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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柴达木盆地东部都兰一带，由于一系列北东倾的、向南西推覆的逆冲断层作用和温泉断裂的右行走滑作
用，将柴达木盆地的变质基底和前中生界沉积基底翘起，从而使得柴达木盆地与共和盆地分隔开来．逆冲断层中磷
灰石裂变径迹（丌）测年结果反映了柴达木盆地基底断层作用的规律性．从Ｆｒ测年结果可以看出，Ｆｒ年龄分为２
组，也就是２个活动时期：第１期为１０８ Ｍａ至６１ Ｍａ；第２期为２６．６ Ｍａ至１７．８ Ｍａ．第１期反映的断裂活动具有明显
的规律性：从柴达木盆地南缘的东昆仑开始，向柴北缘方向，逆冲推覆的断层作用时间逐渐变年轻，从东昆仑的
１０８．０±９．６

Ｍａ（柴达木南缘断裂）变为６３．７±４．４ Ｍａ（柴北缘断裂），之后可能有小的跳动．第２期，在原有的一些逆

冲断层上形成了新的活动，或形成了一些新的逆冲断层，总体上具有无序或跳跃式变动的特点．
柴达木盆地东部，裂变径迹，热历史。逆冲断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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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荣宝等：柴达木盆地东部中新生代两期逆冲断层作用的丌定年

