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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盆地北部地热场深部控制因素研究：

基于大地电磁探测的结果

牛璞１，韩江涛１，２，曾昭发１，２，侯贺晟３，刘立家１，２，

马国庆１，２，管彦武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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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松辽盆地北部存在中低温地热场，地热场呈现中间高、四周环状降低的特征．松辽盆地内部形成高地热场的

主要因素，一是深部热源供给；二是浅部热能储集．通过深部结构特征研究可揭示热源及热储的分布及相互联系，

对松辽盆地北部地热场成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揭示松辽盆地北部地热场的深部控制因素，本文基于古龙镇

至依安县的２４６ｋｍ长大地电磁剖面，对７１个宽频测点数据通过傅里叶变换、Ｒｏｂｕｓｔ估计以及相位张量分解等处

理手段，在精细分析维性特征及电性主轴的基础上，利用非线性共轭梯度反演获得了剖面４０ｋｍ深二维电性结构

模型．研究发现：电阻率模型具有“纵向分层，横向分块”的特征，以水热性温泉富集的林甸地区为界，剖面南北两侧

电性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南侧呈现“低阻高阻低阻”的三元电性结构，北侧呈现“低阻”的一元电性结构，这两种

结构与地温场分布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林甸以南的三元电性结构区对应高地热异常，以北的一元电性结构区热

异常下降明显；林甸地区位于这两种端元的分界区，地表温泉丰富，且发育有基底断裂，为水热型地热发育的“热

点”地区；林甸南北两侧深部存在两个高导体Ｃ１、Ｃ２，这与普遍认识的松辽盆地存在软流圈隆起有关，说明盆地下

方具有统一的热源，部分熔融热物质作为深部热源向上传递热量，不同之处在于林甸以南地区，中地壳存在巨厚高

阻特征的前寒武纪结晶基底Ｒ１，为地热的保存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林甸以北地区深部缺少聚集热量的结晶基底，

导致地热异常迅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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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ｓｈｅａｔ，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ａ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ｌｙｒａｐｉ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

０　引言

地热能是一种清洁可再生能源，在替代碳氢化

合物资源及发电或直接供热方面有重要作用（Ｋａｎａ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Ｏｌａｓｏｌ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陈昌昕等，２０１９）．

自中生代晚期以来松辽盆地由于岩石圈减薄、广泛

的火山活动及花岗岩侵入的共同作用（Ｗａｎｇａｎｄ

Ｌｉ，２０１８），地热异常明显增高，盆地赋存有大量地热

资源（刘晨璞等，２０１６；周立岱，２００５），盆地北部更是

处于异常高值区．松辽盆地地温场总体特征为：盆地

中央无论是地温梯度、地层温度还是大地热流均呈

现高值，并大致以环状向外依次降低（图１）（李野，

２０１７）．因此，研究松辽盆地地热场对于今后地热能

的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地热系统通常包含“源、通、盖、储”四要素（杨林

和姜国庆，２０２０）．关于松辽盆地地热场的控制因素

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１）中国东北地区的深部地球

物理结果表明，西太平洋板块深俯冲脱水作用引发

软流圈上涌（田有等，２０１９；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松

辽盆地发生普遍的岩石圈减薄（韩江涛等，２０１８），岩

石圈拆沉触发的上地幔热上升是盆地形成热异常的

主要原因（Ｋ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ＷａｎｇａｎｄＬｉ，２０１８），

其中上涌的部分熔融热物质作为盆地地热系统的热

源（刘晨璞等，２０１６；伍小雄，２０１４；朱焕来，２０１１）；

（２）区域重磁勘探结果揭示出松辽盆地存在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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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区地热背景及大地电磁测点分布（改编自符伟等，２０１９；孙成城，２０１９；李野，２０１７）

（ａ）松辽盆地大地热流分布图；（ｂ）大地电磁测点分布．Ｆ１：嫩江断裂；Ｆ２：大安—德都断裂；Ｆ３：孙吴—双辽断裂；

Ｆ４：哈尔滨—四平断裂；Ｆ５：讷河—绥化断裂；Ｆ６：滨州断裂；Ｆ７：扎赉特—吉林断裂．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ＭＴ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Ｓｕｎ，２０１９；Ｌｉ，２０１７）

