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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壳地震纵波速度的层析成像
杨文采１） ， 瞿辰２） ， 任浩然１，３） ， 黄连捷３） ，胥颐１） ，于常青２）

１）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中国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２）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３）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美国洛斯阿拉莫斯， ＮＭ８７５４７

内容提要： 本次研究利用地方地震台站的数据开展青藏高原地壳地震波速度的三维层析成像研究，得到分辨率

达到 １°×１°×２０ ｋｍ 的地壳纵波三维速度结构，揭示了青藏高原地壳内部地壳波速结构特征。 结果表明，青藏高原 Ｐ

波波速随深度产生巨大变化，说明地壳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层间拆离和水平剪切，用传统的地块运动不能准确地描
述地壳物质运动。 从 Ｐ 波波速扰动图上看到，青藏高原上地壳和上地幔的 Ｐ 波波速扰动为大范围正异常区， 可以认
为青藏高原在同碰撞和后碰撞期频繁的岩浆活动和结晶作用，造成了现今相对比较坚固的上地壳和岩石圈地幔，使
青藏高原保持一个整体。 分布在可可西里和羌塘北部的高钾质和钾质火山岩带，反映为青藏高原地壳的 Ｐ 波波速
扰动负异常带，从上地壳到下地壳都有分布。 说明由于大陆碰撞使三叠纪的东昆仑缝合带重新破裂，造成大量地幔
流体物质上涌和火山爆发，对高原的形成和隆升都有一定的贡献。 通过地震层析成像取得的三维地壳波速图像，进
一步证实了由密度扰动三维成像指出的存在青藏高原下地壳流和新生代裂谷深部到达了中地壳底部的结论。
关键词： 青藏高原； 地震 Ｐ 波； 三维层析成像； 地壳拆离； 火山岩带； 下地壳流； 新生代裂谷

大陆动力学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现今大陆地

演化模型。 而缺乏青藏高原地壳三维地震波速度成

壳上地幔的组成和结构，大陆地壳上地幔各圈层的

像数据的原因在于，青藏高原有广大的无人区，国家

属性和相态，地球上部各圈层的能量和物质流动信

地震台站十分稀少，而地方地震台站的数据又没有

息的提取和分析等。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进
一步研究大陆地壳上地幔地质作用的过程和机制
（ 杨文采，２０１４ａ） 。 青藏高原是地球的奇观，它是新
生代以来地球上部各圈层的能量和物质流动的集结

之地，它的形成和演化是现今地球科学研究的焦点。

４０ 年来，许多科学家对青藏高原的地质和岩石圈进

行了大量研究（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 Ａｖｏｕａｃ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３； 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Ｊｏｌｉｖｅ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滕吉
文等，２００４；肖序常等， ２００７；许志琴等， ２０１１， 丁林
等，２０１３； 杨文采等，２０１４ｂ，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在地表完
成了全区精细的地质填图，基本上查明了青藏高原

的隆升过程、地壳厚度变化和岩石圈热结构。 但是，
青藏高原为什么会隆升？ 物质如何运动形成了地壳
巨厚的青藏高原？ 这些核心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主要原因是缺乏青藏高原地壳三维成像的数据，不

统一整理公布。 ２０１４ 年以来，笔者等对青藏高原地
壳的密度扰动进行了三维成像，同时开始收集地方
地震台的观测数据，准备利用地方地震台站的数据
开展青藏高原地壳地震波速度的三维层析成像。 经
过 ３ 年的收集和数据处理，得到了过青藏高原的几
十万条走时数据，开始了青藏高原地壳地震波速度
的三维层析成像研究，并先后在北京和美国进行了
三维层析成像计算，取得了一致的结果。 本文报道
青藏高原地壳地震 Ｐ 波速度的三维层析成像研究
的初步结果。

１

青藏地区的地震体波层析成像研究
由于中国数字地震台网和全球数字地震台网发

布了 ＩＳＣ 报告，地震数据可以从互联网取得，在 ２１

世纪体波地震层析成像的研究已经成为区域地壳上

能把地表地质丰富的资料和岩石圈内部局部的物质

地幔探测的重要方法。 青藏地区的地震体波层析成

运动信息联系起来，从而得到青藏高原整体的形成

像研究已经取得了成果，得到了地幔地震波速度扰

注： 本文为中国地质调查局资助的基础研究项目（ 编号：１２１２０１１３０９３８００ ）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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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动的三维 图 像 （ Ｘｕ Ｙ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苏 伟 等， ２００２；

