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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苏鲁超高压变质岩研究新思路：

偏光显微镜阴极发光技术的应用

王淞杰１，２，王　璐１，付建民２，丁　悦１
，２

１．中国地质大学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２．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利用偏光显微镜阴极发光技术可观察到其他常规成分结构测试法不易识别或容易忽略的多种矿物的生长结构，该技术

是进行后续成分分析的有效预研究手段，可为重建矿物形成演化过程提供重要信息．该技术在国际岩石矿物学、油气储层及

矿床学领域应用广泛，但在变质岩研究领域的应用较薄弱．综述该技术在国际超高压变质岩研究领域的应用，并利用其对大

别－苏鲁超高压变质带经典地区的超高压榴辉岩、云母片岩、大理岩进行初步研究，讨论它在多期微细矿物相快速鉴别、生长

环带、微量元素分布规律、双晶纹、出溶结构等内部结构表征方面的应用价值和前景．偏光显微镜阴极发光技术与拉曼光谱、

扫描电镜、电子探针等分析技术相结合，可为我国超高压变质岩的研究开辟和扩展一条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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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极发光（ｃａｔｈｏｄ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Ｌ）是指利用

阴极射线（快速电子束）轰击固体样品表面，使电能

转化为光辐射能后产生的一种物体表面物理发光现

象，全称为阴极射线致发光（徐惠芬等，２００６）．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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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仪主要分为２类（ＧｔｚｅａｎｄＫｅｍｐｅ，２００８）：一

类为本文讨论的偏光显微镜阴极发光仪（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ｂａｓｅｄｃａｔｈｏｄ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ＯＭＣＬ），

针对岩石薄片中的矿物结构获取彩色图像，能同时

在显微镜下实现单偏光、正交偏光和阴极发光３种

模式及图像的转换；另一类为配置在扫描电镜（ｓｃａｎ

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或显微探针（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ｂｅｓ）上

