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６４卷 第２期

２０２１年２月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Ｖｏｌ．６４，Ｎｏ．２

Ｆｅｂ．，２０２１

许启慧，盖增喜，冯永革等．２０２１．塔里木盆地南部上地幔各向异性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４（２）：４７１４８３，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

ｃｊｇ２０２１Ｏ０１５３．

ＸｕＱＨ，ＧｅＺＸ，ＦｅｎｇＹ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ａｒｉｍｂａｓｉ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

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６４（２）：４７１４８３，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２１Ｏ０１５３．

塔里木盆地南部上地幔各向异性研究

许启慧１，盖增喜１，冯永革１，王冠之１，郭震２，梁晓峰３

１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理论与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２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系，深圳　５１８０５５

３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塔里木南缘位于塔里木块体同青藏高原碰撞的前缘，是认识青藏高原同周围块体相互作用的重要位置．横

波分裂方法可以获得岩石圈及软流圈地幔的介质各向异性特征，进而探讨岩石圈变形和地幔流动．本文利用横波

分裂方法对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联合布设在塔里木盆地南部的８个宽频

带流动地震台站记录的ＳＫＳ和ＳＫＫＳ震相进行分析，获得了塔里木盆地南部上地幔各向异性参数．分析结果显示，

研究区快波偏振方向总体比较一致呈近东西向，但存在盆地边缘到盆地内部变化，而慢波延迟时间分布在０．３～

１．５ｓ，差异较大．综合前人对青藏高原北缘和阿尔金断裂周边的横波分裂研究结果，研究区内大部分地区地幔流动

方向和绝对板块运动方向保持一致，推测青藏高原北缘同塔里木盆地接触带，青藏高原北缘软流圈南东东向流动

对塔里木块体下方地幔流动造成扰动，随着深入到塔里木块体内部，干扰越来越弱；同时青藏高原北部软流圈物质

可能对塔里木盆地岩石圈产生影响，随着地幔软流圈物质持续向北运动逐渐冷却，对盆地内部岩石圈的影响程度

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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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塔里木盆地位于欧亚大陆中部，古亚洲和特提

斯构造域交汇地带，四周山脉环绕，北侧为天山造山

带，西南部为昆仑山造山带和帕米尔高原，东南部为

阿尔金造山带和青藏高原（图１）（刘训，２００６；李江

海等，２０１９）．新生代以来，受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

撞及其远程作用的影响，青藏高原剧烈隆升并向北

运移，受坚硬的塔里木岩石圈阻挡向东逃逸，高强度

的塔里木块体持续向北俯冲至天山造山带的上地幔

并消减（胥颐等，２００１；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盆地周

缘构造运动强烈，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发生剧烈

的隆升、缩短和走滑变形，坚硬的塔里木地块在重力

均衡作用下整体沉降，形成封闭型压陷叠合盆地（宋

晓东等，２００４）．塔里木南缘位于塔里木盆地与青藏

高原的碰撞交汇地带，该处岩石圈变形及深部地幔

物质流动是探究青藏高原和周缘造山带形成和演

化、块体间相互作用、印度—欧亚板块碰撞效应的重

要判定依据，对探究青藏高原的隆升和扩张机制等

地球动力学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李秋生等，２０２０）．

但由于塔里木盆地内部沙漠覆盖，环境恶劣，一直以

来缺少地震台站布设和观测，对盆地下方的地壳上

地幔研究较少，盆地内部岩石圈结构特征亟待进一

步研究．

横波分裂方法可以获得岩石圈及软流圈地幔的

介质各向异性特征，进而探讨岩石圈变形和地幔流

动．研究表明，各向异性广泛存在于地壳和上地幔

中，横波分裂是地球内部存在各向异性介质最为明

确的观测证据．中上地壳发育有大量的含液微裂隙，

在区域应力场作用下会发生定向排布，可造成不同

偏振方向的Ｓ波１．５％～４％的速度差异，快波偏振

方向平行于最大主压应力方向，反映区域应力场特

征（ＣｒａｍｐｉｎａｎｄＬｏｖｅｌｌ，１９９１；ＣｒａｍｐｉｎａｎｄＰｅａｃｏｃｋ，

２００５）．地幔物质构造形变导致橄榄石晶格优势取向

（Ｌａｔｔｉｃｅ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ＰＯ）被广泛认为

是产生上地幔各向异性的主要原因．上地幔中广泛

分布 Ａ型橄榄石，天然橄榄岩样品和岩石实验表

明，在简单剪切形变下，Ａ型橄榄石会产生趋向于最

大剪切力方向排列的ＬＰＯ，其程度随剪切强度的增

大而增大（Ｋａｒａｔｏ，２００８），反映了过去或现今地幔

岩石圈内物质的变形和地幔流动场特征．因此，通过

各向异性的研究可以了解地球内部变形特征（Ｓｉｌｖｅｒ

ａｎｄＣｈａｎ，１９９１；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６；Ｓａｖａｇｅ，１９９９），并

推测地幔流动和地壳与下覆地幔的耦合机制（Ｗ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高原等，２０１０）．

