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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密集台阵资料的背景噪声研究青藏高原

东南缘地震各向异性

朱子杰１，２，王绪本２，刘志强１，２，梁春涛１，２

１教育部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成都　６１０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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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快速隆升、地壳缩短和东向挤出．受到稳定的扬子地块阻挡，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壳发

生强烈变形．地震各向异性研究有助于认识地壳内部精细结构及内部运动学过程．通过收集密集地震台阵的观测

资料，利用环境噪声提取Ｒａｙｌｅｉｇｈ波频散曲线，采用多角度频散曲线反演方法，获得地壳和上地幔顶部高分辨率的

地震Ｓ波速度和各向异性图像．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区上地壳的地震快波方向与其相邻的走滑断裂带走向、ＧＰＳ水

平速度场方向基本一致，围绕喜马拉雅东部构造结顺时针旋转．然而，中、下地壳的各向异性与上地壳存在明显差

异，例如，在木里盐源盆地和滇中地块等各向异性方向发生大幅度转向，从上地壳的ＮＥ方向转为中、下地壳的ＮＷ

方向．中、下地壳的各向异性方向与其低速层的延伸方向吻合．在下地壳底部和上地幔顶部的范围内，地震快波方

向再次发生改变，与上地壳的各向异性分布一致，可能说明在较早的历史时期上地壳与下地壳是耦合在一起的，在

中新世时期低速黏滞性流体挤入青藏高原东南缘中下地壳，使原有的上地壳与中下地壳发生解耦．因此，新生代以

来高原物质挤出可能导致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壳发生强烈变形．

关键词　青藏高原东南缘；环境噪声成像；地震各向异性随深度变化；地壳变形与构造演化

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２１Ｏ０４４０ 中图分类号　Ｐ３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２０１２２１收修定稿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９１７５５２１５，４１６７４０５９，４１３４０００９）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朱子杰，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地震学．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ｚｉｊｉｅ０７＠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作者 　梁春涛，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Ｅｍａｉｌ：ｌｉａｎｇｃｈｕｎｔａｏ１２＠ｃｄｕｔ．ｃｎ

犛犲犻狊犿犻犮犪狀犻狊狅狋狉狅狆狔犻狀狋犺犲狊狅狌狋犺犲犪狊狋犲狉狀犿犪狉犵犻狀狅犳狋犺犲犜犻犫犲狋犪狀犘犾犪狋犲犪狌狉犲狏犲犪犾犲犱

犫狔犪犿犫犻犲狀狋狀狅犻狊犲狋狅犿狅犵狉犪狆犺狔犫犪狊犲犱狅狀犺犻犵犺犱犲狀狊犻狋狔犪狉狉犪狔

ＺＨＵＺｉＪｉｅ１
，２，ＷＡＮＧＸｕＢｅｎ２，ＬＩＵ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１，２，ＬＩＡＮＧＣｈｕｎＴａｏ１
，２

１犓犲狔犔犪犫狅犳犈犪狉狋犺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狅犳犕犻狀犻狊狋狉狔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犆犺犲狀犵犱狌６１００５９，犆犺犻狀犪

２犆狅犾犾犲犵犲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犆犺犲狀犵犱狌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犆犺犲狀犵犱狌６１００５９，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ｕｐｌｉｆｔｅｄｒａｐｉｄ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ａｎｄ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ｅｘｔｒｕｄｅｄ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Ｂｌｏｃｋ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ｔａｂｌ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ｂｌｏｃｋ，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ｄｅ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ｈｅｌｐｆｕｌ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ｎｅｃｒｕ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ｏｎａ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ｒｒａ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ｔｈｅ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

ａｎｄａｄｏｐｔｅｄａｎａｚｉｍｕ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ｉｍ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ｏｓｔｍａｎｔｌｅ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ｓｔ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４卷　

ｗａｖ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ｒｅ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ｔｒｉｋ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ｓ

ａｎｄｔｈｅＧＰ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 ｗｒａｐ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Ｓｙｎｔａｘｉｓ（ＥＨ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ｎｂｏｔｈｔｈｅＭｕｌｉＹａｎｙ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Ｙｕｎｎａｎｂｌｏｃｋ，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ｓｔｗａｖ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ｈ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ｔｏｔｈｅ

Ｎ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Ｔｈｅ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ｚ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