的阴极发光仪（ＳＥＭＣＬ），通常获取的是灰度图，可在

二次电子相和阴极发光模式之间转换，目前在地质学

领域已被大量应用于锆石形貌分析和成因年代学测

定的前期工作（李曙光和李惠民，１９９７；吴元保和郑

永飞，２００４；Ｚｈｅ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０６）．两者在分辨率、电子

束和分析波谱范围等方面有较大区别（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ａｎｄ

Ｍａｒｉａｎｏ，１９８８；Ｇｔｚｅ，２００２，２０１２；Ｇｔｚｅａｎｄ

Ｋｅｍｐｅ，２００８；Ｇｔｚｅ犲狋犪犾．，２０１２）．

发光现象是有机和无机物质的一种常见现象，

是将不同种类能量转换为可见光的过程（Ｍａｒｆｕｎｉｎ，

１９７９）．对于岩石矿物而言，阴极发光的产生主要与

晶格缺陷（空位、断键、原子无序分布等）或过渡金属

元素（如 Ｍｎ２＋、Ｃｒ３＋、Ｔｉ４＋）、稀土元素（Ｅｕ２＋
／３＋、

Ｓｍ３＋、Ｄｙ３＋、Ｔｂ３＋等）、重金属（如Ｐｂ２＋）有关，而

Ｆｅ２＋、Ｃｏ、Ｎｉ等淬火剂的存在可以吸收发光发射的

能量，从而抑制物质发光，对发光现象产生不同程度

的消减（Ｇｔｚｅ，２００２；徐惠芬等，２００６）．多种造岩矿

物和副矿物均显示阴极发光特征，如硫化物（闪锌

矿）、氧化物（刚玉、锡石、金红石）、卤化物（萤石）、硫

酸盐（硬石膏、重晶石）、磷酸盐（磷灰石、磷钇矿）、碳

酸盐（方解石、白云石、菱镁矿）、硅酸盐（长石、石英、

锆石、高岭石、蓝晶石等）（Ｓｃｈｅｒｔｌ犲狋犪犾．，２００４；

Ｇｔｚｅ犲狋犪犾．，２０１２）．

Ｓｉｐｐｅｌ最早在１９６５年将阴极发光与偏光显微

镜结合并观察碳酸盐岩发光特征，发现许多以往被

忽略的现象，如亮晶方解石充填物的生长结构、与基

质方解石光性特征完全一致的方解石细脉，最终完

善了碳酸盐矿物的生长过程和胶结特征的研究

（Ｓｉｐｐｅｌ，１９６５；ＳｉｐｐｅｌａｎｄＧｌｏｖｅｒ，１９６５）．经过近

５０年发展，阴极发光已成为地学领域的一项标准测

试技术，国际上已出版大量文章及专著，讨论其应用

原理、范围，并将其用于火成岩、沉积岩及变质岩研

究（Ｍａｒｆｕｎｉｎ，１９７９；Ｂａｒｋｅｒ犲狋犪犾．，１９９１；Ｇｔｚｅ

ａｎｄＭａｇｎｕｓ，１９９７；Ｐａｇｅｌ犲狋犪犾．，２０００；Ｒｉｃｈｔｅｒ犲狋

犪犾．，２００３；Ｓｃｈｅｒｔｌ犲狋犪犾．，２００４；Ｇｕｃｓｉｋ，２００９）．

总体来说，国内主要将ＯＭＣＬ应用在３个方

面：（１）与油气储层研究密切相关的沉积学领域，用

来研究碳酸盐、硅酸盐矿物的发光特征，从而推断成

岩流体性质、胶结物来源、判断母岩性质、恢复物源

方向等（于炳松，１９９２；王衍琦等，１９９６；杨勇和陈能

松，２００３；张本琪等，２００３；黄思静等，２００８；付月红，

２０１１）；（２）矿床学及岩浆演化特征分析，如阴极发光

显示的火成岩中石英的生长、蚀变结构反映了岩浆

结晶历史（彭惠娟等，２０１０），并可用来研究花岗岩类

岩石的结构、交代特征、成因分析、不同矿物成分（徐

惠芬和陈涛，１９８７；赖勇，１９９５；王衍琦等，１９９６）；（３）

对阴极发光影响因素的探讨，加深对阴极发光的认

识（田洪均，１９８９；应凤祥和王衍琦，１９９０；黄思静，

１９９２；刘洁和皇甫红英，２０００；孙靖等，２００９）．

然而国内目前将ＯＭＣＬ应用于变质岩研究的

实例较少，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超高压变质带———

大别－苏鲁造山带的应用更是接近为零．本文将在

评述ＯＭＣＬ应用于国际超高压变质岩研究基础

上，以大别－苏鲁经典超高压露头处的榴辉岩等样

品为研究实例，探讨这项技术应用于大别－苏鲁超

高压造山带研究的可行性和研究前景，期望引起国

内更多地质学者对ＯＭＣＬ技术的重视，特别在超

高压岩石矿物研究上发挥其最大应用价值．

１　国外超高压变质岩领域ＯＭＣＬ应

用研究进展

ＯＭＣＬ技术应用于超高压变质岩研究已有２０

年历史（Ｎｅｕｓｅｒ，１９９５），并取得可观进展．国际超高

压变质岩领域ＯＭＣＬ的应用可分为５类，以下分

别阐述．

１．１　关于柯石英及其假象的研究

柯石英及其假象一直是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热

点话题之一，柯石英保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如寄主相保护、快速折返、有限流体等（Ｍｏｓｅｎ

ｆｅｌｄｅｒ犲狋犪犾．，２００５）．Ｍ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ｒ犲狋犪犾．（２００５）在探

讨流体作用对柯石英保留的影响时，利用ＯＭＣＬ

准确区分出同质多像的柯石英（蓝色）、栅状石英（红

色－紫罗兰色）及玉髓（黄－棕色）（图１ａ，１ｂ，１ｃ；

Ｓｃｈｅｒｔｌ犲狋犪犾．，２００４；Ｍ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ｒ犲狋犪犾．，２００５），结

合不同点位红外光谱分析得到的峰谱信息及水含量

高低，确定出栅状石英水含量小于１００×１０－６，玉髓

水含量达到０．４％，而欧泊为高度富水相，水含量达

到７％，从而推断出栅状石英形成于高温干燥的环

境下，而含水相玉髓和欧泊则形成于寄主矿物破裂

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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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超高压－高压变质带中不同矿物的典型阴极发光图像（引自Ｓｃｈｅｒｔｌ犲狋犪犾．，２００４，２０１２；Ｍ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ｒ犲狋犪犾．，２００５；Ｓｏｂｏｌｅｖ犲狋

