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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０９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合作实施了一条长４５３ｋｍ的深地震反射、宽角

反射与折射、三分量反射地震联合探测剖面．剖面南起怀来盆地，向北依次穿过燕山造山带西缘、内蒙地轴、白乃庙

弧带、温都尔庙杂岩带，到达索伦缝合带．其中，宽角反射与折射剖面采用８个０．５～１．５ｔ炸药震源激发，使用３００

套Ｔｅｘａｎ单分量数字检波器接收，获得了高质量的地震资料．通过资料分析和处理，识别出沉积层及结晶基底的

折射波（Ｐｇ）、来自上地壳底界面的反射波（Ｐｃｐ），中地壳底界面的反射波（Ｐｌｐ），莫霍界面的反射波（Ｐｍｐ）及上地幔

顶部的折射波（Ｐｎ）等５个震相．分别采用 Ｈｏｌｅ有限差分层析成像和Ｒａｙｉｎｖｒ算法对华北克拉通北缘及中亚造山

带南部进行了上地壳Ｐ波速度结构成像和全地壳二维射线追踪反演成像．结果显示：（１）中亚造山带地壳厚度～

４０ｋｍ，变化平缓，低于全球平均造山带地壳平均厚度，可能为造山后区域伸展的结果．阴山—燕山带附近莫霍明

显加深，推测其为燕山期造山过程形成的山根，但该山根很可能在后期被改造．（２）测线中部地壳上部速度较高，对

应地表大面积花岗岩出露，而下地壳速度较低，速度梯度低，呈通道状，推测其可能曾为古亚洲洋向南俯冲消亡的

主动陆缘，并在碰撞后演变为伸展环境下岩浆侵入的通道．（３）华北克拉通北缘与中亚造山带显示出不同速度变化

特征，前者变化相对缓而后者则变化剧烈，二者的分界出现在赤峰—白云鄂博断裂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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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华北克拉通（ＮＣＣ）是全球最古老的克拉通之

一，自古元古晚期克拉通化至早中生代一直保持稳

定状态．燕山期，华北克拉通北缘形成了著名的陆

内造山带，即阴山—燕山带．中生代中晚期以来，在

太平洋俯冲作用影响下华北克拉通东部岩石圈遭受

了大规模破坏（朱日祥，２００７；朱日祥等，２０１１）．

北临华北克拉通并与西伯利亚克拉通、塔里木地块

相接的中亚造山带（ＣＡＯＢ）是世界上最宽阔的增生

造山带，主要由增生杂岩及岩浆岩组成．显生宙期

间，中亚造山带先后经历了古亚洲洋俯冲闭合、陆陆

汇聚及碰撞后伸展等地质过程（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Ｙａｋｕｂｃｈｕｋ，２００４；Ｓｅｎｇｏ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３；

Ｊａｈｎ，２００４）．悠久的构造演化进程使华北克拉通

北缘及中亚造山带南部地区同时记录了陆缘、陆间、

陆内三种不同类型的造山过程（崔盛芹，１９９９），因

此成为研究大陆造山及造山后伸展作用的理想场

所，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过去几十年，地

质学家们在该区域做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提

出了多种构造演化模型．然而由于物质组成复杂、

演化历史久远，目前对一些重要的地质问题仍存在

争议．例如：古亚洲洋最终闭合的时限和缝合带的

空间展布，岛弧和增生体的属性及其相应的俯冲极

性，阴山—燕山带的陆内造山机制，区域性伸展对地

壳深部结构的改造等等．过去对于这些问题的认

识，主要来自于地表构造及岩石地球化学研究．同

时由于该区域被大面积戈壁和草原覆盖，研究价值

较高的出露岩体有限，因此亟待深部地球物理观测

提供证据和约束．

２００９年 １２ 月，在 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 和 ＵＳ ＮＳＦ

ＰＲＩＥ项目资助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与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合作在该区实施了深地震反