（ａ）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ｌｏｗｍａｐｏｆ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ｂ）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Ｔｓｉｔｅｓ．Ｆ１：Ｎｅｎ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Ｆ２：Ｄａ′ａｎＤｅｄｕｆａｕｌｔ；

Ｆ３：Ｓｕｎｗｕ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ｏｆａｕｌｔ；Ｆ４：ＨａｒｂｉｎＳｉｐ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Ｆ５：ＮｅｈｅＳｕｉｈｕａｆａｕｌｔ；Ｆ６：Ｂｉｎｚｈｏｕｆａｕｌｔ；Ｆ７：ＺａｌｉｔｅＪｉｌｉｎｆａｕｌｔ．

基底断裂（孙成城，２０１９；邢大全，２０１５；裴明波，

２００８；张丛，２０１７），可以作为沟通深部热源与浅部热

储的主要流体通道；（３）盆地地热储集作用与其稳定

盖层关系密切，松辽盆地演化过程中，青一段和嫩

一、二段两次大范围湖侵期形成了全盆地分布的泥

质岩，致密、低渗的厚层泥岩凭借热导率低的特点作

为地热系统盖层，为热物质的保存提供有利条件（刘

晨璞等，２０１６）；（４）盆地北部浅层发育有上下２套热

储体系，下部热储体系为泉头组三段、四段地层，

上部热储体系为青山口组的青二三段和姚家组地

层（胡霞和吕建才，２０１６）．近年来的地质、地球物

理工作较好地阐明了松辽盆地物质组成和结构分

布，但是地质结构对地热系统的控制作用仍然不

清楚．

地球物理方法在描述地热系统、圈定热储区及

潜力评价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Ｋａ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严小丽等，２０１９）．其中大地电磁

（ＭＴ）测量凭借对良导体的敏感性的优点，广泛用

于揭示沉积盆地地热系统结构（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Ｄｅｌｈａｙ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火山系统低电阻率结构成像

（Ｔｚａｎ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Ｄａｒｎｅｔ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Ｌｉ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展示伸展构造环境对地热活动的控制作用

（Ｈａｃ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Ｅｒｄｏ̌ｇａｎａｎｄＣａｎｄａｎｓａｙａｒ，

２０１７；Ｄｉｄａ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圈定水热型地热盆地结

构（Ｖｏｌｐ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和评估裂谷系统中地热区开

发潜力（Ｚａｈ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因此，ＭＴ用于地热勘探

是目前地球物理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Ｈｅｒｓｉｒ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Ｋａｒｌｓｄóｔｔｉｒ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本文利用在松辽盆地

北部采集的７１个 ＭＴ测点，获得松辽盆地北部地

下电性结构，对研究区地热场深部控制因素进行

研究，解释地质结构如何控制松辽盆地北部地热

场分布．

１　地质背景

松辽盆地处于西伯利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华北

板块的构造叠合部位（葛荣峰等，２０１０），受到多种构

造体制作用，具有复杂的地质演化背景．由于古亚洲

洋的闭合，松辽地块在石炭纪末与众多微陆块拼合

形成东北地区．４５０～３５０Ｍａ松辽地块进入构造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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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相对稳定时期，发育了相对完整的上古生界（余和