犪犾．，２０１１；Ｇｔｚｅ犲狋犪犾．，２０１２）

Ｆｉｇ．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Ｌ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ｆｒｏｍｓｅｖｅｒａｌＵＨＰＨＰ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ｂｅｌｔｓ

ａ～ｃ为柯石英及假象的阴极发光（ａ，ｃ）和单偏光（ｂ）图像，ＣＬ下柯石英（蓝色）－栅状石英（紫罗兰色）－玉髓（黄棕色）；ｄ～ｅ为镁铝榴石阴极

发光图像，ｄ显示核部和边部发光强度不同，ｅ显示出典型生长环带；ｆ为透辉石阴极发光图像，核部呈绿色，边部为蓝色；ｇ～ｈ为硬玉显微特征

对比，ＣＬ可以显示出３期硬玉生长阶段；ｉ为方解石＋霰石多相包裹体阴极发光图像；ｊ，ｋ，ｌ分别为蓝晶石生长环带、双晶纹和海绵状生长结

构．其中，Ａｂ．钠长石；Ａｒ．文石；Ｃａｌ．方解石；Ｃｈａ．玉髓；Ｃｐｘ．单斜辉石；Ｃｓ．柯石英；Ｄｏｌ．白云石；Ｇｒｔ．石榴石；Ｊｄ．硬玉；Ｋｙ．蓝晶石；Ｍｎｚ．独居

石；ＰａｌＣｓ．栅状石英；Ｐｈｇ．多硅白云母；Ｐｒｐ．镁铝榴石；Ｑｚ．石英；Ｒｔ．金红石；Ｚｒｎ．锆石

之后的更低温环境，因流体浸润造成．因此，流体作

用在低温条件下才开始渗透，是柯石英保留最为关

键的因素．而这种现象在光学显微镜、ＳＥＭ和ＥＰ

ＭＡ下是无法识别的，即使是可快速判别同质多像

体的拉曼光谱在不知道有这种多结构共存的前提

下，其测试也会盲目耗时．

天然超高压样品和实验岩石学都已表明，柯石

英向石英相变过程中会形成栅状石英和“马赛克

（ｍｏｓａｉｃｔｅｘｔｕｒｅ）”等不同显微结构，对其研究将有

助于理解柯石英－石英转化机制以及不同显微结构

的形成时序和成因解释．ＬｅｎｚｅａｎｄＳｔｃｋｈｅｒｔ

（２００８）对柯石英假象进行了精细分类，将石英分为

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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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颗粒栅状石英（Ｔｙｐｅ１）、板片状石英单晶（Ｔｙｐｅ

