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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准噶尔北缘覆盖区的高精度地面重磁数据开展三维约束反演，揭示出准噶尔盆地北缘浅覆盖区内

三维密度结构具有横向非均匀性，纵向有向深部延伸的趋势；深部广泛分布石炭纪、泥盆纪火山岩地层等高磁性

体，零散分布热液蚀变导致的热退磁的火山岩；北西向分布的低密度低磁性物质，对应无磁性的断裂破碎带．结合

多尺度边缘检测方法推断得到研究区隐伏断裂体系以及火山岩地层的空间展布．对贯穿研究区的综合地球物理探

测剖面进行人机交互联合反演，结果显示控制扎河坝蛇绿岩带分布的南北界深大断裂在深部构成开口向下的对称

扇形构造样式，说明此蛇绿岩带所代表的古洋盆具有双向俯冲的特征；结合区域地质资料，以及岩石地球化学研究

成果，认为剖面穿过的３个酸性岩体均为形成于晚石炭世后造山拉张构造环境的 Ａ 型花岗岩，可能是准噶尔东北

缘造山作用结束的标志．最后结合大量地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资料，对准噶尔东北缘区域构造演化进行了讨

论，认为扎河坝—阿尔曼太古洋盆于中奥陶世开始汇聚，古洋盆向南北两侧双向俯冲，在晚志留纪早泥盆纪洋盆

闭合．

关键词　准噶尔盆地；覆盖区；综合地球物理；三维反演；隐伏构造

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２１Ｐ００２７ 中图分类号　Ｐ５４１，Ｐ６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１１，２０２１０４１９收修定稿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２０１８ＹＦＣ０６０４００２）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大调查项目（ＤＤ２０１９００７１）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刘尧，男，１９８９年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重磁反演理论及深部探测等方面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ｙａｏ２００８６６６＠１２６．ｃｏｍ

通讯作者　孟贵祥，男，１９６８年生，研究员，主要从事深部探测和金属矿勘查技术方法研究．Ｅｍａｉｌ：ｍｇｘｌｗ＠１２６．ｃｏｍ

犇犲犲狆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犫犲狀犲犪狋犺狋犺犲狅狏犲狉犫狌狉犱犲狀犲犱犪狉犲犪狅犳狋犺犲狀狅狉狋犺犲狉狀犿犪狉犵犻狀狅犳犑狌狀犵犵犪狉犅犪狊犻狀

犪狀犱犻狋狊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犻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犳狉狅犿３犇犻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狅犳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犵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犱犪狋犪

ＬＩＵＹａｏ１，ＭＥＮＧＧｕｉＸｉａｎｇ
２，３，ＬＱｉｎｇＴｉａｎ

２，３，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Ｂｉｎ１，ＤＥＮＧＺｈｅｎ２
，３，

ＱＩＧｕａｎｇ
２，３，ＸＵＥＲｏｎｇＨｕｉ

２，３

１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犆犺犻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８３，犆犺犻狀犪

２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犆犺犻狀犪

３犛犻狀狅犘狉狅犫犲犆犲狀狋犲狉，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犪狀犱犆犺犻狀犪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狌狉狏犲狔，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ｃａｒｒｉｅｄ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ｔｏｉｍａｇｅ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ａｒｅａｉ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３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Ｉｔ

ｂｕｉｌｔｏｎ１∶５００００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ｓｕｒｖｅｙｓ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Ｔｈｅ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４卷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ｃｏｖ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ｈａｓａ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ｎ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ａｎｄ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ｏｅｘｔｅｎｄｄｏｗｎｔｏｔｈｅｄｅｅｐ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ｂｏｄ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ａｎｄ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ｓｔｒａｔａａｒｅｗｉｄｅ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ｔ

ｄｅｐｔｈ．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ｙｄ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ｅｄ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ｉｎ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Ｔｈｅ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ｏｗ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ｙｂ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ｒｏｃｋｓｗｉｔｈｉｎｆａｕｌｔ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ｅ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ｈｉｄｄｅｎ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Ｗ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ｊｏｉｎｔｈｕ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ｅｅｐ ｍａｊｏｒｆａｕｌ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Ｚａｈｅｂａ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ｂｅｌｔｆｏｒｍ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ｆａｎｓｈａｐｅ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ｗｉｔｈ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ｓａｔｄｅｐｔｈ．Ｉ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ｉｃｂａｓｉ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ｔｈｉｓ

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ｂｅｌｔ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ｔｗｏｗａｙ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ｅｉｎｆｅｒ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ａｃｉｄｉｃｒｏｃｋｂｏｄｉｅｓｃｒｏｓ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

ａｌｌＡｔｙｐ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ａｐｏｓｔＬａｔ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ｂｅａ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ｏｒｏｇｅｎ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Ｊｕｎｇｇａｒ．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Ｊｕｎｇｇａｒ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Ｚａｈｅｂａ

Ａｌｍｅｎｔａｉ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ｉｎｂｅｇａｎｔｏ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ｉｎ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ｉｎ

ｓｕｂｄｕｃｔｅｄｉｎｂｏ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ａｎｄｃｌ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Ｅａｒｌｙ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ａｒｅ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３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Ｂｕｒｉ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　引言

准噶尔北缘盆山结合带是中亚造山带的重要组

成部分，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和准噶尔—哈萨克斯坦

板块的结合部位，历经大洋扩张、古洋盆洋壳俯冲消

减、碰撞和板内运动等复杂的构造演化过程．准噶尔

北缘发育有两条重要的蛇绿混杂岩带：扎河坝—阿

尔曼太蛇绿岩带、卡拉麦里蛇绿岩带，同时发育少量

早古生代与俯冲相关的岛弧火山岩．所以，一直以来

准噶尔北缘盆山结合带都是地质学家研究的热点，

研究内容涉及：北疆地区古生代构造格局和造山作

用、准噶尔洋盆演化时限、古板块边界、蛇绿岩带形

成时代、成因类型及构造环境等重大地质问题（Ｘｕ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ＸｉａｏａｎｄＳａｎｔｏｓｈ，２０１４；Ｓ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针对区内出露的扎河坝蛇绿岩带，地质学家对

