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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徐淮地区发育一系列推覆-褶皱带，以皇藏峪背斜为界，区域剖面分为具有明显构造差异的东部、西部构造带，其中东部
构造带样式主要表现为斜歪褶皱，西部构造带为一系列逆冲推覆构造，构造变形强烈。采用物理模拟手段对徐淮推覆-褶皱
带构造的控制因素进行实验研究，选取硅胶、微玻璃珠模拟不同性质滑脱层，石英砂模拟沉积脆性盖层，改变盖层与基底摩擦
力、滑脱层深度变化等控制因素。模拟结果表明，剖面上滑脱层性质及深度变化控制区域剖面构造的强弱变化。皇藏峪背斜
以东主要以新元古界青白口系泥灰岩充当滑脱层，滑脱层深度大，构造样式主要表现为斜歪褶皱；皇藏峪背斜以西则以寒武系
页岩为滑脱层，滑脱层深度小，构造样式主要表现为逆冲推覆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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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F H, Xie G A, Tian R S, Arkin A, Li T, Li Z. Physical modeling of Xu-Huai thrust - fold belt on the southeastern ma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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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u-Huai area has developed a series of thrust-fold belts. The regional section is divided into eastern and western tectonic
zones with obvious structural differences: the eastern tectonic belt mainl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lined fold, and the western
tectonic belt mainl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series of thrusts in styl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studied Xu-Huai thrust-fold belt
with the physical modeling method, selected silica gel and micro glass beads to simulate different decollement properties, selected
quartz sand to simulate sedimentary brittle cover layer, and changed basal control factors such as friction and decollement depth. The
model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erties of decollement along the section and the depth change control the regional structural defor⁃
mation. To the east of Huang-Cang valley anticline, main decollement is Upper Proterozoic marl of deep burial depth, and the main
tectonic style is characterized by inclined fold; to the west of Huang-Cangvalley anticline, Cambrian shale serves as the decollement,
and the decollement is of small depth, with the tectonic style characterized by a series of thrusts.
Key words: Xu-Huai thrust-fold belt; physical model; decollement; North China Block

徐淮推覆-褶皱带位于华北板块东南缘、郯庐

特点；彭凌日等[5]与 Shu 等[1]认为，区域构造属于挤压

断裂西侧（图 1），为该区重要的陆内变形带。区域

背景下的薄皮构造模型，表现为区域上普遍存在一

内徐淮断裂-褶皱系统由北向南走向由 NNE—近

系列弧形的斜歪褶皱、逆冲推覆构造。以上均为该

NS—NW 变化，也称为徐淮弧。弧顶位于萧县—淮

区构造样式成因的研究，取得较多成果，而对于区

北市一带,与华北板块的其余构造形态具有明显差

域广泛存在的滑脱层研究不足[1，1-5]。

别（图 1）。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徐树桐等 [3] 将其称

滑脱层的存在影响盖层与基底间界面的剪切

为半圆形造山带或大型褶皱逆冲推覆体；王桂梁

强度，使褶皱-冲断带构造传播方式及构造样式发

[4]

等 提出区域构造表现为弧形双冲-叠瓦状逆断层

生变化 [6]。通常滑脱层能使构造变形传播距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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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构造位置图[1-2]
Fig. 1 Structural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远，并且不同厚度滑脱层影响后冲断层的发育数量

域滑脱层深度变化、滑脱层摩擦系数的控制作用进

及构造的对称性，形成隔挡隔槽式褶皱、等间距逆

行探索，进而对区域构造样式的控制因素和形成机

冲断层、反冲断层等典型构造

[7-9]

；滑脱层深度及强

弱性质的改变将影响构造变形的传播特征及褶皱、
断层构造的样式和间距变化[10-13]。
随着构造物理模拟手段的不断完善，它已成为
地质学家认识构造变形过程、分析构造成因机制的
重要手段

[14-19]

