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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通过反演２９４，７７７高质量纵横波震相走时数据对，获得了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壳及上地幔的高分辨率Ｐ

波、Ｓ波速度和泊松比多参数三维结构图像，同时结合多参数的梯度场，分析了深部多参数属性变化与近５０年来强震

（震级≥５．０，犕５＋）孕育之间的响应关系．研究表明：（１）青藏高原东南缘多参数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横向不均性，松

潘—甘孜块体的中下地壳为低速和高泊松比异常，反映了具有塑性特征的物质存在，该属性特征对强震的触发具有

较显著的影响；（２）通过对过去５０年内发生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强震（犕５＋）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强震

发生在地震层析成像边界带（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ｄｇｅＺｏｎｅ，ＴＥＺ）．本研究结果表明，６３．３％～７８．４％的强震事件发生在Ｐ

波速度和泊松比ＴＥＺ上，而８．４％～２０．１％和１１．７％～１６．７％的强震事件分别发生在参数高异常带（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

Ｚｏｎｅ，ＨＶＺ）和参数低异常带（ＬｏｗＶａｌｕｅＺｏｎｅ，ＬＶＺ）上．Ｓ波速度参数的ＴＥＺ孕震构造特征比例与Ｐ波相比有一定的

下降（４５．７％～４６．３％），相应的ＨＶＺ和ＬＶＺ孕震构造特征比例稍有上升趋势（３６．４％～３６．７％、１７．３％～１７．６％）．

以上两个特征表明，在青藏高原东南缘，强震触发的主要控制因素可能是块体间的强烈的相互作用，同时，孕震区流

体侵入在地震诱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根据本次及作者前期的研究认为，青藏高原东南缘区域内绝大多数强震事件与

ＴＥＺ之间的正相关的响应关系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可能是地震孕育和地壳构造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性．本研究所揭示

的地震孕育特征为青藏高原东南缘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中长期防灾减灾以及重大工程建设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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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ａｒｃｏｆｔｈｅＮＥＪａｐａｎ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ｅｔｃ．）ａｒｅａｌｓｏ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ｃａｌＴＥＺ．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ｔｏ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ｓｉｎ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ｄｇｅ

ｚｏｎｅ（ＴＥＺ）；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０　引言

前人的大量研究表明，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

在中国的大地震，超过８０％的７．５级以上的大地震

和超过７０％的６．０级以上地震都位于青藏高原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ａ，２０２１；孙成民，２０１０；Ｈｕ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１８）．这些大地震的一部分发生在深部高

波速异常区，而有些却发生在低速度区，还有部分地

震发生在高低速度变化的过渡区域 （如，Ｌｅｉａｎｄ

Ｚｈａｏ，２００９；吕子强和雷建设，２０１６；ＷｅｉａｎｄＺｈａｏ，

２０１６；胡亚平等，２０１７；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１）．那么，

青藏高原的大地震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深部多参数结

构属性变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是什么因素控制

了地震沿着不同的地震波速度或其他参数变化的区

域分布？厘清这些科学问题对于该区域的中长期防

灾减灾和大型工程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青藏高原东南缘是强震事件发生最为频繁的地

区之一．在过去的５０Ｍａ内，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

之间持续性的碰撞和汇聚造就了青藏高原的隆升

（Ｙｉｎａｎｄ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００）．在板块不断强烈碰撞和

挤压下，青藏高原的主体碎裂为多个块体（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

ｅｔａｌ．，１９８２）．其中，松潘—甘孜块体被向东挤出并

受到四川盆地的阻挡，一部分可塑性高原物质堆积

在碰撞区域内，另一部分则转而向南逃逸（Ｒｏｙｄｅｎ

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ＣｌａｒｋａｎｄＲｏｙｄｅｎ，２０００）．该过程导

致松潘—甘孜块体与其南北侧相邻的祁连—大别块

体和川滇块体之间产生了显著的运动速度差异

（Ｍｅａｄｅ，２００７），进而在青藏高原东南缘产生了大

规模的左旋运动，形成了由龙门山断裂带、鲜水河—

安宁河断裂带组成的大型“Ｙ”字型断裂带系统（图

１）．最近５０年内，该断裂带系统及其邻近区域发生

过多次大地震，如１９７０年发生在哀牢山—红河断裂

上的７．１级通海地震、１９７３年发生在鲜水河—安宁

９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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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区域的板块构造示意图以及近５０年来（１９７０年至２０２０年）强震事件（犕５＋）分布

黑色粗实线表示主要的构造边界，细实线代表活动断层（邓启东等，２００２；邓启东，２００７），箭头符号代表主要块体的运动方向．黑色实

心圆点、蓝色圆和红色五角星分别代表不同震级范围的强震事件，具体的震级在右下角的图例中给出．ＳＧ，松潘—甘孜块体；ＱＬ，祁

连—大别缝合带；ＣＤ，川滇块体；ＳＣＢ，四川盆地；ＨＭ，喜马拉雅块体；ＬＳ，拉萨块体；ＱＴ，羌塘块体；ＱＤＢ，柴达木盆地；ＯＢ，鄂尔

多斯盆地；ＴＲＢ，塔里木盆地．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犕５＋）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５０ｙｅａｒｓ（１９７０—２０２０）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ｒｅｇｉｏｎ

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ｉ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ｌｏｃｋｓ′ｍｏｔｉｏｎ．Ｂｌａｃｋｔｈｉｃｋａｎｄｔｈｉｎ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

ｆａｕｌ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Ｄ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Ｄｅｎｇ，２００７）．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ｄｏｔｓ，ｂｌｕ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ｎｄｒｅｄｓｔ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ｂｏｔｔｏｍ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Ｇ，ＳｏｎｇｐａｎＧａｒｚｅ

Ｂｌｏｃｋ；ＱＬ，ＱｉｌｉａｎＤａｂｉｅ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ＣＤ，ＣｈｕａｎｄｉａｎＢｌｏｃｋ；ＳＣＢ，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ＨＭ，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Ｔｅｒｒａｉｎ；ＬＳ，ＬｈａｓａＴｅｒｒａｉｎ；

