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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塔藏断裂位于东昆仑断裂带东段，属于“玛曲空区”范围，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对该区域造成了应力的加载，

但是本区尚未开展古地震方面研究，地震危险性认识不足。通过断错地貌实测、古地震探槽、１４Ｃ定年等方法，在坡

中谷、断塞塘附近位置开挖两处探槽，获得了一些古地震方面的认识。探槽附近微地貌测量结果表明，断错量主要

分布在两个范围区间 ７２ｍ和 ７１ｍ，以及 ２７ｍ，２５和 ２２ｍ，两区间之间近倍数关系，推测由多次地震事件造成。两处

探槽采集１４Ｃ样品共计 １９个，探槽剖面分别记录了 ２次古地震事件，事件发生的层位与年龄具有一定的可比性，经

逐次限定后得到 ２次古地震事件，时间分别为 ３２０±３０～５００±３０ａＢＰ．和 ２７３０±３０～２８４０±３０ａＢＰ．；最近一次古地

震离逝时间为 ３２０±３０～５００±３０ａＢＰ．；实际重复间隔约为 ２３００ａ，与东昆仑断裂玛曲段的重复间隔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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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ＭＳ７１级地震后，巴颜喀拉块体周缘边界带
大部分发生了破裂，很难判断该块体边界带的大震序

列是否结束
［１］
。东昆仑断裂带是巴颜喀拉块体北边

界断裂系统的一条巨型左旋走滑活动断裂，有仪器记

录的１９０２年以来，沿该断裂带先后发生了 ７次 ＭＳ＝
６９～８１的大震，而在断裂带东段上存在一处地震
空区—“玛曲空区”

［１］
，塔藏断裂即位于该空区。

塔藏断裂位于东昆仑断裂东段，西起若尔盖盆

地北缘，以 ＮＷＷ向延伸至下黄寨村，向东转为 ＮＷ
向，经东北、塔藏、九寨沟，至马家磨转为 ＮＷＷ向至
沙尕里以东，总体呈 ＮＷ走向，近反“Ｓ”型展布，全
长１５０ｋｍ左右（

书书书

图１）。塔藏断裂历史上无大地震
记载，地震仪器也没有记载到 ＭＳ≥５０的地震；目
前，有关该断裂的研究工作较为薄弱，仅对断裂的几

何展布和滑动速率进行了一些研究
［２～６］

，尚无古地

震方面的研究。区域 ＧＰＳ数据处理结果显示该区
域可能处在应变积累阶段

［７］
；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造

成了该断裂所在区域库伦应力的积累，提升了地震

发生概率
［８］
。为此，笔者在断裂西段开挖了 ２个探

槽以开展古地震研究，通过对塔藏断裂探槽附近微

地貌测量及探槽剖面的分析，结合探槽
１４Ｃ测年数

据，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１　古地震遗迹

沿塔藏断裂发育了大量冲沟位错、断塞塘、反向

坎、坡中谷等地震遗迹。本文在地貌断错特征明显

的地方开挖两处古地震探槽（

书书书

图１）。并利用差分
ＧＰＳ方法（ＤＧＰＳ）［９］对两处探槽附近地貌进行高精
度测量，定量分析地貌断错特征。

１１　探槽一附近断错地貌

探槽一位于塔藏断裂西段（３３°４５′４５５０″Ｎ，
１０３°１５′２５７０″Ｅ），罗叉村北东向 ２６ｋｍ。受地震活
动影响，坡中谷较发育，形成一系列沿断裂走向展布

的反向坎，反向坎下缘植被呈线性分布（

书书书

图２ａ），整
体走向 ３１０°；探槽一附近发育 ３条规模不等的间歇
性冲沟，对探槽一附近的错断冲沟、反向坎等地貌进

行差分 ＧＰＳ测量，１３６４个测量数据处理结果（

书书书

图２ｂ）
表明最大冲沟左旋位错量为７２ｍ，次级小冲沟左旋位
错量为２７ｍ和２５ｍ，最大冲沟与次级小冲沟的位错量
之间存在近倍数关系，推测由多次地震事件造成。

在反向坎下缘与谷地过渡位置开挖探槽一

（

书书书

图２ｄ），探槽走向为 ３５°，长度、宽度、深度分别为
１０ｍ，２ｍ和 ２５ｍ。沿探槽走向对附近地形剖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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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塔藏断裂几何展布（ａ）及构造位置（ｂ）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ｏｆＴａｚａｎｇｆａｕｌｔ

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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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ｃ），地形特征及地形剖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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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ｄ）
表明该处构造活动以左旋走滑为主，兼有一定逆冲

