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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焦家断裂带位于龙（口）—莱（州）断裂带的南段，为胶西北地区三大著名的金成矿带之一，分布有新
城、焦家、寺庄和马塘等多个大中型金矿。为研究焦家断裂带深部水化学特征及其变化规律，选取了焦家

断裂带上多个矿区的抽水试验孔的深部地下水水样 13 个，对这 13 个水样进行常规阴阳离子含量统计分
析，并对焦家断裂带走向和倾向上深部地下水水化学变化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焦家断裂带深部地下
水水化学类型以 Cl-Na 型和 Cl·HCO3 -Ca·Na 型为主，矿化度（TDS）在 0.77~9.66 g/L 之间，多数为微咸水和
咸水，部分为淡水。焦家断裂带深部地下水的强酸大于弱酸。TDS 与 Cl- 存在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与

Na+、Mg2+之间存在较好的正相关关系，而与 HCO3-、SO42-、Ca2+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明显。对比分析表明，在焦
家断裂带走向上，由南至北，Cl-、Ca2+含量和矿化度基本呈上升趋势。在焦家断裂带倾向上，由东至西，由浅

部至深部，Cl-含量和矿化度呈上升趋势，且下盘含水层的 Cl-浓度随深度变化较上盘含水层 Cl-浓度随深度
变化快。该研究成果为区域内深部地下水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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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家断裂带是胶西北地区三大著名的金成矿
带之一，分布有新城、天承、焦家和寺庄等多个大中
型金矿

。现已控制金资源储量超过 1 200 t 。

［1-2］

水化学特征及其变化规律，为焦家断裂带上深部地
下水的开发利用提供指导。

［3］

研究区概况

段勘查，划分为若干个金矿床，同时由于抽水试验

1

孔成本较高，按规范要求，各个探矿权范围内一般

1.1

自然地理

裂带深部地下水水样较少，缺少对整个焦家断裂带

该区地形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向西北倾斜，地面标

受勘查历史和探矿权等因素的影响，该断裂带被分

施工 1～2 个水文地质抽水试验孔，获取的焦家断
深部地下水化学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

鉴于此，通过收集焦家断裂带上多个矿权施工
的抽水试验孔深部地下水水化学样资料，结合该区
域水文地质条件，综合利用水化学分析和统计分析
等多种方法，研究了断裂带上、下盘含水层地下水

焦家断裂带位于莱州市城区东北约 28 km 处。

高为 11.40～108.80 m，区域东部是以剥蚀作用为主
的丘陵区，分布面积约为 12 km2，西北部为山前冲

积平原与滨海平原，分布面积约为 24 km2，地形相
对较平缓，坡降一般小于 3‰。

区内发育有朱桥河和滚龙河 2 条河流，主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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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岩构造裂隙水被焦家断裂主裂面分成 2 个

表水体是西北部的渤海。区域气候具有海洋和内
陆 气 候 特 征 ，属 暖 温 带 季 风 区 大 陆 性 气 候 ，据

1961~2015 年 气 象 资 料 统 计 ，该 区 年 平 均 气 温 为
12.5 ℃，年平均降水量为 595.77 mm

。

［4-6］

1.2

独立的含水层。上盘含水层水位基本保持了自然
状态，下盘含水层呈带状分布，常具承压性。
2.2

焦家断裂带

焦家断裂带是一条大型伸展构造带，属于压扭
性断裂带。焦家断裂带北起龙口市黄山馆，南至莱

州市朱桥镇徐村院，长约 30 km，宽 50～500 m，总体
走向 35°～40°，倾向 NW，倾角 25°～60°［7-9］，局部倾
角＞70°。寺庄段北段走向 15°，
南段渐变为 325°，
倾

向 NW 或 SW，倾角 30°～45°。焦家段（马塘—新城
段）总体走向 40°，平面上呈曲率较大的“S”形。

含水层水力联系
第四系孔隙含水层与基岩风化裂隙含水层之

间的水力联系密切，风化裂隙水接受孔隙水的下渗
补给。第四系孔隙含水层与上下盘构造裂隙含水
层通过二者之间的基岩风化裂隙含水层发生水力
联系。上下盘构造裂隙含水层之间分布着中间隔
水带，隔水带的隔水性能良好，使二者不发生水力
联系。各含水层分布情况见图 1。