ＱＴ，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Ｔｅｒｒａｉｎ；ＱＤＢ，ＱａｉｄａｍＢａｓｉｎ；ＯＢ，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ＴＲＢ，ＴａｒｉｍＢａｓｉｎ．

河断裂带上的７．４级康定地震、１９７６年发生在龙门

山断裂带附近虎牙断裂上的７．２级松潘—平武地

震，以及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上的２００８年８．０级汶

川地震和２０１３年７．０级芦山地震．特别是随着近

１０年的时间内两次大地震带来的构造“活化”特征，

更加引发对该构造域的深部结构、浅层变形机制和

强震响应关系的广泛关注（徐锡伟等，２００３；Ｌｅｉａｎｄ

Ｚｈａｏ，２００９；Ｐ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９；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ｂ，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１）．这种浅层强烈形变

和地震诱发响应与深部结构及流体侵入之间存在怎

样的关联仍不十分清楚．

地球内部受大量深部流变物质侵入的影响作

用，导致岩石的构造属性发生复杂的变化，从而在地

球的某些特定区域形成构造属性参数的高梯度值的

０５９３



　１１期 刘冠男等：青藏高原东南缘深部多参数属性变化与中强震孕育响应关系

边缘带，在层析成像领域被称为“层析成像边界带”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ｄｇｅＺｏｎｅ，简称 ＴＥＺ）（Ｗａｎｇａｎｄ

Ｋａｏ，２０１９）．前人的研究发现，近一个世纪以来，中

国台湾地区７０％以上的强震（犕≥６．０）都发生在

ＴＥＺ上，其中包括最近２０年内发生的三起最具破

坏性的大地震：１９９９年７．６级集集地震、２０１６年６．５级

美浓地震，以及２０１８年６．４级花莲地震（Ｗａｎｇａｎｄ

Ｋａｏ，２０１９）．事实上，在中国台湾地区近百年内总共

发生了９次极具破坏性的地震，其中７次发生在

ＴＥＺ（ＷａｎｇａｎｄＫａｏ，２０１９）．此外，还有其他构造域

的一些著名强震事件同样发生在ＴＥＺ，例如：２０１０

年智利莫尔８．８级地震（Ｈｉｃｋ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１９３４

年８．２级和２０１５年７．３级尼泊尔地震（Ｗｅｉａｎｄ

Ｚｈａｏ，２０１６）、２０１６年日本鸟取中部６．６级地震（Ｚｈａｏ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以及２０１０年新西兰达菲尔德７．１级

地震（Ｅｌｌ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７）．那么，在青藏高原东南缘

的地震孕育与深部构造属性空间变化之间是否也存

在类似的分布规律呢？这是本次研究重点要讨论的

科学问题．

为了认识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强震发震规律，探

究地震的孕震构造与成因，许多科学家从地震学角

度利用层析成像方法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基

于不同尺度、资料和方法的层析成像研究发现，“Ｙ”

字型断裂带系统的中下地壳范围内的塑性形变及

流变特征十分明显（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ｂ，２０１１ａ，ｂ，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ｂ，２０１５，２０２１；黄忠贤等，２０１３；吴建平等，

２０１３；江为为等，２０１４；Ｌｅｉ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１６；胡亚平

等，２０１７；王志等，２０１７；Ｈｕ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１８；Ｐｅ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刘冠男和王志，２０２０）．其中，Ｐｅｉ等（２０１９）

通过４Ｄ成像技术揭示了汶川和芦山地震发生前

后，龙门山断裂带地震波速度快速恢复，并推测这一

现象可能与该区域的深部结构的强烈各向异性和塑

性形变有关．Ｗａｎｇ等（２０２１）通过多参数联合反演

和动力学模拟，结合地球化学和地热分布特征等综

合研究，揭示了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及其破裂过程与深

部流体侵入的制约机制．在青藏高原东缘，前人的地

震层析成像和大地电磁测深研究同时揭示了在深部

存在物质流变的特征（Ｎｅｌ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Ｈｕ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ＲｉｐｐｅａｎｄＵｎｓｗｏｒｔｈ，

２０１０；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ａ，

２０１５），来自深部的流变物质可能被挤入到青藏高原

东南缘孕震层的岩石裂缝或断层中，对该区域内强

震的触发有着显著的影响（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Ｚｈ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２０２１）．相比之下，