。本文选取徐淮推覆-褶皱带为研究

对象，结合前人研究资料，采取物理模拟手段对区

制进行研究。

1
1.1

徐淮地区构造背景
区域地层
研究区沉积盖层在东西向剖面上表现为东侧

盖层厚度大于西侧（图 2-b），基底为太古宇泰山群
变质岩，盖层分为 3 个亚层，即青白口系—震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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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徐淮地区构造简图（a）及典型剖面示意图（b）[1-2,20]
Fig. 2 Structural sketch map（a）and typical cross-section(b) of Xu-Hua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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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相应亚层的分
布表现为下部的青白口系—震旦系多为碎屑岩-碳
酸盐岩沉积，岩石组成多为叠层石灰岩与白云岩，
中部的 寒 武 系 — 奥 陶 系 主 要 为 浅 海 碳 酸 盐 岩 ，
石 炭 系—二叠系以滨海相灰岩及滨海湖泊-三角洲
体系陆源碎屑岩沉积为主，
其中山西组和上、
下石盒
子组是主要的含煤层系①[21-22]。结合前人野外调查，
区域上滑脱层普遍发育，
主要为页岩、
膏岩泥灰岩及
煤层，
分别为青白口系泥灰岩、
寒武系猴家山组与馒
头组页岩、奥陶系贾汪组页岩与马家沟组膏岩、石
炭系—二叠系页岩及煤层（图 3）[1，23] 。其中，青白
口系泥灰岩、寒武系页岩、石炭系—二叠系页岩及
煤层作为主要拆离层控制区域主要构造变形[24]。
1.2

构造特征
研究区以逆冲推覆构造为主，未卷入结晶基

底，属于典型的薄皮构造（图 2-a），平面上逆冲推覆
构 造 为 一 系 列 走 向 由 北 向 南 、由 NNE— 近 NS—
NW 变化的逆断层及伴生斜歪褶皱 [5]，如白土镇东
斜歪褶皱的轴面产状为 144°∠75°，高角度逆断层的
产状为 137°∠71°，低角度逆断层的产状为 124°∠41°
（图 4），表明该区受到从南东向北西的挤压应力场
作用。
结合前人在该区域进行的构造应力场研究[1，25-26]，
区域受 2 期应力场作用，分别是早燕山期 SE—NW
向挤压及晚燕山期 NNE—SSW 向挤压力。本次研
究通过 61 个野外共轭节理、断面擦痕求应力场，并
利用赤平投影求得最大主应力轴（σ1）优势方位，2
个极密点方位为 200°∠6°、133°∠6°，表明该 2 期应力
场方位与前人研究一致（图 5）。虽然晚燕山期受
NNE 向挤压，导致该区侏罗纪—白垩纪盆地发育，
但仍以早燕山期 SE—NW 向挤压作用形成的构造
[4，
27]

格局为主

。

图 3 研究区主要滑脱层分布①[1]
Fig. 3 Distribution of main decollement in the study area

以皇藏峪背斜为界将研究区构造划分为东部
构造带与西部构造带（图 2-b），东部构造带主要为

尺寸等需要与自然界中实际的相应参数保持一定

一系列斜歪褶皱，少量叠瓦状分支断层；西部构造

比值 [28-29]。本次实验中所用材料为石英砂、微玻璃

带表现为强烈变形，发育一系列逆冲断层。总体构

珠及硅胶。

造具明显东西分带的特点[3，20]。

2
2.1

构造物理模拟实验设计

干燥石英砂用于模拟脆性的上覆岩层，其物理
性质为脆性且遵循库伦-莫尔破坏准则，内摩擦角
为 31°左右，内聚力极小 [30]，变形过程中铺设的石英

实验材料

砂颗粒将出现从应变硬化-应变软化的过渡，导致

构造物理模拟实验遵循相似原则，即几何学相

影响断层角度的内摩擦系数稍小于未变形前岩石

似、动力学相似、运动学相似，实验材料物性、模型

的 内 摩 擦 系 数 [31- 32]。 石 英 砂 颗 粒 直 径 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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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白土镇斜歪褶皱和逆断层
Fig. 4 Inclined fold and thrust of Baitu Town

