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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地震反射剖面方法是目前探测地壳结构最为精细

的方法之一．在大量的深地震反射调查工作中，科学家们发现

了地壳内部存在很多具有异常高振幅特征的 “亮点”反射．与

以往石油勘探中能够反映油气聚集的“亮点”反射不同的是，这

些深地震反射的“亮点”构造通常位于中地壳尺度，其成因往往

与板块俯冲、地壳增厚等地质事件有关．本文根据公开发表的

文献，总结了的全球大陆范围内深地震反射剖面上的“亮点”构

造分布，阐述了“亮点”反射的几种主要成因．并就我国青藏高

原内部发现的“深反射亮点”进行了对比，建议了进一步的研究

方向．

关键词　亮点；构造；深地震反射剖面

　

中图分类号　Ｐ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　Ａ

犱狅犻：１０．６０３８／ｐｇ２０１４０６００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ｐｒｏｂｅ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ｙａｌｏｔｏｆ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
“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ｓ”ｗｉｔｈ ｕｎｕｓｕａｌｌｙ ｈｉｇｈ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

“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ｉ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ｓ”ａｒｅｕｓｕａｌｌｙ

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ｃａ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ｈｉｃｈｏｆｔｅｎａ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ｒｕｓｔａｌ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ｅ

ｓｕｍｕｐ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ｓ”ｏｎｄｅｅｐ

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ｅｖｅｒａｌ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ｄｅｅｐ

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ｗ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ｅｅｐ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０　引　言

地震剖面上的“亮点”，是指在地震剖面上地震反射波振

幅相对增强的“点”．与上下左右的反射振幅相比，它更为突

出明显（陆基孟和王永刚，２００９）．通常的石油地震剖面上的

“亮点”技术，是基于真振幅技术，结合含油气地层的极性反

转、偶极相位、波速异常效应等特征异常检测圈闭中石油、天

然气聚集的一种直接方法，在国内外石油地震勘探中，“亮

点”技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Ｈａｍｍｏｎｄ，１９７４；Ｍａｈｏｂ犲狋

犪犾．，１９９９；何汉漪，２０００；吕公河等，２００６；王长城等，２０１１；

杨辉等，２０１１；宗兆云等，２０１２）．然而，并非所有的“亮点”都

是油气的反映．随着地壳尺度的深地震反射剖面的实施，在

全球范围内发现了诸多显著的强振幅反射“亮点”，这些地壳

内的强反射事件可能与板块俯冲过程中发生的板片残留、地

壳增厚相关的部分熔融、流体或者岩浆作用有关．本文主要

对全球大陆范围发现的深地震反射剖面的“亮点”（以下简称

“深反射亮点”）构造进行较系统的总结研究，并给出了我国

深部探测计划得到的“深反射亮点”的实例．

１　全球深地震反射剖面研究简况

深地震反射剖面方法是国际公认的探测岩石圈结构的

先锋技术，其探测地壳精细结构的有效性已经在国际上多个

深部探测计划中得以证实（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犲狋犪犾．，１９８５；Ｏｌｉｖｅｒ，

１９９３；Ｃｏｏｋ犲狋犪犾．，１９９９；Ｏｎｃｋｅｎ，１９９８；Ｇａｏ犲狋犪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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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狉狅犵犻犲狋犪犾．，２００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美国开始实施

ＣＯＣＯＲＰ计划，成功地为研究造山带、裂谷带、板块缝合带

的结构和性质提供了较可靠的地震学证据，提出一些有关大

陆演化的新观点．此后，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了类似深部探测

计划，如加拿大的ＬＩＴＨＯＰＲＯＢＥ计划、英国的ＢＩＲＰＳ计

划、德国的ＤＥＫＯＲＰ计划、法国的ＥＣＯＲＳ计划、澳大利亚

的ＡＣＯＲＰ计划等．此外俄罗斯、比利时、瑞典、挪威、瑞士等

国也开展了相应的深地震反射研究，这些计划的实施获得了

极为重要的成果，提供了地壳乃至上地幔的界面特征，使得

对岩石圈结构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进入新世纪，美国“地球

探测计划ＥａｒｔｈＳｃｏｐｅ”、“澳大利亚玻璃地球ＧｌａｓｓＥａｒｔｈ和

深部探测计划Ａｕｓｃｏｐｅ”等一系列新的探测行动，在广泛应

用于盆地、造山带岩石圈的形成和演化、地球动力学过程、地

震孕育和发生的深部构造环境等地球科学问题的研究方面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杨文采，１９９１；梁慧云和张先康，１９９６；王

