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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印度洋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使青藏高原不断隆起，其形成不仅导致了亚洲大陆内部强烈的晚新生代构

造变形，还对其边缘地区的地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青藏高原东北缘是青藏高原向北东方向扩展的前缘部位，是印

度与欧亚两大板块碰撞作用由近南北方向向北东、东方向转换的重要场所．本文利用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８年完成的深

地震反射剖面资料，采用关键处理技术和参数开展唐克合作剖面与合作临夏剖面联线处理，获得总长约４００ｋｍ

的深地震反射剖面，完整揭示了西秦岭造山带及其两侧盆地的地壳结构和构造变形样式．结果显示西秦岭造山带

下地壳向若尔盖逆冲推覆的深部构造特征；西秦岭下地壳北倾的强反射及其北侧南倾的强反射特征揭示出扬子与

华北两个大陆板块在西秦岭造山带下的汇聚行为．Ｍｏｈｏ的埋深和起伏形态表明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经历了高原

隆升后强烈的伸展减薄作用．

关键词　深地震反射剖面；青藏高原；松潘地块；西秦岭；临夏盆地；数据采集与处理；岩石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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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新生代早期的印度和欧亚板块的汇聚碰撞，不

仅导致了欧亚板块上千公里的变形缩短，还形成了

当今世界上仍在活跃的最高最大的青藏高原，并对

其周边地区的地貌格局和环境演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Ｍｏｌｎａｒｅｔａｌ．，１９７５，１９９３；李吉均等，１９７９；Ｄｅｗｅｙ

ｅｔａｌ．，１９８８；Ｂｕｒｃｈｆｉｅ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张培震等，

２００４）．有关青藏高原晚新生代构造变形和演化一直

是国际大陆动力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和前缘热点，３

种争论的端元模型占主导地位：（１）刚性块体挤

出 （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２，２００１；Ａｖｏｕａｃａｎｄ

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１９９３）；（２）岩石圈尺度的连续变形

（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Ｈｏｕｓｅｍａｎ，１９８６；Ｈｏｌ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３）下地壳塑性流动（Ｒｏｙｄ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争而不

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可靠的高分辨率的资料，

因此无法约束和检验不同模型．

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处青藏高原块体与鄂尔多斯

块体、阿拉善块体及华南块体的交接带区（田勤俭和

丁国瑜，１９９８；周民都等，２０００；崔笃信等，２００９），是

印度与欧亚两大板块碰撞作用由近南北方向向北

东、东方向转换的重要场所，是青藏高原向北东方向

扩展的前缘部位，必然会保留扩展的证据（Ｚ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张培震等，２００６）．青藏高原东北缘被认为

是挤出体和下地壳流的通道之一，使其成为验证青

藏高原形成模式的关键地区（罗良等，２００８；高锐等，

２０１１）．该区也是我国重要的构造变形和强震活动区

之一，区内发育一系列高山、压陷盆地和走滑活动断

裂等典型构造，是研究青藏高原纵向挤压隆起和横

向伸展运动的重要窗口，也是研究块体相互作用的

理想地区之一（王庆良等，２００２）．因此，青藏高原东

北缘地壳结构和构造变形样式的研究是认识高原隆

起过程、形成机制和印度—欧亚板块碰撞远程效应

的重要途径（刘永前等，２００９）．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断裂的结构、形变特

征、位移量及走滑速率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

得了丰硕成果（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ａｎｄＭｏｌｎａｒ，１９７７；Ｄｅｎｇ

ｅｔａｌ．，１９８６；Ｂｕｒｃｈｆｉ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Ｇａｕｄｅｍ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Ｂｏｗｍ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此外，许多学者利用

多种地球物理方法技术对研究区的地壳结构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１）陈九辉等（２００５）利用宽频地震资料