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ｓｔｗａ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ｇａｉｎ，

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Ｔｈｉｓｍａ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ｗｅｒ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ｉｓｃｏｕｓ

ｆｌｕｉｄｓｑｕｅｅｚ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ｉｄ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ｉｎｔｈ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ｅｘｔｒｕｔｉｏｎｍａｙ

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ｅｐ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０　引言

在新生代印度与欧亚板块碰撞汇聚过程中，青

藏高原发生南北向缩短和地壳增厚．大约在渐新世

至中新世，青藏高原由地面隆升转为侧向挤出（Ｙｉｎ

ａｎｄ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００）．青藏高原东南缘是高原物质侧向

挤出和构造逃逸的重要出口（Ｙｉｎ，２０１０；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Ｒｏｙｄ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有关青藏高原东南缘

的地壳变形机制主要包括：地壳沿大型走滑断裂向

东逃逸（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２，２００１）；地壳连续

变形、增厚（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Ｈｏｕｓｅｍａｎ，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和

黏滞性地壳物质流动（Ｒｏｙｄ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２００８；

Ｒｏｙｄｅｎ，１９９６；ＣｌａｒｋａｎｄＲｏｙｄｅｎ，２０００；Ｃｌａｒｋ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２００６）

等．这些模型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青藏高原东南

缘地壳上地幔的物质运动和构造变形过程．

图１是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形及构造分区略图．

研究区域内有一系列共轭交叉的断裂带（张培震，

２００８），如北西向的鲜水河断裂带（ＸＳＨＦ），北东向

的小金河断裂带（ＸＪＨＦ）和龙门山断裂带（ＬＭＳＦ），

南北向的小江断裂带（ＸＪＦ）等．这些断裂带将该区

划分为不同地块，由北向南主要包括松潘甘孜地块

（ＳＧＢ），川西地块（ＷＳＢ），滇中地块（ＣＹＢ），滇西南

地块（ＳＷＹＢ）等．川滇块体向南东方向的不均衡挤

出作用使木里盐源地区由原来的挤压状态转变为拉

张状态，形成构造逸出盆地（李勇等，２００１）．

地球内部结构及变形所引起的地震各向异性是

地球介质的一个重要性质，它与地壳岩石中的片理、

节理及裂缝等微构造排列方向，以及矿物结晶优势

方向有密切的关系．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地震各向异

性分布记录了地壳上地幔现今结构特征及其历史演

化过程．观测该区地震各向异性对研究该区构造演

化及动力学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２０多年来，已发表了一系列青藏高原东南缘

地震各向异性研究成果．高原等（２０２０）综合前人研

究的结果，发现青藏高原东南缘下地壳和上地幔顶

部存在南北分区特征，各向异性方向在２６°Ｎ以北

近似为ＮＳ方向，在南部近似为ＥＷ 方向，推测在

２６°Ｎ北侧上地幔有较厚的高速体，其南侧呈现近似

直立构造．王琼等（２０１５）利用背景噪声等资料，得到

青藏高原东南缘上地壳各向异性特征，壳幔各向异

性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形成机制．地壳各向异性与地

表现代运动相符，大体上与主压应力的方向和断裂

分布有关（太龄雪等，２０１５；范莉萍等，２０１５）．Ｙａｏ等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利用环境噪声和远震面波的瑞利

波相速度频散曲线反演青藏高原东缘的岩石圈结

构，揭示了地壳深部区域的剪切波低速区域以及各

向异性随深度的变化，上地壳方位各向异性方向围

绕喜马拉雅东构造结作旋转运动，其快速方向通常

与主走滑断层平行．Ｈｕａｎｇ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８）、Ｗｅｉ等

（２０１３）、常利军等（２０１５）利用远震Ｐ波和Ｓ波的各

向异性研究，以及利用在 Ｍｏｈｏ面Ｐ波转换为Ｓ波

的Ｐｍｓ波形时差反演地壳各向异性（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Ｋ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Ｃ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Ｃｈ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都发现了不同深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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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青藏高原东南缘及相邻区域的地形及构造简图