罕有涉及关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深部构造属性变化与

强震触发之间响应关系的研究．

为进一步认识青藏高原东南缘地震孕育及分布

规律与深部构造属性变化的响应机制，探究该区域

的强震分布与ＴＥＺ构造带之间相关性，以及该构造

域地震孕育与深部物质流变的响应关系，我们对大

量高质量的Ｐ波和Ｓ波到时数据对进行了层析成像

反演，获得了青藏高原东南缘（９８°Ｅ—１０８°Ｅ，２２°Ｎ—

３５°Ｎ）地壳范围内的高分辨率三维速度（犞Ｐ、犞Ｓ）和

泊松比模型．基于获得的三维多参数模型，我们还计

算了以上这些模型的空间梯度场．在此基础上，结合

研究区域内近５０年来发生的５．０以上中强震事件，

探讨了强震触发与ＴＥＺ结构之间的响应关系．研究

结果对更进一步认识青藏高原东南缘深部构造、强

震孕育机制及其发震规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１　数据和方法

为了得到高分辨率成像结果，我们整合了多个

台网记录的地震数据，主要的数据来源包括：（１）中

国地震台网（ＣＳ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９月

３０日期间震级大于等于２．０（犕２＋）地震事件的震

相报告；（２）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ＩＧＣＥＡ）

记录的数据；（３）四川省和云南省地震局的固定和临

时台网记录的地震资料，包括了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

（犕Ｓ８．０）以及２０１３年芦山地震（犕Ｓ７．０）的背景地

震和余震事件，其中，从临时台网记录的地震波形数

据中拾取了大量的走时数据．为保证地震数据质量，

我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了严格的筛选：第一步，对数据

进行初步的挑选，剔除可能存在的无效数据或重复

数据；第二步，分别对每种震相的到时数据拟合出震

中距走时曲线，并且根据走时曲线进一步筛选数

据；第三步，在第二步的基础上严格控制Ｐ波与Ｓ

波震相之间的对应，挑选出至少包含６组同时记录

到Ｐ波Ｓ波震相的走时数据对的地震事件作为最

终的反演数据．最终，从２７，８８９个地震事件中挑选

出２９４，７７７对Ｐ波和Ｓ波走时对数据参与了反演．

如图２所示，这些数据被来自４１６个地震台站记录，

这些台站在青藏高原东南缘具有较密集的空间分

布．在上述三个步骤中，最后一个步骤具有重要的意

义．一方面，Ｐ波与Ｓ波震相之间的严格对应，不仅

能够说明这些到时数据所对应的波形是相对比较清

晰的，其拾取过程中带来的误差较小．另一方面，通

１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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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本研究中使用的台站和地震事件分布图

黑色实线表示主要的构造边界，黑色三角形符号表示中国地震台网的固定台站，深灰色方形符号表示四川省地震局、云南省地震局和中国地

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ＩＧＣＥＡ）布置的固定和临时台站．白色圆形符号表示不同震级地震事件的震源位置，具体震级如右下角的图例所示．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ｂｌａｃｋ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ＳＮ）ａｎｄｄａｒｋｇｒａｙｓｑｕａｒ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ｂｏｔｈ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ｐｌｏｙ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ｕｒｅａｕｓ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ｄ

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ＧＣＥＡ）．Ｗｈｉｔ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ｂｏｔｔｏｍ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

过犞Ｐ和犞Ｓ 模型直接计算犞Ｐ／犞Ｓ（或泊松比）会产

生比犞Ｐ和犞Ｓ的独立反演模型更大的误差（Ｔｈｕｒｂｅｒ，

１９９３；Ｃｈｅｖｒｏｔａｎｄ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２０００；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尤其是Ｐ波和Ｓ波数据集之间具有较大差异

的情况下．因此，为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直接计

算泊松比参数所产生的误差，保证Ｐ波Ｓ波震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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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严格一一对应是非常必要的．此外，为了保障和

提高中、下地壳以及下地壳地幔上边界附近的成像

分辨率，数据集中除了包含有发生在浅层和近距离

的Ｐｇ、Ｓｇ震相外，还包括了震源深度和震中距较大

的震相数据（Ｐ、Ｓ、Ｐｎ、Ｓｎ）．在上述过程中，需要说明

的是，本研究是分别对Ｐ波和Ｓ波到时数据进行单

独反演，笔者在利用Ｐ波和Ｓ波走时数据和双差定

位方法（Ｗａｌｄｈａｕｓｅｒａｎｄ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００）对震源

位置进行了重新定位的同时单独反演了Ｐ波速度

结构，然后再利用Ｓ波走时数据和重新定位的震源

参数反演了Ｓ波速度结构．

合理的参数化是保证层析成像的反演结果可靠

性的重要环节之一．我们不仅采用了严格数据筛选

条件，同时还在模型参数化方面进行严格的控制．

在网格设置方面，根据前人的研究（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ｂ，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ｂ，２０１５；胡亚平等，

２０１７；王志等，２０１７；Ｈｕ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１８；刘冠男和王

志，２０２０）以及研究区域内台站和事件的分布特点，

我们对网格模型进行了如下设定：（１）在台站和地震

比较集中的区域，水平网格间距设置为０．２５°，而在

台站稀少的区域为０．５°；（２）最深的反演深度为６０

ｋｍ，在３０ｋｍ以上的深度，垂直网格间距为５ｋｍ，而

在３０ｋｍ以下的深度，其网格间距为１０ｋｍ．在初始

速度模型的选择上，通过插值的方式从“ＵＳＴＣｌｉｔｈｏ１．０”

（Ｘ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中提取的三维初始速度模型（表

１），根据研究区域 Ｍｏｈｏ面横向变化剧烈的特点，从

ＣＲＵＳＴ１．０模型（Ｌａｓ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中提取出含

起伏的三维Ｃｏｎａｒｄ面和Ｍｏｈｏ面模型作为速度间

表１　反演前后各深度上的平均速度和泊松比比较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犿犲犪狀狏犲犾狅犮犻狋狔犪狀犱

犘狅犻狊狊狅狀′狊狉犪狋犻狅犫犲犳狅狉犲犪狀犱犪犳狋犲狉犻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犪狋犲犪犮犺犱犲狆狋犺

深度

（ｋｍ）

反演前 反演后

犞Ｐ

（ｋｍ·ｓ－１）

犞Ｓ

（ｋｍ·ｓ－１）
σ

犞Ｐ

（ｋｍ·ｓ－１）

犞Ｓ

（ｋｍ·ｓ－１）
σ

０ ４．６９２ ２．７６９ ０．２３２７ ４．８３７ ２．８６４ ０．２３０２

５ ５．６６１ ３．３３７ ０．２３３４ ５．８１４ ３．４４３ ０．２２９９

１０ ５．９２２ ３．４９８ ０．２３１４ ６．０４６ ３．５９４ ０．２２６７

１５ ６．０３５ ３．５６８ ０．２３０７ ６．１２３ ３．６５３ ０．２２３６

２０ ６．１０１ ３．５９３ ０．２３４０ ６．１５８ ３．６７２ ０．２２４１

２５ ６．２３５ ３．６５４ ０．２３８０ ６．４６４ ３．７２５ ０．２５１３

３０ ６．４１７ ３．７３８ ０．２４２７ ６．６１７ ３．７９４ ０．２５５０

４０ ６．７９５ ３．８９５ ０．２５３８ ６．９３７ ３．９１１ ０．２６７０

５０ ７．２９４ ４．１３０ ０．２６２５ ７．２０７ ４．１０３ ０．２６０３

６０ ７．９７３ ４．３６９ ０．２６５９ ７．６８５ ４．３２３ ０．２６８６

断面模型，在反演中考虑了Ｃｏｎａｒｄ面和 Ｍｏｈｏ面起

伏对反演结果的影响．基于上述参数化模型和数据

集，我们使用了Ｚｈａｏ等（１９９２，１９９６）的走时层析成

像的反演方法对研究区域内的Ｐ波和Ｓ波速度结

构进行了反演，并根据反演结果计算了泊松比．

２　地壳结构与强震成因

２．１　反演图像的质量

为了评估成像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反演之前进

行了棋盘分辨率测试（Ｃｈｅｃｋｂｏａｒ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

简称ＣＲＴｓ）（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ｓａｎｄＣｌａｙｔｏｎ，１９８８），主要