海燕等，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在我 国，最 近 五 年 实 施 的 中 国 深 部 探 测 专 项

（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完成了６０００余ｋｍ深地震反射剖面的探测，使

得我国进入深部探测的大国行列（董树文等，２０１２）．

２　全球大陆深反射“亮点”分布

在大量的深地震反射调查工作中，科学家们在结晶大陆

地壳内部发现了很多明显的具有异常高振幅特征的Ｐ波反

射，并称之为“亮点”．这些“亮点”构造与以往石油勘探中能

够反映油气聚集的振幅异常具有相似的特征．但是，深地震

反射的“亮点”构造通常位于中地壳尺度，其成因往往与板块

俯冲、地壳增厚等地质事件有关，可能是岩浆或流体的反映．

图１表示了公开报道的全球大陆范围内深地震反射剖面上

的“亮点”构造分布，图中底图和部分反射亮点资料参考了

（Ｒｏｓｓ，１９９９）．图１中可见，大陆“深反射亮点”主要集中在

北美大陆和欧洲大陆，亚洲范围内主要是在我国青藏高原的

南部和日本岛弧中部，澳大利亚东南部和南美洲西部有零星

的分布．与图１中序号所对应的“深反射亮点”信息见表１．

表１　与图１对应的全球大陆范围内深地震反射剖面上的“亮点”位置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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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Ｂａｇｄａｄ，亚利桑那州 美国 （Ｇｏｏｄｗｉｎ犲狋犪犾．，１９８９；ＬｉｔａｋａｎｄＨａｕｓｅｒ，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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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 中国 （Ｂｒｏｗｎ犲狋犪犾．，１９９６；Ｍａｋｏｖｓｋｙａｎｄ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１９９９）

１９ ＮｅｂｉｎｅＲｉｄｇｅ 澳大利亚 （Ｗｒｉｇｈｔ犲狋犪犾．，１９９０）

２０ ＭｏｎｔｅＡｍｉａｔａ 意大利 （Ｇｉａｎｅｌｌｉ犲狋犪犾．，１９８８）

２１ Ｌａｒｄａｒｅｌｌｏ 意大利 （Ｃａｍｅｌｉ犲狋犪犾．，１９９３）

２２ Ｓｕｒｒｅｎｃｙ，佐治亚州 美国 （Ｐｒａｔｔ犲狋犪犾．，１９９１）

２３ ＱｕｅｂｒａｄａＢｌａｎｃａ 玻利维亚 （ＴｈｅＡＮＣＯＲＰ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９）

３　“深反射亮点”分类及构造意义

３．１　岩浆型 “亮点”

根据目前公开发表的文献，岩浆体是对“深反射亮点”中

最多的解释．其中最为成功的例子就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Ｓｏｃｏｒｒｏ的“亮点”．美国ＣＯＣＯＲＰ探测计划实施的深地震反

射剖面在新墨西哥州Ｓｏｃｏｒｒｏ以北，发现在２０ｋｍ深度上存

在着显著的振幅增强的地震反射事件，综合考虑该地区微地

震触发的剪切波和转换波反射、含有岩浆的流体、与岩浆倾

入相关的地壳变形、较高的热流值、第四纪的火山活动等，认

为该地区的“亮点”反射是由于岩浆活动引起的（Ｂｒｏｗｎ，

１９９１）．与之相似的是，在加州的ＤｅａｔｈＶｅｌｌｅｙ（ｄｅＶｏｏｇｄ犲狋

犪犾．，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发现的“亮点”反射也被解释为“岩浆的反

射”．

在我国青藏高原的南部，ＩＮＤＥＰＴＨ计划所实施的深地

震反射剖面中发现了大量的“亮点”反射．ＬａｒｒｙＢｒｏｗｎ等人

１９９６年在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上撰文，提出位于亚东谷露裂谷北部

之下１５～１８ｋｍ处（地震剖面５～６ｓ双程时间）存在近水平

的强反射带．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局部地方出现的非常大的振

幅值，或可称为“亮点”，其振幅值高出背景值１３～２２ｄＢ．通

２



　２０１４，２９（６） 卢占武，等：深地震反射剖面上的“亮点”构造　（ｗｗｗ．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ｃｎ）