其构造环境、侵位过程、形成时代等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李锦轶等（１９９０，１９９５）认为扎河坝—阿尔曼太蛇

绿岩带是奥陶纪期间存在的并于晚志留世之前关闭

东准噶尔洋盆的洋壳残片，提出其侵位过程可以分

为俯冲、碰撞仰冲和陆内逆冲推覆等三个构造阶段．

黄萱等（１９９７）认为扎河坝—阿尔曼太蛇绿岩带形成

于早寒武世，并且早奥陶世到早泥盆世期间，该蛇绿

岩带的不同地段叠加了后期热事件．肖文交等

（２００６）认为扎河坝—阿尔曼太蛇绿岩带是古亚洲洋

的残余，并以洋内弧的形式向北拼贴到阿尔泰地体

南缘，形成科迪勒拉型俯冲边缘．牛贺才等（２００９）研

究发现该蛇绿岩带内存在超深俯冲后折返的洋壳，

认为其是大洋板块的超深俯冲带，进一步证实北疆

地区晚古生代新增陆壳是古亚洲洋多次俯冲作用的

产物．

虽然针对该区域的研究很多，也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但是已有研究，绝大多数都是针对区内出露较

好的基岩区进行的．以往对准噶尔地区的地质研究，

多是将其分为东、西准噶尔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仅

有少数学者进行了东、西准噶尔的系统对比研究（李

涤等，２０１３）．在东、西准噶尔之间是大片被中新生代

松散沉积物覆盖的浅覆盖区，地表基岩出露少，构造

形迹不明显，基础地质资料不足．这影响了对准噶尔

北缘盆山结合带的整体研究，导致对一些重要基础

地质问题认识比较模糊，争议较多，如区域性乌伦古

河深大断裂、扎河坝深大断裂等在覆盖区内延伸方

向及空间分布位置？西准噶尔出露的洪古勒楞蛇绿

岩带与研究区扎河坝蛇绿岩带之间是否还有蛇绿岩

带存在，若存在，其在覆盖区内空间展布如何？萨吾

尔—二台岛弧和谢米斯台—库兰喀孜干岛弧等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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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单元的分界线在哪里？

针对中新生代松散沉积物覆盖层对下伏基岩地

质情况的“遮蔽”作用，一般通过带地质地球物理约

束的三维反演，获得地下三维密度、磁化率结构（Ｌü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陈辉等，２０１５；祁光等，２０１２，２０１４；索奎