力学研究。

２０１４） 。 不过，青藏高原有广大的无人区，国家地震

构，需要尽量多近震产生的地壳震相，因此需要尽可

２０１４ 年以前，还不能对深度 ７０ ｋｍ 内的地壳精细分

了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间的地震初至到时，我们利用了以

Ｃｈａｎｇ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王 椿 镛 等， ２００８； 胥 颐 等，

因为本项目的研究目的是青藏高原的地壳结

台站十 分 稀 少， 取 得 的 数 据 十 分 有 限。 因 此， 在

能丰富且准确的省级台站记录的地方震。 为了取得

层的三维地震层析图像。 ２０１５ 年在美国的鲍学伟

下三类数据： ① 中国数字地震台网震相报告；② 中

等（ Ｘｕｅ 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利用超级
计算，进行了青藏高原地壳 Ｓ 波速度扰动的三维成

像，取得了进展。 但是，地壳 Ｐ 波速度扰动的精细
三维成像，还有待深入研究。

为保证足够多射线穿过青藏高原及周边盆地，

国数字地震台网波形记录；③ 中国省级台网重定位
目录和震相报告。 通过精细处理海量的地震数据
集，把同一个地震的到时数据从不同数据集中融合
起来，同时移除重复的和不相容的数据。 在挑选反
演成像的地震初至到时数据时，采用了以下的原则

必须扩大实际研究区域。 在青藏高原地壳体波地震

和方法： ① 把小于 ４ 级的地震定义为 Ｉ 类地震，把

除了中国地震局数字地震台网的数据外，中国还有

类地震，如果中国数字地震台网目录和省级台网重

层析成像的研究区（ ７５° Ｅ ～ １１０° Ｅ，２０° Ｎ ～ ５５° Ｎ） ，
许多地方地震台网。 笔者等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收集地
方地震台的观测数据，准备同时利用地方地震台站
的数据开展青藏高原地壳地震体波速度的三维层析
成像。 在新疆、甘肃、四川、西藏和青海等地方地震
局和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协作和帮助下，
经过 ３ 年的数据收集和处理，得到了过青藏高原同

台同源的 Ｐ 波和 Ｓ 波的 ２６ 万条走时数据，然后开始

了青藏高原地壳地震波速度的三维层析成像研究。
研究的初步目标是得到分辨率达到 １° × １° × ２０ ｋｍ
的地壳纵、横波三维速度结构，同时计算该地区的泊
松比空间分布，揭示青藏高原地壳内部地壳波速结
构特征，指导青藏高原大陆碰撞和陆—陆俯冲的动

大于等于 ４ 级的地震定义为 ＩＩ 类地震。 ② 对于 Ｉ

定位目录都有，我们选择省级地震台网重新定位的

震源参数。 ③ 对于 ＩＩ 类地震，如果中国数字地震台
网目录和省级台网重定位目录都有，我们选择参与
定位台站更多的震相报告给出的地震参数。 ④ 对

于 ＩＩ 类地震，如果震相报告给出的到时仅限于本省
台网，使用中国数字地震台网波形记录读取研究范
围内其他省地震台该地震的到时。

根据以上原则，笔者等在研究区中收集到 ４１２

个台站记录到的 １３２６２ 个地震的 ２６５７７２ 条纵波到
时数据（ 震相包括 Ｐｇ、Ｐｎ、Ｐ ） 。 研究采用的台站分
布见图 １ａ，有记录的地震源分布见图 １ｂ，由此可得
地震射线分布图见图 １ｃ。 根据地震射线分布，实际

图 １ 研究采用的台站（ ａ） 、地震源（ ｂ） 和地震射线（ ｃ） 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ａ） ，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 ｂ） ａｎｄ ｒａｙ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ｃ）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图中红色三角形为地方地震台网的台站位置，黄色圆圈为该区域 ３ 级以上地震位置

Ｉｎ ｆｉｇｓ．， ｔｈｅ ｒｅｄ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ｙｃ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ｈａｎ Ｍｓ． ３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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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演成像区域选为（７９ °Ｅ ～ １１０ °Ｅ，２０ °Ｎ ～ ４５ °Ｎ） 。

