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５５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Ｖｏｌ．５５，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１２

郭飚，刘启元，陈九辉等．中国大陆及邻区上地幔Ｐ波各向异性结构．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１２，５５（１２）：４１０６４１１５，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ｊ．

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１２．１２．０２３．

ＧｕｏＢ，ＬｉｕＱＹ，ＣｈｅｎＪＨ，ｅｔａｌ．Ｐｗａｖｅ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ｏｆ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Ｃｈｉｎａ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犑．

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１２，５５（１２）：４１０６４１１５，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１２．１２．０２３．

中国大陆及邻区上地幔犘波各向异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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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分布在中国大陆及邻近地区的２１３个地震台站记录到的远震Ｐ波走时数据和弱各向异性条件下Ｐ

波速度扰动调和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大陆上地幔Ｐ波各向异性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陆西部上地幔变形主

要受印度大陆俯冲的影响．印度大陆的Ｐ波快波方向总体为ＮＮＥ方向，与绝对板块运动方向一致，这表明印度大

陆上地幔流动方向与板块运动方向一致．青藏高原内部、东天山的Ｐ波快波方向与主压应力方向接近，而在青藏高

原南缘、北缘及东北缘等块体边界地区Ｐ波快波方向与主压应力方向垂直．中国大陆东部上地幔变形主要受菲律

宾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俯冲的影响．在扬子板块内部Ｐ波快波方向为ＳＥ方向，这与绝对板块的运动方向一致．华北

地区的各向异性结构较为复杂，可能与华北克拉通裂解有关．中国大陆东北的东部平均方向为ＳＥ，而在兴安岭一

侧为ＳＳＷ方向，即平行于构造线方向．根据各向异性的倾角，中国大陆及邻区上地幔各向异性结构大体可分为三

块：１）青藏新疆地区的各向异性倾角接近水平，推测该区形变力源主要为上地幔物质水平流动．２）南北带地区的各

向异性倾角较大，特别是在青藏东缘地区的倾角约为４０°，这可能是由于青藏向东挤出过程中受华南地块和鄂尔多

斯地块的阻挡，在板块边界地区产生了垂直变形．３）中国东部地区各向异性结构较为复杂，在中国大陆东北部各向

异性倾角接近水平，这可能是该区上地幔变形主要受太平洋板块俯冲的影响，而在太行山、大别—苏鲁地区各向异

性倾角较大，这表明该区上地幔以垂直变形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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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大陆动力学已经成为当今固体地球物理各领域