分量，上盘逆冲形成反向坎。

１２　探槽二附近断错地貌

探 槽 二 位 于 探 槽 一 西 侧 １０ｋｍ 左 右

（３３°４７′３７００″Ｎ，１０３°１０′０８５０″Ｅ），发育多处反向
坎及一处断塞塘。断塞塘西侧及东侧的两处阶地坎

均被左旋错动，断塞塘北侧发育一条间歇性小型冲

沟（

书书书

图３ａ）。对探槽二附近的阶地、冲沟及反向坎等
地貌进行差分 ＧＰＳ测量，３５６６个测量数据处理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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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ｂ）表明西侧阶地坎左旋位错量为 ７１ｍ，东侧阶
地坎左旋位错量为２２ｍ。

当断层横切冲沟时，由于断层的左旋运动，使上

盘的冲沟发生走滑位移并形成肘状弯曲，同时在地

形上形成反向坎。陡坎的闸门作用会堵塞水流，在

肘状弯曲部位逐渐形成断塞塘，在反向坎底部与断

塞塘过渡位置开挖探槽二（

书书书

图３ｄ），探槽走向为
１５°，长度、宽度、深度分别为 １０ｍ，２ｍ和 ２５ｍ。该
处断塞塘形态保存较完整，呈椭圆状，长轴方向为

３００°，与断裂走向大致平行，无积水，负地形，处于消
亡阶段。沿探槽走向对附近地形剖面进行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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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ｃ），地形特征及地形剖面曲线（

书书书

图３ｄ）表明该
处构造活动以左旋走滑运动为主。断层下盘发育多

条反向坎，坎高０５～１０ｍ不等，整体走向 ３１０°，推
测地震事件过程中主断裂附近发育次级断裂，由差

异风化造成。

２　探槽的年龄和剖面分析

探槽技术是古地震研究的重要环节，探槽位置、

规模和类型都会影响古地震信息的完整性
［１０］
；探

槽中信息的识别、记录程度和年代样品的采集方式

关系到古地震资料的精度和可靠性
［１１］
。对古地震

探槽方法而言，断层活动方式和沉积环境是必须考

虑的因素
［１２］
。理想的探槽位置是既包含古地震位

移信息又有重复间隔信息的地点
［１３］
，在古地震研究

中，一般依据地层的错断与覆盖、崩积楔与冲填楔的

时代，确定古地震事件发生的时间
［１３～１８］

。对于倾滑

断层而言，探槽布设方向的基本原则垂直断层走

向
［１０］
，探槽工作要按照一定的步骤展开

［１９］
。

本文两处探槽走向均与断裂走向近垂直，探槽

剖面揭示了较详细的坡积层与泥炭层。两处探槽均

由人工开挖，开挖过程中尽量保证探槽壁平直，开挖

后再用 １０ｃｍ宽的三角形平铲对探槽壁进行平整，
然后用铁钉、水平管、白色棉线将平整后的探槽壁分

割成１ｍ×１ｍ的网格。然后用米格纸对探槽剖面的
地层信息及构造信息进行解译，按照一定比例关系，

对地层的厚度、颜色、岩性、物质组成、变形情况、断

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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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探槽一附近地貌及 ＤＧＰＳ测量结果
（ａ）探槽一附近地貌　（ｂ）ＤＧＰＳ测量数据结果　（ｃ）地形剖面测量路线　（ｄ）地形剖面曲线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ＧＰ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ｒｅｎｃｈ１

图 ３　探槽二附近地貌及 ＤＧＰＳ测量结果
（ａ）探槽二附近地貌　（ｂ）ＤＧＰＳ测量数据结果　（ｃ）地形剖面测量路线　（ｄ）地形剖面曲线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ＧＰ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ｒｅｎｃｈ２

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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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情况、样品位置及构造楔体等信息进行分析和描

绘。再用数码相机沿网格线水平移动，拍摄时以网

格中心为聚焦点，每次拍摄范围不小于一个网格，并

保持同一焦距和曝光度，相邻照片之间有一定重叠

区域，当网格高度或宽度不足一格时，须测定实际尺

寸参数并做好记录。再利用拼图软件（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进行拼图工作，通过颜色匹配、镜头校正、几何校正

等过程，将同一探槽壁的照片拼接成一幅完整图像，

并打印出来，为后续工作做好准备。

表 １　古地震事件１４Ｃ定年结果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１　１４Ｃｄ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ｖｅｎｔｓｏｎＴａｚａｎｇｆａｕｌｔ

