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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金断裂带主要经历了两阶段的 构造演化, 形成不 同层次且具 有不同 特点的

典型花状构造型式。宏观断层构造组合、
断层擦 痕产状的变 化以及节 理组合充 分反映 出晚期
阶段浅部层次花状构造的存在, 早期阶段 中部层次花状构 造由反映 区域应变型 式的糜 棱状岩
石中其它应变标志性组合的存在 表现出 来。结合 Ar- Ar 记年 与矿物 对测温结 果, 表明前 者形
成于距今 46 M a, 是一次规模最强烈的变形叠加事 件; 后 者由距 今 91~ 89 Ma 的 韧性走 滑运动
形成, 并伴有断层带内 的低级变质作用( 温度 270~ 500

, 压力 0. 05~ 0. 45 GPa) 。两阶段双层

花状构造并存充分说明区域性走滑作用过程及其 调节作用的 多阶段性 与继承性, 其出 现部分
地调节了由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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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碰撞过程中区域性地壳物质的向东蠕散和隆 升过程。
构造演化

走滑断层作用

阿尔金断裂构造作为中亚地区一条地壳尺度的走滑断层构造( 图 1) , 近年来得到了
构造地质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注意了对于其区域大地构造属性( Molnar and Tapponnier, 1975; 张建新等, 1999; 葛肖虹等, 2000) 、大地构造意义( Tapponnier et al. , 1982; 郑剑
东, 1991; 车自成等, 1995; 郭召杰等, 1998b; 刘良等, 1996, 1998) 、走滑剪切型式( 左行或右
行, 杨藩等, 1994; 周勇等, 1998, 1999; 葛肖虹等, 1998) 、走滑拉分盆地( 郭召杰等, 1998a) 与
走滑活动时限( Liu Yongjiang et al. , 2001; Liu Junlai et al. , 2001) 及其现代活动性等开展了
广泛而且深入的讨论。然而, 对于阿尔金断裂的精细结构及其演化特点的调查与分析,
则因工作条件等的限制而未能得到广泛的开展。本文报道了对阿尔金断裂( 尤其中段)
的详细构造测量资料, 在对其进行系统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阿尔金断裂自晚白垩世
活动以来, 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构造变形演化。在距今 91~ 89 Ma 表现为韧性走滑运
动, 并伴有低级变质作用( 温度 270~ 500 , 压力 0. 05~ 0. 45 GPa) , 形成中部层次花状构
造; 距今 46 Ma 时的变形活动是一次规模最强烈的变形叠加事件, 形成的浅部层次花状构
造型式叠加并改造了早期形成的中部层次花状构造, 使得地壳深部变形组合得以与深部
物质一起逃逸到地壳浅部层次并与浅部层次构造组合并存。

1

浅部层次花状构造特点

阿尔金主断裂目前主要表现为由多条平面上平行排列, 但剖面上产状逐渐变化的断
层系构成, 相间伴有不同产状和规模的次级断层构造组合。区域上, 断裂系内的主要断
裂产状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 表现为: 主断层带以一组走向滑动断层构造面为主, 断层面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编号: 49872071, 49772157) 。
刘俊来, 男, 1960 年 12 月生, 教授, 主要从事岩石圈动力学与流变学结构方面的研究。
2001- 05- 11 收稿, 2001- 10- 08 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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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阿尔金断裂系 简图( 左上角插图示区域构造位置)
ASF. 阿尔金南缘断裂; ANF. 阿尔金北缘断裂; MHF. 米兰
LXF. 罗布庄

红柳园断裂; QHF. 且末

星星山头断裂; NQF. 北祁连断裂; TNF. 托来南山断裂;
. 丰收沟构造剖面;

. 长草沟剖面;

黑尖山断裂;

. 拉配泉构造剖面;

. 格斯断槽

Fig. 1 A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the Altun fault syst em ( the inset showing its regional t ectonic locat ion)