图１　全球大陆范围内深地震反射剖面上的“亮点”构造分布位置图
图中序号表示的内容见表１．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ｓｉｎ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ｎＴａｂｌｅ．１

图２　新墨西哥州Ｓｏｃｏｒｒｏ深地震反射剖面
（Ｌｉｎｅ２Ａ线）中的“亮点”据 （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１）
Ｆｉｇ．２　Ｓｏｃｏｒｒｏ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ｏｆ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ｌｉｎｅ２Ａ（ａｆｔｅｒ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１）

　

图３　ＤｅａｔｈＶａｌｌｅｙ深地震反射剖面

（Ｌｉｎｅ１１）的“亮点”反射及真振幅曲线据
（ｄｅＶｏｏｇｄ犲狋犪犾．，１９８６，１９８８）

Ｆｉｇ．３　ＤｅａｔｈＶａｌｌｅｙ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ｓａｎｄｔｒｕ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ａｆｔｅｒ
（ｄｅＶｏｏｇｄ犲狋犪犾．，１９８６，１９８８）

图４　ＩＮＤＥＰＴＨ计划获得的藏南深地震反射剖面上的“亮点”反射实例据（Ｂｒｏｗｎ犲狋犪犾．，１９９６）
（ａ）未偏移时间剖面；（ｂ）振幅曲线；（ｃ）浅层时窗显示直达波初至为红色，代表正极性；

（ｄ）时窗显示“亮点”反射初至为蓝色，代表负极性．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ｓｉｎＩＮＤＥＰＴＨ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Ｔｉｂｅｔ（ａｆｔｅｒＢｒｏｗｎ犲狋犪犾．，１９９６）
（ａ）Ｕｎｍｉｇｒａｔ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ｕｒｖｅ；（ｃ）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ｉｎｄｏｗ，ｓｈｏｗ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ｗａｖｅ（ｆｉｒｓｔｂｒｅａｋ，ｏｒＦＢ）ａｓｒｅｄ，

ｗｈｉｃｈｆｏｒａｎ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ｄ）Ｗｉｎｄｏｗ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ｅｖｅｎｔｉｓｂｌｕｅ，ｎｏｔｒ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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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青藏高原内部“深反射亮点”

（ａ）青藏高原构造背景划分与亮点反射位置分布图．ＩＹＳ雅鲁藏布江缝合带；ＢＮＳ班公怒江缝合带；ＪＳ金沙江缝合带；ＡＫＭＳ

阿尼玛卿木孜塔格昆仑缝合带；ＳＱＳ南祁连缝合带；ＤＨＳ党河南山缝合带；ＮＱＳ北祁连缝合带；ＫＳ库地缝合带；ＳＴＤＳ藏南拆

离系；ＭＣＴ主中央逆冲断裂；ＭＢＴ主边界逆冲断裂．１正断裂；２逆冲断裂；３走滑断裂；４缝合带；５新生代火山岩；６湖或上第

三系盆地．蓝色星形为ＩＮＤＥＰＴＨ剖面发现的“亮点”位置，见图４所示．（ｂ）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剖面发现的羌塘地体内部“深反射亮点”，

见绿色星形标注．（ｃ）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剖面发现的阿里地区“深反射亮点”，见红色星形标注．

Ｆｉｇ．５　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ｓｉｎＴｉｂｅｔ

（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ｓｉｎＴｉｂｅｔ．ＩＹＳＩｎｄｕｓＹａｒｌｕｎｇＺａｎｇｂｏｓｕｔｕｒｅ；ＢＮＳＢａｎｇｏｎｇＮｕｊｉａｎｇｓｕｔｕｒｅ；