步骤包括：（１）在初始的参数化模型的网格点中加入

±３％交替出现的速度异常值扰动；（２）正演计算出

合成理论走时数据（即利用将要反演的数据以及加

入扰动的参数化模型计算含扰动的走时数据）；（３）

反演成像（即采用与最终反演相同的参数化模型和

反演参数设置，对含扰动的走时数据进行反演）．图

３给出Ｐ波（图３ａ）和Ｓ波（图３ｂ）的ＣＲＴｓ结果，可

以看出，研究区域内速度异常值扰动的恢复情况比

较理想，ＣＲＴ结果表明Ｐ波和Ｓ波具良好的一致

性，这主要是由于本研究采用了相同的Ｐ波和Ｓ波

走时数据．在前文关于数据和方法的讨论中，我们详

细地介绍了本研究所采用的严格的数据筛选条件．

其中，Ｐ波与Ｓ波震相的严格一一对应不仅是为了

保证挑选走时数据质量的可靠性，而且也是为了保

证计算出的泊松比模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这是因

为成对出现的Ｐ波和Ｓ波震相走时对地震波形的

质量要求比较高，暗示着对应的地震波形可能具有

较为高的信噪比；同时反演Ｐ波和Ｓ波走时数据对

保证了反演获得的Ｐ波和Ｓ波速度模型具有较好

的一致性，从而保证了计算出的泊松比图像的可靠

性，这一特征从Ｐ波和Ｓ波的ＣＲＴ结果的高度一

致性得到了很好的验证．综合考虑以上各方面因素，

我们认为本研究选择的参数模型是合理的，反演获

得的多参数模型较为可信，这为认识青藏高原东南

缘地壳及上地幔三维结构属性变化特征提供了保障．

２．２　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壳结构

图４展示了反演获得的Ｐ波和Ｓ波速度模型

（图４ａ和图４ｂ）以及计算出的三维泊松比模型的水

平切片．可以看出，在青藏高原东南缘上地壳范围内

（５～１５ｋｍ的深度范围），松潘—甘孜块体和川滇块

体表现为高速、低泊松比异常．与之相反，四川前陆

盆地表现出了大范围的低速、高泊松比异常．这个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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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与前人的研究（如，雷建设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８；胥

颐等，２００９；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４ｂ，２０１５，

２０２１；王志等，２０１７；李志伟等，２０１１；邓文泽等，

２０１４）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来自青藏高原的下地壳流

变物质富含铁镁成分，并且受到持续的挤压．同时，

大量下地壳及幔源物质挤入到上地壳中（Ｌｅｉａｎｄ

Ｚｈａｏ，２００９）并增强了地壳岩石的力学强度．以上两

方面因素形成了松潘—甘孜块体东边界附近以及川

（图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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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棋盘分辨率测试（ＣＲＴｓ）结果

（ａ）Ｐ波反演结果；（ｂ）Ｓ波反演结果．黑色实线表示主要的构造边界．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ｈｅｃｋｂｏａｒ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

（ａ）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ｗａｖｅａｎｄ（ｂ）ｔｈａｔｏｆＳｗａｖｅ．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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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块体浅部变得坚硬，进而表现出高速、低泊松比异

常．其中，以攀枝花（１０１．８°Ｅ，２６．０５°Ｎ）为核心的川

滇块体高速、低泊松比异常带的形成，对高原物质向

南逃逸的过程形成了阻碍，导致其北部地形的快速

上升（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ａ；吴建平，２０１３）．四川前

陆盆地所表现出的低速、高泊松比异常对应该区域

内三叠纪到晚白垩纪的沉积物．沉积物具有较高的孔

隙度，在前陆盆地的南部，其沉积物厚度超过了１０ｋｍ．

（图４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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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深度的增加（深度≥２０ｋｍ），松潘—甘孜

块体和川滇块体浅部的高速、低泊松比异常，逐渐转

变为大范围的低速、高泊松比异常特征，并且后者与

大地电磁结果（Ｎｅｌ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Ｂａ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Ｒｉｐｐｅａｎｄ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１０；Ｚｈ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中的高电导率特征相一致．这个结果在很大程

度上支持了下地壳管道流模型假说（Ｒｏｙｄｅ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ＣｌａｒｋａｎｄＲｏｙｄｅｎ，２０００）．与之相反，在四川

（图４续）

７５９３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４卷　

图４　三维地震波速度和泊松比模型的水平切片
（ａ）三维Ｐ波速度模型；（ｂ）三维Ｓ波速度模型；（ｃ）三维泊松比模型．黑色实线代表主要的构造边界．实心圆点、空心圆形符号和

白色五角星符号分别代表不同震级范围的强震事件，具体震级标注在图１中．ＳＧ，松潘—甘孜块体；ＱＬ，祁连—大别缝合带；ＣＤ，

川滇块体；ＳＣＢ，四川盆地．

Ｆｉｇ．４　Ｐｌａｉｎｖｉｅｗｓｏｆ３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ｍｏｄｅｌｓ
（ａ）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ｂ）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ｃ）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ｍｏｄｅｌ．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Ｓｏｌｉ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ｈｏｌｌｏｗ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ｓｔａｒ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

