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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构造带北段上地幔各向异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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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布设在南北构造带北段的中国地震科学探测台阵项目二期６７４个宽频带流动台站和鄂尔多斯台阵２１个

宽频带流动台站记录的远震ＸＫＳ（ＳＫＳ、ＳＫＫＳ和ＰＫＳ）波形资料作偏振分析，采用最小切向能量的网格搜索法和

“叠加”分析方法求得每一个台站的ＸＫＳ波的快波偏振方向和快、慢波的时间延迟，并结合该区域出版的１２２个固

定台站的分裂结果，获得了南北构造带北段上地幔各向异性图像．快波方向分布显示青藏高原东北缘、阿拉善块体

和鄂尔多斯块体西缘的快波方向主要表现为ＮＷ—ＳＥ方向，秦岭造山带的快波方向为近Ｅ—Ｗ 方向，鄂尔多斯块

体内部的快波方向在北部为近Ｎ—Ｓ方向，南部表现为近Ｅ—Ｗ方向．时间延迟分布来看，鄂尔多斯块体的时间延

迟不仅明显小于其周缘地区，而且小于其他构造单元，特别是在高原东北缘、阿拉善块体和鄂尔多斯块体的交汇地

区的时间延迟很大，反映了构造稳定单元的时间延迟小于构造活跃单元．通过比较快波方向的横波分裂测量值与

地表变形场模拟的预测值，并结合研究区地质构造和岩石圈结构特征分析表明，在青藏高原东北缘、阿拉善块体和

鄂尔多斯块体西缘各向异性主要由岩石圈变形引起，地表变形与地幔变形一致，地壳耦合于地幔，是一种垂直连贯

变形模式；秦岭造山带的各向异性不仅来自于岩石圈，而且其岩石圈板块驱动的软流圈地幔流作用不可忽视；鄂尔

多斯块体内部深浅变形不一致，具有弱的各向异性、厚的岩石圈和构造稳定的特征，我们认为其各向异性可能保留

了古老克拉通的“化石”各向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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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ｌｘａｂｌｏｃｋａｎｄＯｒｄｏｓｂｌｏｃｋｉｓ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ａｎ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ｙ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ｓ．Ｔｈｉｓｉｍｐｌｉｅｓ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ｅｌａｙ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ｂｌｅｕｎｉｔｓｉ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ｅｕｎｉ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ａｓｔｗａｖ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ｆａｓｔａｘｉ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ｔｌ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ｌｘａ

ｂｌｏｃｋ，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ｌｏｃｋ，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ｉｓ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ｍａｎｔｌｅ．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ｐｌａｙｓａｍａｊｏｒ

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ｌｉｎｇｏｒｏｇｅｎ，ｂｏｔｈ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ｍａｎｔｌｅａｎｄ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ａｎｔｌｅ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Ｏｒｄｏｓ

ｂｌｏｃｋ，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ｗｅａｋ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ａｎｄｔｈｉｃｋ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ｅｐ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ｂｌｅＯｒｄｏｓｂｌｏｃｋ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ｆｏｓｓｉ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ｆｒｏｚｅｎｉｎ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ＮＣＣ．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ａｎｔｌｅｆｌｏｗ

１　引言

南北构造带，也被称为南北地震带，它地处中国

大陆中部，是一条重要的近Ｎ—Ｓ经向地质、地貌分

界线和大地构造过渡带，其为跨越和联合了多个性

质不同的构造单元复合构造带，带内构造复杂，强震

活动频繁（李善邦，１９５７；李四光，１９５９；马杏垣，

６３０４



　１１期 常利军等：南北构造带北段上地幔各向异性特征

１９８９；葛肖虹等，２００９）．南北构造带北段位于青藏

高原东北缘，这里为华北克拉通西部的鄂尔多斯块

体和阿拉善块体与青藏高原东北缘相互作用的地

区．地球上，陆陆碰撞的造山过程最壮观的表现是

由大约５０Ｍａ开始的印度欧亚板块碰撞所形成的

青藏高原．碰撞导致了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地壳增

厚及其侧向逃逸（Ｍｏｌｎａｒａｎｄ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１９７５；

Ｒｏｙｄ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ＤｅｗｅｙａｎｄＢｕｒｋｅ，１９７３）．青

藏高原东北缘是高原物质挤出的一个重要通道，这

里强烈的造山运动和大型走滑断裂活动使得青藏高

原东北缘、鄂尔多斯块体和阿拉善块体交界带强震

频发．据我国历史地震记载，该区域发生了我国１／３

的８级以上大地震，如１６５４年天水８级地震，１７３９

年平罗８级地震，１８７９年武都８级地震，１９２０年海

原８．５级地震，１９２７年古浪８级地震（图１）．通过分

析南北构造带北段地壳和上地幔变形特征对理解这

一由多个构造单元组成的复合构造带形成的动力学

过程和强震孕育的动力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地震各向异性是地球内部物质的一个基本属

