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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收集了安徽、江西、浙江、江苏、湖北和河南６个省的区域地震台网１３８个宽频地震台站以及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布设的１９个流动宽频地震台站的三分量背景噪声数据，利用背景噪声面波层析成像

方法，获得了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及其邻区地壳三维剪切波速度结构和径向各向异性特征．首先获得了５～３８ｓ周期

的瑞利波和勒夫波相速度，结果显示短周期（＜１６ｓ）的瑞利波和勒夫波相速度与研究区内的主要地质构造单元具

有良好的相关性，但在中长周期（２０～３０ｓ）瑞利波相速度显示大别造山带东部为明显低速特征，而勒夫波相速度并

未表现出异常特征．研究区域地壳三维有效剪切波速度和径向各向异性结果显示：苏北盆地和江汉盆地上地壳都

表现为低速和正径向各向异性特征，华北克拉通东南部也表现为正径向各向异性，这可能与盆地浅部沉积层的水

平层理结构相关．大别造山带中地壳显示为弱的正径向各向异性，同时其东部下地壳显示为低剪切波速度和强的

正径向各向特征，可能是由于其在造山后发生了中下地壳的流变变形，引起各向异性矿物近水平排列所导致的．长

江中下游成矿带内的鄂东南和安庆—贵池矿集区中地壳弱的负径向各向异性可能是由于深部岩浆向上渗透时所

产生的有限应力导致结晶各向异性矿物的垂直排列所引起的．整个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下地壳都表现出正径向各向

异性特征，可能是由于在伸展拉张的构造作用力下，下地壳矿物的晶格优势水平排列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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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及邻区位于中国东部，构造

上主要包括华北克拉通东南部、大别—苏鲁造山带

以及扬子克拉通的东北部．从地质和构造环境来看，

该地区是中国东部最重要的古构造活动区之一，在

印支早燕山期，华北克拉通和扬子克拉通的碰撞，

导致了近东西走向的大别—苏鲁造山带和东北南

西走向的郯庐断裂的形成；一系列特殊的构造和地

质现象，比如碰撞过程中地壳物质深俯冲和折返以

及形成的大别—苏鲁高压和超高压变质带，使其成

为国际研究的热点（Ｗａｎｇ，２００６；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同时，该地区也是我国东部重要的油气资源

基地，江汉盆地、苏北盆地和南阳盆地都具有较丰富

的油气资源．位于研究区域中心的长江中下游成矿

带是我国东部最重要的多金属矿物资源基地，该成

矿带西起江汉盆地东缘，东达太湖东岸和苏北盆地，

中部为皖赣山地，南抵赣北九岭，北与大别造山带及

合肥盆地相连，跨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四省，区域

上呈狭窄的带状分布（图１）．在燕山期，由于强烈的

构造岩浆成矿活动，导致了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形成了丰富的铁、铜、金、锰和锌等多金属矿床（董树

文等，２０１１）．目前已发现鄂东南、九瑞、安庆—贵池、

庐枞、铜陵、宁芜和宁镇等７个矿集区和２００多个多

金属矿床（常印佛等，１９９１；Ｍ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为什

么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如此狭窄的空间范围内发生

大规模的金属富集，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成矿带的深

部过程及成矿岩浆形成机制争论不休，地质、地球化

学和地球物理学家们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出发提出了

许多不同的地球动力学模型（Ｌü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Ｈｏｕ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探测成矿带深部壳幔结构和物质组成，对理解成矿

带形成的深部地球动力学过程和预测新的矿集区至

关重要（吕庆田等，２０１４）．

近年来开展的综合地球物理探测为揭示长江中

下游成矿带深部结构提供了一些直观的证据（吕庆

田等，２０１４）：比如深地震反射剖面显示出成矿带下

岩浆底侵作用的范围，同时也表明成矿带的地壳曾

发生强烈挤压拆离变形（Ｌü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吕庆田

等，２０１４）；接收函数结果表明在宁芜矿集区下方莫

霍面深度变浅（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远震Ｐ波层析成

像结果显示出其上地幔内存在着低速异常和高速异

常相间的“三明治”结构（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背景

噪声和双平面波联合层析成像结果显示在成矿带下

方１００～２００ｋｍ深度范围内存在一个明显的剪切

波速度低速区（Ｏｕ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这些研究主

要都关注于成矿带下方的壳幔速度结构，而对长江

图１　研究区位置及宽频地震台站分布（ａ）及主要构造及矿集区位置示意（ｂ）

ａ图中蓝色方块代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布设的流动台站；红色三角形代表六省区域地震台网的固定台站．ｂ图中黑色封闭曲线分别