射、三分量反射及宽角反射与折射联合探测实验（简

称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华北联合地震探测实验）．该实验

试图利用人工源地震探测技术从深部构造形态和物

质组成的角度探讨和研究华北克拉通北缘及邻区的

地球动力学演化问题．地震测线由南至北依次经怀

来、宣化、张家口、张北、化德、镶黄旗，到达苏尼特右

旗，总长约４５０ｋｍ．本文对联合探测实验采集的８

个宽角反射与折射５００～１５００ｋｇ的大炮资料进行

了分析、处理和解释．经过数据预处理、震相识别、

层析成像、走时射线追踪、理论地震图计算及模型结

果评价等步骤获得了研究区地壳上部层析成像速度

结构和全地壳二维Ｐ波速度结构，为研究华北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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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北缘及中亚造山带地壳演化的深部过程提供了新

的依据．

２　区域构造背景及前人地球物理工作

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华北联合地震探测实验剖面跨过

华北北缘和中亚造山带南部．其中华北北缘可进一

步划分为阴山燕山带和内蒙地轴两个次级构造单元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索伦缝合带以南赤峰—白云

鄂博断裂以北的区域又被称为中亚造山带南部带

（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可分为白乃庙弧、温都尔庙增

生杂岩带两个次级构造单元（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图１）．

华北克拉通自１．８Ｇａ形成至古生代，一直保持

相对稳定状态．华北克拉通北缘地区以尚义—古北

口—平泉断裂为界可分为燕山—阴山造山带和内蒙

地轴（或内蒙古隆起）两个次级构造单元．燕山造山

带位于华北克拉通内部，地理上从河北省西北部向

东延伸到辽宁西部，长约７００ｋｍ．侏罗纪—白垩纪

之前，这一区域在华北克拉通前寒武结晶基底上发

育中元古—古生代沉积盖层．燕山运动期间，华北

北缘经历了强烈的构造变形、岩浆与火山活动及同

造山沉积作用（宋鸿林，１９９９）．由于其远离任何一

个同时代的板块边界而被认为是典型的陆内造山带

（张长厚，１９９９）．内蒙地轴（又称内蒙古隆起）以早

前寒武结晶基底与侏罗—白垩世火山沉积不整合相

交为主要特征，曾在晚石炭—早侏罗期经历了大规

模的剥蚀事件（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赵越等，２０１０）．根

据花岗岩研究的证据，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０７）推测内蒙地

轴可能为古亚洲洋向南俯冲的主动大陆边缘．

白乃庙弧位于赤峰—白云鄂博断裂带与西拉木

伦断裂之间，由钙碱性拉斑玄武岩、长英质火山岩、

碱性玄武岩、火山角砾岩、集块岩、凝灰岩、花岗闪长

岩、花岗岩等组成，同位素测年结果显示其形成于早

奥陶至晚志留系（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多数学者认

为该带为中奥陶—早志留期的岛弧（Ｔａｎｇ，１９９０），

也有学者分析认为是向南俯冲的大陆边缘（Ｘｉａ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白乃庙弧以北为温都尔庙杂岩带，主要

由蛇绿岩、增生杂岩和高压变质带组成．由于该区

岩石组成复杂，且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增生历史，对其

构造属性存在多种不同的认识．

索伦缝合带西起索伦山蛇绿岩带，被认为是晚

古生代古亚洲洋最终闭合的位置．由于索伦山以东

图１　华北克拉通北缘及邻区大地构造简图（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图中灰色实线分别为：１柏各庄—正蓝旗剖面，２昌黎—达来诺尔剖面，３响水—满都拉剖面，４东沟—东乌珠穆沁旗剖面．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ＮＣＣ）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ｂｙｇｒｅｙｌｉｎｅｓ：１ＢｏｇｅｚｈｕａｎｇＸｕｌｕｎＨｏｔＱｉ，

２ＣｈａｎｇｌｉＤａｌａｉｎｕｏ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３ＸｉａｎｇｓｈｕｉＭａｎｄｕｌａ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４ＤｏｎｇｇｏｕＥａｓｔＵｊｉｍｑｉｎ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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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绿岩分布广泛导致对于缝合带如何向东延伸及大