样品编号 样品位置 测试物质 层位 深度／ｍ 样品岩性 １３Ｃ／１２Ｃ／‰ 测试年龄／ａＢ．Ｐ． 校正年龄／ａＢ．Ｐ．

Ｃ０２

探

槽

一

泥炭 ② ０２６ 灰黑色炭物质，含植物根系 －２４７ ３２０±３０ ３２０±３０

Ｃ０１ 泥炭 ② ０５２ 灰黑色炭物质，含植物根系 －２２５ ３００±３０ ３４０±３０

Ｃ１０ 泥炭 ④ ０６３ 青灰色泥炭物质，含少量砂砾 －２５３ ８２０±３０ ８２０±３０

Ｃ０５ 泥炭 ⑥ １０２ 灰黑色泥炭物质，含少量砂砾 －２１９ ８７０±３０ ９２０±３０

Ｃ０４ 泥炭 ⑦ １４８ 灰褐色泥炭物质，富含水分 －２２６ ２８００±３０ ２８４０±３０

Ｃ０３ 泥炭 ⑨ １５６ 深灰色泥炭物质，富含水分 －２７１ ２８７０±３０ ２８４０±３０

Ｃ０７ 炭块 ⑩ １４６ 青灰色细砂，采集微小炭块 －２１２ ２６１０±４０ ２６７０±４０

Ｃ１０

探

槽

二

炭块 ① ０３１ 黑色炭块 －２５５ ７０±３０ ６０±３０

Ｃ０４ 泥炭 ② ０２７ 棕黑色泥炭，含少量砂砾 －２５３ ５００±３０ ５００±３０

Ｃ０４′ 炭块 ② ０２６ 黑色炭块 －２４２ ５２０±３０ ５３０±３０

Ｃ１３ 炭块 ② ０４１ 黑色炭块 －２４７ ５６０±３０ ５６０±３０

Ｃ０２ 炭块 ③ ０５２ 黑色炭块 －２５４ ８８０±３０ ８７０±３０

Ｃ１４ 炭块 ③ ０７１ 黑色炭块 －２５４ １０４０±３０ １０３０±３０

Ｃ１１ 炭粒 ④ １０７ 微小炭粒 ＮＡ ＮＡ ２７３０±３０

Ｃ０５ 炭块 ⑤ １１９ 黑色炭块 －２２９ ３５００±４０ ３５３０±４０

Ｃ１５ 炭块 ⑤ １０６ 黑色炭块 －２４０ ３５１０±４０ ３５３０±４０

Ｃ０９ 炭块 ⑥ １１２ 黑色炭块 －２２５ ３５１０±４０ ３５５０±４０

Ｃ１２ 炭块 ⑥ １１９ 黑色炭块 －２２５ ３４９０±４０ ３５３０±４０

Ｃ１６ 炭块 ⑥ １２１ 黑色炭块 －２５３ ３５９０±４０ ３５９０±４０

书书书

　　１４Ｃ样品由 ＢＥＴＡ实验室测试、校正；ＮＡ表示炭粒较少，只进行１４Ｃ测试，未进行 １３Ｃ／１２Ｃ校正

２１　１４Ｃ定年

探槽一附近水系和物源较为丰富，泥炭沉积较

为发育，靠近反向坎位置砂砾物质比例增加，于探槽

一西壁中的楔体和地层中采集 ７个１４Ｃ样品，其中 ６
个为泥炭物质，１个为细小炭块；探槽二附近水系
和物源少于探槽一，泥炭沉积发育差，多为坡积物沉

积，采集１２个１４Ｃ样品，其中 １个为泥炭物质，１个为
微小炭粒，其余 １０个为炭块。受大气中 ＣＯ２浓度
及 Ｓｕｅｓｓ效应影响［２０］

，未经校正的测年结果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只有经过校正的结果才具有较高的精

度和可信度。文中
１４Ｃ样品由美国 ＢＥＴＡ实验室测

试，通过加速器质谱测定样品年龄，基于 ＩＮＴＣＡＬ０９
校准数据库，以经过树木年轮数据的样条作为校准

曲线，选择比勒陀利亚校准程序对测试年龄进行校

准，得到定年结果（

书书书

表１）。

２２　探槽剖面分析

２２１　探槽一剖面
　　探槽一位于反向坎下缘与坡中谷之间的过渡位
置，靠近反向坎位置以坡积物沉积为主，砂砾成分为

主，靠近坡中谷位置以深色沼泽相泥炭物质为主，混杂

少量砂砾，探槽附近的坡积层与泥炭层存在渐变关系。

探槽一西壁共记录了３套地层，可细分为１２个
地层单元（

书书书

图４），由上而下描述如下。
第一套地层约为 １０００年以来的现代沉积层；

沼泽相沉积，主要为泥炭物质，并发育少量植物根

系，靠近反向坎位置沉积相逐渐过渡到坡积层沉积；

该套地层颜色下部地层相对颜色较浅；受地震活动

影响，地层发生错断和变形。可细分为６层：
①棕色表土层，粘土成分为主，含少量粗砂，偶见细砾，

尖棱状，发育现代植物根系，厚约 ５ｃｍ，继续接受沉积；该层

未被错断。

②灰黑色现代泥炭层，质柔软，富含水分，含大量未炭化

植物根茎，偶见尖棱状细砾，下层为层状分布纤维状植物根

茎，零星木块分布，根茎表层炭化，厚约３０～４０ｃｍ；向北侧发

生沉积相变，逐渐过渡到青灰色坡积层，砂砾混杂；厚度变

化大，１～３０ｃｍ；底部采集 ２个１４Ｃ样品（Ｃ０１和 Ｃ０２），年龄为

３４０±３０ａＢＰ．和 ３２０±３０ａＢＰ．；该层未被错断。

③灰棕色砂砾层，砾石与粗砂混杂，排列散乱，砾石磨圆

６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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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差，尖棱状，近“Ｖ”形态。