等，２０１８；严加永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７；邓震等，２０１９）．本文

在三维反演的基础上，利用综合地球物理探测方法，

揭示深部隐伏构造、岩浆岩空间展布，结合前人区域

地质、岩石地球化学、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研究成果，

进一步厘定区域断裂在覆盖区的展布、确定各构造

单元边界，并探讨扎河坝蛇绿岩带所代表的古洋盆

的俯冲极性及其地质意义．

１　区域地质与地球物理特征

１．１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属于准噶尔北缘盆山结合带的一部分，

位于东西准噶尔造山带衔接处，属哈萨克斯坦—准

噶尔微板块，其北侧为西伯利亚板块，南部以红岩断

阶带北断裂吐孜托依拉断裂为界与准噶尔盆地内乌

伦古凹陷相邻．自北向南跨越的三级构造单元包括：

萨吾尔—二台晚古生代大洋岛弧、扎河坝早古生代

沟弧带、谢米斯台—库兰卡孜干—纸房—琼河坝早

古生代岛弧．

区域上主要出露奥陶系、泥盆系、石炭系，二叠

系、白垩系地层和第三系、第四系松散盖层（图１）．

区域断裂主要为北西南东向，其次为北北西向、北

东向和近东西向（图１）．以往基础地质研究已查明

的区域深大断裂有：（１）额尔齐斯大断裂，位于额尔

齐斯结合带内，该断裂为岩石圈断裂，发育碎裂糜

棱岩带，属压扭性质，北盘南冲，具明显韧性剪切．

（２）可可托海—二台断裂，主要以北北西向右行走滑

剪切为主，形成糜棱岩、糜棱岩化岩石，南东南东东

向具有糜棱岩化与劈理化共同作用的特点．（３）萨尔

布拉克断裂，被可可托海—二台断裂右行错动，断裂

以北为额尔齐斯—玛因鄂博缝合带，以南为二台古

生代复合岛弧带．该断裂对该区火山沉积作用尤其

是岩浆侵入活动有明显的控制作用．（４）扎河坝断

裂，切割寒武奥陶纪扎河坝蛇绿岩和中、下泥盆统，

图１中蛇绿岩带北界断裂．野外地质剖面测量显示

该断层性质为向北倾的逆断层，与乌伦古河大断裂

倾向相对．（５）乌伦古河大断裂，图１中扎河坝蛇绿

岩带南界断裂，呈北西南东走向，倾向南西，断裂在

扎河坝以东地区出露较好，扎河坝以西被第四系

覆盖．

研究区侵入岩出露最为广泛的为石炭世花岗质

侵入岩，基性侵入岩仅少量分布．其中早石炭世壳幔

混源ＩＡ型花岗岩分布在乌伦古河断裂—萨尔布拉

克大断裂之间，侵入的最新地层为下石炭统姜巴斯

套组，出露的岩性主要包括闪长岩、花岗闪长岩、二

长花岗岩等．晚石炭世幔源 Ａ型花岗岩（扎河坝碱

长花岗岩）主要分布在乌伦古河断裂以南，侵入的最

新地层为下石炭统黑山头组，出露的岩性主要包括

辉长岩、闪长岩、正长花岗岩、碱长花岗岩等．

１．２　地球物理特征

１．２．１　区域卫星重力场特征

区域重力异常来自全球布格重力异常（ＷＧＭ２０１２），

数据分辨率为２′×２′，数据范围８７°Ｅ—９１°Ｅ，４４°Ｎ—

４８°Ｎ．区域重力异常显示（图２ａ），研究区位于准噶

尔东北缘布格重力负异常梯度带东北部、乌伦古—

二台重力高异常区内．区域布格重力场由西北向西

南和东北明显递减（图２ａ），局部重力异常比较发

育，主要表现为相对高值区等值线封闭和北西向“纺

锤状”的等值线同向弯曲等．北西向重力区域布格重

力相对高值区对应于泥盆纪中基性火山沉积建造．

卫星布格重力异常表明本区莫氏面埋深偏浅，地壳

薄，集中表现了以莫氏面为主导的深部构造隆起区

和上层建造变化的特点．

１．２．２　区域磁场特征

区域磁异常来自全球磁异常（ＥＭＡＧ２），数据

分辨率为２′×２′，数据范围８７°Ｅ—９１°Ｅ，４４°Ｎ—４８°Ｎ．

区域磁异常显示（图２ｂ），研究区位于扎河坝—二台

正磁异常内，以北西向条带状展布为特征，中部高两

侧低．中部正磁异常推测为隐伏中基性火山岩及或

基性、超基性岩浆岩体引起，以此为中心向南北方向

阶梯状递减，在南部乌伦古河断裂南盘（下降盘）附

近，表现为北西西向负磁异常．条带状的弧形异常主

要与泥盆纪石炭纪的火山岩建造中磁性体有关．条

带状正负磁异常相间的格局表明它们之间存在构造

（向斜或者背斜）．局部正磁场异常反映了浅部中基

性火山岩及可能存在的基性超基性岩浆岩体的分

布特征．

１．２．３　岩石物性特征

对研究区内各类地质体的物性的测定、统计和

特征分析是进一步开展地球物理反演解释的基础，

是推断地下物质组成的必要条件．为此，本次研究通

过野外实测并收集前人物性研究成果，得到该区岩

石密度、磁化率、电阻率，对它们进行综合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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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区域地质构造图（ａ）及综合地球物理剖面位置（ｂ）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ｂ）

　　全区密度最低者为中新生代盖层，平均１．４９

ｇ·ｃｍ
－３．沉积岩平均密度２．６５ｇ·ｃｍ

－３，其中凝灰

质砂岩密度较高，达到２．７５ｇ·ｃｍ
－３．侵入岩密度

平均值２．５９ｇ·ｃｍ
－３，主要为酸性侵入岩，相对于

周围地层密度偏低，随酸性增强，密度逐渐减小．火

山碎屑岩密度可分为两类：凝灰岩密度较高，平均

２．７６ｇ·ｃｍ
－３；火山角砾岩密度相对略低，平均

２．６４ｇ·ｃｍ
－３．火山熔岩中粗面岩、英安岩密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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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区域重磁异常（图中黑色框为研究区范围）

（ａ）布格重力异常；（ｂ）磁异常．

Ｆｉｇ．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ｆｒａｍｅ）

（ａ）Ｂｏｕｇｕｅ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ｂ）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低，平均值为２．６１ｇ·ｃｍ
－３；基性火山熔岩平均值