主裂面以灰黑色断层泥（厚 2～30 cm）为标志，

以主裂面为界，构造岩基本呈对称分带。由里向

外，上盘依次为黄铁绢英岩化变辉长岩质碎裂岩、
黄铁绢英岩化变辉长岩和黄铁绢英岩化花岗岩，下
盘依次为黄铁绢英岩化碎裂岩、黄铁绢英化花岗质
碎裂岩、黄铁绢英岩化花岗岩和碎裂状花岗岩。

2

2.1

水文地质条件
地下水类型及赋存条件
焦家断裂带区域地下水类型包括松散岩类孔

隙水、基岩风化裂隙水和基岩构造裂隙水［10］。
松散岩类孔隙水分为坡洪积层孔隙水和冲洪
积层孔隙水。坡洪积层孔隙水主要分布于区域表
层，含水层厚度为 5～18 m，岩性主要由中砂和中粗

砂组成。冲洪积层孔隙水主要分布在朱桥河和滚龙

河两岸河床，富水性较好，含水层厚度为 7～19 m。
岩性主要由砾砂、中粗砂和含砾亚砂土组成。

基岩风化裂隙水主要赋存于花岗岩、变辉长岩
的强—中风化裂隙中，受构造运动影响以及裂隙、
风化裂隙发育程度的不同，富水性有所差异。风化

裂隙水多被第四系覆盖，含水层厚度为 20～40 m，
富水性弱—中等。

基岩构造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变辉长岩和构造
蚀变岩带的各种岩石中，变辉长岩的成岩年代较
早，经历的构造运动次数较多，而构造蚀变岩带的

含水层剖面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aquifer section

Q-腐植土及砂质黏土；ηγ-二长花岗岩；γ-变辉长岩；SγJ-绢英岩

化花岗质碎裂岩；SγJH -黄铁绢英岩化花岗质碎裂岩；SJH-黄铁绢
英岩化碎裂岩；1. 主裂面位置；2. 水文地质分区界线

数据来源及处理

此二者的构造裂隙相对发育。基岩构造裂隙含水

3

层位于区域的中深部，含水层厚度变化较大，西薄

3.1

数据来源

岩石距主断裂面较近，受构造作用的影响明显，因

为研究焦家断裂带深部水化学特征，通过收集

东厚，富水性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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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矿区抽水试验孔资料，共获得 13 个水样的水化

Cl-、SO42-和 HCO3-。

走向分布，其中选取断裂带走向上水样点 5 个，断裂

4

结果与讨论

中间隔水带（断层泥）将焦家断裂带深部含水层划

4.1

水化学特征

学分析结果。水样点按平行与近垂直于焦家断裂带
带倾向上水样点 10 个，各水样点分布情况见图 2。
分为上盘含水层与下盘含水层，通过各个矿区抽水
试验孔进行分层抽水试验，并在抽水试验进行一段
时间稳定后，再采集水样，可代表焦家断裂带深部
各含水层的水化学特征。