洋闭合的时间有多种认识．部分研究者认为索伦缝

合带向东延伸至贺根山（Ｔａｎｇ，１９９０；Ｈｕｓｅｔａｌ．，

１９９１；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Ｘｉａｏ等（２００３）认为向东

经过林西北部地区，也有人认为应延向西拉木伦河

（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Ｌｉ，２００６；王玉静和樊志永，

１９９７）．同理，对古亚洲洋最终关闭的时限则从晚志

留至三叠也有多种不同认识（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Ｓｅｎｇｏ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Ｈｕ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Ｌｉ，２００６；

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５）．

该区地球物理深部探测资料总体较少．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在华北地区实施的大量深地震测深探测

剖面中，柏各庄—正蓝旗、昌黎—达莱诺尔两条剖面

穿过了燕山造山带中部（图１中剖面１、２）．其结果

显示燕山中地壳存在低速层，具有“三明治”结构特

征（刘昌铨和嘉世旭，１９８６；李秋生等，２００８）．另外

两条地学断面：响水—满都拉和东沟—东乌珠穆沁

旗剖面分别穿过中亚造山带的东部和中部（图１中

剖面３、４），其结果显示中亚造山带东部地壳厚度在

３７～４０ｋｍ之间，中部在４３～５０ｋｍ之间（卢造勋和

夏怀宽，１９９３；马杏垣等，１９９１）．这两条断面相距

约８００ｋｍ，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华北联合地震探测实验

剖面位于两条大断面中间．

３　数据采集与震相识别

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华北联合地震实验宽角反射与

折射剖面全长４５３ｋｍ，由８个炸药震源激发，药量

图２　观测系统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５００～１５００ｋｇ，采用多井组合爆破激发，单井井深

４０～５０ｍ．实验使用３００套 Ｔｅｘａｎ（Ｒｅｆｔｅｋ１２５）单

分量地震采集器轮流放置进行接收，检波器频率

４．５Ｈｚ，采样率１００Ｈｚ，台站间距１～１．５ｋｍ（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野外接收排列长度均大于３００ｋｍ，观

测系统见图３，其中Ｓｈｏｔ１近偏移距为５０ｋｍ．

本次试验总体获得了高质量的数据，但测线南

端靠近北京部分由于交通及工业干扰很大，资料信

噪比较低．交互式震相拾取软件Ｚｐｌｏｔ被用于进行

原始单炮数据道剔除、自动增益控制、带通滤波（１～

１０Ｈｚ）、速度折合及震相拾取（Ｚｅｌｔ，１９９４）．经仔细

分析对比，共识别出沉积层及基底折射波（Ｐｇ）、壳

内反射波（Ｐｃｐ，Ｐｌｐ）、Ｍｏｈｏ反射波（Ｐｍｐ）及来自上

地幔顶部折射波Ｐｎ等５种震相．

单炮记录显示剖面北端索伦缝合带及温都尔庙

杂岩带内激发效果好（Ｓｈｏｔ１、Ｓｈｏｔ２）．其中Ｐｇ震相

视速度～５．９ｋｍ／ｓ，最远可追踪至～１２０ｋｍ．Ｓｈｏｔ１

图３　Ｓｈｏｔ１单炮记录及震相

折合速度６．０ｋｍ／ｓ，带通滤波１～１０Ｈｚ，图中Ｐｇ为来自沉积层回折波及基底的首波，Ｐｃｐ为来自上地壳底界面的反射波，

Ｐｌｐ为来自中地壳底界面的反射波，Ｐｍｐ为来自 Ｍｏｈｏ界面的反射波，Ｐｎ为来自上地幔顶部的折射波．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ｃ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ｈｏｔ１

Ａｂａｎｄｐａｓｓｆｉｌｔｅｒ（１～１０Ｈｚ）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ｓ６．０ｋｍ／ｓ．Ｐｇ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ｕｐｐｅｒｍｏｓｔｃｒｕｓｔ．ＰｃＰ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ｍｉ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Ｐｌｐ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Ｐｍｐ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ｈｏ，Ｐｎ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ｈ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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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Ｓｈｏｔ２记录中来自 Ｍｏｈｏ的反射波能量强，延续