中，２００１；王成文等，２００９）．之后盆地经历了晚侏罗

世初始张裂阶段、沙河子组沉积断陷阶段、营城组沉

积萎缩期、营城期末坳陷阶段、嫩江组沉积构造反转

阶段等复杂的构造演化（王燮培和严俊君，１９９６），最

终形成叠置于古生代基底上的大型中、新生代裂谷

型盆地．

复杂的演化历史为盆地形成地温场提供有利条

件．盆地演化初期，受太平洋板块俯冲影响，区域拉

张应力导致深部地幔隆起，热物质上涌，盆地岩石圈

减薄，造成许多地壳断裂（胡望水等，２００５）．演化的

中后期，随着沉积序列发展，白垩纪沉积地层逐层覆

盖于古生代结晶基底上，形成广泛分布于盆地内的

泥质岩盖层．贯穿于整个沉积过程的中新生代火山

活动，形成的大量岩浆岩，也为地温场的形成提供有

利条件．松辽盆地经历了加里东期、海西期、印支期、

燕山期、喜山期等多期岩浆活动（张兴洲等，２０１２）．

在松辽盆地北部地区，大范围缺失三叠系，仅有可能

出现华力西期和燕山期火山岩和岩浆活动（朱焕来，

２０１１）．盆地基底岩性主要由弱变形和变质显生宙花

岗岩、片麻岩及古生代沉积地层（包括砂岩，灰岩，千

枚岩，板岩及变质岩石）组成（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Ｚｈｏｕ

ａｎｄＷｉｌｄｅ，２０１３；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片麻岩可以作

为矿化水和热水的含水层（Ｏｚ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花岗

岩在所有基底岩性中放射性元素含量是最高的，其

产热率也是所有岩石中最大的（朱焕来，２０１１）．有学

者认为片麻岩的存在，证实盆地基底是前寒武纪的．

盆地北部徐家围子断陷的火山岩样品中发现古老锆

石，证实松辽盆地基底是由前寒武纪结晶岩系与多

期古生代—晚中生代早期岩浆岩构成的复合型基底

（章凤奇等，２００８）．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犕犜数据

本文基于松辽盆地北部覆盖了地热异常变化强

烈区域的大地电磁剖面（图１ａ），研究了松辽盆地北

部深部地热系统的控制要素．剖面长２４６ｋｍ，共采

集７１个测点，点距约为３．６ｋｍ．剖面自大庆市开

始，向北经过林甸县、终到依安县附近（图１ｂ）．地质

单元上自南向北依次经过古龙断陷、常家围子断陷、

林甸断陷和依安断陷．野外数据采集使用加拿大

Ｐｈｏｅｎｉｘ公司的 Ｖ５２０００型大地电磁仪，采用张量

方式布极，每个测点测量３个相互正交的磁场分量

（犎狓，犎狔，犎狕）和２个相互正交的水平电场分量

（犈狓，犈狔），平均采集时间约为２０ｈ．对数据的原始时

间序列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Ｒｏｂｕｓｔ估计（Ｅｇｂｅｒｔ，

１９９７）等处理手段，获得阻抗张量信息．最终得到周

期范围为０．００６～１０００ｓ的有效 ＭＴ数据，剖面部

分测点视电阻率相位曲线（图２）显示数据质量

较好．

２．２　维性分析和电性主轴判别

利用相位张量二维偏离度β进行区域维性分析

（Ｂｏｏｋｅｒ，２０１４；ＢｅｃｋｅｎａｎｄＢｕｒｋｈａｒｄｔ，２００４）．相位

张量不受浅部异常体的影响（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使用最大相位（Φｍａｘ）作为长轴、最小相位（Φｍｉｎ）作为

短轴绘制相位张量椭圆．主轴方向（Φｍａｘ）表示导电

结构的走向．通常情况下，使用偏离度β来推断地下

介质的维性，将大于３°的值解释为指示三维结构，将

小于３°的解释为近似二维或准二维结构（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图３将计算出的相位张量椭圆表示为频

率距离的横截面．随着频率的减小，对深部结构更

为敏感．椭圆颜色以偏斜值β着色，研究区电性结构

整体成层性较好．大于０．０１Ｈｚ时，具有较小偏斜

值，指示剖面具有较好的二维性．小于０．０１Ｈｚ时，

呈现三维特性，所以最终使用０．０１～１００Ｈｚ的数据

进行反演．

相位张量分解、ＧＢ分解是判别电性主轴的有

效方法（蔡军涛等，２０１０），全剖面测点０．００１～０．０１ｓ、

０．０１～０．１ｓ、０．１～１ｓ、１～１０ｓ、１０～１００ｓ、１００～

１０００ｓ六个频段的电性主轴玫瑰图如图４和图５所

示．可以看出，相位张量分解的结果（图４），除高频

段（０．００１～０．０１ｓ、０．０１～０．１ｓ）指示电性主轴方向

为０°和９０°左右外，其余四个频段指示电性主轴方

向大致相同．ＧＢ分解的结果（图５）与相位张量分解

结果类似．将玫瑰图指示方向、相位张量椭圆长轴指

示方向，与区域实际地质走向三者相结合，最终确定

区域构造走向为ＮＥ３５°．

２．３　二维反演

基于 ＭＴＰｉｏｎｅｅｒ平台集成的二维非线性共轭

梯度反演算法（ＲｏｄｉａｎｄＭａｃｋｉｅ，２００１）进行二维反

演．在考虑地形变化的前提下，进行ＴＥ＋ＴＭ 模式

反演．维性分析结果（图３）显示，测点在较低频时具

有一定三维性，数值模拟计算结果显示三维畸变对

ＴＥ模式视电阻率数据易产生影响（蔡军涛和陈小

斌，２０１０）．所以反演时，增大ＴＥ模式视电阻率、相

位本底误差，降低ＴＥ模式对整体反演结果的影响

（梁宏达等，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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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大地电磁剖面部分测点视电阻率相位曲线