揭示出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厚度４０～６０ｋｍ，Ｍｏｈｏ

深度从鄂尔多斯向青藏高原东北缘逐渐加深；（２）

Ｚｈａｎｇ等（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利用Ｓ波接收函数和

ＳＫＳ波分裂估算出松潘—甘孜地块东北缘和西秦

岭造山带下方岩石圈厚度为１２５～１３５ｋｍ；（３）王椿

镛等根据深地震测深资料得出在松潘—甘孜褶皱带

下地壳厚度约５２ｋｍ（王椿镛等，２００３；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李松林等根据玛沁—靖边深地震测深剖面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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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二维地壳速度结构揭示出松潘—甘孜褶皱带地

壳厚度约６０ｋｍ（李松林等，２００２），西秦岭褶皱带南

北两侧地壳结构和性质不同（张先康等，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嘉世旭和张先康，２００８）；（４）多条大地电磁测深结果

揭示了地壳上地幔电性结构，青藏高原和边缘附近

地块的岩石圈厚度约１００～２００ｋｍ之间，并展示了

西秦岭北缘断裂带、海原断裂带、天景山断裂带等的

深部几何形态及规模（赵国泽等，２００４；汤吉等，

２００５）．

上述研究成果均从大的尺度上开展相关问题的

研究，并不能揭示地壳精细结构和构造变形样式．为

揭示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上地幔细结构，研究青藏

高原东北缘的形成演化过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分别于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８年，完成了跨越青藏

高原松潘地块北缘、西秦岭造山带和临夏盆地总长

约４００ｋｍ的深地震反射剖面．２００４年，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４０３３４０３５）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联合资助下，完成了长约２５７ｋｍ的唐克合作

深地震反射剖面（图１中黑线），穿过若尔盖盆地和

西秦岭造山带；２００８年，在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４０８３０３１６）和中国地质调查项目

