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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大陆岩石圈的属性、相态与物质运动：

固体地球物理学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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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２０世纪大地构造物理学取得引人瞩目的进展。本文详细评述了探测地球大陆圈层的属性、相态与
物质运动取得的进展和技术路线。并且指出，大陆地壳和海洋地壳结构上的最基本区别是后者是相对均匀和整体

刚性的，内部不存在明显的物质运动。前者的下地壳部分区域是不均匀和流变的，其中的物质运动使大陆板内的地

壳产生比较强烈的变形和岩浆活动。因此，当前发展板块构造学说的最焦点就是对地壳不均匀性和流变岩石进行

三维成像，从下到上找出大陆地壳物质运动规律。同时，一定要坚持深层油气和地震预测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为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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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发展的三个台阶
固体地球物理学诞生于２０世纪初，早期的主要

研究目标为用物理学定律解释地球物理场的变化规

律（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Ｄａｖｉｃｅｓ，１９９９）。例如，重力学用
于解释地球重力场的变化规律，地磁学用于解释地

球磁场的变化规律，地震学用于解释地球地震波场

的变化规律，地热学用于解释地球温度场的变化规

律，等等。１９１２年魏格纳（Ａ．Ｌ．Ｗｅｇｅｎｅｒ）提出大
陆漂移假说；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赫斯（Ｈ．Ｈ．Ｈｅｓｓ）和
迪茨（Ｒ．Ｓ．Ｄｉｅｔｚ）据此提出海底扩张理论。大陆有
可能漂移吗？在２０世纪前半叶，大多数科学家不相
信大陆漂移假说，因为大陆地壳和上地幔都是固体，

不可能漂来漂去。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地球物理
学家发现了上地幔普遍存在一个低地震波速和低电

阻率的软流层（图１），深度范围从５０ｋｍ至４００ｋｍ，
岩石物理实验证实软流层是由于地热升温使橄榄岩

粘滞系数降低造成的（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Ｄａｖｉｃｅｓ，１９９９；
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由于软流圈物质粘滞系数
比上覆岩石圈物质低三个级次，因此浮于软流圈之

上的岩石圈可进行大规模水平运动。于是大陆漂移

假说复活了，并很快导致板块构造学说的诞生。

在１９７０年代板块构造学说为大洋钻探验证之

后，固体地球物理学的主要研究目标转变为反演大

陆岩石圈结构构造，并建立和逐步完善了数学物理

方程反演理论方法 （ＣｏｘａｎｄＨａｒｔ，１９８６；Ｇｕｂｂｉｎｓ，
１９８９；Ｆｏｗｌｅｒ，２００５）。研究大陆岩石圈结构构造的
固体地球物理学又叫大地构造物理学，她遵循地球

物理学的研究程式，即到现场采集物理场数据，处理

数据并提取地下信息，分析和解释所提取的信息，建

立高空间分辨率的三维地壳上地幔模型（杨文采，

１９８９，１９９３，１９９８，２００９；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２０１４）。由于
岩石圈地质作用在壳幔结构中留下痕迹，可从岩石

圈介质不均匀性中找到痕迹作为地质作用的证据。

综合运用各种地球物理探测方法查明区域地壳及全

球地幔物性结构（详见表１），通过信息处理和反演
可取得空间准确定位的描述固体地球内部不均匀性

和构造的地球模型。这些模型包括地震波速和泊松

比扰动模型、反射体分布模型（图２）、电导率扰动模
型、密度扰动模型、磁源分布模型、地热流分布模型

和各向异性模型等。综合区域地质和地球物理场数

据对异常场源作推断解释，最后要通过地球物理反

演把地球物理场数据转化为地壳上地幔物理性质空

间变化的图像，它们是地壳上地幔物质结构构造的

反映。

大地构造学主要通过地质学和大地测量学方



图１前苏联用核爆炸激发取得的上地幔纵波波速剖面，深度从１３０ｋｍ至３００ｋｍ波速降低
（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

Ｆｉｇ．１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ｃｒｏｓｓＳｉｂｅｒｉａ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ｎｕｃｌｅｕｓ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
ｉｎＵＳＳＲ．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ｆｒｏｍｄｅｐｔｈ１３０ｋｍｔｏ３００ｋｍ

表１地球物理场数据采集方法
Ｔａｂｌｅ１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探测方法 采集物理场 介质物理性质 观测仪器名 可到达深度 现今水平分辨率

重力法 重力场 岩石密度 相对重力仪 地壳 几千米

地磁法 地磁场 岩石磁化强度 航磁仪 上地壳 几千米

古地磁法 岩石剩余磁性 岩石剩余磁化强度 实验室磁力仪

大地电磁法 地球电磁场 电阻率 大地电磁仪 地壳上地幔 几千米

地热法 地温场 地温梯度及地热流 测温仪 地壳

广角地震法 折射波场 层面下方纵波速度 地震仪 地壳上地幔 沿测线５００ｍ
深反射地震法 反射地震波场 层面波阻抗及散射系数 反射地震仪 地壳上地幔 沿测线５０ｍ

体波地震层析成像 地震体波场 纵、横波速度及泊松比 地震台站加远程地震仪 地壳—全地幔 １°×１°
面波地震层析成像 地震面波场 换算的横波速度 地震台站 地壳—全地幔 １０°×１０°
地震偏振法 地震偏振波场 地震各向异性系数 地震台站加远程地震仪 地壳上地幔 ５°×５°

