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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南缘深部地壳流与地磁日变化

短时畸变源电流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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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青藏高原东南缘，前人使用大地电磁探测和地震学方法得出的结果都揭示了可能存在部分熔融状态的地

壳流，而这种地下熔融体与周围物质的作用可能引起了地下强电流异常，进一步导致地表地磁响应．基于连续的地

磁观测，发现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在川滇块体周边出现大范围的地磁犣分量日变化短时畸变，畸变发生后１００天内发生了４

次５级以上地震．为了定量研究这一现象，本文基于ＢｉｏｔＳａｖａｒｔ定理和采用ＳＶＤ（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奇异值分解）的阻尼最小二乘法对地磁日变化短时畸变数据开展反演．结果显示：（１）以大地电磁测深给出的电性

模型作为初始条件，反演得到的电流强度为３７００～５０００Ａ，有效深度为２５～６０ｋｍ；（２）地下畸变电流的空间分布

位置和深度和地下电性高导体分布一致，与前人给出的地壳流位置吻合；（３）地壳流偶然微小运动可能引起了大范

围的强电流，这种短时存在的高强度电流沿高导带分布，可能是地磁日变化短时畸变的源电流；（４）推测深部地壳

流的运动具有传递应力作用，参与诱发了１００天内发生多次５级以上地震．对源电流进行反演的定量化工作，以地

下电流的方式佐证了可能存在地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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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青藏高原东南缘区域构造活动强烈、强地震多

发，近十几年以来发生了多次破坏性地震．作为青藏

高原向东南挤出的前缘（阚荣举等，１９７７），ＧＰＳ观

测到该区域地表运动整体向南移动，而在川滇块体

内部呈现出旋转的趋势（Ｇ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为了研

究强地震发生的过程和深部结构的联系，在青藏高

原东南缘设立了大量的地球物理观测台网，如测震

台、地磁台等，试图从更准确的地球物理数据和更精

细的角度反映青藏高原东南缘深部结构，细致了解

强震发生的构造要素．

青藏高原东南缘是否存在深部地壳物质流（简

称“地壳流”）是一个研究热点，在地质学、地震学、电

磁学和地表运动观测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Ｍｏｌｎａｒ，２００５；Ｃｏｐｌｅｙａｎｄ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２００７；Ｂａ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Ｂ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青

藏高原东南缘存在地壳流的模式能够解释地表运动

和变形特征，近年来在地震学和大地电磁测深研究

中被广泛讨论．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２００６）研究认为，青藏高

原东南缘存在地壳流需要满足３方面的共同作用：

中下地壳有软弱层分布、横向压力梯度起作用、脆性

上地壳相对于软弱层的运动．Ｌｉｕ等（２０１４）基于川

西地区几百个宽频地震台站的数据，使用了随机噪

声和接收函数联合反演方法得到地壳和上地幔的Ｓ

波速结构，结果认为在川滇块体北部的中下地壳

存在大范围低波速异常，且低速异常区穿过了金

河断裂延伸到川滇块体内部．Ｂａｏ等（２０１５）使用了

ＣｈｉｎＡｒｒａｙ计划布设在川滇块体及其周边地区的宽

频带资料，使用面波和接收函数联合反演的方法，结

果发现川滇地区下方存在埋深２０～３０ｋｍ的低速

层；另外基于反演结果勾勒出两个地壳流区域，并认

为其源是青藏高原东缘的下地壳融熔体．但是对于

地壳流的讨论也存在其他观点，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０）通

过提取Ｐ波接收函数，并计算出地壳厚度和波速

比，认为青藏高原东缘壳内低速层区域可能仅出现

在下地壳局部，不存在大范围的下地壳流．

青藏高原东缘地壳流的存在性是根据地壳速度

的横向变化提出来的（Ｃｌａｒ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但是其

合理性需要得到更多地球物理证据支持，其中电磁

学方法在研究深部地壳流中有重要发现．Ｂａｉ等

（２０１０）使用了布设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多条大地电

磁剖面数据的反演结果，综合分析给出青藏高原东

南缘Ａ、Ｂ两条地壳流的可能位置．Ｄｏｎｇ等（２０１６）

反演了青藏高原东南部多条大地电磁剖面，联合地

球动力学给出了该区域地壳运动模型，该结果认为

大范围地壳流存疑，甚至认为Ｂａｉ等（２０１０）给出的

两条低阻通道也存疑．王绪本等（２０１７）集合当前青

藏高原东缘区域已有的大地电磁剖面结果，总结了

龙门山断裂带到川滇块体的深部电性异常，认为强

地震的发生部位与电性分界带有关．电磁学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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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仅能反映深部电性结构及地质意义，还可能