Ｆｉｇ．２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ｏｍｅＭＴｓｉｔ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图３　相位张量椭圆

黑色倒三角ＭＴ测点．

Ｆｉｇ．３　Ｐｈａｓｅｔｅｎｓｏｒｍａｐ

Ｂｌａｃｋ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ＭＴｓ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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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各频段构造走向分析结果玫瑰图（相位张量分解）

Ｆｉｇ．４　Ｒｏｓ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ａｎｄｓ（ｐｈａｓｅｔｅｎｓｏｒ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５　各频段构造走向分析结果玫瑰图（ＧＢ分解）

Ｆｉｇ．５　Ｒｏｓ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ａｎｄｓ（ＧＢ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反演参数：网格个数为４７×９９，频率范围为

０．０１～１００Ｈｚ．反演过程中设置ＴＭ 模式视电阻率

本底误差为１０％，相位本底误差为５％，ＴＥ模式视

电阻率本底误差为８０％，相位本底误差为１０％．水平

平滑控制参数α为１，垂直平滑度指数因子β为０．

设置初始背景电阻率为１０Ωｍ、１００Ωｍ、５００Ωｍ、

１０００Ωｍ、１００００Ωｍ的均匀半空间，分别进行ＴＥ＋

ＴＭ二维反演（图６），结果表明，不同的初始模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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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演结果的影响有限，１００Ωｍ的均匀半空间得到

的反演结果相较于其他，结果中冗余构造较少，拟合

差最小，模型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故最终选择初始模

型为１００Ωｍ的均匀半空间．对不同正则化参数τ

（１、３、５、１０、１５、５０、１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进行测试，以

找到模型粗糙度与最终ＲＭＳ之间的最佳平衡．通

过绘制Ｌ曲线（图７），认为拐点处τ值为最佳，故选

择τ为１５的模型．初始拟合差为１３．９９１，经过２６０

次迭代后，最终电阻率模型拟合差为２．２１９，拟合差

随迭代次数变化情况如图８．

２．４　模型验证

图９为剖面实测数据和ＴＥ＋ＴＭ 二维反演模

型的视电阻率与相位的拟断面图，虽然反演中给

ＴＥ模式视电阻率、相位设置了较大本底误差，使得

ＴＥ模式数据拟合情况较ＴＭ 模式拟合情况差，但

是整体来看，实测数据和反演模型拟合较好，初步证

实了二维反演模型的可靠性．ＴＥ和 ＴＭ 模式实测

数据和响应数据都显示在浅部整体为低电阻率层，

图６　不同背景电阻率二维反演结果

Ｆｉｇ．６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图７　不同正则化因子对应模型粗糙程度拟合差

Ｆｉｇ．７　Ｍｏｄｅｌ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ＭＳ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图８　ＲＭＳ随迭代次数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　ＲＭ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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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ＴＥＴＭ视电阻率与相位的（ａ，ｃ，ｅ，ｇ）原始数据（ｂ，ｄ，ｆ，ｈ）响应数据拟断面图

Ｆｉｇ．９　Ｐｓｅｕｄｏ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ｃ，ｅ，ｇ）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ｅｄ（ｂ，ｄ，ｆ，ｈ）ＴＥＴＭ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ｐｈａｓｅ

大约０．３２Ｈｚ以下电阻率明显增高，与反演电阻率

模型吻合．

盆地深部热源往往具有高导的特征，２Ｄ模型结

果显示的２个高导异常Ｃ１、Ｃ２是否真实存在对于

松辽盆地地热系统模型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为验

证深部高导体（Ｃ１、Ｃ２）的存在，对模型进行灵敏度

测试．将低电阻率异常改变为背景电阻率（１００Ωｍ），计

算模型的正演响应，并将其与反演模型的响应进行

比较．若两者之间没有差异，则意味着高导异常不受

数据的约束．反之则认为该特征受到测量数据的良

好约束（Ｅｓｑｕｉｖ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２０）．选择使用数据拟合

误差ＲＭＳＵｐｄａｔｅ来量化响应差异（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即ＲＭＳＵｐｄａｔｅ＝
ＲＭＳ０－ＲＭＳ１
ＲＭＳ０

