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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犕犛８．０地震：地壳上地幔犛波

速度结构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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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犕Ｓ８．０地震．历史上，同类地震在大陆内部极

为罕见．该地震深部构造背景的研究对理解其成因极为重要．本文利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在川西地区布设的大规模密集流动宽频带地震台阵记录的远震Ｐ波波形数据和接收函数非线性反演方

法，得到了沿北纬３１°线的１９个台站下方１２０ｋｍ深度范围内的Ｓ波速度结构及台站下方地壳的平均泊松比．该观

测剖面穿越了主震区，总长度约为４２０ｋｍ．

我们的结果揭示了川滇地块、松潘—甘孜地块和四川盆地三个不同地块构造差异．上述三个地块的地壳结构

特征可以概括为：（１）四川盆地前陆壳幔界面向西侧倾斜并有较为明显的横向变形，地壳厚度存在４６～５２ｋｍ的横

向变化，中下地壳Ｓ波速度存在横向变化，地壳平均泊松比值较高（０．２８～０．３１），但在龙门山断裂带附近，显示了

坚硬地壳的特征，地壳平均泊松比仅为０．２；（２）松潘—甘孜地块地壳厚度由西侧靠近鲜水河断裂的６０ｋｍ，向东减

薄为５２ｋｍ，在１４～５０ｋｍ深度范围内存在Ｓ波速度２．７５～３．１５ｋｍ／ｓ的楔状低速区，其厚度由西侧的～３０ｋｍ向

东逐渐减薄为～１５ｋｍ，相应区域的地壳平均泊松比高达０．２９～０．３１；（３）鲜水河断裂西侧，川滇地块地壳结构相

对简单，地壳厚度为５８ｋｍ，并在２６ｋｍ深度存在约１０ｋｍ厚度的高速层，地壳内平均泊松比约为０．２５；（４）汶川大

震区在１２～２３ｋｍ深度上具有近乎４．０ｋｍ／ｓ的Ｓ波高速结构，而其下方的地壳为低速结构，地壳平均泊松比０．３１～

０．３２，汶川大震的余震序列主要分布在高速介质区域内．

本文的结果表明松潘—甘孜地块的地壳相对软弱；而且并不存在四川盆地向西侧的俯冲．我们认为在青藏高

原东向挤压的长期作用下，四川盆地强硬地壳的阻挡作用可导致松潘—甘孜地块内部蓄积很大的应变能量以及

上、下地壳在壳内低速层顶部边界的解耦，在龙门山断裂带附近形成上地壳的铲形逆冲推覆．汶川大地震及其邻近

区域所具有的坚硬上地壳和四川盆地的阻挡作用为低应变率下的高强度应力积累创造了必要条件，而松潘—甘孜

地块长期变形积累的高应变能构成了孕育汶川大地震的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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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ｍ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ｈｅＳｏｎｇｐａｎＧａｒｚｅｂｌｏｃｋ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ｅｆｏｒｍｅｄｇｒｅａｔｌｙａｎｄａｌａｒｇｅ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ｓｉｄ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ｄ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ｔ

ｔｈｅｔｏｐ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ｚｏｎｅｌｅａｄｓｔｏｔｈｅｌｉｓｔｒｉｃｔｈｒｕｓｔ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Ｔｈｅｒｉｇｉｄ

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ｍａｋｅｉ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ｈｉｇｈｓｔｒｅｓｓｗｉｔｈｌｏｗ

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Ｔｈｅｖａｓｔｓｔｒａ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ｏｎｇｐａｎ

Ｇａｒｚｅｂｌｏｃｋ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Ｍｏｖａｂ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ｒｒａｙ，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１３