化不大。本次实验使用直径为 300μm 的微玻璃珠
充当强滑脱层，铺设于模型最底部[36]。
硅胶为透明高粘度的材料，用于模拟上地壳的
塑性变形，在低应变速率下具有牛顿流体性质且具
有非常低的屈服强度[37]。测得室温下本实验材料粘
度为 1.2×104Pa.s,密度为 0.926g/cm3,铺设 2~3mm 于
基底之上，作为弱滑脱层，控制变形传播距离，产生
各类褶皱-冲断构造[7，38-39]。
2.2

相似条件
根据相似原理，模型与地质原型长度的相似因

子 L 为 1×10-5（即实验室中模型 1cm 代表自然界中
*

图 5 区域最大应力场统计极密图
（A 与 B 代表研究区最大主应力轴机密点）

1km 的 长 度）；地 质 原 型 中 沉 积 岩 的 平 均 密 度 为
2.6g/cm3,模型中石英砂与微玻璃珠的平均密度为

Fig. 5 Statistics of the region’s maximum stress field

1.4g/cm3,所以实验设定的密度相似因子为 0.5[40]；模

300μm，根据不同的铺沙方式（筛或直接倒入模型

速度相似因子为 1；关于硅胶滑脱层，粘度一般为 1×

中），密 度 会 有 差 别 ，总 体 密 度 在 1.3~1.6g/cm3 之

104Pa.s,而地质原型相应地层的粘度为 1×1019Pa.s,粘

间。人工烧结的彩色石英砂颗粒一般物性不发生

度相似因子为 1×10-15（*代表相应模型参数与地质原

改变，铺设 1mm 厚彩色石英砂于模型中作为观察构

型参数的比值）。

造变形的标志层[33]。

型与地质原型的重力加速度相同，为 9.8m/s2,重力加

根据前人对徐淮地区变形的年代学数据及缩

微玻璃珠通常用于模拟强滑脱层，表面光滑且

短率的研究 [23，25]，推算出地质原型变形速率为 1~

磨圆度好，玻璃珠内聚力几乎为零，内摩擦角为 25°

10mm/a，因 而 设 置 实 验 室 计 步 器 推 挤 速 率 为

左右

[34-35]

，应变软化幅度很小，变形前后内摩擦角变

0.005mm/s，结合速度相似因子 v* =5×104，实验中模

1092

地 质 通 报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拟地质原型的挤压速率为 3.2mm/a，与推算变形速
率（1~10mm/a）大小为同一数量级，符合构造模拟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相似条件。