２）和大颗粒放射状石英基质（Ｔｙｐｅ３）．通过ＣＬ观

察Ｔｙｐｅ２石英，发现其具有锥形边缘和脉状结构，

而这种类似的结构在前人透射电镜（ＴＥＭ）研究中

被解释为原有张裂隙内富硅流体渗透形成，而非柯

石英相变的产物（ＩｎｇｒｉｎａｎｄＧｉｌｌｅｔ，１９８６）．但由于

寄主矿物石榴石中未观察到石英细脉，柯石英中原

有张裂隙的形成缺乏合理解释，因此这类石英的成

因一直处于争论之中（Ｌａｎｇｅｎｈｏｒ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ｒｉｅｒ，

２００２；Ｓｃｈｅｒｔｌ犲狋犪犾．，２００５）．为解决此问题，Ｌｅｎｚｅ

ａｎｄＳｔｃｋｈｅｒｔ（２００８）结合ＣＬ与ＥＢＳＤ技术研究不

同石英颗粒的晶格优选方位和拓扑关系，并将其与

石英成核作用和生长历史结合起来，证明具有这类

结构的石英是由柯石英相变过程中产生裂缝，并沿

裂隙逐渐退变形成，而非外界含水流体作用的结果，

进一步完善了柯石英向石英退变机制成因动力学

的研究．

１．２　石榴石

石榴石是超高压岩石中最重要的造岩矿物之

一，对其成分结构的研究是评价其形成演化的关键

所在．由于Ｆｅ２＋含量较高，石榴石一般在ＣＬ下不发

光，但对低铁石榴石的ＯＭＣＬ实验会为其研究提

供丰富信息．利用ＯＭＣＬ，Ｓｏｂｏｌｅｖ犲狋犪犾．（２００７）首

次在自然界识别出低铁（ＦｅＯ小于２％）镁铝榴石－

钙铝榴石（黄棕色发光特征），以残片形式保留在

Ｋｏｋｃｈｅｔａｖ超高压地块层状钙质硅酸盐石榴石中

（图１ｄ）．这些残片因极高的镁值（Ｍｇ＃＝９０．０～

９４．７）、非常低的ＴｉＯ２（０．１４％～０．２４％）和较高的

ＭｎＯ含量（０．９８％～１．３４％）与边部不发光的石榴

石区分出来，是峰期变质阶段形成的更早期石榴石．

ＴｉＯ２从石榴石核部（发光）到边部（不发光）明显增

高，表明高压环境下温度升高使ＴｉＯ２ 在石榴石中

溶解度增高．根据石榴石不同位置发光特征，Ｓｏｂｏ

ｌｅｖ犲狋犪犾．（２０１１）进行了原位δ１８Ｏ分析（图１ｄ），结果

表明，石榴石核部（发光）到边部（不发光）δ１８Ｏ值从

１２．８‰变化为１１．３‰，而核部的δ１８Ｏ值（１２．８‰）

明显高于幔源岩浆达到平衡时的δ
１８Ｏ值，因此

Ｋｏｋｃｈｅｔａｖ地体含金刚石片麻岩原岩来自地壳，排

除幔源的可能，从而解决含金刚石钙质硅酸盐岩和

片麻岩原岩为幔源还是壳源的争论．

Ｓｃｈｅｒｔｌ犲狋犪犾．（２００４）同样在镁铝榴石中观察到

典型的石榴石生长环带（图１ｅ），并对核部（暗色

光）－幔部（蓝白色）－边部（不发光）进行了ＥＰＭＡ

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位置（图１ｅ）的Ｆｅ、Ｍｇ含量不

同，边部Ｆｅ含量最高．可以预见，当选择不同点位

进行温压估计时，将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１．３　辉石类矿物

Ｍａｒｅｓｃｈ犲狋犪犾．（２０１２）和Ｓｃｈｅｒｔｌ犲狋犪犾．（２０１２）

等则运用ＣＬ观察了多米尼加、古巴等地的高温高

压富硬玉岩石，观察到硬玉的不规则振荡环带等结

构（图１ｇ，１ｈ；Ｓｃｈｅｒｔｌ犲狋犪犾．，２０１２），根据发光差异

区分出硬玉的３期生长阶段：第１期（核部，橄榄绿

色）、第２期（幔部，蓝色－红色）和第３期（黄绿色振

荡边）．这种生长环带结构是开放体系条件下含水相

结晶作用的典型特征，为分析富硬玉成分岩石的多

期生长模式提供了重要依据．

透辉石在ＣＬ下同样显示出环带特征（图１ｆ），

核部呈绿色，边部偏蓝色．ＥＰＭＡ分析显示，核部

Ｆｅ、Ｋ含量高于边部（Ｓｃｈｅｒｔｌ犲狋犪犾．，２００４）．因此，

在透辉石形成过程中，Ｋ含量随环境变化而出现差

异（Ｇｔｚｅ犲狋犪犾．，２０１２）．

１．４　多相包裹体研究

Ｄｏｂｒｚｈｉｎｅｔｓｋａｙａ犲狋犪犾．（２００６）在Ｋｏｋｃｈｅｔａｖ超

高压地块大理岩内部的金刚石中，发现霰石和菱镁

矿包裹体，认为这种包裹体是白云石在超过稳定域

之外分解的产物．结合前人实验研究，推测超高压峰