言

２地质背景

青藏高原北部的柴达木盆地是世界屋脊青藏高

研究区位于柴达木盆地与共和盆地之间，是东

原内部最大的山间盆地，其构造变形与印度一欧亚

昆仑、祁连山与柴达木盆地基底、共和盆地基底（属

板块碰撞作用具有密切的联系．有关柴达木盆地成

于西秦岭）共同作用的构造体系复合部位（图１）．区

因与新生代构造演化的构造模型，主要包括新生代

内出露有含榴辉岩透镜体的元古宇沙柳河群变质结

复向斜模式…、跳跃式与澡盆充填模式【２。］、推拉门

晶基底，以及下古生界阿斯扎群、上泥盆统牦牛山

模式ｂ１和自帕米尔向东挤出模式怕１．在考虑盆地周

组、石炭系中、下统、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新近系

缘构造时，阶梯式跳跃与澡盆充填模式陋１推测，柴达

和第四系地层，发育晚古生代花岗岩类．

木盆地南缘的逆冲断层系的形成早于柴达木盆地北

２．１柴东逆冲断层系

缘逆冲断层系．推拉门模式ｂ’认为柴达木盆地南缘

柴东逆冲断层系处在祁连山南缘的北宗务隆山

的祁漫塔格和柴北缘逆冲断裂的地壳增厚作用都开

断裂（ＮＺＦ）与东昆仑的昆仑断裂（ＫＬＦ）之间（图２），

始于大约４９ Ｍａ前．与之相反，挤出模型怕１推测柴

主要由南边的柴达木南缘断裂（ＳＱＦ）和北边的柴北

达木盆地周缘的断层同时启动，在盆地南缘发育右

缘断裂（ＮＱＦ）以及它们之间的一系列逆冲推覆构造

行走滑断裂，盆地北缘发育左行走滑断裂．

组成，由北往南依次为鄂拉山断裂（Ｅ塔Ｆ）、哈茨谱

，

为了检验以上这些构造模型，本文利用柴达木

断裂（ＨＣＰＦ）、察汗乌苏断裂（ＣＷＦ；相当于绿梁山一

盆地东部基底岩石磷灰石裂变径迹分析和热历史模

锡铁山南缘断裂ＬＸＳＦ的东延）、沟里断裂（ＧＬＦ）和

拟，提出柴东地区逆冲断层系的活动时间可以分为

柴达木南缘断裂南侧的波罗尔断裂（ＢＬＦ），将东昆

２期：第１期为１０８ Ｍａ至６１ Ｍａ；第２期为２６．６

仑、柴达木盆地基底与祁连山三个不同的构造单元

Ｍａ

至１７．８ Ｍａ．

叠置在一起．都兰逆冲断层（ＤＴ）和都兰拆离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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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ｌ柴达木盆地区域断裂系统简图
ＮＱＬＦ一北祁连山山前断裂带；ＮＱＬＳＦ一北祁连山南缘断裂带；ＣＱＬＳＦ一中祁连山南缘断裂带；ＮＺＦ一北宗务隆山断裂带；ＮＱＦ一柴北缘断裂
带；ＩＡＳＦ一绿梁山一锡铁山南缘断裂带；ＮＱＭＦ一祁漫塔格北缘断裂带；ＳＱＦ一柴达木南缘断裂带；ＫＬＦ一昆仑断裂带；ＡＴＦ一阿尔金断裂带；
ＷＦ一温泉断裂带（鄂拉山断裂带）．图中灰色方框为本文研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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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柴达木盆地东部地质构造简图和剖面
ｌ一第四系；２一新近系；３一中生界一古生界；４一元古界；５一花岗岩类（主要为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６一左行走滑断裂；７一右
行走滑断裂；８一逆冲断层；９一伸展构造（正断层）；１０一飞来峰；１１一榴辉岩产地；１２一采样点位置．ＷＱＦ一温泉断裂；ＮＺＦ一北
宗务隆山断裂：ＮＱＦ一柴达木北缘断裂；ＥＬＳＦ一鄂拉山断裂；ＨＣＰＦ一哈茨谱断裂；ＣＷＦ一察汗乌苏断裂；ＧＬＦ一沟里断裂；ＳＱＦ一
柴达木南缘断裂；ＢＬＦ一波罗尔断裂；ＬＫＦ一龙洼卡鲁断裂；ＫＬＦ一昆仑断裂；ＤＤＦ一都兰拆离断层；ＤＴ一都兰逆冲断层．ＳＴＳ一赛
什塘山飞来峰构造；ＺＭＴ一醉马滩飞来峰构造．图中给出Ｆｒ年龄（单位：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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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ＤＦ）也处在柴东逆冲断层系的分布范围内，但是

南发展的趋势，其形成的时代应该在第四纪（或还在

形成的时间可能较早，在新生代也有活动，也可以归

活动）．

入柴东逆冲断层系之内．

柴达木南缘断裂（ＳＱＦ），前人也称之为昆中断

．

乌兰盆地北界的柴北缘断裂，是约８００ ｋｍ长的

裂，它延伸在１０００ ｋｍ以上，将柴达木盆地的基底仰

柴北缘逆冲断层系的东延部分，为ＮＷ走向，北倾，

冲到东昆仑山上，使得柴达木盆地成为东昆仑山的

将元古界、早古生代火山岩和三叠纪花岗岩、花岗闪

背驮式盆地．柴达木南缘断裂的向南发展，就是其

长岩推覆在乌兰盆地中新世油砂山组红层之上．

南边的波罗尔断裂（ＢＬＦ）．

哈茨谱断裂（ＨＣＰＦ）处在哈茨谱山（“哈茨谱”在

柴达木南缘断裂部分发育在花岗闪长岩岩基

蒙语中指帐篷多）的南侧（图３），将三叠纪哈茨谱山

中，野外可见到将花岗闪长岩推覆到花岗闪长岩之

花岗岩类侵入体推覆到英特尔羊场沟新近系油砂山

上的低角度逆冲断层作用和伴随逆冲作用发育的一

组之上，并在新近系内部形成一系列隐伏逆冲断层

系列裂隙构造（图４）．花岗闪长岩具有似层状构造，

及断层相关褶皱．英特尔羊场沟新近系中的背斜褶

发育有较多钾长石含量的裂隙脉．

皱构造具有雁列分布的特点，并显示自西北向东南

２．２温泉断裂带

方向的生长，背斜山与沟谷盆地具有类似的地貌特

温泉断裂带，也称为哇洪山断裂带，主要沿哇洪

征，说明哈茨谱断裂前缘的逆冲作用有自西北向东

山一线分布，呈ＮＮＷ向延伸达２００ ｋｍ以上（图２），

图３柴东逆冲断层系中的哈茨谱断裂
Ｑａｌ一第四系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Ｎｇ－新近系Ｎ”ｇｅ∞；１．ｒ－三叠系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Ｇｒｔ－花岗岩Ｇｒａｎｉｔｅ
图片中下方的白色越野车为比例尺，镜头指向北西．
Ｈａｃｉｐｕ ｆａ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ｕｓｔ

Ｆｉｇ．３

Ｆｏｒ ｓｃａｌｅ。ｃｉｒｃｌｅｄ ｗｈｉｔｅ

ｃ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ｅｚｑｔｓｔｅｍ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３ｍ ｌｏｎｇ．Ｖｉｅｗ