平直、规整和紧闭, 断层面上常发育擦痕和镜面。远离主断层面, 经常见到发育的背冲式
冲断层或逆冲推覆构造组合。阿尔金山中段拉配泉剖面( 图 2 ) 和丰收沟剖面( 图 2 )
逆冲推覆构造是花状构造的典型逆冲推覆构造, 在这组逆冲推覆构造中, 不同时代的地
层成为规模不等的岩片叠置于一起, 并且扰动了原岩的产状 ( 虽然总体上 仍具有平行
性) 。需指出的是, 对于阿尔金山东段( 祁连山北西延伸方向) 的区域地质调查揭示出, 断
层构造主要表现为走滑断层, 逆冲断层规模较小, 相伴的推覆构造远远不如中段和西段
发育。这一点也反映了阿尔金断裂走滑活动的区域变化。
与阿尔金走滑断层作用相伴, 主断裂带及其附近发育有不同规模和方向的中- 小型断
层构造。对于断裂带不同构造部位伴生小型断层面上擦痕构造测量结果, 明显反映出断
层作用的复杂性。由表 1 可见, 次级断层和主断层面上断层擦痕侧伏角变化介于 0 ~ 90
之间, 但在断层擦痕侧伏角玫瑰花图( 图 3) 上, 可以看到 4 个明显的分布峰值区, 分别是
6. 7 、
23. 9 ~ 33. 9 、
55. 2 和 85. 1 。这些不同擦痕侧伏角的区域分布, 由接近主断层向远
离主断层侧伏角有逐渐加大的趋势, 最小 侧伏
角出现在主断层面附近, 而最大的侧伏角 值出
现在远离主断层的一些次级断层面上。由此进
一步反映了断层力学性质由单剪向纯剪变化的
基本规律, 也是地壳浅部层次花状构造的 基本
特点。
不同产状的剪切节理构造是阿尔金断层作
用的宏观构造型式之一。在沿阿尔金断裂中段
由西向东, 在当金山口剖面中元古界片岩、片麻
岩系 和志留系 的绿片岩 中, 在 清水东沟、黑 水
沟、
格斯煤矿等地侏罗系、第三系砂岩、砂 泥岩

表1

断层擦痕侧伏角测量结果

Table 1 Measurements of pitch angles of fault st riae
侧伏角间隔

擦痕数目

侧伏角平均值

0~ 9

3

6. 7

10 ~ 19
20 ~ 29
30 ~ 39

2
7
7

10. 3
23. 9
33. 9

40 ~
50 ~
60 ~
70 ~

49
59
69
79

2
5
4
2

45
55. 2
65
77. 5

80 ~ 89

9

8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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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阿尔金断裂带中段南缘( 上) 、北缘( 下) 构造剖面简图( 剖面位置见图 1)
1. 第四系; 2. 第三系; 3. 侏罗系; 4. 中-上元古界变质岩系; 5. 太古界变质岩系; 6. 古生代花岗岩;
. 拉配泉阿尔金断裂南缘剖面;
Fig. 2 Structural sections of the Southern (

. 丰收沟阿尔金断裂北缘剖面

) and Northern (

) margins of the middle part of t he Altun fault

里, 节理都十分发育, 且节理产状较稳定, 节理面平
直光滑。局部 X 型共轭节理系发育。大型节理面上
有时保留有因剪切滑动而留下的擦痕。节理遇到砾
岩、含砾砂岩中的砾 石等砾状 物体时, 多数直 接穿
切。中生界中的斜向节理使得成层性较好的砂岩层
等截割成带状、菱块状。这些特点充分显示出节理
以剪切性质为主( 朱志澄, 1999) 。
对沿阿尔金断 裂带岩石 中节理的 统计结果 表
明, 节理的产状变化很大。不同走向、倾向与倾角的
图 3 擦痕侧伏角玫瑰花图
Fig. 3

Rose diagram of pitch angles of f ault striae

节理可以共存于同一出露点上。总的趋势是节理走
向玫瑰花图 可以归为 2 大类, 即简单 型与复合 型。
简单型节 理组合主要分 布在远离主 断层带的 岩石
中, 而复合型则主要分布在主断层带附近的岩石中。