在中国大陆一些学者利用横波分裂开展了大量

的地壳上地幔各向异性研究．Ｈｕａｎｇ等（２０１１）通过

ＸＫＳ震相横波分裂分析了中国大陆及邻区各向异

性，结果表明中国大陆上地幔各向异性明显，西部各

向异性略大，中国东部快波偏振与绝对板块运动方

向一致，认为是软流圈地幔物质的流动导致，西部青

藏高原与天山造山带快波偏振方向平行于地表变形

和断裂走向，并垂直于最大水平应力方向，且与绝对

板块运动方向较为一致，说明地幔流动驱动的各向

异性广泛存在中国大陆．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４）利用ＳＫＳ

和ＳＫＫＳ震相最小切向能量方法获得中国大陆及

邻区横波分裂参数，结果表明中国大陆各向异性平

均慢波延迟时间为０．９５ｓ，西部各向异性略大（１．０１ｓ），

青藏高原和天山地区是地壳地幔耦合变形机制，推

测断裂控制了岩石圈深部变形．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６）利

用接收函数研究了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地壳结构和地

壳各向异性，结果显示出快波偏振方向与地表构造

相一致的强各向异性特征，通过对比 ＸＫＳ震相结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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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发现快波偏振方向与ＸＫＳ结果较为一致，推测

该区为壳幔耦合变形．郭桂红等（２０１９）利用ＳＫＳ震

相横波分裂和接收函数Ｐｍｓ震相，获得了青藏高原

东北缘地壳上地幔各向异性分裂参数，结果显示

ＳＫＳ快波偏振方向均值为１２３°，Ｐｍｓ快波偏振方向

均值为１３２°，大部分与地表构造走向一致，说明青

藏高原东北缘地壳上地幔互相耦合，以岩石圈垂直

连贯变形为主，ＳＫＳ、Ｐｍｓ快慢波到时差分别为１．０ｓ和

０．６ｓ，说明地壳各向异性贡献较大．Ｚｈａｏ等（２０１０）

利用接收函数和横波分裂对青藏高原中部和东部两

条新测线进行了观测研究，结果显示印度—欧亚板

块碰撞缓冲区青藏高原下方存在较强的各向异性．

Ｌｅｖｉｎ等（２００８）联合远震横波分裂和接收函数方法

研究了青藏高原西部的各向异性特征，在昆仑断裂

附近拟合快轴方向为６０°的单层各向异性，而阿尔

金断裂附近更倾向于两层各向异性结构，上层各向

异性快轴方向与断裂走向一致，对于塔里木盆地南

缘的横波分裂结果较为复杂，推测该区较厚的沉积

物对波形造成了扭曲．Ｌｅｖｉｎ等（２０１３）利用ＳＫＳ、

ＰＫＳ震相横波分裂和震源机制研究了青藏高原北

缘的壳幔耦合特征，横波分裂结果显示，青藏高原北

缘的各向异性主要来自上地幔，推测地幔流动方向

为近东西向，青藏高原与塔里木盆地交界地带，存在

壳内东西向伸展变形，与上地幔内部变形方向一致，

推测该区地壳与上地幔耦合变形．鲍子文和高原

（２０１７）利用近场小地震横波分裂研究了天山及邻区

的地壳各向异性，表现出明显的分区特征，其中塔里

木盆地西侧呈现出近北西向的快波偏振方向，可能

反映了该区主压应力方向，而北天山和南天山部分

台站快波偏振方向为近南北向，可能与塔里木盆地

与准噶尔盆地双向挤压有关．

冯永革等（２０１６）对阿尔金造山带西部进行了上

地幔各向异性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区快波偏振方向

整体呈东西向，反映了青藏高原北部地幔物质向东

西两侧流动，并推测青藏高原软流圈物质“热侵蚀”

塔里木克拉通边界．本研究通过收集塔里木盆地南

部宽频带流动地震台站（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１９年４

月）波形资料，利用ＳＫＳ、ＳＫＫＳ横波分裂方法获得

台站下方各向异性参数，能够有效补充塔里木地区

地震数据，进一步探讨青藏高原与塔里木块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关系．

１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所用资料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于２０１７年４