法取得数据，大地构造物理学主要通过地球物理场

的观测取得数据。因此，前者可取得地壳样品物质

组成信息，但是由于样品分布的局限，空间分辨率

（尤其是深度维）较差；后者不能直接取得地壳物质

组成信息，但是由于物理场测量简便快捷，空间分辨

率（尤其是深度维）可以不断提高。板块大地构造

学是大地构造物理学的基础之一，大地构造物理学

又是板块大地构造学的发展和补充（杨文采，１９９８，
２００９）。如果说物理学的所长为实验和推演规律，
大地构造学的所长就是观测、比较和动力分析。大

地构造学给出区域地壳岩石成分和年龄，地球化学

还有区域上地幔火山岩源区成分和生成深度的信

息，正是大地构造物理学数据分析和解释所必须的。

大地构造物理学通过地球物理场的观测，在区域岩

石圈演化重建的基础上，全球对比同类大地构造单

元的壳幔结构，逐渐建立岩石圈地质作用规律的假

说，丰富和完善板块大地构造理论。

随着全球不同区域岩石物理性质测定和物理场

数据的大量积累，数据的信息处理和对比分析也逐

渐展开。到本世纪初，固体地球物理学的主要研究

目标转变为揭示大陆岩石圈地质作用过程和规律性

（杨文采，２０１４ａ）。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规律的，
固体地球物理学也不例外。以物理学定律为指导，

通过全球对比同类大地构造单元的壳幔结构并结合

地质学研究成果，大地构造物理学最终可以总结归

纳出全球三维地壳上地幔行为、属性和物质运动的

规律性（杨文采，２０１４ｂ—ｆ）。
大陆岩石圈有 ４０Ｇａ的历史，和大洋板块不

同，现代大陆板块内部不仅有２００Ｍａ以来地质作用
的大量痕迹，还保留了２００Ｍａ以前古岩石圈活动带

２８１１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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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过中国东部苏鲁地区的反射地震剖面（ａ）、（ｂ）、剖面位置（ｃ）及推断岩石圈构造剖面（ｄ）引自（杨文采等，１９９９ａ，ｂ，２００５ｂ；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２００９）
Ｆｉｇ．２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ｂ）ａｃｒｏｓｓＳｕｌｕ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ｉｔ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ｄ）

（ｆｒｏｍ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ａ，ｂ，２００５ｂ；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２００９）



地质作用的痕迹，如古造山带、古俯冲带、古裂谷及

古转换断层等。构造地质学成功地解释了２００Ｍａ
以来大洋岩石圈发展的旋回，没有回答如何构思大

陆岩石圈的演化模式问题。大洋岩石圈是不断循环

的，大陆岩石圈却是不断增生而且不断聚合和裂解

的，大陆岩石圈的演化模式显然比大洋演化模式复

杂得多，传统板块构造学说登陆后必定遇到难题。

现今板块的划分和运动模式主要是中生代以来岩石

圈地质作用的结果。大陆岩石圈４０Ｇａ的地质作
用有那些类型？大陆是如何形成的？大陆又是如何

增生的？作用过程可用几个阶段描述？作用驱动力

是什么？造成了那些后果？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因此，在板块构造学创立之后，科学家希望按照物理

学定律恢复大陆岩石圈地质作用过程，为揭示大陆

岩石圈演化规律打下基础。

地质学起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主要靠博

物学的研究路线，建立了矿物学、岩石学、古生物学

和地层学等基础学科，满足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对煤

炭和金属矿产的需要。１９世纪发动的第二次工业
革命对石油和电力提出新的需求，促进了地质学与

物理学的交汇，导致固体地球物理学的诞生。当时

固体地球物理学还主要作为地质调查的补充手段，

地质学家并没有把物理学普适定律的扩展作为研究

路线，地质现象的解释仍然以地质统计规律作为基

础。

板块构造学说的建立是固体地球科学的一次革

命，给人的最重要启示就是，表观无比复杂的地质现

象，原来可以用非常基础的物理学定律来解释清楚。

因此，进一步创立新地球观的研究路线，应该是进一

步攻破物理学与地质学之间的壁垒，建立以物理学

普适定律为构架的全球地质构造学说（Ｃｏｘａｎｄ
Ｈａｒｔ，１９８６；Ｇｕｂｂｉｎｓ，１９８９；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随板块
构造学说建立的大地构造物理学，正是遵循这一技

术路线开展研究的。大地构造物理学旨在建立地壳

上地幔组成结构的模型，重建区域岩石圈地质作用

过程，对比全球岩石圈探测成果推测岩石圈地质作

用和壳—幔作用机制。但是，存在了５６Ｇａ的古老
地球的演化规律，依靠实验的物理学定律能说明得

了吗？

地质学规律是定性的和有区域限制的，大多数

是通过统计取得的，随着研究深入和统计数字的增

加，地质学的规律会发生变化。面对地球这样的组

成结构极其复杂和各态遍历的巨系统，通过统计取

得地质学的规律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通过统计取

得的地质学规律必需符合物理学和化学的普适定

律。

物理学是一门定量的和严密的学科，但也是一

门简约的和实验的学科（Ｆｏｗｌｅｒ，２００５；Ｌｅｅｄｅｒａｎｄ
ＰｅｒｅｚＡｒｌｕｃｅａ，２００６）。面对地球这样的组成结构造
极其复杂的巨系统，物理学定律的导入面临两方面