④青灰色构造楔，上盘逆冲形成，以泥炭成分为主，含少

量砾石，无层理发育，底部采集 １个１４Ｃ样品（Ｃ１０），年龄为

８２０±３０ａＢＰ．。

⑤青灰色泥炭层，南侧为沼泽相沉积特征，泥炭成分为
主，含少量植物根系；向北侧发生沉积相变，逐渐过渡到棕

黄色坡积砂砾层沉积，粗砂与砾石混杂，砾石磨圆度差，粒径

１～２ｃｍ，排列散乱；厚度变化大，１～４０ｃｍ；该层被 Ｆ１错断，

并在断层附近发生牵引变形。

⑥灰黑色泥炭层，南侧为沼泽相沉积特征，泥炭成分为

主，分布若干纤维状植物根茎，根茎残体直径较大，多在 ３～
５ｃｍ，根茎表层炭化明显；向北侧发生沉积相变，逐渐过渡到

浅黄色泥质粉砂层；厚度变化大，１～３０ｃｍ；底部发育一厚

约 ５ｃｍ的透镜状泥炭夹层，于泥炭层底部采集 １个１４Ｃ样品

（Ｃ０５），年龄为 ９２０±３０ａＢＰ．；该层被 Ｆ１错断，并在断层附

近发生牵引变形。

第二套地层主要为沼泽相沉积，主要为泥炭物

质；相比第一套地层，该套地层砾石成分较多；该

套地层颜色相对上部地层颜色较深；地层完整，厚

度较大，形成时间为 ３０００年左右；受地震活动影
响，地层发生明显错断和变形。可细分为５层：

⑦灰褐色泥炭层，南侧为沼泽相沉积特征，泥炭成分为

主，含少量砂砾；向北侧发生沉积相变，逐渐过渡到含砾粉

砂层，砾石粒径主要分布在 １～２ｃｍ，向北砾石含量递增；厚

度变化大，１～３５ｃｍ；底部采集 １个 １４Ｃ样品（Ｃ０４），年龄为

２８４０±３０ａＢＰ．；该层被 Ｆ１和 Ｆ２错断，并在断层附近发生牵

引变形。

⑧纤维状植物层，含大量根茎残体，直径较大，３～５ｃｍ；

根茎表层炭化明显，内部未完全炭化；该层规模较小，厚约

１０ｃｍ，向北侧逐渐尖灭；该层被 Ｆ１和 Ｆ２错断。

⑨深灰色粘土层，南侧为沼泽相沉积特征，泥炭成分为

主，下部夹黄褐色粉砂层，含少量砾石，尖棱状，粒径 ２～

１０ｃｍ；向北侧砾石含量逐渐增加；厚度较均匀，主要分布在

２０ｃｍ；于该层顶部采集 １个 １４Ｃ样品（Ｃ０３），年龄为 ２８４０±

３０ａＢＰ．；该层被 Ｆ１和 Ｆ２错断，并在断层附近发生牵引变形。

⑩青灰色构造楔，上盘逆冲造成，以砂砾成分为主，无层

理发育，底部采集微小炭块 １个 １４Ｃ样品（Ｃ０７），年龄为

２６７０±４０ａＢＰ．。

瑏瑡青灰色细砂层，主要成分为细砂，粒径 １～２ｍｍ，偶见

砾石，尖棱状；３５ｃｍ未见底；该层被 Ｆ１和 Ｆ２错断，并在断

层 Ｆ１附近发生明显变形。

第三套地层主要是较古老的基岩，结合区域地

层资料
［２１］
，为三叠纪砂岩；受地震活动影响，基岩

发生错动。

瑏瑢灰白色砂砾岩，受构造活动影响，内部发生错动，部分

裂隙被其他物质充填。

２２２　探槽二剖面
探槽二位于反向坎下缘与断塞塘之间过渡位

置，靠近反向坎位置及断塞塘北缘以坡积物沉积为

主，砂砾成分为主，断塞塘内以深色泥炭物质沉积为

主，混杂少量砂砾。

探槽二西壁共记录了３套地层，可细分为１０个
地层单元（

书书书

图５），由上而下描述如下。