ＷＱＬＦ—西秦岭断裂带；ＬＭＳＦ—龙门山断裂带；；ＨＹＳＦ—华蓥山断裂带；ＸＳＨＦ—鲜水河断裂带；ＪＳＪＦ—金沙江断裂带；

ＬＣＪＦ—澜沧江断裂带；ＮＪＦ—怒江断裂带；ＬＴＦ—理塘断裂带；ＸＪＨＦ—小金河断裂带；ＺＭＨＦ—则木河断裂带；ＸＪＦ—小江断

裂带；ＲＲＦ—红河断裂带；ＬＭＳＢ—龙门山造山带；ＳＧＢ—松潘甘孜地块；ＷＳＢ—川西地块；ＭＹＢ—木里盐源盆地；ＣＹＢ—滇中地块；

ＳＣＢ—四川盆地；ＹＺＢ—扬子地块；ＳＣＨＢ—华南地块；ＳＷＹＢ—滇西南地块；ＥＨＳ—喜马拉雅东构造结．

Ｆｉｇ．１　Ｂｒｉｅｆ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ＷＱＬＦ—Ｗｅ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ＬＭＳ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ＨＹＳＦ—Ｈｕａｙｉｎｇ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ＸＳＨＦ—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ＪＳＪＦ—

Ｊｉｎｇｓｈａ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ＬＣＪＦ—Ｌａｎｃ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ＮＪＦ—Ｎｕ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ＬＴＦ—Ｌｉｔ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ＸＪＨＦ—Ｘｉａｏｊｉｎ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ＭＨＦ—

Ｚｅｍｕｈｅｆａｕｌｔ；ＸＪＦ—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ＲＲＦ—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ｆａｕｌｔ；ＬＭＳＢ—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ｂｅｌｔ；ＳＧＢ—ＳｏｎｇｐａｎＧａｎｚｉｂｌｏｃｋ；ＷＳＢ—

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ｌｏｃｋ；ＭＹＢ—ＭｕｌｉＹａｎｙ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ＣＹＢ—ＣｅｎｔｒａｌＹｕｎｎａｎｂｌｏｃｋ；ＳＣＢ—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ＹＺＢ—Ｙａｎｇｔｚｅｂｌｏｃｋ；

ＳＣＨＢ—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ｂｌｏｃｋ；ＳＷＹＢ—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Ｙｕｎｎａｎｂｌｏｃｋ；ＥＨＳ—Ｅａｓｔ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ｓｙｎｔａｘｉｓ．

壳各向异性的变化，指出高度变形的青藏高原与稳

定的扬子板块地震各向异性差异，中下地壳地震快

波方向与地壳低速层方向一致．这些结果对青藏高

原东南缘地壳上地幔内部结构及变形动力机制提供

了重要依据．

随着观测资料的增多和研究方法的改进，地震

各向异性的纵向分辨率有望进一步提高．例如原有

的Ｐｍｓ震相只能反应整体地壳内部的平均各向异

性，对地壳内不同深度的各向异性不敏感．与前人的

研究相比，本文收集密集的宽频带地震固定台站和

流动台阵的观测资料，具有更加完备的数据覆盖，利

用环境噪声数据提取Ｒａｙｌｅｉｇｈ波频散曲线，采用多

角度频散曲线反演方法，获得了地壳上地幔高分辨

率的Ｓ波速度与各向异性图像，研究地壳内部物质

结构及变形，为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壳上地幔构造演

化和动力过程提供了新的证据．

１　数据和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以下三个部分：（１）四川

与云南地震台网１２０个固定台站记录的２０１５年１月

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的连续波形数据；（２）中国地震台阵Ｉ

期（中国地震科学台阵，２００６）２４０个流动台站记录的

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的连续波形数据；（３）川西

台阵（刘启元等，２００８）２００个流动台站记录的２００７年

６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的连续波形数据．（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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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青藏高原东南缘台站分布图

黑色三角代表中国地震台阵Ｉ期，绿色三角代表四川与云南国家数字地震台网，红色三角代表川西台阵．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ｐｈａｓｅＩ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ｐｈａｒｒ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ｄ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

　　本文采用以下步骤进行数据处理（Ｌｉａｎｇａｎｄ

Ｌａｎｇｓｔｏｎ，２００８；Ｂｅｎ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１）对原始数据按照采样率为１０Ｈｚ进行重采

