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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汶川地震断层带北川擂鼓镇赵家沟剖面的露头及显微结构均发现多期次脉体纵横交错，角砾岩被胶结。通过对断层岩
相关的碳酸盐矿物同位素分析得知，断层岩角砾和脉体中大量的白云石来源应是断层带内富 Mg 离子的流体，且碳氧同位素

显著分异,角砾的 δ18O 值和 δ13C 值与灰岩围岩更接近，脉体和基质显示重同位素亏损。通过“同震热分解”和“水-岩相互作用”
2 种可能模型的研究分析，同震热分解模型 δ13C 值明显高于实际，而水-岩相互作用则可形成这种分异结果。故震后深部流体
上涌所导致的表层大气水再循环可能是导致震后断层快速愈合的重要原因，
同震破裂和间震期愈合则形成完整的断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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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crop and microscopic structure analysis of Zhaojiagou section at Leigu Town in Beichuan area of Wenchuan
earthquake fault zone revealed that multi-phase veins crisscross and the breccia has been cemented.The isotope analysis of carbonate
minerals related to fault rocks shows that the source of a large amount of dolomite in the fault breccia and veins should be the Mg-

rich fluid in the fault zone,and the carbon and oxygen isotopes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ion.The δ18O and δ13C values of breccia
are more close to values of surrounding rocks of limestone, and the veins and matrix exhibit heavy isotope losses. It is found that the

δ13C values of the coseismic thermal decomposition model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e real values and the water- rock interaction

model can form this differentiation result, as shown by comparison of these two possible models.Therefore, the surface water
recirculation caused by the upwelling of deep fluids may be the significant cause of the fault rapid healing after earthquake. The coseismic rupture and inter-seismic healing form a complete faul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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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断层愈合在野外[1-3]和实验室[4]均被广泛证

地表低温度-压力条件下，间震期因挤压变形而造

实，通常体现在其波速、强度及传输性质上。在近

成的断层愈合非常有限，愈合主要与和流体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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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过程有关。流体在断层岩中最直接的产物为

成；图 3-c 手标本取自断层滑动带部位 [10]，由断层

沉淀于空隙中的脉体或胶结物，二者在一定程度上

泥、伟晶脉体、基质及胶结灰岩角砾组成，中间黑色

[5]

能反映流体的性质 。断层内的流体-岩石相互作

部分为数毫米厚的松散断层泥，两侧黄色和黑色部

用过程涉及一系列物理化学过程，最典型的如压溶

分为胶结的碎裂岩和断层泥，最左侧的角砾岩则是

作用 [6]。一方面，流体活动会加速断层带内物质迁

粗灰岩角砾被胶结形成。

[7]

移的过程，通常会造成弱矿物的富集 ，利于断层滑

为研究断层岩的微观结构与成分变化，选取各

动；另一方面，通过结晶沉淀作用，流体的参与会造

种断层岩在偏光显微镜下进行详细分析。图版Ⅰ-

[8-9]

成颗粒增生或裂隙愈合，一定程度上强化断层

。

a 为断层泥和断层角砾岩交接部位，角砾部分发育

本文的工作点为汶川地震断层带地表破裂带

“X”型剪节理，靠近断层泥裂隙变密集，碎裂岩粒径

北川擂鼓镇赵家沟剖面。近年来，已在该剖面开展

也逐渐减小，镜下和手标本相似，显示强烈的面理

[10]

[11]

[12]

了大量的地球化学 、岩石磁学 、渗透率测量 、高
速摩擦实验、低速摩擦实验

[13]