范围９０～２８０ｋｍ．区内 Ｐｎ震相并不显著，只在

Ｓｈｏｔ１分辨出较弱的Ｐｎ，视速度～８．０ｋｍ／ｓ．另外

在８０～１６０ｋｍ内两组壳内反射信息被追踪（Ｐｃｐ、

Ｐｌｐ）．图３为Ｓｈｏｔ１原始单炮数据集及震相识别结果．

Ｓｈｏｔ３及Ｓｈｏｔ４记录震相形态上非常相似，其

Ｐｇ震相视速度较高，～６．０５ｋｍ／ｓ，可延续至９０ｋｍ．值

得注意的是，这两炮Ｐｃｐ及Ｐｌｐ能量较强，而ＰｍＰ

震相能量较Ｓｈｏｔ１和Ｓｈｏｔ２弱，可在１１０～１７０ｋｍ

内清晰识别．

Ｓｈｏｔ５、Ｓｈｏｔ６、Ｓｈｏｔ７位于赤峰—白云鄂博断

裂以南，信噪比较高．在Ｓｈｏｔ６单炮记录（图４）显示

左支Ｐｇ可在０～１１０ｋｍ内识别，右支则可追踪至

～６０ｋｍ，视速度～５．９０ｋｍ／ｓ．ＰｍＰ震相追踪范围

８０～２００ｋｍ，视速度～７．１０ｋｍ／ｓ．壳内反射波组

Ｐｃｐ和Ｐｌｐ在三炮均可被识别，然而Ｐｌｐ震相仅出

现在各炮集的左支．另外，Ｓｈｏｔ６左支可拾取到少

量Ｐｎ震相，其视速度～８．１０ｋｍ／ｓ．位于侧线南端

的Ｓｈｏｔ８激发药量为１．５ｔ，然而其激发效果较差，

资料信噪比低，只有少量能量较强的Ｐｇ和Ｐｍｐ被

拾取，这可能是由于炮点位于巨厚黄土沉积层内导

致能量吸收强烈．

图４　Ｓｈｏｔ６单炮记录及震相（参数与图３相同）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ｃ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ｈｏｔ６（Ｐｈａｓｅｓｌａｂｅｌｅｄ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ｉｎＦｉｇ．３）

４　上地壳初至层析成像

地壳上部结构信息对于了解研究区浅部地壳变

形特征、断裂空间展布、基底形态和深浅构造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对大药量激发获得的远距离一次波折

射信号进行层析成像是获取地壳上部精细速度结构

的最有效手段．１９９２年，Ｈｏｌｅ改进了Ｖｉａｄａｌｅ（１９９０）有

限差分地震层析成像算法，使其适用于各种速度变

化剧烈的三维介质（Ｖｉａｄａｌｅ，１９９０；Ｈｏｌｅ，１９９２）．

性能的改善和效率的大大提高使之成为一种经典的

初至走时层析成像方法．该方法使用矩形网格剖分

实现模型参数化，通过程函方程的有限差分算子计

算获得地震波从震源到所有网格点的走时，进而计

算走时场中最陡走时梯度，确定射线路径，实现模型

正演计算．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走时扰动和慢度扰

动进行线性化处理，并利用简单反投影方法迭代反

演节点上的速度值．本文使用 Ｈｏｌｅ有限差分层析

成像算法对５０３个Ｐｇ震相走时数据进行成像，迭

代过程采用由粗至细的变网格尺度及平滑参数的策

图５　层析成像迭代反演收敛曲线（ａ）及一维初始速度模型（ｂ）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ｏ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ａ）

ａｎｄ１Ｄ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ｂ）

略．初始一维模型参考了前人在周边区域的深地震

测深结果（图５ｂ），经过１２次迭代反演，走时均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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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降至０．０９４７ｓ，接近拾取误差估计值，良好收敛