表示河淮、苏北、合肥、江汉和南阳盆地的范围．粉红色封闭曲线表示的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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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ｕｅｓｑｕａｒ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ｐｌｏｙ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ｃｌｏｓ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Ｈｅｈｕａｉ，Ｓｕｂｅｉ，Ｈｅｆｅｉ，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ａｎｄＮａｎｙａｎｇｂａｓｉ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ｐｉｎｋｃｌｏｓｅｄｃｕｒｖ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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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期 欧阳龙斌等：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及邻区地壳剪切波速度结构和径向各向异性

中下游成矿带及其周边地区地震各向异性的研究相

对较少．其中李永华等（２００９）分析了上扬子地区的

各向异性特征，Ｌｕｏ等（２０１３）用背景噪声方法获得

大别造山带的径向各向异性结构．但是这些各向异

性研究受限于其资料的数量和精度，难以获得长江

中下游及其邻区地壳尺度的精细各向异性结构．地

震波速度结构主要反映岩石的温度和成分，地球介

质的各向异性能够反映地球内部物质的形变特征，

被誉为反映地球内部物质形变机制的“化石”．地震

各向异性不仅与地球介质的物质组成和结构构造有

关，而且还可以反映过去和现今的应力场状态，因而

它在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地

震学和地球动力学之间的桥梁．因此通过背景噪声

层析成像获得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高分辨率的

地壳速度结构和精细的各向异性特征，有助于揭示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及其周边地区地壳物质分布特征

以及变形机制，理解该区域的构造运动和岩浆活动

等地球动力学过程．

地震波在地球介质中传播时，其传播速度和质

点偏振方向等特性随波的传播方向而变化，这种现

象称为地震各向异性．大量的地震学观测和研究表

明，地球内部从地壳到上地幔乃至核幔边界均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各向异性，反映了地球内部不同层次

的形变特征（如：彭艳菊等，２００７；李永华等，２００９；易

桂喜等，２０１０；郭飚等，２０１２）．地震各向异性可以引

起不同的影响，包括Ｐｎ波速度的方位变化，横波分

裂以及瑞利波和勒夫面波所确定的同一路径上横波

速度结构的不同（张忠杰和许忠淮，２０１３）．横波分裂

和面波方法是探测深部各向异性的两种主要手段．

最近，Ｓｈｉ等（２０１３）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东北部进

行了ＳＫＳ和ＳＫＫＳ横波分裂各向异性研究．横波分

裂方法具有较好的横向分辨率，对台站下方的短波

长各向异性比较敏感，但是垂向分辨率很低，不易处

理多层各向异性，且不能应用于无地震台站的地区．

面波方法的横向分辨非常低，但在可以定位各向异

性的深度，而且能对所有地区进行采样（彭艳菊等，

２００７）．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６１）分析横向各向同性介质中瑞

利波和勒夫波的频散时，发现各向异性对频散曲线

的形状和范围有很大的影响．由于瑞利波是Ｐ和

ＳＶ波的耦合波，对ＳＶ波速度最为敏感，而勒夫波

只对ＳＨ 波速度敏感，因此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

犞ＳＶ是与犞ＳＨ的传播速度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称为径

向各向异性（Ｓｈａｐｉ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４）．例如一个具有

垂直对称轴的六方对称介质，存在两个剪切波速度：

犞ｓｖ和犞ｓｈ．在这种介质中，水平传播，垂直极化偏振

或者垂直传播，但水平极化偏振的剪切波将以犞ｓｖ

的速度传播．相反，以水平方向传播并水平极化偏振

的剪切波会以犞ｓｈ的速度传播．因此把这两个速度

差异的百分比定义为径向各向异性γ：

γ＝ （犞ｓｈ－犞ｓｖ）／犞ｓ×１００％， （１）

其中犞ｓ称为均匀或者是有效剪切波速度，它是通过

（２）式

犞ｓ＝ （犞ｓｈ＋犞ｓｖ）／２ （２）

计算而来的（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通常认为，当γ＞

０，即犞ｓｈ＞犞ｓｖ时，表明该介质具有正的各向异性，而

γ＜０，即犞ｓｈ＜犞ｓｖ时，表明该介质具有负的各向异

性．地壳各向异性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１）沉

积岩在沉积过程的周期性循环下，导致岩层具有平

行层理结构；（２）各向异性矿物颗粒（云母和角闪石）

的晶格优选排列导致的；（３）也有可能是受区域性大

地构造应力作用，导致岩层的裂隙和各向异性矿物

发育具有一定的优势方向．

最近由于背景噪声层析成像技术的发展，可以

在那些地震活动性比较弱的地方利用背景噪声互相

关法获得中短周期的瑞利波和勒夫波相速度，然后

构建这个区域地壳径向各向异性结构（例如：Ｈｕ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Ｍｏｓｃｈｅｔｔ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ａ；Ｌ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３）．长江中