ＪＳＪｉｎｓｈａｒｉｖｅｒｓｕｔｕｒｅ；ＡＫＭＳＡｙｉｍａｑｉｎＫｕｎｌｕｎＭｕｔｚｔａｇｈｓｕｔｕｒｅ；ＳＱＳｓｏｕｔｈＱｉｌｉａｎｓｕｔｕｒｅ；ＤＨＳＤａｎｇｈｅｎａｎｓｈａｎｓｕｔｕｒｅ；

ＮＱＳｎｏｒｔｈＱｉｌｉａｎｓｕｔｕｒｅ；ＫＳＫｕｄｉｓｕｔｕｒｅ；ＳＴＤＳＳｏｕｔｈＴｉｂｅｔ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ＭＣＴＭａ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ｈｒｕｓｔ；ＭＢＴＭａｉ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ｈｒｕｓｔ．１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２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３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４ｓｕｔｕｒｅ；５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ｌａｖａ；６ｌａｋｅｏｒ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ｂａｓｉｎ．Ｂｌｕｅ

ｓｔａｒｉ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ｂｙＩＮＤＥＰＴ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４．（ｂ）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ｓ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ｂｙ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ｈｏｗｎａｓｇｒｅｅｎｓｔａｒ．（ｃ）Ａｌｉ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ｔｓ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ｂｙ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ｈｏｗｎａｓｒｅｄｓｔａｒ．

过对初至波与壳内强反射波极性的分析，发现“亮点”反射与

负的反射极性相对应，这就意味着他们代表的反射界面上的

速度或者密度在减小，而非“亮点”附近都显示出正的反射极

性．在可以产生大的波阻抗差和负的反射系数的变质岩石范

围内，最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地方应该是固体物质和流体

物质的边界．结合大地电磁给出的２０ｋｍ深度上极低电阻率

的事实（Ｃｈｅｎ犲狋犪犾．，１９９６），与深反射“亮点”一致的ＰＳ转换

波解释的固液界面的结果（Ｍａｋｏｖｓｋｙ犲狋犪犾．，１９９６），以及接

收函数给出的广泛存在的低速区域等因素，藏南发现的１５

～１８ｋｍ深度上的“亮点”反射可能与岩浆作用有关，而这种

岩浆最可能的来源是由于地壳增厚作用引发的西藏地壳部

分熔融作用．

３．２　非岩浆型的流体

虽然很多证据表明地壳内的反射“亮点”是由于流体产

生的，但是却不能将其全部解释为富含岩浆的流体．一些研

究认为“深反射亮点”主要是卤水，而不是岩浆引起的．实际

上，岩浆与地热卤水并不相互排斥，流体可以聚集在岩浆的

顶部 （ＪａｈｎｓａｎｄＢｕｒｎｈａｍ，１９６９）．此外，在大多数构造岩浆

事件的初期都需要水的存在（Ｗｙｌｌｉｅ，１９７７）．

Ｔｕｓｃａｎｙ南部的两个“亮点”可以解释卤水和岩浆之间

的关系．ＬａｒｄｅｒｅｌｌｏＴｒａｖａｌｅ和ＭｏｎｔｅＡｍｉａｔａ地热区域，位于

白垩系地层下方观测到的强烈的反射波被看作是一个“亮

点”．然而，Ｌａｒｄｅｒｅｌｌｏ地区的白垩系地层出现在３～５ｋｍ深

度下，ＭｏｎｔｅＡｍｉａｔａ地区出现在５～６ｋｍ之下．地球化学分

４



　２０１４，２９（６） 卢占武，等：深地震反射剖面上的“亮点”构造　（ｗｗｗ．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ｃｎ）

析和重力研究表明，花岗岩体位于两个地热田的下方，但是

深度太大而不能直接去与白垩系地层联系起来（Ｂａｔｉｎｉ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ｉｃｈ，１９８５；Ｇｉａｎｅｌｌｉ犲狋犪犾．，１９８８）．显然，岩浆作用并不