的困难。首先是尺度巨大的地质作用过程很难用物

理实验来证实，例如，幔源岩浆的作用过程就难以在

实验室重复。用计算机作数学模拟时又不知道如何

给出准确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其次是大多数物

理定律是通过简约之后得出的，例如描述固体形变

的虎克定律，只对匀质固体有效。然而，地球是极复

杂的巨系统，有许多尺度不同的结构，它们处于各自

不同而又丰富多彩的运行体制之中。如果把注意力

集中到过度简化自然现象制造出几种模式，便会有

忽略真实自然丰富内涵的危险，甚至丧失自然过程

真正的精华。总之，对于地球，许多物理学定理并非

百分之百普适的。因此，对地球这样的极复杂巨系

统，大地构造物理学必须兼顾物理学和地质学规律

各自的特点，研究物理学定律和地质统计规律的适

宜性和兼容性。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板块构造学说建立之后，曾经
有人认为只要进一步应用物理学普适定律来分析地

质现象，很容易建立地球动力学的理论体系

（Ｔｕｒｃｏｔｔｅａｎｄ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１９８２）。然而，他们失望了，
面对复杂的大陆地质现象，简约之后得出的物理学

定律无从下手。最后，地球科学家们把大陆动力学

的研究目标改为首先搞清岩石圈地质作用和壳—幔

作用过程，使大地构造物理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１９７８；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Ｌｅｅｄｅｒａｎｄ
ＰｅｒｅｚＡｒｌｕｃｅａ，２００６）。

岩石圈地质作用指发生在岩石圈板块边缘和内

部的地质作用。由于在大陆板块运动过程中发生大

陆构造体制的转换，使大地构造体制可归纳为大陆

裂解和洋底扩张、洋陆转换、大陆碰撞和克拉通化四

个子系列。这四大系列的作用互为因果、相互衔接，

各自又包含不同的作用内容（杨文采等，２０１４ｂ—
ｆ）。大陆裂解和洋底扩张系列主要包括以下作用：
拆沉作用，盆岭构造体制，裂谷作用，洋底扩张，转换

断层调整与洋脊系扩展等。洋陆转换使大陆边缘的

大陆地壳物质成分增加，大陆碰撞造成大洋封闭、大

陆岩石圈面积扩大，地壳缩短而且厚度增加。大陆

碰撞带的克拉通化是大陆增生的最后阶段，克拉通

化使大陆碰撞带的岩石圈地幔增厚，成为刚性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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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通型岩石圈。克拉通化的后期还可发生拆沉作

用、岩石圈的减薄和裂解等作用，它们是洋底扩张作

用的萌芽。四大系列的作用在岩石圈中留下的刻

痕，如变形带，可以通过地球物理探测发现（杨文采

等，２０１４ｂ—ｆ）。所以综合岩石圈探测成果可推测岩
石圈地质作用过程。岩石圈地质作用的发生原因很

多，除重力均衡、地球旋转、板块运动相关的地热流、

地应力调整等因素外，板块下方地幔热羽的发育也

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Ｃｏｎｄｉｅ，２００１）。不过，对地幔
热羽假说还有待验证。

图３固体地球的准圈层模型，圈层平均密度、纵横波速度和相态名（杨文采，１９９８）
Ｆｉｇ．３Ｐｓｅｕｄ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ｓ（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１９９８）

２　探测固体地球圈层的相态
物质运动的形式取决于它们所处的相态，而相

态取决于它们所处的温度压力。现今固体地球总体

上属于准圈层结构，内含岩石圈、软流圈、中幔圈、外

地核和内地核五大圈层（杨文采，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图３
中除准圈层模型外，还标注了圈层平均密度、纵横波

速度和相态名。固体地球的温度压力是向地心跳跃

式增加的，因此不同圈层所处的温压条件差别很大，

造成相态的变化。根据地震纵横波震相可以确定，

内地核物质主要为高密度刚性固体，外地核物质主

要为磁流体；中幔圈物质主要为较高密度的刚性固

体，而软流圈物质主要为可蠕动的塑性固体。

软流圈和岩石圈之间可能没有明显的边界。大

陆岩石圈组成非常复杂，内部岩石所处的相态是复

合型的，有岩浆房中的液态、下地壳局部的塑性流变

态和常见的固态等（Ｗｈｉｔ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Ｊａｍｅｓ，
１９８９；Ｄａｖｉｃｅｓ，１９９９；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 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
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４）。由岩石物理实验取得的大陆岩石
圈和大洋岩石圈的屈服强度模型详见图４。由图可
见，大洋岩石圈整体刚性，岩石圈内部屈服强度随深

度不断增加；大陆上地壳屈服强度随深度增加，中地

壳屈服强度开始随深度减小，下地壳减小到极小，总

体比大洋地壳小一个级次，局部可达两个级次。因

此，大陆下地壳部分区域发生流变是普遍现象，内部

可发生明显的物质运动，产生比较强烈的变形。反

之，大洋岩石圈结构上整体刚性，内部明显的物质流

变运动不会普遍发生。因此，适用于大洋的板块构

造学说，应用于大陆岩石圈物质运动研究便发生了

问题。由于大陆内部的地壳部分区域发生流变，大

陆板块内部发生频繁的板内地震，也可以得到解释。

３　探测大陆岩石圈构造单元的属性
大洋岩石圈的构造单元分洋盆、洋岛、洋底高原

等，年龄都不超过１９０Ｍａ，相对比较简单。大陆岩石
圈构造单元分各种地体地块，年龄从４０Ｇａ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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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由岩石物理实验取得的大陆岩石圈和大洋岩石圈的屈服强度模型，实验的压力应变率为１０－１５ｓ－１（据 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
Ｆｉｇ．４Ｙｉｅ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ｔ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１０－１５ｓ－１（ｆｒｏｍ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