下游成矿带位于中国东部地震活动性非常低的区

域，同时在成矿带及其周边地区地震台站分布比较

密集，因此，本研究利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及其周边

地区的密集地震台站的背景噪声数据进行互相关，

提取了该区域中短周期的瑞利波和勒夫波面波频

散，然后利用获得的面波频散来反演剪切波速度从

而分析该区域的地震径向各向异性结构，从而为更

深入了解研究区域地壳的结构变形机制提供地震学

的依据．

２　数据处理和面波频散测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国地震局所属的湖

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和河南６个省地震台网

１３８个宽频地震台站以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该

地区布设的１９个流动宽频地震台站（图１ａ），共１５７

个宽频台站记录到的１４个月（２０１２０７—２０１３０８）

连续的三分量噪声数据．Ｏｕｙａｎｇ等（２０１４）使用了

这些台站的垂直分量的噪声数据进行了瑞利波背景

１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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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层析成像和双平面波层析成像研究，而本次研

究对这些台站的三分量噪声数据进行了瑞利波和勒

夫波背景噪声层析成像研究．首先，对所有台站的水

平分量背景噪声数据进行了去均值、去趋势、去仪器

响应，带通滤波（０．０２～０．２Ｈｚ）和重采样（１个数据

点每秒）处理．然后把每个台站１４个月的连续数据

截成长度为１ｈ的数据段．如果任何一段一小时数

据的峰值幅度大于１０倍这段数据的均方根值，这样

的数据段将会被去掉，通过这种方式去除了一些大

地震的信号和仪器的不规则信号．在时间域归一化

和谱白化处理后，然后将其中一个台站看作虚拟震

源，另一个台站看作接收台站，将所有台站对的北向

和东向分量旋转到径向（犚）和切向（犜）分量（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ａ；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然后对每个台站对旋

转后的数据进行了互相关和叠加处理，获得了所有

台站径向（犚犚）和切向（犜犜）上的互相关．

为了提高信噪比，将互相关的正负半轴进行了

反转叠加．然后，计算了互相关的信噪比，其定义是

指在一定长度的面波信号窗口和噪声窗口内，面波

信号窗口中最大振幅与噪声窗口内的均方差的比

值．因此，为了保证最后可以用来提取面波相速度频

散的数目以及准确性，测试几个不同的信噪比临界

值．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只保留性噪比大于８，且台

间距大于１００ｋｍ的互相关．最后，通过利用时频分

析技术和相位匹配方法（Ｂｅｎ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Ｙ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从径向（犚）和切向（犜）互相关中分别

自动提取了瑞利波和勒夫波相速度频散．图２ａ显示

最终获得的各个周期（５～３８ｓ）三分量相速度频散

的数目．从图２ａ可以看出垂向上的混合路径频散数

目最多，因为垂向上的瑞利波信噪比比较高．由于台

站比较密集且分布较均匀，所以在中周期（１０～

２０ｓ）三分量的混合路径频散数目都超过了４０００

条．通过对整个研究区域所有不同台站对路径的瑞

利波和勒夫波相速度频散进行平均，得到了三个分

量各个周期的平均相速度（图２ｂ）．从图２ｂ中可以

看出在垂向和径向上各个周期的平均瑞利波相速度

基本一致．

３　面波层析成像和剪切波速度反演

利用背景噪声面波频散研究地壳三维剪切波速

度结构一般分为两步：首先，通过面波层析成像从混

合路径频散中提取各个周期面波相速度在水平面的

分布；然后提取每个网格点的纯路径频散，反演每一

图２　不同周期的相速度混合路径频散数目图（ａ）；研究区域内三个分量的平均瑞利波或勒夫波相速度（ｂ）；

不同周期垂向与径向上瑞利波相速度差异值（ｃ）；瑞利波和勒夫波在各个周期的纯路径频散误差值（ｄ）

Ｆｉｇ．２　（ａ）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ａｎｄＬｏｖｅｗａｖｅ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ｃ）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ｗａｖｅ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ｄ）Ｔｈｅｍｉｓｆｉｔ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ａｎｄＬｏｖｅｗａｖｅｌｏｃａｌ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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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网格点下方的一维的剪切波速度结构，将这些点