是在地壳深部产生流体的唯一途径．在深部，非岩浆的流体，

例如变质水（Ｃｏｎｎｏｌｌｙ，１９９７）乃至天然气（Ｋｉｎｇ，１９６６）确定

是可以产生“亮点”反射的．

德国ＤＥＫＯＲＰ计划中的反射剖面在南部黑森林Ｄｉｎｋｅｌ

冰山和ＫＴＢ钻井现场（Ｌüｓｃｈｅｎ等，１９９３）均发现了“亮点”

反射，二者的解释都与岩浆作用无关．例如，ＫＴＢ的亮点，尽

管也可能与一个充满液体的多孔介质有关，但却没有相应的

可以作为固体流体界面的Ｓ波反射．对ＫＴＢ“亮点”反射的

解释或者是在非常薄的裂缝中有水的存在，或者是地壳中石

英含量发生了变化．虽然Ｄｉｎｋｅｌ冰山反射与Ｓ波反射一致，

但它们却非常弱．因此Ｄｉｎｋｅｌ冰山被解释成为地壳成分变

化所致，或许是这一深度上裂缝密度增加的缘故．

安第斯山脉下发现的“亮点”反射被解释成为变质流体．

在智利，ＡＮＣＯＲＰ＇９６计划的深地震反射剖面在２０～３０ｋｍ

深度上发现了倾斜的反射“亮点”（ＱｕｅｂｒａｄａＢｌａｎｃａ亮点），

与上地幔４０～８０ｋｍ深度上发现的高振幅反射层类似（Ｔｈｅ

ＡＮＣＯＲＰ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９）．这两个不同深度上的反

射“亮点”振幅值都比背景振幅超出１２ｄＢ．地幔的“亮点”反

射可能与俯冲洋壳中含水物质有关，其反射率的突然减小的

原因应该是俯冲的前缘“脱水”造成的．而ＱｕｅｂｒａｄａＢｌａｎｃａ

亮点反射则被解释为俯冲板块去水作用产生的流体活动．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１９９７）认为，如果一个间断面存在，变质流体不断

流出可以产生高达１０％的孔隙率．足够的孔隙率可以产生

一个较高的反射率，特别是孔隙率都集中在一个不连续面上

的时候，如在ＱｕｅｂｒａｄａＢｌａｎｃａ发生的渗透率的变化．

３．３　镁铁质的岩基

岩浆不能永远以流体的形式存在．传导和对流冷却可以

使他们在几千年内冻结（Ｃａｔｈｌｅｓ，１９７７）．如果岩浆具有与围

岩相似的化学成分，不会产生明显的波阻抗，在反射地震剖

面上也不会有显示．然而，如果在冷却过程中岩浆与围岩发

生了较大的密度和波速上的差异，则会存在一个很强的反射

界面．铁镁质（如玄武岩或者辉长岩）或者超铁镁质（如纯橄

榄岩）物质（犞ｐ＞６４００ｍ／ｓ；狆＞２９００ｋｇ／ｍ
－３）侵入到大陆

的基底（犞ｐ＝６０００ｍ／ｓ；狆＝２６５０ｋｇ／ｍ
－３），则会产生强反射

“亮点”，因为相关反射系数可以达到ＲＣ＝０．２．

在瑞典ＳｉｌｊａｎＲｉｎｇ碰撞构造域和美国蒙大拿州Ｐｕｒｃｅｌｌ

复背斜下方完成的科学钻探已经证实了地震强反射与岩基

之间的关系（Ｊｕｈｌｉｎａｎｄ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１９８７；Ｊｕｈｌｉｎ，１９９０）．加拿