与发震构造相联系，探索地震多发区域与电性分界

带是否一致（张乐天等，２０１２；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王

绪本等，２０１３，２０１７）．Ｙｅ等（２０１８）在滇西高黎贡山

及其邻区开展了３Ｄ的大地电磁反演，得出的电性

结构模型不仅揭示了腾冲火山的深部电性信息，也

给出了深部（１０～３０ｋｍ）地壳流的电性证据和可能

位置．上述研究有两个关注点：一是地壳流存在的可

能性和存在的方式；二是地壳流的存在与川滇块体

及其邻区强地震发生的关系．若能发现其他电磁学

证据佐证地壳流具有运动迹象，则将大大增加地壳

流存在的论据支撑．

地磁（犣分量）日变化短时畸变现象是指两个大

区域之间的极小值时间明显不同，而各自区域内部

的极小值时间一致，两个区域之间有突变分界线，而

水平分量犎 无明显差异．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犣分

量在每日变化的最低点处发生了反向的地磁日变化

短时畸变．张学民等（２００８）对低点位移畸变时段进

行频谱分析，认为低点位移异常的源可能来源于空

间电磁层—岩石圈的电磁现象的耦合效应；并且根

据趋肤效应推断，根本原因可能是岩石圈下方或上

地幔的物质上涌或横向迁移．一些学者的研究（丁鉴

海等，２００４；袁桂平等，２０１５；张建国，２０１７）也基本支

持内源电流解释，推断认为存在地下强电流，尤其是

在青藏高原边缘等构造强烈区域（章鑫等，２０１７）．因

此可通过电流感应磁场的反演方法来量化源电流，

同时使用大地电磁的研究结果予以佐证．２０１８年７

月３１日在川滇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地磁场犣分量

低点位移异常，此后８—１０月在川滇地区发生了４

次５级以上地震．本文基于这一次大范围地磁犣分

量日变化畸变数据，通过电磁感应定理和大地电磁

模型反演地下电流的分布状态和深度．建立产生深

部电流的模型，探讨地磁畸变源电流与青藏高原东

南缘深部地壳流的关系，进一步讨论这４次地震的

可能动力过程．

１　数据分析和正反演方法

１．１　地磁日变化短时畸变

研究地区的地磁台站整体上分布不均匀（图１），

主要分布在川滇菱形地块周边，而西侧台站较少．图

１中三条剖面分别为景谷—江油、察隅—富源以及盈

江—马关连线，分别包含了连线附近０．５°范围内的

地磁台１０个、６个和７个．图１中白色箭头为Ｂａｉ等

（２０１０）给出的两条地壳流位置，分为南侧Ａ流和北

侧Ｂ流．Ａ流经过察隅南侧，流向盈江台和澜沧江

断裂之间；Ｂ流从青藏高原内部开始向ＳＥ，穿过金

河断裂流入川滇块体内部．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在川滇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

地磁场犣分量日变化短时异常，涉及台站２４个．８

月１３—１４日，即地磁畸变后１３天，云南地区通海县

连续发生两次犕Ｓ５．０地震，震源深度分别为１４和

６ｋｍ．２６天后，云南墨江发生犕Ｓ５．９地震，震源深度

１７ｋｍ；５３天后，四川西昌发生犕Ｓ５．１地震（表１）．根

据地震部门预测经验绘制的低点位移分界线基本围

绕川滇菱形块体的边界，这４次地震可能与本次犣

分量畸变异常有关．

地磁台站观测中有两种仪器，ＧＭ４磁通门仪

（秒采样）测量磁场水平分量 犎、磁偏角犇、垂直分

量犣；ＦＨＤ质子磁力仪（分钟采样）测量总场强度

犉、水平分量和磁偏角 犎、犇．在本文的数据处理中

均使用分钟数据（或秒采样转化为分值），单位为

ｎＴ．本次畸变的台站数量为２４个（图１），另外在研

究区域外的我国西藏狮泉河台以及越南ＤＬＴ台也

出现了类似同一时段的畸变（图２ａ，有相位校正），

意味着畸变具有广域性．图２中展示了畸变的形态

（ｂ）和变化量信息（ｃ），畸变量处于５～１５ｎＴ之间．从形

态上看，除其中３个台站有小的偏离外，其余均是

Ｗ 字形的反相位叠加，不同经度的台站之间相位差

很小．

表１　川滇块体周边４次犕Ｓ≥５．０地震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４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狊（犕Ｓ≥５．０）犪狉狅狌狀犱狋犺犲犛犻犮犺狌犪狀犢狌狀狀犪狀犫犾狅犮犽

震级犕Ｓ 发震时间 纬度（°Ｎ） 经度（°Ｅ） 深度（ｋｍ） 与前一次地震间隔（天） 震中位置

５．０ ２０１８０８１４０３∶５０∶３６ ２４．１９ １０２．７１ １４ － 云南通海

５．０ ２０１８０８１３０１∶４４∶２４ ２４．１９ １０２．７１ ６ １ 云南通海

５．９ ２０１８０９０８１０∶３１∶２９ ２３．２６ １０１．５３ １７ ２６ 云南墨江

５．１ ２０１８１０３１１６∶２９∶５６ ２７．６２ １０２．０９ ２０ ５３ 四川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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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区域的地磁站分布及地震构造要素