期变质最大压力可达６～９ＧＰａ，并且将霰石当作俯

冲深度达到２８０ｋｍ的证据．但霰石包裹体的形成过

程及其对俯冲深度的指示意义一直受到质疑．Ｋｏｒ

ｓａｋｏｖ犲狋犪犾．（２００９）利用ＯＭＣＬ在Ｋｏｋｃｈｅｔａｖ地体

中识别出多晶方解石包裹体（橙色镁方解石和黄色

纯方解石），并在其中一处多晶方解石包裹体内，发

现几乎不发光的微小矿物（图１ｉ），结合拉曼光谱与

ＳＥＭ技术，确定该包裹体由多晶方解石和霰石组

成，不含菱镁矿，周围没有放射状裂纹，且残余压力

非常低，与超高压阶段白云石分解产生霰石和菱镁

矿的结论相悖．笔者认为这种包裹体是超高压变质

阶段碳酸盐熔体结晶的产物，不能作为评估俯冲深

度的证据．

１．５　蓝晶石

蓝晶石可表现出生长环带、双晶纹、海绵状生长

结构（图１ｊ，１ｋ，１ｌ）．如图１ｊ，蓝晶石的边部和核部

发光强度不同，经ＥＰＭＡ在相应区域分析表明，边

部Ｆｅ含量较低并且含有峰期阶段形成的多硅白云

母包裹体（Ｓｃｈｅｒｔｌ犲狋犪犾．，２００４）．因此，详细的矿物

包裹体研究表明蓝晶石不同区域的形成温压环境不

同，可根据蓝晶石环带区分出不同阶段蓝晶石形成

过程（Ｓｃｈｅｒｔｌ犲狋犪犾．，２００４）．

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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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大别－苏鲁地区超高压岩石的

ＯＭＣＬ初步应用

相对而言，国内应用ＯＭＣＬ技术研究超高压

岩石的实例很少．徐惠芬等（２００６）曾以江苏东海毛

北村的含蓝晶石榴辉岩等部分变质岩为例阐述ＣＬ

的应用价值，快速识别出蓝晶石（红色、蓝色）、磷灰

石（黄色）、锆石（亮白色）、石英（紫罗兰色）等矿物相

及分布规律，为大别－苏鲁超高压变质岩研究提供

了一种新思路．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地质工作者应

用ＯＭＣＬ研究大别－苏鲁超高压变质岩的报道仍

较少，说明该技术在国内地学领域仍未普及，应用前

景还有待提高．

图２　德国波鸿大学ＨＣ１ＣＭ型“热阴极”偏光显微镜发光仪主要部件组成（部分修编于ＧｔｚｅａｎｄＫｅｍｐｅ，２００８）

Ｆｉｇ．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ｔｙｐｅＨＣ１ＣＭｈｏｔｃａｔｈｏｄ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ｔｔｈｅＲｕｈ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ｏｃｈｕｍ

ａ，ｂ分别为“热阴极”发光仪内部配置和电子枪构成

　　笔者对大别山含柯石英榴辉岩（双河）、超高压

大理岩（甘家岭）以及苏鲁造山带含粒间柯石英榴辉

岩（仰口）、含蓝晶石多硅白云母榴辉岩、退变质榴辉

岩、云母片岩、长英质片麻岩进行了初步ＯＭＣＬ分

析．这些是大别－苏鲁造山带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程

度较高的热点区域，具有一定代表性．

本文进行的偏光显微镜阴极发光实验（ＯＭ

ＣＬ）在德国波鸿大学（Ｒｕｈ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ｏｃｈｕｍ）

开发的 ＨＣ１ＣＭ 型“热阴极”发光仪上完成（Ｎｅ

ｕｓｅｒ，１９９５；见图２，“热阴极”与“冷阴极”区别见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ａｎｏ，１９８８；Ｐａｇｅｌ犲狋犪犾．，２０００）．

该阴极发光仪配备有ＫＡＰＰＡ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的ＤＸ３０Ｃ数码摄像系统（配备冷却装置），在低亮