ｔｏ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图４柴达木南缘断裂带在花岗闪长岩中的发育
东昆仑山中部向南逆冲推覆的花岗闪长岩岩片，具有似层状特征．断裂组合形态（镜头指向西）．
Ｆｉｇ．４
Ｓｏｕ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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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柴达木盆地东缘右行走滑断裂系统．断裂带内由

括５个样品．所有样品的平均径迹长度分布范围为

３—５条断裂组成，呈平行雁列展布，北端斜截柴北

１１．７１－ｔ－Ｏ．１７（ｐ．ｍ±ｌａ）（样品ＸＨ０４０９１４—５）至

缘断裂，南端切断柴达木南缘断裂．温泉走滑断裂

１２．５８

系统构成柴达木盆地的东界与共和盆地的西界，也

１），远小于原始径迹长度（１６．３±０．９ ｔｔｍ）ｕ纠和快速

是东昆仑与西秦岭交接的部位．

冷却至地表温度的裂变径迹平均长度（１４．５—１５．５

温泉断裂的右行走滑作用切过了柴达木盆地基

４－０．１８（／．ｔｍ±ｌａ）（样品ＸＨ０４０９１６—９）（表

ｔｉｍ）¨刮，表明这些样品均不同程度地经历过部分退

底向昆仑山仰冲的逆冲断裂作用，因此，其作用的时

火作用．

间应晚于柴东逆冲断层系，而与温泉断裂东侧的南

３．３热历史模拟

木塘断裂和赛什塘山飞来峰构造的年代相当，断裂
作用发生在早上新世时期．

根据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数据模拟的时间一温
度热历史结果表示在图６中，图中也给出了径迹长

度直方图．由于各个样品单颗粒ＡＦＴ年龄分布的不

３裂变径迹（丌）测年方法及结果

同，本文１１个样品分为３组进行模拟．第１组样品
（图６ａ）（５个）模拟了１５０ Ｍａ以来的热历史，具有中

３．１测年方法

生代白垩纪隆升一剥露过程，在新生代之前已经结

裂变径迹（丌）测年法是揭示上地壳岩石经历

束；新生代早期（古近纪）普遍出现沉降过程，并在新

的冷却历史和地壳运动地表过程的一种有效方

近纪以来再次出现隆升一剥露过程，以至形成目前

法ｎ’８】．隆升之前处在部分退火带（ＰＡＺ；通常为６０

的地形地貌．第２组样品（图６ｂ）（５个）模拟６５

～１１０℃）底下并具有零年龄的岩石（磷灰石）样品

以来的热历史，反映了古近纪以来的隆升一剥露过

记录了隆升的历史¨’１刑，为确定大型断层带晚期阶

程，而新近纪以来可能出现新的沉降和快速隆升一

段剥露作用历史的运动学提供了关键信息ｎ¨．

剥露过程．模拟得到的最后一期快速剥露过程出现

Ｍａ

裂变径迹测年分析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

在中新世晚期，与前人给出的青藏高原东北缘约８

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磷灰石样品在中国

Ｍａ和秦岭西南部约９．４ Ｍａ以来的快速冷却和剥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４９２反应堆进行辐照．采用外探