白色箭头表示前人通过大地电磁反演给出的地壳流位置，修改自Ｂａｉ等（２０１０）．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ａｒｒｏｗ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ｂｙＭＴ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图２ｃ中数据获取采用幅度计算方法，即量取和

计算 Ｗ形中间的倒 Ｖ的变化量．获取的时间范围

在图２ｂ中红色框标识，即在图２ｂ中曲线的２００～

３５０ｍｉｎ内获取曲线的幅度．另外需要说明，对于地

磁垂直分量犣而言，其方向仅有正和负．本次地磁

日变化短时畸变仅出现 Ｗ 形，几乎没有其他形态，

因此计算的结果取正，作为本次地磁犣分量日变化

短时畸变的变化量．

１．２　源电流正反演的方法和模型

量化深部电流需要对电流所在深度和电流强

度进行反演．目前对于电流的反演研究多见于电

磁法勘探中，所使用的数据采样点密集，模型尺度

小且精细．由于地下电性结构资料并不能全空间

覆盖，且在地表连续观测的地磁场观测点很稀疏，

反演多维度地下电流分布存在困难．当前对于大

尺度地下电流的反演工作很少见，可借鉴的方法

也不多，本研究是地下电流反演方面一种新的

探索．

根据电磁场理论（郭硕鸿，２００８），若出现大范围

地磁日变化短时畸变，则存在使之畸变的源电流．地

磁日变化短时畸变的变化量较小（＜１５ｎＴ），且持

续时间接近２ｈ，近似于直流，故采用似稳电磁场方

法处理这种畸变．为了避免带入复杂的计算，使用

ＢｉｏｔＳａｖａｒｔ定理构建源电流模型．正演中分别计算

了线电流、竖直面电流和水平面电流的感应磁场，并

根据大地电磁测深给出的电性结构建立可能产生源

电流的模型．使用该模型对电流的形态及深度进行

约束，正演计算该电流引起的磁场，并关注该磁场叠

加在正常地磁犣分量上之后的特点．正演的模型和

效果分析在章鑫等（２０１９）的研究中已有详述，不再

重复．

缓慢变化的电流，在大的导电体中流动时也是

趋于表面分布的，导体中心电流密度远小于表面，因

此计算中主要考虑面电流模型．模型需要考虑面电

流的空间角度，比如水平面电流、倾斜一定角度的面

电流和竖直面电流．根据ＢｉｏｔＳａｖａｒｔ定理，微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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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的地磁犣分量反相位畸变（ａ，ｂ）及幅度（ｃ）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ｈａｓ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ａ，ｂ）ａｎｄ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ｃ）ｏｆ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犣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ｎＪｕｌｙ３１，２０１８