月—２０１９年４月在塔里木盆地架设的宽频带流动

地震台站的远震波形数据，选取８个在研究区内均

匀分布的台站（图１）．选取震中距在８５°～１４０°范围

内、震级大于５．０级的远震波形资料．图２为有效事

件和无效事件的震中分布，这些事件主要分布在南太

平洋汤加、斐济等地区，其他象限测得有效事件少，造

成这种现象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地震事件相对较少，

二是观测数据的信噪比较低，ＸＫＳ震相不易识别．

ＳＫＳ、ＳＫＫＳ波在穿过核幔边界时，由Ｐ波转换

为Ｓ波，这里的Ｓ波仅有径向分量（ＳＶ波），没有切

向分量（ＳＨ波），即切向分量能量为零．如果地壳地

幔中存在各向异性介质，则ＳＫＳ、ＳＫＫＳ波发生分

裂，此时可以观测到明显的切向分量能量；如果没有

切向分量或切向分量很小，则认为台站下方不存在

各向异性物质或ＳＫＳ、ＳＫＫＳ波入射方向与快波偏

振方向平行或垂直，记作无效分裂（ＮＵＬＬ）（Ｗüｓｔｅｆｅｌｄ

ａｎｄＢｏｋｅｌｍａｎｎ，２００７）．基于这一思想，Ｓｉｌｖｅｒ和Ｃｈａｎ

（１９９１）提出切向最小能量法（ＳＣ），目前广泛应用于

地壳上地幔各向异性参数的测量中．

地震波在通过横波分裂参数为（φ，δ狋）的各向异

性介质后，台站接收到的径向和切向地震记录可以

表示为：

　　狌ｒ（狋）＝狊狋＋
δ狋（ ）２ ｃｏｓ２φ＋狊狋－δ

狋（ ）２ ｓｉｎ２φ，（１）

狌ｔ（狋）＝－
１

２
狊狋＋

δ狋（ ）２ －狊狋－
δ狋（ ）［ ］２

ｓｉｎ（２φ），（２）

其中狊表示该地震记录的水平分量．

通过网格搜索寻找 （φ，δ狋）值，使得校正之后的

切向能量犈ｔ＝∫
＋!

－!

珘狌
２

ｔ
（狋）ｄ狋最小，其中珘狌ｔ表示校正之

后的切向分量波形．

地震波经过各向异性介质后分裂成的快波和慢

波具有相似的波形，因此Ｂｏｗｍａｎ和 Ａｎｄｏ（１９８７）

提出的旋转相关法（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简

称ＲＣ）即是通过网格搜索（φ，δ狋）值，使得校正后的

两方向地震数据互相关系数最大．

此外，Ｓｉｌｖｅｒ和Ｃｈａｎ（１９９１）在提出最小切向能

量法的同时提出最小特征值法．地震仪器记录到的

两个偏振方向相互正交的地震波分量分别为狌犻（狋）

和狌犼（狋），则协方差矩阵定义为：

　犆犻犼（δ狋）＝∫
＋!

－!

狌犻（狋）狌犼（狋－δ狋）ｄ狋，犻，犼＝１，２．（３）

类似于最小切向能量法思路，网格搜索找到一

对最优的（φ，δ狋），使得协方差矩阵有唯一的非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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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区域构造图

红色三角表示本研究所使用的台站．虚线表示板块缝合线，实线、带三角的实线、带箭头的实线分别表示正断层、

逆断层、走滑断层，黑色箭头表示绝对板块运动方向，紫色箭头为ＧＰＳ地表位移．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ｏｆＴａｒｉｍ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

Ｒ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ｓｕｔｕｒｅｌｉｎ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ｗｉｔｈ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ａｎ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ａｒｒｏｗ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ｒｅｖｅｒｓｅ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ｐｌａ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ａｒｒｏ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ＧＰ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征值．但由于实际地震记录中有噪声的干扰，在计算

时通常求取的是λ２ 或λ１λ２ 的最小值或者λ１ 或λ１／

λ２ 的最大值（λ１＞λ２）．

基于上述的三种方法，本研究采用 ＳｐｌｉｔＬａｂ

（Ｗüｓｔｅ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程序包来计算快波偏振方

向和慢波延迟时间．具体步骤如下：

（１）根据 ＵＳＧＳ提供的地震目录，对原始数据

进行转换、截取等预处理．

（２）由于ＳＫＳ、ＳＫＫＳ震相的主要能量集中在

８～２０ｓ，因此我们先对原始记录选择较大的滤波范

围（０．０２～０．３Ｈｚ）进行初始滤波，便于挑选出震相

相对清晰、信噪比高的记录用于下一步横波分裂

分析．

（３）将原始信号从ＺＥＮ三分量地震坐标系旋

转到ＬＱＴ射线坐标系，根据Ｔａｕｐ计算ＩＰＳ９１模

型下ＳＫＳ、ＳＫＫＳ震相的理论到时，手动选择波形时

间窗口，保证所选震相时间窗口至少包含一个完整

图２　远震事件震中分布图

红色三角表示研究区域中心位置，（ａ）中蓝色圆表示有效分裂

事件，（ｂ）中红色圆表示无效分裂事件，圆的大小代表此事件被

测量到的台站数量．

Ｆｉｇ．２　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ｅｎｔｓ

Ｒ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ｉ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ｂｌｕ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ｉｎ

（ａ）ｓｈｏｗ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ａｌｉｄ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ｒ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ｉｎ

（ｂ）ｓｈｏｗ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ｕｌｌ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ｏｒ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ｖ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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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波形；根据每条记录波形的特点分别在初始滤