性．上地幔各向异性一般被认为是由于应变作用下

地幔物质变形导致橄榄岩中晶格的优势取向（ＬＰＯ）

所引起的．由于各向异性和应变密切相关，各向异性

反映了深部构造的变形和动力过程．横波分裂现象

作为各向异性在地震波记录中最明显的表现形式，

两个分裂参数：快波偏振方向和快、慢波的时间延迟

分别反映了地幔变形的方向和强度（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

Ｃｈａｎ，１９９１）．因此，远震横波分裂测量获得的地幔

各向异性参数是揭示地幔变形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之

一，可以用来探讨高原隆升机制和各个构造单元相

互作用的动力学特征（丁志峰和曾融生，１９９６；高

原和滕吉文，２００５）．有关南北构造带北段的各向异

性研究一直受到地学工作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在青

藏高原东北缘和鄂尔多斯块体利用横波分裂分析该

区域的上地幔各向异性特征（常利军等，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马禾青等，２０１０；李永华等，

２０１０；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张洪双等，２０１３；王琼等，

２０１３；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然而，由于以前该区域的

宽频带固定地震台站数量较少，而且分布不均，特别

是阿拉善块体、鄂尔多斯块体内部．因此，对该区域

的各向异性特征很难从整体上来详细分析．近期，中

国地震科学探测台阵（ＣｈｉｎＡｒｒａｙ）项目顺利实施，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由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牵头的中国地震科学探测台阵———南北地震带北段

项目在研究区布设了６７４个宽频带流动地震台站，

再加上我们在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１年期间开展的鄂尔多

斯地震台阵（ＯｒｄｏｓＡｒｒａｙ）的２１个宽频带流动地震

台站（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在研究区形成了密集且

分布均匀的大型地震科学探测台阵（图１），使得我

们能够对该区域的上地幔各向异性特征进行进一步

全面和详细的分析，并讨论其动力学含义．

地球科学家对高原隆升提出了多种解释模型．

例如，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等（１９８２）提出了“挤出说”或“逃

逸说”的运动学模式，Ｅｎｇｌａｎｄ和 Ｈｏｕｓｅｍａｎ（１９８６）

提出了“连续变形”的动力学模式，还有一些学者提

出了下地壳塑性流动说（Ｒｏｙｄ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即

通道流（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ｌｏｗ）模型．每个模型都试图解释高

原变形隆升的性质．然而，如何理解岩石圈地幔在造

山过程中的作用却仍然是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直

接测量实际的地幔变形并表征它与地壳变形的关

系，这将构成理解地幔变形作用在造山增长原因的

基本手段．当前，这样的求值方法可以通过联合分析

地表变形数据和地幔各向异性来获得（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

Ｈｏｌｔ，２００２；Ｆｌｅｓ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本文联合南北构造带北段ＧＰＳ

观测的地表变形数据和由密集的宽频带地震台阵得

到的横波分裂测量反映的地幔变形数据分析了高原

东北缘、阿拉善块体和鄂尔多斯块体的岩石圈变形

耦合程度和动力学含义．

２　横波分裂测量

地震资料来自于中国地震科学探测台阵———南

北地震带北段项目（“喜马拉雅”项目二期）布设的

６７４个宽频带流动地震台站（观测时间为２０１３年到

２０１５年，地震计为ＣＭＧ３ＥＳＰ，频带范围为５０Ｈｚ～

６０ｓ），２１个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布

设在鄂尔多斯地震台阵的宽频带流动地震台站（观

测时间为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１年，地震计为ＣＭＧ３ＥＳＰ，

频带范围为５０Ｈｚ～６０ｓ），总计６９５个台站记录的

远震波形资料（图１）．在远震横波分裂测量中，基于

中国地震台网（ＣＳＮ）地震目录，选取震中距范围

８５°～１３５°，震级犕Ｓ＞５．８，震相清晰的 ＸＫＳ（ＳＫＳ、

ＳＫＫＳ和ＰＫＳ）波形资料．

对选取的远震ＸＫＳ波形记录，我们采用最小切

向能量的网格搜索方法（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Ｃｈａｎ，１９９１）和

“叠加”处理（Ｗｏｌｆｅ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８）来测量每一个

台站的横波分裂参数，解的误差估计用９５％的置信

度．数据预处理采用带通滤波（０．０３～０．５Ｈｚ），为

７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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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南北构造带及邻区构造简图（据任纪舜等，１９８０）和台站分布图

图中红色方框为研究区，红色三角形为中国地震科学探测台阵（ＣｈｉｎＡｒｒａｙ）的台站，黑色正方形为鄂尔多斯地震台阵（ＯｒｄｏｓＡｒｒａｙ）的台站，

研究区主要断裂为：Ｆ１青铜峡—固原断裂；Ｆ２海源断裂；Ｆ３东昆仑断裂；Ｆ４龙门山断裂．虚线为块体边界．绿色圆圈为１９７０年以来５级以

上地震，黑色实心圆为８级以上历史地震．蓝色箭头代表ＧＰＳ测量的地表运动速度场（Ｇ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插图ａ为本文选取的远震事件分