２．７８ｇ·ｃｍ
－３，其中玄武岩密度平均为２．８２ｇ·ｃｍ

－３，

为全区密度最高的岩石（表１）．

区内岩矿石磁化率普遍呈弱磁性，其中火山岩

磁性相对较高，玄武岩、安山岩等火山熔岩均值

５．６８×１０－３ＳＩ，以凝灰岩为代表的火山碎屑岩均值

５．８４×１０－３ＳＩ．侵入岩中以辉长岩、辉绿岩为代表的

中基性侵入岩磁性最强；酸性侵入岩中二长花岗岩

磁性最强，正长岩次之，其余近无磁性．另外，流纹

岩、安山岩均存在一定剩余磁化强度，其中流纹岩剩

磁最强．

地表出露岩石电阻率远高于中新生代盖层，其

中花岗岩电阻率最高，火山碎屑岩次之，沉积岩类电

阻率处于火山碎屑岩和中基性火山熔岩之间，电阻

率最低的是粗面岩．

２　数据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采集与剖面布设

本次研究所用重磁数据均来自１∶５万地面测

量，测量网格为１００ｍ×５００ｍ，数据范围６０ｋｍ×

４０ｋｍ．重力数据使用ＣＧ５型重力仪测量，磁法测

量使用 ＧＳＭ１９Ｔ磁力仪．电磁测深数据采集使用

ＥＨ４电导率成像系统，采集频率范围１０～１００ｋＨｚ，偶

极距４０ｍ，接地电阻不大于２０００Ωｍ，观测参数为

犈狓、犈狔、犎狓、犎狔．

为了揭示准噶尔北缘覆盖区下伏基岩地质情况

（地层、构造、岩浆岩），于扎河坝蛇绿岩带西侧布设

一条平均点距２００ｍ，总长４２ｋｍ的综合地球物理

探测剖面（图１中 ＡＢ剖面）．该剖面近似垂直区域

构造线方向，经过主要区域重磁异常，由北向南依次

穿过萨吾尔—二台晚古生代大洋岛弧、扎河坝早古

生代沟弧带、谢米斯台—库兰卡孜干—纸房—琼河

坝早古生代岛弧等三级构造单元．旨在厘定区域断

裂在覆盖区的展布、确定各构造单元边界、查明扎河

坝蛇绿岩带在北西方向的延伸情况等基础地质问

题，并依次为切入点讨论该区的构造演化过程．

２．２　重磁数据处理及场分离

野外实测重力数据进行了八方位地形改正、布

格改正和正常场改正，获得布格重力异常．为消除斜

磁化的影响，对原始磁异常进行了化磁极处理，得到

化极磁异常（图３）．

利用重磁数据进行三维反演之前，需要对异常

进行分离，去除莫霍面、居里面起伏等深部地质结构

引起的区域重、磁异常，获取隐伏断裂、侵入体、火山

岩地层分布等目标地质体引起的局部剩余异常．研

究区为戈壁覆盖区，地势平坦，故反演无需考虑地形

起伏影响．

重磁异常分离方法比较多，但各种方法均有利

弊，实际应用中往往需要根据不同地质情况，对比分

析各方法的效果，最终选用实际效果最好的方法．本

文对向上延拓、窗口滤波、趋势分析三种方法的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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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结果进行对比实验，发现利用向上延拓８ｋｍ求

取得到的剩余场与地表已知地质信息吻合度较高，

因此采用向上延拓８ｋｍ的方法计算区域场．然后

从布格重力异常减去区域重力场得到剩余布格重力

异常（图４ａ）；从化极磁异常减去区域磁场得到剩余

化极磁异常（图４ｂ）．因为磁异常受浅部高频干扰较

表１　研究区岩石物性参考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犺狔狊犻犮犪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狔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狉狅犮犽犻狀狋犺犲狊狋狌犱狔犪狉犲犪

岩石类别 岩性
密度／（ｇ·ｃｍ－３） 磁化率／１０－５ＳＩ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电阻率／Ωｍ

松散沉积物 黏土、沙土、沙砾 １．０１～１．７６ １．４９ ０ ０ －

沉积岩 砂岩、砾岩、灰岩、硅质岩 １．７０～２．８９ ２．６５ ０．４５～１８９０ ２１４ １５６２８

火山碎屑岩
凝灰岩 ２．５４～２．９６ ２．７６ １．２～３６４０ ５８４

火山角砾岩 ２．５８～２．６８ ２．６４ １２．３～５２７ ２７４
１６２６０

火山熔岩
粗面岩、英安岩 ２．５７～２．６６ ２．６１ ５．４５～１４２５ ３３８ ７１８７

玄武岩、安山岩 ２．５８～３．０３ ２．７８ ５．５５～４１４０ ５６８ １３６２５

侵入岩
花岗岩、正长岩、花岗闪长岩 ２．５１～２．６７ ２．５９ ３．９～１９２０ ９４ ２１０４８

辉长岩、辉绿岩 ２．５３～３．０４ ２．８５ １５０～１２７１０ １１６００ －

图３　研究区重磁异常

（ａ）布格重力异常；（ｂ）化极磁异常．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ａ）Ｂｏｕｇｕｅ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ｂ）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图４　研究区剩余重磁异常

（ａ）剩余布格重力异常；（ｂ）剩余化极磁异常．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ａ）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Ｂｏｕｇｕｅ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ｂ）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０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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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此所得到的剩余磁异常含有很多毛刺，这样会