样；（２）去倾斜，去均值，消除仪器响应等；（３）在０．０２

至０．２Ｈｚ的频带范围内进行滤波；（４）波形互相关

提取Ｒａｙｌｅｉｇｈ波波形．

将台站对的垂直分量（犣犣）按２４ｈ的时段进行

互相关计算，再对全年数据进行叠加，获得各个台站

对之间的瑞利波经验格林函数（图３ａ）．对３００００多

条互相关波形按信噪比（ＳＮＲ）大于５的标准筛选出

２１４７３条频散曲线（图３ｂ），使用频率时间分析

（ＦＴＡＮ）算法提取频散曲线的群速度（Ｌｅｖｓｈｉｎｅｔ

ａｌ．，１９７２）．将研究区域划分为０．２５°×０．２５°的网

格．利用棋盘格测试试验来评估研究区域的横向分

辨率，设置检测板的网格大小为０．５°×０．５°，速度扰

动为各周期平均速度的±０．３ｋｍ·ｓ－１，得到检测

板如图４所示．

在计算过程中加入平滑参数可以减少反演的

误差，但可能降低分辨率（Ｌｉａ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ｇｓｔｏｎ，

２００９）．利用不同的平滑参数，随机选取数据迭代

计算５００次，统计５００次反演结果，可以得到速度

与各向异性的平均值和标准差．通过选取参数，使

得各参数误差较小（图５）也能确保有较好的分

辨率．

在各向异性介质中，使用多角度频散曲线反演

方法（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在每个块体中对某一周

期不同方位的群速度通过拟合来确定相应的各向异

性常数犪犽 与犫犽，再使用线性反演方法（Ｈｅｒｍａｎｎ，

２０１３）得到犞Ｓ速度随深度变化的一维速度模型．最

后，将所有块体模型进行组合得到三维速度模型．对

各向异性介质而言，网格中的走时差与平均慢度和

方位各向异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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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左图表示部分台站对之间的互相关波形，横、纵坐标分别表示时间和台站之间的距离；

右图表示不同周期瑞利波频散曲线数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ｗｉｔ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ｉｒ．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ｘ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图４　周期为１０ｓ，２０ｓ，３０ｓ，４０ｓ的群速度层析成像检测板结果

Ｆｉｇ．４　Ｃｈｅｃｋｂｏａｒ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１０ｓ，２０ｓ，３０ｓ，４０ｓ

　　Δ狋犻犼 ＝∑
犖

犽＝１

犱犻犼犽Δ狊犽＋∑
犖

犽＝１

犱犻犼犽ｃｏｓ（２犻犼犽）犪犽

＋∑
犖

犽＝１

犱犻犼犽ｓｉｎ（２犻犼犽）犫犽， （１）

式中Δ狋犻犼是第犻个台站到第犼个台站的走时差；犱犻犼犽

是第犻个台站到第犼个台站射线在第犽个网格中的

长度；狊犽 是第犽个网格的慢度．犪犽 和犫犽 是第犽个网

格中的各向异性参数，犻犼犽是第犻个台站到第犼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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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左、中、右图依次为周期为２０ｓ，４０ｓ各向异性方向（ｄ犪）、各向异性强度（ｄ犿）、群速度（ｄ狏）的误差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ｌｅｆｔ，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ｉｍａｇ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ｄ犪），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ｄ犿）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狏）ｗｉｔｈ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２０ｓａｎｄ４０ｓ