元产生磁场关系为

ｄ犅＝μ
０

４π

犐ｄ犾×狉

狉３
， （１）

其中犅为感应磁场，μ０为真空中磁导率（非铁磁性

媒质中均可近似为磁导率），犐为电流大小．距离

狉和犾的空间右手螺旋关系决定了感应磁场的方向

和空间分布情况．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段深度为犱

的线电流的磁场表达式：

犅犾 ＝μ
０犐

４π

ｃｏｓθ１－ｃｏｓθ２
狉

， （２）

式 中 ｃｏｓθ１ ＝
（狔１－狔０）（狔１－狔２）＋（狓１－狓０）（狓１－狓２）＋（犱１－犱０）（犱１－０）

（狔１－狔０）
２
＋（狓１－狓０）

２
＋（犱１－０）槡

２
＋ （狔２－狔１）

２
＋（狓２－狓１）

２
＋（犱１－犱２）槡

２
，ｃｏｓθ１

表示观测点（狓０，狔０，０）到组成电流的一个端点（狓１，狔１，犱１）、（狓０，狔０，０）到（狓２，狔２，犱２）向量的夹角余弦，

ｃｏｓθ２ 类 似．狉 表 示 观 测 点 到 线 电 流 的 距 离，因 为 观 测 点 对 线 电 流 两 侧 磁 场 对 称，故 狉 ＝

（狓０－狓１／２－狓２／２）
２
＋（狔０－狔１／２－狔２／２）

２
＋（０－犺１／２－犺２／２）槡

２．此时得出的犅犾是总感应场，其垂直方

向的分量犅犾狕 ＝犅犾ｃｏｓ，为犅犾 与地面法向的夹角，一般情况下可以近似为ｃｏｓ＝ （犺１／２＋犺２／２）／

（狓０－狓１／２－狓２／２）
２
＋（狔０－狔１／２－狔２／２）槡

２．

　　对于有限长面电流的磁场，需要对上述ｃｏｓθ１、

ｃｏｓθ２和狉中狓０、狔０ 进行积分，解析的结果很难给出．下

面给出宽为犪、埋深为犱的无限长竖直面电流的垂向磁场：

犅狊１ ＝μ
０犐

４π犪
ｃｏｓｌｎ

犪＋ 犱２＋狓槡
２

犱２＋狓槡

烄

烆

烌

烎
２

， （３）

对式（３）旋转可以得到其他角度的面电流感应磁场

计算公式，如水平面电流的垂向感应磁场为

犅狊２＝ μ０犐

２π （狓＋犪／２）
２
＋犱槡

２
ｃｏｓｌｎ

（狓－犪／２）
２
＋犱槡

２

（狓＋犪／２）
２
＋犱槡

２
，

（４）

其中ｃｏｓ＝ （狓＋犪／２）／ 犱２＋（狓＋犪／２）槡
２．

１．３　源电流反演方法

本文反演基于水平面电流的正演结果和模型，

反演两个参数，即电流深度和电流大小．反演方法参

考了范国华等（１９９４）关于短周期磁测的理论和李培

（２０１１）关于面波频散曲线参数的反演，他们都使用

了基于ＳＶＤ分解的广义逆阻尼最小二乘法．即假设

地下存在一系列的水平面电流，流向垂直于剖面走

向．因地磁犣分量仅有正负表示方向，在模型中仅考

虑源电流引起磁场犣分量畸变的大小．先对（４）式在犱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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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作一阶泰勒展开，进一步求出雅可比矩阵犃．

犉＝犅′狊２， （５）

把犅狊按照泰勒一阶展开，求得雅可比矩阵

犃＝

犉
１

１
（犱０） 犉

１

２
（犱０）… 犉

１

狀
（犱０）

 犉
２

２
（犱０）… 

犉
犿

１
（犱０） 犉

犿

２
（犱０）… 犉

犿

狀
（犱０

熿

燀

燄

燅）

， （６）

犃为犿×狀阶雅可比矩阵．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到

Δ犅＝犃Δ犱， （７）

Δ犅为地磁畸变测量值与模型之间的差值，Δ犱为初

始深度与模型深度之差．

对于地球物理中线性反演问题，目标函数可以

表示为：

Ψ（狓）＝
１

犿∑
犿

犼＝１

［犅理论 －犅实测］
２． （８）

根据阻尼最小二乘法将式（７）代入式（８）中，就可把

目标函数改为相应的矩阵形式：

　　Ψ（狓）＝ ‖犃Δ狓－Δ犅‖犠‖犃Δ狓－Δ犅‖

＋狌‖Δ狓‖
２

２
， （９）

其中犠 是加权矩阵，‖狓‖２是向量犔２ 范数，狌是阻

尼因子．进一步简化表示方式可以得到反演方程：

（犃Ｔ犃＋狌犐）Δ狓＝犃
Ｔ
Δ犅， （１０）

其中犐为单位矩阵．从反演方程可以看出，求解问题

就是要满足约束条件 ‖Δ狓‖ ＜ε（ε为给定阈值）情

况下，逐步改进模型参数的修正量，使得目标函数

极小．

在反演计算时，通常先建立反问题的线性方程

组，进一步解出方程组系数矩阵的逆矩阵，最后求解

方程．但是有时候方程组的系数矩阵条件数很差，甚

至会出现“病态”的状况．通过构造系数矩阵的广义

逆矩阵，可以进一步求得适合反问题的解．首先使用

ＳＶＤ分解来求广义逆矩阵，矩阵犃 的奇异值分解

式为

犃＝犝Λ犞
Ｔ， （１１）

式中犝 是对称矩阵犃Ｔ犃的特征向量组成的犿×犿

阶矩阵；犞是对称矩阵犃Ｔ犃的特征向量组成的狀×狀

阶矩阵；Λ是犃
Ｔ犃或犃犃Ｔ 特征值的正根组成的犿×

犿阶对角矩阵．将式（１１）代入式（１０）中化简并整理，

求得反演目标值的修正量为：

Δ狓＝犞（λ
２
＋狌犐）－

１
Λ犝

Ｔ
Δ犅． （１２）

１．４　反演结果测试

在反演过程中，定义模型参数的相对误差为

Δ犺＝
Σ犺－犺０
犽犺０

×１００％， （１３）

式中犺为反演结果，犺０ 为原始值，犽为点位数．反演

测试给出了所使用的模型的拟合结果，效果符合预

期．表２中是一条１１个点的剖面经过６０次迭代的

结果，初始电流４７５０Ａ．表中原始值和拟合结果的

相差很小，拟合的效果较好．得到理论值与反演结果

的平均差值为０．０５５５４，平均相对误差为０．００５０４９，

即５％．从图３中看出，反演迭代了３０次左右后，平

均差值不再下降，迭代精度已经足够．

表２　反演的测试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犻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狋犲狊狋犻狀犵