×１００％，其中 ＲＭＳ０

是反演模型内某一点的数据拟合误差，而ＲＭＳ１ 是

测试模型在同一点计算所得数据拟合误差．若

ＲＭＳＵｐｄａｔｅ显示为负值，认为异常体改变后数据拟合

变差，证明异常存在．对－３０ｋｍ以下高导体Ｃ１进

行灵敏度测试，结果如图１０所示．结果表明，－３０ｋｍ

以下异常被消除后，数据拟合误差变化较大，

ＲＭＳＵｐｄａｔｅ为负值，说明异常受到数据的良好约束，异

常存在（图１０ａ）．对－２５ｋｍ以下高导体Ｃ２的灵敏

度测试（图１０ｂ）也显示ＲＭＳ变化较大，表明该异常

存在．

根据本文２Ｄ反演结果设计相应理论模型（图

１１ａ），紫色区域代表反演结果中高阻层（１００００Ωｍ），

橘色区域代表反演结果中低阻部分（１０Ωｍ）．对理

论模型进行正演，得到该模型响应数据，利用这一响

应数据进行ＴＥ＋ＴＭ二维反演，反演参数与实测数

据反演时相同，得到反演结果如图１１ｂ．与实测数据

的反演结果（图１１ｃ）进行对比，认为异常体结构位

置相似，证明本文反演结果的可靠性．

３　电性结构分析

剖面由南向北分别为古龙断陷、常家围子断陷、

林甸断陷和依安断陷．电阻率模型总体呈现“纵向分

层、横向分块”的特点．以林甸为界，两侧呈现明显不

同的电性结构．南侧整体呈现“低阻高阻低阻”的

三元电性结构，北侧为“低阻”的一元电性结构（图

１２ｅ）．古龙断陷具有“低阻高阻低阻”的三元电性

结构特征．从地表向下延伸到－５ｋｍ为低阻层，电

阻率约为１～１０Ωｍ．低阻层之下存在一向北延伸的

地壳尺度的高阻体Ｒ１，厚度近１０ｋｍ，电阻率大于

１０００Ωｍ．高阻体下存在高导体Ｃ１，Ｃ１电阻率小于

１０Ωｍ．常家围子断陷电性结构与古龙断陷相似，也

７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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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灵敏度测试结果

（ａ）高导体Ｃ１验证后不同测点ＲＭＳＵｐｄａｔｅ；（ｂ）高导体Ｃ２验证后不同测点ＲＭＳＵｐｄａｔｅ；（ｃ）剖面二维反演模型高导异常灵敏度测试．

Ｆｉｇ．１０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ＭＳＵｐｄａｔ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Ｔｓｉｔｅｓａｆｔｅｒｈｉｇｈ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Ｃ１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ＲＭＳＵｐｄａｔ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Ｔｓｉ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ｈｉｇｈ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Ｃ２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ｇｈ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ｅｓｔ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２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图１１　理论模型验证结果

（ａ）理论模型示意图；（ｂ）理论模型反演结果；（ｃ）实测数据反演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ｂ）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ｃ）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ｄａｔａ．

为“低阻高阻低阻”的三元结构．不同之处在于，浅

部低阻层厚度随着向北延伸稍有增厚，高阻体 Ｒ１

厚度向北逐渐变薄，高导体Ｃ１呈现小幅度隆升．林

甸断陷浅部低阻层厚度向北继续增厚，深部电性结

构则以中部林甸为界，南北两侧明显不同．南侧电性

结构是与古龙断陷、常家围子断陷相似的“三元”电

性结构，而北侧不再有地壳尺度的高阻体，且上地幔

存在另一高导体Ｃ２，埋深约３０ｋｍ．依安断陷具有

“低阻”的一元电性结构．高导体Ｃ２向上延伸至浅

部低阻层，两者共同构成了２０ｋｍ厚低阻体．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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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研究区剖面二维反演得到电性结果

（ａ，ｂ）东北地区不同深度Ｓ波速度异常（来自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ｃ）地形和构造单元；（ｄ）沿剖面大地热流（红点）；