　２期 刘启元等：汶川犕Ｓ８．０地震：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的初步研究

１　引　言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了

震惊世界的犕Ｓ８．０地震，它成为我国自１９７６年唐

山地震（犕Ｓ７．８）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破坏性地

震．该地震的发生完全出乎了人们的预料，并迅速成

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现在，已有一系列关于

汶川地震的研究论文发表．其中，张培震等
［１］和徐锡

伟等［２］讨论了汶川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Ｊｉ等
［３］，陈

运泰等［４］和王卫民等［５］分别研究了该地震的震源破

裂过程．朱艾斓等
［６］对该地震余震序列进行了重新

定位．朱介寿
［７］给出了震区及其邻域的岩石圈速度

结构．这些研究结果为理解汶川地震提供了依据．现

在已经可以确认汶川地震发生在龙门山构造带内的

映秀—北川断裂．该地震造成的地表破裂长达２４０ｋｍ，

并在灌县—江油断裂形成了７２ｋｍ的地表破裂．汶

川地震破裂过程的研究表明［３～５］，它是一次以逆冲

为主，兼右旋走滑的事件．其强余震在沿龙门山断裂

带迁移的过程中，走滑分量逐渐加大．对于大陆地

震来说，该地震序列具有明显的特殊性［８］．

龙门山断裂带地处松潘—甘孜地块与华南地块

的结合部，具有逆冲推覆构造．根据龙门山的构造演

化，Ｂｕｒｃｈｆｉｅｌ
［９］提出了青藏高原东缘下地壳物质流

动（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ｌｏｗ）的动力学模型，认为四川盆地强硬

地壳的阻挡使青藏高原东缘软弱的下地壳物质向上

逆冲挤出，造成了逆冲推覆造山．Ｗａｎｇ等
［１０］给出了

壳内低速层存在的证据．Ｙａｏ等
［１１］利用环境噪音面

波反演得到的结果表明松潘—甘孜地块地壳比四川

盆地的地壳软弱．但是，由于空间分辨率的限制，对

于理解地壳变形运动和汶川地震的成因具有关键作

用的壳内低速层的边界及横向变化现在仍然不清楚．

总之，迄今为止，人们对汶川地震的形成机理以

及相关的深部构造和动力学背境的认知程度仍然十

分有限．至少对下述基本问题给出确切答案后，我们

才有可能更好地揭示汶川地震的成因机理和动力学

过程：（１）如何认识松潘－甘孜地块的运动变形？

（２）川滇地块、松潘—甘孜地块及四川盆地之间存在

什么样的运动变形关系？（３）松潘—甘孜地块内是

否确实存在下地壳的物质流动？（４）汶川地震序列

与龙门山断裂的深部构造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特

别是，正确的地震动力学模型必须能够解释该地震

的孕育及破裂过程以及该地震序列与众不同的活动

特征．

显然，回答上述问题有赖于对整个区域的构造

变形及动力学的多学科综合勘查和研究．特别是，首

先我们须要搞清楚相关地区的深部结构及其介质参

数．由于汶川地震所处地区的特殊性，仅限于震源区

的深部速度结构探测是不够的，有必要在较大的区

域范围内进行相应的勘查探测．

在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９７３）的支持下，中国

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川

西地区（１００°～１０５°Ｅ，２６°～３２°Ｎ）布设了由２９７个

宽频带地震台组成的密集流动观测台阵（以下简称

川西台阵）［１２］．该台阵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开始正式观测

至今，获得了汶川地震及余震序列的记录，为该地震

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观测资料．

作为初步结果，本文将利用川西台阵沿３１°Ｎ

线的台站记录的远震Ｐ波波形数据和接收函数方

法给出这些台站下方１２０ｋｍ深度范围内的地壳上

地幔速度结构，目的在于对川滇地块、松潘－甘孜地

块及四川盆地等三个不同地块之间的深部构造关系

进行解剖性研究，以便了解台阵覆盖区域深部的基

本构造格局和汶川大震区的深部构造信息．

２　观测和数据

图１给出了（１００°～１０５°Ｅ，２９°～３２°Ｎ）区域内

的主要断裂带及川西台阵１５７个台站的分布．图１

表明，观测台阵跨越了川滇菱形块体、松潘—甘孜地

块及华南地块的四川盆地，覆盖了包括汶川地震主

震区在内的龙门山构造带３２°Ｎ以南区域．

台站观测系统由 ＧｕｒａｌｐＣＭＧ３ＥＳＰＣ型拾震

器和ＲｅｆＴｅｋ１３０Ｂ０１型地震数据记录器组成．观测

系统的动态范围优于１３０ｄＢ，采样率为４０Ｈｚ．根据

观测点的具体情况，供电电源分别采用了太阳能或

交流电的自动浮充电系统，台站定位和授时服务采用

ＧＰＳ，有关川西台阵的全面情况可参见文献［１２］．

如图１所示，我们选择沿３１°Ｎ的１９个台站（蓝

色方块），构成了穿过汶川大震区的ＥＷ 向观测剖

面．台站间距约为５～４０ｋｍ．该观测剖面总长度约

为４２０ｋｍ．图２给出了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００８年６月

台阵记录的６９０个远震事件（犕ｂ＞５．０，３０°≤Δ≤

９０°）分布（根据ＰＤＥ）．近乎全方位的远震波形数据

为我们研究台阵下方三维地壳上地幔结构创造了十

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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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川西流动地震台阵的台站分布和研究区域断裂带分布