第一套地层为约１０００年以来的现代沉积层；近静

水沉积，主要物质为粘土－亚粘土，含少量砾石及植物
根系；该套地层颜色相对下部地层颜色较深；受地震

活动影响，地层发生错断和变形。可细分为３层：
①灰黄色表土层，粘土成分为主，偶见细砾，尖棱状，磨

圆差，发育植物根系；厚约 １０～１５ｃｍ；该层底部采集黑色炭

块 １个１４Ｃ样品（Ｃ１０），年龄为 ６０±３０ａＢＰ．；该层未被错断。

②棕黑色泥炭层，泥炭为主，偶见细砾，层状分布；厚度

较为均一，多在 ２～３ｃｍ；于该层采集 ３个１４Ｃ样品（Ｃ０４，Ｃ０４′

和 Ｃ１３），年 龄 为 ５００±３０ａＢＰ．，５３０±３０ａＢＰ和 ５６０±

３０ａＢＰ．；该层被 Ｆ１错断。

③灰褐色砂质粘土层，粘土成分为主，含少量细砾，尖棱

状；厚约 ２０～４０ｃｍ，向南逐渐尖灭；于该层中下部采集 ２个

黑色炭块 １４Ｃ样品（Ｃ０２和 Ｃ１４），年龄为 ８７０±３０ａＢ．Ｐ．和

１０３０±３０ａＢＰ．；该层被 Ｆ１错断。

第二套地层以坡积物沉积为主，砂砾混杂，砾石

含量较高，规模比第一套地层大；受地形、沉积物源

等因素影响，地层厚度由断塞塘边缘向断塞塘中心

逐渐变厚；该套地层颜色较浅；形成时间为３０００年
左右；受地震活动影响，地层发生明显错断和变形。

可细分为５层：
④棕黄色粗砂层，粗砂成分为主，泥炭物质由断塞塘边

缘向断塞塘中心逐渐增，偶见砾石；厚度变化大，５～３０ｃｍ；

于该层底部采集微小炭粒 １个 １４Ｃ样（Ｃ１１），年龄为 ２７３０±

３０ａＢＰ．；该层被 Ｆ１错断。

⑤黄褐色细砾层，含砾石约 ３０％，粒径较为均匀，主要分

布在 １～２ｃｍ，最大粒径为 ４ｃｍ，尖棱状；厚度变化大，１０～

４０ｃｍ；于该层底部采集 ２个１４Ｃ样（Ｃ０５和 Ｃ１５），年龄均为

３５３０±４０ａＢＰ．；该层被 Ｆ１和 Ｆ２错断。

⑥灰黄色细砾层，砂砾混杂，砾石约占 ４０％，粒径较均

匀，３～８ｃｍ，最大粒径为 １０ｃｍ；厚度变化大，１０～５５ｃｍ；于

该层中部采集 ３个 １４Ｃ样（Ｃ０９，Ｃ１２和 Ｃ１６），年龄分别为

３５５０±４０ａＢＰ．，３５３０±４０ａＢＰ．和 ３５９０±４０ａＢＰ．；该层被 Ｆ１
和 Ｆ２错断。

⑦灰黄色充填楔，近“Ｖ”形态，砾石粗砂混杂，砾石约占

３０％，粒径分布在 ２～３ｃｍ，无层理发育。

⑧浅黄色含砾粘土层，以泥质粘土为主，砾石混杂其中，

约占 ４０％，粒径分布在 １～６ｃｍ，尖棱状；厚度变化大，约 ５～

５５ｃｍ；该层被 Ｆ２错断。

第三套地层以破碎基岩及粉砂层为主，受断层

活动影响明显。由上而下可以细分为２层：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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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浅灰绿色粉砂层，质密，含少量砾石，粒径不均，尖棱