组合起来从而得到三维剪切波速度结构．

首先，采用 Ｏｃｃａｍ 反演方法来进行面波反演

（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７），这种方法最先是在大地

电磁测深资料反演中提出来的，它的目标是找到一

个尽量拟合观测数据的光滑模型，后来，这个方法也

运用于天然地震面波层析成像（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在该方法中，假定地

震面波是沿着大圆路径传播，然后通过引入对模型

光滑程度的约束，从而可以有效的改善路径覆盖的

缺陷．在相速度层析成像反演之前，为了确定面波成

像的横向分辨率，进行了检测板测试．在进行检测板

测试时，各个周期的平均相速度（图２ｂ）作为初始速

度，设定网格点的速度扰动为±５％．通过测试不同

的网格大小划分，最终测试结果显示研究区的横向

分辨率大约为０．５°．从２４ｓ的径向（犚）和切向（犜）

检测板恢复结果来看（如图３所示），在黑色八边形

区域内，也就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及其邻近区域，瑞

利波和勒夫波的相速度都能够达到０．５°的分辨率．

基于上述检测板测试结果，将研究区域划分为

０．５°×０．５°的网格，用Ｏｃｃａｍ方法反演了各个周期

（５～３８ｓ）的频散．然后，比较了了垂向（犣）和径向

（犚）所获得的瑞利波相速度层析成像结果，图２ｃ显

示的是各个周期垂向与径向上的瑞利波相速度差异

值在整个研究区域内的均方根值，它们基本在１６～

２６ｍ·ｓ－１范围内变化，其中在１０～２０ｓ内最低，大

概为１７ｍ·ｓ－１，这与Ｌｕｏ等（２０１３）在大别造山带

用背景噪声层析成像所得到的垂向与径向上瑞利波

相速度差异值的均方根值为１５ｍ·ｓ－１的结果比较

相近．垂向与径向上瑞利波相速度的差异可能是由

于一些台站在水平方向上存在方位角偏差，以至于

影响了径向上所获的瑞利波频散的测量．同时比较

图２ａ和图２ｃ可以发现在１０～２０ｓ，密集的射线覆

盖对应较小的瑞利波相速度差异值，而当周期＜８ｓ和

＞２５ｓ时，测量得到的混合路径频散数目比较少，因

此对应着相对较大的瑞利波相速度差异值．本文将

垂向和径向的瑞利波相速度进行平均得到了瑞利波

的相速度．

图４显示的是６ｓ，２４ｓ的瑞利波和勒夫相速

度分布图．从６ｓ的瑞利波和勒夫波相速度分布图

（图４ａ，４ｃ），可以看到河淮盆地、苏北盆地和江汉盆

地都显示出非常明显的低速特征，同时合肥盆地、南

阳盆地以及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也显示出低速特征，

而大别造山带以及扬子克拉通都显示高速特征；这

些速度特征与Ｏｕｙａｎｇ等（２０１４）所获得的８ｓ瑞利

波波群速度的结果比较一致，同时也与 Ｌｕｏ等

（２０１３）在大别造山带及其周边地区所获得的１０ｓ

的瑞利波和勒夫波结果一致．周期为２４ｓ时，瑞利

波相速度主要受下地壳剪切波速度的影响，在大别

造山带东边以及郯庐断裂西侧瑞利波表现为低速

（图４ｂ），而在２４ｓ的勒夫波（图４ｄ）结果中，并未观

测到低速特征．这主要是因为瑞利波和勒夫波有着

不同的敏感核，勒夫波对浅部地下介质比较敏感，而

瑞利波最大采样深度约是其波长的１／３．

接着使用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和 Ａｍｍｏｎ（２００４）开发的

最小二乘线性反演程序Ｓｕｒｆ９６来反演一维剪切波

速度．Ｃｈｅｎｇ等（２０１３）进行了一系列测试，发现不同

的初始模型对瑞利波反演结果影响并不大．本研究

图３　２４ｓ面波相速度在径向（ａ）和切向（ｂ）上的检测板测试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ｅ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ｈｅｃｋｅｒｂｏａｒ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２４ｓｏｎ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ｌ（ａ）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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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６ｓ（ａ，ｃ）和２４ｓ（ｂ，ｄ）瑞利波（ａ，ｂ）和勒夫波（ｃ，ｄ）相速度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ａｐｓｏｆ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ａ，ｂ）ａｎｄＬｏｖｅｗａｖｅ（ｃ，ｄ）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６ｓ（ａ，ｃ）ａｎｄ２４ｓ（ｂ，ｄ）