度环境下具有很高的灵敏度，曝光时间通常为５～

１０ｓ．通常，测试时的真空度低于１０－６ｂａｒ，加速电压

为１４ｋｅＶ，射束电流强度在５～１０μＡ／ｍｍ
２ 之间．

偏光显微镜的放大倍数为１０×２．５、１０×４．０、１０×

１０．０、１０×２０．０．

ＯＭＣＬ技术的优点之一在于样品制作并不复

杂，高度抛光的喷碳（金）探针片即可，表面抛光度越

好的样品发光效果越好，观察到的现象也越清晰丰

富，且方便进行后续扫描电镜（ＳＥＭ）、电子探针

（ＥＰＭＡ）、电子背散射衍射技术（ＥＢＳＤ）、拉曼光谱

等分析．电子束从下至上轰击，因此将样品放入样品

室时，要将样品正面朝下放置．

２．１　榴辉岩

双河地区（ＳＨ２）和仰口地区（２４ｂ、５２ａ、ＹＫ３、

ＹＫ１５）榴辉岩可分为３类：含柯石英榴辉岩（ＳＨ２、

２４ｂ、５２ａ）、含蓝晶石多硅白云母榴辉岩（ＹＫ３）和退

变质榴辉岩（ＹＫ１５）．含柯石英榴辉岩的矿物组合主

要为石榴石＋绿辉石＋石英／柯石英＋金红石＋磷

灰石；多硅白云母榴辉岩的矿物组合为石榴石＋绿

辉石＋多硅白云母＋石英＋蓝晶石；退变质榴辉岩

则主要由石榴石和大部分已发生退变质的绿辉石组

成（样品描述详见Ｗａ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０ｂ）．

这３类榴辉岩发光效果都比较好，很多偏光显

微镜下难以辨别的现象都表现出明显的阴极发光特

征，具体表现如下．

２．１．１　可迅速判断不同地区同种超高压矿物元素

组成及形成环境差异　仰口地区榴辉岩中绿辉石呈

棕绿色，而双河榴辉岩中绿辉石由于Ｆｅ２＋含量相对

高而不发光（通常高于３％即不发光）（图３ａ，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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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大别－苏鲁地区不同类型榴辉岩偏光显微照片与阴极发光特征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ｔｈｏｄ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ｅｃｌｏｇｉｔｅｓｉｎＤａｂｉｅ

Ｓｕｌｕａｒｅａ

ａ，ｂ．仰口２４ｂ和双河ＳＨ２样品中柯石英及其假象的阴极发光图像，柯石英呈蓝色，栅状石英为紫罗兰色；ｃ，ｄ．ＹＫ３样品中蓝晶石的正交光和

ＣＬ图像，蓝晶石在偏光镜下（ｃ）特征不明显，而在ＣＬ下（ｄ）则为鲜红色，分布特征可以清楚识别；ｅ，ｆ．重晶石的显微特征对比，正交镜下（ｅ）特

征不明显，而ＣＬ下（ｆ）表现为蓝色；ｇ．ＳＨ２中磷灰石包裹体ＣＬ图像，磷灰石表现为亮白色；ｈ．退变质榴辉岩（ＹＫ１５）中磷灰石ＣＬ图像，磷灰

石呈黄色，边部和核部发光强度不同，核部颜色更暗．其中，Ｏｍｐ．绿辉石；Ｂｒｔ．重晶石；Ａｐ．磷灰石；Ｓｙｍ．后成合晶；其他见图１

直观说明两地榴辉岩绿辉石中Ｆｅ含量存在高低差

异．而两地榴辉岩中石榴石因Ｆｅ２＋含量比较高，都

不发光（图３ｃ，３ｄ，３ｇ，３ｈ）．

据图３ｇ可知，ＳＨ２中石榴石内磷灰石包裹体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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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下为亮白色且约占包裹体总量的５０％，这种高