十分复杂，通过地球物理探测了解大陆岩石圈构造

图５过苏格兰海滨的深反射地震剖面：古板块陆—陆俯冲的“指纹”（据 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９８ａ）
Ｆｉｇ．５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ｃｒｏｓｓ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ｍａｒｇｉ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ｌａｔｅ（ｆｒｏｍ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９８ａ）

单元的属性差别也非常重要（Ｐａｋｉｓｅｒ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
１９８９）。大陆岩石圈构造单元的属性分构造属性、
组成属性、和力学性质三大类。

现代大陆岩石圈板块内部不仅含有大量中新生

代以来地质作用的痕迹，还保留了中生代造山带、古

生代俯冲带、古生代裂谷等（图５～６）。深反射地震
剖面调查是揭示板块地质作用痕迹的最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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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过美国新墨西哥州里约格兰德裂谷的深反射地震剖面（ａ）及推断岩石圈构造剖面（ｂ）（引自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
Ｆｉｇ．６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ｃｒｏｓｓＲｉｏＧｒａｎｄａｒｅａｉｎＮｅｗＭｅｘｉｃｏ，ＵＳＡ（ａ）ａｎｄ

ｉｔｓ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ｆｒｏｍ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９）
Ｆ—Ｈ—地壳主要断裂；Ｇ１—下地壳岩浆房

Ｆ—Ｈ—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ｃｒｕｓｔ；Ｇ１—ｍａｇｍａｃｈａｍｂｅｒｉｎ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

中生代以前的古生代造山带、古生代俯冲带等在现

今地表可能消失，但仍可在大陆岩石圈内追踪到它

们存在的痕迹（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１９８９；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ａｎｄ
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９８ａ—ｂ；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根据中生代以前古板块活动带地质作
用的痕迹和古地磁学证据，还可以重建某些古板块

的演化过程。一般来说，越晚发生的地质作用的痕

迹在物性扰动图像上反映较为清晰，而早期大地构

造作用的“指纹”可能淡化，或为后期地质作用所改

造。壳幔结构的解构是恢复古板块演化过程的一种

方法。区域壳幔结构的解构指的是按反时序逐渐将

深反射地震剖面上的反射体抹除掉，从而获得某一

期大地构造作用之前的壳幔结构，据此逐步重建区

域岩石圈板块演化过程。

综合运用各种地球物理探测方法查明区域地壳

及地幔物性结构（详见表１），包括地震波速和泊松
比扰动模型、反射体分布模型、电导率扰动模型、密

度扰动模型、磁源分布模型、地热流分布模型和各向

异性模型等。取得空间准确定位的描述壳幔物性的

这些模型，常常可以识别大陆岩石圈构造单元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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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属性。例如，在结晶基底岩石中，花岗岩和花岗片

图７华北中东部地壳浅部密度扰动平面图（引自侯遵泽和杨文采等，２０１４）
Ｆｉｇ．７Ａｎ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ｍａｐｏｆｓｈａｌｌｏｗｌａｙｅｒ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

（ｆｒｏｍＨｏｕＺｈｕｎｚｅａｎｄ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麻岩的密度最低，它们在地壳浅部密度扰动平面图

上一般反映为强的负异常。地壳密度扰动平面图可

通过区域重力场小波变换和反演获得，图７为华北
中东部地壳浅部密度扰动平面图（侯遵泽和杨文采

等，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２０１２，２０１４）。由此可见，燕山隆起带
以广泛分布呈负异常的花岗岩体为其组成属性，分

布于华北克拉通的北缘。图８为亚洲及西太平洋卫
星磁异常图，正负相间的强磁异常在陆上主要源自

克拉通的古老结晶基底，在大洋上主要源自海底扩

张时由地磁极反转形成的玄武岩条带，由图不难圈

出相应的克拉通地体或海底扩张玄武岩带。

大地电磁法和Ｓ波地震层析成像常常可以识别
大陆岩石圈构造单元与流体含量有关的组成属性。

例如，图９为过郯庐断裂带南端的地表地质和大地
电磁法电阻率剖面，这一走滑断裂在地表呈现有一

条糜棱岩带，宽度仅 １ｋｍ左右，电阻率较高（杨文
采，２００３）。但从电阻率剖面上见到，这一走滑断裂
在地表６ｋｍ以下对应一条低电阻率带，宽度可达
５ｋｍ，可见断裂带内裂隙发育，有地下水活动。

识别大陆岩石圈构造单元的力学性质目前还比

较困难，理论上通过地温梯度等参数可以近似计算

地壳深处物质的粘滞系数（安美建等，２００７；石耀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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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亚洲及西太平洋卫星磁异常图（引自袁学诚，１９９８）
Ｆｉｇ．８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ｍａｐｏｆＡｓｉａａｎｄ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ｒｏｍＹｕａｎＸｕｅｃｈｅｎｇ，１９９８）

表２大陆与大洋岩石圈的区别
Ｔａｂｌｅ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ｉｃ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大陆岩石圈 大洋岩石圈 原因 后果

