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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1年 4月~2002年 3月, 北起河南兰考附近的崔林(34°40′N, 114°49′E), 南到江西大冶
附近的大箕铺(30°20′N, 115°03′E), 横跨大别造山带, 布设了总长度约 500 km, 由 34台宽频带流
动地震仪组成的二维地震台阵观测剖面. 台站采用不等间距布设. 在大别造山带范围内, 台站间
距为 3~8 km, 其他地区为 15~20 km. 利用台阵记录的远震 P波波形数据和接收函数方法, 获得了
横穿大别造山带的接收函数剖面和各台站下方 100 km 深度范围内地壳上地幔的Ｓ波速度结构. 
研究结果表明: 大别造山带地壳在垂直山体走向的方向上具有明显的非对称分块结构; 地壳最大
厚度为 42 km; 壳幔界面具有与地壳分块结构相应的断错结构, 最大断距达到 8 km; 在造山带核
部, 存在壳内横波低速体; 壳内低速体分为两部分, 分别对应南大别和北大别; 在垂向上两者可
能曾有差异运动; 其下方地壳速度具有随深度增加的梯度结构, 上地幔顶部直到 70 km深度范围
内速度异常偏低, 而其下方 70~100 km的深度上有高速异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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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地处我国南北重要地质分界线秦岭-大别
造山带的东端. 20 世纪 80 年代, 由于超高压变质岩, 
特别是柯石英和微金刚石包裹体的发现, 东大别造
山带(以下简称大别山造山带)超高压变质岩及其折返
机制成为国内外地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1,2]. 相关的
研究涉及了构造地质, 岩石学, 年代学等若干领域, 
极大地推进了大别山造山带动力学及其演化的研  
究 [3~8]. 但是, 迄今为止, 超高压变质岩的形成及其

折返机理仍然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于
柯石英等超高压矿物形成的深度以及大别山地区扬

子与华北陆块间缝合带的具体位置仍有不同的见   
解[9~1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在大别山造山带开展了包
括大地电磁, 地震走时层析, 人工地震测深等主动源
和被动源的多种地球物理探测研究[14~19]. 探测结果
为揭示大别造山带地壳上地幔构造环境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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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它们的空
间分辨率或探测深度不足以揭示不同陆块之间的接

触变形关系, 甚至在同一剖面给出了可能导致不同
动力学模型的地壳结构.  

最近, 袁学诚等进行了横跨大别山造山带的近
垂直反射探测研究[20]. 这是横跨大别山超高压变质
带的第一个反射剖面, 并揭示了大别山造山带地壳
的结构细节. 但是, 迄今为止, 仍然缺乏对大别山造
山带地壳上地幔S波速度结构的高分辨率探测研究, 
而S波速度结构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地壳上地幔的构
造物理环境将具有不同于P波速度结构的意义和价
值. 

近年来, 地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是接收函
数方法在探测地壳上地幔横波速度结构方面的广泛

应用[21~24]. 所谓接收函数即接收区结构对入射远震P
波的脉冲响应 . 由于远震P波在接收区地壳近乎垂  
直入射, 接收函数方法对于探测地壳上地幔速度结
构的横向非均匀变化具有独特的作用. 利用接收函
数方法和密集台阵观测记录的远震波形数据可以对

台阵下方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进行高分辨率的成  
像[25,26].  

2001年 4月~2002年 3月,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和德国波茨坦地学研究中心, 横跨大别山造山带, 
进行了高分辨率流动宽频带地震台阵观测. 其目的
在于获得观测区域地壳上地幔的 S波速度结构. 本文
将利用该流动地震台阵记录的远震体波波形数据和

接收函数方法, 研究大别山造山带 100 km 深度范围
内地壳上地幔的 S波速度结构. 本文的结果弥补了以
往研究的不足, 揭示了大别山造山带的壳内低速体
及其壳幔边界的断错结构, 为大别造山带动力学及
其演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观测证据. 

1  地质背景和野外观测 
图 1(a)给出了大别山及其邻区的地貌特征以及

在该区域布设的流动宽频带地震台阵剖面. 由图 1(a)
可知, 该观测剖面北起河南兰考附近的崔林(台站代
码CLN, 地理坐标为 34°40′N, 114°49′E), 南到江西大
冶附近的大箕铺(台站代码 DJP, 地理坐标为 30°20′N, 
115°03′E). 观测剖面横穿大别造山带及其扬子和华
北陆块, 总长度约 500 km. 观测剖面共由 34 台宽频
带数字地震仪组成, 观测台站采用不等间隔布设. 在
大别山及其邻近地区, 台站间距为 3~8 km, 其他地 

 

 
 

图 1  大别山流动宽频带地震台阵剖面和记录的远震事件 

(a) 观测台站位置; (b) 远震事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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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 15~20 km. 观测仪器采用 EDAS-24型 24位数采
便携式宽频带数字地震仪. 观测系统动态范围优于
120 dB. 观测频带为 0.05~20 Hz. 观测方式采用连续
记录. 在近 1 年的观测时间里, 共记录各类地震事件
670 多个. 图 1(b)给出了观测台阵记录的震中距大于
25°的远震事件分布. 