对瑞利波反演的测试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因此本文

使用Ｏｕｙａｎｇ等（２０１４）所获得的三维剪切波速度模

型作为初始模型，其莫霍面深度是根据 Ｌａｓｋｅ等

（２０１３）（文献表中没有）的全球１°×１°的Ｃｒｕｓｔ１．０

模型，莫霍面以上每２ｋｍ作为一层，莫霍面到５０ｋｍ

作为单独的一层．在反演中，犞ｐ／犞ｓ 值设定为１．７４

（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纵波速度随着剪切波速度的

改变而改变．

４　径向各向异性

本文利用瑞利波和勒夫波频散数据反演得到了

每个网格点下的犞ｓｖ和犞ｓｈ速度，然后通过公式（１）

和（２）计算得到径向各向异性和有效剪切波速度值，

从而获得研究区域的三维径向各向异性和有效剪切

波速度结构．

在构建径向各向异性模型之前，首先定义一个

“卡方”参数 ２ 来表示剪切波速度模型拟合得到的

频散值狆与实测的频散值犱之间的匹配情况：

２ ＝
１

狀∑
狀

犻＝１

（犱犻－狆犻）
２

σ
２

犻

， （３）

其中，狀代表获得的面波频散离散周期的数目，在本

次研究中使用的周期是５～３８ｓ，其中以１ｓ为间

距，所以狀＝３４．其中犱犻和狆犻分别代表各周期（５～

３８ｓ）观测频散值和根据模型计算理论频散值，而σ犻

表示的是各个周期纯路径频散测量的误差． ２ 值越

小表示该速度模型越接近实际的频散数据．类似于

Ｌｕｏ等（２０１２；２０１３）的做法，通过计算Ｏｃｃａｍ反演

纯路径频散与从剪切波反演的速度模型正演频散的

拟合差来近似的评估纯路径频散的误差σ犻，其计算

公式如下：

σ犻 ＝
１

犿∑
犿

犼＝１

（犱犼犻－狆犼犻）槡
２， （４）

其中，犿代表图３中黑色八边形所在区域内网格点

的数目（以０．５°×０．５°来划分网格），犱犼犻代表第犼个

网格点第犻个周期的纯路径频散值，狆犼犻代表第犼个

网格点第犻个周期从剪切波反演的速度模型正演计

算的频散值．图２ｄ显示的是用误差公式计算的瑞利

４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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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和勒夫波在各个周期的纯路径频散误差值．从中

可以看出估算的瑞利波频散测量的误差大致在８～

１８ｍ·ｓ－１之间，这个结果与Ｌｕｏ等（２０１２）所估算

的结果１０～２０ｍ·ｓ
－１比较接近；勒夫波频散测量

的误差在１５～２８ｍ·ｓ
－１之间，可能是因为勒夫波

的信噪比比较低，混合路径频散的数目比较少导致

了其误差比瑞利波要大．

在本次研究中先同时拟合瑞利波和勒夫波频

散，反演得到了一个剪切波速度模型犞′ｓ（如图５（ａ—

ｄ）中的绿色剪切波速度模型所示）．利用前面所获的

图５　（ａ）、（ｂ）、（ｃ）和（ｄ）分别给出（ｅ）中Ａ、Ｂ、Ｃ和Ｄ点的纯路径频散曲线和反演拟合的频散曲线以及反演得到的

剪切波速度模型．（ｅ）用一个单一均匀剪切波速度模型去拟合瑞利波和勒夫波频散所得到的卡方参数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ａ）、（ｂ）、（ｃ）ａｎｄ（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ａｎｄＬｏｖｅｗａｖｅ

（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ｎｅｌ）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ｓｐｅｅｄ（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ｐａｎｅｌ）ａｔｔｈｅｇｒｉｄ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Ａ，Ｂ，ＣａｎｄＤ （ｔｈｅｂｌｕｅ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ｉｎ（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ｎｄｂｌｕ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ａｎｄＬｏｖｅｗａｖｅ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ａｎｄＬｏｖｅｗａｖｅ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Ｖｓｖ

ａｎｄＶｓ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Ｇｒｅｅｎ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ａｎｄＬｏｖｅｗａｖｅ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犞′ｓ（ｉｎｗｈｉｃｈ

犞′ｓ＝犞ｓｈ ＝犞ｓｖ）．（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 ２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ｓｆｉｔｔｏｔｈｅ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ａｎｄＬｏｖｅ

ｗａｖ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ｃｕｒｖｅｓｔｈａ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ａｂｅｓｔｆｉｔｔｉｎｇ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ｗｈｉｃｈ犞′ｓ ＝犞ｓｈ＝犞ｓｖ，ｔｈｅＳｗａｖｅｓｐ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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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利波和勒夫波频散测量误差，求取了在这种反演