（１２１２０１０７１１８１３）联合资助下，完成长约１５０ｋｍ的合

作—临夏的深地震反射剖面（图１中蓝线），穿过西

秦岭造山带北缘和临夏盆地．对４００ｋｍ剖面数据

进行了联线拼接处理，初步结果揭示了西秦岭造山

带及两侧盆地的地壳上地幔细结构，探讨了岩石圈

尺度的盆山构造关系，为研究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

隆升形变和动力学机制提供地震学依据．

２　数据采集

为了获得高分辨率地震资料，针对不同地区地

震地质条件不同的特点，野外采用不同井深、不同药

量组合激发技术，长排列接收，至少６０次覆盖，以保

证接收到来自地壳深部的有效反射信息．

２００４年完成的松潘地块北缘若尔盖盆地—西

秦岭造山带剖面，主要穿过高山、河谷、草原和沼泽

等复杂地形，跨越花岗片麻岩、砂岩、砾石层、流砂

层、堆积物及灰岩出露区，针对研究区的特点，通过

试验，获取了合理的采集参数：采用１６ｋｇ、４０ｋｇ和

２００ｋｇ三种药量的爆炸震源进行激发．使用法国产

的ＳＮ３８８型２４位地震仪，４８０道接收，道间距５０ｍ，

叠加次数１２０次，记录长度３０ｓ．具体数据采集参数

见表１．

２００８年完成的西秦岭造山带北缘—临夏盆地

剖面，穿越陡峭的黄土塬、农田和大量沟壑，地表岩

性主要出露砂岩、砾石层、碎石层及灰岩层．通过井

深、药量和排列试验，优化了观测方案．野外主要采

用２４ｋｇ、９６ｋｇ和５００～１８００ｋｇ三种药量的爆炸震

源进行激发．使用法国产的４２８ＸＬ型２４位数字地

震仪，６００～７２０道接收，道间距５０ｍ，叠加次数６０

次．具体数据采集参数见表１．

表１　数据采集参数

犜犪犫犲犾１　犇犪狋犪犪犮狇狌犻狊犻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采集参数

剖面

唐克—合作

２５７ｋｍ

（２００４年）

合作—临夏

１５０ｋｍ

（２００８年）

药量／ｋｇ

小炮 １６～２０ ２４

中炮 ４０ ９６

大炮 ２００ ５００～１８００

炮间距／ｍ

小炮 ８０ ２５０

中炮 ４００ １０００

大炮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井深／ｍ

小炮 ２０～２４ ２５

中炮 ２８×２ ２５×２

大炮 ５０×３ ４０～５０×（２～１０）

最大偏移距／ｍ
小、中炮 １２１２５ １４９７５／１７９７５

大炮 ２９１７５ ４９９７５

接收道数
小、中炮 ４８０ ６００／７２０

大炮 ４８０ １０００

采样间隔／ｍｓ
小、中炮 ２ ２

大炮 ２ ４

记录长度／ｓ
小、中炮 ３０ ３０

大炮 ３０ ６０

覆盖次数 １２０ ６０

道间距／ｍ ５０ ５０

检波器 ２０ＤＸ１０Ｈｚ ＳＭ２４１０Ｈｚ

仪器类型 ＳＮ３８８ ４２８ＸＬ

３　联线处理

为了揭示松潘地块—西秦岭造山带—临夏盆地

精细地壳结构，我们对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８年完成的总

长约４００ｋｍ的深地震反射数据进行了联线处理．

本次处理采用ＣＧＧ、ＯＭＥＧＡ和ＧＲＩＳＹＳ处理软件

相结合的手段，主要分为几个关键步骤：数据整合、

静校正、叠前去噪、一致性处理、速度分析和偏移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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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数据整合

由于震源药量、检波器和地震仪类型、组合道数

和接收道数等激发和接收因素的差异，及地震地质

条件和构造部位等的不同，造成数据资料在能量、振

幅、时差、主频和相位等方面存在差异（吴琼等，

２００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数据资料拼接问题，将

严重影响叠加结果，导致无法获得可靠的精细地壳

结构，难以开展后续的构造解释，因此进行数据处理

前必须做好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８年完成的２套数据（图

１所示的黑线和蓝线）的整合拼接工作．拼接整合处

理包括观测系统整合和数据整合两部分．（１）观测系

统整合．建立统一的正确的观测系统是处理的前提，

主要包括统一道间距、调整接收点与炮点对应关系

信息、面元均一化；（２）数据整合．在消除原始数据间

的能量差、频率差、相位差和时间差的基础上进行数

据整合，所采用的主要技术为：地表一致性振幅补偿

和几何扩散补偿消除能量和振幅差异；地表一致性

反褶积和滤波技术消除频率差异；匹配滤波方法消

除数据之间的相位差和时差．图２为叠后数据拼接

剖面和叠前数据拼接剖面对比图，后者较好地解决

了能量、振幅、时差等方面的差异，提高了成像质量．

３．２　静校正

静校正是用来消除地形起伏、风化层厚度和速

度变化对地震资料的影响．地震探测中，静校正的准

确性极大地影响着地球内部构造的分辨率与速度求

取的准确度，在山地等复杂地表地形与地质条件地

区静校正问题更为突出（何樵登，１９８６；杨宝俊，

１９９２；张中杰，２００２；林依华等，２００３）．本研究区地表

条件复杂，测线南部主要穿过河谷、草原和沼泽，中

部穿过西秦岭造山带，北部穿越陡峭的黄土塬、农田

和大量沟壑，地形起伏剧烈，单炮初至极不规则，且

由于近地表低、降速带的速度和厚度纵横向变化剧

烈，难以找到稳定的折射层．通过方法对比试验，针

对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静校正方法，将层析静校正

方法、折射静校正及外部模型多次迭代法地表一致

性剩余静校正相结合解决了静校正问题．如在黄土

塬和高山地区运用了层析反演静校正技术，不仅解

决了不同波长的静校正问题，而且克服了由黄土塬

区低、降速带厚度、速度等因素引起的构造形态扭曲

现象（樊满仓，２００８；赵艳平等，２０１０；于豪，２０１２）．图

３为静校正前后叠加剖面对比图，静校后的叠加剖

面消除了因地形起伏及低降速带的影响，有效反射

同相轴清楚连续．

采用大时窗的外部模型多次叠代法地表一致性

剩余静校正，其目的是消除那些大的静校正量的同

时确保构造形态不被破坏；再采用小时窗的地表一

图１　深地震反射剖面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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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叠后数据拼接和叠前数据拼接叠加剖面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ｃｋｅ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ｐｏｓｔｓｔａｃｋａｎｄ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ｄａｔａｓｐｌｉｃｉｎｇ