点序号
原始内插

／ｎＴ

拟合结果

／ｎＴ

深度反演

结果／ｋｍ

初始电流

强度／ｎＴ

初始深度

值／ｋｍ

１ １３．０９１ １３．０３９６ ５１．６９１７ １２０ ３０

２ １２．５８０６ １２．５３４５ ５７．２９８７ １２０ ３０

３ １２．０３６９ １１．９９４４ ６３．２１６８ １２０ ３０

４ １１．４６８ １１．４２８ ６９．４２７７ １２０ ３０

５ １０．８７８７ １０．８４０４ ７５．９５６８ １２０ ３０

６ １０．２７３１ １０．１８０２ ８３．４９６６ １６０ ４０

７ ９．６５４１ ９．５５５６ ９０．９２４５ １６０ ４０

８ ９．０２３１ ８．９１８９ ９８．８９４９ １６０ ４０

９ ８．３７８ ８．３５５６ １０６．３７６６ １２０ ３０

１０ ７．７０８３ ７．６９９７ １１５．７３０９ １２０ ３０

１１ ６．９８０６ ６．９９７６ １２６．７１８６ １２０ ３０

图３　模型反演的下降速度和误差分析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ｅｓｃｅｎｔｓｐｅｅｄ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反演过程对于初始电流值的要求较高，本文根

据正演效果最好的情况给出初始电流值．就反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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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而言，需要满足电流大小、深度和地磁日变化短时

畸变的空间范围，这３个条件限定下开展一维反演

得到的电流深度是稳定的．另外，结果的可靠性还可

通过研究区域已有的电性结构的信息来验证，因为

高导体所在的位置更适合产生大的电流，即在区域

内高导体的深度分布是否与反演得到的电流深度

相近．

２　地磁畸变源电流与地壳流

２．１　地磁畸变源电流正反演结果

研究中先获取犣分量反相位部分的变化量，

然后根据地下面电流感应产生磁场的分布规律，

对地磁犣分量畸变的空间分布进行正演．计算开

始前对产生畸变犣的电流进行拟合，采用了５０ｋｍ

深度的垂直面电流模型，拟合结果如图４ｂ．即要使

地下５０ｋｍ处电流产生某一点处的反相位地磁

场，以观测点距离电流在地面上投影的最佳距离

为圆的半径．由此我们把所有的２４个观测点得出

的最佳距离叠加，圆周重合最多的区域可能就是

下方存在电流的区域．重叠最多的区域与犣分量

反向畸变最大的区域基本一致（图４ａ），说明了使

用的电流模型具有可靠性．即源电流最可能分布

在察隅—云龙—景谷沿线，以及巴塘—西昌—马边

沿线，其中巴塘到察隅都处于高值区域，是面电流

的源区．

对比原始畸变和拟合结果（图５ａ，ｂ），地磁畸变

异常的反相位幅度具有分区差异．为了简化模型，使

用有限长的线电流对该结果进行模拟．图５ｃ中给出

了不同位置的线电流感应产生磁场的叠加结果，其

中设定电流的回路为水平向的电流，且电流线之间

的距离极小，不同电流产生的感应磁场相互叠加使

回路外侧磁场方向一致，所以观测到的地磁畸变都

是回路外侧的磁场．

图４　地磁犣分量反相位畸变正演拟合结果

（ａ）原始地磁犣分量畸变幅度；（ｂ）拟合的最佳面电流距离；（ｃ）线电流拟合结果．

Ｆｉｇ．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犣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ｈａｓ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ａ）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犣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ｂ）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ｉｎ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图５　景谷—江油剖面（ａ）反演的电流深度（ｂ）

Ｆｉｇ．５　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ｄｅｐｔｈ（ｂ）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ＪｉｎｇｇｕＪｉａｎｇｙｏｕｐｒｏｆｉｌ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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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演计算的基础上，采用水平面电流模型，开