布图，黑色圆圈是为中国地震科学探测台阵（ＣｈｉｎＡｒｒａｙ）选取的７２个远震事件，红色圆圈是为鄂尔多斯地震台阵（ＯｒｄｏｓＡｒｒａｙ）选取的６１个

远震事件．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ｍａｊｏ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ｅｌｔ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Ｒ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０），

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ｉｓｓｈｏｗｎｂｙｔｈｅｒｅｄｓｑｕａｒｅ．Ｒ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ｓｑｕａｒ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ｒｒａｙａｎｄＯｒｄｏｓＡｒｒａ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ｍａｊｏｒｆａｕｌｔｓ．Ｆ１：ＱｉｎｇｔｏｎｇｘｉａＧｕ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Ｆ２：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Ｆ３：ＥａｓｔＫｕｎｌｕｎＦａｕｌｔ；Ｆ４：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

Ｆａｕｌｔ．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ｌｏｃｋｓ．Ｇｒｅｅｎｃｉｒｃｌｅｓｓｈｏｗ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犕＞５ｓｉｎｃｅ１９７０ｓ．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ｍａｒｋ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犕≥８．Ｂｌｕｅａｒｒｏｗ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ＧＰ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ｂｌｅ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Ｇ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Ｉｎｓｅｔ（ａ）ｓｈｏｗｓ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ｏｆｅｖｅｎｔ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ｒｅｄｄｏｔ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７２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６１ｅｖｅｎｔ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ｒｒａｙ

ａｎｄＯｒｄｏｓＡｒｒａ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了确保测量结果的正确，每次横波分裂测量过程

严格按照下面标准去检验：（１）选取的 ＸＫＳ波在

旋转到径向和切向坐标轴上，切向分量要明显，且

质点运动图为椭圆，以表明横波具有明显的分裂

特征；（２）通过横波分裂分析测量得到横波分裂参

数，在进行各向异性校正后，横波旋转到径向和切

向坐标轴上，切向分量变得很小，且质点运动图为

近似直线；（３）各向异性校正前的快、慢波之间有

明显的到时差，且质点运动图为椭圆；（４）校正后

的快、慢波之间的到时差变得很小，且质点运动图

近似为直线．图２显示了对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２日１１

时０７分汤加群岛 犕Ｗ６．０地震在５３００４台的记录

８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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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ＳＫＳ波分裂分析示例

（ａ）原始的径向和切向上的波形和质点运动图；（ｂ）经过各向异性校正后的径向和切向上的波形和质点运动图；（ｃ）原始ＳＫＳ震

相转到快波和慢波轴方向的波形和质点运动图；（ｄ）经过各向异性校正后ＳＫＳ震相在快波和慢波轴方向的波形和质点运动图；

（ｅ）切向能量等值线图，星号处对应了最佳的分裂参数．

Ｆｉｇ．２　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ａｎＳＫＳｅｖｅｎｔ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５３００４

（ａ）Ｒａｄｉａｌａｎｄ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ｂ）Ｒａｄｉａｌａｎｄ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ｈｅ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ｓ

ｒｅｍｏｖｅｄ；（ｃ）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Ｆｉｇ．２ａｒｏｔ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ｆａｓｔａｎｄｓｌｏ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ｄ）Ｆａｓｔａｎｄｓｈｉｆｔｅｄｓｌｏｗ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ｏｔｉｏｎｉｓｓｈｏｗｎ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ｏｆｅａｃｈ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Ｂｌａｃｋａｓｔｅｒｉｓｋ

ｉ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所作的ＳＫＳ波分裂分析．图３显示了６４００８台从３

个远震事件（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０日２１时１７分犕Ｗ６．０；

２０１５年５月３０日１７时１８分犕Ｗ５．９；２０１５年６

月２５日１８时４５分 犕Ｗ６．０）获得的ＳＫＳ波分裂

分析结果（图３ａ、图３ｂ和图３ｃ）与使用“叠加”处

理后结果（图３ｄ）的比较，这３个分裂参数误差较

大的事件，经过叠加之后最终分裂参数的误差明

显减小．

９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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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６４００８台单个远震事件ＳＫＳ波分裂分析的切向能量等值线图（ａ）、（ｂ）和

（ｃ）以及由这三个事件叠加得到的切向能量等值线图（ｄ）

图中星号表示最佳分裂参数的位置．

Ｆｉｇ．３　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ｏｆＳＫＳ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ｅｎｔｓ（ａ），（ｂ），

ａｎｄ（ｃ），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ｃｋｅｄ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ｄ）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６４００８