3.1

2.3

3.1.1

实验装置

2018 年

第一组实验
模型 1

根据控制变量法来改变滑脱层深度及滑脱层

实验过程分为 4 个阶段。阶段一，缩短率为

物理性质 [6，17]，设计 2 组实验。第一组实验设计 2 个

2.00%时，在靠近活动端出现前冲断层 1 及断层相关

模 型 分 别 为 模 型 1 与 模 型 2，初 始 尺 寸 均 为

褶皱，形成构造单元Ⅰ；阶段二，缩短率为 13.50%

600mm×400mm×24mm，且底板水平。模型 1 使用

时，构造单元Ⅰ中发育 1 号断层的分支断层 2，以及

4mm 厚微玻璃珠作为强滑脱层，20mm 厚的石英砂

从微玻璃珠滑脱层逐渐向地表延伸的断层 3、4，此

作为盖层，而模型 2 则用一层厚 4mm 的硅胶层为弱

时该单元具逆冲叠瓦构造特点，位于构造单元Ⅰ前

滑脱层，盖层材料与厚度均与模型 1 相同（图 6-

方 1.6cm 处发育受前冲断层 5 控制的构造单元Ⅱ；

a、b）。模型两侧为钢化玻璃，为减少边界效应的影

阶段三，缩短率为 20.50%时，构造单元Ⅱ形成与构

响，在实验前用无水酒精将其擦拭干净。

造单元Ⅰ相同的构造样式，其中断层 6 为断层 5 的

第二组实验设计 2 个模型分别为模型 3 和模型

分支断层，调节断层运动，位于构造单元Ⅱ前方

4，尺寸均为 600mm×400mm×24mm,模型底板均

3.8cm 处(相比前者间距更远)发育受前冲断层 7 控

保持水平，考虑到滑脱层深度变化的影响，模型中

制的构造单元Ⅲ；阶段四，缩短率为 30.00%时，构

均设计有先存的台阶式隆起，模型 3 距离活动端

造单元Ⅲ形成构造与前者相同，其中断层 9 为分

430mm 处设置有 5mm 高的台阶状基底隆起，而模

支断层（图 7）。

型 4 则在距活动端 430mm 处设置为 10mm 高的台阶

实验所切剖面见 3 个间距明显不同的构造单

状隆起。模型 3、4 底部均有一层厚 4mm 的硅胶层

元。构造单元Ⅰ主要受 1~4 前冲断层控制，形成

作为滑脱层，盖层为石英砂，两模型材料厚度均为

堆垛式逆冲叠瓦构造及断层相关褶皱；构造单元

24mm（图 6-c、d）。
4 个 模 型 均 从 右 侧 施 加 挤 压 力 ，活 动 端 推 板
运 动 速 度 均 为 0.005mm/s，根 据 前 人 对 区 域 平 衡
剖 面 恢 复 所 得 缩 短 率 [1,25] ，本 文 模 型 缩 短 率 取
30％，每组实验过程通过照相机定时，每隔 5min
照相记录。

Ⅱ与构造单元Ⅲ构造样式与构造单元Ⅰ相同，各

个构造单元内断层间距变化均表现为朝固定端
（前陆）逐渐增大，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14，41]（图 7-e、
图 8-f）。
随着缩短率逐渐增加，楔长变化表现为增长
至逐渐稳定的特点，楔长增加代表构造变形向固
定端（前陆）传播，直至近稳定状态，最前端的断层
前方未出现新构造使楔长不变或小幅减小；楔高
则随缩短率增加逐渐增加，但增高速率逐渐减小
（图 8-c、d），与前人观点一致 [42] 。组成构造单元Ⅰ
的断层 1、2、3、4 角度变化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表
现为晚出现的断层角度变化均会对早出现的断层
角度产生影响；组成构造单元Ⅱ的断层 5、6 中，断
层 6 角度逐渐小幅度增加，而断层 5 角度先增大后
稳定，随后按该变化趋势发生变化；组成构造单元
Ⅲ的断层 7、8、9 断层角度变化速率最慢，断层角
度缓慢增加直至稳定，可见断层越远离力源，角度

变化越容易达到稳定状态，并受晚期新构造影响
越小(图 8-a)。
图 6 徐淮推覆-褶皱构造带物理模拟
Fig. 6 Physical modeling of Xu-Huai thrust-fold belt

地表楔形隆起主要受到基底滑脱面性质及上
覆材料强度的影响 [14，43]。随缩短率增加，活动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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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物理模拟模型 1 演化图
Fig. 7 The sequential photographs showing deformation evolution of model 1
a~d—缩短率分别为 2.00%、13.50%、20.50%、30.00%；
e—缩短率为 30.00%时沿挤压方向的横切剖面图；
1~9 代表相应断层发育顺序；
Ⅰ~Ⅲ代表相应构造单元发育顺序