究其主要原因, 在于岩石中节理的类型与组合受局部应变型式制约。远离断层主带的简
单型节理组合为对应着纯剪应变共轭剪切节理组合, 断层带附近的复合型节理组合则满
足单剪条件下的 Riedel 剪切破裂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前中生代变质岩系中的节理、还是中- 新生代地层中的节理, 无论
在断裂带中段东侧当金山一带, 还是在断裂带中段西侧格斯煤矿沟、丰收沟一带, 节理走
向分布规律性很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当金山口前中生代变质岩系中( 太古界与中元
古界) 统计的节理走向玫瑰花图( 图 4 右) , 与在采石岭、
清水东沟、黑水沟、格斯煤矿、丰
收沟等地沿阿尔金断裂带几个不同部位的侏罗系及第三系中所统计的节理走向玫瑰花
图( 图 4 左) , 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从而说明沿阿尔金断裂发育的主要节理组应该是新生

1期

刘 俊来等: 阿尔金断裂双层花状构造的厘定

55

代以来的区域构造 应力场的产
物。
显而易见, 无论在垂直于或
平行于断层面走向的方向上, 断
层作用型式、
应变特点以及由此
产生的宏观与微观 构造型式都
有显著的规律性变化。断层产
状变化规律反映出 断层组合的
花状构造型式; 断层的类型与性
质、
断层面上的擦痕侧伏角变化
以及相关节理组合 反映出的应

图4

节理走向玫瑰花图

左. 采石岭、清水东沟、黑水沟、格斯煤矿、丰收沟的侏罗系及第三系中的
节理统计结果; 右. 当金山口南前中生界中的节理统计结果
Fig. 4 Rose diagram of strikes of t he joints

变型式变化都为正 花状构造的
存在提供了旁证。

2

中部层次花状构造的厘定

阿尔金断裂带内中部层次的花状构造组合主要由早期断层作用过程中产生的糜棱
岩及其主叶理与相应的应变变化型式反映出来。虽然它们曾经历了多阶段后期断层作
用的改造, 但糜棱岩的主要组成及由此反映出的早期应变特点, 却基本上没有受到很大
的扰动。它们的出现, 充分展示了早期中部构造层次花状构造的特点, 及其与传统推覆
构造的差异。
遭受阿尔金断层剪切作用的岩石中糜棱叶理的表现型式与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原
岩类型与特点制约。在花岗质岩石中, 糜棱叶理主要表现为由石英等矿物颗粒的单向定
向性反映出来, 而长石颗粒呈脆性- 韧性转变状态。高应变云母片岩中, 不仅云母类矿物,
尤其新生白云母类矿物颗粒平行定向排列, 而且石英颗粒单体形态也具有 显著的定向
性。另外, 在中生界变质砂岩中, 新生白云母、
绿泥石和石英颗粒的定向性同样构成不同
程度发育的糜棱叶理。在阿尔金断裂带中, 糜棱状岩石的分布具有相对广泛性, 不仅限
于主断裂( 脆性主断裂) 带及其附近, 在断裂带两侧的相对弱变形( 断层不甚发育) 区同样
广泛分布。糜棱状岩石的主糜棱叶理虽然受到宏观断层作用的改造, 但是, 断裂作用的
性质决定了其仅具有微弱的旋转性, 致使糜棱叶理的总体产状变化与脆性断层构造的产
状变化具有相似性, 表现为在主断层带附近糜棱叶理产状较陡, 远离之则较缓。同时, 向
着主断层糜棱岩中拉伸线理的发育程度也逐渐加强, 构造岩由 S 型逐渐转变为 S- L 型构
造岩。
对阿尔金断裂带中- 西段长草沟、
拉配泉、黑水沟、
格斯煤矿、丰收沟等地区采集的长
英质糜棱岩、
片岩和变质砂岩中发生了动态重结晶的石英亚晶粒的 C 轴测定结果( 图 5
中以长草沟剖面和格斯断槽为例) 表明, 无论构造岩的原岩是中元古界岩石, 还是中生界
岩石, 石英晶粒的优选型式及其对称性都具有规律性的变化。主断层带附近( 样品 P01、
Gs07- 2) , 以单斜对称式极密组合型优选型式为典型; 随着远离主断层带, 极密的型式逐渐
变得复杂, 向着斜方对称型式发展( P08- 6, P10- 7; Gs07- 4, Gs22) 。斜方对称优选型式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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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阿尔金断裂带不 同构造部位构造岩中石英优选型式图
a~ c 为长草沟剖面: a. 长英质糜棱岩( 样品 P01, n= 101) ; b 和 c. 石英二云母片岩( b. 样品 P08-6, n= 106;
c. 样品 P10-7, n= 98) ; d~ f 为格斯断槽: d. 变质石英砂岩( 样品 Gs07-2, n= 130) ; e. 变质石英砂岩
( 样品 Gs07-4, n= 122) ; f. 变质石英细砂岩( 样品 Gs22, n= 138)
Fig. 5 Crystallographic orientat ion patterns of quart z grains in t ectonite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A lt un fault