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ｉｓｋ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ａｉｒ．

３　横波分裂测量结果和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我们测量了南北构造带北段

６９５个宽频带流动地震台记录的远震ＸＫＳ波形，得

到了每个台站的横波分裂参数．由于地震台阵位于

中国西部，整体背景噪声较低，数据记录的整体质量

较好，２年多的观测时间，获得的可用于分裂分析的

远震事件较多，并且单个事件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

“叠加”分析处理，因而绝大多数的流动台站的分裂

测量质量比较好．总体上，绝大多数的台站经过“叠

加”分析处理后，其快波方向的误差小于１０°，快、慢

波的时间延迟小于０．２ｓ．根据每个台站得到的各向

异性参数离散性分析，没有大的离散，没有表现出随

事件反方位角规律性的变化，体现了单层各向异性

特征．

基于南北构造带北段６９５个流动台站测量的横

波分裂参数结果，并结合我们以前在该区域获得的

１２２个固定台站分裂结果（常利军等，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我们用这８１７个台站的分裂数

据绘制了南北构造带北段目前最全面的上地幔各向

异性图像（图４和图５）．从图１中看，流动台站的结

果与其邻近的固定台站结果一致，密集和均匀的台

站分布展现了其面状分布的特征．从快波方向分布

来看（图４），青藏高原东北缘、阿拉善块体和鄂尔多

斯块体西缘的快波方向主要表现为ＮＷ—ＳＥ方向，

位于鄂尔多斯块体南缘的秦岭造山带的快波方向为

近Ｅ—Ｗ方向，鄂尔多斯块体内部的快波方向在北

部为近 Ｎ—Ｓ方向，南部表现为近Ｅ—Ｗ 方向．从

快、慢波的时间延迟分布来看（图５），鄂尔多斯块体

的时间延迟不仅明显小于其周缘地区，而且小于其

他构造单元．特别是在高原东北缘、阿拉善块体和鄂

０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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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南北构造带北段各台站ＸＫＳ波分裂测量结果

红色直线段为流动台阵的结果，蓝色直线段为以前固定台站的结果（常利军等，２００８，２０１１；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线段的方向表示快波方向，线段的长度表示时间延迟的大小．黑色粗箭头为绝对板块运动（ＡＰＭ）方向．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ＸＫＳ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ｅｌｔ

Ｒｅｄｂａｒｓａｎｄｂｌｕｅｂａ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ｂ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ｆａｓｔ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ｄｅｌａｙｔｉｍ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ｌａｃｋｔｈｉｃｋａｒｒｏｗｈｅａ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ｐｌａ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ＰＭ）．

尔多斯块体的交汇地区的时间延迟很大，其平均时

间延迟达１．３ｓ，而鄂尔多斯块体内部时间延迟平均

值仅为０．６ｓ．与鄂尔多斯块体同属华北克拉通西部

块体的阿拉善块体其平均时间延迟约１ｓ，也明显大

于鄂尔多斯块体．整体来看，构造活跃地区的时间延

迟明显大于构造稳定地区，特别是图５中时间延迟

分布最大的区域对应了研究区内８级以上强震的

分布．

４　联合分析地表变形场和横波分裂

数据

ＸＫＳ波分裂测量的各向异性快波偏振方向代

表了地幔橄榄岩有限应变引起的晶格优势取向

（ＬＰＯ）（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Ｃｈａｎ，１９９１）．因此，快波方向φ
平行于构造应力作用下橄榄岩的ａ轴．实验室研究

显示，在缺少部分熔融或富含水的情况下，对于 Ａ

型的ＬＰＯ，在简单剪切变形中，橄榄岩的ａ轴平行

于有限应变的最大剪切方向（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Ｋａｒａｔｏ，

１９９５）；在纯剪切变形中，Ａ型橄榄岩的ａ轴平行于

有限应变的拉张方向（Ｎｉｃｏｌ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７３）．

由于简单剪切下，地表瞬时最大剪切方向与有

限应变最大剪切方向平行；纯剪切下，地表瞬时最大

剪切方向与有限应变最大伸展方向平行．与有限应

变对应的快波方向将平行于地表应变瞬时最大剪切

（伸展）方向．因此，在简单剪切和纯剪切假设下，有

限应变引起的快波方向φ分别平行于简单剪切下的

地表瞬时最大剪切方向和纯剪切下的地表瞬时最大

伸展方向．所以，我们可以由ＧＰＳ和断裂第四纪滑

动速率测量数据确定的地表运动学模型来计算最大

剪切和伸展方向，并和地幔各向异性的快波方向的

对比分析来评估南北构造带北段的垂直连贯变形

１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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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南北构造带北段快、慢波时间延迟和８级以上地震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ｌａｙ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ｍｅｇａ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ｅｌｔ