导致后续反演误差变大，迭代无法收敛．为了改善反

演结果，对剩余磁异常进行低通滤波，使得数据相对

平滑．

２．３　重磁三维反演

本文使用基于先验信息约束的重磁三维反演方

法（Ｌｉａｎｄ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１９９６，１９９８）获取研究区深

部的密度和磁化率结构．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结合

重磁异常的范围及分辨率，确定反演深度范围自地

表至地下８ｋｍ．正则化反演的本质是最优化问题，

通过最小化目标函数（式１）求解该最优化问题，最

终获得最优解模型．

＝ｄ＋μｍ－２λ∑
犕

犼＝１

ｌｎ
犿犼－犪犼
犫犼－犪（ ）

犼

＋ｌｎ
犫犼－犿犼
犫犼－犪（ ）［ ］

犼

，

（１）

ｄ＝ ‖犠ｄ（犌犿－犱ｏｂｓ）‖
２

＝ ‖ｄｉａｇ（１／σ犻）·（犌犿－犱ｏｂｓ）‖
２， （２）

（１）式中右端第一项为数据拟合差函数；第二项为模

型目标函数，μ是正则化因子；第三项为对数界限函

数，λ为界限参数．（２）式中犌是核函数矩阵；犿是模

型；犱ｏｂｓ为实际观测数据；σ犻为第犻个数据的标准差，

其倒数构成一个对角矩阵，即为权重矩阵犠ｄ．

ｍ＝α狊犞
狑狉（犿－犿０）

２ｄ狏＋α狓犞

狑狉
（犿－犿０）

［ ］狓

２

ｄ狏＋α狔犞

狑狉
（犿－犿０）

［ ］狔

２

ｄ狏＋α狕犞

狑狉
（犿－犿０）

［ ］狕

２

ｄ狏，

（３）

式中犿０ 是参考模型；狑狉 是距离加权函数；α狊，α狓，α狔

和α狕是分别为模型长度系数和狓，狔，狕三个方向的

光滑系数．

本文重磁三维反演所采用的剖分网格方案为：

在网格中心及周边区域水平方向采用最大分辨率

２００ｍ×２００ｍ，之后网格尺寸等间隔扩大，最大网

格尺寸１０００ｍ×１０００ｍ；垂向最大分辨率为１００ｍ，反

演深度８０００ｍ；网格单元总数为３２２×２１８×４６个．

本次反演设置解模型密度变化范围为－０．４～

０．４ｇ·ｃｍ
－３，磁化率变化范围为０～０．１ＳＩ．考虑该

区地层主要为火成岩地层，且构造线方向为北东向，

所以对于重力三维反演，设定模型的长宽高比值为

５∶２∶２；磁三维反演时设定模型的长宽高比值为

５∶４∶４．正则化因子μ的选取与观测数据的误差水

平有密切关系，误差较大时选取较大的μ值，反之应

选取较小的μ值．本文采用广义交叉验证（ＧＣＶ）方

法（Ｌｉａｎｄ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２００３）来估计观测数据误差

并计算μ值．

剩余布格重力异常的三维反演结果（图５）显

示：研究区密度结构具有横向非均匀性，高密度体与

低密度体交替出现，而且纵向有向深部延伸的趋势．

从三维切片图可以看到，密度结构的走向与地表构

造线走向一致．高密度体主要为隐伏的中基性火山

岩体或地层，低密度体对应深大断裂的破碎带或沿

断裂由深部侵入的酸性岩体．剩余化极磁异常反演

结果（图６）显示：磁性体在研究区东北区域连续分

布，反映了泥盆纪火山岩地层的赋存状态；高磁体中

间的零散分布的低磁性物质以及热液蚀变导致的热

退磁的火山岩；北西向的负磁异常，对应无磁性的断

裂破碎带．

２．４　隐伏断裂识别

多尺度边缘检测深大断裂通常是活动断裂构

造，其上下盘的相对运动会错断早期存在的地层单

元或地质体，形成较宽的断裂破碎带，并且经常沿断

裂会发育岩浆活动，形成侵入岩体．破坏原有的地质

体的物质结构，形成横向的密度差异，为重力识别隐

伏断裂提供了物性前提．

多尺度边缘检测方法被证明在隐伏断裂识别中

有较好的效果（严加永等，２０１５），本方法首先通过一

系列向上延拓获得反应地下不同深度的重力场值，

再计算水平总梯度模的局部极大值，此极大值所在

位置即为物性边界．并且根据不同延拓高度的场值

所识别出的边界位置，可以定性判断边界在深部的

倾向信息．本文以布格重力异常作为初始场，向上延

拓高度自１００～８０００ｍ，并对９个延拓高度的场值

进行多尺度边缘检测（图７）．

边缘检测结果中的线性线束为隐伏断裂，环状

或有闭合趋势的形状对应隐伏岩体边界．该区主要

构造方向为北西方向，另外区内北东向断裂也较发

育，但规模不及北西向断裂，这与搜集得到的区域地

质调查成果一致．结合剩余重力异常、化极磁异常、

浅钻化探取样结果以及基岩出露区地质资料，综合

对比研究，得到覆盖区断裂体系分布（图８），解译出

北西向深大断裂４条：Ｆ１—Ｆ４．从异常错断和扭曲

的特征看，区内北东向断裂多错断了早期北西向断

裂构造，多为左行断裂属性，但断裂深度、规模不大．

２．５　地球物理综合剖面２．５维交互式联合反演

为了获取研究区的深部精细地质构造，对综合

１８０４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４卷　

图５　密度结构图

（ａ）三维密度结构的正演重力异常；（ｂ）重力反演结果．

Ｆｉｇ．５　３Ｄｖｉｅｗ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３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图６　磁化率结构图

（ａ）三维磁化率结构的正演磁异常；（ｂ）磁反演结果．

Ｆｉｇ．６　３Ｄｖｉｅｗｏｆ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３Ｄ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地球物理探测剖面（图１中 ＡＢ剖面）进行人机交互

联合反演．具体研究思路为：首先利用重力、磁法、

ＡＭＴ数据的单一物性反演结果构建初始地质地球

物理剖面模型，然后利用 Ｍｏｄｅｌｖｉｓｉｏｎ软件进行人

机交互联合反演．重磁异常有很好的横向分辨率，但

深度分辨率较差；所以本研究希望利用电磁法引入

深度方向的信息，约束联合反演．但是研究区为第四

系覆盖区，地表盖层表现为低阻，对电磁信号有一定

的吸收，使得探测深度受限，根据ＡＭＴ的实际探测

深度，确定剖面反演深度为２ｋｍ．

对剖面重磁数据进行向上延拓２ｋｍ获得区域

场，然后从总场减去区域场，得到用于剖面联合反演

的剩余重磁异常．从剩余布格异常和剩余化极磁异

常三维反演结果中提取ＡＢ剖面地表以下，２ｋｍ以

浅范围内的密度扰动及磁化率扰动分布（图９ｃ、ｄ）；

为了获得地下岩层在深度方向的电性差异，采用

Ｂｏｓｔｉｃｋ方法对ＡＭＴ数据在ＴＥ模式下进行反演，

得到电阻率分布（图９ｅ）．从电阻率反演结果可以看

２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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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多尺度边缘检测结果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ｅｄ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图８　隐伏断裂体系分布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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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整条剖面电性结构可以分为三部分：近地表低阻

