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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北缘一鄂尔多斯地块 

地 士 l_- 冗__J__ 地幔 S波速度结构 
陈九辉，刘启元，李顺成，郭 飙，赖院根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摘 要 1999～2000年从青海玛沁到陕西榆林，横跨青藏高原东北缘和鄂尔多斯布设了一条由47台宽频带数字地 

震仪组成的长约 lO00km的流动地震台阵观测剖面．利用记录到的远震体波波形资料和接收函数方法获得 了剖面 

下0～100km深度的地壳和上地幔 s波速度结构 ．结果表明，沿观测剖面地壳结构显示了明显的分块特征；地壳厚 

度自东向西由40km增加到64km左右；在海原地震带下方和西秦岭断裂以西到 日月山断裂之间的区域 Moho间断 

面结构复杂；在 1920年海原震区及其西侧，上地壳存在明显的低速层，在该地区的绝大部分地震分布在该低速层东 

边界偏向高速区一侧；祁连山东缘 Moho面有约 4km的深度间断，壳内向西逐渐减薄的低速层内有大量微震发生， 

沿祁连山的逆冲加走滑的构造运动在深度上已经穿透了 Moho面；在玛沁断裂和 日月山断裂之间，上地壳存在厚度 

很大的低速层，同时该区域下地壳也明显加厚．研究结果表明，青藏高原东北缘与鄂尔多斯地块之间的过渡带地壳 

变形强烈 ，地壳结构较为破碎，这与该地区地震频发相一致 ． 

关键词 S波速度结构，接收函数 ，青藏高原，鄂尔多斯 ，活动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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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st and upper mantle S-wave velocity structure across 

Northeastern Tibetan Plateau and Ordos block 

CHEN Jiu·Hui，LIU Qi—Yuan，LI Shun·Cheng，GUO Biao，LAI Yuan—Ge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Earthquake Dynamics，Institute ofGeology，China Earthq
．

uake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A lO00km long passive seismic observation profile consisting of 47 broadband portable seismometers 

was deployed from Maqen in northeastern Tibetan Plateau to Yulin in central Ordos．Using the teleseismic 

waveforms recorded by the passive seismic experiment，receiver function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 wave velocity structur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rustal structure is clearly divided into blocks along the 

profile． From central Ordos to northeastern Tibetan Plateau，the crustal thickness varies from 40km to 64km． 

Under the Haiyuan earthquake region and west of Northern Qinling Fault，the Moho discontinuity seems quite 

complicated．In the Haiyuan earthquake region，recent earthquakes tend to occur around the upper crust low 

velocity zone．Moho under the east edge of the Qilian mountains has a depth jump and seismicity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Qilian fault，indicating that the fault has reached under the Moho．Crust thickening is obvious 

in the region from Maqen to the Riyueshan fault．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ust structure of the transition zone 

between Tibetan Plateau and Ordos is strongly deformed and fragmented，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ccurrence 

of earthquakes in thi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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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台阵剖面全长约 1000kin，由47台宽频带数 