程度．

根据岩石圈变形模式分析方法（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Ｈｏｌｔ，

２００２；Ｆｌｅｓ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Ｃ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我们联合分析了６９５个新得到的和１２２

个以前得到的横波分裂结果（常利军等，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ＧＰＳ和断裂第四纪滑动速率数

据．基于８１７个台站的横波分裂测量结果，得到了南

北构造带北段横波分裂参数１°×１°网格平均结果

（图６），作为表征地幔变形场的数据．为了得到由地

表变形场预测的地幔各向异性，我们利用Ｃｈａｎｇ等

（２０１５）基于出版的ＧＰＳ和断裂第四纪滑动速率数

据得到的地表连续变形场（速度场和应变率场）预

测了每个测点分别称为左旋简单剪切、右旋简单剪

切和纯剪切的φｌｓｓ，φｒｓｓ和φｐｓ．为了判定每个测点的

岩石圈变形模式，我们引入了运动学涡度 犠 
犽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１９７９；ＦｏｓｓｅｎａｎｄＴｉｋｏｆｆ，１９９３），并计

算了每个测点的犠

犽
（图６）．犠

犽 ＝＋１（－１）和犠

犽 ＝

０分别表示左旋（右旋）简单剪切变形和纯剪切变形

（ＫａｍｉｎｓｋｉａｎｄＲｉｂｅ，２００２）．对于犠 
犽 ＝±０．５时，

同时给出了纯剪切和简单剪切下的预测的快波方向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１９７９）．

图６显示了南北构造带北段ＸＫＳ波分裂测量

的１°×１°网格平均快波方向φ与地表变形场预测的

快波方向φｃ比较，并且给出了每一个测点的运动学

涡度犠

犽 ．除鄂尔多斯块体内部的横波分裂测量的

快波方向φ与由地表运动场预测的快波方向φｃ 之

间的角度差较大（绝大部分测点的角度差大于

３０°），青藏高原东北缘、阿拉善块体、鄂尔多斯周缘

和秦岭造山带测量的快波方向φ很好地对应了由地

表运动场预测的快波方向φｃ．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的

东南部，绝大部分测点的φ可以被φｃ＝φｌｓｓ成功地预

测，岩石圈变形模式主要表现为是左旋简单剪切变

形；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的西北部，绝大部分测点的φ
可以被φｃ＝φｐｓ成功地预测，岩石圈变形模式主要表

现为是纯剪切变形；在阿拉善块体和鄂尔多斯块体

西缘，大部分测点的φ可以被φｃ＝φｐｓ成功地预测，

岩石圈变形模式表现为是纯剪切变形，但在阿拉善

块体中部的部分测点的φ可以被φｃ＝φｒｓｓ成功地预

测，岩石圈变形模式表现为是右旋剪切变形；鄂尔多

斯南缘的秦岭造山带北部至渭河地堑，φ被φｃ＝φｌｓｓ

成功地预测，岩石圈变形模式主要表现为是左旋简

单剪切变形；秦岭造山带南部的φ可以被φｃ＝φｐｓ成

功地预测，岩石圈变形模式表现为是纯剪切变形；在

鄂尔多斯块体内部，绝大部分测点的φ不能被φｃ＝

φｌｓｓ，φｃ＝φｒｓｓ和φｃ＝φｐｓ其中的任何一种模式成功地

预测，岩石圈变形模式表现复杂．

２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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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横波分裂测量的１°×１°网格平均快波方向φ

与地表变形场预测的快波方向φｃ比较

基于运动学涡度犠
犽 确定了每个测点的预测的快波方向φｃ，即

φｃ＝φｌｓｓ（最大左旋简单剪切方向，红色线段），φｃ＝φｒｓｓ（最大右

旋简单剪切方向，黄色线段），φｃ＝φｐｓ（纯剪切的最大拉伸方向，

绿色线段）．对于犠
犽 ＝±０．５的测点，图中还同时显示了纯剪切

和简单剪切下的预测的快波方向．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１°ｇｒｉ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ａｓｔｗａ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ｆａｓｔａｘｉ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φｃ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ｅ，犠
犽 （ｓｅｅａｂｏｖｅ）ａｔｅａｃｈ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φｃ＝φｌｓｓ（ｌｅｆ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ｉｍｐｌｅ

ｓｈｅａｒ，ｒｅｄ），φｃ＝φｒｓｓ（ｒｉｇｈ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ｉｍｐｌｅｓｈｅａｒ，ｙｅｌｌｏｗ），ｏｒ

φｃ＝φｐｓ（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ｐｕｒｅｓｈｅａｒ，ｇｒｅｅｎ）．Ｆｏｒ犠

犽 ＝±０．５，

ｂｏｔｈｐｕｒｅｓｈｅａｒ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ｅｓｈｅａ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ｆａｓｔａｘｉｓａｒ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５　讨论与结论

