁃０１⁃１１；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８⁃０６⁃１４；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ｘｕ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７

《 地质论评》 和《 地质学报》 再创佳绩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北京国际

会议中心举行“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 ，会上公布了
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收录的中国大陆中文科技期刊的

号；经过多项学术指标综合评定及同行专家评议推荐，继续被

收录为“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６

篇文章入选“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 （ 即“ 领跑者

综合评价排名，《 地质论评》 和《 地质学报》 再创佳绩。

５０００ 论文” ） 。 《 地质学报》２０１７ 年度总被引文频次为 ６１６２，核

荐，继续被收录为“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

中，分别位列第二、第二和第一位。

《 地质论评》 经过多项指标综合评定及同行专家评议推

源期刊） ；８ 篇文章入选“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

（ 即“ 领跑者 ５０００ 论文” ） 。 《 地质论评》 ２０１７ 年度总被引文频

次为 ３２８５，核心影响因子为 ２．３５４，综合评价总分为 ６６．０，在地
质类科技期刊中，分别位列第五、第一和第三位。

《 地质学报》 获得了“ ２０１７ 年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称

心影响因子为 ２．２５３，综合评价总分 ７５．４， 在地质类科技期刊

ＬＩＵ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ｎｉｃａ
Ｍａｄｅ Ｎｅｗ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 刘志强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