状；位于探槽底部，与层⑩角度不整合接触，推测其形成年

龄较早，５０ｃｍ未见底；该层被 Ｆ１和 Ｆ２错断。

⑩青灰色破碎基岩，区域地层资料［２１］
显示为三叠纪砂岩；

受地震活动影响，基岩发生错动，部分裂隙被其他物质充填。

２３　探槽地层对比

塔藏断裂位于隆升、剥蚀作用较强烈的青藏高

原东北缘区域，断裂附近区域第四系发育较少。本

区第四系包括下－中更新统（Ｑ１－２）及上更新统－全
更新统（Ｑ３－４）：下－中更新统主要见于白龙江下游

河谷附近的唐热以东地区，面积约为 １２ｋｍ２，为尚
未固结成岩的浅灰色砾石层，土黄色长石砂层及含

泥煤炭质泥炭层；上更新统－全更新统主要分布在
若尔盖盆地的罗叉村以北至班佑村以南的大片河

床－沼泽沉积物及各条河流冲积物；在全区峡谷、冲
沟等附近位置还广布着 Ｑ３－４的残、坡积物，包括砂

砾、砂、亚砂土及泥炭物质
［２１］
。

图 ６　探槽地层剖面对比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ｔｒｅｎｃｈｅｓ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ｌｕｍｎｓ

探槽一与探槽二位于东昆仑断裂带东段，探槽

间距离１０ｋｍ左右，在构造活动、气候方面无明显差
异。但在地形、附近水源、沉积物源等方面存在明显

不同：探槽一位于坡中谷内，附近水源较丰富，排水

不畅，灌木、草丛发育，植物茎叶、粘土、砂砾等沉积

物较丰富，靠近坡中谷中心位置为沼泽相沉积，靠近

反向坎位置附近为坡积相沉积；探槽二位于一处规

模较小的断塞塘内，附近发育一条间歇性冲沟，植被

发育较差，灌木零星分布，沉积物以粘土、砂砾为主，

发育少量沼泽相沉积。

对比两探槽地层剖面发现（

书书书

图６），地层在颜色、
物质组成、岩性、沉积厚度、年龄、错断情况等方面存

在一定异同：探槽一中泥炭物质较丰富，含少量砂

砾，颜色以灰色、黑色为主，探槽二中砂砾物质较丰

富，仅在上部发育少量泥炭物质，颜色以灰色、黄色

为主；两处探槽地层年龄与地层之间厚度关系（沉

积速率）表现出明显的不均匀性，说明沉积过程受

地震活动影响。结合地层岩性、沉积环境、断错情况

及定年结果可做如下对比：

（１）探槽一中的层①，②，③，④，⑤和⑥与探槽
二中的层①，②和③进行对比，主要分布在 １０００年
以来，沉积时间较短；两探槽表层（层①）继续接受
新沉积，处于同一沉积阶段。探槽一沉积物以泥炭

物质为主，是近沼泽环境下发育地层；探槽二以泥炭

物质和粘土物质为主，属于静水沉积环境下发育的

地层，在沉积环境方面较为接近。探槽一中的层③，

④，⑤和⑥被对应的 Ｆ１错断，探槽二中层②和③被
对应的 Ｆ１错断，地层错断情况具有一致性。

（２）探槽一中的层⑦，⑧，⑨，⑩和瑏瑡与探槽二
中的层④，⑤，⑥，⑦和⑧进行对比，分布在 ２０００～
３５００年之间。探槽一沉积物以泥炭物质为主，颜色
以灰色、褐色为主，地层完整，厚度较大；探槽二中

的地层以砂砾物质为主，颜色以棕色、黄色为主，这

两部分地层在沉积规模方面较接近。这两部分地层

均被对应探槽中的 Ｆ１错断，除探槽二的层④外又均
被对应探槽中的 Ｆ２错断，两探槽地层错断情况有一
定的相似性。

（３）探槽一中的层瑏瑢与探槽二中的层⑨和⑩，这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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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地层位于探槽底部，形成时间大于上覆地层形