关于大别造山带及其邻近区域的地质背景, 众
多文献中均有论述[12,27]. 图 2 是依据文献[27]给出的
大别山造山带主要地质构造单元及主要岩性分布 . 
为了便于我们的讨论, 图 2同时给出了区域内观测台
站的位置. 由图 2 可见, 我们的台站布设可以有效地

控制观测区域的主要构造边界. 

2  方法 
现今采用的接收函数方法一般可分为两类: 接

收函数反演[21,22]和接收函数偏移叠加[23,24]. 前者利用
线性或非线性波形反演方法, 由接收函数的径向分
量获得台站下方地壳上地幔S波速度结构; 后者引入
地震勘探中的偏移叠加原理, 进行接收函数的地壳
上地幔一级间断面成像. 就其研究目标, 两者可分别
类比于人工地震的折射法和反射法. 鉴于远震P波的
优势频率在 1 Hz左右, 利用接收函数反演得到的地 

 

 
 

图 2  大别山造山带地质构造单元划分及台站分布 
据文献[27], 本文作了简化. 1. 正断层; 2. 逆断层; 3.城市; 4. 台站; 5. 花岗岩; 6. 榴辉岩. (1) 六安断裂; (2) 磨子潭断裂; (3) 四望断裂; (4) 广济-
襄樊断裂; (5) 郯城-庐江断裂; (6) 商城-麻城断裂. I. 北淮阳地块; II. 岳西地块; III. 四望地块; NDB: 北大别; SDB: 南大别; XSH: 浠水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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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结构可有 1~2 km 垂向分辨率, 而其横向分辨率则
主要取决于观测台站的间隔.  

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大别山造山带的

地壳及上地幔的S波速度结构, 我们采用文献[22]和
[26]给出的接收函数非线性反演和叠加技术. 对此仅
作如下必要的说明: 

(1) 分离接收函数  利用多道最大或然性反迭
积方法, 从各台站记录的远震 P波波形数据分别得到
相应的复谱域和时间域的接收函数, 同时得到时间
域接收函数垂向和径向的初至振幅比, 它对接收函
数的反演是一个重要约束.  

(2) 接收函数叠加  不同方位接收函数的径向
分量依照垂直分量初至对齐的原则进行时域叠加 . 
由于远震在接收区地壳近乎垂直入射, 壳内界面上
转换波和反射波相对于初至P波的时间延迟主要取决
于相应的界面深度, 基本不随震中距改变或变化很
小, 其振幅大小则主要与界面结构有关. 文献[28]给
出了根据转换震相的延迟时间估计界面深度的方法.  

(3) 接收函数反演  本文采用非线性复谱域接 

收函数反演方法, 包含了 0.05~1.5 Hz 频率分量, 并
假定介质的 P 波与 S 波速度比在壳内为 1.732, 地幔
区域内为 1.80. 我们不是反演单个远震事件的接收函
数, 而是反演不同方位接收函数的叠加结果. 反演结
果相应于不同方位接收区地壳结构的平均估计.  

(4) 接收区地壳速度结构成像  利用横向切片
和插值方法可以把各台站下方一维接收区速度模型

转换成相应的二维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图像. 其结
果可描述观测台阵下方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的非均

匀特征.  

3  结果 

3.1  壳幔界面的断错结构 

图 3给出了台站DJP—CLN的接收函数剖面. 图
3中的零时刻相应于接收函数垂直分量上 P波的初至
到时. 图 3中包含了各台站按照方位角大小排列的不
同方位的接收函数. 因此, 其结果不但反映地壳结构
沿剖面的横向变化, 而且反映了各台站下方接收区
结构不同方位上的差异.  