Ｆｉｇ．１．ＳＧ，ＳｏｎｇｐａｎＧａｒｚｅＢｌｏｃｋ；ＱＬ，ＱｉｌｉａｎＤａｂｉｅ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ＣＤ，ＣｈｕａｎｄｉａｎＢｌｏｃｋ；ＳＣＢ，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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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陆盆地以及研究区域的最南部，出现了大范围的

低速、高泊松比异常，并随着深度增加逐渐转变为高

速、低泊松比异常．虽然两个区域的变化现象非常相

似，但所代表的构造属性及其形成过程却是不同的．

在四川前陆盆地下方，三叠纪到晚白垩纪沉积物组

成的沉积层下方存在前寒武纪的结晶基底．远震成

像结果（如，Ｌｅｉ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１６；ＨｕａｎｄＷａｎｇ，

２０１８）表明，上扬子板块下方存在大范围的、古老而

坚硬的克拉通构造，对应高速和低泊松比异常特征．

相比之下，哀牢山红河断裂西侧成像特征在深度上

的变化很可能与印度板块深俯冲至地幔转换带、然

后在地幔转换带内长距离行走形成“大地幔楔”结构

中的板块脱水和地幔角流引起的热物质上涌有关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雷建设等，２００９；ＬｅｉａｎｄＺｈａｏ，

２０１６；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２．３　青藏高原东南缘大地震成因

１９７０年１月５日发生的７．８级通海地震发生

在低速、高泊松比异常带边缘（图５中Ｌ６和Ｌ７）．

１９７４年云南昭通７．１级地震震源区表现出显著的

低速、高泊松比异常，该异常从 Ｍｏｈｏ面以下一直延

伸至震源区（图５中Ｌ５）．上述两起犕７＋地震事件

的发生很可能与深部流体的作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

系．１９７６年云南保山地区龙陵县先后发生了７．３级

和７．４级地震．与之前两起 犕７＋地震事件不同的

是，龙陵地震震源位于高速、低泊松比异常带内部

（图５中Ｌ７），可以解释为脆性块体的破裂．１９８８年

１１月６日云南澜沧７．４级地震及其７．２级的余震

发生在介于Ｃｏｎａｒｄ面和 Ｍｏｈｏ面之间的低速、高泊

松比异常带内部（图５中Ｌ６）．我们推测，由于震源

下方深处（Ｍｏｈｏ面以下）存在大范围的高速异常，

可能对应印度板块穿过缅甸弧下方的向东深俯冲，

而澜沧地震震源区的低速异常所代表的流变物质特

征很有可能与板块脱水有关．这些现象说明，来自上

地幔的深部流变物质上涌并且侵入地壳中的脆性岩

石的裂缝或断层中，在印度板块强烈地东向深俯冲

形成的“大地幔楔”构造背景（Ｌｅｉ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１６；

雷建设等，２００９；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下，造就了青藏高

原东南缘的南段的大地震孕育及空间分布．因此，青

藏高原东缘地震的发生不仅与地壳结构相关，还可

能与地幔结构相关（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雷建设等，

２０１８）．

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北段，１９７３年７．９级炉霍

地震发生在鲜水河断裂带上．该地震的震源位于大

范围的高速、低泊松比异常带上（图５中Ｌ１、Ｌ３和

Ｌ４）．与龙陵地震的孕震构造类似，这种构造同样可

以解释为岩石的脆性形变．２００８年汶川８．０级地震

是自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发生在我国最具破坏

力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地震．汶

川地震发生以后，松潘—甘孜块体及其周边开始变

得“活跃”起来，如２００８年汶川８．０级地震后，随后

就发生２０１３年７．０级芦山地震和２０１８年九寨沟

７．０级地震．从本研究获得多参数模型中可以看出，

汶川地震的震源位于明显的高低速度边界带和高

泊松比异常体内部．该特征可能暗示了两个不同的

块体相互碰撞带，该碰撞带内有大量的流变物质汇

集（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１）．这主要是由于以高速和低

泊松比异常为主要特征的松潘甘孜块体与低速和高

泊松比的四川前陆盆地发生剧烈碰撞及其引起的逆

冲过程所导致的．虽然地表ＧＰＳ数据显示松潘—甘

孜块体的运动速率很小（Ｍｅａｄｅ，２００７；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ｂ），但地壳的强烈形变、长期的应力积累

以及流变物质的作用仍然促成了此次灾害性地震的

发生．此外，我们还看到一个特别现象：多数沿龙门

山断裂带分布的犕５＋地震似乎发生在高低速度边

缘带，或者（以及）高低泊松比边缘带上．这个现象

说明，参数变化的边缘带可能是其余震序列的主要

分布区域，或者（以及）是该断裂上主要的孕震构造

特征．

汶川地震的同震破裂长达～３００ｋｍ，其主要向

北发展．然而５年后，同样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南段

的２０１３年７．０级芦山地震却位于汶川地震主震的

南侧，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地震空区．关于地震空区

的形成原因、过程及其潜在的孕震能力一直存在争

议．虽然前人通过多种方法证明该地震空区是一个

应力难以积累的区域（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５；Ｌｅ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ｂ；梁春涛等，２０１８），但我们仍然不能

排除汶川地震的同震影响．与以往研究一致（如，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２０１７，２０２１；胡亚平等，２０１７），

本研究显示芦山地震震源区是高速、低泊松比异常

带．芦山地震发生之后５年，２０１８年７．０级九寨沟

地震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西北部的虎牙断裂上．虎

牙断裂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断裂．除２０１８年九寨沟地

震外，１９７６年７．２级松潘—平武地震及其震级为

７．２的余震同样发生在虎牙断裂上．虽然这两起

犕７＋地震事件都发生在同一条断裂上，但它们的孕

震构造特征截然不同．成像结果显示（图５中Ｌ２），

九寨沟地震震源位于明显的高速、低泊松比异常带

上 ，而松潘—平武两次犕７＋地震震源位于低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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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插图所示测线的地震波速度和泊松比垂直剖面

其中，虚线表示Ｃｏｎａｒｄ面和 Ｍｏｈｏ面深度（Ｌａｓ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剖面上方的灰色部分表示对应的地形．实心圆点、空心圆形符号以及白色