研究的主导方向．大陆动力学涉及问题非常广泛，但

核心问题是大陆变形及动力学．地震各向异性被普

遍认为是理解地球动力学过程的有效工具［１］，因此，

通过研究地震各向异性有助于了解地球介质的应

变、应力状态及地球的演化过程．

地球介质各向异性的成因比较复杂，岩石组分

和构造环境不同，地震各向异性成因也不尽相同．地

震波各向异性具有多种成因，它可能与岩石中的各

向异性结构背景有关，也可能与地球中矿物的固有

各向异性有关．这些因素总体而言可分为两类，即形

状优势排列（ＳＰＯ）和晶格优势排列（ＬＰＯ）．地壳各

向异性形成的主要原因是ＳＰＯ，而上地幔各向异性

形成的主要原因是ＬＰＯ
［２］．岩石实验和数值模拟研

究表明，简单的剪切应力作用下，橄榄石ａ轴趋于主

张应力方向，中度变形的橄榄石聚合体趋于在最大

的形变方向上排列，可以产生２％～６％的各向异

性［３５］．在强大的应力作用下，岩石中晶体颗粒发生

塑性变化，在垂直于应力方向上伸长，也会使岩石表

现出各向异性［６］．当大洋中脊、岛弧、俯冲带、火山带

等高活动性地区地幔在高温下流动时，橄榄石晶体

定向排列，长轴沿流动方向展布，在局部范围内会形

成较强的各向异性．由于ＬＰＯ与岩石形变有关，因

此可以根据上地幔各向异性结构推测上地幔流动图

像［３，７］．尽管在岩石含水
［８９］或其它各向异性矿物（如

长石）的情况下，各向异性方向与应力或应变的关系

会变得非常复杂［１０］，但地震各向异性仍然可以作为

地幔流动的指示器［１１１５］．

上地幔地震各向异性研究方法有很多种［１６］，其

中最常用的方法是ＳＫＳ波偏振分析和面波各向异

性．ＳＫＳ偏振分析方法是研究上地幔各向异性的主

要方法［１７２０］，在世界各个地区都进行过ＳＫＳ波偏振

分析研究［２１］．ＳＫＳ波偏振分析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横

向分辨率较高，受介质的非均匀性的影响较小．其缺

点是不能确定具体的深度和各向异性的垂直分

量［２２］，当存在多层各向异性时，观测到的各向异性

方向趋向于浅层介质的方向，从而掩盖了深部的各

向异性特征［２１２３］．另外，ＳＫＳ波偏振分析方法对于

地震的震中距和记录质量要求较为严格，需要较长

时间观测才能获得充足的数据．面波分析的结果可

以提供～１／３波长深度范围内的径向各向异性
［２４］及

方位各向异性［２５２９］．面波各向异性分析方法具有较

好的垂向分辨率，但横向分辨率较差（在密集台阵情

况下约１００ｋｍ）．上述两种方法都只能得到方位各

向异性而忽略各向异性的倾角．Ｐ波走时方法是根

据区域地震或远震的走时残差随方位和入射角的分

布确定快波轴的方向，进而确定各向异性的对称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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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当Ｐ波走时数据的入射角范围覆盖较全时还

可以确定对称轴的倾角．Ｂａｂｕ̌ｓｋａ等
［３０］最早通过校

正地球的椭率、台站高程、沉积层厚度以及 Ｍｏｈｏ面

深度来计算台站的相对走时残差，并根据相对走时

残差的分布特征确定Ｐ波快轴的方位．Ｍａｒｔｙｎｏｖ

等［３１］、Ｐｌｏｍｅｒｏｖá等
［３２３３］和Ｓ

′
ｒｏｄａ

［３４］也采用了类似

的方法．利用远震Ｐ波走时确定介质各向异性主要

有以下几个优点：１）体波数据易于获取；２）与波形信

息相比，体波走时数据精度和信噪比较高；３）体波射

线在地壳上地幔分布较为均匀．但其缺点是难以与

非均匀效应分离．相对于ＳＫＳ波偏振分析，体波走

时方法基于不同的数据集，能提供独立的地震各向

异性观测证据，对于认识地球的结构及动力学过程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大陆位于欧亚板块的东部，是研究大陆构