波范围０．０２～０．３Ｈｚ内进行调整，以提高信噪比．

（４）快波偏振方向φ和慢波延迟时间δ狋分别在

（－９０°，９０°）、（０ｓ，４ｓ）的范围内进行网格搜索，根

据校正结果对滤波范围和时间窗反复微调，获得最

佳测量参数．

（５）标定分裂结果质量为好、一般和无效．判定

依据为：定义快轴测量值差Δφ＝狘φＲＣ－φＳＣ狘，慢波

延迟时间测量值差ρ＝
δ狋ＲＣ

δ狋ＳＣ
，其中下标ＲＣ代表互

相关法测量结果，ＳＣ代表最小切向能量法测量结

果．用以上测量差值定量描述测量结果的质量，质量

为好的测量结果定义为０．８≤ρ≤１．２，Δφ≤１０°，信

噪比大于１０；质量为一般的测量结果定义为０．７≤

ρ≤１．２，Δφ≤１５°，信噪比大于５；根据 Ｗüｓｔｅｆｅｌｄ和

Ｂｏｋｅｌｍａｎｎ（２００７），对于无效事件，不同测量方法

的结果存在系统性的差别，无效分裂结果的判定标

准为Δφ～４５°，ρ＜０．３．

图３显示了Ｔ１５台站记录的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０日

２０时０９分发生的犕Ｗ６．４地震的ＳＫＳ波分裂结果，

地震震源深度为１９７ｋｍ，震中距为９９．０２°，地震反

方位角为１０６．８°，最小切向能量法、旋转相关法、最

小特征值法得到的快波偏振方向和慢波延迟时间分

别为（７３°，０．９ｓ）、（７５°，０．９ｓ）、（７５°，０．９ｓ）．Δφ＝２°，

图３　质量为好的分裂结果实例．Ｔ１５台站记录的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０日２０时０９分发生的

犕Ｗ６．４地震的ＳＫＳ波分裂结果图

（ａ）为原始的径向（蓝色虚线）和切向（红色实线）地震波形，灰色阴影为选取的时间窗；（ｂ）和（ｆ）为校正后的快波（蓝色虚线）和慢波

（红色实线）波形；（ｃ）和（ｇ）为校正后的径向（蓝色虚线）和切向（红色实线）波形；（ｄ）和（ｈ）分别为校正前（蓝色虚线）和校正后（红色

实线）质点运动图；（ｅ）和（ｉ）分别为互相关系数和切向能量等值线图．（ｂ—ｅ）为旋转互相关法的校正结果，（ｆ—ｉ）为最小切向能量法

的校正结果．

Ｆｉｇ．３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ｇｏｏｄ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ＫＳｗａｖ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ｔｏｏｋｐｌａｃｅａｔ

２０１７０９２０２０∶０９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Ｔ１５

（ａ）ｉ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ｒａｄｉａｌ（ｂｌｕ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ａｙｓｈａｄｏｗｉｓ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ｉｍｅ

ｗｉｎｄｏｗ；（ｂ）ａｎｄ（ｆ）ａｒ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ｆａｓｔｗａｖｅ（ｂｌｕ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ｓｌｏｗｗａｖｅ（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ｃ）ａｎｄ（ｇ）ａｒ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ｒａｄｉａｌｗａｖｅ

（ｂｌｕ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ｗａｖｅ（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ｄ）ａｎｄ（ｈ）ａｒ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ＫＳｐｈａｓｅ（ｂｌｕ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ＳＫＳｐｈａｓｅ（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ｅ）ａｎｄ（ｉ）ａ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ｐｌｏｔｏｆ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ｏｆ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ｂ—ｅ）ａ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ｉ）ａ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ｉｎｉｍｕｍ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ｅｎｅｒｇｙ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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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１，信噪比为２２．４，质量判定为好的有效分裂结