组成
经常发生幔源岩浆侵入，形成花岗

质上地壳

很少发生幔源岩浆侵入，不

形成花岗质上地壳

大洋岩石圈新而刚，厚度小

而温度压力不够高

大陆地壳总体增厚，内部岩性

不均；大洋岩石圈厚度稳定

组织
仅少量地壳物质俯冲回到软流圈，

不构成地壳物质循环

大量岩石圈物质俯冲回到软

流圈，构成岩石圈物质循环

花岗质地壳密度小体积大，

产生负浮力

大陆上地壳可保存极其古老的

岩石，大洋岩石新

相态
下地壳物质粘滞系数降低１～２个
级次，可形成局部区域物质蠕动

下地壳物质粘滞系数无明显

降低

大陆地壳厚，下地壳温度压

力增大，使石英长石软化

大陆地壳内部可发生强烈地质

作用

推论 岩石圈局部区域非刚性 岩石圈整体呈刚性
在大陆上板块构造学说须修正

完善

等，２００８），但是目前计算的精度和空间分辨率较
差。如果通过岩石物理实验找出统计规律，综合运

用地震波速和泊松比模型、电导率扰动模型、密度扰

动模型、地热流分布模型和各向异性模型来推算地

壳深处物质的粘滞系数，精度和空间分辨率很可能

迅速提高（杨文采，１９８７；金振民，１９９７）。

４　综合探测成果推测大陆岩石圈
物质运动

　　板块的行为指的就是岩石圈物质运动。板块构
造学说指明了大洋岩石圈物质运动的规律（Ｌｅｅｄｅｒ
ａｎｄＰｅｒｅｚＡｒｌｕｃｅａ，２００６）。自１９７０年代以来，大陆
岩石圈的探测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现在，可以把已

知的大陆与大洋岩石圈的区别归纳于表２（杨文采，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ａ—ｆ）。组成上的区别是大陆上经常发
生幔源岩浆侵入，形成了花岗质上地壳（Ｗｈｉｔｅｅｔ
ａｌ．，１９８７；ＫａｙａｎｄＫａｙ，１９９３；Ｗａｒｒｅｎ，２００９）。幔源
岩浆侵入后果是大陆地壳总体增厚，大洋岩石圈厚

度保持稳定。组织上的区别是大陆上仅少量地壳物

质俯冲回到软流圈，不构成地壳物质循环；后果是大

陆上地壳可保存极其古老的岩石。相态的区别是大

陆下地壳物质粘滞系数降低１～２个数量级，可形成
局部区域物质蠕动（ＪｏｌｉｖｅｔａｎｄＨａｔａｆ，２００１；石耀霖
和曹建玲，２００８）。后果是大陆地壳内部可发生强
烈地质作用。因此，大陆岩石圈内部岩性极不均匀，

而大洋岩石圈内部岩性相对均匀；大陆岩石圈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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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过郯庐断裂带南端的地表地质（上）和大地电磁法电阻率剖面（下）（引自杨文采，２００３）
Ｆｉｇ．９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ｌｏｗｅｒ）ａｃｒｏｓｓｓｏｕｔｈｐａｒｔ

ｏｆｔｈｅＴａｎｃｈｅｎｇ—Ｌｕ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ＹａｎｇＷｅｎｃａｉ，２００３）

区域非刚性，这与板块构造学说的论据冲突，在大陆

上板块构造学说需要修正完善。为此，必须加深对

大陆岩石圈调查的精细程度，通过区域地球物理场

的综合分析研究，了解大陆地壳板内物质运动的不

同类型及其作用机制。

全球对比同类大地构造单元的壳幔结构，乃是

找出岩石圈板块的动力学作用规律的第一种方法。

全球对比同类大地构造单元的壳幔结构，首先是由

于大地构造运动具有各态遍历的趋向，其作用产物

在不同时空区段有一定区别，而且其作用产物既可

能被
!

蚀掉，也可能深埋于地下无法取得样品。因

此，只能通过全球对比把各区域中有代表性的地球

物理指纹按发育阶段排序，才能在物理学普适规律

指导下找出大地构造运动的规律。地球演化作用产

物信息隐藏于壳幔结构的不均匀性之中。全球对比

同类大地构造单元的壳幔结构，根据壳幔结构的差

异和大地构造作用发生的时代把它们按演化阶段排

序，可以找寻这类大地构造单元岩石圈生成和演化

的规律性（杨文采，２０１４ａ—ｆ）。当前，全球典型大
陆构造单元的地壳上地幔地球物理探测资料已经积

累到足以开展全球对比的程度，通过地球物理观测、

信息处理和反演取得空间准确定位的描述固体地球

内部不均匀性的地球模型，并与地质学、地球化学信

息综合研究，为研究地球演化的动力学作用规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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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现实可能性。大地构造物理学把区域地球物理

研究成果集合起来，序列起来，通过全球对比去寻找

地球内部物质运动的证据，最后求得对全球和区域

地质演化的系统理解。

图１０青藏高原航空磁测平面剖面图，揭示亚欧和印度板块缝合线位置（国土资源部航
"

中心编制）

Ｆｉｇ．１０Ｔｈｅ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ｍａｐ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Ｘｉｚａｎｇ（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ｈｏｗｉｎｇｃｌｅａｒｓｕｔｕｒｅｌｉ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ｕｒａｓｉａａｎｄ
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ｐｌａｔｅｓ（ＣｏｍｐｉｌｅｄｂｙＡｅ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了解岩石圈物质运动的第二种方法，乃是对高