特征。图版Ⅰ-b 为典型的断层角砾岩，其中残留的

等工作，积累了大量

大角砾呈现密集的“X”型剪节理，基质部分高度破

资料。在野外及显微构造工作的基础上，笔者对该

碎，有明显流体贯穿通道（红色线所示），部分为脉

剖面中的碳酸盐矿物进行了碳氧同位素测量，发现

体充填。图版Ⅰ-c 中不同的颜色条带代表了不同

颗粒-基质-脉体之间存在显著的同位素分异，并对

的矿物组成，断层泥和碎裂岩之间的空隙部分已被

造成同位素分异的主要原因及断层中的水-岩相互

新生的方解石充填，晶体的生长方向垂直于断层

作用进行探讨。

面，这表明震后（采样于地震之后 1.5 年）流体活动

1

非常强烈，大量的方解石结晶于断层的空隙中。图

赵家沟剖面断层结构

版Ⅰ-d 中部分角砾岩已被流体高度改造，可见大量

赵家沟剖面位于汶川地震发震断层映秀-北川

的溶蚀构造，其中部分裂隙未被完全充填，部分裂

断裂北段的北川县擂鼓镇地表破裂带（图 1），断层

隙被新生的碳酸盐矿物充填，且呈现环带构造，不

出露宽度约 8m，断层走向 NE45°，倾向 NW，倾角

同环带矿物颗粒大小、矿物颜色均不同，指示了多

64°~78°。断层上盘为志留系灰岩，下盘为三叠系粉

期流体的参与。图版Ⅰ-e、f 显示胶结的角砾岩被

砂岩（图 2-a、b）。为了确定断层带的结构及组成，

多期脉体相互穿插，角砾局部被剪切，脉体的颜色、

避免地表风化物质的干扰，野外工作清除了厚约

颗粒大小不同，均暗示其经历了多期破裂及愈合过

50cm 的地表物质。野外观测及实验室显微结构分

程。图版Ⅰ-g 为粒度较细的碎裂岩颗粒和断层泥

析表明，该露头剖面由两侧向中心依次为含裂隙原

随流体沉淀于角砾间隙，未能形成脉体，而是呈基

岩、断层破碎带（包括角砾岩、碎裂岩）和主滑动面

质胶结。与之相反的是，图版Ⅰ-h 中部分较大的空

（包括碎粉岩、断层泥），各岩性之间界线清晰。主
滑动面中心出露 1.5~2cm 厚浅灰色断层泥（图 2-c、
d），其质软且致密，具强面理特征，断层泥中发育伟

隙，大量流体在其中沉淀，形成伟晶脉体。

2

实验方法

晶方解石脉，厚度可达 5.5cm，两侧为基质支撑的近

对典型的断层岩样品进行了矿物成分分析，包

等轴状灰岩碎粉颗粒。整体而言，断层下盘破坏程
度较强，形成了 1.5~2.5m 宽的角砾岩和碎裂岩带，

括全岩成分及粘土矿物定量分析。分析粘土矿物
时，先采用离心方法分离出样品中小于 2μm 的组

可见细碎裂岩颗粒填充在角砾裂隙中。

分，分别制成自然干燥薄片、乙二醇饱和薄片及

为研究断层带内成分变化和流体作用，选取断
层带内各类典型断层岩手标本为研究对象（图 3）。

550℃热处理薄片[10]，以区别不同粘土矿物并确定其
含量。

图 3-a 为灰岩碎裂岩，其中灰岩角砾分散在由细碎

实验对断层岩中发育的碳酸盐矿物进行了碳-

裂颗粒和胶结物组成的基质中，局部发育脉体，脉

氧同位素分析，包括样品中角砾岩的角砾颗粒（粒

体中见少量灰岩颗粒；图 3-b 为脉体被多次破坏而

径大于 1.5mm）、基质（粒径小于 0.5mm）和脉体。为

胶结成的碎裂岩，其中白色部分可作为胶结物的典

了精确区别不同部位样品，采用微钻（钻头直径

型代表，贯穿脉体中间的黄色部分为断层泥胶结形

0.5mm）直接在抛光的手标本上钻取粉末，角砾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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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约 200mg）在 100%的 H3PO4 中溶解，将分解得
到的 CO2 直接导入质谱系统进行测量。分析结果
采用 δ 形式表示，精度为 0.2‰。δ13C 和 δ18O 结果分
别采用 V-PDB 和 V-SMOW 进行标准化。另外，为

了区分碳酸盐岩脉体中碳的来源，实验还对断层上
下盘围岩样品进行了测量。共分析了 16 件断层岩
和 2 件围岩样品。

3

实验结果
断层上下盘围岩、厚层脉体及角砾颗粒矿物成

分分析显示（表 1），上盘灰岩原岩主要由方解石组
成（98%）；上盘粗、细角砾岩及下盘的细角砾岩含石
英、白云石、方解石及粘土矿物，应为两盘岩石破碎
并相互混染的结果；下盘粗角砾岩及砂岩原岩主要
图 1 龙门山断裂带地质简图及工作区位置[12]
Fig. 1 Geological sketch map and working area location of
the Longmen Mountain fault zone

由石英和长石组成，含少量粘土矿物，为典型的杂
砂岩破碎产物。值得注意的是，上盘灰岩原岩及下
盘砂岩原岩均不含白云石，而断层角砾岩及脉体中
含有大量白云石。另外，断层泥的粘土矿物含量最
高，达到 35%，矿物成分以伊蒙混层和绿泥石为主，