情况下的“卡方”参数（如图５ｅ所示）．研究区域内均

值卡方参数为１４．３，这与 Ｍｏｓｃｈｅｔｔｉ等（２０１０ｂ）在美

国西部也是用一个均匀模型去同时拟合瑞利波和勒

夫波频散所得到的卡方参数值１２．２比较接近．总的

来说研究区域内卡方参数的标准方差比较大，从图

５ｅ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在苏北盆地、宁镇矿集区和河

淮盆地等区域，卡方参数都偏大，说明这些区域不能

用一个单一的剪切波速度模型同时很好地拟合瑞利

波和勒夫波频散，也就是说这些区域的各向异性比

较强．而在Ａ点（大别造山带的西部）以及Ｄ点（下

扬子克拉通的中部）的区域，卡方参数比较小，说明

这些地方的各向异性比较弱．

图６显示的是８、１８ｋｍ和２８ｋｍ深度的有效

剪切波速度和径向各向异性值的分布图．８ｋｍ深度

的剪切波速度分布特征与６ｓ的相速度的分布特征

比较类似，在苏北、河淮和江汉盆地等盆地地区表现

为低速特征，而在大别造山带以及下扬子克拉通表

现为高速特征．而从８ｋｍ深度的径向各向异性分

布图中可以看到苏北盆地、江汉盆地、华北克拉通东

南部以及在九瑞矿集区和安庆—贵池矿集区之间都

表现出较大的正径向各向异性．而在１８ｋｍ深度，

剪切波速度比较低的区域刚好对应着径向各向异性

比较弱的地方．２８ｋｍ深度的剪切波速度和径向各

向异性结果显示大别造山带的东部存在一个低速

区，且大的正径向各向异性．同时也注意到研究区域

整个下地壳总的来说都表现为正的各向异性，其中

大别造山带西部以及下扬子板块中部的正各向异性

值相对其他区域比较小．

图７展示的是两条剪切波速度和径向各向异性

剖面图．其中剖面ＡＡ′沿着西南东北走向始于扬子

克拉通、穿过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其中包括九瑞矿集

区、安庆—贵池矿集区、庐枞矿集区以及宁芜矿集区

等）和苏北盆地．从图７ｂ中可以看出整个成矿带基

本上都为正的径向各向异性，其中下地壳正各向异

性值最大，在安庆和阳新—常州断裂之间，也就是九

瑞矿集区和安庆—贵池矿集区之间的整个地壳都表

现出较大的正径向各向异性，同时该区域上地壳速

度偏低，中地壳剪切波速度比较高；苏北盆地显示的

是上地壳和下地壳的径向各向异性值比较大，而中

地壳比较弱，同时其剪切波速度显示其具有一个低

速的上地壳（图７ａ）．而剖面ＢＢ′与成矿带的走向相

垂直，该剖面沿着北西南东方向始于南阳盆地、穿

过大别造山带、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安庆—贵池矿

集区以及下扬子克拉通的中部．在大别造山带的东

部以及安庆贵池矿集区下地壳显示为非常强的正的

径向各向异性（图７ｄ）．

５　讨论

地球介质的径向各向异性特征能够反映地球内

部物质的形变特征．在研究区域的上地壳，一个显著

的特征就是苏北盆地、江汉盆地和华北克拉通东南

部都表现为大的正径向各向异性（＞２％）．其中华北

克拉通东南部所观察到的正径向各向异性与Ｌｕｏ

等（２０１３）的结果一致．然而Ｌｕｏ等 （２０１３）在江汉盆

地却观察到了负的径向各向异性，这与江汉盆地内

正径向各向异性结果不一致．江汉盆地是位于扬子

克拉通中部的白垩新近系盆地，由于在多期不同应

力场背景控制下，其内部产生了多次不同性质和特

点的构造变形（杨攀新等，２００９）．Ｌｕｏ等（２０１３）认为

江汉盆地负的各向异性是由于在早第三纪，其受到

挤压、隆升和剥蚀，形成化石微裂隙和变质面理而导

致的．然而江汉盆地自白垩纪以来基本上都处于拉

张应力环境，其内部地层保存完好，沉积中心还是延

续白垩纪的格局（王必金，２００６），因此我们认为江汉

盆地表现出正的各向异性可能是由于其一直保存着

白垩纪沉积特征．苏北盆地位于下扬子克拉通东北

部，地球物理和钻井资料证实其沉积层厚度约为

１０ｋｍ，其自形成后经历了多期构造运动的改造，然

而其形成和演化的主流观点仍然是“拉张作用”和

“裂谷盆地”，即板块俯冲引起地幔物质上拱，导致地

壳内拉张断陷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其内部的沉

积层主要受伸展拉张的作用力的影响而显示为正的

各向异性（邱海峻等，２００６）．剪切波速度结果显示苏

北盆地和江汉盆地为低速特征，这也是由于它们具

有非常厚的沉积层，同时沉积层在沉积的过程中形

成的平行层理结构通常具有正的各向异性特征，因

此在这两个盆地都观察到了正的径向各向异性而不

是负的径向各向异性．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内部，

也就是九瑞矿集区与安庆—贵池矿集区之间的洪镇

变质核杂岩体，也观察到比较大的正径向各向异性．

该变质核杂岩是在北东南西向的伸展作用下形成

的，其上部是由未变质的沉积盖层所覆盖（Ｚｈ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因此其表现出正的径向各向异性．

径向各向异性结果显示大别造山带中地壳为弱

的正径向各向异性特征．这与Ｌｕｏ等（２０１３）的结果

有一些差别，其结果观察到大别造山带的中地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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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８、１８ｋｍ和２８ｋｍ深度的有效剪切波速度分布（ａ，ｃ，ｅ）和径向各向异性分布（ｂ，ｄ，ｆ）