露事件ｎ７一们相一致，因此，可能受青藏高原东北缘

测器法¨２’标准测试流程及Ｚｅｔａ（ｒ）校正法¨３１计算得

普遍存在的这一期新生代晚期构造事件的影响．第

到样品的ＡＦＴ年龄．计算ＡＦＴ年龄采用的权重平均

３组样品（图６ｃ）（１个）模拟了中生代以来的热历

Ｚｅｔａ（ｒ）值为３５２．４－ｉ－２９．

史．与第１组相似，第３组样品具有中生代白垩纪

３．２样品采集与测年结果

以来的隆升一剥露过程，在新生代早期出现沉降过

本研究采集了柴达木盆地东部一系列花岗岩类

程，并在新近纪以来出现新的快速隆升一剥露过程．

样品（采样点位置见图２），主要为与逆冲断层有关

热历史的模拟结果与根据ＡＦＴ年龄进行的解释具

的断裂上盘或下盘侵入岩样品．图５给出了各个样

有一致性．

品的磷灰石单颗粒年龄直方图和放射图．
采用Ｙ２检验以确定单颗粒年龄是否落在泊松

４讨论

分布范围内，以便区分是否属于一个单一的年龄群
组¨引．表１中，大多数样品的ｘ２概率＞５％，即通过

本文分析的磷灰石样品，均采自柴达木盆地东

ｘ２检验时，订年龄采用合并年龄（即样品所测颗粒

部被逆冲断层错断的花岗岩岩基（主要属于东昆仑

总体法年龄，或称“池年龄”）；样品ＸＨ０４０９１３—３、

和鄂拉山晚古生代岩浆岩带）中侵入岩，它们主要经

ＸＨ０４０９１４—３、ＸＨ０４０９１４—５和ＸＨ０４０９１５—４的ｆ

历了受后期逆冲断层作用等而被抬升和冷却的过

概率≤５％，即不能通过１２检验时，中值年龄被

程∽１，而与盆地沉积地层中磷灰石样品经历的埋藏

采用．

愈合与冷却一抬升的热历史有所不同ｎ￡１７’１钆引．但

所有分析样品的ＡＦＴ年龄均处在中、新生代，

是，径迹长度分布和热历史模拟的结果说明，古近纪

范围为１０８．０±９．６ Ｍａ（样品ＸＨ０４０９１７—１Ａ）至

以来柴达木盆地东部基底的部分岩石，经历了受埋

１７．８±２．８

Ｍａ（样品ＸＨ０４０９１５—５）（表１）．ＡＦＴ年

藏作用影响而部分愈合的过程．

龄可以分为两组：第１组年龄为１０８ Ｍａ至６１ Ｍａ，包

从ＡＦＴ测年和热历史模拟结果可以看出，ＡＦＴ

括６个样品；第２组年龄为２６．６ Ｍａ至１７．８ Ｍａ，包

年龄分为２组，也就是２个活动时期：第１期为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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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柴达木盆地东部磷灰石裂变径迹分析结果
左：单颗粒年龄直方图．曲线为拟合中心年龄趋势．右：放射图．横坐标上为相对误差，下为精度．
左侧竖坐标为相对误差范围，右侧竖坐标为年龄Ｍａ．
Ｆｉｇ．５
Ａｐａｔｉｔｅ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Ｌｅｆｔ：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 ｓｈｏｗ
ａｎｄ

ｍｅａｍｘｅｄ

ｌｏｗｅ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ｉｎｇｌｅ耐ｎ ａｌｍｔｉｔ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２ ｓｉｇｍ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万方数据

ｇｌ＂ａｇｅｅ．Ｃｕｒｖｅｓ ｆｉ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Ｔ 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ｒ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ｌｒＯｌ∞ａｎｄ ａｇ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ａｘｉｓ，ａｐａｔｉｔｅ ＦＴ

ｓａｍｐｌｅ．彤出：Ｒａｄｉａｌ

ｐｌｏｔ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ｕｐｐ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耐ｍ（１／ｓｉｇｍ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ｅｆｔ ａｘｉｓ，ｂａ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ｇｅｓ ｉｎ Ｍａ．

５１卷

地球物理学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１２２

图６柴达木盆地东部磷灰石裂变径迹热历史模拟结果
热历史的模拟采用ＡＶＩＳｏｌｖｅ［”１软件和ｇｅｔｃｈａｍ等（１９９９）［２１１退火模型．左侧为时间一温度模型，浅灰色和暗灰色区域分别代表可接受的（数
据不能排除的Ｔ—ｔ轨迹）和好的（数据支持的ｒ—ｔ轨迹）拟合结果，实线代表最佳拟合时间一温度曲线．上、下水平虚线分别代表磷灰石
部分退火带的上限和下限．样品内径迹长度直方图（频数为，）列于右侧．ＭＬ：平均长度．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Ｆｒ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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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荣宝等：柴达木盆地东部中新生代两期逆冲断层作用的Ｆｒ定年