图 3中零时刻附近的震相为入射P波在径向分量 
 

 
 

图 3  横跨大别山造山带和华北地台的接收函数剖面 
数据按照台站分组, 顶部字符表示台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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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投影或在结晶基底面上形成的 Ps 转换波. 其延
迟时间取决于基底面的埋深. 图 3中 4~6 s左右可连
续追踪的震相为壳幔界面上的 Ps 转换波, 其延迟时
间主要取决于地壳的厚度. 根据图 3 中壳幔界面 Ps
转换波的时间延迟可以推断壳幔界面沿观测剖面的

起伏变化, 而相邻台站间, 它们的突然变化则是界面
可能存在断错(不连续的变化)的一种标志. 因此, 由
图 3我们可以推断, 华北地台区与大别山造山带的地
壳结构明显不同, 且大别山造山带的壳幔界面可能
存在若干断错.  

为了更清楚地揭示沿观测剖面的地壳结构图像, 
图 4(a)给出了沿经度方向投影的接收函数时间叠加

剖面. 与图 3 不同的是, 图 4(a)所示的大别山造山带
及其邻区 (台站 DJP— ZLF)的叠加剖面由方位
120°~140°的接收函数得到. 这意味着其相应的入射
波方位与观测剖面近于垂直, 并假定沿山体走向的
地壳变形应明显小于与其正交方向上的变形. 这样
处理的目的在于可以使叠加接收函数主要反映沿观

测剖面方向的壳幔界面横向变化. 
由图 4(a)可见, 以台站 ZLF为界, 叠加接收函数

剖面分为明显不同的两部分. 它们分别相应于大别
山造山带和华北地块. 台站下方壳幔界面转换震相
的时间延迟显示了地壳厚度的变化特征和壳幔界面

沿纬度方向的阶梯状断错结构. 在 10~25 s 的区间, 
 

 
 

图 4 
(a) 横跨大别山造山带和华北地块的接收函数叠加剖面; (b) 横跨大别山造山带和华北地块的地壳上地幔 S波速度结构. 顶部字符表示台站代码; 

NCP: 华北地块; NHY: 北淮阳地块; NDB: 北大别; SDB: 南大别; XSH: 浠水地块; 白色实线: 壳幔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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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 DJP—ZLF 的叠加接收函数显示了可追踪的多
次波震相. 白色箭头分别标出了相应的多次波震相
和可能的断错位置. 实际上, 经过壳内多次反射, 多
次波相对于入射 P波的时间延迟被进一步放大. 因而, 
多次反射波可以更加清楚地揭示壳幔界面深度的横

向变化. 尽管如此, 由于壳内速度结构的非均匀性, 
这些断错的最终确定仍有赖于接收函数反演给出的

速度结构. 
图 4(a)给出的结果表明, 在垂直山体走向上, 大

别山造山带的地壳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结构, 在台站
QNS以南的壳幔界面向北倾斜. 这意味着, 在扬子板
块的推挤作用下, 大别山造山带的地壳向北下插并
增厚. 另外, 图 4(a)表明, 华北地块基底面的转换震
相有较大的时间延迟, 它标志华北地台区域内近地
表有较厚沉积盖层, 其最大厚度可能达到 1公里左右. 
由于盖层的影响, 叠加接收函数的波形特征已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 

3.2  接收函数反演与壳内低速体 

上述结果为利用接收函数反演确定台站下方

100 km深度范围内地壳上地幔的 S波速度结构奠定
了基础. 图 5给出了 34个台站(DJP—CLN)由反演得
到的接收函数波形拟合结果. 图 4(b)给出了利用非线
性接收函数反演方法得到的横跨大别山造山带和华

北地块的二维地壳上地幔 S波速度结构. 图 4(b)中同
时标出了根据反演结果确定的壳幔界面, 并用白色
箭头标出了其断错的位置. 图 4(b)给出的结果不但进
一步证明了大别山造山带壳幔界面的断错结构, 而
且揭示了大别山造山带地壳的横向分块特征. 我们
的结果表明, 它们与图 2给出的地表地质分区有较好
的对应关系. 

台站 DJP—NHE 段: 该段相应于地表的浠水地
块. 该区段的主要特征是壳幔界面的向上隆起. 在台
站MAL下方, 地壳厚度仅 30 km. 这与图 4(a)显示的
结果是一致的. 此外, 中上地壳的速度结构也显示了 

 

 
 

图 5  理论与观测接收函数的波形拟合 
粗实线为理论预测波形, 细实线为观测结果, 左边的字符为台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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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分块的变化. 在台站 MAL和台站 LVY之间, 中
上地壳的 S波平均速度偏低. 在 20 km左右的深度附
近存在北倾的层状结构. 对比图 2 可知, 该区段内的
速度分块结构与地表的断层密切相关.  