和 Ｍｏｈｏ 面之间作数值内插可以得到地壳波速的初

波走时，有效射线选取原则如下：① 对于 Ｐｇ 和 Ｓｇ

射线，震源和台站都必须在研究区域中； 对于 Ｐｎ、

分辨率试验后确定。 将模型空间在水平方向划分成
１° × １°的网格节点，各节点按上所述规则赋予初始波

反演 区 域 内。 ② 各 种 震 相 的 观 测 走 时 与 通 用 的

的试验结果，其中图 ２ａ 的深度为 ３３ ｋｍ，图 ２ｂ 为 ４８

地震波速度的三维层析成像的输入数据为 Ｐ 波和 Ｓ

Ｓｎ、Ｐ 和 Ｓ 射线，要求最少有一端（ 台站或震源） 在
ＩＡＳＰＥＩ９１ 模型相应走时之差小于 ５ ｓ；③ 能读取到
清晰的纵波和横波初至，挑选出同台同源纵波和横

波射线；④ 使用通用的 ＥＨＢ 方法校正震源位置和
发震时刻。

数据分析时参照原来作青藏高原地幔成像时

用的初始模型（ 胥颐等，２０１４） ，这个初始模型是根
据 ＣＲＵＳＴ２．０ 模型修改得到的。 用这个模型在地表

始模型。 模型参数化方式根据射线资料经过检测板

速值。 图 ２ 分别展示 Ｐ 波成像在不同深度检测板上
ｋｍ，图 ２ｃ 为 ７２ ｋｍ，图 ２ｄ 为 １２０ ｋｍ。 分析图 ２ 可
见，试验数据基本上满足对青藏高原地壳和岩石圈
地幔成像的要求；但是，在以下三个小区不能得到好
的成像结果：① 印度地区，② 阿拉善地区，③ 新疆
西北方国境外地区。 此外，青藏高原中央在上地壳
成像的分辨率较差。
我们的地震层析成像先在北京进行，其中射线

图 ２ Ｐ 波成像在深度 ３３ ～ １２０ ｋｍ １°×１°检测板上的试验结果：（ ａ）３３ ｋｍ，（ ｂ）４８ ｋｍ，（ ｃ）７２ ｋｍ 和（ ｄ）１２０ ｋｍ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ｗａｖｅ ｃｈｅｃｋｅｒｂｏａｒｄ， １°×１°， ｆｏｒ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ｆ ３３ ｋｍ （ ａ） ， ４８ ｋｍ（ ｂ） ， ７２ ｋｍ（ ｃ） ａｎｄ １２０ ｋｍ（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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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使用了分步快速行进射线追踪方法（ ＦＭＭ：Ｆａｓｔ

Ｍａｒｃ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对使用多种震相求取地壳精细结
构非常合适（ 瞿辰等，２０１３） 。 地震层析成像中既要

后边介绍 （ 图 ６ａ） 。

２

压制数据误差对反演解估计的影响，又要尽量保证

结果的分辨率，我们将逐次迭代阻尼 ＬＳＱＲ 算法应

５

青藏高原地壳 Ｐ 波波速扰动
和物质运动
地球物理调查早就证实，在印度次大陆和亚欧

用于地震层析成像（ 杨文采等，１９８９， １９９４） ，迭代的

大陆碰撞后，青藏高原地壳大幅度缩短和成倍加厚，

阿 拉 莫 斯 国 家 实 验 室 （ Ｌｏｓ Ａｌａｍｏ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特殊状态，这是大陆碰撞造成的地壳上地幔物质运

次数达到 １６ 次。 为了验证计算结果，又到美国洛斯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进行了计算，把迭代的次数加到 １００ 次。
由于两次计算的结果基本上一致，才准备公布发表。
图 ３ 为青藏高原上中地壳的 Ｐ 波的波速扰动

图像。 其中（ ａ、ｂ） 为在美国的成像结果， （ ｃ、ｄ） 为
在中国的成像结果。 图 ４ 为青藏高原下地壳底部和

岩石圈地幔并没有明显加厚，而且呈现热壳冷幔的
动的结果（ 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Ｊｏｌｉｖｅ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滕吉文等，２００４；肖序常等， ２００７；许志琴等， ２０１１，
杨文采等，２０１４ｂ，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 本次地壳 Ｐ 波波速
扰动的结果对地壳上地幔物质运动，提供了什么新
的认识呢？