（图５ａ）．

研究区上地壳初至层析成像速度结构如图６所

示，浅层速度总体呈中部高两侧低的特点．其中，白

乃庙弧附近（Ｓｈｏｔ４）的高速体对应地表花岗岩出露

区．在深地震反射剖面中，该段浅层则呈透明反射

特征，推测其为晚古生代中生代伴随古亚洲洋闭合

及后期伸展过程中岩浆活动的深部响应．白乃庙弧

以北的温都尔庙杂岩带和索伦缝合带内低速沉积层

（＜５．７ｋｍ／ｓ）则具有一定厚度，其物质组成可能是

大洋闭合残留的沉积和混杂岩以及新生代浅表沉积

物．华北克拉通北缘一侧仅在南端阴山—燕山带内

出现明显沉积层，基底厚度～４ｋｍ．内蒙地轴下方

速度总体较高，浅层高速体与较薄的沉积层相间出

现，反映了晚古生代至中生代中期经历大规模抬升、

剥蚀事件的结果．

５　全地壳二维Ｐ波速度结构

与深地震反射方法通过多次叠加获取地壳内部

精细结构相比，宽角反射与折射对地壳速度成像具

有特殊的勘探学意义．除利用初至波层析成像得到

地壳上部速度结构外，还可对过临界角反射续至波

及折射波等震相通过射线追踪和动力学模拟来获取

全地壳速度结构．而宽角反射与折射方法得到的壳

内速度为射线速度，与近垂直反射地震通过速度分

析或速度谱方法得到的等效速度（如叠加速度）相比

更接近岩层真实速度（姚姚，２００７）．在传统射线追

踪正演算法（如：Ｓｅｉｓ８１、Ｓｅｉｓ８３等）基础上，Ｚｅｌｔ和

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２）提出的二维射线反演算法（Ｒａｙｉｎｖｒ）不

仅能够实现模型参数自动反演，而且提供了较好的

模型参数估计手段，从而提高了解释的效率和可信

度．该算法使用深度节点刻画模型界面，并与依附

在界面上的速度节点共同将模型空间剖分为不规则

梯形，实现模型参数化．正演模拟是在一定误差控

制下，利用龙格库塔法通过调整射线步长和出射角

求解二维射线追踪方程．反演则是在计算走时相对

速度和深度节点的偏微分基础上，采用阻尼最小二

乘迭代反演确定深度和速度节点值．除此之外，该

算法分别通过分辨率矩阵、理论走时和拾取走时的

拟合效果，及其扰动模型参数、不同初始模型的反演

结果估计解的分辨率、不确定度及非唯一性（Ｚｅｌｔ和

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２）．

因此，本文采用二维射线反演算法对全地壳的

宽角反射及折射震相进行走时正演及反演计算，并

使用Ｖｍｅｄ软件进行模型建立和编辑（Ｚｅｌｔ，２００４）．

初始模型的建立综合考虑了同测线深地震反射剖面

的反射特征和前人在周边区域的深地震测深探测成

果．速度结构成像按“剥皮”法从上到下依层进行，

首先按照试错法对走时进行正演计算，当误差达到

一定范围时，进行深度及速度节点阻尼最小二乘反

演，采用的速度节点阻尼参数为０．１ｋｍ／ｓ，深度节

点阻尼参数为１ｋｍ．图７为Ｓｈｏｔ５单炮记录、射线

追踪结果及拟合结果示例．图８为得到的最终速度

结构模型．

Ｐｇ初至走时波是来自沉积层的回折波及结晶

基底的折射波．计算过程中，深地震反射单炮近炮

点直达波速度测量成果被用于约束近地表低速层速

度．在正演基础上经过５次迭代反演，理论走时与

拾取走时很好拟合，均方根误差达到０．０９６ｓ．上地

壳速度成像显示测线中部１２０～３４０ｋｍ范围地表

低速层厚度较薄，分布在２００～１０００ｍ之间，而且

低速层以下区域速度相对较高，达到５．９７～６．２８

ｋｍ／ｓ．剖面两端新生代沉积层厚度在１～２ｋｍ之

间，速度为２．５０～３．５０ｋｍ／ｓ．相应结晶地壳基底

约为４～５ｋｍ，速度５．６０～６．００ｋｍ／ｓ．另外测线北

段Ｓｈｏｔ１和Ｓｈｏｔ２初至波局部有较明显走时滞后，

这可能与沙漠区松散低速沙层有关．射线追踪反演

与层析成像两种方法得到的地壳上部速度结构总体

吻合，而且基于小尺度网格剖分的层析算法得到的

速度变化特征更为精细．

来自壳内的反射震相Ｐｃｐ被定义为上地壳与

中地壳的分界，该震相共拾取２２５个走时数据，经３