五角星符号分别代表不同震级范围的强震事件，具体震级标注在图１中．ＴＨ，１９７０年通海地震（犕Ｓ７．８）；ＬＨ，１９７３年炉霍地震（犕Ｓ７．９）；

ＺＴ，１９７４年昭通地震（犕Ｓ７．１）；ＬＬ，１９７６年龙陵地震（犕Ｓ７．３、犕Ｓ７．４）；ＳＰ，１９７６年松潘—平武地震（犕Ｓ７．２、犕Ｓ７．２）；ＬＣ，１９８８年澜沧

地震（犕Ｓ７．４、犕Ｓ７．２）；ＷＣ，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犕Ｓ８．０）；ＬＳ，２０１３年芦山地震（犕Ｓ７．０）；ＪＺＧ，２０１７年九寨沟地震（犕Ｓ７．０）．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ｓｅｒｔｍａｐ

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ＣｏｎａｒｄａｎｄＭｏｈｏ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１．０ｍｏｄｅｌ（Ｌａｓ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Ｔｈｅｇｒａｙａｒｅａｏｎｔｈｅ

ｔｏｐｏｆｅａｃ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ｓ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ｏｌｉｄａｎｄｈｏｌｌｏｗ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ｓｔａｒｓ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ｔｈａｔ

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１．ＴＨ，１９７０Ｔｏｎｇｈａ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犕Ｓ７．８）；ＬＨ，１９７３Ｌｕｈｕ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犕Ｓ７．９）；ＺＴ，１９７４Ｚｈａｏｔ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犕Ｓ７．１）；ＬＬ，１９７６Ｌｏｎｇｌ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犕Ｓ７．３，犕Ｓ７．４）；ＳＰ，１９７６ＳｏｎｇｐａｎＰｉｎｇｗ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犕Ｓ７．２、犕Ｓ７．２）；ＬＣ，１９８８Ｌａｎｃａ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犕Ｓ７．４、犕Ｓ７．２）；ＷＣ，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犕Ｓ８．０）；ＬＳ，２０１３Ｌｕ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犕Ｓ７．０）；ＪＺＧ，２０１７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犕Ｓ７．０）．

泊松比异常带内部．后者的孕震构造特征与发生在

１９９５年日本神户的里氏７．３级地震非常相似，暗示

着震源区以及周围存在大范围的流变侵入（Ｚｈａｏ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我们注意到，研究区内许多犕７＋地震

事件发生在高速、低泊松比异常带上．高速异常所

展示岩石一般比较坚硬，触发破裂所需的能量更

大，例如２０１５年尼泊尔 犕Ｗ７．８地震（如，吕子强

与雷建设，２０１６；Ｗｅｉ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１６）．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青藏高原东南缘仍是地震危险性较高的

区域．

０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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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深部结构属性变化与强震孕震构造

特征

３．１　犜犈犣和强震分布特征

层析成像边界带ＴＥＺ，它是指在层析成像模型

中参数值急剧变化即变化梯度值最大的特征带

（ＷａｎｇａｎｄＫａｏ，２０１９）．在反演图像中，最常见的

ＴＥＺ特征就是速度、泊松比或其他参数的高低变

化之间的过渡带．我们推测ＴＥＺ不仅仅出现在俯冲

带构造域，如中国台湾和日本东北地区，而且也可能

在其他构造域，如青藏高原等．该过渡带的形成可能

与许多复杂的构造演化过程有关，如板块构造和流

体等，它很可能是一种具有较高危险性的强震孕震

构造．

图６　ＴＥＺ的概念图

红色区域表示低速、高泊松比异常带，蓝色区域表示高速、低泊

松比异常带，它们之间被虚线划出的区域是过渡带．灰色箭头

表示深部流变物质（部分熔融或流体）的运移．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ＥＺ

Ｔｈｅｒｅｄａｒｅ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ｌｏｗ犞 ａｎｄｈｉｇｈσｚｏｎ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ｂｌｕｅｏｎｅ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ａｈｉｇｈ犞ａｎｄｌｏｗσｚｏｎｅ．Ｔｈｅａｒｅａ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ｕｅａｒｅａｓｌｉｎｅｄｏｕｔｂｙｔｗｏｄａｓｈ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Ｇｒａｙ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ｅｐ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ｅ．ｇ．，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ｅ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ｓ）．

如图６所示，深部流变物质的侵入，包括下地壳

流体（如部分熔融）和（或）上地幔热物质的上涌，是

形成ＴＥＺ特征的重要因素．由于流体侵入到板块的

碰撞带，形成流体应力和岩石强度不同的两种构造

属性的板块边界．以两种构造属性区别较大的地质

体所组成的断层模型为例，假设大量流变物质在断

层具有较高渗透性的一侧持续侵入，流变物质的增

加将大幅度地降低介质中地震波（尤其是横波）的传

播速度，导致泊松比和孔隙流体压力升高．该演变过

程将在深部构造模型中产生横向剧烈变化和提高孔

隙流体压力梯度．在该构造带，在高孔隙流体压力的

作用下，流变物质开始向断裂带的刚性较强的一侧

迁移，由于断裂带的刚性一侧是由低孔隙度（渗透

率）岩石所组成的，因其流变物质成分稀少且通常表

现为高速、低泊松比异常．这样一来，发生迁移的流

变物质很可能会在断裂带的边界处积累，进一步提

高应力水平，减小了岩石的静摩擦系数，同时降低了

刚性块体边缘的岩石骨架的机械强度．上述过程很

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提高强震触发概率．该过程的

结果是：一方面，侵入的深部流体发挥了“润滑”的作

用，主要增加孔隙压力、降低了断层面有效正应力，

从而减小了断裂带中断层面的摩擦力（Ｌｅｉａｎｄ

Ｚｈａｏ，２００９）并使其更容易发生滑动；另一方面，侵

入的深部流变物质发挥了“腐蚀”的作用，将刚性岩

石边缘的力学强度大幅度削弱，使其更容易发生脆

性形变．前人大量的地震学、大地电磁、地球化学和

动力学模拟等研究表明，在青藏高原地壳内部的高

温、高压环境下，中下地壳（３０～６０ｋｍ）的岩石确实

发生了部分熔融（如，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２０２１）．与此同时，地壳剧烈形变和频繁