黑色封闭曲线分别表示河淮、苏北和江汉盆地的范围，黑色方形分别表示九瑞矿集区和安庆—贵池矿集区的位置．

Ｆｉｇ．６　（ａ，ｃ，ｅ）Ｍａｐｓｏｆ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犞ｓａｎｄ（ｂ，ｄ，ｆ）ｒａｄｉ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ａｔｄｅｐｔｈｓｏｆ８，１８ａｎｄ２８ｋｍ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ｃｌｏｓ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Ｈｅｈｕａｉ，Ｓｕｂｅｉａｎｄ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ｂａｓｉ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ｑｕａｒ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ＪｉｕｒｕｉａｎｄＡｎｑｉｎｇＧｕｉｃｈｉｏ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负的径向各向异性，认为这个负的径向各向异性可

能是由于深部岩浆垂直侵入时所产生的有限应力导

致结晶各向异性矿物的垂直排列所引起的．最近对

地壳岩石所进行的岩石物理实验发现，当各向异性

矿物从水平方向排列转到垂向排列的过程中，旋转

角度超过５０°时，才表现为负的径向各向异性，同时

垂直排列所达到最大的负径向各向异性值的绝对值

要小于水平排列所能达到正的径向各向异性值，最

大负径向各向异性值大约为最大正径向各向异性值

的一半，而且最大负径向各向异性大约只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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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图６中ＡＡ′和ＢＢ′剖面的剪切波速度（ａ，ｃ）和径向各向异性结构（ｂ，ｄ）．（ａ）—（ｄ）上的黑色区域表示剖面上的地形

Ｆｉｇ．７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ｃ）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ｔｗｏｌｉｎｅｓＡＡ′ａｎｄＢＢ′，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６．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ｓｐｌｏｔｔｅｄａｂｏｖｅｅａｃ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ｌａｃｋａｒｅａ）

（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然而Ｌｕｏ等（２０１３）在大别造山

带却观察到大约为４％的负径向各向异性值．另外

Ｌｕｏ等（２０１３）给出大别造山带中部一个点（１１５．７°，

３０．８°）的各向异性结果显示该点下方整个地壳都表

现为正径向各向异性特征，然而其周围地区中地壳

却显示为负径向各向异性特征（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Ｆｉｇ．６ａ，６ｂ，７ｄ）．最近叶庆东（２０１４）在大别和苏鲁地

区也进行了背景噪声瑞利波和勒夫波层析成像研

究，发现大别造山带的瑞利波频散和全球标准模型

ＡＫ１３５（Ｋｅｎｎｅｔ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５）的频散相类似，但勒

夫波频散均高于ＡＫ１３５模型计算出的频散，也就是

说大别造山带地壳总体都表现为正的径向各向异

性．大别造山带出露大面积的超高压变质岩，大量的

研究认为这些超高压变质岩是在多阶段俯冲折返过

８９３４



　１２期 欧阳龙斌等：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及邻区地壳剪切波速度结构和径向各向异性

程中形成的（ＥｉｄｅａｎｄＬｉｏｕ，２０００；Ｆａｕｒ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在

深部物质折返剥蚀的过程中，壳内物质会受到深部

岩浆垂直侵入时所产生的有限应力的影响而表现为

负的径向各向异性（Ｍｏｎｔａｇｅｒ，１９９８），然而大别造

山带却表现为弱的正径向各向异性特征．大别造山

带在早白垩纪主要受到伸展作用，造山带内侵位时

间早于１３２Ｍａ的岩体均表现出片麻理化特征，同

时混合岩化片麻岩表现出强烈的构造变形现象，这

些都表明其在早白垩纪可能经历了中下地壳的流变

变形（王勇生等，２０１４）．Ｈｕａｎｇ等（２０１０）在青藏高

原东南缘中下地壳观察到低剪切波速度和正径向各

向异性，认为该特征可能是由于中下地壳的物质的

水平流动变形引起的（ＣｌａｒｋａｎｄＲｏｙｄｅｎ，２０００；

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Ｈａｃｋ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大别造山

