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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北缘一鄂尔多斯地壳上地幔地震 

层析成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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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横跨青藏高原东北缘一鄂尔多斯地区的流动宽频带地震台阵和区域地震台网的走时数据，利用地 

震层析成像方法研究了该地区400km深度范围内地壳上地幔的 P波速度结构．结果表明：青藏高原东北缘一鄂尔 

多斯地区地壳上地幔结构呈明显的横向不均匀性 ．这种不均匀性体现在不同块体之间，同时也存在于块体内部；青 

藏高原东北缘上地幔 P波平均速度低，而鄂尔多斯地块的 P波平均速度高，这与两个地块的地质构造活动特征相 

吻合．在青藏高原东北缘与鄂尔多斯地块之间的上地幔存在宽约 200km的过渡带 ，该过渡带在地表的界限在兰 

州一海原之间，在上地幔表现为向东 45。左右的倾斜条带，基本结构特征表现为高速与低速物质的混杂；青藏高原 

内部的柴达木地块平均速度偏低，而祁连地块的上地幔的平均速度偏高，两者相差约 8％；在泽库、兰州和海原地 

区的上地幔顶部有明显的低速体侵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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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ing the data recorded by the portable broadband seismic array across the northeastern edge 

of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and the Ordos area and the travel time data of the regional seismic network，we 

investigate the P wave velocity structure of the crest and upper mantle down to 400km depth along a profile．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crest and upper mantle along the profile has obviously laterally inho— 

mogeneities，which occur not only between different blocks，but also within block．Along the profile eaR be 

identified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elocity structures of the upper mantle beneath the northeastern Qing— 

hai—Xizang and Ordos plateau．The former has a lower averaged P wave velocity than the global model，and the 

latter is hi．gher than the global mode1．Th is is consistent with tectonic activities in these two blocks．Between 

the northeastern Qinghai—Xizang and Ordos plateau there is a transitional zone of about 200km wide，which has 

indicators on the surface are Lanzhou and Haiyuan，respectively．In the upper mantle this transitional zone 

基金项目 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 目(G1998040702)． 

作者简介 郭 飚，男，1974年生 ，博士．1997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目前从事地震波成像理论与应用研究．E-mail：eub~@263．net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5期 郭 飚等 ：青藏高原东北缘一鄂尔多斯地壳上地幔地震层析成像研究 791 

appears as a sloping strip with about 45。toward the eastern direction．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transition zone 

appear as a mixture of high—velocity and low—velocity media．We can als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of the upper 

mantle velocity structures beneath the Qaidam basin and the Qilian block within the northeastern Qinghai-·Xi-． 

zang．This appears mainly as a low average velocity in the Qaidam block and a hi gh average velocity in the Qil— 

ian block．respectively．Th 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up to about 8％ ．A low—velocity intrusive body is 1o— 

cated on the top of the upper mantle beneath Zeko，Lanzhou and the Haiyuan area．Th is is in accord with the 

results by the receiver function method． 

Key words Active block，Seismic array，Northeastern Qinghai—Xizang plateau，Ordos，Seismic tomography． 