５．１　各向异性层的分布

ＸＫＳ波分裂反映了横波从核幔边界到接收台

站整个传播路径上的综合效应，其横向分辨率很高，

但垂直分辨较差，各向异性层可能存在于地壳、上地

幔岩石圈、岩石圈下的软流圈，以及下地幔的任何地

方，但实际上更接近于上部．同一事件在相近台站观

测到差异较大的ＸＫＳ波分裂结果，例如鄂尔多斯块

体内部和西缘相邻的一些台站间的距离只有几十公

里，这些台站下同一事件ＸＫＳ波射线在深部几乎沿

同一路径传播，只是到接近接收台站才分开，如果各

向异性层来自深部，那么结果应该相同，但事实上它

们的分裂参数相差很大，说明各向异性层不可能来

自深的下地幔．另外，同一台站从不同方位入射的

ＸＫＳ波的路径在浅部基本相同，在地幔深部不同，

如果各向异性介质存在于下地幔，则同一台站下不

同方位到的ＸＫＳ波应是不同地区深部各向异性介

质的影响，结果应有很大的差异，显然与我们的观测

结果不符，从这一方面也说明各向异性层主要分布

在上地幔及其以上范围．关于地壳各向异性的约束，

全球平均尺度的地壳各向异性约０．２ｓ（Ｓｉｌｖｅｒ，

１９９６）．尽管研究区的地壳厚度相对较厚（从鄂尔多

斯块体和阿拉善块体约为４０ｋｍ逐步过渡到青藏

高原约为６０ｋｍ）（Ｔｉａｎ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在青藏高原东北缘，Ｈｅｒｑｕｅｌ等（１９９５）

通过 Ｍｏｈｏ界面的Ｐｓ转换波得到的地壳各向异性

研究结果为０．２～０．３ｓ．常利军等（２０１０）、马禾青等

（２０１１）和郭桂红等（２０１５）通过近垂直入射的直达Ｓ

波在青藏高原东北缘和鄂尔多斯块体西缘估算的地

壳各向异性延迟时间为 ０．１～０．３ｓ．Ｗａｎｇ等

（２０１６）利用接收函数波形提取了青藏高原东北缘少

量台站的地壳各向异性，得到局部地区地壳可以产

生０．３６～１．０６ｓ的时间延迟，与该区其他结果相差

较大，可能这种影响是局部的．综合考虑研究区的地

壳各向异性产生的分裂延迟平均值约为０．２ｓ，因

此，南北构造带北段各向异性层主要来自于上地幔，

地壳各向异性对ＸＫＳ波分裂影响较小．

南北构造带北段的各向异性可能来自岩石圈，

也可能来自软流圈，下面的论述将提供一些约束．在

研究区，秦岭造山带的岩石圈厚度约为１１０ｋｍ，鄂

尔多斯块体约为１５０ｋｍ，青藏高原东北缘和阿拉善

块体约为１７０ｋｍ（ＡｎａｎｄＳｈｉ，２００６）．假设大陆岩

石圈地幔的各向异性度为４％（Ｍａｉｎｐｒｉｃｅ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

１９９３），１ｓ的分裂时间延迟估算的各向异性层厚度

约为１１０ｋｍ．秦岭造山带的平均时间延迟为１．２ｓ，

去除地壳各向异性影响造成的０．２ｓ时间延迟后，

需要１１０ｋｍ的地幔岩石圈对应１．０ｓ的时间延迟，

而减去５０ｋｍ厚的地壳后，秦岭地幔岩石圈厚度只

有６０ｋｍ，说明秦岭造山带下的各向异性来自于岩

石圈和软流圈的综合效应．青藏高原东北缘，其平均

时间延迟从西北部约１ｓ增加到东南部约１．３ｓ，需

要从西北部的９０ｋｍ到东南部１２０ｋｍ厚度的地幔

岩石圈产生０．８ｓ到１．１ｓ的分裂时间延迟，高原东

北缘的地幔岩石圈厚度约为１１０ｋｍ，因此，高原东

北缘的各向异性主要来自岩石圈．阿拉善块体的平

３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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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时间延迟为１ｓ，其１２０ｋｍ厚的地幔岩石圈足以