造变形的典型区域．晚新生代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

多旋回的典型构造事件，包括西部的青藏高原和天

山的隆升及东部地区的盆地扩张及火山活动［３５］．关

于中国大陆构造变形的动力学特征，一般认为是由

于太平洋板块俯冲引起的大陆裂谷、克拉通裂

解［３６］，以及由于印度板块向中国大陆俯冲引起的中

国大陆内块体向东南挤出［３７］．研究太平洋和印度板

块的俯冲对中国大陆构造变形还需要上地幔形变的

地震学证据．已有很多学者利用Ｐｎ波走时
［３８３９］，

ＳＫＳ波偏振
［４０４１］以及面波频散［４２４４］等方法研究了

中国大陆上地幔各向异性．这些各向异性研究一般

基于 ＨＴＩ或ＶＴＩ假设
［２４］，但真实地球介质在不同

深度上存在不同类型的各向异性，并且对称轴为任

意方向．Ｓａｖａｇｅ
［４５］指出在假定对称轴方向的基础上

获得的各向异性参数很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本文

在弱各向异性假设基础上，根据Ｂａｃｋｕｓ
［４６］的ｑＰ波

速度扰动的近似表达式和分布在中国大陆周边的

２１３个地震台站记录到的远震Ｐ波走时数据，反演

了中国大陆上地幔Ｐ波各向异性结构．利用远震Ｐ

波走时不仅可以研究方位各向异性，同时还可以给

出各向异性对称轴的倾角，避免了由于倾斜各向异

性造成的误差［１６］．本研究根据远震Ｐ波走时反演得

到的上地幔各向异性图像可以为研究中国大陆构造

演化和上地幔形变特征提供深部地球物理证据．

２　走时数据与预处理

利用远震Ｐ波走时研究上地幔各向异性要求

比较全的震中距和方位角覆盖，因此本文所用的走

时数据选自中国大陆周边长期稳定运行的固定地震

台．这些台站包括中国地震台网（记录时间１９９６年

至２００８年）和国际地震数据中心（ＩＳＣ）的台站（记

录时间１９６０年至２００９年）．我们根据以下原则选取

数据：１）台站范围为７０°Ｅ—１３５°Ｅ，１０°Ｎ—５０°Ｎ；２）

震中距范围在２０°～１００°之间；３）走时残差小于４ｓ；

４）每个台站所记录到的地震数量大于８００个，地震

的方位覆盖大于２７０°，震中距覆盖大于３０°．最终选

定２１３个台站和约６８００００条远震Ｐ波走时数据，其

中ＩＳＣ台站的记录时间较长（约４０年），数据的方位

和震中距覆盖较好，而中国地震台网的记录时间较

短（约１２年），数据方位覆盖较差．

图１给出了本研究所用地震台站的分布．由图

１所示，地震台站在中国大陆中东部、印度大陆和东

南半岛分布较为均匀，而在西藏、塔里木及蒙古地区

地震台站分布较为稀疏．

为了尽量消除地球介质的非均匀结构、地震定

位误差等因素的影响，在反演前我们先对走时数据

进行预处理：１）首先，根据Ｃｒｕｓｔ２．０地壳模型
［４８］校

正了高程和地壳厚度的影响，并做了椭率校正；２）采

用台站相对走时残差代替绝对走时残差．台站相对

走时残差定义为某一个地震的走时残差减去该台站

所有地震走时残差的平均值．

犚犻＝犚犻－
１

犖∑
犖

犻＝１

犚犻， （１）

其中，犚犻为第犻地震的台站相对走时残差，犚犻为第犻

地震的绝对走时残差．３）为了进一步消除震源区结构

的影响，我们对走时残差进行分组叠加．首先以台站为

中心，在入射角为０°～６０°范围和反方位角０°～３６０°范

围内分别以１０°和１５°为步长将该台站记录到的地震

分为１４４个投影区，每个区域内的地震进行分组叠加．

根据上面所述的方法，我们计算得到中国大陆

及邻区内２１３个地震台的台站相对走时残差的分

布．作为例子，图２ａ给出了９个地震台站远震相对

走时残差分布，图２ｂ给出了这９个台站的位置．如

图２ａ所示，分组叠加后的台站相对走时残差投影到

极坐标下呈一定规律的分布，其反映了台站下方上

地幔的各向异性性质．

３　研究方法

各向异性介质非常复杂，理论上描述任意各向

异性介质需要２１个弹性参数，在现有的观测条件下

很难反演如此多的参数．因此，各向异性研究大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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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大陆及邻区板块构造及地震台站分布

红色三角表示ＩＳＣ台站；绿色三角表示中国地震台网的台站；线段表示板块边界（据文献［４７］）．

Ｆｉｇ．１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ｏｆｐｌａｔｅ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ｒ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ＩＳ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ＣＥＮ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ｏｆｐｌａｔｅ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ｆ．［４７］）．