展３条剖面的源电流埋深反演．图５ａ表示了景谷—

江油剖面的情况，这一剖面包含了两侧０．５°以内的

地磁台站，总共为１０个台．沿剖面地磁畸变在景谷

和西昌—马边最大（１１ｎＴ），景谷到西昌之间约为９

ｎＴ，马边以北逐渐减小，江油附近畸变量仅为４ｎＴ．

反演前先将１０个台的畸变数据均匀内插到等间隔

的１７×１７个点上，基于对角线的１７个点初始水平

面电流，面电流宽度设置为０．２５°，后续的两条剖面

类似．反演采用ＳＶＤ分解的阻尼最小二乘最优化迭

代方法，经过约８０次迭代达到给定精度．由于直接

采用经纬度为单位，拟合最优的电流面密度约为

５０００Ａ／°×°．拟合结果如图５ｂ所示．

图５ｂ中显示景谷附近和西昌附近的面电流最

浅，均浅于５０ｋｍ，意味着对剖面地磁畸变的贡献最

大；其他段的电流深度很大，甚至达到２００ｋｍ 以

下，对犣分量反相位畸变的贡献小．进一步可以认

为引起地磁畸变的主要源电流来自于景谷和西昌下

方５０ｋｍ以上，可能存在垂直于剖面走向的面电

流，面电流密度小于５０００Ａ／°×°．其余段在更深处

若存在电流，在这样的电流强度和深度下，它对地面

的地磁畸变贡献基本可以忽略．

另一条剖面为察隅—富源的连线，包含了６个

地磁台站（图１，图６ａ），剖面的走向基本与景谷—江

油剖面垂直．先把６个台的畸变数据内插到１１×１１

个均匀分布的点上，选取１１个对角元素，迭代次数

约为５０次达到预定精度，最优的电流面密度为

３７５０Ａ／°×°（图６ｂ）．剖面之间的空间关系决定了它

们具有共同的台站（平地台、南山台，１０２°Ｅ，２６°Ｎ附

近），而反演的结果也能够互为验证，即两台站所处

位置下方的电流深度约为６０～８０ｋｍ，处于较深的

深度．察隅—富源剖面的源电流深度反演结果说明，

对畸变磁场贡献最大的电流为２５～５０ｋｍ的深度，

即为察隅附近的下方；深度超过５０ｋｍ后，可以近

似地认为电流的影响不存在，因为即使存在电流也

很难在地磁观测中被直接验证．

第３条剖面为盈江—马关的连线，包含了沿线

７个地磁台（图７ａ），其中云龙台畸变量最大，约为

图６　察隅—富源剖面（ａ）反演的电流深度（ｂ）

Ｆｉｇ．６　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ｄｅｐｔｈ（ｂ）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ＣｈａｙｕＦｕｙｕａ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ａ）

图７　盈江—马关剖面（ａ）反演的电流深度（ｂ）

Ｆｉｇ．７　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ｄｅｐｔｈ（ｂ）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Ｙ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Ｍａｇｕａ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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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ｎＴ，马关台最小为４．８ｎＴ．反演采用的内插点为

１１×１１，选取１１个对角元素迭代８０次左右达到预

定精度，反演的最优电流大小约为４０００Ａ／°×°．结

果显示云龙下方的电流深度最浅（图７ｂ），约为３０ｋｍ，

云龙向两侧逐步加深，但在西昌附近仍处于６０ｋｍ

以上，马边—马关附近则大于１００ｋｍ．说明本剖面

跨越台站下方电流对地磁畸变的贡献差异不是很

大，但云龙附近的电流深度非常浅，与前述剖面中察

隅附近的电流深度接近，两者可能具有相同属性．

２．２　地磁日变化短时畸变源电流与深部地壳流

通过地磁畸变的数值模型来讨论地下源电流的

分布，是基于地磁观测的数值拟合结果，若探讨其存

在的真实性，则需参考更多的地球物理观测结果和

区域地质构造情况．在本文的研究区域，前人开展了

大量的地球物理观测和地质学研究，其中重要的观

点之一就是青藏高原东南缘存在深部地壳流（图

１）．目前对地壳流的争论还很多，即便是支持其存在

的论据中，对于其空间分布的厘定也具有较大分歧．

本文基于一次大范围地磁日变化短时畸变异常正反

演拟合，支持了引起地磁异常的源电流可能处于景

谷下方以及西昌—马边下方（图８），其深度约为２５～

５０ｋｍ．这一结果接近于前人（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Ｙｅ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给出的两条低阻通道流所在位置，其

一是北侧地壳流Ｂ深入滇中地块下方，其二是南侧

地壳流Ａ基本沿澜沧江断裂带走向、川滇块体南部

外侧．

图８给出了基于地磁畸变源电流的可能地壳流

的范围，其基本依据是地磁场犣分量变化来源于地

下电性结构横向不均匀性，地磁场犣分量在时间上

的畸变则来源于地球内部的电流畸变．地下空间能

够产生电流的构造体中，可能性较大的为部分熔融

体（低阻体），而在大尺度大范围下熔融体组成的地

壳流也是最适合的电流源．因此，根据３条剖面反演

的电流深度和大小，结合图１和图８可知，南侧地壳

流Ａ可能经过景谷下方澜沧江断裂带北侧到红河

断裂之间，其顶部深度约为２５～５０ｋｍ，也可能更深

至６０ｋｍ左右．根据察隅—富源剖面的反演结果，

其地壳流（面电流）深度从察隅到丽江可能是逐渐加

深的，也就是察隅附近的地壳流顶端深度为２５ｋｍ，

与壳内低阻体的位置相近．丽江附近的深度则可能

达到６０ｋｍ，对地表磁畸变的贡献很小．另外在盈

江—马关的剖面中，云龙下方的电流深度也仅为

２５ｋｍ左右，符合图１中地壳流 Ａ的位置，即处于

澜沧江断裂带外侧（图１）．根据Ｙｅ等（２０１８）在腾冲

附近的 ＭＴ反演结果，地壳流在保山地块下方的深

度约为１０～３０ｋｍ，深度上与云龙下方电流的最小

深度接近．

据大地电磁的探测结果，怒江断裂带与澜沧江

图８　地磁畸变源电流约束下的地壳流可能分布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ｉｍｉｔｅｄｂｙｓｏｕｒｃ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ｏｆ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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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之间为保山地块，５～１０ｋｍ深度的上地壳为