1 引 言 

青藏高原东北缘一鄂尔多斯地区位于南北地震 

带北端，构造活动强烈、地震活动频繁，多年来一直 

是人们研究的热点 ．据历史记载有近30次 ≥7的 

地震发生⋯．其中，1920年发生在海原地区的 8．5 

级大地震是我国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地震之一． 

依据活动地块假说 ，该区活动地块是一种正在 

活动的岩石圈块体，被大型晚新生代活动构造带所 

分割和围限，并具有相对统一运动方式 的地质单 

元 ．不同活动地块之间的地壳及上地幔结构，至 

少在理论上应该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各 自 

不同的演化过程．该地区详细的深部地球物理探测 

对研究块体之间相互耦合关系及深部驱动机制，对 

于活动地块的划分、大陆动力学和大陆内部强震的 

成因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际意义 ． 

近年来，针对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区地壳及地幔 

结构的研究已有不少地球物理工作．李松林等 利 

用人工地震测深方法，得到了该区二维地壳 P波速 

度结构．结果表明，地壳分层性明显，总体上可分为 

上、下地壳两部分，每一部分又包含次级界面．在泽 

库以西和海原附近存在低速层．薛光琦等 利用地 

震层析成像和接收函数技术研究发现，在青藏高原 

东北部有大范围的低速扰动存在，低速体的顶部的 

埋深自西向东逐渐降低．陈九辉等 利用接收函数 

方法研究该区的地壳及上地幔 s波速度结构，结果 

表明，该区速度横向变化剧烈，地壳厚度变化的总趋 

势是 自西北至东南逐渐变厚，在海原地震带下方和 

西秦岭断裂以西到 日月山断裂之问的区域 Moho问 

断面结构复杂，在泽库和海原地区地壳内存在低速 

层．另外，赵国泽等 利用大地电磁测深技术研究 

了该区的电性结构．上述研究结果主要局限于地壳 

和上地幔顶部 ，缺乏对该区上地幔结构的充分研究 ． 

虽然面波成像 和̈区域地震层析成像  ̈ 能够提 

供上地幔的速度结构，但一般仅限于分辨率较低的 

大尺度研究，难以提供上地幔深度范围内地块之间 

的耦合及接触变形关系． 

本文应用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和区域台网的走 

时资料及地震层析成像技术，研究该区400km深度 

范围内的地壳及上地幔的 P波速度结构，提供青藏 

高原东北缘与鄂尔多斯地块的地壳及上地幔结构差 

异及其接触变形关系的观测证据，进一步揭示该地 

区地震形成的深部构造背景． 

2 观测数据 

青藏高原东北缘一鄂尔多斯地区主要由三大构 

造单元组成，是一个典型的三联点构造 ．图 1给 

出了该区的区域地质构造的主要特征．其西南部是 

内部结构复杂、活动强烈、介质强度较低的青藏高原 

东北缘，该区内部又可分为巴颜喀拉、柴达木、祁连 

等二级地块；西北部是沉积盖层很薄、基底隆起且古 

老的阿拉善块体；东部是完整而稳定的鄂尔多斯块 

体． 

青藏高原东北缘以 NW--NWW 向断裂展布为 

主要特征，其地壳厚度由东向西、由北向南呈逐渐加 

厚的趋势  ̈．鄂尔多斯块体地壳厚度东浅西深，起 

伏变化小  ̈．由图 1可见，该区的地震主要分布在 

活动块体的边界带上，特别是 M≥6的地震多分布 

在各块体之间的深断裂带上 ，鄂尔多斯块体内部地 

震相对很少 ． 

榆林一玛沁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观测剖面的台 

站分布见图 1．该台阵由47台流动宽频带地震仪组 

成，总长度约为 1000km，平均台站间距约为 20km，是 

目前国内最长的小点距流动地震观测剖面． 

为了弥补数据的不足和增加剖面下方射线穿越 

的数量，本文还应用了研究区域范围内的国家数字 

地震台站和区域地震台站的走时数据．应用了 11 

个中国数字地震台记录到6034个远震；42个区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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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藏高原东北缘一鄂尔多斯地区地质构造与流动地震观测台站分布 

(1)玛沁断裂；(2)秦岭地轴北缘断裂；(3)庄浪河断裂；(4)六盘山断裂；(5)青铜峡一固原断裂． 

Fig．1 Distribution of seismic array and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Northeastern Qinshai—Xizang and the Ordos area 

(1)Maqen fault；(2)Northern Qinling fault；(3)Zhuanglang river fault；(4)Liupan Shan fault；(5)Qingtongxia—Guyuan fault． 

图2 地震层析成像研究所用的远震震中(a)(图中的数字表示震中距)和近震震中(b)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teleseismie events(a)(the numbers in figure mean epieentral distance)and local events(b)in this study 

震台站记录到的 627个近震 ；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 

记录到的 1254个远震，共使用 100个地震台站记录 

到的 627个近震和 6711个远震，射线总数为 69993 

条．其中远震的震源参数是根据美国地震学研究联 

合会(IRIS)给出的结果．近震震源参数则是根据中 

国数字地震台网中心给出的结果 ．本文应用的远震 

和近震的震中分布见图2． 

为了获得该地区地壳上地幔速度分布的主要特 

征，应用文献[17]给出的方法，分析了沿地震台阵观 

测剖面的远震相对走时残差 ，图 3给出了沿测线 

47个台站的平均相对走时残差．由图 3可见，台站 

的平均走时残差可分为三段：在测线东部，平均相对 

走时残差为负，说明该区的速度偏高；测线中部，平 

均相对走时残差为正，说明速度偏低；西部比较复 

o 0 · ● ● 

R=-0．53 R=-0．23 R=0毫 R--0．2s R--0．5s 

图 3 沿测线台站的远震平均走时残差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relative travel time residuals for 

teleseismie events along the prof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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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 ● ● 

R=_0．5s R=-0．2s R--Os R---0．2s R---0．5s 

图4 沿测线台站的不同方位的远震平均走时残差分布 

(a)NE(0。～90。)；(b)SE(90。～180。)；(c)sw(180。一270。)；(d)NW(270。～360。)． 

Fig．4 Distribution of relative travel time residuals for teleseismic events per source quadrant along the profile 