次迭代反演获得该层的深度及速度分布．研究区上

地壳的厚度～１９ｋｍ，速度在６．１４～６．５０ｋｍ／ｓ之

间．最浅的部分出现在测线距离５０～１００ｋｍ 及

１９０～２６０ｋｍ之间，并具有相对较高的速度．Ｐｌｐ震

相为来自下地壳顶界的反射波，该震相大部分分布

在测线中北部．经正反演计算其均方根误差为

０．１４３ｓ．结果显示其深度在２２～２８ｋｍ之间，总体

变化平缓．除在测线距离１４０～１８０ｋｍ呈低速特征

外，中地壳没有大范围的低速体存在．

由于本剖面所有单炮均追踪到来自 Ｍｏｈｏ的反

射波，因此共有４７０个Ｐｍｐ震相走时数据．经正演

及多次反演计算，理论走时与拾取走时的均方根误

差接近０．１２ｓ，拟合良好．射线追踪结果显示研究

区 Ｍｏｈｏ深度在３９．５～４６．５ｋｍ之间，最深的部分

出现在测线距离２５０～３６０ｋｍ的燕山造山带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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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ａ）Ｓｈｏｔ５单炮记录及震相；（ｂ）Ｒａｙｉｎｖｒ射线追踪结果；（ｃ）理论计算走时与拾取走时拟合图

Ｆｉｇ．７　（ａ）Ｔｒａｃ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ｈｏｔ５；（ｂ）Ｒａｙ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ｓｍｏｄｅｌｅｄ；

（ｃ）Ｐｉｃ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ｄｅｒｉｖ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ｙｉｎｖｒ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部分，而其他区域地壳厚度变化平缓～４２ｋｍ．Ｍｏｈｏ

以上的下地壳底部速度总体在６．６５～７．００ｋｍ／ｓ之间

变化，其中中部速度较低，两侧稍高．Ｐｎ震相是来

自上地幔顶部的折射波及首波，由于Ｐｎ震相能量

远小于Ｐｍｐ，而且其生成与下地壳底部的速度梯度

及 Ｍｏｈｏ面的复杂程度有关，尤其是造山带中的Ｐｎ

震相一般较难获得．本次实验只有Ｓｈｏｔ１和Ｓｈｏｔ６

拾取到少量Ｐｎ走时，拟合结果显示测线北段上地

幔顶部速度～８．００ｋｍ／ｓ，南侧略高，约为８．１０ｋｍ／ｓ．

模型误差及精度估计包括走时拟合误差、射线

覆盖及分辨率估计．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华北联合地震实

验宽角反射与折射剖面共１４３９个走时数据参与模

型正反演计算，理论走时与拾取走时的平均均方根

误差为０．１１３ｓ，接近拾取误差．模型射线覆盖情况

如图９所示，由于炮点及检波点较密集，剖面射线覆

盖状况较好．除此之外，采用了Ｔｒａｍｐ地震动力学

正演模拟算法进行了合成记录计算，并通过与实际

记录比较来约束层间速度梯度．Ｒａｙｉｎｖｒ算法除了

能够实现二范数下深度节点和速度节点的自动反演

拟合外，另一个特点是能够提供良好的模型估计．

图１０为分辨率矩阵对角线值对应的节点的分辨率

估计值（Ｚｅｌｔ和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２）．理想状态下，节点分

辨率估计值为１，一般认为分辨率估计值达到０．５

以上即为良好分辨（Ｚｅｌｔ，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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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上地壳初至层析成像结果