大ＷｏｌｌａｓｔｏｎＬａｋｅ下方（ＭａｎｄｌｅｒａｎｄＣｌｏｗｅｓ，１９９７），美国

亚利桑那州的Ｂａｇｄａｄ（ＬｉｔａｋａｎｄＨａｕｓｅｒ，１９９２），加拿大阿

尔伯塔Ｗｉｎａｇａｍｉ（ＲｏｓｓａｎｄＥａｔｏｎ，１９９７），Ｂｏｔｈｎｉａ湾西部

（Ｂａｂｅ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３）的镁铁质岩基都与明显的强

反射有关．大多数这些已知和推断的岩基都表现为很强的，

近水平的地震反射特征．有些是单一的事件，有些是几十公

里深度范围发生的多套近水平的反射．还有一些“亮点”反射

在横向跨度可以达到１６０ｋｍ（ＭａｎｄｌｅｒａｎｄＣｌｏｗｅｓ１９９７）．

３．４　层状下地壳

深地震反射剖面一个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强反射的

下地壳和无反射的地幔上覆一个明显的强反射 Ｍｏｈｏ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ａｎｄＣｈｅａｄｌｅ，１９８６）．关于层状下地壳的反射有

几种解释，包括地壳和地幔岩性的嵌入、韧性高应变带（糜棱

岩）、充满液体的裂缝的下地壳和侵入的玄武岩床

（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犲狋犪犾．，１９８６；Ｍｅｉｓｓｎｅｒ犲狋犪犾．，１９８６）．ＢｕｅｎａＶｉｓｔａ

的Ｍｏｈｏ亮点反射可能是铁镁质物质入侵到下地壳底部的

最直接的证据（Ｊａｒｃｈｏｗ犲狋犪犾．，１９９３）．在内华达州的ＳＲＢＳ，

普遍发育的是出现在中地壳的层状亮点反射，这些可以作为

连接岩浆系统和层状下地壳的证据（Ａｌｌｍｅｎｄｉｎｇｅｒ犲狋犪犾．，

１９８７）．

４　青藏高原“深反射亮点”

青藏高原作为研究陆陆碰撞最佳的实验室，其地壳内

部的结构复杂多样．早在ＩＮＤＥＰＴＨ计划中，深地震反射剖

面的探测发现了藏南的“亮点”反射．Ｂｒｏｗｎ等（Ｂｒｏｗｎ犲狋犪犾，

１９９６）将其解释成为 “由于地壳增厚作用引发的西藏地壳部

分熔融作用”．２００８年开始执行的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项目分别在藏

北羌塘地体和青藏西部阿里地区部署实施了总计５１０ｋｍ的

深地震反射剖面．这些剖面的重要发现之一就是位于中地壳

的强反射“亮点”．这些具有高振幅值的强反射事件，埋深大

约在６～８ｓＴＷＴ（图５ｂ和图５ｃ）．这些深地震剖面上的“亮

点”反射，可能更多的记录到了青藏高原形成过程中的特殊

的地质事件．由于大规模的高导层的存在和可能存在的流体

与岩石相互作用使得青藏高原的中地壳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金胜等，２０１０；张荣华等，２０１０；闫永利等，２０１２），因此，对于

这些深反射剖面上发现的发生于中地壳的“亮点”构造的解

释显得至关重要．借鉴前人的工作经验，考虑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深

地震反射剖面数据的实际情况和青藏高原复杂地表地质条

件，笔者认为应该从Ｐ波反射振幅、频率特征，是否发生极性

反转，发生“亮点”反射地区的电性结构等方面入手进行研

究，认真做好深地震反射剖面构造信息识别工作（李文辉

等，２０１２），并充分考虑“亮点”反射发生的地质构造背景．只

有这样，才能对青藏高原深地震反射的“亮点”做出合理的解

释．

５　结　语

根据公开报道文献，全球大陆“深反射亮点”主要集中在

北美大陆和欧洲大陆，亚洲范围内主要是在我国青藏高原的

南部和日本岛弧中部，澳大利亚东南部和南美洲西部有零星

的分布．“深反射亮点”可能是由于岩浆、流体、铁镁质岩基、

层状下地壳等多种原因形成的．我国青藏高原内部羌塘地体

和阿里地区新发现了若干“深反射亮点”，应该从Ｐ波反射振

幅、频率特征，极性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并充分考虑的地

质构造背景，对青藏高原深地震反射的“亮点”做出合理的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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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亮点”反射有意义的讨论．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西藏深地震反射

剖面的野外采集是由中国石化集团西南石油局第五物探大

队完成的，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感谢审稿人提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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