岩石圈地幔的 Ｐ 波波速扰动图像，其中（ ａ、ｂ） 为在

２．１

比可见，在美国和在中国的成像计算结果是基本上

构造学家有许多假说， 早先主要的有 “ 逃逸说” 和

美国的成像结果， （ ｃ、ｄ） 为在中国的成像结果。 对
一致的。 高原下地壳的 Ｐ 波的波速扰动图像将在

关于大地构造学假说
关于大陆碰撞造成岩石圈什么样的变形，大地

“ 块体走滑旋转说” 两种。

图 ３ 青藏高原上中地壳的 Ｐ 波波速扰动图像：（ ａ） 深度 １０ ｋｍ 在美国的成像结果； （ ｂ） 深度 ３０ ｋｍ 在美国的成像结果；
（ ｃ） 深度 １０ ｋｍ 在中国的成像结果； （ ｄ） 深度 ３０ ｋｍ 在中国的成像结果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ｓ： （ ａ， ｂ）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１０ ｋｍ ａｎｄ ３０ ｋ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ｉｎ ＵＳ； （ ｃ， 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１０ ｋｍ ａｎｄ ３０ ｋ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字母“ Ｖ” 标明反映高钾质和钾质火山岩带的波速扰动负异常带，三角形标明现代活火山位置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Ｖ”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ｚｏｎｅ ｏｆ Ｐ⁃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ｚｏｎｅ；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ｍａｒｋ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ｖｏｌｃａ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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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出逃逸说” 起源于 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 用蜂蜜沙盘

小地块虽然有位移发生，但变形以走滑旋转作用为

模型作出的物理模拟实验，表明大陆碰撞不同阶段

主导。 断裂可以转化为反旋的剪切带，泄散大陆碰

会产生挤出效应，其中最典型的地块挤出发生在云

撞的冲量，并通过走滑旋转把小地块拼合成为大陆。

贵和东南亚，一直影响到南海的打开（ Ｍｏｌｎａ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３；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 Ａｖｏｕａｃ ａｎｄ

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 １９９３； Ｊｏｌｉｖｅｔ ａｎｄ Ｈａｔａｆ， ２００１） 。 这种模

碰撞逃逸和走滑旋转这两种模型都有一定的道理，
在 ２０ 年前被认为是碰撞作用派生出的两种主要的
动力学模式。 但是，它们都是以地块作为岩石圈物

型还衍生出一种岩石圈物质运动的一种碰撞逃逸模

质运动的基本单元，而岩石圈物质运动不一定只有

式，即碰撞冲量转换为小地块“ 逃逸” 的动能。 印度

地块运动一种形式。

从图 ３ 和图 ４ 来看，很难发现地壳和上地幔 Ｐ

次大陆与亚欧板块碰撞不仅形成了宏伟的喜马拉雅
碰撞造山带，而且使整个东亚岩石圈变形，其范围远

波波速扰动的结果可以为上述两个假说提供什么新

远超过青藏高原。

证据。 “ 块体走滑旋转说” 中的阿尔金等大型走滑

模型， 也 有 物 理 模 拟 实 验 的 依 据 （ Ｄｅｗｅｙ ｅｔ ａｌ．，

们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有地块旋转。 但是，没有新的

“ 块体走滑旋转说” 是 Ｄｅｗｅｙ 等提出的非挤出

１９７３； Ｂｕｒ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ｄ， １９９７； Ｊｏｌｉｖｅｔ ａｎｄ Ｈａｔａｆ， ２００１；
肖序常等， ２００７；陈志明，２０１７） 。 用粘度高的材料
做模拟实验得到的结果认为，岩石圈变形动力学机
制主要为陆块的碎裂、旋转和走滑拼合。 他们认为