Ｆｉｇ．６　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ｆｉｒｓｔａｒｒｉｖａｌ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图８　二维Ｐ波射线追踪反演成像结果（图中粉色实线代表 Ｍｏｈｏ面，黑色实线代表壳内界面）

Ｆｉｇ．８　２Ｄ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Ｒａｙｉｎｖ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ｎｔｏｐ．Ｓｏｌｉ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ｌａｙｅｒ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ｂｙｔｅｘｔ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ｂａｒ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

图９　射线覆盖图（Ｐｇ震相：黄色；Ｐｃｐ震相：粉色；Ｐｌｐ震相：淡蓝色；Ｐｍｐ震相：绿色；Ｐｎ震相：紫色）

Ｆｉｇ．９　Ｒａｙ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Ｐｇｐｈａｓｅ（ｙｅｌｌｏｗ），Ｐｃｐｐｈａｓｅ（ｐｉｎｋ），

Ｐｌｐｐｈａｓｅ（ｌｉｇｈｔｂｌｕｅ），Ｐｍｐ（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Ｐｎｐｈａｓｅｓ（ｐｕｒ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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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模型节点分辨率估计（图中灰色正方形代表界面深度节点，黑色三角形代表速度节点，

正方形和三角形的大小反映分辨率的高低）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ｎｏｄｅｓ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ｓｑｕａ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ｏｉｎｔｓａｒ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ｄ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６　认识与讨论

二维Ｐ波地壳速度结构显示中亚造山带南部

地壳厚度～４０ｋｍ，变化平缓，小于由全球深地震测

深数据统计出的造山带地壳平均厚度 ４６ｋｍ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同测线深地震反射剖