红色三角为流动地震台站，蓝色方框为本文涉及的台站，红色圆圈为主震，空心圆为余震．震源机制解据 Ｈａｒｖａｒｄ（２００８）．

ＢＬＯＣＫＩ：川滇地块，ＢＬＯＣＫＩＩ：松潘—甘孜地块，ＢＬＯＣＫＩＩＩ：四川盆地；

Ｆ１：龙门山断裂带，Ｆ２：鲜水河断裂带，Ｆ３：安宁河断裂带；ｆ１：汶川—茂县断裂，ｆ２：映秀—北川断裂，ｆ３：灌县—江油断裂．

Ｆｉｇ．１　Ｍｏｖａｂｌ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

Ｔｈｅｒ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ｉ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ｌｕｅｓｑｕｒｅａ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ａｌｔｗｉｔｈ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ｒ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ｉｓ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

ｅｍｐｔｙｃｉｒｃｌｅｉｓ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Ｍｏｍｅｎｔｔｅｎｓｏ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ｇｉｖｅｎｂｙＨａｒｖａｒｄ（２００８）．

ＢＬＯＣＫＩ：Ｃｈｕａｎｄｉａｎｂｌｏｃｋ，ＢＬＯＣＫＩＩ：ＳｏｎｇｐａｎＧａｒｚｅｂｌｏｃｋ，ＢＬＯＣＫＩＩＩ：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Ｆ１：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Ｆ２：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Ｆ３：ＡｎｎｉｎｇＨｅｆａｕｌｔ；

ｆ１：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ａｏｘｉａｎｆａｕｌｔ，ｆ２：Ｙｉｎｇｘｉｕ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ｆ３：Ｇｕａｎｘ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ｏｕｆａｕｌｔ．

图２　川西流动台阵记录的远震（犕ｂ＞５．０）分布（根据ＰＤＥ）

原点为观测台阵的中心，红色圆圈标出震中位置．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ｅｎｔｓ（犕ｂ＞５．０）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ｔ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ａｆｔｅｒＰＤＥ）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ｅ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ｒａｙ．

Ｔｈｅｒｅｄｃｏｌｏｒｃｉｒｃｌ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ｓ．

３　方　法

图１表明，本文所涉及的研究区域由不同地块

拼合而成，其地震波场必然不简单，这对于基于水

平分层模型的接收函数反演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

于地壳变形较大，结构较为复杂的地区，必须对用于

接收函数反演的数据进行严格筛选，以便尽可能压

制各种横向非均匀结构引起的散射波，规避断层带

引起的侧面波．我们的经验表明，数据筛选是接收函

数反演研究成败的关键．

图３给出了台站ＫＸＬ０３不同方位的时间域径

向接收函数．该台站位于鲜水河断裂西侧的川滇地

块．接收函数的分离采用了时间域的最小二乘反褶

积技术［１３］．图３是由震中距３０°～５０°范围内不同方

位的２１０个远震接收函数分组叠加后得到的结果．

每组接收函数的方位角变化限制在１°以内．

由图３可见，台站ＫＸＬ０３接收函数具有明显的

方位变化．尽管通过不同方位的接收函数叠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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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台站ＫＸＬ０３不同方位的接收函数

Ａｚ表示台站方位角，单位为（°）．ＳＵＭ表示叠加平均．

Ｆｉｇ．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ｚｉｍｕｔｈｓ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ＫＸＬ０３

Ａｚ：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ｚｉｍｕｔｈ（°）．　ＳＵＭ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

图４　沿３１°Ｎ测线的接收函数剖面

上方的字母数字为观测台站代码，Ｐｓ表示 Ｍｏｈｏ界面上形成的转换震相．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ｔ３１°Ｎ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ｅｕｐｓｉｄ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ｐｌｕｓｎｕｍｂ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ｄｅ．Ｐｓ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ＰｔｏＳ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ｐｈａｓｅａｔｔｈｅＭｏｈｏ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有效地压制散射噪声，但其处理结果并不能正确地