分辨率物理参数成像（杨文采，１９８９，１９９３）。板块
构造学说建立之后，固体地球科学的前沿转向大陆，

碰撞造山作用首当其冲。为什么会形成世界上最高

的青藏高原？换句话说，碰撞造山作用过程和机制

是什么？青藏高原地壳厚、构造复杂，查明碰撞造山

作用过程和机制要开发新的地球探测方法技术。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美国和法国等世界众多科学家
开展了 ＩＮＤＥＰＴＨ等以地球物理调查为主导的国际
合作研究，基本上查明了碰撞造山作用过程（许志

琴等，１９９６；赵文津等，１９９６）。亚欧和印度两个相
互汇聚的板块之间原先是一个名叫特提斯（古地中

海）的大洋，特提斯大洋板块因俯冲到亚欧大陆板

块之下而逐渐消亡。大洋板块的消减作用导致以冈

底斯沟—弧—盆体系为代表的俯冲带形成。随着亚

欧和印度两个大陆相互汇聚，两大陆凸出部发生碰

撞，俯冲带沟—弧—盆体系中的物质被强烈挤压和

拆离上冲，形成造山增生楔，喜马拉雅山脉就是由这

种造山增生楔组成的碰撞造山带。喜马拉雅山脉北

沿的雅鲁藏布河谷，为亚欧和印度板块之间的缝合

线，其中广泛发育的蛇绿岩带代表了特提斯洋盆残

余的物质。图１０为青藏高原航空磁测平面剖面图，
沿雅鲁藏布河谷分布的强磁异常带揭示了亚欧和印

度板块缝合线，它们是强磁性超基性岩石的反映。

如果能够对中下地壳物质的主要物理参数精确

成像，就可以限定可流变物质和物质运动运动的通

道，圈定下地壳活动带，这对研究现代地震发生机制

大有帮助。笔者等最近用多尺度刻痕分析方法研究

了中国南北地震带的地壳密度扰动（杨文采，２００１；
侯遵泽等，２０１２），其中下地壳密度扰动平面图示如
图１１。图中还标出６级以上的震中位置，表明大地
震震中位置与下地壳低密度扰动重合。由于下地壳

含流体易蠕动的低密度 “流”，下地壳低密度扰动带

很可能反映“管道流”（Ｎｅｌ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Ｒｏｙｄｅｎ
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Ｌａｗ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杨辉等，２０１３），位置
重合是否反映了下地壳物质蠕动诱发上地壳脆性破

裂和地震？

科学理论的发展源于假说，但更重视证明。大

地构造物理学研究注重对新理论假说和新地质作用

模式的验证。由于岩石圈地质作用的周期太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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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作用的物理实验非常困难，验证方法主要是通过

图１１中国南北地震带下地壳密度扰动平面图
Ｆｉｇ．１１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Ｎｏｒｔ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ｚｏｎｅ

图中黑圈标出６级以上的震中位置，箭头标注下地壳可能的“管道流”位置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ｓｈｏｗ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ｂｏｖｅ６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ａｒｒｏｗ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ｌｏｗ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

科学钻探对理论上的预测进行查验证（杨文采，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但是，科学钻探成本昂贵，对新理论和

新模式的验证也经常应用物理模拟或计算机模拟的

方法进行。物理模拟是按比例缩小尺度后在实验室

进行的动力学作用实验，对检验岩石圈变形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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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很有效。计算机模拟应用数学物理方程初边值

问题的求解对岩石圈的地质作用过程进行仿真，并

通过比较现今区域地壳上地幔构造和模式计算机仿

真的结果进行验证。由于计算机模拟要求事先给定

动力学方程的准确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而这些

条件又常常只能靠推测，因此计算机模拟目前还只

能作为验证新理论模式的参考。

图１２ＣＲＵＳＴ２．０全球地壳厚度图，中国是全球陆上地壳厚度变化最剧烈的地区
Ｆｉｇ．１２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ｍａｐｏｆＣＲＵＳＴ２．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ｈｅａｖｉｅｓｔ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ｒｏｕｎｄＣｈｉｎａ

５　岩石圈物理参数的三维精细成像
大地构造物理学研究的核心是地球物质运动的

规律。肯定了地壳大陆内部的下地壳部分区域发生

流变，现今发展板块构造学说的焦点就是对地壳可

流变岩石进行三维成像，圈定大陆地壳内部可流变

物质运动的分布，进而从下到上找出大陆地壳物质

运动规律。２００５年，由美国牵头进行了全球地壳密
度和地震波速成像，完成的 ＣＲＵＳＴ２．０分辨率达到
２°×２°。ＣＲＵＳＴ２．０也给出全球地壳厚度图（图
１２），由此可见，中国是全球陆上地壳厚度变化最剧
烈的地区。２００６年欧洲开展了地震波速成像计划，
要求尽快达到 ０２５°×０２５°的分辨率（Ｃｌｏｅｔｉｎｇｈ
ａｎｄＮｅｇｅｎｄａｎｋ，２００９）。中国 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项目在
２０１４年，完成了全国分辨率４°×４°的大地电磁基
准网设置，并在华北和青藏高原开展了１°×１°的大