果．图３ａ原始记录中切向分量明显，说明传播路径

中遇到各向异性介质，发生了横波分裂．校正后的快

慢波波形基本一致（图３ｂ，３ｆ），切向分量能量接近

直线（图３ｃ，３ｇ），质点运动图由椭圆偏振（蓝色虚

线）校正为线性偏振（红色实线）（图３ｄ，３ｈ），图３ｅ

和图３ｉ分别为旋转相关法和切向最小能量法网格

搜索（φ，δ狋）所计算得到的快慢波互相关值和切向分

量能量的等值线图，交线位置对应互相关最大值和

切向能量最小值．校正后的波形拟合较好，质点运动

轨迹近乎为直线，原始信号信噪比高，且三种方法

得到的结果也较为一致，标定该结果质量为好的

分裂结果．说明该测量方法能够有效得到各向异

性参数．

图４为质量评定为一般的结果实例，Ｔ１５台站

记录的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６日００时２８分发生的犕Ｗ６．３

地震的ＳＫＳ波分裂结果，地震震源深度为１０ｋｍ，

震中距为１０１．１６°，地震反方位角为１０９．１°，最小切

向能量法、旋转相关法、最小特征值法得到的快波偏

振方向和慢波延迟时间分别为（６１°，０．９ｓ）、（７２°，

０．９ｓ）、（７５°，０．９ｓ）．Δφ＝１１°，ρ＝１，信噪比为８．９，

质量判定一般的有效分裂结果．

图５是一个ＳＫＳ震相无效分裂结果实例，这是

Ｔ１６台站记录的２０１８年４月３０日１８时２４分发生

的犕Ｗ６．３地震的ＳＫＳ波分裂结果，地震震源深度

为２６６ｋｍ，震中距为９７．１５°，地震反方位角为１０４．７°，

最小切向能量法、旋转相关法、最小特征值法得到的

快波偏振方向和慢波延迟时间分别为（－７９°，３．８ｓ）、

（５４°，０．０ｓ）、（－８３°，４．０ｓ）．其中，旋转相关法和最小

切向能量法的快波偏振方向结果相差４５°，旋转相关

法与最小切向能量法的慢波延迟时间分别为０．０ｓ和

３．７ｓ（近网格搜索的上限，４．０ｓ），最小特征值法的结

果与最小切向能量法近乎相同，根据 Ｗüｓｔｅｆｅｌｄ和

Ｂｏｋｅｌｍａｎｎ（２００７）总结的规律和判定标准，评定为无

效分裂结果（ＮＵＬＬ）．图５ａ原始径向和切线波形记

录中未看到明显的切向分量波形，即切向分量近似

为直线，且质点运动轨迹呈线性，判定该地震记录未

发生横波分裂．

图４　质量为一般的分裂结果实例．Ｔ１５台站记录的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６日００时２８分发生的犕Ｗ６．３地震的ＳＫＳ波分裂结果图

图例说明同图３．

Ｆｉｇ．４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ｆａｉ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ＫＳｗａｖ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ｔｏｏｋｐｌａｃｅａｔ２０１８１０１６００∶２８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Ｔ１５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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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无效分裂结果实例．Ｔ１６台站记录的２０１８年４月３０日１８时２４分发生的犕Ｗ６．３地震的ＳＫＳ波分裂结果图

图例说明同图３．

Ｆｉｇ．５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ｎｕｌｌ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ＫＳ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ｔｏｏｋｐｌａｃｅａｔ２０１８０４３０１８∶２４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Ｔ１６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３．

２　横波分裂结果

利用上述方法对研究区内８个台站共７４６７条

地震记录进行了横波分裂测量，最终得到４３对有效

分裂结果和１４对无效分裂结果，其中１６对质量评

定为好的分裂结果，２７对质量评定为一般的分裂结

果，包含４１个ＳＫＳ震相分裂结果和２个ＳＫＫＳ震

相分裂结果．图６为各个台站的分裂结果．根据误差

平方的倒数加权平均（Ｓｃｈｍｉ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得到每

个台站的平均结果，详见表１．图７为有效分裂事件

和无效事件的方位分布，快波偏振方向与无效分裂

事件的反方位角存在一定的偏差，暗示该区可能存

在复杂的各向异性特征，冯强强等（２０１２）在对新疆

地区横波分裂的观测中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图８为

研究区快波偏振方向和慢波延迟时间的空间分布，图９

展示了快波偏振方向和慢波延迟时间的统计结果．

本研究所用的流动地震台站布设在中国最大的

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环境恶劣，台基特

殊，巨厚的沉积层造成地震波能量衰减，且易受周期

性沙漠流动的影响，波形受干扰严重，数据信噪比较

低，震相不易识别，造成数据处理困难，是盆地内部

台站测量结果较少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盆地内部

各向异性较弱的台站，分裂震相不明显，因此环境的

影响对波形干扰程度更大，也加大了横波分裂测量

的难度．靠近盆地中部的台站获得的有效分裂事件

较少，其中位于沙漠内部的Ｔ３２台站，没有获得有

效分裂结果．而盆地边缘靠近阿尔金山脉的 Ｔ１３、

Ｔ１５台站，基岩出露，台基稳固，环境影响小，数据信

噪比高，且各向异性较强，在相同信噪比情况下，横

波分裂现象更明显、更易识别和测量，获得有效分裂

结果多，分别测量得到１５和１３条有效分裂记录．

结果显示，研究区快波偏振方向主要分布在５０°～

９０°，以东西向为主，慢波延迟时间分布在０．３～１．５ｓ．

上地幔橄榄岩晶格定向排列被广泛认为是上地幔各

向异性的主要原因，假定上地幔橄榄岩含量为５０％～

７０％，其中１５％定向排列，则１ｓ的慢波延迟时间对

应１１５ｋｍ的各向异性层（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Ｃｈａｎ，１９９１；郑斯

华和高原，１９９４），换算成该区的各向异性层厚度为

３４．５～１７２．５ｋｍ，范围差异较大，且与面波层析成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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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塔里木盆地南部犛犓犛、犛犓犓犛分裂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犛犓犛犪狀犱犛犓犓犛狊狆犾犻狋狋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狊犫犲狀犲犪狋犺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犜犪狉犻犿犫犪狊犻狀