则在单个颗粒上进行钻取。
粉末样品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 MAT253
同位素质谱分析仪上进行碳-氧同位素分析。样品

图2

且伊蒙混层的混层比在样品中亦最高。
同位素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断层岩角砾颗粒

映秀-北川断裂赵家沟剖面断层结构

Fig.2 Zhaojiagou section structure of Yingxiu-Beichuan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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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也大于基质和脉体（19‰~21‰），其中在断
层泥附近发育的亮晶白云石脉体（样品号 9-7）具有

最低的 δ13C 和 δ18O 值(δ13C=－8.0‰，δ18O=19‰)。另

外，角砾的 δ18O 值和 δ13C 值与图 4 中灰岩原岩的数

据点较一致，而砂岩样品数据点明显区别于断层岩
样品和灰岩原岩。

4

同位素分异模拟
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能够提供流体的来源、水

岩比及水岩相互作用的基本信息。由于正常海洋
沉积物的 δ13C 同位素典型值为±2‰，颗粒-基质-

脉体的 δ13C 同位素显示样品中非有机碳的来源并

不是由碳酸盐原岩的简单溶解、沉淀作用而形成。
相比碳酸盐原岩样品，断层岩样品尤其是断层主滑
动面部位的样品明显亏损 13C 重同位素，这种典型
的 分 异 ，必 须 要 求 有 其 他 13C 亏 损 的 外 源 流 体 参
与[5]，或者其他同位素分馏过程[14]。以下分别从 2 个
相关的机制进行模拟。
（1）同震热分解模型
地震在同震滑动过程中瞬间会产生大量的热，
继而造成断层岩发生一系列化学过程，如部分熔
融[15]、粘土分解[16]和去碳酸盐化[17]。根据最新的高速
图 3 同位素分析取样的典型标本(图中黑色、红色及蓝色箭头
所指分别为脉体、角砾和基质部分)

Fig. 3

摩擦实验，同震碳酸盐分解是自然断层在高速地震
运动中的普遍现象 [18]，其分解产生的纳米颗粒可对
断层的滑动弱化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19]。分解过程

Typical samples for isotopic analysis

会导致产生的 CO2 重同位素（13C 和 18O）富集，而残

的同位素明显区别于基质及脉体部分，前者的 δ13C

留的碳酸盐矿物中的重同位素含量减少[20]。考虑到

值大于－4‰。从单个手标本样品看（样品号 4-4，

实验中分析的大量样品采自断层带的主滑动面附

黑色折线所示），其所含角砾、基质及脉体部分的

近，它们可能在汶川地震过程中经历过高温及碳酸

δ C 呈 明 显 的 下 降 趋 势 ，角 砾 的 δ O 值（19.7‰ ~
13

18

盐分解过程，因此非常有必要验证同震过程的同位

表 1 北川擂鼓镇赵家沟剖面断层岩成分分析结果
Table1 Fault rock composition analytical results of Zhaojiagou section at Leigu Town, Beichuan area
岩性

全岩成分
石英

长石

0.5%

0.5%

上盘粗角砾岩

1%

1%

29%

68%

1%

上盘细角砾岩

24%

7%

11%

40%

18%

39%

灰色断层泥

29%

2%

27%

7%

35%

白色伟晶脉体

6%

1%

37%

51%

5%

下盘细角砾岩

6%

62%

24%

8%

下盘粗角砾岩

42%

33%

8%

17%

下盘砂岩原岩

43%

39%

9%

9%

上盘灰岩原岩

白云石

粘土组成(相对含量)

注: 混层比为伊蒙混层中蒙脱石的含量

方解石

粘土

98%

1%

蒙脱

3%

伊利

伊/蒙

绿泥

96%

4%

95%

5%

5

55%

6%

10

3%

83%

14%

36

30%

55%

12%

10

19%

73%

8%

33

51%

49%

5

47%

53%

混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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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Plate Ⅰ

a. 断层泥和断层角砾岩交界部位；
b. 典型断层角砾岩；
c. 断层泥空隙中方解石充填；
d. 角砾岩为流体高度改造，
可见不同期次脉体；
e、f . 胶结的角砾岩中多期次脉体相互穿插；
g. 胶结的断层泥和细碎裂岩；
h. 伟晶脉体，
后期产生微裂隙又被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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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部位样品碳氧同位素测试结果
Fig. 4 Carbon and oxygen isotope analytical results of
different parts