产生地幔内０．８ｓ的分裂时间延迟．鄂尔多斯块体

的平均时间延迟为０．６ｓ，其１１０ｋｍ厚的地幔岩石

圈也足以产生地幔内０．４ｓ的分裂时间延迟．通过

一阶Ｆｒｅｓｎｅｌ带（ＡｌｓｉｎａａｎｄＳｎｉｅｄｅｒ，１９９５）的推断，

研究区各向异性层主要分布在５０～１７０ｋｍ之间．

综上所述，南北构造带北段除秦岭造山带的各向异

性层主要来自于上地幔岩石圈和软流圈外，其他构

造单元的各向异性主要位于上地幔岩石圈．

５．２　各向异性成因

青藏高原东北缘测量的ＮＷ—ＳＥ方向快波方

向φ不仅平行于大型断裂和造山带的构造走向，而

且与地表变形场预测的快波方向φｃ一致（图６），说

明其地表变形场和地幔变形场一致，地壳强烈地耦

合于岩石圈地幔，符合岩石圈垂直连贯变形特征．青

藏高原东北缘的东南部测量的快波方向φ平行于预

测的快波方向φｌｓｓ，很好地对应了该区域内发育的左

旋走滑断裂，例如，在左旋走滑的海原断裂和东昆仑

断裂附近，运动学涡度犠 
犽 ～１，体现了左旋简单剪

切变形模式，这说明地表断裂的左旋简单变形影响

到高原的壳幔变形．青藏高原东北缘的西北部测量

的快波方向φ平行于预测的快波方向φｐｓ，运动学涡

度犠

犽 ～０，体现了纯剪切变形模式．青藏高原东北

缘的西北部为祁连造山带，其为双向逆冲断裂系所

夹持的挤出体（许志琴等，１９９９），南北两侧地块均

俯冲到祁连山下．祁连造山带受到强烈的ＮＥ—ＳＷ

方向的挤压作用，岩石圈发生了ＮＷ—ＳＥ方向的伸

展变形，从而产生了ＮＷ—ＳＥ方向观测到的快波方

向．这种岩石圈变形模式的变化可能与青藏高原受

到印度板块挤压地壳和岩石圈增厚有关（Ｋｏｓａｒｅｖ

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在阿拉善块体和鄂尔多斯西缘大部分区域测量

的ＮＷ—ＳＥ方向快波方向φ平行于预测的快波方

向φｐｓ，运动学涡度犠

犽 ～０，与青藏高原东北缘西北

部的祁连造山带一样，体现了纯剪切变形模式．印度

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的陆陆碰撞造就了世界上海拔

最高的青藏高原，其碰撞作用影响了从青藏高原、天

山造山带，一直到贝加尔裂谷数千公里的区域（Ｙｉ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因此，高原受到的ＮＥ—ＳＷ方向的挤

压作用可能跨越了高原东北缘，使与高原相邻的阿

拉善块体和鄂尔多斯块体西缘岩石圈主要沿ＮＷ—

ＳＥ方向发生了伸展变形，产生了 ＮＷ—ＳＥ方向观

测到的快波方向．在阿拉善块体中部的部分区域测

量的ＮＷ—ＳＥ方向快波方向φ平行于预测的快波

方向φｒｓｓ，运动学涡度犠

犽 ～－１，体现了右旋简单剪

切变形模式，表现出与周边不同的变形模式，由于该

区为厚沉积层覆盖的沙漠地带，目前对其断裂特征

研究不够，有待进一步研究．在阿拉善块体和鄂尔多

斯块体西缘测量的ＮＷ—ＳＥ方向快波方向φ与地

表变形场预测的快波方向φｃ是一致的，也说明其地

表变形场和地幔变形场一致，地壳强烈地耦合于岩

石圈地幔，符合岩石圈垂直连贯变形特征．

在鄂尔多斯块体南缘，秦岭造山带北部至渭河

地堑测量的近Ｅ—Ｗ 方向的快波方向φ平行于预

测的快波方向φｌｓｓ，运动学涡度犠

犽 ～１，体现了左旋

简单剪切变形模式，很好地对应了驱动鄂尔多斯块

体逆时旋转的左旋走滑断裂（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该区域与青藏高原东北缘东南部相连，二者的岩石