台站 DFH—QNS 段: 该区段相应于地表的岳西
地块. 其地壳结构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在 10~30 km 左
右深度上存在的壳内低速区. 以台站 STS为界, 该低
速区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部分. 在地表上, 它们恰好分
别对应着南大别和北大别. 南侧部分结构看起来比
较完整, 而北侧的低速区结构较为破碎. 相对于北侧
部分, 其南侧部分的介质具有较低的平均速度, 且其
底部边界较北侧深 2~4 km. 与此相应, 台站 ZJL和台
站 STS之间的壳幔界面发生错断. 据此, 我们推断低
速区两部分之间可能曾发生过垂向上的差异运动 , 
其南侧低速体相对北侧低速体下沉. 在台站 STS 北
侧的低速体下方, 壳幔界面向北倾斜. 这与图 4(a)显
示的结果是一致的.  

我们的结果还表明, 低速区下方上地幔顶部直
到大约 70 km深度范围内的 S波速度明显低于其两侧, 
并可观察到高速与低速介质相互穿插的形态. 这表
明, 大别山造山带下方上地幔深度上, 不同地块可能
存在并非简单的接触关系. 在图 4(b)中, 我们分别用
黑色和黄色箭头标出了可能存在的壳幔物质在下地

壳和上地幔的运移方向.  
台站YDN—ZLF段: 该段在地表相应于北淮阳

地块. 其北部边界相应于地表的六安断裂, 而其南侧
边界相应于晓天-磨子潭断裂. 该区段的主要特征是
中上地壳的向北倾斜的中低速条带(黄色区域). 它呈

现出受到南侧地壳强烈挤压的变形特征. 董树文等
认为[14], 磨子潭断裂的产状具有犁形特征, 并在地下
10 km左右的深度上逐渐变缓. 我们的结果支持他们
的推断.  

台站YAJ—CLN段: 该区段属于华北陆块(NCP). 
图 4(b)给出的结果表明, 华北陆块的地壳结构与大别
造山带的明显不同. 除了近地表的低速盖层之外, 该
区段地壳结构最主要的特征是中上地壳普遍存在的

低速层结构. 这种地壳结构特征在华北陆块的其他
区域同样存在[25].  

3.3  大别造山带地壳山地幔的 S波速度模型 

为了更确切地说明我们的上述观察, 图 6给出了
接收函数反演得到的台站 DJP—ZLF下方 100 km深
度范围内的 S波速度模型. 由图 6可见, 各台站下方
的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具有较好的可追踪性. 这对
本文接收函数反演的结果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此外, 
图 6 表明, 大别山造山带核部及其邻近区域(台站
NHE—QNS)下地壳呈现随深度增加的梯度结构, 壳
幔界面上下两侧的速度对比度较小, 其 S波速度低于
全球模型 IASPEI91给出的 4.47 km/s. 图 6给出的结
果还表明, 在台站 HGS—HAT 的下方 80 km 深度以
下的上地幔存在接近 5.0 km/s的高速异常区. 其速度
值比全球速度模型 IASPEI91 高出大约 10%. 这意味
着大别山造山带下方的上地幔可能具有相对较低的

温度. 
表 1给出了图 6各台站下方的地壳厚度. 其估计

误差为 2 km. 由表 1可见, 大别山造山带的地壳厚度 
 

表 1  大别造山带及其邻近区域壳幔界面的深度 

台站 东经/(°) 北纬/(°) 深度/km 台站 东经/(°) 北纬/(°) 深度/km 
DJP 115.05 30.02 38 TOC 115.77 30.99 42 

WRN 115.14 30.18 32 ZJZ 115.82 31.04 40 
MAL 115.19 30.31 30 ZJL 115.90 31.10 42 
LDP 115.29 30.37 30 STS 115.97 31.13 36 
TSW 115.37 30.48 34 DSC 116.04 31.23 38 
LVY 115.54 30.53 34 YZH 115.95 31.29 38 
NHE 115.62 30.59 42 HAT 115.93 31.34 38 
DFH 115.65 30.68 42 QNS 115.93 31.45 42 
HGS 115.65 30.76 42 YDN 115.98 31.55 34 
SGD 115.64 30.85 42 JDN 115.92 31.69 34 
LGZ 115.66 30.92 42 CLZ 115.89 31.83 32 
LNT 115.71 30.96 38 ZLF 115.75 32.0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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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大别造山带及其邻近区域地壳上地幔 S波速度模型 
Moho表示壳幔界面, 字符表示台站代码 

 
最大为 42 km. 根据表 1和图 6,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 
在台站 LVY和台站 NHE, 台站 ZJL和台站 STS , 台
站QNS和YDN之间, 大别山造山带的壳幔界面发生
了断错. 它们的错距分别达到大约8, 6和8 km. 其中, 
台站 QNS 和 YDN 之间壳幔界面断错位于晓天-磨子
潭断裂下方附近.  