含量在偏光显微镜下易被忽略，通常认为磷灰石在

包裹体中含量低于５％．因此ＣＬ有助于进一步提高

对某些偏光显微镜下难以区分的矿物含量的认知．

而ＹＫ１５中磷灰石（图３ｈ）呈亮黄色，且边部发光强

度比核部更亮，说明磷灰石结晶过程中物理化学条

件发生过变化．磷灰石的黄色发光现象与 Ｍｎ２＋有

关（Ｇｔｚｅ，２０１２），因此可直观表征磷灰石边部

Ｍｎ２＋含量高于核部．通常峰期石榴石中包裹体代表

进变质阶段的矿物，而退变质榴辉岩则代表角闪岩

相阶段的产物，磷灰石的不同发光特征可以为下一

步研究其成因环境提供一定约束和指示．

２．１．２　可快速鉴定光学显微镜下难以区分的变质

矿物以及目标矿物定量分析　榴辉岩中蓝晶石发光

颜色为鲜红色，据此特征可快速准确鉴定蓝晶石，而

有时在偏光显微镜下却不容易区分蓝晶石与其他矿

物，如矽线石（ＣＬ 下偏红色，据 Ｇｔｚｅ犲狋犪犾．，

２０１２）、黝帘石（浅蓝色，据Ｒａｍｓｅｙｅｒ犲狋犪犾．，１９９２）、

黄玉（深墨水蓝色，据徐惠芬等，２００６）（图３ｃ，３ｄ）．

从图３ｅ和３ｆ可看出，偏光镜下光性特征不显

著的重晶石在ＣＬ下呈蓝色，边部薄层后成合晶为

浅蓝色，可快速鉴别其分带性，并便于后续使用其他

测试手段进行定量分析．

２．１．３　可快速鉴定同质异象矿物或不同变质阶段

条件下形成的矿物　柯石英及其假象表现出明显区

别（图３ａ，３ｂ），柯石英因鲜明的蓝色而与其假象石

英（紫罗兰色）区分出来．另外，在柯石英边部的退变

石英处，发现偏光显微镜下的栅状石英也出现柯石

英的发光特征，且显示与栅状石英相似的栅状结构．

这代表了退变边处仍有微粒柯石英保留，还是由于

不同石英结晶学方位造成的？根据ＣＬ特征，下一

步可利用拉曼光谱、ＥＢＳＤ等技术对柯石英及其栅

状石英的相变过程进行针对性显微结构分析．

２．２　含蓝晶石云母片岩、长英质片麻岩及大理岩

仰口含蓝晶石云母片岩、长英质片麻岩和岳西

甘家岭绿辉石大理岩的阴极发光和偏光图像见图

４．含蓝晶石云母片岩的主要矿物组合为石榴石、多

硅白云母、蓝晶石、石英；长英质片麻岩主要包括长

石和石英；而绿辉石大理岩的矿物组合为白云石、方

解石、绿辉石和角闪石．

这几类岩石同样具有较好的发光效果，具体表

现为：（１）快速鉴定光学显微镜下不易辨别的变质矿

物及定量分析：云母片岩中蓝晶石和长英质片麻岩

中长石、石英都可在ＣＬ下快速鉴别出来．云母片岩

中蓝晶石仍为鲜红色发光特点（图４ａ，４ｂ），与榴辉

岩中蓝晶石发光颜色一致．２类岩石中蓝晶石的红

色ＣＬ特征是由于少量Ｃｒ３＋置换Ａｌ３＋的结果（Ｇａｆｔ

犲狋犪犾．，２００５）．石英呈暗棕红色，多硅白云母由于

Ｆｅ２＋含量较高不发光，其周围有一圈蓝色薄层反应

边，可能是云母分解发生退变的痕迹．片麻岩中的石

英和长石在偏光显微镜下难以区分（图４ｃ），但在

ＣＬ下可以准确区分出各矿物组成及含量，石英呈

棕红色，长石为蓝－紫色（图４ｄ）．并且长石类矿物

可分为２种（浅蓝色斜长石和蓝－紫色钾长石），其

中蓝－紫色钾长石核部偏蓝色，而边部为浅紫色，说

明微量元素分布不均．结合ＥＰＭＡ等成分分析技

术，可以深入理解矿物形成环境变化，完善造岩矿物

的生长过程．（２）使偏光显微镜下观察不到的显微结

构可视化（如振荡环带、扇形环带、反应边、双晶纹、

出熔体）：对比图４ｅ和图４ｆ可看出甘家岭绿辉石大

理岩中白云石和角闪石之间有一圈鲜黄色方解石反

应边（图４ｆ），而正交偏光下（图４ｅ）则很容易忽略此

现象．反应边的识别为矿物变质反应过程提供重要

信息，ＣＬ有助于对这一过程的理解．

３　讨论与结论

阴极发光是固体矿物的一种常见发光现象，用

来研究矿物的生长结构，以及其他成分分析技术不

能识别或容易忽略的矿物结构，为重建矿物生长、蚀

变历史和地质过程演化提供重要信息．这项技术在

大别－苏鲁超高压变质带的应用比较薄弱．基于“热

阴极”偏光显微镜发光仪在国际超高压变质矿物研

究中的应用，以及笔者利用其研究大别－苏鲁地区

榴辉岩、大理岩、云母片岩和片麻岩的结果可以看

出，这项技术的应用将为大别－苏鲁超高压变质岩

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１）快速识别不同矿物相和定量分析．多种造岩