站射线在第犽个网格中的方位角，犖 为网格总数．

将公式（１）化简得到第犽个网格中群速度与慢

度和各向异性的参数之间的关系：

　狏犽（）＝
１

狊犽＋犪犽ｃｏｓ（２）＋犫犽ｓｉｎ（２）

≈
１

狊犽
１－
犪犽
狊犽
ｃｏｓ（２）－

犫犽
狊犽
ｓｉｎ（２（ ））， （２）

第犽个网格中各向同性速度狏犽０，各向异性强度γ犽

和快波方向犽 分别为

狏犽０＝
１

狊犽
，γ犽＝

２

狊犽
犪
２

犽＋犫
２

槡 犽
，犽＝

１

２
ａｒｃｔａｎ

犫犽
犪（ ）
犽
＋
π
２
．

（３）

　　对于每个网格，得到一个群速度参数和两个各

向异性参数（犪犽 和犫犽），利用反演的犪犽 和犫犽 参数计

算出各向异性强度与快波方向．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周期的群速度和各向异性图

根据高密度台网的资料，反演得到周期范围为

５至５０ｓ的群速度图像．图６显示了１０ｓ、２０ｓ、３０ｓ

和４０ｓ的群速度与各向异性分布图．

　　由图６可见，１０ｓ周期群速度四川盆地明显低

于其他地区，反映了盆地地壳上部为中新生代的沉

积层．青藏高原东南缘与滇东南，黔西南群速度较

高．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北部快波方向显示为北西向，

中南部逐渐转为南西向．２０ｓ周期与１０ｓ周期群速

度大体相似．３０ｓ周期，四川盆地与华南地块群速度

较高，松潘甘孜地块出现明显低速异常．４０ｓ周期，

松潘甘孜地块仍显示低速分布，川西地块的低速异

常范围明显减小，各向异性方向转为南西．四川盆

地、扬子地块及华南地块都显示为高速分布．

由于研究区域地壳厚度有较大的变化（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朱介寿等，２０１７，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如

图７可所示，在地下同一深度，各地块所反映的地壳

上地幔的部位有较大的差异．在讨论地块某一块体

各向异性和速度分布时，必须根据该图来确定其地

壳及上地幔所在深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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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周期为１０ｓ，２０ｓ，３０ｓ，４０ｓ瑞利面波群速度与各向异性分布

Ｆｉｇ．６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ｓ

ａｔ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１０，２０，３０ａｎｄ４０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２　不同深度的速度和各向异性

基于多角度频散曲线反演方法（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获得了不同深度的速度和各向异性图像（图８）．

在２～５ｋｍ深度（图８ａ），青藏高原东南缘，扬

子地块等区域，都位于上地壳顶部．松潘甘孜地块各

向异性方位角为 ＮＷ 向，与鲜水河断裂带走向一

致．川西地块各向异性由 ＮＷ 转为ＳＷ 向．木里盐

源盆地和滇中地块都为 ＮＥＳＷ 向，与小金河断裂

带走向一致，滇西南地块亦为ＳＷ 向．滇中地块由

ＮＮＷ逐渐转为 ＮＳ向，与则木河断裂带和小江断

裂带等平行．青藏高原东南缘各地块显示的各向异

性方向，整体上是围绕喜马拉雅东构造结作顺时针

旋转运动的，如图１０ａ中的紫色箭头所示．四川盆

地及扬子地块上地壳２～５ｋｍ的各向异性特征如

下．龙门山造山带为ＮＥ向，与龙门山断裂带走向基

本一致，四川盆地为ＮＥ向，与盆地内部的主要断裂

带，如华蓥山断裂带的走向一致．扬子地块及华南地

块各向异性特征优势方向为ＳＥ向．

在１０～２０ｋｍ深度（图８ｂ），青藏高原东南缘为

上地壳底部，四川盆地，扬子地块，华南地块及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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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青藏高原东南缘及相邻地区 Ｍｏｈｏ界面深度图（根据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朱介寿等，２０１７等修改）

Ｆｉｇ．７　Ｄｅｐｔ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Ｍｏｈｏ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ｙ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南地块已为中地壳．各地块的各向异性方向 （图