纯剪切变形作用产生的, 而单斜对称优选型式主要与单剪变形作用相关。造成这种双重
性质的优选型式可能是由于从断裂带中心向边缘变形作用由单剪向纯剪应变的转 变。
或者说, 靠近断裂带中心以单剪应变为主, 随着走滑花状构造的形成与演化, 使其向断裂
带两侧逃逸, 远离断裂带以纯剪为主, 并且部分继承了单剪的性质( 图 6) 。
应用糜棱岩中变形石英颗粒的三维形态统计分析, 投影点具一定的变化趋势( 图 7) 。
表现为由断层带边界向着中心, K 值逐渐加大并逐渐趋于 1。由此充分说明压扁型( 纯
剪) 应变向平面( 单剪) 应变的变化趋势。

图 6 阿尔金断裂被改造的早期中部层次花状构造示意图
示韧性剪切带应变型式的变化; BS. 脆性断裂; DS. 韧性剪切带
Fig. 6 The f aulted early deep level flower st ructure
along the A ltun f ault

图 7 阿尔金 断裂带内糜棱状岩石
有限 应变椭球体的 Flinn 图解
Fig. 7

Flinn diagram of the mylonit ic
rocks f rom the Altun fault

目前还很难确定中部层次花状构造是正花状或负花状构造。它与浅部层次花状构
造的基本特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但两者在组成上却具有很大的差别, 主要反映了花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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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形成时变形环境的变化, 尤其是温度和围压环境条件。对高应变岩石中同变形期白
色云母和绿泥石矿物对的分析结果表明( Liu Junlai et al. , 1999) , 断层带中岩石变形时温
度和压力条件有一定的变化范围 ( T 为 270~ 350

; P 为 0 005~ 0 43 GPa) 。虽然区域

性的埋藏升温与升压为局部温度和压力的变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侏罗系岩石远离断
层带则逐渐过渡为正常的沉积岩, 由此充分证明了温度和压力条件的变化与变形作用过
程的密切关系。其中同变形期地质流体的广泛介入, 对于断层带内温度的升高与局部高
热流值的出现具有重要贡献, 而变形过程中构造应力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附加围压源。

3

花状构造的形成时间
岩石变形的构造样式、
应变的主要型式并结合统计构造测量结果, 证实在阿尔金断

裂形成与演化过程中, 经历了至少两个主要阶段的走滑变形作用的影响与改造, 相应地
形成两种不同构造层次的花状构造型式。它们是对于岩石结构与组成影响最大的两次
变形事件。上文讨论及野外关系已揭示出两种花状构造具有显著的交切关系。浅部层
次花状构造交切并改造了中部层次花状构造组合, 形成两种花状构造共存的组合型式。
对于糜棱状岩石中的一些同变形期新生矿物如绢云母、白云母、黑云母和绿泥石等
40