断层在图 ３ 中表现为 Ｐ 波波速的急变带，只表明它
证据也不意味否定这些假说，因为 Ｐ 波波速的扰动
也可能对相关的地壳物质运动形式不敏感。
２．２

大规模的层间拆离和水平剪切

比较图 ３ 和图 ４ 不同深度的 Ｐ 波波速扰动可以

图 ４ 青藏高原下地壳和岩石圈地幔的 Ｐ 波波速扰动图像：（ ａ） 深度 ７０ ｋｍ 在美国的成像结果； （ ｂ） 深度 １１０ ｋｍ
在美国的成像结果； （ ｃ） 深度 ７０ ｋｍ 在中国的成像结果； （ ｄ） 深度 １１０ ｋｍ 在中国的成像结果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ｓ： （ ａ， ｂ）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７０ ｋｍ ａｎｄ １１０ ｋ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ｉｎ ＵＳ； （ ｃ， 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１０ ｋｍ ａｎｄ ３０ ｋ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字母“ Ｆ” 标明反映下地壳管道流的 Ｐ 波速度的负异常带； 三角形标明现代活火山位置

“ Ｆ”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ｚｏｎｅ ｏｆ Ｐ⁃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ｄｕｉｔ ｆｌｏｗ
ｉｎ 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ｍａｒｋ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ｖｏｌｃａ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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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青藏高原钾质火山岩带和上地壳和 Ｐ 波波速扰动图像的比较：

（ ａ） 高钾质和钾质火山岩带分布图；（ ｂ） 深度 １０ ｋｍ 的 Ｐ 波波速扰动图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ｓ （ ａ）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ｐｔｈ １０ ｋｍ （ ｂ）

字母“ Ｖ” 标明反映高钾质和钾质火山岩带的波速扰动负异常带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Ｖ”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ｚｏｎｅ ｏｆ Ｐ⁃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ｚｏｎｅ

看到，上、中、下地壳和上地幔的 Ｐ 波波速扰动图像

形成和隆升都有一定的贡献。 本次成像结果支持这

区（ 图 ３ 中用黑线框圈出的蓝色区域） ，就有明显变

从图 ３ ～ 图 ５ 的不同深度的 Ｐ 波波速扰动容易

有很大的变化。 例如不同深度上的 Ｐ 波波速高值
化。 上地壳波速高值区范围大，中地壳波速高值区

范围缩小，下地壳波速高值区几乎可以忽略，而岩石
圈地幔波速高值区范围又变大，几乎包括了全部青

藏高原。 Ｐ 波波速模式随深度产生明显变化，说明
地壳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层间拆离和水平剪切，这
时用传统的地块运动不能准确地描述地壳物质运

看到，分布在可可西里和羌塘北部的高钾质和钾质
火山岩带，反映为青藏高原地壳的 Ｐ 波波速扰动负
异常带（ 图 ４、图 ５ 中用字母“ Ｖ” 标明） ，从上地壳到
下地壳都有分布。 湿的玄武岩地震波速很低， 泊松
比很高。 在岩石圈地幔中（ 图 ４ｂ） 这个负异常带已
经消失了，可能表明在 ３０ Ｍａ 特提斯洋完全封闭以

后，温度比较高的岩石圈地幔物质已经均匀化了。

动。

２．３

个观点。

岩浆活动和结晶作用

比较图 ３ 和图 ４ 不同深度的 Ｐ 波波速扰动看

到，青藏高原上地壳和上地幔的 Ｐ 波波速扰动主要
为高值区，范围很大。 以前认为，青藏高原内含有多

条中新生代碰撞缝合带，比较破碎，因此出现全区的

总之，地震 Ｐ 波波速扰动的三维成像进一步证实了

这期火山活动对高原的形成和隆升有一定贡献的理
论。

２．５

下地壳流
在特提斯洋完全封闭之后，开始了印度大陆对

布格重力负异常。 从 Ｐ 波波速扰动图上看，上地壳

亚洲大陆的陆—陆俯冲，和相关的喜马拉雅山脉隆

如何解释？ 青藏高原全区有大面积的中—新生代花

数据提出了青藏高原存在下地壳流的假说（ Ｒｏｙｄｅｎ

和上地幔的 Ｐ 波波速扰动为大范围正异常区，应该
岗岩出露，在下方的结晶基底中花岗岩基广泛发育。
花岗岩的密度低，而地震波速度可不低，而且强度
大，所以重力对应负异常，地震波速度对应正异常。
因此可以认为，青藏高原在同碰撞和后碰撞期频繁
的岩浆活动和结晶作用，造成了现今相对比较坚固
的上地壳和岩石圈地幔，使青藏高原保持一个整体。