８ｂ）整体上仍围绕东构造结（ＥＨＳ）作顺时针旋转运

动（如图中紫色箭头所示）．四川盆地，扬子地块以及

华南地块的各向异性方位角大体从 ＮＳ向再转为

ＳＥ向．

在３０～４０ｋｍ深度（图８ｃ），松潘甘孜地块及

川西地块在这一深度位于中下地壳，滇中及滇西

南位于下地壳与上地幔顶部．四川盆地，扬子地块

为地壳底层，华南地块为地壳底部或上地幔顶部．

青藏高原东南缘中下地壳方位角相对上地壳发生

了很大变化，松潘甘孜地块方向仍为 ＮＮＷ，川西

地块仍为 ＮＥ向，但是木里盐源盆地由上地壳的

ＮＥ向逆转为ＮＷ向，到达滇中地块也由ＮＥ向逆转

为ＮＷ向．

低速层由松潘甘孜地块向东，向南折向川西地

块转为ＮＳ及ＮＥ向，在木里盐源盆地转为ＮＷ 向，

向东转进滇中地块．也有部分低速层物质进入扬子

地块，使扬子地块西缘局部地区也成为低速带，如图

８ｃ中蓝色箭头所示．

毗邻的扬子地块及华南地块在这一深度已接近

地壳下部．龙门山造山带方位角仍为ＮＥ向，与龙门

山断裂带走向一致．四川盆地为ＮＳ或ＮＮＷ 走向，

扬子地块为ＮＮＥ向，华南地块仍为ＳＥ向．中下地

壳各向异性与上地壳分布大体相同，仅局部有一些

变化．

在５０～６０ｋｍ深度（图８ｄ），青藏高原东南缘

及相邻区域为下地壳底部及上地幔顶部．这一深度

地震各向异性分布与上地壳相比，除川西地块稍有

偏离外，其余如松潘甘孜地块，木里盐源盆地、滇中

地块等与上地壳分布基本相同．各地块总体趋势仍

然是围绕东构造结（ＥＨＳ）作顺时针环绕运动，如图

中紫色箭头所示．其中西南缘的低速分布带可能由

腾冲（ＴＣ）火山活动引起．

四川盆地及扬子地块这一深度已位于上地幔顶

部，从龙门山造山带至四川盆地扬子板块和华南板

块，各地块的方位角排列总体上仍然与上地壳和中

下地壳相似．四川盆地及华南地块均位于上地幔顶

部，各向异性强度（ＭＯＡ）较地壳有所增大．

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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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ａ）、（ｂ）、（ｃ）、（ｄ）表示青藏高原东南缘及相邻区域上地壳顶部（２～５ｋｍ），上地壳（１０～２０ｋｍ），

中下地壳（３０～４０ｋｍ），下地壳底部以及上地幔顶部（５０～６０ｋｍ）的Ｓ波速度和各向异性分布图

红色玫瑰图为各地块的各向异性方向统计结果，紫色箭头显示青藏高原东南缘上地壳及下地壳底部及上地幔顶部的各向异性方向，

蓝色箭头表示中下地壳低速层分布区域各向异性方位，（ｄ）中ＴＣ表示腾冲火山活动带．

Ｆｉｇ．８　（ａ）、（ｂ）、（ｃ）、（ｄ）ｓｈｏｗｔｈｅ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ｍａｐｓ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２～５ｋｍ）；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

（１０～２０ｋｍ），ｍｉｄ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３０～４０ｋｍ），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ｔｏｔｏｐｏｆ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５０～６０ｋｍ）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ｒｅｄｒｏｓ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ｂｌｏｃｋ，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ｈｅｂｌｕｅ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ｚｏｎｅｉｎｍｉｄ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Ｔ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Ｔｅｎｇｃｈｏｎｇ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ｚｏｎｅ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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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为了解中下地壳低速层的分布，图９显示了不