盖层、深部团块状高阻侵入体、以及电阻率介于二者

之间的火山沉积层．剖面最南侧地表覆盖过厚，电磁

场能量衰减过快，１ｋｍ以下电磁信号未能有效获

取，影响探测深度．自南向北表层低阻盖层的厚度逐

渐减小，与浅钻工程地质所揭示的中新生代盖层由

南向北减薄有很好的一致性．浅部出现的规模较小

的高阻体认为是从深部沿断裂侵入的岩脉．整条剖

面电阻率最大的地质体出现在剖面１０～１４ｋｍ处，

对应剩余高重力异常，且高阻体南侧边界出现全区

最大的高磁异常．

重力反演获得的密度扰动分布（图９ｄ）显示，地

表以下的密度结构不具有层状特征，高密度体与低

密度体在水平方向交替出现，且深部物质的密度高

于浅部，根据区域地质研究成果推测引起高重力异

常的地质体为与泥盆纪火山喷发相关的中基性岩浆

岩，低重力异常为深大断裂带或石炭纪区域拉张环

境下形成的酸性侵入体．并且引起重力异常的源物

质由深部向上延伸而来．重力反演结果很好地刻画

了剖面上密度物性的变化特征，指示了断裂、隐伏岩

体的位置、赋存形态．

本研究区主要重磁异常体具有同源特性，此情

况下磁场与重力场满足泊松方程，磁场可认为是重

力场的一阶导数，能更好的反应浅部场源信息．磁性

物质的来源一般都是岩浆成因，磁性物质的侵入会

引起高磁异常，同样岩浆热液的作用也会使得一些

原本有磁性的岩石发生热退磁．磁化率显著变化的

物性界面，较大可能的发育岩浆活动．磁法反演结果

显示深部以无磁性或弱磁性物质为主，沿断裂带因

为岩浆活动分布少量高磁性的物质．

由于重力、磁法、ＡＭＴ单一物性反演均有很

大的多解性，无法准确反映剖面深部的真实地质

结构．因此选择以单一物性反演结果为初始模

型，利用 Ｍｏｄｅｌｖｉｓｉｏｎ软件进行人机交互联合反

演．综合单一物性反演得到的磁化率、密度扰动、

电阻率分布，结合岩石物性特征、多尺度边缘检

测成果、先验地质信息，确定隐伏断裂的水平位

置、倾向以及隐伏岩体的范围和形状，形成初始

模型，然后反演拟合，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调整模

型位置及几何形状，使其与重磁数据拟合，最终

得到包含：断裂水平位置及倾向、侵入岩体深度

及形态、地层赋存状态等信息的综合地质推断结

果（图９ｆ）．

３　讨论

３．１　深大断裂推断

深大断裂具多期次活动特点，断裂带内刚性岩

石破碎碎裂程度高，微细粒碎屑岩石类泥化发育，

在地球物理场上变现为重力梯度带中的明显低重

低阻异常组合特征；磁异常特征则依据不同的地质

条件而不同，存在沿深断裂构造后期热液流体活动

或不同属性的岩浆热液活动时，依据不同的具体地

质条件（围岩性质、侵入岩物理化学属性和热液流体

性质等）有不同的异常特征．本文利用综合地球物理

探测手段，结合三维反演、多尺度边缘检测以及综合

剖面的人机交互联合反演，解译出４条深大断裂．

Ｆ１：吐孜托依拉断裂．位于剖面南侧，边缘检测

结果由浅至深均有很好地表现，并且深部断裂位置

向北略微偏移．剖面反演结果为向北陡倾的低密度

物性分界线，沿低密度体有磁性物质填充，北侧深部

电阻率高于南侧．区域布格重力异常图上，表现为明

显的重力梯度陡变带，在喀拉布勒根南存在一个向

北“顶入”的似三角的楔形地质体，造成该处重力陡

变带呈向北凸出的弧形梯度陡变带特征．另外石油

地质研究中开展的地震勘探及石油钻井皆证实，准

噶尔盆地北缘盆山结合带存在向北陡倾的逆冲推覆

断裂系，为乌伦古（索索泉）凹陷北部的红岩断裂阶

一部分（谭绍泉，２０１２）．综合已有资料，认为该断裂

为区域红岩断裂阶内吐孜托依拉断裂（Ｆ１），控制了

乌伦古 “簸箕式”凹陷盆地北界，断裂具有逆冲性

质，产状较陡．

Ｆ２：丹坝南断裂．位于剖面１０ｋｍ位置，为一明

显物性分界面，略微北倾．边缘检测结果表明此断裂

深度较大，重磁异常图上该物性分界面有清晰地反

映，为明显的重力梯级带、低阻异常和零星的串珠状

磁异常，两侧密度变化十分明显．该断裂被后期北东

向断裂左行错断的局部重磁异常特征明显．该断裂

受后期构造岩浆活动影响较强，沿断裂带南侧出现

条带状负磁异常，判断为后期热液活动引起的消磁

现象的反应．综合区域地质构造、地质单元及地球物

理场异常对比分析，推断该物性分界面为一深大断

裂———丹坝南断裂．与南部Ｆ１断裂之间的地质体

属于塔尔巴哈台—阿尔曼太古生代岛弧一部分，以

中基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建造为主体，在空间上与

前人划分的谢米斯台—库兰卡孜干古生代岛弧可大

体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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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ＡＢ剖面反演及推断解释结果

（ａ）重力异常及拟合曲线；（ｂ）磁异常及拟合曲线；（ｃ）磁化率分布；（ｄ）密度分布；（ｅ）电阻率分布；（ｆ）地质解释．

Ｆｉｇ．９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Ｂ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ｎｄｆｉｔｔｅｄｃｕｒｖｅ；（ｂ）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ｎｄｆｉｔｔｅｄｃｕｒｖｅ；（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ｅ）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３：乌伦古河断裂．位于剖面３４ｋｍ位置，为一