图３　静校正前后叠加剖面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ｃｋｅ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致性剩余静校正，其目的是进一步改善主要目的层

信噪比与分辨率．

３．３　叠前多域组合去噪

提高原始资料信噪比是数据处理的重要环节．

分析原始资料，干扰波较为严重，主要以面波和线性

干扰波为主，此外还存在高低频干扰、随机噪音和

５０Ｈｚ干扰等．根据不同干扰波的特点，采用多域组

合去噪技术对不同的噪音进行压制，取得了较好效

果（刘建红等，２００８）．在犉犡 域压制炮点产生的规

则干扰，如声波等（黄鑫等，２０１１）；频率域主要压制

高频干扰；自适应噪音压制技术对去除强能量的面

波噪声具有较好的辨别和压制效果（李文莲等，

２００５）；在犜犡 域根据线性干扰波与有效波之间速

度、位置及能量上的差异，将识别出的线性干扰从原

始数据中减去，实现线性干扰波的压制；对于随机噪

音的衰减，首先对输入的犜犡 域数据的各道进行傅

氏变换，得到犉犡 域数据，再沿犡方向预测滤波，变

换回犜犡 域，可获得压制随机噪音后的结果．图４

为叠前去噪前后叠加剖面对比，经过多域组合去噪

技术，提高了剖面信噪比，达到了预期效果．

３．４　一致性处理

４００ｋｍ长的深地震反射剖面所覆盖的研究区

近地表低降速带横向厚度和速度变化大，激发和接

收因素的差异（如激发药量、耦合条件、地震仪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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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去噪前后叠加剖面图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ｃｋｅ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ｎｏｉｓ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波器类型），以及地下介质的非均一性和地下构造的