（ｅ）剖面二维反演电阻率模型（Ｔ５、Ｍｏｈｏ面根据孙成城，２０１９）．

Ｆｉｇ．１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２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ａ，ｂ）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ｃ）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ｓ；

（ｄ）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ｌｏｗ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ｒｅｄｄｏｔｓ）；（ｅ）２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Ｔ５ａｎｄＭｏｈｏｆｒｏｍＳｕｎ，２０１９）．

幔不再有高导异常存在，整体呈现低电阻率．

４　讨论

４．１　松辽盆地北部地区地热场控制因素

本文将从地热控制要素的四个方面对松辽盆地

北部地热系统进行分析．

普遍认为松辽盆地主控热源为幔源热（朱焕来，

２０１１；刘晨璞等，２０１６；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总地表热

量中约６５％是盆地下方地幔贡献的（ＷａｎｇａｎｄＬｉ，

２０１８）．本文二维电阻率模型揭示盆地北部下地壳、

上地幔存在高导体Ｃ１、Ｃ２（图１２）．通常情况下地球

深部的高导体有金属硫化物矿体、结晶石墨膜（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２００３）、含水流体和部分熔融（Ｗａｎｎａｍａｋ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等几种成因解释．松辽盆地具有较高的

地表热流值（８６～４２ｍＷ·ｍ
－２）（李野，２０１７），而硫

化物和互连的结晶石墨膜不能长期在高温下保存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且金属硫化物矿体成矿规模较

小，结晶石墨膜通常为薄层，两者都与高导体Ｃ１、Ｃ２

的赋存形态不同，所以排除这两种可能．东北地区三

维速度模型显示松辽盆地中央２５ｋｍ深度处存在

低速异常（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与高导体Ｃ１所处位置

相吻合（图１２ｂ）．综上，认为Ｃ１、Ｃ２与流体有关，可

能是含水流体或部分熔融．盆地内大量的钻探结果

显示深部含有丰富的ＣＯ２ 气藏，天然气的 Ｈｅ同位

素、碳同位素等化学分析都表明了ＣＯ２ 气藏为无机

成因幔源特征（杨悦，２０１９；付晓飞等，２０１０）．而且在

松辽盆地观察到的深部地幔异常通常归因于部分熔

融层或热流体（韩江涛等，２０１８；杨悦，２０１９）．结合研

究区深部动力学背景，在早侏罗纪古太平洋板块开

始高速向西俯冲（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俯冲板内的

含水矿物、断层发生再活化引发板内脱水作用，以及

形成的大地幔楔内的对流循环共同作用造成了部分

熔融物质的上涌（田有等，２０１９），上涌的地幔物质作

为主要热源，在电性上表现为高导体，故本文认为深

部高导体Ｃ１、Ｃ２可能是从地幔上涌而来的部分熔

融热物质，充当盆地地热系统热源．

地壳断裂是地幔热物质上升至盆地内部的主要

流体通道（朱焕来，２０１１；刘晨璞等，２０１６）．松辽盆地

内发育丰富的基底断裂和地壳断裂，众多的北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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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北西向基底断裂派生出一些次级小断层、小裂

隙，为下部热流向上涌入沉积层创造条件．研究区内

主要发育两条深大断裂，大安—德都断裂 Ｆ２，呈

ＮＮＥ向延伸并纵贯松辽盆地，向东倾，倾角较陡

（Ｙ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与之交汇的滨洲断裂Ｆ６，属于地

壳断裂，倾向北东，呈北西向延伸横穿松辽盆地（孙

成城，２０１９），是研究区内重要的导热通道．

地热系统中的盖层对于深部热物质的保存有着

重要的作用．松辽盆地具有稳定沉积的白垩纪地层，

盆地未经历明显的沉积和变形（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地震反射结果显示盆地总沉积厚度达到８ｋｍ（Ｌｉ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１５），电阻率模型浅部低电阻率层的分布特征

与地震结果吻合（图１２ｅ），可能代表了盆地内沉积

地层．由于白垩纪时期两次大规模湖侵作用，导致盆

地内沉积地层主要表现为湖泊三角洲体系为特征

的泥岩沉积层（刘晨璞等，２０１６），具有较厚、致密、低

渗特点，可作为盆地地热系统盖层，为深部热物质提

供良好的保存条件．

热储指的是埋藏于地下、具有有效孔隙和渗透

性的地层、岩体或构造带，是热流富集、储存的重要

空间（朱焕来，２０１１）．电阻率模型揭示剖面南部存在

地壳尺度高阻体Ｒ１，Ｒ１向北延伸至林甸附近．松辽

盆地内深反射地震结果揭示断陷层（Ｔ５反射轴）之

下为盆地基底（符伟等，２０１９）（图１２ｅ），盆地基底主

要包括前寒武纪结晶岩体（片麻岩、花岗岩等）和古

生界沉积地层（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章凤奇等，２００８），对比Ｌｉｃｈｏｒｏ等（２０１９）在肯