地电磁测量。２０１２年开始的喜马拉雅地震波速成
像计划，在２０１４年完成了南北地震带南段的野外调
查，目前己开始在南北地震带北段的野外调查；估计

几年后可以取得全国分辨率１°×１°的地震波速成
像数据。圈定中国大陆地壳内部可流变物质运动的

分布，进而从下到上找出大陆地壳物质运动规律的

目标，指日可待。为此，当前可分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研究。

５．１　发展新方法技术，提高地球探测
的效率与精度

　　地质作用的证据主要来自地球探测，大地构造
物理学和地球物理探测方法技术一起发展，而地球

物理探测方法技术随信息技术发展，大约每十年就

更新换代。因此，对地球内部更深更精细的成像就

源源不断地吸收来自信息科学的最新成就。进入

２１世纪，地球物理探测方法技术取得了重要的进
展，一方面表现在卫星重力和磁力测量上，另一方面

表现在轻便远程地震仪的普及上。

２００８年，进行根据卫星重力测量数据建立了地
球 重 力 场 模 型 （ Ｅａｒｔｈ 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ＥＧＭ２００８）。地球的重力场由地球的引力场和地球
自转产生的离心力场两部分组成，除了在地面上直

接观测外，地球外部空间的引力场可以通过人造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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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轨道参数的变化来确定（ＡｄｌａｎａｎｄＳａｆａｒｉ，
２００５）。假定地球为旋转椭球体，则从理论上可以
计算这个假想地球所产生的重力场，称为为正常重

力场。卫星重力测量地球重力场与正常重力场的差

值称为地球的重力异常，包括自由空间异常（图１３）
和布格重力异常。根据地球的重力异常场可以研究

地球的形状、确定大地水准面的高度和垂线偏差，研

究地壳上地幔结构。目前，地球重力异常场模型的

精度达到 ９５ｍｇａｌ，空间分辨率已达到比例尺 １：
１５０万左右。地球磁力异常场模型也即将问世。

图１３中国及邻区ＥＧＭ２００８自由空间重力场模型
Ｆｉｇ．１３ＴｈｅＥＧＭ２００８ｆｒｅｅａｉｒ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ｐａｒｏｕｎｄＣｈｉｎａ

除了全球几百个固定地震台站在连续监测地

震活动之外，现今还有几千台流动轻便的远程地震

仪，安置在海底和大陆，采集全球和重点区域的地壳

运动数据。地震时震源激发的地震波场照亮了地球

内部的结构构造。根据地震层析成像的理论对地球

内部的结构构造成像，使区域地壳上地幔变得透明

（杨文采，１９８９）。例如，图１４为过东非大裂谷的全
地幔 Ｓ波速截面图（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ｎｄＢａｒｂａｒａ，２０００；
Ｍａｒｏ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由此可知，东非大裂谷下方的
低速带一直延深到下地幔底部，可能反映“超级地

幔热羽柱”（Ｌｅｃｈｉ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目前，区域地壳
上地幔地震层析成像的空间分辨率正在快速提高。

此外，上地幔地震各向异性也是近年来大地构造物

理学发展的一个前沿。上地幔主要成分为橄榄石，

由于地幔物质在应力作用下缓慢流变，橄榄石会呈

现很强的各向异性特征，这是构造运动在岩石圈遗

留的“化石”各向异性。地震波穿过各向异性介质

传播时，相速度和群速度会随着传播方向的不同而

变化，横波会分裂为两个互相垂直偏振的震相，称为

快横波及慢横波，它们具有不同的传播速度和不同

的质点振动方向。根据各向异性介质中快、慢波之

间的时间差等地震波偏振特征可以追溯上地幔橄榄

石各向异性和曾经历的构造应力方向。

５．２　通过反演成像建立各种类型构造单元
的地壳上地幔物性模型

　　区域地球物理调查的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反演地
壳上地幔的三维结构（图２和图１４）。地球物理反
演是指根据地表或卫星观测到的地球物理场数据，

从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出发，计算地球内部介质（场

源）的物理参数的空间分布 （杨文采，１９８９；Ｙａｎｇ
Ｗｅｎｃａｉ，２０１４）。地球物理观测数据可以表示为关
于地下介质参数的泛函表达式，在模型空间和数据

空间之间建立了一种数学映射，这就是所谓的地球

物理正演问题。反演问题则是在数据空间和模型空

间之间建立一种逆映射方程式，由观测数据获取模

型物理参数。在表１中已经列出了可能用于地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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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过东非大裂谷的全地幔Ｓ波速截面图 （ｆｒｏｍＭａｒｏ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Ｆｉｇ．１４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ｍａｇ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ｒｉｆｔｚｏｎｅ

地幔三维结构反演的物理参数，包括磁化强度、密

度、电阻率、纵—横纵波速度及泊松比、散射系数、地

震各向异性系数等。为了获得地壳上地幔的三维结

构，要进一步改善地球物理反演的理论和方法，克服

地球物理反演内在的多解性，在提高反演的分辨率

同时防止任何形式的假象。多震相地震波场反演、

三维地震各向异性系数、三维磁源深度和磁化强度

反演等，都要创新理论和方法。此外，还要尽快吸收

局部分析、多尺度分析和刻痕分析等应用数学的最

新成果（孙艳云和杨文采，２０１４；侯遵泽等，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用于地球物理场数据的分解和特征信号提
取，揭示地壳上地幔的三维结构。