面得到的莫霍反射出现在双程走时～１４ｓ，总体同

样较为平缓．童英等（２０１０）通过总结中亚造山带和

华北北缘的花岗岩研究成果，指出这一区域自奥陶

纪至白垩纪曾发生过多期伸展．我们推断薄的地壳

及平缓的莫霍面为造山后区域性伸展的结果．研究

区内最深的莫霍出现在剖面南端的燕山造山带西

缘，最深达到４６ｋｍ．经过燕山中部的柏各庄—正

蓝旗和昌黎—达莱诺尔剖面也显示出相同特征（刘

昌铨和嘉世旭，１９８６；李秋生等，２００８），李秋生等

（２００８）解释其为燕山造山带的厚地壳，为燕山山根

的残留．对比燕山造山带三条深地震测深剖面地壳

厚度的横向变化，发现其自东向西莫霍逐渐加深

（３８ｋｍ→４２ｋｍ→４６ｋｍ），而面波层析成像结果也

具有类似的趋势（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中国及邻

区Ｐ波地幔层析成像结果显示高速（低温）的太平

洋板块滞留在中国东部上地幔顶部，其前缘可延伸

至南北重力梯度带附近（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６）．

由布置在华北地区的宽频地震流动台站数据得到的

接收函数成像则揭示出以南北重力梯度带为界，华

北克拉通东部与中西部岩石圈结构存在显著的特征

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在太平洋板块俯冲作用影响下

经历了整体性的减薄和破坏（ＣｈｅｎａｎｄＡｉ，２００９）．

结合沉积建造、岩浆活动和构造变形等方面的证据，

朱日祥等（２０１１）认为华北克拉通的破坏发生在中生

代，其峰期约在１２５Ｍａ左右．基于以上分析，我们

推测位于华北克拉通北部的阴山—燕山造山带在侏

罗纪造山作用下曾形成山根，并在后期伸展过程中

自东向西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改造，而这种改造作用

很可能与华北克拉通破坏有关．

初至层析成像及二维射线追踪结果（图６和图

８）显示，剖面中部１５０～２８０ｋｍ 近地表低速层很

薄，地壳上部具有相对较高的速度．同测线的华北

深地震反射叠加剖面在该段地壳浅部存在多个范围

较大的透明反射区（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将该区域

深度和速度关系与实验室地震学测量结果比较

（Ｃｈｉ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９５），推测其组成为

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因此，地壳上部的高速体应为

地表区域大面积花岗岩的深部反映．对应上地壳的

高速，该区下地壳则呈低速、低速度梯度的特征（６．６０～

６．７０ｋｍ／ｓ），速度分布在白乃庙弧及内蒙地轴下方

从上至下呈“通道”状，其组成主要为长英质及长英

０８４



　２期 李文辉等：华北克拉通北缘（怀来—苏尼特右旗）地壳结构

铁镁质过渡物质（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结合前人地球

化学方面的证据（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并考虑到造

山后的区域性伸展作用（童英等，２０１０），推测其可

能曾为古亚洲洋向南俯冲消亡的主动陆缘，并在碰

撞后演变为伸展环境下岩浆侵入的通道．

温都尔庙杂岩带中上地壳速度横向变化较剧

烈．在测线距离１９０～２４０ｋｍ和７０～１２０ｋｍ的上

地壳存在两个速度上隆区，中地壳在剖面横向距离

１４０～１８０ｋｍ存在一个小范围的低速体．下地壳总

体速度较低，其中白乃庙弧下地壳速度为６．６０～

６．７０ｋｍ／ｓ，温都尔庙杂岩带下地壳６．５８～６．６５ｋｍ／ｓ．

正如前文所述，这一区域由于经历了较长的地质演

化过程，地表出露岩石组成复杂，地质界对其构造属

性的认识尚有较大争议（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Ｔａｎｇ，

１９９０）．我们认为该区复杂的壳内结构反映了其自

早古生代以来经历增生汇聚伸展的地质演化过

程．由于测线距离０～６０ｋｍ未布置检波点，因此在

索伦缝合带下方射线分布稀疏，只有部分 Ｐｇ和

Ｐｍｐ震相约束，结果显示索伦缝合带上地壳速度相

对较低，而下地壳底部则可达到～６．９５ｋｍ／ｓ．

总体来看，研究区内华北克拉通北缘与中亚造

山带具有不同的速度变化特征，前者相对平缓，而后

者变化较为强烈，这可能与中亚造山带更为复杂的

演化过程有关．根据地壳速度特征，我们认为二者

在浅部的分界线出现在测线距离２６０～２８０ｋｍ．这

一位置接近赤峰—白云鄂博断裂，与根据太古早元

古地层分布得出的构造界限位置相当（Ｘｉ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

７　结论

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华北联合地震实验宽角反射与

折射剖面旨在获取华北克拉通北缘及中亚造山带南

部地壳结构．通过对长４５３ｋｍ的剖面进行上地壳

初至层析成像和全地壳二维射线追踪反演获得了研

究区Ｐ波地壳速度分布模型．经讨论我们得到以下

几点结论：

（１）中亚造山带南部地壳厚度～４０ｋｍ，变化平

缓，可能为造山后区域伸展的产物；燕山—阴山带下

莫霍加深至４６ｋｍ，推测其为侏罗纪造山作用下形

成的山根，但山根很可能受到华北克拉通东部整体

性破坏事件的影响而在后期被改造；

（２）剖面中部（１５０～２８０ｋｍ）近地表低速层薄，

而上地壳具有相对较高的速度，为大面积花岗岩出

露的深部响应；对应上地壳高速，该区下地壳则呈低

速、低速度梯度特征，呈通道状，推测其可能曾为古

亚洲洋向南俯冲消亡的主动陆缘，并在碰撞后演变

为伸展环境下岩浆侵入的通道；

（３）温都尔庙杂岩带中上地壳速度横向变化较

复杂，反映了该区自早古生代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增

生汇聚伸展地质演化的深部过程；

（４）华北克拉通北缘与中亚造山带显示出不同

的速度变化特征，其分界出现在测线距离２６０～２８０ｋｍ

附近，与赤峰—白云鄂博断裂位置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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