１期

Ｍａ至６１ Ｍａ（第１组），主要处在白垩纪；第２期为
２６．６ Ｍａ至１７．８

本文分析得到的第１期逆冲断层作用的时间序

Ｍａ（第２组），主要处在渐新世一早

次，与跳跃式高原生长模式有些类似，但是在时间上

中新世．除了处在温泉断裂北端样品（ＸＨ０４０９１４—

并不符合．第２期逆冲断层作用在盆地各部位及南

３）之外，所有采白逆冲断层上盘并靠近断层的样品

北两缘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似乎与挤出模型№１比

均具有较为年轻的年龄，处在第２组年龄（２６．６

较一致，但逆冲断层的启动较阿尔金断裂晚，似乎不

Ｍａ

Ｍａ）范围内．而处在逆冲断层下盘和断层之

好解释它们与阿尔金断裂的关系．因此，本文更倾

间（除样品ＸＨ０４０９１６—３之外）的样品均具有较老的

向于认为，柴达木盆地南、北两缘及内部的逆冲断层

年龄，为第１组年龄．样品ＸＨ０４０９１６—３具有第２

作用总体上具有无序性，同时又具有本文提出的两

组ＡＦＴ年龄值（２１．９

个阶段的规律性．

—１７．８

４－２．９

Ｍａ），而且发育韧性变

形，推测可能也是处在一条逆冲断层的上盘．

在时间上，磷灰石Ｆｒ年龄揭示的柴达木盆地东

地壳隆升一般不是一个独立的构造事件，它总

部第１期快速冷却与剥露事件，与我国东部以及秦

是与断裂活动及褶皱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柴达木

岭西北部晚白垩世以来的快速冷却和剥露事件相对

盆地东部出露的基底岩石主要发育断裂构造，其地

应，如扬子克拉通约为１００—６０ Ｍａ，南秦岭约为８０

壳隆升作用整体上与青藏高原通过其边界及内部断

—６０

Ｍａ［１钆引．但是，中国东、西部应力作用的方式

裂而引起的隆升效应有关，而ＡＦＴ年龄分布的细节

却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东部和秦岭南、北地区，晚

则更受局部断裂活动的制约．

白垩世以ＮＥ—ＳＷ方向拉张的应力场为主¨９’引；而

第１期ＡＦＴ年龄反映了白垩纪地壳隆升，与该
地区缺失白垩系沉积相一致，是一次区域性的连续

在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晚白垩世以ＮＥ—ＳＷ方向
挤压的应力场为主．

事件．第１期地壳隆升与断裂活动具有明显的规律
性：从柴达木盆地南缘的东昆仑开始，向柴北缘方

５结

论

向，地壳隆升及与之相关的逆冲推覆作用的时间逐
渐变年轻，从东昆仑的１０８．０±９．６ Ｍａ（柴达木南缘
断裂）变为６３．７

４－４．４

Ｍａ（柴北缘断裂），之后可能有

小的跳动，如都兰逆冲断层（图２中ＤＴ）在６１．２

根据ＡＦＴ测年、热历史模拟和区域热演化历史
的研究，结合野外地质关系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４－

（１）柴达木盆地东部基底逆冲断层具有２个活

Ｍａ开始活动，将含有超高压变质榴辉岩的片麻

动时期：第ｌ期为１０８ Ｍａ至６１ Ｍａ；第２期为２６．６

岩系带到地表．这说明在新生代之前，该地区发生

Ｍａ至１７．８ Ｍａ．第１期活动发生在印亚碰撞之前的

了自南向北的掀斜作用，柴北缘部位最后翘起，同时

挤压环境下，其逆冲断层作用具有从柴达木盆地南

可能发生了柴北缘断裂第１期逆冲作用．第ｌ期活

缘的东昆仑开始，向柴北缘方向逐渐变年轻的后退

动可以用东昆仑山作为构造楔向北楔入的鳄鱼嘴构

式特点．第２期活动的时间比较集中，反映了印亚

造模型和柴达木盆地东部基底逆冲断层作用来解

碰撞之后柴达木盆地东部基底逆冲断层系的贯通．

４．６

释，在鳄鱼嘴构造的上颚（即柴达木盆地的基底）发

（２）柴达木盆地南缘逆冲断层在第２期活动过

育一系列由北向南逆冲的断层．柴达木盆地东部基

程中，具有前裂式逆冲的特点．

底存在第１期活动的证据以及断裂活动的规律性说

致谢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ＭｃＲｉｖｅｔｔｅ和周苏平、申玉山等

明该地区在印亚碰撞之前的白垩纪已经存在地块挤

参加了部分野外工作，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

压和隆升过程．

动力学实验室完成裂变径迹测年，论文审稿专家提

第２期，由于印亚碰撞的远程效应，柴达木盆地
基底原有的一些逆冲断层又有了新的活动，或形成
了一些新的逆冲断层，并可能贯通而形成主柴达木
拆离断层Ⅲ１．这些逆冲断层总体上具有无序或跳跃

供了建议和帮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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