假定介质为弱各向异性或为某一种简单的各向异性

类型（如ＴＩ介质），从而减少描述各向异性介质参

数的个数．Ｂａｃｋｕｓ
［４６］利用弹性张量调和展开理论，

导出了弱各向异性介质中的Ｐ波相速度扰动调和

展开公式．该公式是目前大部分各向异性研究方法

的基础，下面简单介绍该理论及其在本文中的应用．

３．１　犘波速度扰动的近似表达式

在弱各向异性条件下，弹性张量可以表示为各

向同性张量与很小的扰动张量之和：

犆犻犼犽犾 ＝犆
０

犻犼犽犾＋γ犻犼犽犾， （２）

这里，犆犻犼犽犾为各向异性弹性张量，犆
０

犻犼犽犾
为各向同性张

量，γ犻犼犽犾 为扰动张量，且有γ犻犼犽犾 犮
２

Ｓ
（犮Ｓ 为Ｓ波速

度）．根据扰动理论，ｑＰ波的相速度扰动可以表示为

δ狏Ｐ ＝
１

２ρ犮Ｐ
γ犻犼犽犾狏犻狏犼狏犽狏犾， （３）

其中，ρ为密度，犮Ｐ 为各向同性介质的Ｐ波速度，狏犻

为射线的方位余弦．我们注意到式（３）右边为张量展

开的多项式．根据张量调和展开理论
［４６］可得

δ狏Ｐ ＝犃＋犅ｃｏｓ２θ＋犆ｃｏｓ２λ＋犇ｓｉｎ２λ＋犈ｓｉｎ４λ＋犉ｃｏｓ４θ＋犌ｃｏｓ４λ

＋犎ｓｉｎ２θｃｏｓλ＋犐ｓｉｎ２θｓｉｎλ＋犑ｃｏｓ２θｃｏｓ２λ＋犓ｃｏｓ２θｓｉｎ２λ

＋犔ｓｉｎ２θｓｉｎ３λ＋犕ｓｉｎ２θｃｏｓ３λ＋犖ｓｉｎ４θｃｏｓλ＋犗ｓｉｎ４θｓｉｎλ

＋犘ｃｏｓ４θｃｏｓ２λ＋犙ｃｏｓ４θｓｉｎ２λ＋犚ｃｏｓ２θｃｏｓ４λ＋犛ｃｏｓ２θｓｉｎ４λ

＋犜ｓｉｎ４θｃｏｓ３λ＋犝ｓｉｎ４θｓｉｎ３λ＋犞ｃｏｓ４θｃｏｓ４λ＋犠ｃｏｓ４θｓｉｎ４λ， （４）

略去高角度项［４９］，式（４）可进一步简化为

δ狏Ｐ ＝犃＋犅ｃｏｓ２θ＋犆ｃｏｓ２λ＋犇ｓｉｎ２λ＋犎ｓｉｎ２θｃｏｓλ

＋犐ｓｉｎ２θｓｉｎλ＋犑ｃｏｓ２θｃｏｓ２λ＋犓ｃｏｓ２θｓｉｎ２λ， （５）

其中，θ，λ分别为射线的入射角和方位角，犃—犠 为

各向异性系数．式（５）共有８个参数，但其中只有６

个独立参数．可以进一步写为

δ狏Ｐ（θ，λ）＝犌犻犼狓犻狓犼， （６）

其中，狓犻表示射线的方向余弦．根据文献［４９］，公式

（６）中系数矩阵犌可表示为

犌＝

犌１１ 犌１２ 犌１３

犌２１ 犌２２ 犌２３

犌３１ 犌３２ 犌

烄

烆

烌

烎３３

＝犈犔犈
Ｔ
＝∑

犻

犲犻犾犻犲
Ｔ

犻
，（７）

系数矩阵犌的三个特征值分别为犾１，犾２，犾３，相应的

特征矢量分别为犲１，犲２，犲３．其中最大特征值对应的

是ｑＰ波快波的速度扰动，相应的特征矢量对应的

是ｑＰ波快波轴的方向．

公式（６）表明在弱各向异性条件下各向异性Ｐ

波速度扰动可以近似地用６个参数来描述．为了测

试公式（６）描述Ｐ波速度扰动的误差，我们利用公

式（６）拟合了Ｐｙｒｏｌｉｔｅ模型
［５０］
ｑＰ波相速度．如图３

所示，与精确值相比，ｑＰ波相速度最大速度误差约

为１．２％，平均速度误差小于０．３％．Ｂｏｋｅｌｍａｎｎ
［４９］

研究认为四次以上的高角度项产生的速度误差不会

大于２％．因此可以用８个球谐展开系数（６个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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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ａ）台站相对走时残差的分布；（ｂ）台站位置

数字表示反方位角，０°表示北，顺时针方向为正；同心圆的内圈表示入射角为１０°，最外圈表示入射角为４０°．

每个小图下方的英文字母为台站名称，台站的位置显示在图２ｂ中．

Ｆｉｇ．２　（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ｂ）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ｄｅｎｏｔｅｂａｃｋａｚｉｍｕｔｈ，０°ｄｅｎｏｔｅｓＮｏｒ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ｃｙｃ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１０°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ｃｙｃ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４０°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Ｔｈｅｓｔｒ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ｓｕｂｆｉｇｕｒｅｉ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２ｂ．