低磁、低密度、低电阻率的近似三角状楔入体，边缘

检测结果表明此断裂深度延伸超过５ｋｍ，密度分界

面略向南倾，倾角较陡．布格重力异常图上表现为重

力梯度带，航磁异常图上表现出明显的负异常．该断

裂在剖面以西绝大部分被第四系覆盖，向东延伸至

扎河坝地区并控制扎河坝蛇绿岩南部边界．根据地

表出露情可以观察到，断裂上盘强烈破碎，断裂下盘

地层出现牵引褶皱，该断裂系具有压性的高角度逆

冲断裂．对比区域及邻区地质单元，初步推断该断裂

与南部Ｆ１断裂之间的地质体仍属塔尔巴哈台—阿

尔曼太古生代复合岛弧．

Ｆ４：扎河坝断裂．该断裂位于剖面北侧，其南侧

为低磁、高密度的蚀变地质体，断裂两侧电阻率亦出

现明显差异，航磁异常呈条带状延伸．该断裂向东延

伸至扎河坝蛇绿岩北侧，切割寒武奥陶纪扎河坝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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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岩和中、下泥盆统．地质剖面测量揭示断层性质为

向北陡倾的逆断层，与乌伦古河大断裂倾向相对．在

断裂南部，通过浅钻成功发现了蛇纹石化超基性岩

（邓震等，２０１９），说明在扎河坝断裂（Ｆ４）与乌伦古

河断裂（Ｆ３）之间为存在隐伏蛇绿混杂岩带，其应该

是扎河坝蛇绿混杂岩带向西延伸部分．且断裂两侧

的岩石蚀变和变形特征明显不同，因此认为该断裂

为研究区北部萨吾尔—二台古生代复合岛弧带与扎

河坝蛇绿混杂岩带的分界断裂．

３．２　隐伏侵入岩体

按岩体的物理化学性质，通常将隐伏岩体大体

分为酸性、中性和基性超基性岩体三类，不同的类

别对应不同的物性组合特征．酸性岩体大多具有低

密度、弱无磁和高电阻物理性质，但在后期强烈构

造活动（韧脆性剪切）和热液蚀变条件下，会形成明

显的低阻异常，磁异常一般表现为低负异常背景，局

部异常可能与后期热液活动及中基性岩脉的侵入活

动有密切关系．中性侵入岩体多表现为重力高、中

等高磁异常和高电阻异常组合；但若与中性火山岩

（或次火山岩）同时受到后期热液退磁时，二者很难

区分，需依据先验地质信息大致推断．基性超基性

侵入岩体一般表现为高磁、高重、高阻异常组合；与

火山岩区玄武岩类的磁异常形态较杂乱不同，后期

基性侵入岩体的磁异常形态较为规则．

此剖面上有一定规模的侵入体共有三个，均为

低密度体，电阻率为中高阻，判断为酸性侵入体；另

外还发育一些规模较小的中基性脉岩．酸性侵入体

Ａ１，为一近似直角三角形的低密度、低磁化率的隐

伏体，其北界为Ｆ２断裂，推断为沿深大断裂侵入于

火山碎屑岩中的酸性侵入体，相对北侧的火山岩，电

阻率表现为低阻，推断发生了热液蚀变．其南侧存在

向南倾斜的高磁高重的板状体，推测为沿断裂裂隙

侵入的中基性岩脉．

酸性侵入体Ａ２，为一楔形低密度、高磁地质体，

地表东侧零星出露石炭纪碱性花岗岩体，结合物性

统计结果，推断此为一隐伏酸性侵入体，其表现高磁

性的原因可能为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中含有的磁铁矿

等副矿物．

酸性侵入体Ａ３，剖面反演推断结果显示其为自

深部楔入的低密度、低磁的物质，地表有酸性岩体出

露，Ｆ３深大断裂位于此位置，故推断此处有沿断裂

后期侵入的酸性岩体．

３．３　扎河坝—阿尔曼太古洋岩石圈板块的俯冲极性

扎河坝—阿尔曼太蛇绿岩带所代表的古洋盆的

岩石圈板块的俯冲极性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讨论的

焦点．李锦轶等（１９９０，１９９５）根据索尔巴斯他乌—纸

房岛弧一带出露的索尔巴斯他乌群及荒草坡群的岩

性组合以及其中侵入的岛弧型花岗质岩石，推断扎

河坝蛇绿岩带南侧为洋盆拉张边缘或洋内岛弧．提

出：准噶尔地块北部弧盆体系的形成及演化可能与

东准噶尔洋盆的洋壳板片向其南侧的准噶尔地块之

下的俯冲消减有关．黄萱等（１９９７）认为扎河坝—阿

尔曼太蛇绿岩带为古亚洲洋向南俯冲在阿尔泰弧南

形成的弧后小洋盆的洋壳残片．

与以上研究认为扎河坝—阿尔曼太蛇绿岩带是

古洋盆向南俯冲消减的观点不同，肖文交等（２００６）

认为扎河坝—阿尔曼太蛇绿岩带是古亚洲洋的残

余，并以洋内弧的形式向北拼贴到阿尔泰地体南缘，

形成科迪勒拉型俯冲边缘．李荣社等（２０１２）提出阿

尔曼太（扎河坝）蛇绿构造混杂带是华力西—印支期

由南向北高角度逆冲推覆断裂铲起了早古生代（额

尔其斯—卡拉麦里断裂间）增生杂岩楔（蛇绿岩块）

推覆构造带．

赵同阳等（２０１７）对扎河坝地区蛇绿岩带中的玄

武岩进行岩石地球化学研究，发现富铌高镁的洋中

脊玄武岩，并运用洋板块地质学理论进行解释，提出

扎河坝—阿尔曼太古洋盆在奥陶纪初期开始汇聚，

洋壳分别向南北两侧双向俯冲消减．本次所进行的

地球物理综合研究为此观点提供了新证据，多尺度

边缘检测及地球物理反演得到的深部地质结构均表

明，控制扎河坝蛇绿岩带南北界的两条深大断裂

Ｆ３、Ｆ４分别为南倾和北倾，在深部构成开口向下的

对称扇形构造样式，显示此蛇绿岩带所代表的古洋