５．３　通过地球探测数据的大量积累和信息提取
分析发现各种类型的地质作用机制

　　上面已经提到，简约了的物理系统的动力学方
程，在应用于固体地球演化时遇到三大难题。第一，

物理学中的本构方程，只是在实验室中用均匀材料

取得的，能否不经证明直接应用于高度不均匀的地

球介质？第二，地球演化的初始条件现今已无法测

量，而演化过程并非线性，如何给出准确的初始条件

来建立数学物理方程，使计算的演化过程不会走向

混沌？第三，地球动力学作用区域本来不存在边界，

如何给出正确的边界条件来建立数学物理方程，使

计算得以进行而且给出正确答案？这三大难题阻拦

了地质作用模型的量化。我们知道，对一个区域而

言，岩石圈演化是由一系列事件组成的，一个事件代

表特定时期岩石圈的行为，它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个

发育阶段。通过地球探测数据的全球对比，查看每

个阶段岩石圈作用的行为特征，把它们按时序逐渐

过渡排列，便可恢复这一事件的地质作用过程（杨

文采，２００９，２０１４ａ—ｆ）。
实验室岩石物理性质的测定和测定数据的全球

统计对比是地球探测数据分析和发现各种类型的地

质作用机制的重要基础之一。不仅要统计全球地壳

上地幔岩石的物理参数，包括磁化强度、密度、电阻

率、纵—横波速度及泊松比、散射系数、地震各向异

性系数等，对比分析找出其规律性（金振民，１９９７）；
还要用研究这些参数计算地壳上地幔力学参数（如

粘滞系数）的方程式，用于岩石圈地质作用过程的

深入研究。

在查明多种类型的岩石圈地质作用过程之后，

由于取得了前一阶段地质作用的时间、空间信息，可

以有依据地给出初始边界条件，对其中的某一个阶

段的作用便可建立数学物理方程并用计算机模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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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期的地质作用过程，提供关于这个阶段岩石圈

地质作用过程的细节，作为验证某种类型的岩石圈

演化模式的参考。从岩石圈地质作用过程的定性研

究到定量研究，也是当今大地构造物理学发展的重

要方向。

图１５中国大陆主要含油气盆地类型及位置分布图
Ｆｉｇ．１５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ｉｌ／ｇａｓｂａｓｉ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在众多岩石圈地质作用过程中，洋陆转换作用

和大陆增生作用成为近期研究作用的重点。这些地

质作用不仅属于尚未定论的关键研究课题，对地球

演化规律的探索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勘探石油天然

气和急缺固体矿产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杨文采，

２０１４ｂ）。中国陆缘海岩石圈是全世界研究现代洋
陆转换作用过程的首选地区之一；青藏高原和华南

是全世界研究显生宙洋陆转换作用过程的优选地

区。亚洲中部的蒙古—鄂霍次克碰撞带和中国内蒙

古是全世界研究大陆增生作用过程的优选地区。在

这些区域开展全面的大地构造物理学研究，尤其是

现代中国陆缘海岩石圈结构与构造研究和华南显生

宙洋陆转换作用规律与演化过程研究，必定可以推

动固体地球科学的创新。

６　认识地球，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
现今世界地球能源资源匮乏、地质灾害频发，社

会发展难以持续。能源资源和地质灾害都发生在岩

石圈，通过大地构造物理学逐步搞清岩石圈地质作

用的机制，可为解决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难题提供

理论根据。

中国是板块内部地震频发的国家（图１１），加强
现代地壳运动观测，研究板内地震发生分布规律、地

壳结构构造和变形机制，有可能迅速提高强烈地震

预测的准确度，明显降低地质灾害对人类社会的破

坏效应。板块内部的地震断裂主要有拉张、逆冲和

走滑三种类型，对应三种不同的地震构造和震源机

制。三种不同的地震构造对地震短期预测的难度是

不一样的。因此，即使地震短期预测是一个世界性

的难题，也有可能首先在其中某一种地震构造的地

震短期预测上首先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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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是石油、天然气能源紧缺的国家，但是

中国大陆含油气盆地类型多（图１５），分布范围广。
我国陆缘海沉积盆地广泛发育，深层烃类资源还大

有潜力（李德生，２００２；杨文采和于常青，２００７）。例
如，石油地质学家根据生油岩体积估算，塔里木盆地

的油气远景储量可达２２０亿吨，超过了松辽盆地和
环渤海盆地。不仅如此，该盆地有生油期很长，起到

保存油气床的盖层（如膏盐层）也普遍发育，生油储

油和保存油气的条件比中国其他盆地都好。但是，

目前塔里木盆地还没有找到超过大庆的特大型油气

藏。能否在塔里木盆地找到第三个大庆？塔里木盆

地有５６万平方千米的面积，塔里木盆地的主力生油
期在古生代，尤其是早古生代，特大型油气藏如果存

在，埋藏大都深达 ５ｋｍ以下（侯遵泽和杨文采，
２０１１）。由于深层钻探成本非常高（单口井在亿元
以上），如果没有高度准确地球物理定位方法技术，

油气勘探是难以取得成功的。为了获得地壳上地幔

的三维结构，大地构造物理学研究吸收了局部分析、

多尺度分析和刻痕分析等应用数学的最新成果，创

新了地球物理反演的理论和方法，为特大型油气藏

远景区的定位研究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大地构造物

理学研究可获得塔里木盆地地壳上地幔的三维结

构，可为油气成藏和运移圈闭分析提供理论上的指

导。

总而言之，２１世纪是固体地球物理发展的新纪
元，必将伴随信息时代的进步取得突破性进展。大

陆地壳和海洋地壳结构上的最基本区别是后者是整

体刚性的，内部不存在明显的物质运动。前者的下

地壳部分区域是不均匀和流变的，其中的物质运动

使大陆板内的地壳产生比较强烈的变形和岩浆活

动。因此，当前发展板块构造学说的焦点就是对地

壳不均匀性和流变岩石进行三维成像，从下到上找

出大陆地壳物质运动规律。同时，一定要坚持深层

油气和地震预测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为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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