参数）描述上地幔的三维各向异性．

３．２　各向异性走时反演

假设经过校正的台站相对走时残差（见第２节）

的变化主要由介质的各向异性引起的，在一阶近似

条件下并根据公式（６），走时扰动与各向异性参数的

关系可以写为

　　　　δ狋≈－∫
犔
０

δ狏（狉）

狏
２

０
（狉）
ｄ犾≈－∫

犔
０

犌犻犼狓犻狓犼

狏
２

０
（狉）
ｄ犾

＝ －∫
犔
０

狓犻狓犼

狏
２

０
（狉）
ｄ（ ）犾犌犻犼， （８）

式中，狏（狉）为真实速度，狏０（狉）为各向同性参考速

度，犔０为参考模型下的射线路径，狓（狉）＝ ｄ狉／ｄ狊 为

射线方向，犌为介质的各向异性参数．公式（８）可以

进一步简写为矩阵形式：

犇＝犃犌， （９）

式中犇为相对走时残差组成的数据向量，犌为介质

的各向异性参数，犃为反演核，其元素根据公式（８）

右侧括号部分计算得到．

实验研究认为地幔各向异性主要存在于６００ｋｍ

范围内，而在这个深度以下，岩石矿物不会再有优势

排列［５１］．岩石学研究表明
［５０，５２］，上地幔的各向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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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约为３％～１７％，平均约为６．６％．因此，本研究

仅反演台站下方６００ｋｍ范围内的各向异性．完整

的反演步骤如下：首先根据Ｃｒｕｓｔ２．０模型和ＩＡＳＰＥＩ９１

模型构建地震台站下方６００ｋｍ深度范围内的一维

Ｐ波速度模型；然后根据该速度模型计算远震Ｐ波

在台站下方的射线路径，并根据公式（８）计算反演核

犃；最后，求解线性方程组（９）即可以得到各向异性

参数犌，并根据公式（７）得到Ｐ波快波的方向．

４　结　果

根据３节的数据预处理和各向异性反演方法，

我们反演得到了分布在中国大陆及邻区内２１３个地

震台站下方上地幔介质Ｐ波快波方位、倾角和各向

异性强度的分布情况．图４给出了中国大陆上地幔

Ｐ波各向异性结构，图中红色线段的方位和长度分

别表示台站下方６００ｋｍ范围内平均Ｐ波快波轴方

向和各向异性强度．由于各向异性强度与非均匀结

构强烈耦合［５３］，因此本文不讨论各向异性强度的结

果．如图４所示，中国大陆及邻区各向异性结构具有

明显的分区特征，并与区域地质构造特征相吻合．下

面我们详细介绍各构造单元内的各向异性特征．

４．１　印度—青藏地区

印度大陆的Ｐ波快波方向总体为 ＮＮＥ方向，

与绝对板块运动方向［５４］一致，这表明印度大陆上地

幔流动方向与板块运动方向一致．在印度大陆北部

和青藏高原南缘逐渐转向ＥＷ 方向，这与该区强烈

挤压变形有关［５５］．在青藏高原内部数据较少，仅有

拉萨台数据较为可靠．在青藏的北部及东北缘Ｐ快

波方向转为ＳＳＥ方向，这与ＳＫＳ的结果相差约为

４５°
［５６］，与该区的主压应力方向［５７］垂直．我们推测这

图３　Ｐｙｒｏｌｉｔｅ模型Ｐ波相速度调和展开近似

图中横坐标和纵坐标分别为相对于主对称轴的方位角和倾角．

（ａ）利用８个调和展开系数拟合Ｐｙｒｏｌｉｔｅ模型的速度分布；

（ｂ）拟合误差．

Ｆｉｇ．３　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ｙｒｏｌｉｔｅ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ｒｅ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ｇ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ａｘｉｓ．（ａ）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ｙｒｏｌｉｔｅ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８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Ｐｈａｓ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ｒｒｏｒｓ．

图４　中国大陆上地幔各向异性Ｐ波快波方向分布

图中红色线段为Ｐ波快波走向；蓝色箭头为相对于西伯利亚的ＧＰＳ运动速率；背景为Ｐ波快波轴的倾角．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ｓｔＰｗａｖ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ｆａｓｔＰｗａｖ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ｂｌｕｅａｒｒｏｗｓｄｅｎｏｔ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ｐｅｅ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Ｓｉｂｅｒｉａ；

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ｄｅｎｏｔｅｄｉｐａｎｇｌｅｏｆｆａｓｔＰｗａ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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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受四川盆地和鄂尔多斯地块的阻挡，上地幔