尼亚北部火山裂谷带的 ＭＴ测量结果发现前寒武

结晶岩体具有高电阻率特征，因此推测Ｒ１为前寒

武纪结晶岩体的反映．该结晶岩体内片麻岩具有储

热的能力（Ｏｚ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可以为热能的储存提

供有利的空间．

４．２　地质结构与地表热流特征联系

在东北地区，认为松辽盆地岩石圈的扩张和变

薄程度是最大的（Ｍｅｎｇ，２００３），莫霍面（Ｍｏｈｏ）深度

通常在２６～３２ｋｍ之间（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此外，

中国东北部的岩石圈软流圈边界（ＬＡＢ）表现出与

Ｍｏｈｏ面相似的结构特征，松辽盆地ＬＡＢ埋深最浅

约７０～１００ｋｍ（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在相同的时间，

地壳减薄处向上传导热流值较地壳厚地方大．在本

文研究区范围内深反射地震结果揭示 Ｍｏｈｏ面埋深

变化不大（图１２ｅ），所以在研究区内进一步排除了

Ｍｏｈｏ面变化对于地热分布的影响．从全球热流数

据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ｕｎｄ．ｅｄｕ／ｄａｔａ．ｈｔｍｌ）

以及已发表的中国大陆地区大地热流数据（汪集

和黄少鹏，１９９０；胡圣标等，２００１；姜光政等，２０１６）收

集到本文剖面所穿过地区的大地热流数据，并通过

插值绘制曲线（图１２ｄ）．可以看出大地热流的变化

与电性结构的变化较好地吻合．大地热流从常家围

子断陷开始向北逐渐降低，深部高阻结晶岩体 Ｒ１

厚度也相应地逐渐减薄，直至林甸北侧大地热流最

低，此处深部不存在结晶岩体．所以本文认为松辽盆

地北部地热场变化主要受地下不同结构的控制．林

甸南侧深部存在较厚前寒武纪结晶岩体，为深部热

物质的储存提供空间，而林甸北侧深部缺少储存热

量的结晶岩体，大地热流明显降低．

４．３　松辽盆地北部地热系统模型

根据本文揭示的电阻率模型，结合深反射地震

资料提出松辽盆地北部地热系统模型．松辽盆地北

部属于水热型地热资源，主要是由大安—德都、滨州

壳断裂等深大断裂控制地热系统形成及温泉分布．

林甸地区位于两大断裂交汇处，可直接通过断裂将

热流从深部热源向浅部热储传递，存在有众多的温

泉．研究区的主要热源是，在晚白垩世古太平洋板块

的深俯冲运动后，俯冲板片脱水作用引发的上涌的

部分熔融热物质．随后的岩石圈拆沉作用使得热物

质向上传递至地壳．盆地发育的深大断裂及派生的

次级断裂作为地热系统的流体通道将热流从地壳进

一步传递至浅部沉积层及地表．全盆地覆盖的泥质

岩是盆地地热系统的盖层．林甸南部的结晶基底具

有储热导热作用，将热物质从深部热源传递至上覆

沉积层，并储存在浅部热储有利区（胡霞和吕建才，

２０１６）（图１３）．

图１３　松辽盆地北部地热系统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１３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

５　结论

电阻率模型揭示了以林甸为界的两个不同电性

０７０４



　１１期 牛璞等：松辽盆地北部地热场深部控制因素研究：基于大地电磁探测的结果

结构．林甸以南的地区地壳存在大规模前寒武纪结

晶基底．结晶基底具有储热和导热的作用，使得该地

区热储含量和大地热流都为高值．林甸以北地区由

于缺少储集热量的结晶基底，热异常逐渐降低．水热

型资源富集的林甸地区，位于结晶基底末端，同时还

位于两大断裂交汇处，可直接通过交汇的两大基底

断裂将热量直接传递到浅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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