字地震仪组成，平均台站间距约 20km．流动地震台 

阵观测所用仪器为 EDAS．3M型宽频带流动地震仪， 

配备 FBS．3型宽频带拾震器和 GPS授时系统，由太 

阳能电池供 电．频带范 围 0．05—20Hz，采用 16bit 

A／D采样 ．由于仪器数量限制，整个观测分两期进 

行，每个台站平均观测周期大于 7个月．第一期观测 

从陕西榆林到甘肃兰州共布设了29个观测台站，为 

了详细研究强震区精细速度结构，我们在海原和周 

边地区适当加密了测点．观测时间从 1999年 7月到 

2000年 3月，地震记录采用触发方式工作．第二期 

观测从 2000年4月到 2000年 1O月，由甘肃兰州到 

青海玛沁共布设了 18个观测台站．在第一期观测期 

间，为宽频带流动地震仪配备了硬盘存储系统，因 

此，第二期观测采用了连续波形记录．两期观测共记 

录到远震事件 450多个． 

图2给出了本文使用的远震事件震中分布，显 

示远震事件覆盖了相当完整的方位角范围．图3给 

出了 1999年 11月 12日 16：57(UTC)发生的土耳其 

= 7．3级地震的多台记录，震中距范围为 55。～58。． 

图2 以流动台阵为中心的远震震中分布 

投影中心为剖面中点，其中圆圈为地震震中位置， 

径向间距为 l5o，所选地震震中距范围为 38o～6o。． 

Fig．2 Distribution of tlle earthquakes in this study 

Projection center is the middle of the profile，radial 

spacing is 15。，open circles are earthquakes．The 

selected eplcentral distance range is 38。～6o。． 

图 3 台阵记录到的 1999年 11月 12日土耳其地震的UD(Z)分量 

左边缩写字母为台站(下同)，地震震中为 40．758。N，31．161。E，发震时刻为 1999—11—12—16：57：19(UTC)，深度 h=10km，Ms=7
． 5． 

Fig·3 Z component of broadband waveforms of the Turkey earthquake on Nov
． 12，1999 recorded by the passive seismic experiment 

The epicenter ofthe event is at 40．758。N，31．161。E，the origin time is 1999—11—12—16：57：19(trrc)，h=lOkm，Ms=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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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处理 

由于天然地震震源过程十分复杂，远震 P波波 

形中同时包含了震源、传播路径和接收区的动力学 

响应 ，给直接分析和拟合远震 P波波形带来很大的 

困难 ．为此，Langston̈州提出从长周期远震 P波波形 

提取台站下方介质脉冲响应 (接收函数)的方法， 

0wens et a1．[11 3把这一方法扩展到宽频带记录的情 

况并提出了利用接收函数获得地下介质 s波速度结 

构的线性反演方法．此后，接收函数及其反演方法迅 

速获得广泛应用并不断得到改进  ̈ ，并逐渐成为 

研究岩石圈s波速度结构的一种独立方法．随着接 

收函数研究的不断深入，由多方位接收函数推测地 

下介质的横向非均匀结构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 

本文采用的主要数据处理方法包括以下4种： 

(1)分离接收函数：采用文献[14]给出的震源反 

褶积方法，可从各台站不同方位远震 P波波形数据 

得到相应的复谱域和时问域的接收函数，同时得到 

时间域接收函数垂向和径向的初至振幅比． 

(2)接收函数的偏移分析：通过偏移叠加可以得 

到沿测线的接收函数剖面，步骤为：1)将不同方位接 

收函数的径向分量依照P波初至对齐的原则进行时 

域偏移；2)对于同一台站，按照方位角从小到大的顺 

序，对不同台站按照台站沿测线的顺序，将接收函数 

进行排列组合，形成相应的多道记录；3)为了突出 

转换震相，对多道接收函数记录正半周做伪彩色图， 

形成相应的地震剖面．利用公式 

h：A T ( ／(k一1))， (1) 