生的楔状隆起角度达到临界角度之后，由于前缘未

关褶皱形态为不对称箱状，位于构造单元Ⅰ前方，

出现新断层，使角度继续增大向超临界角发展，直

构造单元Ⅱ出现，主要由一对前后冲断层及断层相

至前缘出现新断层，楔形隆起角度将减小，并向着

关褶皱组成；阶段三，缩短率为 18.25%时，构造单元

次临界角值发展，达到相应次临界角后将再次增大
（图 8-e），可见楔体达到临界角度后仍处于非稳定

Ⅰ、Ⅱ继续发育，构造单元Ⅲ前方出现由只受前冲
断层控制的构造单元Ⅲ；阶段四，缩短率为 23.25%

状态，而不是保持该状态向固定端方向稳定传播。

时，构造单元Ⅲ未出现后冲断层，断层相关褶皱形

模型 1 中，缩短率为 8.75%时，楔角增大至相应超临

态为尖棱斜歪，并在其前方出现由前冲断层组成的

界 角 ，随 后 向 一 定 次 临 界 角 值 减 小 ，缩 短 率 为

构造单元Ⅳ；阶段五，缩短率为 30.00%时，构造单元

13.75%、23.75%时，相应状态下相应次临界角值再增
[44-46]

大，
符合前人观点
3.1.2

。

模型 2
按构造单元将实验过程分为 5 个阶段。阶段

一，缩短率为 2.00%时，形成由前冲断层 1 与断层相

关 褶 皱 组 成 的 构 造 单 元 Ⅰ ；阶 段 二 ，缩 短 率 为
13.00%时，构造单元Ⅰ中发育后冲断层，此时断层相

Ⅳ继续发育，表现为宽阔斜歪褶皱(图 9)。

实验所切剖面见 5 个明显构造单元。构造单元

Ⅰ、Ⅱ、Ⅳ、Ⅴ均由前、后冲断层及断层相关褶皱组
成，其中褶皱为不对称箱状；构造单元Ⅲ由前冲断

层及断层相关褶皱组成，其中褶皱表现为尖棱斜歪
特点。断层间距均大于模型 1，表现为先减小后增
大的特点（图 8-f、图 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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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徐淮推覆-褶皱带物理模拟中模型 1(a)、模型 2(b)的断层角度/缩短率关系图(1~9 代表相应断层编号)、
模型 1 与 2 楔长/缩短率（c）、楔高/缩短率(d)、楔角/缩短率(e)对比图及最终剖面上断层间距/断层顺序（f）对比图
（断层顺序 1~8 代表活动端向固定端测量断层间距的顺序）

Fig. 8 Model 1(a), model 2(b) fault angle/shortening ratio diagram,model 1 and 2 wedge long/short ratio(c), wedge high/
short ratio(d), wedge angle/short ratio(e) contrast diagram and the final section on fault distance/order(f ) contrast diagram

实验过程中楔长变化主要为增长-稳定交替变
化特点，其中稳定阶段时间略小于模型 1，但模型 2

3.2
3.2.1

第二组实验
模型 3

楔长普遍大于模型 1，表明模型 2 构造变形传播的更

实验过程分为 6 个阶段。阶段一，缩短率为

远；楔高逐渐增大，至缩短率 13.75%达到近稳定状

2.00%时，最先在活动端处出现构造单元Ⅰ，表现为

态，随后楔高小幅度变化；活动端地表隆起楔角在

一对前冲后冲断层，地表微微隆起；阶段二，缩短率

缩短率为 6.25%时，达到相应超临界角后，楔角下

为 11.50%时，构造单元Ⅰ断层持续活动，断层相关

降，随缩短率增加，楔角减小速率逐渐变小，直至楔

褶皱表现为不对称箱状特点，在构造单元Ⅰ前方出

角趋于近稳定状态，达到临界值。实验过程中模型

现受前冲断层控制的构造单元Ⅱ；阶段三，缩短率

2 楔角值均小于模型 1，符合 Davis 等关于基底摩擦

为 16.50%时，构造单元Ⅱ出现后冲断层，使断层相

系数对库伦楔角影响的认识(图 8-c、d、e) 。各断

关褶皱表现为箱状特点，并在前方构造单元Ⅲ开始

层角度变化趋势相似，均表现为增大-稳定（图 8-

发育受前冲断层控制的断层相关褶皱，同时滑脱层

b）的变化趋势。

深浅变化处发育构造单元Ⅲ’的断层转折褶皱；阶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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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物理模拟模型 2 演化图
Fig. 9 The sequential photographs showing deformation evolution of model 2
a~e—缩短率分别为 2.00%、13.00%、18.25%、23.25%、30.00%；
f—缩短率为 30.00%时沿挤压方向的切片图；
1~5 代表相应断层发育顺序；
Ⅰ—Ⅴ代表相应构造单元发育顺序(1’
、2’
、4’
、5’
代表与 1、2、4、5 同时生成的断层)