同方位的速度剖面．地壳低速层的上界面位于地下

１８～２０ｋｍ深度，下界面位于３０～４２ｋｍ深度，地壳

低速层的厚度变化范围为１０～２５ｋｍ．松潘甘孜地

块与川西地块，木里盐源盆地、滇中地块，厚度可达

２０～２５ｋｍ左右．低速层向东及东南逐渐减薄，到龙

门山断裂带和小江断裂带，其厚度减小到１０～１５ｋｍ

左右．

地震各向异性是地球介质的一个重要特征．由

于大陆地壳具有漫长的历史，地壳上地幔不同深度

的地震各向异性，记录了它的现今构造特征及其历

史演变过程，为研究构造演化及动力学过程提供重

要依据．

在脆性变形的上地壳中，各向异性可以由岩体中

微破裂及微裂纹的排列、岩石层理或熔体组织显示优

势方向引起，这称为形状优势方向（ＳＰＯ）（Ｃｒａｍｐｉｎａｎｄ

Ｃｈａｓｔｉｎ，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在许多情况下，ＳＰＯ受应力场

的控制，快波方向平行于岩体的最大剪切或拉张应

变轴，与构造活动区的断裂带的走向或其边界一致

（Ｄｒｅｉ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在塑性变形的中下地壳和上地幔中，各向异性

可由岩石中的矿物结构特性产生．如中下地壳中的

云母、角闪石和上地幔中的橄榄石等矿物的晶格优

势方向（ＬＰＯ）及晶体优势方向（ＣＰＯ）（Ｍａｉｎｐｒｉｃｅ，

２００７；Ｂｒｏｗｎ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与地震快波方向一致．

地球动力学问题大都与挤压或拉张应力有关，

由于应力方向重新定向，将影响到地壳中矿物的

ＬＰＯ和ＣＰＯ，使各向异性发生变化．对于软流层中

的地幔流，各向异性的快速方向一般与地幔流方向

相同（Ｋａｒａｔ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青藏高原东南缘上地壳各地块环绕东构造结

（ＥＳＨ）作顺时针旋转运动，与青藏高原东南缘相对

于扬子地块地面ＧＰＳ水平运动方向是一致的（Ｇ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王阎昭等，２００８；Ｓ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ＰａｎａｎｄＳｈｅｎ，２０１７；ＷａｎｇａｎｄＳｈｅｎ，２０２０）．断层

最大走滑量沿鲜水河断裂带转为则木河断裂带

（ＺＭＨＦ）至小江断裂带．这些走滑断裂带也与青藏

高原东南缘的最大剪切应变带相符合（Ｐａｎａｎｄ

Ｓｈｅｎ，２０１７；Ｇ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图９　Ａ、Ｂ、Ｃ、Ｄ、Ｅ为五条地壳速度剖面

红色线条表示中下地壳低速层上下界面，红色箭头表示低速层物质移动方向，黑色线条表示莫霍界面．

Ｆｉｇ．９　Ａ、Ｂ、Ｃ、Ｄ、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ｆｉｖ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Ｒ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ｌａｙｅｒ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ｌｏｗ），ｔｈｅｒｅｄａｒｒｏｗｓｓｈｏｗ

ｔｈｅｍｏｖ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ｌａｙｅｒｍａｔｔｅｒ，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Ｍｏｈｏ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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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壳低速层的物质来源及性

质，以及动力过程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地壳

流导致地壳加厚和地表隆升机制的研究（Ｒｏｙｄｅｎ，

１９９６；Ｒｏｙｄ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Ｃｌａｒ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ＣｌａｒｋａｎｄＲｏｙｄｅｎ，２０００；

Ｂｕｒｃｈｆｉ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张培震，２００８；Ｙ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基于天然地震对中下地壳低速层及地壳流的研究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８；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王椿镛

等，２００８；朱介寿等，２０１７；李昱等，２０１０；Ｙ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范莉苹等，２０１５；郑晨等，２０１６；Ｂａ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通过对地壳温度及深部岩石包体分析，

认为青藏高原地壳内２０～４０ｋｍ深观测到的低速

层是在７００℃～８５０℃温度下，脱水含云母的硅酸

岩部份熔融的黏滞性流体，其晶体优势方向（ＣＰＯ）

与中地壳快波方向一致（Ｈａｃｋ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Ｘｉｅ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壳中部的黏滞性流体在向东

及东南方向运移时，除了带动地表各地块以不同速

度移动外，它的动力学效应还表现在地表隆升及地

壳增厚．青藏高原东南缘海拔１５００ｍ至４０００ｍ以

上的高原地区，地壳内普遍存在黏滞性低速层，而在

１５００ｍ以下区域，几乎没有低速层．

青藏高原东南缘的上地壳与下地壳各向异性特

征相一致，表明它们在较早的历史演化时期（如古生

代至中生代）可能是耦合在一起的．在新生代时期，

青藏高原隆升和向东挤出，低速的黏滞性物质流入

中地壳，使原有上下地壳分离解耦，但它们的相对位

置及各向异性特征仍然不变．

稳定的扬子地块及华南地块为前寒武纪克拉通

地区．扬子地块的核心区（四川盆地）基本没有变形．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从地壳到上地幔顶部，各向异

性方位角基本保持不变，因此，这里显示的可能是古

构造活动遗留下来的各向异性（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

远震Ｐ波对青藏高原东南缘及相邻区域各向

异性成像（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发现，在中下地壳中存

在一个显著的厚约２０ｋｍ的低速地壳流，该地壳流

在向东流动时受刚性的四川盆地阻挡，地震各向异

性也发生变化．在上地壳发生的强烈地震都分布在

塑性流体层的边界，表明地震活动受深部动力过程

控制．这一研究与本文得到的中下低速地壳流分布

范围与动力过程是相同的．用Ｐ波研究青藏高原东

南缘的成果（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指出，青藏高原东

南缘围绕喜马拉雅东构造结（ＥＨＳ）顺时针旋转同

时，扬子地台西缘部分地区受到低速物质侵入影响，

成为构造活动区．地壳上地幔各向异性显示，地震快

波方向与地面主要断裂带走向一致．

利用 Ｍｏｈｏ界面转换波ＰｍＳ的正弦波时差反

演青藏高原东南缘各向异性（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发现松潘甘孜、川西、滇中等地块各向异性方向与地