台站代码 经度（°） 纬度（°） φ（°） δ狋（ｓ） σ（°） σδ狋（ｓ）
有效数据个数

ＳＫＳ ＳＫＫＳ

Ｔ１３ ８２．８０ ３７．７０ ７６．５１ １．１２ ２．１４ ０．１５ １５ ０

Ｔ１５ ８１．８６ ３６．９０ ６９．７６ ０．８６ ４．３０ ０．１８ １３ ０

Ｔ１６ ８１．８６ ３８．３６ ８９．３５ １．０６ ２０．４４ ０．４２ ４ ０

Ｔ１７ ８１．５９ ３８．０９ ７２．２４ ０．５４ － － １ ０

Ｔ３２ ８０．７７ ３７．９５ － － － － ０ ０

Ｔ３４ ７９．７６ ３８．２８ ６３．２４ ０．４０ １２．４２ ０．１０ ３ ０

Ｔ３７ ７８．７３ ３７．５３ ５６．２８ ０．５９ １．５８ ０．１５ ２ ０

Ｔ３９ ７８．６１ ３７．９０ ７４．８２ ０．５６ ６．０７ ０．１９ ３ ２

注：φ为快波偏振方向与北夹角，顺时针为正值，δ狋为慢波延迟时间，σ和σδ狋分别为快波偏振方向和慢波延迟时间的标准差．

图６　塔里木盆地南端８个台站ＳＫＳ、ＳＫＫＳ分裂结果

黑色短线的方位角和长度分别表示台站记录的ＳＫＳ，ＳＫＫＳ分裂结果的快波偏振方向和慢波延迟时间，

内外圈的慢波延迟时间分别为１ｓ和２ｓ．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ＫＳａｎｄＳＫＫＳｗａｖ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ｏｆ８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ａｒｉｍｂａｓｉｎ

Ｔｈｅ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ａｓｔ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ｌａｙｔｉｍ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ｅｒｃｉｒｃｌ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ｄｅｌａｙｔｉｍｅ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１ｓａｎｄ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像得到的塔里木盆地岩石层厚度（１２０～２００ｋｍ）相

比明显较小（李孟奎等，２０１８）．整体来看，相对于青

藏高原和周缘造山带强各向异性，盆地显示为较弱

的各向异性特征，且存在区域差异，研究区东部强西

部弱，南部强北部弱，盆地从南东边缘沿北西向至盆

地内部呈减弱的趋势，各向异性较强的台站表现为

近东西向的快波偏振方向，而研究区西部各向异性

较弱的台站快波偏振方向为近北东向，造成这种差

异的原因可能是引起该区强各向异性与弱各向异性

的原因不同．东南部靠近阿尔金断裂的Ｔ１３、Ｔ１５台

站显示出较强的各向异性，平均慢波延迟时间分别

为１．１２ｓ、０．８６ｓ，快波偏振方向分别为７６．５１°、６９．７６°，

与阿尔金断裂走向平行，该结果与Ｚｈａｏ等（２０１０）在

印度—欧亚板块交界处塔里木盆地内侧的横波分裂

结果和冯永革等（２０１６）在阿尔金断裂西部邻区的横

波分裂结果一致．西昆仑断裂附近的Ｔ３７、Ｔ３９台站

平均慢波延迟时间分别为０．５９ｓ和０．５６ｓ，快波偏振

方向近北东向，这与 Ｈｅｒｑｕｅｌ和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２００５）

在西昆仑造山带北缘测得 Ｎ３５°Ｅ的快波偏振方向

较为一致．盆地内部Ｔ１６、Ｔ１７台站结果接近，但存

在一定的差异，表明盆地内部的各向异性是复杂的．

Ｔ１６台站测得４条有效分裂记录，但结果较为发散，

其中出现一条北西向快波偏振结果（快波偏振方向

为－６２°），这可能与来自不同方位的地震记录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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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按照方位分布的有效分裂结果和无效分裂结果

黑色短线的方位角和长度分别表示台站记录的ＳＫＳ，ＳＫＫＳ分裂结果的快波偏振方向和慢波延迟时间，

红色叉线表示该台无效分裂事件，中心点为台站名称，虚线圆圈分别表示８５°、１４０°震中距．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ＫＳａｎｄＳＫＫＳｗａｖ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ｎｕｌ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ａｚｉｍｕ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ａｓｔ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ｌｏｗｗａｖｅｄｅｌａｙｔｉｍ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ｎｕｌｌｅｖｅｎｔ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ｓ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ｄｏｔｔ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８５°ａｎｄ１４０°．

映出的深部各向异性结构差异有关，该地震事件的

反方位角为５３．８°，与其他地震事件的反方位角差

值近４０°．此外，Ｔ１６台站各向异性平均结果较大，为

１．０６ｓ，其中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４日１２∶０８，反方位角为

１０８．６°，震中距为１００．８２°，质量标定为好的地震事

件表现为较强的各向异性，慢波延迟时间为１．５ｓ，

从而拉高了该台的平均值，这与该台站及邻近台站

慢波延迟时间普遍小于１ｓ的结果不一致，经认真

核对，确认该记录测量的准确性．以 Ｔ１６台站与

Ｔ１７台站距离的一半为半径，假定波长为４０ｋｍ，则

根据菲涅尔带，两台站产生横波分裂参数差异的深

度约为９０ｋｍ以下，推测与上地幔各向异性差异有

关．Ｔ３４台站慢波延迟时间最小，为０．４ｓ，表明盆地

内部各向异性较弱，快波偏振方向为６３．２４°，与周

围台站结果较为一致，但该区沉积环境复杂，在

Ｌｅｖｉｎ等（２０１３）结果中该区各向异性参数较为发

散，该台结果与Ｌｅｖｉｎ等（２０１３）部分结果相一致．

３　讨论

塔里木盆地是寒武纪基底之上的较为坚硬的块

体，自古生代成盆以来，盆地内无大的构造变革，岩

石圈变形较小（王良书等，１９９６；贾承造，１９９９；胥颐

等，２０００；姜光政等，２０１６）．盆地下方表现为高速特

性，且高速区域与地表盆地构造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盆山交界明显，说明在构造挤压背景下周缘造山带