复杂性等造成地震子波振幅、频率及相位特性差异

（何樵登，１９８６；吴琼，２００８），使得叠加剖面成像质量

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开展联线处理前需要解决地震

子波振幅、相位不一致和传播中造成的能量不一致

等问题，即进行一致性处理（刘光鼎等，１９９８；陈志卿

和张兰，２００６；云美厚等，２００６；单联瑜等，２００８）．

提高能量一致性是改善偏移成像和提高资料整

体品质的关键步骤之一．本次采用地表一致性振幅

补偿方法和球面扩散补偿，较好地解决了因为震源

和检波器不同造成的能量差异、大地滤波引起的能

量损失及野值带来的局部振幅异常，使地震道与道

之间及不同的反射时间之间能量级别基本一致（高

军等，１９９６；张伟等，２０１２）．

采用地表一致性反褶积和多道预测反褶积相结

合的方法不仅可以压制子波提高地震资料的纵向分

辨率（郭树祥等，２００３；胡霮和孙祥娥，２００９），还能够

消除因激发和接收条件变化以及表层不均匀等因素

而引起的波形差异，消除地震波振幅随空间变化的

影响．通过试验选择合理的反褶积参数，达到压缩地

震子波、保证地震子波的稳定性及剖面特征的一致

性的目的．

３．５　高精度速度分析

由于本研究区剖面长，数据信噪比低，记录长，

能量弱，构造复杂，速度横向变化大，仅靠速度谱方

法难以准确求取其叠加速度．因此，采用变速扫描与

速度谱结合交互速度分析的方法来建立合适的叠加

速度场，得到了较理想的处理成果（马义忠等，２００８）．

３．６　基于起伏地表的叠前时间偏移

因研究区地表复杂，高程变化剧烈，老地层出

露，地下地质情况复杂，逆掩断层发育多，造成速度

建模很困难，从而影响地震偏移成像精度．基于起伏

地表的克希霍夫叠前时间偏移是建立在起伏地表基

础上的，该方法为弯曲射线偏移，具有较好的保幅特

性（董春晖和张剑锋，２００９；薛爱民，２００９；刘国峰等，

２０１０），明显改善了成像质量，波组特征清楚，反射特

征突出，有利于分析构造特征．图５为偏移剖面对比

图，基于起伏地表的叠前时间偏移方法，使得绕射波

归位合理，断点清楚，断层清晰可辨，达到了预期效果．

４　深地震反射剖面结果

４．１　反射特征

联线特殊处理后的成果剖面（图６ａ）更清楚地

揭示出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及上地幔盖层精细结

构．反射特征显示从浅到深主要存在６．０～７．０ｓ和

１６．５～１８．０ｓ（Ｍｏｈｏ）的两个明显分界面，将０～２０．０ｓ

剖面分为上地壳、下地壳和上地幔三套反射层系．

（１）上地壳（０～６．０ｓ）

沿地震测线区域地质志资料和其他地球物理资

料（张先康等，２００７，２００８），认为上地壳中存在的多

套反射波组主要反映了盖层沉积的面貌．除若尔盖

南段存在南倾的反射波组外，主要以层状反射波组

为主，起伏不大，出现多处错断．进入临夏盆地，主要

以近平的反射特征为主．临夏盆地以北，上地壳以起

伏的反射层为主，表现为褶皱的构造特征．

（２）下地壳（６．０～１６．５ｓ）

以６．０ｓ为界，下地壳与上地壳反射特征明显

不同．在若尔盖盆地中部６．０ｓ之下存在穹窿状的

反射特征，其南倾和北倾反射表明其两侧均发育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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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偏移剖面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ｉｇｒａｔｅ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冲推覆构造，认为盆地下存在刚性大陆地块因受两

侧的挤压作用形成隆起构造；西秦岭造山带以多套

北倾的强反射为主要反射特征，并夹有近水平的反

射，在ＣＭＰ１０５００～１１５００之间下地壳，出现与西秦

岭反向的南倾的强反射特征；临夏盆地及以北地区，

以低角度北倾的强反射特征为主，与上地壳反射特

征明显不同．

（３）Ｍｏｈｏ反射

反射特征显示，在１６．５～１８．０ｓ左右出现密集

多相位、可连续追踪的层状强反射震相，跨越盆地到

山脉 Ｍｏｈｏ呈近似平的反射特征，对应下地壳强反

射的底部．用地壳平均速度６．０ｋｍ·ｓ－１折合计算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Ｃｏｏｋ，２００２），