反映接收区的地壳结构．为此，本文将依据所谓“简

单性原则”选择特定方位的接收函数，即对于所有方

位的接收函数，只有在初至后５～１０ｓ内波形最为简

单的数据才适合基于水平分层模型的接收函数反

演．在这个时间窗内，其他更为复杂的波列很可能意

味着包含了横向非均匀结构造成的散射以及来自附

近断层的侧面波．对于台站ＫＸＬ０３来说，反演中我

们将仅选用方位角１６７°～２０３°范围内的接收函数．

由图３可知，在这个方位角范围内的接收函数不但

震相简单，后续的多次散射波能量较弱，而且不同方

位的接收函数具有较好的波形相似性．此外，实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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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表明，在此基础上尝试不同的分组叠加对于压制

接收函数的噪声，寻求最佳信噪比很有价值．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叠加后的时间域接收函数

通过ＦＦＴ变换到复谱域，然后采用复谱域的接收函

数非线性反演方法获得台站下方的接收区速度结

构．反演方法的理论细节已在文献［１４］中给出，此处

不再赘述．

已有的经验表明［１５～１９］，上述方法对初始模型的

依赖性较小．由于该方法在反演中同时引入了接收

函数垂直及径向分量的振幅比，反演结果的非惟一

性得到了较为有效的约束．另一方面，由于采用了分

频段迭代技术，本文采用的反演方法不但可以较好

地确定接收区速度结构的间断面，而且可以同时较

好地约束接收区速度结构的基本形态．只要数据筛

选得当，利用该方法得到的地壳速度结构通常具有

较好的光滑性，不需要人为的平滑处理．

陈九辉等［２０］曾利用接收函数的犺κ扫描叠加

方法给出川西台阵下方的地壳厚度和地壳平均泊松

比．其结果表明，本文研究区内的地壳平均泊松比明

显偏离全球平均的结果（σ≈０．２６），并且具有较大的

横向变化．为更好地优化接收函数反演的结果，可进

一步通过搜索法得到接收函数的最佳波形拟合和地

壳平均泊松比估计，搜索步长为０．０１～０．００１．与接

收函数的犺κ扫描叠加方法不同之处在于
［２１］，这个

方法利用了接收函数的全波形信息，并把原有的接

收函数非线性反演从局部优化扩展到全局优化．限

于本文篇幅，有关方法细节将另文再叙．

４　结　果

图４给出了通过方位分组叠加得到的沿３１°Ｎ

测线的时间域接收函数剖面，它由沿剖面各台站接

收函数的径向分量构成．对于每个台站，从左到右，

接收函数按台站方位角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根据

图４，可以推测四川盆地的地壳结构相对较为简单，

其壳幔界面应存在向西侧的倾斜，而松潘—甘孜地

块内的地壳结构较为复杂：不但各台站不同方位接

收函数存在明显的随方位变化，而且各种散射波持

续了较长的时间．

图５给出了利用复谱域接收函数非线性反演方

法得到的各台站接收函数波形（０～６０ｓ）拟合的结

果．如前文所述，各台站的数据筛选充分考虑了块体

边界断层可能造成的散射波场．对于不同块体内台

站的接收函数，我们选用了不同台站方位角（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ｚｉｍｕｔｈ）的远震事件．对于每个台站，方位角的变化