杂，但主要特征仍以正的残差为主． 

为了进一步分析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不同方位 

的差异，根据地震的方位角，将远震分为四个象限， 

根据不同象限的地震分别计算的平均相对走时残差 

分布见图4．比较四个象限的残差分布可见，相对走 

时残差的分布特征随方位变化不大，说明该区的深 

部结构变化主要沿着测线方向变化．随不同方位变 

化较为明显的是测线西部的柴达木和祁连地块，这 

说明该地区深部速度结构横向变化强烈． 

3 地震层析成像 

地震层析成像经过 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利 

用地震数据研究地球内部结构的主要方法，并一直 

是地震学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刘福田等 发 

展 了层析成像 方法及算法 ，并获得很多重 要成 

果 '”' ．本文采用 由赵大鹏h ' ' 发展的地震 

层析成像算法．该算法在模型中引入了复杂形状的 

速度间断面；使用了可以计算含有速度间断面的非 

均匀模型中的地震波走时和射线路径的射线追踪技 

术，适合对复杂结构地区的地震成像．由于这些特 

点 ，该算法近年来在国内外获得 了较广泛的应 

用 ． 

3．1 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的三维地壳上地幔速度模型覆盖的范 

围为 34。N～39。N，100。E～110。E，深度 0～400km．水 

平网格的纬向和经向均按 0．5。间距划分．图 5给出 

了水平网格节点及沿测线台站的分布． 

图5 测线范围内水平网格划分 

Fig．5 Configuration of the grid net in a horizontal plane 

垂向上网格可分为两部分：地壳部分共 8层 ，平 

均间距为 5km；上地幔部分共 14层，平均间距为 

30km．并根据接收函数结果 设定模型中的莫霍面 

和康拉德面的位置和形态，假定其深度只沿测线方 

向二维变化．网格节点的初始速度值根据 IASPEI91 

速度模型给出． 

3．2 分辨率分析 

图 6给出了沿测线垂直剖面上射线密度(每个 

节点附近的射线数)分布．由图 6可见，在鄂尔多斯 

东部的地壳和青藏高原的上地幔区域的射线密度 

lD<100条，个别节点 p<10条，而其他大部分地区射 

线密度 lD>100条，模型中部射线密度 lD>10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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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接收函牧反演碍到【JcJ地壳结构 ’将作为地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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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并在泊松介质的假定下，由其 s波速度结构得到 