高阻层，１５ｋｍ以下的地壳存在一规模较大的低阻

带，低阻带在深部具有向西倾斜的趋势（于常青等，

２０１７；王绪本等，２０１７）．上述结果可能预示低阻体之

间在ＮＷ—ＳＥ方向具有连续性，从而使面电流能够

形成．Ｗａｎｇ和Ｇａｏ（２０１４）使用宽频带地震台连续

地震背景噪声数据反演成像，结果主要反映中下地

壳结构１６～２６ｓ周期内川滇菱形块体内部呈现大

范围的低速异常，而在该周期内，红河断裂西侧并没

有出现低速区，这一结果与王苏等（２０１５）推测下地

壳流没有跨过红河断裂的结果相吻合．在本文的结

果中，５０ｋｍ深度以上的面电流也没有跨越红河断

裂带，仅在景谷附近跨过澜沧江断裂，深度为

２５ｋｍ左右．

北侧地壳流Ｂ经过了西昌—马边一带的下方，

深度约为２５～５０ｋｍ．与前人（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于

常青等，２０１７）给出的结果稍有不同（图１），地壳流

并未继续往ＳＥ向延伸，只从青藏高原内部到西

昌—马边一带为止．当然也可能是一次地磁犣分量

畸变的源电流并未完全由整条地壳流引发．与本剖

面近似的盐源—永善大地电磁剖面反演结果认为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康滇地块和大凉山地块地壳

中存在向上拱起的高导层，厚度大约１５～２５ｋｍ；轴

部西昌地区（攀西构造带）地壳上部表现为巨厚的高

阻块体，该高阻体纵向上从地表至中下地壳；在约

５５ｋｍ深度以下为上地幔普遍发育的高阻块体．该

结果给出的高导层深度与本文结果显示的面电流深

度有约１０ｋｍ的差异，但位置基本相同，都处于西

昌到马边之间．根据孙洁等（２００３）对川滇北部地区

３条大地电磁剖面的反演结果，认为鲜水河断裂带

中上地壳均为高阻层，中下地壳至１００ｋｍ左右广

泛存在低阻体．本文的结果显示鲜水河断裂带西侧

的电流是集中的，且分布较浅，这对应了孙洁等

（２００３）给出的结论，即鲜水河断裂下地壳可能存在

大范围能够产生面电流的电性低阻体．另外，本文结

果还显示强电流并未进一步穿过西昌附近的则木河

断裂甚至小江断裂，这一点与Ｂａｉ等（２０１０）和Ｂａｏ

等（２０１５）给出的地壳流模式不一致．西昌—马边区

域是川滇块体与四川盆地和龙门山构造带的交汇地

带，深部断裂非常发育，电流可能在此发生分散，难

以在地面引起大范围地磁畸变．另外，反演的电流深

度仅能够反映地壳流的上边界，对其下边界的确认

需要参照其他资料．

３　讨论

对青藏高原东北缘的深部地壳流多以地震方法

和大地电磁测深为基础展开讨论的，其结果佐证了

可能存在低速通道或低阻通道．若能够发现地壳流

偶然运动的迹象，则可增强地壳流存在的论断．地壳

流如果偶然运动，可能触发高强度大范围的电流，直

接观测或间接论证这种突发性畸变电流就是监测地

壳流存在的手段之一．另外，电性高导带也是重要的

参考依据，侯作中和史铁生（１９８４）就依据云南地区

地磁日变化短时畸变给出了存在地下高导带的推

断，存在高导带是存在强地下电流的佐证．本文中电

流深度越浅，对地磁日变化短时畸变的贡献越大．

地下电流的来源可能与地壳流的微小移动有

关．根据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２００６）提出的地壳流要素，中下

横向压力梯度促使了脆性上地壳相对于软弱层的运

动．触发地下电流仅需要地下介质轻微错位导致电

荷重新集中产生电流，而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壳流的

存在和川滇地区表面运动决定了其具有触发短时电

流的可能性．地磁日变化短时畸变一般发生在地方

时正午，此时潮汐力最大，潮汐力和空间电流系的共

同作用下（张国民等，２００１），可能诱发了地壳流出现

这种短期或瞬间的运动．

２００８年以来，我国学者在南北地震带开展了大

量深部电性探测工作，这些工作为本文在震源区建

立电性结构模型提供了可能．其中一些工作研究了

强地震与地下电性结构的可能联系，如２００８年的汶

川８．０级地震和２０１３年的芦山７．０级地震（赵国泽

等，２００８；詹艳等，２０１３；王绪本等，２０１７）、２０１４年的

景谷６．６级地震（程远志等，２０１５）．这些工作为开展

震源区异常源电流分布的正反演初步研究及讨论地

震发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资料．前人研究把震源位

置投影到大地电磁测深的反演剖面上（张乐天等，

２０１２；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王绪本等，２０１３，２０１７），认

为青藏高原东缘的强地震大多发生在高阻体与低阻

体之间的梯度位置，且主要出现在高阻体一侧．王

绪本等（２０１７）将其解释为刚性高阻体内容易接受到

低阻软弱带的能量传递，后出现孕震状态直至发震

破裂．

地壳流的短时移动也可能是地震应力累积的原

因之一，可能触发远端脆性带的地震．张建国（２０１７）

认为内、外源等效电流的变化与低点位移异常之间

有联系，大范围和大尺度的内、外源磁场相互耦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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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低点位移突变异常．Ｈａｎ等（２０１５）根据日本东北