（1）基本水化学特征。所选取抽水试验孔的

水样的水化学分析结果见表 1。由表可知，水样中

的阳离子以 Na+ 和 Ca2+ 为主，阴离子以 Cl- 和 HCO3为主［11］。
示

所 有 水 样 的 Piper 三 线 图（图 3）进 一 步 显

，焦 家 断 裂 带 深 部 地 下 水 的 强 酸 大 于 弱

［12-15］

酸

。根据舒卡列夫分类，焦家断裂带深部地下

［16-19］

水以 Cl-Na 型和 Cl·HCO3 -Ca·Na 型为主。焦家断

裂带深部地下水的矿化度（TDS）在 0.77～9.66 g/L
之间，多数为微咸水和咸水，部分为淡水。

图2
Fig.2

图3

研究区及采样点分布图

Study area and sampling point distribution map
4

4

Q-砂质粘土；ν 1-中细粒变辉长岩；ηγ 2-中粒二长花岗岩；

项指标的相关分析结果［20］
（图 4），TDS 与 Cl-之间存

样品测试
各个抽水试验孔水样均进行了水质全分析测

试，测试工作由山东省第六地质矿产勘查院实验室
完成，阴阳离子最低检出浓度为 0.01 mg/L。

析项目不尽相同，故本次以各个水样的主要离子

分析结果为研究对象，主要离子有 Na 、Ca 、Mg 、
2+

在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与 Na+、Mg2+之间存在较

好的正相关关系，而与 HCO3- 、SO42- 、Ca2+ 之间的相
关关系不明显。
4.2

水样来源于不同矿区的抽水试验孔，水质分
+

深部水样的 Piper 三线图

Piper three line map of deep water samples

（2）水样各指标间相关性分析。根据水样中各

1. 水样位置及编号；2. 断裂带；3. 地质界线

3.2

Fig.3

2+

水化学变化规律
（1）焦家断裂带走向上水化学变化规律。以图

2 中 6 号线上 5 个水样点水化学分析结果数据为分

析对象，可见 6 号线基本平行于焦家断裂带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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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样品

线号

编号

1（下盘）

S01

ZK981

S03

ZK913

S05

ZK923

S02

2（下盘）

Na+

Ca2+

Mg2+

Cl-

SO42-

HCO3-

880.40

594.70

241.55

225.17

62.76

648.20

200.00

275.61

1.58

Cl-Ca·Na

737.98

123.49

25.39 1 126.81

140.00

300.77

2.33

Cl-Na

355.83

240.40

95.37

19.18

248.43

10.00

357.54

727.89

79.06

141.64

21.25

196.18

52.00

232.12

191.96

230.98

40.16

93.00

253.17

ZK781

1 615.31

1 326.00

ZK799

1 422.23

986.00

S08

ZK216-2

1 124.10

S10

ZK615

ZK216-2

S09

ZK622

6（上盘） S11

ZK7

S12

303.25

714.68

ZK622

S08

S13

772.93

ZK841

S09

5（上盘）

度/m
1 366.93

S07

4（上盘）

主断裂深

度/m
1 560.13

S06

ZK155-6

ZK223-10

1 010.65

3 517.00 131.18

861.50

118.15

1 132.64

1 049.25

588.89

1 007.78

713.84

1 007.78

713.84

1 124.10

861.50

913.90

803.90

972.85

789.29

681.25

537.16

118.15
191.96

99.42

132.01

94.39

注 ：Na 、Ca 、Mg 、Cl 、SO4 、HCO3 单 位 均 为 mg/L
+

2+

2+

-

TDS/

钻孔深

ZK9

S04

3（下盘）

采样钻孔

表 1 研究区抽水试验孔水样水化学组成
Water chemistry composition of water pumping test hole in study area

