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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 part o f the Centra l L iaoning Southern Jilin P roterozoic m obile bel,t and genera lly hosted
in the duct ile and brittle ductile shear zones o f var ious scales. T hey cou ld be catego rized into
th ree system s. The nearly E W system in cluded m inera lized shear zones that w ere form ed par
alle l to S1 ( S0 ) and / or early( D3 ) S1 parallel shearsw ith in the E arly Pro terozo ic m etased im
ents a lo ng the pre ex ist ing E W trend ing reg ional fo ld s over w estern part o f th e region. Ve in let
dissem in ated, brecciated and a lterated foliation parallel orebod ie s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the
deposits o f th is system. Go ld m in eralization and re lated shearing activities w ere determ ined to
have taken p lace during th e Indosin ian orogeny. T he m in eralized shear zones attached to the
NE SW system w ere S2 para llel shears, som e of wh ich m igh t be results o f reactivation o f early
shear zones during go ld m inera lizatio n, and these events w ere considered to occur in the In
dosinian o rogeny, or last to the Yanshanian orogeny. T he Dandong ductile shear zone together
w ith its accessory structures const ituted the largest gold bearin g system over eastern part of the
reg ion. The go ld deposits o f this system, outcropping a long the m ajor structure, w ere hosted in
th e sub order shearing structures w ith in the large one. T hese deposits m ade up o f m edium to
steep ly dipping auriferous quartz vein s. T he structural relat io nships and geochronolog ical data
suggested both the in itiation o f the large shear zone and the associated go ld m in eralization oc
curring in the Y anshan ian m ovem en.t W ith num erous go ld deposits, eastern L ia on ing area oc
cup ied an im portant stratig ica l posit ion in the geo lo gy o f the Jiao L iao craton, and prov ided a
special case of go ld occurrence contrasting w ith m ost other craton ic deposits because of re lativ e
ly young go ld form ing ( M eso zo ic) and host rocks rather old ( E arly P roterozo ic).
K ey W ords Shear zones, Go ld m in eralizatio n, T ectonic even ts, Go ld form ing events,
Eastern L iaoning area

全国构造地质学年会暨 构造地质学新理论与
新方法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大学举行
由北京大学地球 与空间科学学院主办的全国构造地质学年会暨 构造 地质学新 理论与新方 法学术
研讨会 于 2006年 1月 14日至 15日在 北京大 学召开。 来自国内 外 30 多家研 究院所 和高 校的近 200
位构造地质学及相关 领域专家、
学者参加了会议, 代表了国内 构造地质 学及相关领 域的最高 研究水 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和北京大学有关领导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北 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张立 飞教授主 持, 北京 大学校长 助理李晓 明教
授、中国地质学会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任纪舜院 士在开幕 式上致辞。任院 士回顾了 中国构造 地质
学发展的历程, 激励年轻学者为构造地质学新理论与新方法研究努力探索 , 同时指出了我国高等院校构
造地质学本科教育应 加强的方向。
会议上有学术报 告 70余个, 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为大会 报告, 由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 员会
地球科学部主任柴育 成博士介绍我国地球科学 十一

五 发展 战略, 钟大 赉、
张 国伟、马宗 晋、
肖 序常

和任纪舜院士, 北京大学郑亚东教授, 加拿大构造地质学会主席林寿发教授, 及多位 国内知名学者, 就国
内外构造地质学新进 展、
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了精 彩演讲。第二阶 段为专题 会议, 共分 3个 会场, 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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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和应力场恢复 ( 万天丰, 1992) 结果与此一致, 有关地质工作结果 (汤有标等, 1990a;
Xu and Zhu, 1994) 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断裂带内北、南亚段分别有一定比例的近垂向和斜
向的作用力存在, 可能与深部物质运动有关 (朱光等, 2002) , 说明局部应力场的作用不可
忽视。
( 2) 以往研究 趋于认为: 新近纪初开始郯 庐断裂带持续遭受着挤压活动 ( 朱光等,
2002) , 更新世 火山岩 ( 牛漫兰等, 2005) 、现代地应 力测量 ( 李开善, 1987 ) 和 GPS观 测
( Shen et a.l , 2000)也都指示该断裂带附近现代主压应力方向为近东西向, 因而郯庐带安
徽段现代活动以逆冲为主兼走滑。本文则认为: 郯庐断裂带安徽段的北、
南亚段现代可
能有不同的断层活动方式, 分别表现为逆冲和正断特性。尽管中国东部普遍存在着挤压
应力场 ( 朱光等, 2004), 因浙闽地块阻挡了挤压应力的向西扩展, 这一稳定地块以西地区
仍可能发生伸展, 如赣江断裂更新世以来一直呈正断特性, 有 1 400 m 高的断层陡崖 ( 吴
根耀, 1997; 梁兴等, 2006) 。此外, 北、南亚段分界处近北西西走向的桥头集

东关断裂

可能成为构造变换带 ( 邬光辉等, 2004) , 使得正断层能变换为逆冲断层, 故该段东、西两
条主干断裂 ( F1和 F2 ) 分别倾向北西和南东 ( 汤有标等, 1990b), 北、南亚段现代地震活动
分别主要分布于断裂带西侧和断裂带东侧。
( 3) 两个可能震源断层面的优势取向, 总体上反映了该段不同方向的断层现今多处
于活动之中, 并主要沿袭了地质时期北北东 北东向及北西 北西西向两组断层走向;
现代地震震源破裂特征, 总体上与相关结果 (魏光兴等, 1993; 夏瑞良等, 1995) 较为一致,
说明了该段地震破裂特性的总体稳定性和本结果的可靠性, 也说明郯庐带安徽段为什么
不易发生中 强以上地震。定量的震源机制系统聚类方法分析得到的构造应力场和震源
破裂总体特征与统计方法的结果较为一致; 同时所显示的不同亚段应力场的差异特征,
较统计方法更为客观、
细腻。这一结果说明: 郯庐断裂带安徽段受华北和华南应力场的
共同作用, 其分界大约在北纬 32 附近, 因而该地成为华北与华南的地震活动过渡区。
致谢

两位审稿人对初稿提了建设性的宝贵意见, 谨致衷心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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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地质学新理论与 新方法、
构造地质学新理论与新 方法及应用、构造 地质学与地 区研究等 专题展 开,
就变形机制与流变学 、
造山带与陆内变形等领域的进展、问题及机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会议期
间还专门召开了自由 论坛, 对国内构造地质学的研究和发展问题进行了热 烈而具建设性的讨论。
另外, 与会学者还热烈讨论了构造地质学与力 学的新理论

最大有效力 矩准则。该 准则由 北京

大学郑亚东教授提出 , 为更合理解释断层构造提供了一个新理论, 例如低角度正断层和高角度逆冲断层
的成因、地震反射剖面中鳄鱼嘴构造等。大家普遍认为, 这一 理论的提出 具有重要的 原创性, 是构 造地
质学基础的标志性新 理论。
本次会议是在我 国科技大会提出 建设创新型国 家 的形 势下召 开的, 充分体 现了 创新、发展 的
思想意识。会议展示了我国构 造地质学研究最新进展的各议 题, 涵 盖了当今构 造地质学 研究的前 沿领
域, 达到了加强交流、
把握动态 、
拓宽视野、开拓领域、
推动理论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目的, 必将对构造地质
学进一步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
( 张进江

张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