９．０级地震前的地磁畸变数据，推断认为深部应力

推动下震源附近流体活动可能造成地面地磁日变化

发生短时畸变，可能导致断裂带的应力加强，使孕震

区域附近的感应电流急剧增强，加强临震的不稳定

状态，对地震的发生是一种调制或触发作用．在地壳

流所在位置，地壳物质状态趋于塑性，难以发生大尺

度破裂并导致地震，但是地壳流的微小移动也可能

传递应力，引起远端应力集中区域发生脆性破裂．这

一过程可总结为：地壳流短时（瞬时）运动→触发电

流（准实时的电荷重新分布）→引起地磁犣分量日

变化短时畸变（实时感应场）→触发应力集中带发生

地震（滞后）．

对于本次地磁日变化短时畸变而言，其后在附

近区域发生了４次５级以上地震，其中地磁畸变后

与每次地震之间的间隔分别为１３天、２６天和５３

天，符合对数倍增关系（图９）．在空间分布上，通海

两次犕Ｓ５．０地震发生在小江断裂的分支上，空间上

处于川滇块体东南角；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给出的震

源深度分别为６ｋｍ 和１７ｋｍ（表１），王光明等

（２０１８）经过双差方法重定位给出的震源深度分别为

１１．０８和９．２４ｋｍ．墨江犕Ｓ５．９地震发生在普洱市

墨江县，处于思茅地块中无量山断裂带附近，震源深

度１１ｋｍ．西昌 犕Ｓ５．１地震处于川滇块体北部、则

木河断裂附近，震源深度２０ｋｍ．墨江地震震中处于

通海地震西南部，距离通海震中犚１＝１５７ｋｍ；两者

的发震构造不同，甚至处于不同构造地块，但是时间

上非常相近，且都处于１次大范围地磁畸变后的４０

天内，两者之间是否有触发效应值得探讨．此外，西

昌地震的震中与通海地震距离犚２＝３８５ｋｍ，是犚１

的２．５倍；与墨江地震距离犚３＝４８６ｋｍ，约为犚１ 的

３倍．距离之间增加关系与时间上呈对数增加的趋

势不相同，但这并未考虑震源之间的构造位置关系．

若考虑应力沿断裂带（小江断裂—则木河断裂）或地

块之间某种路径传递（川滇块体—思茅块体），则可

能出现不一样的情况，但是量化这种相对距离的关

系基于现阶段观测技术难以完成．

地震应力传递的途径和方向都是很复杂的过

程，显然不能简单地以震中之间的距离来量化．再

者，地下构造环境的复杂程度远大于地表线状勾

画的断层分布，这样简单地用地表线状断裂带分

布的长短来量化也不合适．前人（ＣｒａｍｐｉｎａｎｄＧａｏ，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研究发现可能存在超级敏感的应力传

递过程，在１０５００ｋｍ以外的冰岛也能观测到苏门

答腊犕Ｗ９．２地震的剪切应力异常，当然该地震的能

量足够大且处于冰岛的观测足够敏感．对于川滇块

图９　川滇块体周边４次大于５级地震的时间空间相对关系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犕Ｓ≥５）ａｒｏｕｎｄ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ｂｌｏ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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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ＧＰＳ观测的地表运动整体向南移动，而在

川滇块体内部呈现出旋转的趋势（Ｇ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因此川滇块体很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与外部发

生剪切，块体周边与内部的强地震之间可能存在触

发关系，但这种关系目前还不能简单地量化．

４　结论

本文基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大范围的地磁场日变

化短时畸变数据，通过求解ＳＶＤ分解的广义逆方

法，对引起地磁犣分量畸变的内源电流进行反演拟

合．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大地电磁给出的青藏高原

东南缘两条地壳流的范围吻合，也初步解释了地磁

日变化短时畸变后的地震过程．得出以下结论：

（１）以研究区域大地电磁测深的电性模型作为

初始条件，反演得到的该区域电流强度为３７００～

５０００Ａ，面电流的深度为２５～６０ｋｍ；

（２）地下源电流的反演结果表明，深部电流位置

与前人给出的地壳流位置基本吻合，且与当地电性

高导带深度一致；地壳流偶然的微小移动可能引起

了大范围源电流，这种短时存在的高强度电流沿高

导带分布，突发性的强电流是地磁犣分量日变化短

时畸变的原因；

（３）地下源电流反演的结果显示北侧Ｂ地壳流

仅到达西昌西侧，未穿过则木河断裂深入川滇块体

中部，南侧 Ａ地壳流可能穿过了澜沧江断裂带，进

入思茅地块下方，但未穿过红河断裂带；

（４）本次地磁日变化短时畸变后１３天连续发生

了２次通海犕Ｓ５．０地震，其后川滇块体周边１００天

内发生了３次５级以上地震，推测深部地壳流的运

动变化具有传递应力作用，可能参与诱发短期内多

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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