矿物和副矿物在ＣＬ下都具有典型发光特征，如同

质异象体矿物（碳酸盐矿物如方解石、霰石；二氧化

硅如柯石英、石英等）、硅酸盐矿物（长石、石英、锆

石、蓝晶石等）、硫酸盐矿物（重晶石、硬石膏）．因此，

ＣＬ有助于更准确识别不同矿物相以及对目标矿物

的定量分析工作．

（２）很多偏光显微镜下不易辨别的矿物结构都

具有明显发光特征（包括生长环带、反应边、变形结

构、双晶纹、出溶结构、元素分布等）．这些内部结构

的识别可以完善对矿物生长过程的认识，为不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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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云母片岩、长英质片麻岩和绿辉石大理岩显微特征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ｍｉｃａｓｃｈｉｓｔ，ｑｕａｒｔｚｆｅｌｄｓｐａｔｈｉｃｇｎｅｉｓｓａｎｄｍａｒｂｌｅ

ａ，ｂ．含蓝晶石云母片岩正交偏光图像（ａ）与阴极发光图像（ｂ）对比，ＣＬ下蓝晶石为鲜红色，石英呈暗棕红色，云母不发光；ｃ，ｄ．长英质片麻岩正

交偏光图像（ｃ）与阴极发光图像（ｄ）对比，石英发暗棕红色光，长石呈蓝－紫色和浅蓝色；ｅ，ｆ．绿辉石大理岩典型显微特征对比，ＣＬ下（ｆ）可看到

角闪石和白云石之间的鲜黄色反应边．其中，Ｋｆｓ．钾长石；Ｐｌ．斜长石；Ｈｂｌ．角闪石；其他见图１及图３

长阶段的围岩环境变化（如温度压力变化、流体成

分）提供信息，使矿物化学成分分析可以精确到某一

确切点位，从而使温压估算、犘犜狋轨迹等分析结果

更加准确，最终帮助完善宏观尺度的大陆俯冲折

返模式．

（３）阴极发光下不同位置的发光特征与元素分

布有很好的对应关系（Ｓｃｈｅｒｔｌ犲狋犪犾．，２００４）．在进行

电子探针、拉曼光谱等成分结构分析之前，阴极发光

有助于提前获取矿物内部结构和成分分区等信息，

使研究更具目的性．矿物元素分布扫描通常需几小

时，而ＯＭＣＬ只需几秒钟就能观察到矿物结构，并

且可以通过与单偏光、正交偏光的转换准确定位目

标矿物在薄片中的确切位置．因此是电子探针、扫描

电镜等化学成分和结构分析前的理想观察方法，可

有效提高工作效率、明确工作目标和缩小范围．

（４）柯石英保留机制、退变质演化过程及包裹体

研究一直是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热点问题，ＯＭＣＬ

可以对微小包裹体（如柯石英）进行精确分区，结合

ＥＢＳＤ、拉曼光谱等技术有助于对大别－苏鲁地区柯

石英及各类包裹体进行更精细的研究，为研究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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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生长演化过程、包裹体形成机制及指示意义提

供依据．

（５）ＯＭＣＬ有助于我们思考更细微的科学问

题，如Ｓｃｈｅｒｔｌ犲狋犪犾．（２００４）图１中给出的信息一样，

蓝晶石在ＣＬ下可以观察到明显双晶纹，而正交偏

光下即可观察到的柯石英双晶特征在ＣＬ下却表现

出均质性，不见双晶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待我

们进行更深入地思考．

将阴极发光作为其他化学成分分析技术的探路

者，会使下一步研究更有针对性及目的性．国内超高

压变质研究同行如果能将这项技术作为大别－苏鲁

地区超高压变质带研究的常用技术之一，亦可促进

国内变质岩石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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