变化剧烈而未对盆地构造造成较大破坏（李孟奎等，

２０１８）．宋仲和等（１９９１）对中国西部进行了三维结构

反演和径向各向异性研究，显示塔里木盆地主体在

４０～８０ｋｍ内无明显各向异性表现，直到１２０ｋｍ以

下才出现较小的负值，其下为正值．李孟奎等（２０１８）

利用面波层析成像研究了中国大陆大型盆地的岩石

圈结构，塔里木盆地靠近阿尔金断裂一侧岩石圈厚

度明显较薄，仅为１２０ｋｍ，且沿北西向逐渐增厚到

２００ｋｍ，推测在板块碰撞下，青藏高原软流圈物质

向周缘运动，遇到坚硬的盆地地块后转为向下溢流，

对盆地岩石圈底部造成侵蚀．

冯永革等（２０１６）在阿尔金断裂带西部以及向塔

里木盆地内部延伸近４０ｋｍ的ＸＪ１０台站均测得近

东西向快波偏振方向，推断与青藏高原地幔物质向

东西两侧流动并向北侵蚀塔里木克拉通有关．本研

究中观测到塔里木盆地南部广泛存在快波偏振方向

为东西向的上地幔各向异性，距离盆地边缘１６０ｋｍ

的Ｔ１６台站观测到强各向异性，平均慢波延迟时间

为１．０６ｓ，平均快波偏振方向为８９．３５°，与盆地边缘

阿尔金断裂和青藏高原北缘表现为相似的各向异性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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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研究区各向异性结果

短线方向为快波偏振方向，长短与慢波延迟时间成正比．红色实线为本研究结果，橘色、绿色、浅蓝色、黄色、蓝色实线为前人研究结果

（其中，橘色：冯永革等，２０１６；绿色：Ｌｅｖ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３；浅蓝色：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黄色：Ｈｅｒｑｕｅｌａｎｄ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２００５；蓝色：来自ｈｔｔｐ：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ｇｍ．ｕｎｉｖｍｏｎｔｐ２．ｆｒ／ＤＢ／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ｍｌ．），黑色箭头表示绝对板块运动方向，紫色箭头为ＧＰＳ地表位移（引自

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Ｆｉｇ．８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ｌｉｎｅｉｓ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ｆａｓｔｗａｖ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ｉ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ｔｈｅｓｌｏｗｗａｖｅ

ｄｅｌａｙｔｉｍｅ．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ｒａｎｇｅ，ｇｒ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ｂｌｕｅ，ｙｅｌｌｏｗ，ｂｌｕ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Ｏｒａｎｇｅ：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ｇｒｅｅｎ：Ｌｅｖ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３；ｌｉｇｈｔｂｌｕｅ：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ｙｅｌｌｏｗ：Ｈｅｒｑｕｅｌａｎｄ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２００５；

ｂｌｕｅ：ｆｒｏｍｈｔｔｐ：∥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ｇｍ．ｕｎｉｖｍｏｎｔｐ２．ｆｒ／ＤＢ／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ｍｌ．）．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ｐｌａ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ａｒｒｏ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ＧＰ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结果．同时快波偏振方向从盆地边缘到盆地内部存

在一定变化，结合前人研究结果，可知从青藏高原北

部到盆地南缘整体快波偏振方向呈南东东方向，到

盆地内部转变为近东西向，整体保持同绝对板块运

动方向一致（Ｇｒｉｐｐａｎｄ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０），推测地幔流

动是各向异性的主要来源，且青藏高原北部的地幔

流动对塔里木块体下方地幔流动造成了扰动．同时，

快慢波时差从盆地边缘到盆地内部存在逐渐减小的

趋势，盆地南缘阿尔金断裂邻区各向异性明显，慢波

延迟时间普遍在１ｓ左右，研究区西侧及盆地内部各

向异性较弱，推断青藏高原地幔物质在盆山交界处活

动强烈，随着进入塔里木块体内部其地幔物质影响逐

渐减小．这些观测结果支持了冯永革等（２０１６）的结

论，推测受印度—欧亚板块碰撞推挤的影响，青藏高

原北缘软流圈可能存在较大范围的东西向流动，在塔

里木盆地南部盆山交界处对塔里木岩石圈产生影响．

目前，对于地壳地幔运动变形有两种假设：一

是简单软流圈运动；二是壳幔耦合垂直连贯变形

（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６）．Ｗａｎｇ等（２００１）对中国大陆ＧＰＳ资

料反演的地表速度及大陆变形机制进行了探讨，塔

里木盆地与周缘活动断裂结合带ＧＰＳ资料反演的

南北向地表运动速率很大，与地壳挤压应力方向一

致，反映了印度—欧亚板块碰撞持续向北推挤运动，

各向异性快波偏振方向和ＧＰＳ资料反演的地表运

动方向不一致．远震ＳＫＳ、ＳＫＫＳ反映的是地壳上地

幔各向异性的累积效应，由于缺乏该区域近震横波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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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研究区各向异性快波偏振方向（ａ）和慢波延迟时间（ｂ）的事件数分布直方图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ｅｖｅｎｔｓｎｕｍ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ｆａｓｔｗａｖ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ｓｌｏｗｗａｖｅｄｅｌａｙｔｉｍｅ（ｂ）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分裂和接收函数研究，无法获得地壳各向异性结构