发生的强震活动所产生的大量活动断层，为中下地

壳流变物质的运移以及上地幔热物质的上涌提供了

理想的通道．这种ＴＥＺ结构通常由高速、低泊松比

或者低速、高泊松比两种构造属性差异较大的地质

体组成，在该构造带表现为低幅度的参数扰动和显

著的梯度差异．然而，ＴＥＺ结构不仅仅局限于这种

组成，如果在相近构造属性带的流变物质含量差异

较大的区域同样可以表现出 ＴＥＺ特征，而这种

ＴＥＺ结构通常兼具较高幅度的参数扰动和较高的

梯度值．因此，不同参数梯度值的大小可以作为判断

和识别ＴＥＺ结构的参考依据之一．

上述过程在青藏高原东南缘具有非常理想的发

生条件．首先，地壳深部含有大量流变物质，包括下

地壳的部分熔融和以岩浆为主要成分的地幔热物质

上涌．其次，青藏高原东南缘剧烈的地壳运动使地壳

岩石发生了强烈形变，产生了大量的活动断层，岩石

破裂的深度随着强震不断发生而不断地向深部扩

展，为深部流变物质的上涌提供了可能通道．最后，

研究区域内构造属性的差异比较明显，特别是碰撞

板块边界的两侧，甚至是某一条具体断裂带或断层

的两侧．从本研究获得三维多参数模型和梯度参数

可以看出，上述特征与反演和计算结果所展示出的

构造属性变化特征一致性较高．

３．２　强震孕震构造的普遍特征

基于反演所获得的三维犞Ｐ，犞Ｓ 和Ｓ波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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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我们分析了最近５０年内（１９７０—２０２０）发生在

青藏高原东南缘的犕５＋地震的分布特征与深部构

造属性变化的响应关系．研究过程中涉及的大地震

（５＋）目录来自中国地震台网（ＣＳＮ）和美国地质调

查局（ＵＳＧＳ）．其中，２００９年１月以及之后的事件目

录是由全国范围内１，０００余个地震台站记录，而

２００９年１月之前的数据是由包含８８个台站的国家

台网所记录，２０２０年１０—１２月的事件目录来自ＣＳＮ

速报目录．然而，不同来源的事件目录之间存在较大

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震源位置和震级描述方面．为了

保证所揭示的规律具有普遍性，我们从ＵＳＧＳ收集

了发生在相同时间区间内事件目录．ＣＳＮ的台站分

布在研究区域内比较密集，主要采用的震级类型是

里氏震级．ＵＳＧＳ事件目录主要采用的震级类型是

矩震级，但台站的分布在研究区域内比较稀少．经过

比较和筛选，最终获得３２４起同时出现在ＣＳＮ和

ＵＳＧＳ事件目录中的 犕５＋地震事件．如果根据来

源不同的强震目录进行的讨论分析，能够得到相同

或相似的结果，那么该结果的可靠性和普适性将会

得到很好的保证．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采用了二维Ｓｏｂｅｌ

Ｆｅｌｄｍａｎ算子（ＳｏｂｅｌａｎｄＦｅｌｄｍａｎ，１９６８）计算震源

处的梯度．ＳｏｂｅｌＦｅｌｄｍａｎ算子考虑了目标点周围

包括沿对角线方向在内的８个点并根据距离加权计

算梯度，其结果的精确性明显高于中心差分法和近

邻梯度因子法，对模型中的噪声具有一定的抗性．在

确定ＴＥＺ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如下规则：对Ｐ波

和Ｓ波速度结构而言，根据反演的速度模型将ＴＥＺ

结构的条件定义为“梯度值≥３．０％（速度扰动）／０．５°

（变化间距）”，而非 ＴＥＺ 区域定义为 “梯度值

＜３．０％／０．５°”；对于泊松比而言，由于其变化的幅

度比速度更加明显，相应的筛选条件被放大至２倍．

在此基础上，如果地震发生在速度梯度值≥３．０％／

０．５°（对于泊松比而言是“梯度值≥６．０％／０．５°”）的

区域，则被认为发生在ＴＥＺ上．反之，该地震事件就

被认为不发生在ＴＥＺ．图７展示了各深度上参数的

水平梯度场．如图所示，高梯度值集中在主要的构造

边界上，即龙门山断裂带与鲜水河—安宁河组成的

“Ｙ”字型断裂系统．图８展示了最终的统计结果．其

中，以速度为例，ＨＶＺ和ＬＶＺ分别表示梯度变化小

的稳定高速和稳定的低速块体，分别对应图６中右

侧和左侧的高速和低速块体，而泊松比参数模型中

的ＨＶＺ和ＬＶＺ刚好与速度模型相反．速度异常的

ＨＶＺ以及泊松比异常的ＬＶＺ可能与稳定的坚硬或

脆性块体对应，通常具有较低的岩石孔隙及流体或

流变物质的含量．相反，速度的 ＬＶＺ和泊松比的

ＨＶＺ展现出的是较为明显的流变物质特征，可能对

应于下地壳部分熔融的岩石或者来自地幔的热物

质．从图８中可以看出，ＵＳＧＳ给出的事件目录对

ＴＥＺ的敏感性比ＣＳＮ更高，但两者体现出的规律

大致是一致的，展示出了具有普遍性的孕震构造特

征规律．尽管我们对泊松比的ＴＥＺ识别条件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但结果显示ＴＥＺ构造触发犕５＋地震

事件占有绝对的优势比例．对于 Ｐ波速度而言，

ＴＥＺ孕震构造特征所占的比例为６３．４％～６４．２％．

对于泊松比而言，ＴＥＺ孕震构造特征所占的比例为

７７．５％～７８．４％．相比之下，Ｐ波速度和泊松比的

ＨＶＺ和ＬＶＺ孕震构造特征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８．４％～２０．１％和１１．７％～１６．７％．尽管Ｓ波速度