2-

-

135.47
255.27
135.47
230.98
158.64
258.91
622.30

99.93 4 756.08

40.11

5 104.10
4 844.20

1 050.00 189.89

239.43

143.03

89.14 1 224.37

130.00

248.43

40.11

239.43

30.68

310.68

40.16
50.81

248.43
611.8

67.82 1 182.01

143.03

93.00
48.00
56.00
50.00

355.32
366.43
355.32
253.17
275.32
266.66
147.42

（g·L-1）
9.66
8.90

水化学类型

Cl-Na

0.92

Cl·HCO3-Na·Ca

0.77

Cl·HCO3-Na

8.40
0.90

Cl·HCO3-Ca·Na

2.51

Cl-Na·Ca

0.96

Cl-Ca·Na

0.90

Cl·HCO3-Ca·Na

0.85

Cl·HCO3-Ca·Na

2.26

Cl-Ca

0.96
1.30

Cl-Ca·Na
Cl-Ca

主断裂深度（中间隔水带位置）约为-800 m，所以水
化学样基本来自上盘含水层同一层位，阴阳离子分

别以 Cl-和 Ca2+为主。由 Cl-、Ca2+和矿化度变化趋势
图［21］
（图 5）可以看出，从 S08 至 S13，Cl-、Ca2+含量和

矿化度基本呈上升趋势。说明由南至北，沿焦家断

裂带走向，Cl- 、Ca2+ 含量和矿化度均呈上升趋势。
其原因是：由南至北逐渐靠近渤海，最近点 S13 距

海直线距离 3.2 km，受周边矿山采矿的影响，北部

海水存在入侵现象，进而引起 Cl- 和矿化度的显著
升高。

（2）
）焦家断裂带倾向上水化学变化规律。以图

2 中 1~5 号线上 10 个水样点水化学分析结果数据
为分析对象，利用已有 Cl-的数据，绘制 Cl-随深度变
化趋势图（图 6），由图 6 和表 1 可知，Cl-含量及矿化

度沿焦家断裂带倾向由东向西随着深度的增加而
升高。同时，1、2、3 号线的水样来自焦家断裂带下
盘含水层，而 4、5 号线的水样来自焦家断裂带上盘
图4
Fig.4

含水层，由图 6 可以看出，1、2、3 号线的斜率较 4、5
水样矿化度与各离子之间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salinity of water sample and
each io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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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线大，说明下盘含水层的 Cl- 浓度随深度变化较
上盘含水层 Cl- 浓度随深度变化快。分析其原因

是：随着深度的增加，深层地下水循环缓慢，故 Cl-

刘诗鹏等：焦家断裂带深部地下水水化学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研究

含量和矿化度会随深度的增加而升高。由于存在
中间隔水层的缘故，使得下盘含水层与上盘含水层
沟通联系差，下盘含水层的水循环速度较上盘含水
层水循环速度缓慢，故下盘含水层地下水的 Cl- 和
矿化度随深度变化更显著。

（3）沿焦家断裂带走向，由南至北，Cl- 、Ca2+ 含

量和矿化度基本呈上升趋势。

（4）Cl- 含量和矿化度沿焦家断裂带倾向，由东

向西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升高。下盘含水层的 Cl-浓

度 随 深 度 变 化 较 上 盘 含 水 层 Cl- 浓 度 随 深 度 变
化快。

（5）该研究较深入地了解了该区域地下水化
学特征随走向、深度的演化规律，可以对附近及相
关区域地下水化学情况进行简单预测，从而对区
域内矿产开采用水和生活用水的合理开发利用提
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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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Hyd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hanges in the Deep
Groundwater of Jiaojia Fault Belt
LIU Shipeng，YIN Chuanyin，HU Ting，QIU Tian

Shandong Gold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Co.，Ltd.，，Laizhou

261400，Shandong，China

Abstract：Jiaojia fault belt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the Longkou-Laizhou，which is one of the
three most famous metallogenic belts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of Jiaodong，and distributed many largemedium type goldmine，such as Xincheng gold deposit，Jiaojia gold deposit，Sizhuang gold deposit and
Matang gold deposit. In order to study the hyd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hanges in the deep
groundwater of Jiaojia fault belt，13 groundwater samples from different mining area of pumping test were
selected，the anion-cation of water samples were analyzed，and the water chemistry trend in the strike and dip
of Jiaojia fault belt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emical types of deep groundwater in
Jiaojia fault belt are mainly Cl-Na and Cl•HCO3-Ca•Na type.Total dissoloved solid（TDS）is between 0.77～
9.66 g/L，most of which are brackish water and salt water，and a small amount of fresh water.The strong acid
of the deep groundwater in the Jiaojia fault belt is greater than the weak aci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linear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DS and Cl- ，and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DS and Na+ ，Mg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DS and HCO3- ，SO42- and Ca2+ is not obviou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along the strike of Jiaojia fault belt，from south to north，Cl- and Ca2+ are basically rising. Along the dip of
Jiaojia fault belt，from east to west，from shallow to deep，Cl- and TDS are rising，and the lower aquifer of
Cl- with depth has been changing faster than the upper aquifer.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deep groundwater in this area.
Key words：Jiaojia fault belt；deep groundwater；hydrochemistry；pumping test；ion concentration；changing
regularity；hyd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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