面主干断裂带平行．中下地壳各向异性快波方向与

低速地壳流流向一致．利用 Ｍｏｈｏ界面及地壳内的

速度界面的Ｐ波转换为Ｓ波的波形时差反演的各

向异性成果指出（Ｋ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快波方向与

地表主干断裂平行，而且主要集中在地块的边界部

份，并显示中下地壳存在塑性地壳流．基于程函方程

的面波层析成像，对青藏高原东南缘各向异性及速

度成像，发现２０ｋｍ以上地震各向异性与地面断裂

带走向及最大主压应力方向一致．在川滇菱形块体

北部，存在明显的低速地壳流分布，地壳流流向与块

体向南挤出方向一致（王怀富等，２０２０）．

由上可见，本文所得到的青藏高原东南缘地震

各向异性的研究结果，与近年来发表的相关结论基

本是一致的．由于我们的反演具有更高的纵向分布

率，可以获得地壳及上地幔不同部位的速度及各向

异性的细节特征，能对其物质结构及动力过程进行

更深入研究．

４　结论

对青藏高原东南缘及相邻地区中国地震台阵Ｉ

期，四川与云南国家数字地震台网，川西台阵观测资

料进行处理，用环境噪声成像提取瑞利面波，采用

面波多方位角反演方法，获得青藏高原东南缘及相

邻地区高分辨率的Ｓ波各向异性及速度分布图像．

在上地壳（从地表到２０ｋｍ深度），青藏高原东

南缘各地块的快波方向与其邻近的走滑断裂带走向

一致．各向异性形状优势方向（ＳＰＯ）与相对于华南

地区的地面ＧＰＳ水平速度场方向一致，也与青藏高

原东南缘的最大剪切应变带相符合，都是围绕喜马

拉雅东构造结作顺时针旋转运动．

在中下地壳（３０～４０ｋｍ深度），地震各向异性

相对上地壳发生了很大变化．地震各向异性方位角

从北向南在滇中地块转为北东向．各向异性快波方

向由中下地壳中厚约１０～２５ｋｍ的低速流体物质

流向所控制．

下地壳底部至上地幔顶部（５０～６０ｋｍ深度），

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各向异性分布仍与上地壳大体相

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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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总体上仍围绕喜马拉雅东构造结（ＥＨＳ）作顺时

针旋转运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上地壳与下地壳各

向异性特征相一致，表明它们在较早的历史演化时

期（如古生代至中生代）可能是耦合在一起的．

根据热年代学测定结果，发现青藏高原东南缘

在新生代至少有两期隆升事件，分别发生在渐新世

３０～２５Ｍａ及中新世１５～１０Ｍａ，黏滞性流体进入

中下地壳最可能是后一时期（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对青藏高原新生代隆升及挤出的模拟，也得出中新

世１５Ｍａ以来为青藏高原东南缘隆升及低速地壳

流活动时期的结论（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在新生代时期，随着青藏高原隆升向东挤出，特

别在中新世以来低速的黏滞性物质流入青藏高原东

南缘的中下地壳，改变了各向异性方向，但原有上地

壳与下地壳底部的相对位置及各向异性特征仍保持

不变．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壳整体沿喜马拉雅山东构

造结（ＥＨＳ）顺时针旋转，上地壳与下地壳底部作同

步运动，仍保持了原有各向异性特征．但流入中下地

壳的黏滞性流体使各向异性方向和速度分布发生颠

转变化．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壳结构的变

化及外部物质的渗入，是地壳变形和构造活动的根

本原因．

四川盆地、扬子地块及华南地块从地壳到上地

幔顶部，各向异性特征基本保持不变．它们的构造特

征及演化过程与青藏高原东南缘是不同的．扬子地

块及华南地块为稳定的前寒武纪克拉通地区．在漫

长的地质历史中，显示出化石各向异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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