素分馏作用。
将大角砾颗粒（标本编号 4-6，粒径大于 5mm，

δ C =－1.9‰，δ18O =26.2‰）的同位素值近似为滑
13

动带初始样品的成分。由热分解导致的同位素分

图 5 基于同位素结果的模拟分析
（黑色粗线为基于同震热分解模型的计算结果；
黑色细线及阴影区
为水-岩相互作用模型的计算结果）

Fig. 5 Simu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isotope results

馏过程可由以下方程表述：
δf =δi+1000(F－1)ln (α)

其中 i 和 f 分别为初始和最终的同位素，F 是残

样品为紧邻断层活动面的脉体（样品号 9-7），它可

和 600℃条件下碳酸盐热分解所导致的同位素分馏

－8.0‰，δ18O=19‰)；②沉淀的流体和碎裂岩颗粒

留组分的含量，α 是分馏系数 [21]。图 5 给出了 400℃

能 粗 略 代 表 流 体 本 身 的 同 位 素 组 成 (δ13C=

结果，显示由同震热分解模型预测的 δ13C 值均明显

相互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同位素组成。

高于实际测量结果。因此，单纯的热分解不能解释
观测到的颗粒-基质-脉体的同位素演化趋势。
（2）水-岩相互作用模型
如果进入断层带的流体具有恒定的同位素组

从具有亏损 13C 同位素的来源分析，有以下几

种可能：①地层中的有机质，地层中的有机质是最
为普通的亏损 13C 同位素来源，可以为极亏损（可

达－27.6‰）[27]。然而，根据剖面成分分析，没有证

成 [22-23]，那么图 5 中单个 δ18O-δ13C 数据点反映了外

据指示赵家沟剖面附近有富含有机质的流体活

具有与围岩相近的同位素组成，与流体相互作用程

典型值为－5‰[28]，同样没有证据显示区域内有地幔

度较小，基质和脉体部分由于与流体相互作用程度

流体活动，且实际测量的同位素值较地幔更亏损。

来流体与样品相互作用的程度

[24-26]

。大的角砾颗粒

较大，或者直接由流体沉淀形成，具有更亏损的同

动 [10]。②地幔来源的流体，地幔流体的 δ13C 同位素
③大气水来源，也是最可能的解释。

位素组成，而伟晶脉体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流体原始

根据上述模型，大气降水来源的流体与碎裂颗

的同位素组成。总之，颗粒-基质-脉体之间同位素

粒达到平衡后，结晶形成脉体物质，通过质量守恒

的差别可能有如下的模型解释：①外来流体进入断
层，导致脉体的沉淀和基质的胶结，其中最亏损的

可以计算基质和脉体的同位素成分。在流体-颗粒
界面，阳离子（如 Ca2+）同时交换的颗粒和脉体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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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位素达到平衡，意味着从流体中沉淀的脉体的

体活动主要集中于破碎的角砾岩带，且平行于断层

同位素组成由流体和碎裂颗粒的同位素差决定。

面[12]。所以脉体的沉淀及胶结主要在断层破碎带内

参考 Zheng 等 提出的质量平衡方程，控制流体-颗

进行。随着沉淀及胶结作用的进行，
断层逐渐愈合，

粒平衡及脉体沉淀的方程可以写成：

为间震期孔隙压力积累创造条件。当孔隙压力及断

[29]

δ13C

f
vein

= δ13C

δ18O

f
vein

= δ18 O

δ13C ffrag )

δ18O ffrag )

i
HCO3

-1
13
+ 1000ln α vein
HCO + γ (δ C

i
frag

i
H2O

-1
18
+ 1000ln α vein
H O + γ (δ O

i
frag

3

2

-

层应力积累到一定程度，
造成下一次破裂，
形成另一
个瞬态的流体流通通道。因此，
同震脆性破裂和间震

-

式中假定 HCO3 － 是流体中主要的携碳离子，i

期的胶结愈合过程形成了一个地震周期中典型的
“封
闭”
和
“开放”
的断层系统。
致谢：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陈建业博士在研

和 f 代表初始和最终的同位素组成，α 是同位素分

究课题上给予了指导，山西省地质环境监测中心刘

δ13C iHCO =－12‰，δ18 O iH O =－7‰。根据文献研究，

和建议，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

馏系数，γ 是水岩比。大气水的初始同位素组成为
3

2

70oC 条件下，HCO3 －-CaCO3 系统的 δ13C 分馏系数
为 1.4‰

[30]

，H2O-CaCO3 系 统 的 δ18O 分 馏 系 数 为

。角砾颗粒的 δ13C 同位素变化（δ13C

20.7‰

[31]

δ13C

）为 2.1‰ ，δ 18O 同 位 素 的 变 化（δ18O

δ18O

f
frag
f
frag

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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