盆具有双向俯冲的特征．

３．４　东准噶尔地区构造演化过程

早古生代初期，东准噶尔地区位于中亚古板块内

部，构造演化以板内运动为主．中寒武世开始，中亚古

板块开始裂解，进入洋盆扩张时期，扎河坝—阿尔曼太

洋开始发育，一直持续至早奥陶世末（图１０∈１Ｏ１）．

中奥陶世，扎河坝—阿尔曼太洋开始汇聚，古洋盆

进入消减和闭合阶段，并且具有双向俯冲的特点．最

终，在蛇绿岩带南侧形成岛弧型火山岩以及具有活动

陆缘特征的荒草坡群安山质火山碎屑岩、安山玢岩和

英安斑岩的火山岩组合．蛇绿岩北侧则因俯冲作用，在阿

尔泰活动陆缘形成科迪勒拉型俯冲边缘（图１０Ｏ１Ｓ１）．

刘亚然等（２０１６）获得位于北塔山蛇绿混杂岩周

边的花岗斑岩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４０７±２Ｍａ；罗军

员等（２０１７）获得蛇绿岩中后期侵入的闪长玢岩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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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东准噶尔地区洋板块演化模式图（据赵同阳等，２０１７修改）

Ｆｉｇ．１０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ｐｌａｔｅｉｎＥａｓｔＪｕｎｇｇａｒａｒｅａ

龄为４２４．５±３．１Ｍａ．上述年龄说明阿尔曼太洋盆

可能于晚志留纪早泥盆纪闭合，准噶尔地块和阿尔

泰地块发生碰撞，最终统一为一个整体（何国琦等，

２００１）（图１０Ｓ１Ｓ３）．

之后，由于应力松弛，前期碰撞形成的统一的古

陆块发生裂解，进入拉张环境．早泥盆世，在增生了

的西伯利亚古陆的内部，因为陆壳再破裂发育北部

的额尔齐斯次生洋以及南部的卡拉麦丽有限洋盆

（李锦轶等，１９９０；何国琦等，２００１；赵同阳等，２０１７）

（图１０Ｓ３Ｄ１）．

中泥盆至早石炭世（图１０Ｄ１Ｃ１），额尔齐斯次

生洋开始向南北两侧俯冲消减，最终碰撞形成玛因

鄂博蛇绿混杂岩带．卡拉麦里有限洋盆也于中泥盆

世开始萎缩并向北俯冲，并伴随大量岩浆活动，在准

噶尔北缘大量出露的泥盆纪火山岩也证实了这

一点．

张海军等（２０１９）认为蕴都卡拉一带碱性花岗岩

属晚石炭世后造山的拉张构造环境的Ａ 型花岗岩，

可能是下地壳先存的俯冲洋壳或富Ｎｂ玄武岩部分

熔融的产物，并且认为此花岗岩的形成标志着准噶

尔东北缘造山作用的结束．至此，东准噶尔地区进入

后造山板内伸展阶段（图１０Ｃ２Ｐ１）．

从二叠纪开始，随着洋壳的闭合，新疆北部进入

板内演化阶段．由于西伯利亚古板块向南推挤作用

影响，卡拉麦里地区发生了强烈的逆冲推覆变动；隆

起的准噶尔陆块在这一时期逐渐下陷，构成盆地的

基底．至侏罗纪末，形成了今天所见的构造格局（李

锦轶等，１９９０）．

４　结论

本文利用高精度地面重磁数据进行了三维约束

反演，揭示了准噶尔盆地北缘浅覆盖区内的三维密

度和磁化率结构；结合多尺度边缘检测方法推断得

到研究区隐伏断裂体系的水平分布；然后针对贯穿

研究区的综合地球物理剖面进行人机交互联合反

演，进一步获得研究区的深部精细地质结构．

（１）重磁三维反演结果显示：研究区密度结构具

有横向非均匀性，高密度体与低密度体交替出现，而

且纵向有向深部延伸的趋势．研究区深部广泛分布

石炭纪、泥盆纪火山岩地层等高磁性体；零散分布的

低磁性物质主要为热液蚀变导致的热退磁的火山

岩；北西向分布的低密度低磁性物质，对应无磁性的

断裂破碎带．结合多尺度边缘检测结果，推断得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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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区隐伏断裂体系水平分布．

（２）运用综合地球物理剖面对准噶尔北缘覆盖

区深部地质结构进行研究，推断出深大断裂的位置、

倾向以及深部空间分布．人机交互联合反演结果显

示：控制扎河坝蛇绿岩带分布的南北界深大断裂在

深部构成开口向下的对称扇形构造样式，显示此蛇

绿岩带所代表的古洋盆可能具有双向俯冲的特征．

（３）划定了剖面所穿过的构造单元的分界线：

Ｆ１断裂为南侧乌伦古（索索泉）凹陷与塔尔巴哈

台—阿尔曼太古生代岛弧的分界；Ｆ３和Ｆ４之间为

扎河坝—二台早古生代沟弧带；Ｆ４断裂以北为萨吾

尔—二台古生代复合岛弧带．

（４）结合大量前人的地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

资料，对准噶尔东北缘区域构造演化进行了讨论，认

为扎河坝—阿尔曼太古洋盆于中奥陶世开始汇聚，

古洋盆可能向南北两侧双向俯冲，并于晚志留纪早

泥盆纪洋盆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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