可根据接收函数偏移叠加剖面的结果近似估计壳内 

转换界面的深度。加 ．其 中，h为转换界面的深度， 

k=V ／ ， 和 分别为 P波和 s波速度，△ 

是转换波相对于 P波初至的时间延迟 ． 

(3)接收函数的非线性反演：文献[14]给出的接 

收函数反演方法在复谱域内进行，包含的频率分量 

为0．05～1．5Hz，可给出台站下方接收区 0～100km 

深度范围的s波速度结构．接收函数的偏移分析结 

果可用于建立初始的分层地壳模型，初始地幔模型 

则由 PREM模型代替．介质的 P波与 s波速度比在 

壳内设为 1．732，地幔区域内为 1．80．反演中所用的 

P波水平慢度则可根据上述地球模型及所用数据的 

平均震中距和平均震源深度确定． 

实际地壳结构在垂向与横向上常常是不均匀 

的，由观测数据得到的接收函数一般都存在不同程 

度的横向非均匀散射．为此，我们不是反演单个远震 

事件的接收函数，而是反演一定震中距范围内不同 

方位接收函数的平均结果．对于弱横向非均匀情况， 

不同方位接收函数的叠加不但压制了横向非均匀散 

射效应，而且可以相应地提高数据的信噪比．当介质 

存在明显横向不均匀时，我们的结果将是由参与叠 

加的不同方位接收函数得到的接收区地壳模型的平 

均估计． 

(4)接收区地壳速度结构的二维成像：由于远震 

P波在接收区底部的入射角较小(约20。～30。)，当接 

收区的速度界面倾角小于 15。时，远震接收函数反映 

的主要是台站下方介质的响应．对于由多个台站组 

成的观测台阵剖面，由接收函数的反演结果可以同 

时得到台站下方接收区速度结构的垂向与横向变 

化．利用二维插值方法可以把各台站接收函数反演 

的结果进一步转换成相应的二维地壳上地幔速度结 

构及其彩色图像 ． 

4 结 果 

图4给出了由大约 1100个接收函数构成的接 

收函数时间剖面，震中距范围 38。～60。．图4中偏移 

时间接近 0点的连续性最好的强振动为 P波在径向 

分量接收函数上的投影 ．它随地表介质 和 的 

降低而减小，并将逐渐由地表沉积盖层底部的 PS转 

换震相取代．从该震相的相对到时可以估计沉积盖 

层的厚度．图4显示，处于黄土高原的鄂尔多斯西缘 

和海原震区附近，地表沉积盖层较厚，而在青藏高原 

东北缘地区的台站下方，地表沉积盖层则相对较薄 ． 

图4中Moho界面转换震相的偏移时间介于5．0 

— 7．5s之间．由公式(1)，可以估计榆林到玛沁剖面 

下方 Moho面深度大约为40～60km，Moho面深度从 

鄂尔多斯向青藏高原东北缘逐渐加深．在海原地震 

区下方，震相连续性变差，说明在该地区 Moho面结 

构或者地壳速度结构较为复杂．在马儿沟(MRG)，金 

崖(兰州)等台站下方 Moho面转换震相到时出现跳 

变，说明在这些台站下方 Moho面深度有明显变化． 

偏移时问在 18～25s的 Moho面多次反射震相的变 

化规律同时也证明了上述地壳厚度的变化．从图 4 

显示的转换震相走时特征还可以看出，在鄂尔多斯 

块体西部边界和过渡带附近，Moho面转换震相之后 

震相的走时显示了自东向西逐渐增加的趋势，这可 

能是青藏高原和鄂尔多斯地块在过渡带地区碰撞挤 

压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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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JJA台下方 Moh0面深度跳变至 56kin左右，壳内 

没有明显的低速层，这与文献[14]对 CDSN—LZH台 

站下方地壳厚度的反演结果基本一致；在祁连块体 

的XHL台下方壳内存在较薄的低速层，Moho面深 

度为 52km；在最西面的 ZKU和 MAQ台下方，Moho 

面深度从 54km迅速增加到 60kin以上，MAQ台的速 

度结构与文献[15]得到结果一致． 

图7为接收函数反演得到的玛沁一榆林宽频带 

图 6 反演得到的地壳上地幔速度模型 

粗线为反演得到的速度模型，细线为误差范围，台站代码标在图上方． 

Fig．6 S wave velocity models 0f softie stations 

At top of each figure is the station code，central bold line is ve|ocity inverted and thin lines are the estimated errors 

地震台阵观测剖面下方的横向非均匀 s波速度 

结构图像．从图7可见，沿剖面地壳厚度呈现明显的 

自东向西逐渐增大的趋势，上中地壳结构和浅部地 

质构造基本吻合，同时，上地幔顶部的S波速度则自 

东向西逐渐变小，这 和面波层析成像得到 的结 

果 相符．沿剖面地壳内 s波速度结构分块特征 

明显，自东向西可以分为： 

(1)鄂尔多斯地块 地壳速度结构相对简单， 

上地壳存在很薄的低速层，埋深从鄂尔多斯中部向 

西逐步变深；Moho界面清晰，深度大约为 40kin，这 

和大量的已有研究结果一致 ；上地幔顶部速度较 

高，显示了明显的稳定古老地块特征．MJJ台处于罗 

山东麓断裂附近，其两侧地壳速度结构存在明显差 

异，这里可以认为是鄂尔多斯地块的西部边界．M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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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下方最为明显，在 ZLC台下方也十分明显，这 