成时间；探槽一中的层瑏瑢为三叠纪砂岩，探槽二中的
层⑨为与⑩角度不整合接触的粉砂层，推测层⑨的形
成年龄较早，⑩为三叠纪砂岩，均属于较老地层。

由以上地层对比及探槽附近沉积环境可以发

现，在构造活动、气候等因素相同的前提下，在坡中

谷、断塞塘等局部沉积环境下发育的地层层序，可能

会因附近地形、水源及沉积物源等因素不同而存在

差异。

３　古地震事件及强震重复间隔分析

结合探槽剖面揭示的地层沉积特征、地层断错

情况及定年结果等资料，可以进一步分析古地震事

件及强震重复间隔等问题。

３１　古地震事件分析

塔藏断裂位于东昆仑断裂带东段，目前有关该

断裂古地震方面的研究尚未展开过，而仪器记录的

地震信息也较少。本文两处古地震探槽记录了地层

错断、构造楔体等较丰富的古地震信息。

探槽一西壁剖面内共发育了 Ｆ１和 Ｆ２及两处构
造楔，断层附近地层发生了明显的变形和错动，构造

楔体内物质排列散乱，无层理发育。结合测年资料

及地层切盖关系，可以厘定出如下古地震事件。

探槽一中 Ｆ２断错了位于探槽底部地层⑦，⑧和
⑨，且被地层⑥覆盖，推测是由古地震事件引起。在
层⑥和⑦中采集１４Ｃ样品（Ｃ０５和 Ｃ０４），经测试校正
后得 到 其 年 龄 分 别 为 ９２０±３０ａＢＰ．和 ２８４０±
３０ａＢＰ．，结合切盖关系推测 Ｆ２对应的古地震事件
时间为 ９２０±３０～２８４０±３０ａＢＰ．，即事件Ⅰ时间。

探槽一中 Ｆ１错断了大部分地层⑤，⑥，⑦，⑨和
瑏瑡，而被层②覆盖。断层带（Ｆ１附近）下盘接近层②
下界面位置发育一处构造楔（层④），楔体成分为青
灰色泥炭，发育少量植物根系，偶见砂砾，无明显层

理，底部采集
１４Ｃ样品（Ｃ１０），经测试校正后得到其年

龄为 ８２０±３０ａＢＰ．，楔体上覆地层②中靠近楔体位
置的

１４Ｃ样品（Ｃ０２）年龄为 ３２０±３０ａＢＰ．，由此推测
楔体对应的古地震事件时间为 ３２０±３０～８２０±
３０ａＢＰ．，即事件Ⅱ时间。

探槽二西壁剖面共揭示 ２条主断层（Ｆ１和 Ｆ２）
和４条次级断层（ｆ１，ｆ２，ｆ３和 ｆ４），剖面内地层垂向错
动量较小。结合测年资料及地层切盖关系，可以厘

定出如下古地震事件。

探槽二中 Ｆ２断错地层⑤，⑥，⑧和⑨，且被层④

覆盖，在层④和⑤内分别采集１４Ｃ样品（Ｃ１１和 Ｃ１５），
经测试校正后得到其年龄分别为 ２７３０±３０ａＢＰ．和
３５３０±４０ａＢＰ．，因此推测 Ｆ２对应的古地震事件时间
为 ２７３０±３０～３５３０±４０ａＢＰ．，即事件Ⅰ时间。

探槽二中 Ｆ１断错地层②，③，④，⑤，⑥，⑧及

⑨，而被层①覆盖，在层①和②内分别采集１４Ｃ样品
（Ｃ１０和 Ｃ０４），经测试校正后得到其年龄分别为
６０±３０ａＢＰ．和 ５００±３０ａＢＰ．或 ５３０±３００ＢＰ．，因此
推测 Ｆ１对应的古地震事件时间为 ６０±３０～５００±
３０ａＢＰ．，即事件Ⅱ时间。

结合探槽剖面地层对比分析发现：探槽一中的

事件Ⅰ错断至地层⑦被层⑥覆盖，探槽二中的事件
Ⅰ错断至地层⑤被层④覆盖，而且这两个事件在时
间上具有一定的重叠，可能是同一次地震事件在不

同位置的记录；探槽一中的事件Ⅱ错断至地层⑤被
层②覆盖，探槽二中的事件Ⅱ也错断至表层（②）被
层①覆盖，而且这两个事在时间上也具有一定的重
叠，因此也可能是由同一次地震事件造成。

另一方面，在探槽一中还发育一处构造楔体⑩，
但楔体内样品（Ｃ０７）年龄（２６７０±４０ａＢＰ．）小于上
覆地层（层⑨）样品（Ｃ０３）的年龄（２８４０±３０ａＢＰ．），
与正常地层沉积韵律矛盾。另外，楔体⑩与楔体④
均位于同一条断层带（Ｆ１附近），楔体⑩对应的层瑏瑡
的垂向错动量较接近其上部的楔体④对应的层⑤的
垂向错动量，而在正常断层活动中，如果断层活动多