２．４

火山活动和地幔物质流的注入

进入 ２１ 世纪，青藏地区同碰撞期的火山活动引

起地质学家的关注，因为青藏新生代钾质火山活动

暗示地幔深部物质流的注入（ 莫宣学等，２００７） 。 图

５ 把青藏高原生代钾质火山岩带分布和上地壳 Ｐ 波
波速扰动图像进行比较。 青藏高原的高钾质和钾质

火山岩的年龄主要在 ４５ ～ ３０ Ｍａ，和主碰撞期相同，

升事件。 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地质和地球物理观测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Ｃｌａｒｋ ａｎｄ Ｒｏｙｄｅｎ， ２０００； Ｆｌｅｓｃ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４； Ｂｅａｕｍｏｎ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Ｌａ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Ｕｎｓｗｏｒ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Ｇｒｕｊｉｃ， ２００６；
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 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Ｍｏ

Ｘｕａｎｘｕｅ， ２００７； Ｈａｒｒｉｓ， ２００７； 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 ２００６；
Ｗａｎｇ Ｃ 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 但是为什么会形成管道流

的原因没有搞清楚。 我们在地壳三维密度扰动成像
的基础上，间接验证了下地壳流的存在假说。 根据
下地壳的密度扰动数据，计算出青藏高原下地壳热
应变幅度分布图，圈定了下地壳流所在的平面位置
（ 杨文采等，２０１７ｃ） 。 结果表明（ 图 ６ｂ） ，下地壳流的
源头位于喀拉昆仑断裂东侧与雅鲁藏布和班公湖—
怒江缝合带的连接区段，和雅鲁藏布缝合带北侧的

主要分布在可可西里和羌塘北部，可能说明由于大

拉孜—林芝段。 下地壳流从源头主要流向北东和北

陆碰撞使三叠纪的东昆仑缝合带重新破裂，造成大

西两个方向； 同时，下地壳流或可向上挤到中地壳。

量地幔流体物质上涌和火山爆发。 根据莫宣学等估

在这次地震 Ｐ 波速度成像结果中，也看到了反映下

活动可以使青藏高原的地壳加厚 １５ ｋｍ，对高原的

用字母“ Ｆ” 标明反映下地壳流的 Ｐ 波速度的负异常

计（ Ｍｏ Ｘｕｅｘｕ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这期火山

地壳流的 Ｐ 波速度的负异常带（ 图 ６ａ） 。 在图 ４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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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青藏高原深度 ５０ ｋｍ 的 Ｐ 波波速扰动图（ ａ） 与根据下地壳的密度扰动数据计算出的青藏高原
下地壳热应变幅度分布图（ ｂ） （ 杨文采等，２０１７ｃ）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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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ｐｔｈ ５０ ｋｍ （ ａ）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ｒｕｓｔ ｆｌｏｗ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ｓ （ ｂ） （ Ｙａｎｇ Ｗｅｎｃ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ｃ）

图（ ａ） 中字母“ Ｖ” 标明反映高钾质和钾质火山岩带的波速扰动负异常带； 图 （ ｂ） 中， 箭头表示下地壳流流动方向
Ｉｎ ｆｉｇ． （ ａ） ，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Ｖ”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ｚｏｎｅ ｏｆ Ｐ⁃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ｚｏｎｅ； ｉｎ ｆｉｇ． （ ｂ） ， ａｒｒｏｗ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 ｃｒｕｓｔ ｆｌｏｗ

２０１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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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青藏高原地貌图和中地壳和 Ｐ 波波速扰动图像的比较：（ ａ） 地貌图； （ ｂ） 深度 ３０ ｋｍ 的 Ｐ 波波速扰动图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ｐｔｈ ３０ ｋｍ
“ ［１ ～ ４］ ” 标明主要裂谷带位置； 字母“ Ｖ” 标明反映高钾质和钾质火山岩带的波速扰动负异常带
［１］ ～ ［４］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ｉｆｔ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Ｖ”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ｚｏｎｅ ｏｆ Ｐ⁃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ｚｏｎｅ