里也是一个地震多发带，可能是测线以南的会宁一 

义岗断裂向北延伸的结果 ．海原地震区及其两侧地 

区 Moho面结构复杂，横向变化剧烈，平均深度大约 

48km，说明海原地区浅部构造受到了地壳深部及上 

地幔的影响．从地壳速度结构上看，过渡带的西部边 

界应在兰州附近． 

(3)祁连地块 与图 8显示的 P波速度结构探 

测结果 不同，图 7显示该地区上地壳 S波低速层 

非常清晰，厚度自东向西减薄，该地区绝大部分地震 

发生在低速层内，并且震源深度向东加深，在祁连块 

体最东缘震源深度甚至接近 50km．JJA台下方 Moho 

面出现多达 4km的垂直错断．该地区的地壳构造应 

该是沿祁连山山前的逆冲和沿祁连山主峰一线的高 

角度左旋走滑运动的共同体现． 

(4)13月山断裂至西秦岭断裂 西秦岭北缘断 

裂至玛沁断裂之间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整体⋯，但是， 

本文结果表明，13月山断裂南段两侧地壳结构完全 

不同．在 13月山以东到西秦岭北缘断裂、拉鸡山断裂 

和青海南山一循化断裂交汇处之间的区域，地壳 

s波速度较高，壳幔界面显示了明显的过渡带特征． 

在李松林等 ]、刘宝峰等 和赵金仁等 j的人工地 

震测深结果中也可发现这个特征．图 9给出了在这 

个地区的 MIX台的接收函数波形随方位角的变化 ． 

由图9可见，接收函数随方位角的变化十分复杂，这 

说明该地区深部介质存在着强烈的横向非均匀结 

构．这种复杂结构无法用简单的地下界面倾斜 或 

者各向异性 来解释．该地区地表有较广泛的热泉 

分布 ，因而可以推断该地区地壳和地幔之间存在 

着某种热交换或物质交换．应该说明的是，该区域的 

接收函数反演中只选用了震源方位角接近 180。的接 

收函数，我们的结果只能作为这个方向速度结构的 

估计． 

图9 MIX台接收函数随台站方位角 0的分布 

Fig．9 Multi—azimuthal receiver function for the station MIX 

(5)玛沁断裂至 13月山断裂 在观测剖面最西 

端的区域是整个剖面上地壳厚度最大的区域．在玛 

沁下方 Moho面深度超过了66km．玛沁断裂至 13月 

山断裂之间上地壳 7～8km到约 20km深度存在巨 

厚的低速层．该低速层有向东倾斜的特征．这个地区 

下地壳厚度也明显比正常地区厚，显示出明显的挤 

压增厚特征，从 S波速度结构来看，上地壳对青藏高 

原东北缘地壳增厚贡献更大．跨过玛沁断裂的 QNZ 

台下方的地壳速度结构与玛沁断裂以东完全不同， 

这说明玛沁断裂是青藏高原东北缘的一个重要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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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线 

5 结论和讨论 

依据前文的深部速度结构分块特征，沿本文的 

观测剖面可以将青藏高原东北缘一鄂尔多斯地块划 

分为五个单元 ，五个构造单元之间以青铜峡一固原 

断裂、庄浪河断裂、西秦岭地轴北缘断裂、日月山断 

裂南段和玛沁断裂作为主要分界线，如图7所示．其 

中，鄂尔多斯地块、祁连地块和 日月山断裂以西的部 

分地壳结构比较一致，块体内部结构相对稳定；而鄂 

尔多斯地块和祁连地块之间的过渡带和西秦岭地轴 

北缘断裂与日月山断裂之间的两个构造单元的地壳 

速度结构横向变化剧烈，壳幔界面结构复杂．这种构 

造单元的划分基本支持张培震等⋯的活动地块划分 

方案． 

青藏高原东北缘到鄂尔多斯地块之间复杂的地 

壳结构显然是青藏高原和华北地块之间相互作用的 

结果，活动块体之间的分界线均在 Moho面深度有所 

显示，说明青藏高原和鄂尔多斯地块的相互作用深 

达上地幔深度．对上地幔横向非均匀结构的研究是 

今后进一步工作的重点． 

南北带上地震活动和地壳结构强烈相关，地壳 

结构，特别是上地壳结构横向变化剧烈区，都是地震 

多发区，但是在不同区域深部结构对地震活动的作 

用有明显差别．在 1920年海原强震区，地震活动主 

要发生在围绕低速介质周围的高速介质内，显示在 

这些地区高低速介质过渡造成的局部应力不均匀是 

地震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祁连山下方，地震活动则与 

深部断裂形态基本吻合，地震活动是青藏高原向东 

挤压运动作用于祁连山断裂的直接结果．该地区有 

相当多的地震发生在下地壳深度 ，其震源深度和发 

生机理有待进一步确认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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