地壳厚度约４９．５～５４ｋｍ，该结果与深地震测深剖

面所得的结果相似，根据速度结构得出地壳厚度５２ｋｍ

左右（王椿镛等，２００３；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若尔盖

盆地内１６．５～１８．０ｓ出现多套 Ｍｏｈｏ反射层（图６ｂ），

最浅Ｍｏｈｏ出现在剖面最南端约１６．５ｓ，最深Ｍｏｈｏ

面出现在若尔盖盆地与西秦岭造山带结合部位，埋

深约１８ｓ，分析其原因可能是 Ｍｏｈｏ被多次错断导

致出现多层反射（例如图６ｂ中ＣＭＰ２５００～４３００）；

西秦岭造山带下的 Ｍｏｈｏ表现为近平的反射特征，

出现在１７．０ｓ左右，没有明显增厚，平均深度较浅，

约５１ｋｍ（见图６ａ中ＣＭＰ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段１７ｓ反

射）；而进入临夏盆地，Ｍｏｈｏ反射在１７．６ｓ左右被

发现，埋深约５３ｋｍ，在 ＣＭＰ１４０００～１４６００段，

Ｍｏｈｏ被错断２次，错断位移量从南道北依次约为

７．５ｋｍ和５ｋｍ（图６ｃ中 Ｍｏｈｏ）．与西秦岭造山带

比，加深约２ｋｍ，我们推测临夏盆地的 Ｍｏｈｏ界面

可能记录了一个已经解体的但早期曾是大型造山带

的山系根部．

（４）上地幔盖层

１８．０ｓ以下为上地幔盖层，表现为弱反射或透

明反射的反射特征．

４．２　讨论与初步解释

唐克—合作剖面与合作—临夏剖面首次获得了

跨越从高原内部盆地到边缘造山带再到高原外缘盆

地的深地震反射剖面（约４００ｋｍ），完整揭露出西秦

岭造山带与其两侧盆地的地壳结构与盆山深部关

系，以及东昆仑断裂带的深部几何形态．

受南北地块下地壳的挤压作用，西秦岭造山带

上地壳发生扇状变形，即造山带南北两侧均发生指

向盆地的逆冲变形，造山带中部则形成伸展变形．这

种上地壳变形样式并没有延伸到整个地壳，在地壳

中部（约６ｓ附近）发育一个构造滑脱层，使上地壳

变形与下地壳变形脱耦．

下地壳北倾的强反射描绘出了若尔盖盆地与西

秦岭造山带深部挤压构造体系下形成的几何图像，

为西秦岭造山带下地壳向若尔盖盆地逆冲推覆提供

了地震学依据，清楚地反映了若尔盖盆地和西秦岭

造山带在挤压构造体系下的俯冲与逆冲推覆的接触

关系，这种构造关系只限于下地壳（图６ｄ）．西秦岭

下地壳向北倾斜的强反射与其北侧下地壳南倾的反

射特征揭示出扬子与华北两个大陆板块在西秦岭造

山带下的汇聚行为（图６ｅ）．

深地震反射剖面发现的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并

不厚，若尔盖盆地南缘却存在青藏高原地壳最薄的

地方，厚度低于５０ｋｍ．在该研究区完成的宽角反射

和折射地震探测结果也反映出类似的结果（张先康

等，２００７）．西秦岭作为青藏高原边缘造山带，应具有

较厚的地壳厚度，然而，横过松潘地块与西秦岭造山

带，平均５１ｋｍ的Ｍｏｈｏ深度，并没有显著变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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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原始地震剖面与构造解释

（ａ）未解释的偏移剖面；（ｂ）—（ｅ）图６ａ中ｂ—ｅ的构造解释剖面．

Ｆｉｇ．６　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ｅ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ｅｉｎＦｉｇ．６ａ．

据格尔木—额济纳旗地学断面资料，柴达木盆地至

祁连山地壳厚度由５５ｋｍ增厚到７２ｋｍ，东昆仑地

壳厚度也有６１ｋｍ（高锐等，２００５），推测西秦岭地壳

厚度减薄了至少１０ｋｍ．对照青藏高原其他边缘造

山带陡峻的构造地貌，青藏高原东北缘宽阔的地貌

可能与其下方平坦的 Ｍｏｈｏ形态有关．因而，我们认

为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经历了高原隆升后强烈的伸

展减薄作用．

５　结论

（１）针对不同工区地表地形和地下地质构造不

同的特点，采用不同药量、不同井深等施工参数，获

得了高分辨率的深地震反射剖面原始资料，为揭示

复杂的深部地壳结构提供了基础数据．联线处理４００

ｋｍ深地震反射剖面，所采用的处理方法和参数合

理，关键处理技术提高了信噪比和分辨率，为后续的

构造解释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结果剖面．

（２）深地震反射剖面结果显示，以６ｓ为界，上

地壳与下地壳结构与变形样式明显不同，说明在地

壳中部（约６ｓ）存在一个构造滑脱层，使上地壳变形

与下地壳变形脱耦．表明测线所经过的研究区并不

是地壳整体变形．下地壳存在的强反射特征表明，该

研究区不存在Ｒｏｙｄｅｎ所认为的地壳流．

（３）西秦岭下地壳北倾的强反射与其南侧若尔

盖盆地下地壳北倾及近平的反射特征，揭示出西秦

岭造山带向若尔盖盆地逆冲推覆的构造关系；而与

其北侧南倾的强反射特征共同揭示出扬子与华北两

个大陆板块在西秦岭造山带下的汇聚行为，即松潘

地块下地壳向北倾斜的强反射与华北南缘地块下地

壳南倾的反射在合作下地壳握手．

（４）研究区４９．５～５４ｋｍ的地壳厚度及近平的

Ｍｏｈｏ反射特征表明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经历了高

原隆升后强烈的伸展减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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