带，这个带的位置和密度扰动成像圈定的下地壳流

负异常带，从上地壳到下地壳都有分布。 说明由于

位置是一致的。

大陆碰撞使三叠纪的东昆仑缝合带重新破裂，造成

２．６

新生代裂谷系

大量地幔流体物质上涌和火山爆发，对高原的形成

青藏高原的隆升伴随着大量的地壳形变，发育

和隆升都有一定的贡献。

了大规模的新生代裂谷系（ 图 ７ａ） 。 我们通过地壳
密度扰动的三维成像，确定西藏新生代裂谷系的深

部到达了 ３５ ～ ４０ ｋｍ 的中地壳 （ 杨文采等，２０１４ｃ，

２０１９） 。 推测青藏高原下地壳岩石在热力作用下产
生蠕变，从而形成下地壳流，其中的熔融物质除了发

（５） 通过地震层析成像取得的三维地壳波速图

像，进一步证实了由密度扰动三维成像指出的存在

青藏高原下地壳流和新生代裂谷深部到达中地壳底
部的结论。

（６） 目前地震层析成像取得的三维地壳波速图

生横向的运移之外，还对中上地壳产生着挤牙膏式

像存在的问题是，上地壳成像的精度还不够高， 我

的底辟作用，这是西藏新生代裂谷系形成的原因之

们还要充分利用地方台的数据进一步对上地壳波速

一。 与东非大裂谷等其它类型裂谷带比较，西藏新

精细成像。

生代裂谷系的形成机制是特殊的，可称为陆—陆俯

此外，我们还对 Ｓ 波和泊松比成像结果进行了

冲地壳拆离型裂谷。 在这次地震 Ｐ 波速度成像结

探讨，请参见后续论文。

痕迹。 在下地壳波速度扰动（ 图 ７ｂ） 中，新生代裂谷

等地方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协作

带［１ ～ ２］ 的南北也有 Ｐ 波速度的负异常，不过还没

表致谢。

果中，也看到了反映新生代裂谷系的 Ｐ 波速度扰动
带［３ ～ ４］ 出现在 Ｐ 波速度的负异常带的两侧，裂谷
有联通。 总之，地震 Ｐ 波速度成像进一步证实了西
藏新生代裂谷系的深部到达中地壳底部的结论。

４

结论
（１） 本次研究表明，利用地方地震台站的数据

开展青藏高原地壳地震波速度的三维层析成像研
究，得到分辨率达到 １° × １° × ２０ ｋｍ 的地壳纵波三维
速度结构，揭示了青藏高原地壳内部地壳波速结构
特征。

（２） 结果表明，青藏高原 Ｐ 波波速随深度产生

明显变化，说明地壳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层间拆离
和水平剪切，用传统的地块运动不能准确地描述地
壳物质运动。

（３） 从 Ｐ 波波速扰动图上看到，青藏高原上地

壳和上地幔的 Ｐ 波波速扰动为大范围正异常区， 可
以认为青藏高原在同碰撞和后碰撞期频繁的岩浆活
动和结晶作用，造成了现今相对比较坚固的上地壳
和岩石圈地幔，使青藏高原保持一个整体。

（４） 分布在可可西里和羌塘北部的高钾质和钾

质火山岩带，反映为青藏高原地壳的 Ｐ 波波速扰动

致谢：笔者等感谢新疆、甘肃、四川、西藏和青海
和帮助，并对中国地质调查局对研究项目的资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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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Ｎ Ｈａｏｒａｎ ｗａｓ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Ｌｉａｎｊｉｅ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ＤＥ⁃ＡＣ５２⁃０６ＮＡ２５３９６ ｔｏ Ｌｏｓ Ａｌａｍｏ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ＹＡＮＧ Ｗｅｎｃａｉ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ｈｉｓ Ｐｈ． Ｄ ｉ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ＭｃＧ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１９８４． Ｈｅ ｉｓ 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ｔ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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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２０１８⁃１０⁃０７；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８⁃１２⁃０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ｘｕ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１

《 地质学报》 （ 英文版） 、《 地质学报》 （ 中文版） 、
《 地质论评》 第 ４０ 届编委会在京成立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 地质学报》

（ 英文版） 、《 地质学报》 （ 中文版） 和《 地质论评》 第 ４０ 届编委
会成立大会及进一步提升三刊质量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中
国地质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金发， 三刊主编杨文
采院士、侯增谦院士、杨经绥院士， 三刊第 ４０ 届副主编及编
委金之钧院士、郝芳院士、李家彪院士等，三刊编辑部编辑以