带东部的中下地壳显示为低速特征，而具有低速特

征的中下地壳的物质强度比较低，易于发生流变变

形（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因此大别造山带没有显示负

的径向各向异性，而是正的径向各向异性可能是由

于其在造山后发生了中下地壳的流变变形引起的各

向异性矿物近水平排列所导致的．在长江中下游成

矿带的鄂东南和安庆—贵池矿集区可以观察到比较

弱的负径向各向异性（图６ｄ）．这两个矿集区刚好位

于洪镇变质核杂岩体的两侧拆离断层所在的位置

（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燕山期大规模构造岩浆活动，

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形成了一套钙碱性火山岩、火

山碎屑岩，指示该区进入了伸展构造环境（Ｐａｎａｎｄ

Ｄｏｎｇ，１９９９；Ｍ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该成矿带的成矿作

用呈现 “层控”和“多位一体”的规律，脆性上地壳在

伸展背景的区域变形作用下形成张性断裂和相对下

地壳压力较低的区域，来源于深部的岩浆物质会经

过中地壳向上渗透运移，而刚好变质核杂岩体两侧

的拆离断层有利于含矿流体和岩浆的聚集（吕庆田

等，２００７；张岳桥等，２０１２；Ｌü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因此这

两个区域中地壳弱的负径向各向异性可能是由于深

部岩浆向上渗透时所产生的有限应力导致结晶各向

异性矿物的垂直排列所引起的．

在下地壳，径向各向异性结果一个显著特征就

是整个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大别造山带的东部和华

北克拉通东南部都表现为大的正径向各向异性．华

北克拉通东南部中下地壳正各向异性特征与Ｌｕｏ

等 （２０１３）在华北克拉通东南端以及 Ｃｈｅｎｇ等

（２０１３）在东华北克拉通中部的结果都一致，大别造

山带东部下地壳正的各向异性也与Ｌｕｏ等（２０１３）

的结果相同．他们认为华北克拉通的正径向各向异

性可能由于在拉张背景下有限应力引起各向异性矿

物的近水平排列而导致的．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东北

部的ＳＫＳ和ＳＫＫＳ横波分裂各向异性研究表明成

矿带下地壳存在明显的地震各向异性，同时还发现

地震波各向异性总体快波方向在水平向上与成矿带

走向方向大体平行（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径向各向异

性结果不能给出快波方向，但是通过径向各向异性

分析发现整个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下地壳都为大的正

径向各向异性特征．从晚中生代到新生代以来，由于

古太平洋板块的西向俯冲，中国大陆东部受到了广

泛的伸展拉张作用的影响（Ｒ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Ｗ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中国东部发育的同时代的拉张型盆地

和正断层也都认为是在该伸展构造背景下形成的

（Ｍｅｎｇ，２００３；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ｂ）．同样的在其他伸

展构造区域，比如美国西部的盆山地区，Ｍｏｓｃｈｅｔｔｉ

等（２０１０ｂ）也观察都了比较大的正径向各向异性．

实验测量和数值计算发现中下地壳的地震各向异性

是由于岩石韧性变形所引起的，主要由云母和角闪

石等主要矿物的晶格优势排列所决定（Ｗｅｉｓｓ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ＮｉｓｈｉｚａｗａａｎｄＹｏｓｈｉｔｎｏ，２００１）．长江中

下游成矿带在伸展拉张的构造作用力下，上涌产生

的幔源玄武质熔融物侵入到壳幔边界附近的下地壳

底部形成低侵作用，然后引起下地壳熔融并沿着成

矿带走向水平流动导致矿物晶体定向排列（Ｓｈ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张永谦等，２０１４）．因此下地壳的地震各

向异性矿物的晶格优势水平排列不仅导致了长江中

下游成矿带总体快波方向在水平向上与成矿带走向

方向大体平行，同时还导致了整个成矿带下方正的

径向各向异性结果．

６　结论

本次研究首先通过背景噪声层析成像方法获得

了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及其邻区的瑞利波和勒夫波相

速度，在短周期瑞利波和勒夫波的相速度分布都与

地表构造单元吻合较好，低速异常区与沉积层分布

有良好的对应性，包括苏北盆地、河淮盆地、江汉盆

地等区域，速度都比较低；面波速度高的区域主要集

中在山地，包括大别—苏鲁造山带和扬子克拉通的

中东部，这些区域由于沉积层很薄，基岩出露，所以

短周期呈现高速分布．然后构建了该区域的地壳三

维剪切波速度以及径向各向异性模型．在上地壳，苏

北盆地、江汉盆地和华北克拉通东南部都表现为正

９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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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各向异性，它们都具有非常厚的沉积层，江汉盆

地一直保存着白垩纪沉积特征，苏北盆地由于其内

部的沉积层受到了伸展拉张的作用力的影响而具有

水平的层状结构，这些区域的正各向异性可能是由

于浅部沉积层的平行层理结构．在中下地壳，大别造

山带没有显示负的径向各向异性，而是正的径向各

向异性和低速特征可能是由于其在造山后发生了中

下地壳的流变变形引起的各向异性矿物近水平排列

所导致的．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鄂东南和安庆—贵

池矿集区中地壳的弱的负径向各向异性可能是由于

深部岩浆向上渗透时所产生的有限应力导致结晶各

向异性矿物的垂直排列所引起的．整个长江中下游

成矿带下地壳都表现出正径向各向异性可能是由于

在伸展拉张的构造作用力下，上涌的幔源岩浆在下

地壳发生熔融并沿着成矿带走向水平流动导致地震

各向异性矿物的晶格优势水平排列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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