相应的 P波速度结构．在固定地壳模型的条件下， 

利用地震走时数据反演得到相应的上地幔速度结构 

图像．经过约束反演，最终总反演参数为 3588个． 

经过 5次迭代，P波走时的均方差从 0．876s降低到 

0．56s，下降了 36％ ，比自由反演的最终均方差减少 

了0．06s．需要说明的是，近震的走时残差依然计算 

在内． 

图8b，e分别给出了地壳节点固定之后得到的 

沿青藏高原东北缘一鄂尔多斯地震台阵观测剖面 

400km深度范围内上地幔 P波速度结构及 P波速度 

扰动剖面．对比图 8a和图8c，可知两者之间只有局 

部细节差别，表现为鄂尔多斯地块的上地幔顶部速 

度值升高，速度结构更加连续． 

模型中地壳部分节点固定后，只有远震数据对 

层析成像反演结果起作用．远震在地壳部分的入射 

角非常小，射线接近直立，射线分布在距剖面较近范 

围内．因此，本文采用二维接收函数的结果作为地 

壳速度模型是合理的． 

4 结 果 

由图 8b可见，沿观测剖面明显分为两个部分： 

青藏高原东北缘和鄂尔多斯地块．青藏高原东北缘 

上地幔200km深度范围内平均速度较低，100kin深 

度范围(不包括地壳)平均 P波速度只有 7．8km／s，速 

度结构横向变化明显 ．这与青藏高原东北缘属于年 

轻构造活动区是一致的．鄂尔多斯地块则表现出与 

青藏高原东北缘迥然不同的结构 ．在 200km深度范 

围内，该区域速度结构相对完整、均一，平均 P波速 

度明显高于青藏高原东北缘同样深度范围的平均速 

度值 ．上地幔 100km深度范围(不包括地壳)的 P波 

平均速度约为 8．5km／s，高于全球模型 IASPEI91给 

出的结果 ．这与鄂尔多斯地块属于内部稳定 ，构造 

活动相对较弱的块体是一致的．但值得关注的是， 

在鄂尔多斯地块地幔高速区域内部200km深度附近 

存在大面积的低速扰动．在青藏高原东北缘与鄂尔 

多斯地块交接的区域有一条高、低速物质混杂的过 

渡带，其宽度约为 200kin． 

张培震等 ’ 根据地质及地壳速度结构特征，认 

为青藏高原与鄂尔多斯的边界为青铜峡一固原断 

裂 ．本文的层析成像结果表明，在上地幔顶部青藏 

高原与鄂尔多斯的边界西移到海原附近． 

根据图 8c以临夏为界，青藏高原东北缘进一步 

可以分为柴达木地块和祁连地块 ．柴达木地块速度 

结构非均匀性强烈，平均速度较低，从玛沁至泽库的 

上地幔 150km范围内，整体表现为相对低速，从玛沁 

至临夏有相对高速且向上倾斜的扰动条带．祁连地 

块则表现为相对完整的高速块体．柴达木地块与祁 

连地块的横向差异在进入上地幔 150km后开始逐渐 

消失，在上地幔200km深度上，柴达木地块与祁连地 

块形成一片低速区．青藏高原东北缘和鄂尔多斯地 

块之间，从兰州至海原存在宽度约为 200km的过渡 

条带 ．该过渡带从地表延伸至鄂尔多斯下方 300km 

深处，其倾角约为45。．过渡区内 P波速度结构表现 

为高速与低速相间的形态 ．该过渡带与我国南北地 

震带的位置重合． 

图8c还表明，在泽库 、兰州和海原地区的上地 

幔顶部存在明显的低速体 ，其中兰州下方的低速体 

向下连通直至 150km的深度 ．人工地震 和接收函 

数 研究结果证明，在泽库 、兰州和海原地区的莫霍 

面是陡变的过渡带，而相应的层析成像结果在上述 

三个地区都有低速体侵入的特征 ．这可能与深层热 

物质向上迁移，下地壳发生岩浆底侵作用，在壳幔边 

界附近发生部分熔融，壳幔混合物在下地壳形成韧 

性流层等因素有关 ． 

5 结论与讨论 

5．1 青藏高原东北缘一鄂尔多斯地区地壳上地幔 

结构呈明显的横向不均匀性 ．这种不均匀性体现在 

不同块体之间，同时也存在于块体内部 ．青藏高原 

东北缘一鄂尔多斯地震层析成像剖面显示的地壳及 

上地幔 P波速度结构特征，与已有的其他地球物理 

研究结果 相吻合 ． 

5．2 沿本文的观测剖面，青藏高原东北缘与鄂尔多 

斯地块上地幔 P波速度结构有明显差异．前者表现 

为平均速度低于全球模型，而后者的 P波平均速度 

明显高于全球模型给出的结果．这与两个地块的地 

质构造活动特征相吻合，同时也说明两者构造活动 

的差异与上地幔的热结构密切相关 ． 

5．3 在青藏高原东北缘与鄂尔多斯地块之间上地 

幔存在宽约 200km的过渡带，地表的界限在兰州一 

海原之间．该过渡带在上地幔的表现为向东 45o左 

右的倾斜条带，倾斜角度似乎与鄂尔多斯上地幔的 

高速体的形态和位置密切相关．过渡带的基本结构 

特征表现为高速与低速物质的混杂．过渡带的位置 

与我国的南北地震带吻合．上述结果表明，青藏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796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Chinese J．Geophys．) 47卷 

原东北缘在伸展过程 中，上地幔 300km范围内受到 

鄂尔多斯稳定地块的阻挡，但随深度的增加阻力相 

对变弱．过渡带地区地震的成因，可能与过渡带所 

处的特殊力学环境密切相关． 

5．4 根据本文给出的地震层析成像结果，可以进一 

步分辨出青藏高原的柴达木地块和祁连地块相应上 

地幔速度结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柴达木地块平 

均速度偏低，而祁连地块的上地幔的平均速度偏高， 

两者相差约 8％． 

5．5 泽库、兰州和海原地区的上地幔顶部有明显的 

低速体侵入特征，与接收函数给出的研究结果一致． 

这种现象与相应的壳内低速层的成因及海原地震形 

成机理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6 利用流动地震台阵观测数据，特别是流动地震 

台阵与台网相结合，可以大大提高地震层析成像结 

果的空间分辨率 ．在近震数据较少时，引入接收函 

数给出的地壳模型，并在反演中固定不变 ．这种处 

理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方差，使上地幔的成像结果 

更加稳定、可靠 ．本文的结果表明，赵大鹏n 。 。 的 

层析成像算法可以有效地恢复复杂速度结构地区的 

速度图像． 

以上仅是根据地震层析成像结果得到的青藏高 

原东北缘一鄂尔多斯接触变形关系的定性结论 ，为 

进一步定量化研究青藏高原东北缘一鄂尔多斯地区 

的动力学问题提供了依据．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的黄金丽、黄志斌、薛 

峰以及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刘瑞丰为本文 

提供了台网数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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