圈壳幔变形模式都表现为左旋简单剪切变形．秦岭

造山带南部测量的近Ｅ—Ｗ 方向的快波方向φ平行

于预测的快波方向φｐｓ，运动学涡度犠

犽 ～０，体现了

纯剪切变形模式．秦岭造山带是华北块体与华南块

体的碰撞缝合带，受到Ｎ—Ｓ方向挤压作用，使得从

地壳到岩石圈地幔沿Ｅ—Ｗ 方向发生了伸展变形，

产生了秦岭造山带南部近Ｅ—Ｗ 方向的快波方向．

秦岭造山带测量的近Ｅ—Ｗ 方向的快波方向φ不

仅平行于由地表变形场预测的快波方向φｃ，而且与

造山带的构造走向一致，说明其地壳和岩石圈地幔

的变形一致，地壳强烈地耦合于岩石圈地幔，符合岩

石圈垂直连贯变形特征．但是在秦岭造山带，相对较

薄的岩石圈（约１１０ｋｍ）不足以产生较大的横波分

裂时间延迟（平均值为１．２ｓ），岩石圈下的软流圈贡

献了部分的各向异性．秦岭造山带快波方向与由

ＨＳ３ＮＵＶＥＬ１ａ模型（Ｇｒｉｐｐａｎｄ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２）求

取相对于热点参考系的绝对板块运动（ＡＰＭ）（图４）

的方向一致，反映了其岩石圈下地幔流对产生较强

的各向异性有着重要的作用（Ｖｉｎｎｉ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２）．

Ｐ波层析成像显示鄂尔多斯块体和四川块体下方的

高速异常超过３００ｋｍ，在秦岭造山带下１００～３００

ｋｍ内是低速的（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６），这预示了

青藏高原物质运移在鄂尔多斯块体和四川盆地这两

个刚性块体间的秦岭造山带下可能存在一个软流圈

地幔流通道．在秦岭造山带，地幔流被上覆岩石圈板

块直接驱动，产生了与上覆岩石圈板块运动方向相

同的地幔流，从而使得上地幔中橄榄岩的晶格排列

方向平行于近Ｅ—Ｗ 方向流动的地幔流，产生了近

Ｅ—Ｗ方向的快波方向．因此，秦岭造山带的各向异

性由上地幔近Ｅ—Ｗ 方向的岩石圈垂直连贯变形

４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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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覆岩石圈板块直接驱动的软流圈地幔流共同导

致的．

在鄂尔多斯块体内部，绝大部分测点的φ不能

被φｃ成功地预测（图６），岩石圈变形模式表现复

杂，并且其时间延迟相对于其他构造单元很小，平均

值只有０．６ｓ，表现出弱的各向异性特征，反映了鄂

尔多斯块体内部的刚性特性．鄂尔多斯块体位于华

北克拉通西部，相对于华北克拉通中东部（中部的燕

山—太行造山带和东部的华北裂谷盆地）遭受了强

烈的改造，发生了巨厚岩石圈减薄（＞１００ｋｍ），西

部的鄂尔多斯块体仍然保留了古老克拉通的性质，

结构稳定（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鄂

尔多斯块体内部没有发生过６级以上地震，但它的

周缘则地震活动强烈，历史上发生过数次８级以上

地震，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强震活动带（图１）．由ＧＰＳ

数据模拟得到的应变率场显示鄂尔多斯块体相对于

其周缘要低１个数量级（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这些

特征都表明鄂尔多斯块体是一个构造稳定，具有很

好的整体性，内部变形很弱的刚性块体．鄂尔多斯块

体弱的各向异性可能保留了古老克拉通的“化石”各

向异性．鄂尔多斯块体岩石圈变形模式复杂，主要是

由于预测地幔各向异性快波方向的地表变形场是基

于现今ＧＰＳ和断裂第四纪滑动速率数据得到的，主

要反映了现今的构造变形，而鄂尔多斯块体是一个

古老稳定的克拉通，保留了古老的构造变形，用现今的

变形去模拟古老的变形不再适合垂直连贯变形模型．

５．３　结论

利用南北构造带北段密集分布的８１７个宽频带

地震台站的分裂参数，获得了目前该区域最全面的

上地幔各向异性图像．青藏高原东北缘、阿拉善块体

和鄂尔多斯块体西缘的快波方向主要表现为ＮＷ—

ＳＥ方向，秦岭造山带的快波方向为近Ｅ—Ｗ 方向，

鄂尔多斯块体内部的快波方向在北部为近Ｎ—Ｓ方

向，南部表现为近Ｅ—Ｗ 方向．从时间延迟分布来

看，鄂尔多斯块体的时间延迟不仅明显小于其周缘

地区，而且小于其他构造单元，特别是在高原东北

缘、阿拉善块体和鄂尔多斯块体的交汇地区的时间

延迟很大，反映了构造稳定单元的时间延迟小于构

造活跃单元．比较快波方向的横波分裂测量值与地

表变形场模拟的预测值，二者在青藏高原东北缘、阿

拉善块体和鄂尔多斯块体西缘相一致，反映了该区

域深浅变形一致，地壳强烈地耦合于地幔，符合岩石

圈垂直连贯变形．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的东南部岩石

圈变形主要表现为左旋简单剪切变形模式，在高原

东北缘的西北部、阿拉善块体和鄂尔多斯块体的西

缘岩石圈变形主要表现为纯剪切变形模式．秦岭造

山带的各向异性来自于上地幔岩石圈和软流圈的共

同作用，其岩石圈近Ｅ—Ｗ 方向的快波方向的测量

值和预测值也是一致的，体现了岩石圈垂直连贯变

形；其软流圈近Ｅ—Ｗ 方向的快波方向与绝对板块

的运动方向相一致，反映了软流圈被上覆岩石圈板

块直接驱动产生了近Ｅ—Ｗ 方向的地幔流，进而形

成了观测的各向异性．鄂尔多斯块体内部快波方向

的测量值和预测值相差较大，不符合垂直连贯变形，

考虑其弱的各向异性、厚的岩石圈和构造稳定的特

征，我们认为其各向异性可能保留了古老克拉通的

“化石”各向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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