王椿镛等 [17]根据其人工地震测深的结果认为 , 
大别山造山带及其邻区的地壳厚度由扬子地块的

35km增加到晓天-磨子潭断裂下方的 41.5 km, 并首
先发现在晓天-磨子潭断裂下方壳幔界面存在 4.5 km
的断错. Yuan等[20]的反射勘探结果表明, 大别山造山
带及其邻区的地壳厚度由扬子地块的 34 km增加到晓
天-磨子潭断裂下方的 45 km, 在晓天-磨子潭断裂下
方壳幔界面存在 7~8 km的断距. 本文给出的地壳厚

度变化在总体趋势上与上述人工地震探测的结果基

本一致. 本文观测到的晓天-磨子潭断裂下方的壳幔
断距与人工地震反射勘探的结果基本一致. 不同的
是, 我们的结果表明, 横跨大别山造山带及其邻区的
壳幔界面存在更为复杂的形态. 与此类似, 董树文等
[16]给出的人工地震探测结果也显示了该地区壳幔界

面具有较为明显的起伏变化.  

4  结论与讨论 
根据本文给出的结果, 我们可以到以下的结论:  

(1) 大别造山带地壳具有非对称的碰撞结构   

本文的结果表明, 在垂直山体走向的方向上, 大别山
造山带的地壳结构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碰撞结构. 地
壳的最大厚度达到 42 km.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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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16,17,20]. 我们的结果还表明, 大别山造山带的地
壳结构完全不同于华北陆块. 上述结果意味着扬子
陆块与中朝陆块碰撞过程中, 扬子陆块应为主动地
块. 这与前人的认识是一致的[13].  

(2) 大别造山带地壳具有横向分块的结构  由
南向北, 大别山造山带的地壳可分为 4 块. 它们分别
为浠水地块(台站DJP—NHE), 南大别地块(台站DFH
—ZJL), 北大别地块(台站STS—QNS)和北淮阳地块
(台站YDN—ZLF). 虽然对大别造山带所作的上述分
块主要依据的是地壳速度结构的整体特征, 而不是
地表构造, 但我们的结果与地表地质有很好的对应
关系[27]. 需要指出的是, 人工地震近垂直反射勘探剖
面实际上也有类似的显示[20].  

(3) 大别造山带壳幔界面具有断错结构  大别
造山带下方的壳幔界面存在 3处较大的错断. 壳幔界
面的断错结构与大别造山带地壳分块特征密切向关. 
这意味着大别山造山带不同块体之间下发生过强烈

的垂向差异运动. 这可能是大别山造山过程中扬子
板块与华北板块的强烈碰撞和地壳挤出造成的结果. 
这个推断有待于数值模拟的进一步检验.  

(4) 大别造山带的壳内存在横波低速体  本文
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大别山造山带的壳内 S 波低速体. 
多个台站可追踪对比的接收函数反演结果是支持本

文结论的有力证据. 壳内低速体下方的地壳具有随
深度增加的梯度变化, 40～70 km深度范围的上地幔
S 波速度明显低于其两侧的介质. 这意味着地壳增厚
的影响至少达到了 70 km的深度. 但是, 我们的研究
结果并没有发现更大深度上的地壳深俯冲证据.  

根据本文的结果, 我们推断造山带核部的 S波低
速体可能曾经发生过垂向上的相对运动, 它与下地
壳及上地幔物质运移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 这表
明在扬子地块与华北克拉通碰撞拼接的过程中, 由
于扬子地块的推挤作用, 在地壳增厚的同时, 可能还
有不同陆块之间壳幔物质的相互挤入, 并在扬子陆
块地壳下插的同时, 造成了上地幔物质的向上挤出. 
如果上述推断合理, 那么本文的结果或许有助于进
一步研究确定扬子和华北地块缝合带的位置, 同时
也有助于进一步研究超高压矿物折返的机理.  

需要指出的是, 人工地震研究并未揭示与本文

壳内S波低速体相应的P波低速体. 但是, 近垂直反射
剖面显示了与本文低速体相应的强反射[20]. 为了进
一步确认大别山造山带的壳内S波低速体, 有必要开
展地壳介质泊松比的研究. 另外, 壳内S波低速体的
成因尚不清楚. 或许, 它可以归结为扬子和华北陆块
强烈碰撞后的遗迹. 尽管如此, 由于南大别下方的壳
内低速体在地表上相应于广泛出露超高压矿物的区

域, 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也是值得我们进一
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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