段四，缩短率为 25.50%时，构造单元Ⅰ、Ⅱ持续活

控制，形成箱状褶皱；构造单元Ⅳ只受前冲断层控

Ⅲ’之间发育构造单元Ⅳ的受前冲断层控制的断层

性；构造单元Ⅲ’、Ⅴ、Ⅵ受前冲断层控制，其中构

动，与Ⅰ、Ⅱ构造演化特点相同，在构造单元Ⅲ与
相关褶皱，褶皱形态宽缓；阶段五，缩短率为 29.50%

时，在构造单元Ⅲ’前方发育构造单元Ⅴ的前冲断
层及断层相关褶皱，褶皱波长较小；阶段六，缩短率

制，断层相关褶皱为宽缓斜歪褶皱，具明显不对称
造单元Ⅱ、Ⅰ’表现为断层转折褶皱，构造单元Ⅴ、
Ⅵ组成逆冲叠瓦构造。深滑脱层区域各构造
单 元间距较大，平均间距为 6.5cm，发育 4 个构造

为 31.70%时，构造单元Ⅳ持续活动，但未见后冲断

单元；浅 滑 脱 层 区 域 构 造 单 元 间 距 较 小 ，从 构 造

层，构造单元Ⅴ的褶皱高度明显增加，相应断层延

单元Ⅲ’至Ⅵ间距为先增大后减小；滑脱层深度

伸至地表(图 10)。

变化处则对应剖面中波长最大的向斜（图 10-g、

实验所切剖面见 7 个明显的构造单元，构造

单元Ⅰ、Ⅱ、Ⅲ主要受前冲断层及伴生的后冲断层

图 11-c）。

实验中随着缩短率逐渐增大，构造单元Ⅰ、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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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物理模拟模型 3 演化图
Fig. 10 The sequential photographs showing deformation evolution of model 3
a~f—缩短率分别为 2.00%、11.50%、16.50%、25.50%、31.70%；
g—缩短率为 31.70%时沿挤压方向的切片图；
Ⅰ—Ⅵ—代表相应构造单元发育顺序(其中Ⅲ’
代表与Ⅲ同时生成的构造单元)

Ⅲ隆起高度变化为增大-稳定不断循环的特点，证

率为 1.75%时，构造单元Ⅰ发育由后冲断层控制的

明模型中导致构造活动的应力集中过程是不稳定

断层相关褶皱；阶段二，缩短率为 8.75%时，构造单

的，使得相应构造单元的活动具有乱序性，但处于

元Ⅰ持续活动，形成明显斜歪褶皱，位于滑脱层深

滑脱层深浅变化附近的构造单元Ⅲ’与Ⅳ的隆起高

浅变化处见构造单元Ⅱ的断层转折褶皱；阶段三，

度持续增加，未表现明显的稳定期，其中晚期出现

缩短率为 15.00%时，在构造单元Ⅰ与Ⅱ前方同时发

的Ⅲ’构造单元最终隆起高度甚至超过了构造单元
Ⅱ、Ⅲ（图 11-a）。
3.2.2

模型 4

实验过程主要划分为 5 个阶段。阶段一，缩短

育构造单元Ⅲ、Ⅲ’，两者均表现为受前冲断层控制
的断层相关褶皱，构造单元Ⅰ出现 2 条不同深度的
前冲断层，表现出叠加褶皱的特点；阶段四，缩短率
为 21.75%时，构造单元Ⅱ与Ⅲ’之间出现构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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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徐淮推覆-褶皱构造带物理模拟中模型 3(a)、模型 4(b)相应构造单元隆起高度/缩短率关系图和
相邻构造单元间距/次序关系图（c）
（次序 1~6 代表从活动端向固定端测量断层间距的顺序；Ⅰ~Ⅴ代表构造单元先后顺序）