础。
会上，朱立新常务副秘书长宣读了中国地质学会聘任决

定，李金发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为《 地质学报》 （ 英文版） 、
《 地质学报》 （ 中文版） 、《 地质论评》 第 ４０ 届主编侯增谦院
士、杨经绥院士和杨文采院士颁发了聘书。 杨文采院士、杨
经绥院士和侯增谦院士代表编委会成员发言，分别表达了办

及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等共 １２０ 余人出席会议。

好《 地质学报》 （ 英文版） 、《 地质学报》 （ 中文版） 、《 地质论

编委会成立大会，杨文采院士、侯增谦院士、杨经绥院士分别

期内使《 地质学报》 （ 英文版） 、《 地质学报》 （ 中文版） 、《 地质

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兼常务副秘书长朱立新主持了三刊
主持了三刊编委会围绕提高刊物质量的讨论会。

１

第 ４０ 届《 地质学报》 （ 英文版） 、《 地质学报》
（ 中文版） 、《 地质论评》 编委会成立大会
朱立新研究员主持会议并致欢迎辞，他简要介绍了《 地

质学报》 （ 英文版） 、《 地质学报》 （ 中文版） 、《 地质论评》 三刊

评》 的信心，同时希望编委会成员、编辑担当责任，在本届任
论评》 再上一个新台阶。

之后，李金发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发表了讲话。 首先

他对以舒德干院士、莫宣学院士、杨文采院士为主编的第 ３９
届三刊编委会为三刊提升影响力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
肯定和衷心的感谢！ 他指出，在过去 ５ 年中，在国家高度重

编委会换届的筹备过程，并宣读了中国地质学会关于三刊编

视科技期刊出版的大好形势下，第 ３９ 编委会全体编委共同

委第 ４０ 届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文件。

取得国内期刊中领先的成绩，成为我国科技期刊界的重要刊

三刊编委换届经历了半年多的精心准备。 经换届领导

小组提议，并经侯增谦院士、杨经绥院士、杨文采院士同意，
拟定侯增谦院士为《 地质学报》 （ 英文版） 主编、杨经绥院士
为《 地质学报》 （ 中文版） 主编、杨文采院士为《 地质论评》 主

努力，着力提升期刊的国际化、电子化、精品化水平，三刊均
物，为推动我国地学科技创新、推动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金发研究员指出，党的“ 十九大” 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
了一系列的新需求、新要求。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期刊要及

编。 接着，换届领导小组和侯增谦院士、杨经绥院士、杨文采

时了解地质新需求，找准新定位。 其一是期刊角色的定位，

院士提名了各刊的副主编和编委人选，经广泛征求相关人员

即面向什么样的读者；其二是期刊栏目的定位，即编辑什么

意见后，报请第 ４０ 届理事会第六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并获批
准，确定了第 ４０ 届《 地质学报》 （ 英文版） 、《 地质学报》 （ 中文
版） 、《 地质论评》 编委会组成人员。

三刊编委会由国内外共 １８６ 位著名地质学家组成。 编

样的内容；其三是期刊风格的定位，即创造什么样的特色。
因此，要办好地学科技期刊，必须聚焦地学研究的主战场，为
所有地质工作者、地学爱好者和地质院校的师生提供快速、
权威、优质的科研成果。

委会成员在各自研究领域都有许多杰出成就，均是国内外有

李金发研究员指出，地质工作正处在一个大转型、大变

很高影响力的地质学家，有多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

革的时代背景中。 面对地质工作的转型升级，期刊在办刊理

士，“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 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奖” 、“ 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中国地质学会“ 金锤奖” 、“ 银锤奖”

获得者和“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引进人才（ “ 千人” ） 、
“长江学者” 等； 他们热爱中国地质学会的工作，并对中国地

念、办刊方式、栏目内容和成果表达方式等方面要深化改革。
要意识到科技期刊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宣传
科学知识、报道科技成果、学术交流、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任
务。 要以提高期刊办刊质量，增加国内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

质学会的三个期刊工作一直积极支持； 编委的学科分布合

和国际知名度为目标，鼓励原创、强化诚信、开设专栏，吸引

理； 这些为今后三刊的精品化、 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最优秀的成果刊发到学会主办的期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