特征，该区壳幔变形机制的讨论有待数据资料的补

充和多种方法结果的联合分析．根据天然橄榄石的

实验室形变实验，橄榄石快轴方向在挤压应力下沿

最大拉伸方向优势排列（ＮｉｃｏｌａｓａｎｄＰｏｉｒｉｅｒ，１９７６），一

般认为橄榄石快轴方向垂直于最近一次造山运动所

造成的挤压方向（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Ｃｈａｎ，１９９１；郑斯华和

高原，１９９４）．塔里木盆地南端各向异性快轴偏振方

向与印度—欧亚板块碰撞挤压方向近垂直，可能反

映了青藏高原向北推挤造成塔里木盆地岩石圈上地

幔橄榄石东西向优势排列．

位于阿尔金断裂北缘的Ｔ１３、Ｔ１５台站快波偏

振方向平行于阿尔金断裂走向，可能与左旋剪切的

阿尔金断裂有关，反映了在青藏高原强烈挤压作用

下，岩石圈构造变形强烈，阿尔金断裂控制了地壳和

上地幔变形，为垂直连贯变形机制．冯强强等（２０１２）

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和田台的观测结果与我们的结果

类似，快波偏振方向为－８４°，慢波延迟时间为０．７４ｓ，

表现出受阿尔金断裂控制的各向异性特征．Ｈｕａｎｇ

等（２０１１）对中国大陆１３８个宽频带固定台站进行了

各向异性研究，其中塔里木南缘 ＨＴＡ 台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ＸＫＳ各向异性分裂分析显示，该台站快波

偏振方向与阿尔金断裂走向一致，呈东西向，表明受

印度—欧亚板块碰撞影响，中国西部东西向断裂控

制着岩石圈深部变形．Ｌｅｖｉｎ等（２０１３）在青藏高原

与塔里木盆地交界地区观测到明显的上地幔各向异

性特征，快波偏振方向近东西向，平行于阿尔金断裂

走向，认为阿尔金断裂向下延伸至岩石圈上地幔，青

藏高原北缘东西向的地壳伸展与上地幔变形方向一

致，表明该区地壳地幔相互耦合．Ｔ１５台站位于西昆

仑断裂和阿尔金断裂的转换地区，快波偏振方向与

阿尔金断裂走向平行，推测阿尔金断裂深部变形继

续向东延伸，控制着该区的岩石圈内部变形和上地

幔物质流动．

前人在西昆仑造山带附近获得的快波偏振方向

结果较为发散，Ｈｅｒｑｕｅｌ等（２００５）在塔里木盆地南

缘观测到北东向快波偏振方向，认为其与前寒武纪

以来遗留在塔里木岩石圈的“化石”各向异性有关．

Ｌｅｖｉｎ等（２００８）通过横波分裂和接收函数研究了青

藏高原西部各向异性，在塔里木盆地一侧测得集

中于平行山脉走向和北东向两组快波偏振方向，

不同台站之间和单个台站不同记录之间差异较

大，认为与塔里木盆地较厚沉积层产生的强地面

混响有关．层析成像结果显示，塔里木盆地南部至

西昆仑造山带山前莫霍面附近出现低速区，表明塔

里木上地幔岩石层向青藏高原西北部俯冲到较深的

位置（胥颐等，２０００；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该区复杂的

构造变形可能是造成快波偏振方向发散的另一原

因．本研究中，西昆仑造山带附近的Ｔ３７、Ｔ３９台站

快波偏振方向分别为５６．２８°和７４．８２°，慢波延迟时

间主要分布在０．３６～０．８８ｓ，各向异性较弱，与塔

里木盆地内部各向异性特征较一致，推测西昆仑

造山带附近各向异性可能是遗留在岩石圈中的

“化石”各向异性引起，快波偏振方向与地表构造

走向不平行，推测西昆仑断裂未对岩石圈深部造

成控制．

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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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塔里木盆地南部布设的宽频带

流动地震台站的远震波形资料，利用横波分裂方法

对８个台站的各向异性参数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

研究区慢波延迟时间分布在０．３～１．５ｓ，快波偏振

方向以东西向为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地幔流动

可能是研究区各向异性的主要因素，且推测青藏高

原北部地幔流动对塔里木块体南缘地幔流动存在影

响，但这个影响随着深入块体内部逐渐减小．青藏高

原北缘软流圈向北可能存在较大范围的东西向流

动，并在盆山交界处活动强烈，随着地幔物质持续向

北运动逐渐冷却，对盆地内部岩石圈的影响减小．

ＳＫＳ、ＳＫＫＳ快波偏振方向与ＧＰＳ资料反演的地表

运动方向不一致．阿尔金造山带北缘横波分裂快波

偏振方向与断裂走向一致，表明阿尔金造山带活动

断裂控制岩石圈深部变形，呈垂直连贯变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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