物质的晶轴沿垂直于主压应力方向展布．ＳＫＳ研究

观测到在该区的快波偏振方向依赖于数据的反方位

角，推测可能存在倾斜各向异性［５８］．在青藏的东缘

地区，我们的结果则与ＳＫＳ的结果
［５６，５９］较为相近并

垂直于主压应力方向．

４．２　天山造山带

东天山的Ｐ波快波方向为ＮＮＥ，与该区的主压

应力方向一致，但与ＳＫＳ的结果垂直．该区的ＳＫＳ

结果大体平行于天山山脉的走向．我们推测ＳＫＳ的

结果可能反映的是浅部岩石圈的结构，而我们的结

果更多的是反映上地幔的结构．西天山、帕米尔的Ｐ

波快波方向为 ＮＥＥ向，垂直于该区的主压应力方

向，推测该区东西天山的动力学机制不同．

４．３　华南地块

在华南地块内部Ｐ波快波方向为ＳＥ方向，这

与绝对板块的运动方向一致，与该区的主构造线垂

直．该区域的ＳＫＳ波偏振分析结果相互矛盾，有

ＮＮＥ方向
［６０］，有ＳＥＥ方向

［６１］和ＳＥ向
［５６］．

４．４　华北和阿穆尔地块

华北地块的各向异性结构较为复杂，华北平原

Ｐ波快波的主体方向为ＳＥ向，与ＳＫＳ的结果较为

一致．在郯庐断裂带和太行山中央隆起带则平行于

山体走向．中国大陆东北的东部平均方向为ＳＥ，而

在兴安岭一侧为ＳＳＷ方向，即平行于构造线方向．

４．５　各向异性的倾角分布

图４的背景显示为Ｐ波快波轴与水平面的夹

角．根据各向异性的倾角，中国大陆及邻区上地幔各

向异性结构大体可分为三块：１）青藏新疆地区；２）南

北带地区；３）中国东部地区．青藏新疆地区的各向异

性倾角接近水平，推测该区形变力源主要为水平拖

曳力，即上地幔水平流动的推动力．南北带地区的各

向异性倾角较大，特别是在青藏东缘地区的倾角约

为４０°．这可能是由于青藏物质向东挤出过程中受

华南地块和鄂尔多斯地块的阻挡在边界地带产生垂

直变形引起的［６２］．中国东部地区各向异性结构较为

复杂，在中国大陆东北部各向异性倾角接近水平，这

可能是由于该区受到太平洋俯冲板块的影响上地幔

以水平流动为主．在太行山、大别—苏鲁地区各向异

性倾角较大，这可能是由于该区以垂直变形为主．

５　结论与讨论

（１）对于远震体波射线，其在地壳内的路径远小

图５　中国大陆上地幔变形示意图

白色箭头表示上地幔流动方向与主压应力方向及观测到的各向

异性方向一致；红色箭头表示主压应力方向，且垂直于观测到的

各向异性方向．

Ｆｉｇ．５　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ａｒｒｏｗｓｉｍｐｌ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ｆｌｏ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ｄａｒｒｏｗ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ｔｏｔｈｅ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于其在地幔内的路径，因此地壳的各向异性可以忽

略不计．据此，我们可以假设远震体波走时残差主要

是由于非均匀结构和上地幔的各向异性引起的．非

均匀结构只能引起速度的扰动，而只有各向异性才

能引起速度的有规律的变化［３４］．当上地幔存在对称

的高低速异常体的分布时可能会错误地解释为各向

异性［６３］，但这种大尺度对称的速度异常分布较为少

见．通过数值测试研究表明，在射线方位覆盖较全的

情况下（大于２７０°）非均匀结构对反演结果的各向

异性的方向影响较小，仅对各向异性的强度影响较

大［５３］．

（２）根据中国大陆及邻区上地幔Ｐ波各向异性

结构，我们可以推测中国大陆上地幔变形主要受印

度板块、菲律宾及太平洋板块俯冲的影响．图５给出

了中国大陆变形的示意图．印度板块与青藏碰撞东

边界表现为Ｂ型各向异性
［６４］，即各向异性方向垂直

于主压应力方向；而在西部边界则表现为Ａ型或Ｃ

型各向异性［６４］，即各向异性方向平行于主压应力方

向．同样，在东天山和西天山帕米尔也表现为不同的

形变机制．印度板块向青藏下方俯冲造成了青藏的

抬升并向东挤出，由于鄂尔多斯和华南地块的阻挡，

在青藏东北缘表现为Ｂ型各向异性；青藏物质绕喜

马拉雅构造节向东南挤出，则该区上地幔各向异性

表现为Ａ型或Ｃ型．扬子地块的各向异性与上地幔

流动及绝对板块运动方向一致．华北地块可能受到

太平洋板块俯冲的影响在华北平原形成Ａ或Ｃ形

变，而受鄂尔多斯地块的阻挡在太行山前形成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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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期 郭飚等：中国大陆及邻区上地幔Ｐ波各向异性结构