Fig. 11 Model 3 (a) and model 4 (b) uplift height of the corresponding tectonic units/shortening rate diagram and adjacent
structural unit spacing/sequence diagram (c)

Ⅳ，表现为断层相关褶皱；阶段五，缩短率为 30.00%

箱状褶皱及尖棱褶皱，构造传播方式与模型 1 相

时，在构造单元Ⅲ前方出现构造单元Ⅴ，该构造受

同，但变形向前缘方向传递距离明显大于模型 1

前后冲断层控制属于冲起构造，构造单元Ⅳ进一步

（图 7、图 9）。可见，滑脱层强弱差异控制着不同的

发育，
表现为尖棱斜歪的断层相关褶皱(图 12)。

构造样式。

实验所切剖面见 6 个明显的构造单元，构造

模型 3、4 所设置装置底部不同高度台阶式抬

单元Ⅰ中晚期低角度前冲断层将早期一对前后

升，使滑脱层深度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上覆盖层厚

冲逆断层切断，最终表现褶皱为共轴叠加褶皱；

度与脆性层强度，使构造变形传播不再是传统的前

构造单元Ⅲ’与Ⅳ主要受前冲断层控制，其中构

展式，而呈乱序式，且在滑脱层深浅变化处容易应

造单元Ⅲ’为尖棱斜歪褶皱，Ⅳ为箱状斜歪褶皱；
构造单元Ⅱ、Ⅲ受前冲断层控制，其构造单元Ⅱ

力集中而较早发生变形 [17]，变形传播距离相较于模
型 2 更远。对于模型 3 与 4，由于基底隆起高度大小

主要表现为断层转折褶皱，构造单元Ⅲ为逆冲叠

差异，模型 3（低基底隆起条件）在深滑脱层区域将

瓦构造及断层相关褶皱；构造单元Ⅴ受前后冲断

出现更多的构造单元；模型 3 在深滑脱层区域普遍

层控制，属于冲起构造。深滑脱层区域各构造单

出现受前后冲断层控制的箱状断层相关褶皱，模型

元 间 距 较 大 ，向 固 定 端 间 距 逐 渐 增 加 ，发 育 3 个

4 除构造单元Ⅰ发育共轴叠加褶皱外，均表现为受

构造单元；浅滑脱层区域构造单元间距较小，且

前冲断层控制的斜歪褶皱特点，在浅滑脱层区域两

向固定端逐渐减小；滑脱层深度变化处也对应剖

者构造样式基本相同，主要为断层相关褶皱与逆冲

面中明显波长最大的向斜(图 11-c、图 12-f)。

断层(图 10、图 12)。因此，滑脱层深度变化对盖层相

随着缩短率的增加，构造单元Ⅰ、Ⅱ、Ⅲ及Ⅲ’