范围为４０°，选用的远震事件的震中距为４５°±１０°．

图６给出了相应的各台站接收区１２０ｋｍ深度

范围内的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模型．图５和图６表

明，无论接收函数，还是接收区地壳上地幔结构，在

空间上均表现出较明显的分区性．特别是图６各台

站的接收区地壳上地幔模型在不同区块中有很好的

可追踪性．

为了更清楚地勾画出研究区的地壳上地幔结

构，图６给出的接收区地壳上地幔模型可以进一步

转换成相应的彩色图像．其结果如图７所示．需要说

明的是：在速度结构成像过程中，在横向上，我们采

用台站间的线性插值，而在垂向上并没有采用任何

数据插值．

根据图７，我们可以观察到如下现象：

（１）研究区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具有较明

显的分区特征，它们与地貌和地表地质构造特征相

吻合．图７中的白色虚线给出了地块的分界：台站

ＫＤＦ０４以西的地区属于川滇地块，其东侧直到台站

ＫＷＣ０１所跨越的区域为松潘—甘孜地块，台站

ＫＣＤ０５以东为四川盆地，台站ＫＤＦ０４到ＫＤＢ０３所

跨越的区域对应地表可识别的鲜水河断裂带；地壳

速度结构表明，该地域构成了川滇地块与松潘—甘

孜地块之间的过渡带．台站 ＫＣＤ０５恰好处于龙门

山断裂带的前山断裂（灌县—江油断裂）的东侧，而

台站ＫＷＣ０１位于龙门山中央断裂（映秀—北川断

裂）的西侧．我们的结果表明，龙门山断裂带的前山

断裂和中央断裂构成了松潘—甘孜地块与华南地块

的壳内构造边界．

（２）在本文研究区内，上述三个地块的地壳厚度

及其横向变化存在明显差异：川滇地块的地壳厚度

为５８～６０ｋｍ，其横向变化不大，但在２６ｋｍ深度存

在～１０ｋｍ厚度的高速层；松潘—甘孜地块的地壳

厚度为５０～５８ｋｍ，由西向东壳幔界面抬升，地壳逐

渐变薄；四川盆地内的地壳厚度为４６～５２ｋｍ．四川

盆地前陆地壳存在较明显的变形，且速度结构也显

示了一定程度的横向非均匀变化．

（３）松潘—甘孜地块内，台站 ＫＤＢ０２ＫＷＣ０１

所跨越区域存在壳内的楔状低速区，其厚度由西侧

的～３０ｋｍ向东逐渐减薄为～１５ｋｍ．低速区的Ｓ波

速度为２．７５～３．１５ｋｍ／ｓ．与该低速区相应的地壳

平均泊松比高达０．２９～０．３１，表明高波松比值与软

弱并容易变形的地壳密切相关．文献［１２］给出的地

震波衰减波场的研究结果应可以作为支持壳内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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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接收函数波形拟合

黑色实线为理论预测的结果，红色细线为观测的接收函数；左侧字母数字为台站代码，

右侧的数字表示波形相关系数；Ｖ表示垂向分量，其他均为径向分量．

Ｆｉｇ．５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ｆｉｔｔ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ｃｏｌｏｒ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ｒｅｄｃｏｌｏｒａｒｅ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ｓｏ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ｓｉｄｅ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ｄｅ．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ｉｄｅａｒ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Ｖ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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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各台站下方接收区的Ｓ波速度模型

字母数字为台站代码，Ｍｏｈｏ表示壳幔间断面．

Ｆｉｇ．６　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ｄｉｇｉｔ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ｄｅ．Ｍｏｈ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ｍａｎｔｌ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体存在的直接观测证据．

（４）龙门山断裂带附近的四川盆地前陆显示了坚

硬地壳的特征，其下地壳的Ｓ波速度达到４．０ｋｍ／ｓ

以上．与此相应，地壳平均泊松比仅为０．２．但是，除

此以外，四川盆地的地壳平均泊松比值较高，达到

０．２８～０．３１．这个结果除了与该地区存在较厚的沉

积层（～１０ｋｍ）有关外，更主要的应与其地壳的刚

性程度有关．图６给出的接收区地壳速度结构表明，

四川盆地的下地壳Ｓ波速度仅为３．５～３．６ｋｍ／ｓ，

明显低于全球地壳模型（ＰＲＥＭ）给出的３．９ｋｍ／ｓ

的结果．这个结果与Ｙａｏ等
［１１］根据环境噪声和面波

数据反演的结果基本一致．尽管如此，四川盆地中、

下地壳的速度仍明显大于松潘—甘孜地块相应深度

的地壳速度．

（５）图７中给出了根据文献［６］得到的汶川地震

序列的定位结果．图７表明，汶川地震序列主要发生

在壳内低速区上方的上地壳深度范围内．我们的结

果表明该区域的Ｓ波速度超过４．０ｋｍ／ｓ．这可以作

为解释汶川地震震级如此之大的深部构造证据．

５　结论和讨论

本文利用川西台阵观测沿３１°Ｎ测线１９个台站

记录的远震波形数据和接收函数反演，得到台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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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沿３１°Ｎ剖面的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和泊松比

上图：地形海拔高度变化；中图：泊松比；下图：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

白色实线标出了 Ｍｏｈｏ界面的形态，黄色圆圈表示地震．白色虚线表示块体边界，白色箭头表示变形运动的方向．

Ｆｉｇ．７　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ａｎｄ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３１°Ｎ

Ｔｏｐ：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ｉｄｄ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Ｂｏｔｔｏｍ：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ｏｒ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ｍａｎｔｌ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ｃｏｌｏｒｃｉｒｃｌ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ｏｒ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方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根据本文结果，我们可