的ＴＥＺ孕震构造特征比例相比于Ｐ波速度和泊松

比有较为明显的下降（４５．７％～４６．７％），但其优势

地位并未发生变化．相应地，其 ＨＶＺ孕震构造特征

比例明显升高（３６．４％～３６．７％），ＬＶＺ孕震构造特

征比例无明显变化（１７．３％～１７．６％）．根据上述现

象我们推测：首先，Ｐ波速度与泊松比的孕震构造特

征分布说明了青藏高原东南缘构造属性的变化对地

震的触发有着显著的控制作用．泊松比是对流变特

征较为敏感的参数，震源处显著的高泊松比梯度异

常表明，青藏高原构造属性边缘带倾向于流变物质

的梯度带，暗示流变物质的运移对该区域内构造演

化以及强震孕育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Ｓ波速

度统计结果中ＴＥＺ比例的下降以及 ＨＶＺ上升进

一步表明，虽然深部流变物质的运移对研究区域内

强震孕育的影响较为明显，但高速、低泊松比异常带

所代表的脆性块体具有较为显著的强震孕育能力．

由于此类岩石通常比较坚硬，其发生破裂所需的应

力较大，孕育的地震通常具有较大的震级．发生在

２００８年的汶川地震（犕Ｓ８．０）和２０１３年的芦山地震

（犕Ｓ７．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综上所述，在青藏高原

东南缘，强震的触发的主要控制因素可能是块体间

的动力学过程与相互作用，而流体的作用更像是加

速强震事件的催化剂．

４　结论

本研究首先对大量高质量的纵、横波震相走时

对进行反演，获得了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壳的三维多

参数结构．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参数梯度场分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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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Ｎ和ＵＳＧＳ提供的近５０年的历史性大地震（犕５＋）

目录，分析了研究区域大地震分布与深部多参数构

造属性变化之间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青藏高原东

南缘呈现出明显的横向不均性，中下地壳中含有大

量的低速、高泊松比异常，反映了该区域的深部构造

中存在发生了塑性形变的物质，该属性变化对强震

的触发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发现，６３．４％～

６４．２％的地震事件发生在Ｐ波速度的ＴＥＺ上，７７．５％～

（图７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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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４％的地震事件发生在泊松比的ＴＥＺ上．相比之

下，Ｐ波速度和泊松比的 ＨＶＺ和ＬＶＺ孕震构造特

征所占的比例分别为８．４％～２０．１％和１１．７％～

１６．７％．虽然Ｓ波速度的ＴＥＺ孕震构造特征比例仍

占有优势，但相比于Ｐ波速度和泊松比有明显的下

降（４５．７％～４６．７％）．相应地，其 ＨＶＺ孕震构造特

征比例明显升高（３６．４％～３６．７％），ＬＶＺ孕震构造

特征比例无明显变化（１７．３％～１７．６％）．可见，在青

（图７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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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三维地震波速度和泊松比扰动的水平梯度
（ａ）Ｐ波速度扰动；（ｂ）Ｓ波速度扰动；（ｃ）泊松比扰动．白色箭头和图下方色标中给出的颜色分别代表多参数梯度的方向和数值．
黑色实线代表主要的构造边界．大小不同的圆形符号和白色五角星符号分别代表不同震级范围的强震事件，具体震级标注在图１中．

ＳＧ，松潘—甘孜块体；ＱＬ，祁连—大别缝合带；ＣＤ，川滇块体；ＳＣＢ，四川盆地．
Ｆｉｇ．７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ｏｆ３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ａ）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ｂ）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ｃ）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ｔｅａｒｒｏｗ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ｌｏｒｓｇｉｖｅｎｂｙ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ｂａｒａｔ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ｅａｃｈｓｕｂｆｉｇｕｒ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Ｗｈｉｔ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ｚｅｓａｎｄｓｔａｒ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ｌａｒｇ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１．ＳＧ，ＳｏｎｇｐａｎＧａｒｚｅＢｌｏｃｋ；ＱＬ，ＱｉｌｉａｎＤａｂｉｅ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ＣＤ，

ＣｈｕａｎｄｉａｎＢｌｏｃｋ；ＳＣＢ，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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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青藏高原东南缘强震事件（犕５＋）分布与构造参数属性变化之间的关系图

图中（ａ—ｃ）分别表示犕５＋地震震中位置的纵波、横波和泊松比以及它们的梯度值，每一参数的上排为参数扰动值，而下排为对应

参数的梯度值．左侧栏为犕５＋地震发生在ＴＥＺ、ＨＶＺ以及ＬＶＺ的比例，其中深灰色柱子表示以ＵＳＧＳ地震目录统计的结果，而白

色为基于ＣＳＮ地震目录统计的结果．中间栏表示犕５＋地震（ＣＳＮ）的震源所对应的不同参数的扰动值和梯度值分布，而右侧栏则

为ＵＳＧＳ统计的结果．黑色虚线表示用于识别多参数ＴＥＺ结构的阈值．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犕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ｗａｖｅ，Ｓｗａｖｅａｎｄ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ｅｒｓ

ｏｆｔｈｅ犕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ｔｏｐｒｏｗａｎｄ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ａｒｅｇｉｖｅｎｉｎ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

ｒｏｗ．Ｌｅｆｔｃｏｌｕｍｎ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犕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ｃｏｕｎｔｅｄｔｏｈａｖ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ＴＥＺ，ＨＶＺａｎｄＬＶＺ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ｄａｒｋｇｒａｙｂ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ＳＮａｎｄＵＳＧ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ｃｏｌｕｍｎ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犕５＋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ｃｏｌｕｍｎ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ＵＳＧＳ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ｕｓｅｄ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ＴＥＺ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藏高原东南缘，强震的触发的主要控制因素是板块

之间的相互作用，高速、低泊松比异常带内部可能酝

酿着震级较大的地震事件．考虑到本研究用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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