39

的激光微区 Ar/ Ar 测年, 获得了一组 89. 2~ 91. 7 Ma 的等时线年龄、
一组 46. 6 6. 4 Ma
表面年龄和 209~ 202 Ma 的碎屑白云母表面年龄( Liu Yongjiang et al. , 2001; Liu Junlai et
al. , 2001) 。其中后者( 209~ 202 Ma ) 取自侏罗系变质砂岩, 代表着原岩的年龄。而 91~
46 Ma 的年龄组代表着花状构造形成与演化的阶段年龄, 91~ 89 Ma 的年龄组说明阿尔金
断裂的中部层次花状构造形成于晚白垩世, 并伴有低级变质作用, 而浅部层次花状构造
的形成年龄为 46 Ma 6 4 Ma, 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最终碰撞和俯冲有关( Liu Yongjiang
et al. , 2001) 。

4

花状构造的大地构造意义
花状构造, 作为走滑断层作用的典型构造型式已得到广泛的认识。前人的研究结果

充分揭示了由断层构造展示出的花状构造型式( 朱志澄, 1999) 。上述讨论证实, 花状构造
的出现受与走滑作用相伴出现的区域应变型式的变化制约。构成区域花状构造组合型
式的构造样式不仅仅限于可见的宏观断层构造组合, 反映区域性应变型式的糜棱状岩石
中的其它应变标志性组合的存在同样构成花状构造型式。
一度曾认为花状构造应该发育于构造变形并不强烈的地区, 但近年来的研究却也发
现变形强烈的造山带同样有花状构造产出( 朱志澄, 1999) 。阿尔金断裂的形成和演化过
程中经历了两阶段的花状构造演化, 不过晚期阶段的浅部层次和早期阶段的中部层次花
状构造都难以揭示出来。阿尔金断裂作为青藏高原的北部边界, 作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
块陆

陆碰撞与青藏高原隆升的重要产物, 对于区域变形过程与区域地壳构造格局具有

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陆

陆碰撞过程中, 区域上地壳物质的运动主

要表现为 2 种型式: 向东蠕散和区域隆升。向东蠕散作用可以由阿尔金断裂的巨大水平
位移( 达 300 km 以上) 得以说明, 区域隆升则由喜马拉雅山脉崛起与青藏高原的形成解释
和阐明。这 2 种作用过程中, 阿尔金断裂及相关断裂构造的出现与巨大的位移调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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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主断层带上的走滑作用主要调节了物质的水平蠕散; 而花状构造的出现为区
域隆升与深部物质的向上逃逸创造了先决条件。主断裂带走滑分量与垂直运动分量的
区域变化规律( 东部以走滑为主, 中- 西部以走滑和逆冲共存) 更说明这种区域调节的重要
意义。两阶段双层花状构造的并存, 充分阐述了区域性走滑作用过程及其调节作用的多
阶段性与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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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ER-STRUCTURES FORMED IN TWO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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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 stages of structural evolution were recognized in the Altun fault zone, which created flower
structures in varied crustal levels with different features. The existence of fault breccias, fault zones
and fault groups suggested a faulting in the upper crustal level. Meanwhile, it was indicated, by
occurrence of the mylonites, related structures and metamorphic rock associat ions in the fault zone,
that the fault ing experienced a stage of evolution in the middle crust al level. A later stage flower
structure was evidenced by fault groups, striae on fault planes and related joints, while the earlier
stage flower structure was characterized by strain indicators in the mylonites, such as occurrence
variation of the mylonit ic foliations, types, fabric patterns and strain patterns of tectonites. The
40

39

Ar- Ar dat ing and geothermometer-geobarometer estimation revealed that the former was a superimposition event about 46 Ma ago, and the latter a ductile faulting about 91~ 89 Ma ago, accompanied with low-grade metamorphism ( temperature 270~ 500
and pressure 0. 05~ 0. 45 GPa) .
The co- occurrence of two stages of flower structures might suggest the multistag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trike-slip faulting due to the continent continent collision between the Eurasia and Indian plates. The strike- slip faulting along the main fault recorded the eastward regional creep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wo stages of flower structures and related thrusting
on both sides provided chances for regional uplifting and for upwelling of deep crustal materials.
Key Words The Altun fault , Flower structure, Structural evolut ion, Strike-slip faul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