变形．阿莫斯地块与华北地块类似，形变特征也主要

受太平洋板块俯冲的影响．

（３）在比较根据不同方法获得的各向异性结果

时一定要考虑如下因素：数据类型和信息（体波、面

波、走时信息、偏振信息等）、深度敏感度、频率的依

赖及初始各向异性假设．Ｐ波走时方法获得的结果

反映的是Ｐ波快波轴的方向，而偏振分析方法（如

ＳＫＳ）得到的结果是Ｓ波快波的偏振方向．在不同类

型的各向异性介质情况下，这两个的方向可能不

同［６５］．Ｐ波偏振反映１／２波深度范围内的各向异

性，ＳＫＳ波偏振主要敏感区为～１波长深度范围内

的各向异性，而远震Ｐ波走时则反映射线路径上平

均结果［１６］．如果地下介质由多层各向异性介质构

成，则ＳＫＳ的偏振方向趋于浅层介质的偏振方向．Ｓ

波分裂方法一般是假定上地幔为ＨＴＩ介质，但如果

任意倾向的各向异性介质，Ｓ波分裂方法可能给出

相互矛盾的结果［１６，６３］．为了便于处理和减少反演的

不确定性，很多研究假设介质为ＴＩ介质，这种假定

在远离构造边界地区可能是合理的，但在大洋中脊、

热点和俯冲带就不一定合理，在这些地区地幔对流

在较小的尺度上能产生较大的变化［９］．图６给出了

倾斜的ＴＩ和正交各向异性介质情况下，Ｐ波走时方

法和Ｓ波分裂方法的对比．如图６所示，对于倾斜对

称轴情况下正交各向异性介质，由于投影关系的不

同，Ｓ波分裂方法和Ｐ波走时方法给出的结果可能

图６　Ｐ波视速度与Ｓ波偏振的关系

（根据文献［１６，６２］修改）

图中的正负号表示Ｐ波走时残差分布，白色箭头表示观测到的

ＳＫＳ偏振方向；（ａ）表示倾斜ＴＩ介质，（ｂ）表示倾斜的正交各向

异性介质．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ｗａｖ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ｓ．［１６，６２］）

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ｙｍｂｏｌ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Ｐｗａ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ａｒｒｏｗｓｄｅｎｏｔｅＳＫＳ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ＴＩ ｍｅｄｉａ，ａｎｄ （ｂ）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ｏｒｔｈｏｔｒｏｐｉｃｍｅｄｉａｗｉｔｈｔｉｌｔ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ｘｉｓ．

相互垂直．因此对于可能存在倾斜各向异性的复杂

构造区（如俯冲带、造山带等地区），Ｐ波走时方法能

给出相对真实的各向异性结果．

（４）由于各向异性的成因比较复杂，在相同的

构造应力作用下，裂隙和晶体排列方向可能不同，在

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存在垂直于应力方向的裂隙，这

种反向构造作用使各向异性信息非常难于解释［６６］．

岩石学实验表明［３］快波轴方向趋于主张应力方向或

最大变形方向，而不是剪切方向．这意味着即使在板

块底部的单剪应力作用下也可以产生倾斜的各向异

性对称轴．在水平纯剪应力作用下，例如裂谷扩张或

造山压缩地区快波对称轴方向与流动方向一致．由

于热对流引起的单剪应力条件下，快波对称轴方向

也与流动方向一致．但是当有水时会改变橄榄石滑

移平面的强度和形变方式，例如俯冲带和岛弧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对称轴方向与流动方向的关系变得

非常复杂，甚至出现相互垂直的关系［６７］．

致　谢　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宝贵意

见，文中图１—５使用ＧＭＴ
［６８］绘图软件包绘制，研

究使用的走时数据来源于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和国

际地震数据中心（ＩＳＣ），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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