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１）川滇地块、松潘—甘孜地块和四川盆地的地

壳上地幔速度结构和地壳结构形态具有明显不同的

特点和差异，鲜水河断裂带构成了川滇地块与松

潘—甘孜地块之间的边界，我们的结果证实，该断裂

应为超壳断裂．龙门山断裂带构成了四川盆地与松

潘—甘孜地块之间的构造边界，但并未发现两者壳

幔界面之间的断错．据此，我们推断龙门山断裂在地

壳深部应为四川盆地与松潘—甘孜地块之间的碰撞

边界．

（２）上述三个地块的地壳结构具有以下不同的

特点：四川盆地前陆壳幔界面向西侧倾斜并有较为

明显的横向变形，地壳厚度存在４６～５２ｋｍ的横向

变化，中下地壳的Ｓ波速度存在横向变化，地壳平均

泊松比值较高（０．２８～０．３１），但在龙门山断裂带附

近，其前陆显示了坚硬地壳的特征，地壳平均泊松比

仅为０．２；松潘—甘孜地块地壳厚度由西侧靠近鲜

水河断裂的６０ｋｍ，向东减薄为５２ｋｍ，并在１４～

５０ｋｍ深度范围内存在Ｓ波的楔状低速区，其厚度

由西侧的～３０ｋｍ向东逐渐减薄为～１５ｋｍ，相应区

域的地壳平均泊松比高达０．２９～０．３１；鲜水河断裂

西侧，川滇地块地壳结构相对简单，地壳厚度为

５８ｋｍ，并在２６ｋｍ深度存在约１０ｋｍ厚度的高速

层，地壳内平均泊松比为０．２５，接近全球地壳的平

均结果．本文给出的地壳平均泊松比与陈九辉等
［２０］

的结果基本一致．

（３）汶川大震区地壳１２～２３ｋｍ深度为Ｓ波速

３．８～４．０ｋｍ／ｓ的高速结构，而其下方地壳为Ｓ波

速３．１～３．４ｋｍ／ｓ的低速结构，地壳平均泊松比

０．３１～０．３２，汶川大震的余震序列主要分布在高速

介质区域内．

（４）相对于四川盆地，松潘—甘孜地块的地壳较

为软弱，但不存在四川盆地向松潘—甘孜地块的俯

冲．根据本文结果，我们推断在青藏高原向东挤压的

长期作用下，四川盆地的阻挡作用导致松潘—甘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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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地壳产生强烈变形，造成上、下地壳的解耦，

从而形成上地壳沿壳内低速层顶部边界逆冲推覆．

需要指出的是，Ｃｌａｒｋ等
［２２］根据数字地形等数

据所作的数值模拟研究表明，在四川盆地的阻挡作

用下，软弱下地壳的增厚变形可以导致地表的抬升

及地壳的增厚．他们的动力学模型在松潘—甘孜地

块的地壳中所包含的是一个厚度均匀的低速层，并

预测了四川盆地地壳存在向上地幔的俯冲．但是，本

文的结果并不支持其动力学模型所预测的上述结

果．本文给出的壳内楔状低速区应更可能是遭受强

烈侧向挤压后地壳结构变形破坏的结果．另外，壳内

层流（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ｌｏｗ）模型
［９］意味着需要壳内低速层

的普遍存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地壳物质的远

距离运移．但是，迄今为止，这仍然缺乏观测证据的

充分支持，有必要作进一步三维精细地壳速度结构

及其他介质物理参数的研究．

另一方面，地质及ＧＰＳ观测结果表明，龙门山

及其邻域地壳变形较为缓慢，其缩短速率仅为

３．０ｍｍ／ａ
［２３～２５］．根据本文给出的松潘—甘孜地壳

速度结构，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该地区在长期的缓

慢变形过程中，其坚硬的上地壳应该形成了巨大的

应力积累，而其软弱的中、下地壳吸收并积累了巨大

变形能量．上述因素构成了在映秀—北川断裂发生

汶川 犕Ｓ８．０地震的基本动力学背景．根据本文结

果，我们认为既不能排除上地幔与松潘—甘孜地块

内低速层的关系，也不能排除上地幔变形运动对汶

川地震的触发作用．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上地幔

速度结构的三维地震成像及其他方面更为深入的研

究工作的开展．

最后，根据本文得到的地壳速度结构，我们认为

本文引用的地震定位结果仍然有进一步改进的必

要．至少，位于低速体内的余震定位结果是不合理的．

致　谢　四川省地震局康定地震中心站参加了野外

台站的维护管理，朱艾斓博士提供了汶川地震序列

的定位结果，与张培震研究员和徐锡伟研究员的讨

论使作者获益匪浅；另外，感谢两位审者对该文的快

速认真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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