隆起高度先增大后趋于稳定，相应构造单元高度达

关构造变形具有明显影响。
4.2

实验结果与实际构造变形对比

到稳定状态后将不会改变，构造单元Ⅳ隆起高度增

徐淮地区构造变形属于典型挤压背景下的薄

长最快，最终高度超过早于其出现的构造单元Ⅲ与

皮构造，发育于早燕山期的滑脱构造，具有明显东

Ⅲ’
（图 11-b）。

4
4.1

讨

论

西分带的特点，由东向西变形强度逐渐增强。以皇
藏屿背斜为界，该界以西构造变形涉及盖层主要为
寒武系—奥陶系与石炭系—二叠系，盖层厚度较

滑脱层强弱及深度对构造变形的影响

小，发育一系列逆冲断层；该界以东构造变形涉及

模型 1 基底之上为强滑脱层（微玻璃珠），随着

盖层主要为震旦系—奥陶系，盖层较厚，广泛发育

缩短率增加，构造样式为逆冲叠瓦构造，表现为

轴面向 SE 方向倾斜的斜歪褶皱，叠瓦状分支断层

前展式传播形式，最终传播距离 16.5cm，而模型 2 基

较少[1]。

底之上为弱滑脱层（硅胶），构造主要表现为不对称

通过 4 个模型所切剖面与实际构造变形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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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物理模拟模型 4 演化图
Fig. 12 The sequential photographs showing deformation evolution of model 4
a~e—缩短率分别为 1.75%、8.75%、15.00%、21.75%、30.00%；
f—缩短率为 30.00%时沿挤压方向的切片图，
Ⅰ~Ⅴ代表相应构造单元发育顺序(其中Ⅲ’代表与Ⅲ同时生成的构造单元)

认为实验模型 4 与区域上剖面具有较好的相似性，

取得了与地质原型相似的模拟结果。然而自然界

模型基底抬升处产生的背斜与皇藏峪背斜位置相

构造变形复杂，如多期构造叠加、沉积与剥蚀作用、

当，虽然区域上变形含有多层滑脱层，但结合构造

多层滑脱层等。本次研究从主要控制因素入手，对

变形变化特点与物理模拟实验结果，认为区域上构

地质原型进行模型化与理想化。该区存在多层滑

造变形主要受 2 层不同深度滑脱层控制，分别是青

脱层，滑脱层平面展布未能考虑，因而对于盖层变

白口系泥灰岩与寒武系页岩。以滑脱层抬升处（皇

形控制不全面，有待进一步探讨滑脱层平面展布等

藏屿背斜）为界线，出现的褶皱间距及构造强弱的

因素对区域构造的影响。

变化在模型 4 中有良好表现。滑脱层深度小，出现
较密集的逆断层；滑脱层深度大，则构造形态以大
波长的斜歪褶皱为主，断层未延伸至地表（图 13）。

5

结

论

(1)滑脱层控制徐淮地区薄皮构造的形成，滑脱

本文对徐淮地区构造地质原型设计了 2 组实

层的存在使得变形向前传播距离更远，是形成徐淮

验，通过改变模型的材料及边界条件，研究了滑脱

地区构造样式的主控因素，缺少滑脱层构造变形则

层性质及滑脱层深度变化对构造变形的控制作用，

表现出一系列堆垛式逆冲断层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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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物理模拟模型 4（b）与徐淮地区构造剖面（a）对比图
Fig. 13 comparison diagram of model 4 (b) and the construction section (a) of the Xu-Hai area

(2)徐淮地区存在多套滑脱层，模拟实验表明，
控制区域上东西构造样式变化的滑脱层主要有 2
套，分别为青白口系泥灰岩（深滑脱层）和寒武系页
岩（浅滑脱层）。以皇藏屿背斜为界线，界线以西，
滑脱层深度较浅，构造变形强烈，构造间距密集，逆

[7]Corrado S, Di Bucci D, Naso G, et al. Influence of palaeogeography
on thrust system geometries: an analogue modelling approach for the
Abruzzi-Molise (Italy) case history[J]. Tectonophysics, 1998, 296(3):
437-453.
[8]Costa E, Vendeville B C. Experimental insights on the geometry and
kinematics of fold- and- thrust belts above weak, viscous evaporitic

冲断层普遍发育；界线以东，滑脱层深度较深，构造

decollement[J]. Journal of Structural Geology, 2002，
(24): 1729-1739.

间距较大，主要发育斜歪褶皱，断层未能延伸至

[9]Philippe Y, Boris J, Frederic M, et al. Dynamic constraints on the

地表。

crustal- scale rheology of the Zagros fold belt, Iran[J]. Geology,
2011, 39(9): 181-815.

致谢：物理模拟实验中得到南京大学地球科学

[10]Bose S, Mandal N, Mukhopadhyay D K, et al. An unstable kine⁃

与工程学院闫兵、吴坚理老师及张振师兄的热心帮

matic state of the Himalayan tectonic wedge: Evidence from experi⁃

助，贾东教授在文章写作中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

mental thrust- spacing patterns[J]. Journal of Structural Geology,

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2008, 31(1): 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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