次，下部地层错动量会逐渐累积，整体上表现为下部

地层错动量大于上部地层错动量的特点。该楔体可

能是地震活动的伴生产物，由地层变形或水平走滑

运动过程中因地层厚度的不均匀性造成。因此楔体

⑩不能用来作为古地震事件的判定标志。

３２　强震重复间隔分析

目前对于大震重复间隔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

法
［２２，２３］

：一种方法是利用大地震的平均位错速率来

计算未来地震事件之间的平均重复间隔，这样求得

的大震重复间隔时间，称之为平均大震重复间隔；

另一种方法是依据活动断裂带上及其附近地区古地

震全面研究资料，建立两次或两次以上大地震事件

年代所求得的接连发生的古地震之间或古地震与近

代地震之间的重复间隔，称之为实际大震重复间隔。

前者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上，是理论化了的模式；

而后者是对于自然界客观现象的归纳与概括，所以

它应较接近客观实际。

探槽一、探槽二分别揭示了２次古地震事件，结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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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古地震逐次限定法限定的古地震事件

Ｆｉｇ７　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ｖｅｎｔ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ｒｅｎｃｈ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合古地震分析的逐次限定法
［２４］
，对事件年龄进一步

约束，从而降低古地震事件的不确定性（

书书书

图７）。
由定年结果发现两处探槽揭示的古地震事件在

时间方面具有一定的重叠。探槽一所揭示的２次古
地震事件时间分别为 ３２０±３０～８２０±３０ａＢＰ．和
９２０±３０～２８４０±３０ａＢＰ．；探槽二所揭示的２次古地
震事件时间为 ６０±３０～５００±３０ａＢＰ．和 ２７３０±３０～
３５３０±４０ａＢＰ．。探槽一中的事件Ⅰ与探槽二中的事
件Ⅰ在时间方面有一定的重叠，推测是对同一次事
件的记录，逐次限定后得到事件Ⅰ时间为３２０±３０～
５００±３０ａＢＰ．；探槽一中的事件Ⅱ与探槽二中的事
件Ⅱ在时间方面也具有一定的重叠，推测是对另一
次事件的记录，逐次限定后得到事件Ⅱ时间为
２７３０±４０～２８４０±３０ａＢＰ．。因此，结合地层对比与
逐次限定法得到限定后的 ２次古地震事件时间为
３２０±３０ ～５００±３０ａＢＰ．和 ２７３０±４０ ～２８４０±
３０ａＢＰ．；最近一次古地震事件时间，即古地震离逝
时间为 ３２０±３０～５００±３０ａＢＰ．。对比限定后的 ２次
古地震事件时间，得到古地震实际重复间隔约为

２３００ａ，与东昆仑断裂玛曲段的重复间隔 ２４００ａ［２５］较
为接近。

４　初步认识

通过对塔藏断裂古地震探附近微地貌的差分 ＧＰＳ
测量及探槽剖面地层的分析对比，得到以下认识：

（１）沿断裂发育大量古地震遗迹，探槽附近微
地貌测量结果表明，断错量范围的两个分布区间存

在近倍数关系，推测由多次地震事件造成。

（２）两探槽开挖地点分别是坡中谷与断塞塘，
距离较近，构造活动和气候因素基本相同，但因局部

地形、水源及沉积物源等因素的差异，探槽剖面所揭

示的地层层序在颜色、物质组成、沉积厚度、地层年

龄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进行地层剖面对比时，地

层的颜色、物质组成、岩性、沉积厚度、地层年龄、沉

积环境及相关构造事件等因素均为地层对比的重要

依据。而样品的采集位置、数量及测试结果的可靠

性又影响了地层年龄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当某一样

品年龄与邻近其他样品年龄不协调时（过大或过

小），应适当取舍。

（３）地震楔体内部１４Ｃ样品来源具有一定不确定
性，利用其年龄限定古地震事件时间时，需结合楔体

上覆地层年龄对事件时间进行进一步约束；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增加样品年龄数据，有助于提高

事件时间的可靠性。

（４）两处探槽剖面分别记录了 ２次古地震事
件，事件发生的层位与年龄具有一定的可对比性，经

地层对比及逐次限定后得到 ２次古地震事件，时间
分别为 ３２０±３０～５００±３０ａＢＰ．和２７３０±３０～２８４０±
３０ａＢＰ．；最近一次古地震离逝时间为 ３２０±３０～
５００±３０ａＢＰ．；实际重复间隔约为 ２３００ａ，与东昆仑
断裂玛曲段的重复间隔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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