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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龙日坝断裂带位于松潘－甘孜地块的东北部，距离其

东侧龙门山断裂带大约２００ｋｍ．龙日坝断裂带具有右旋逆冲活

动特征，呈北东向展布，与龙门山断裂带基本平行．这条新发现

的陆内走滑断裂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目前已引起了广泛

的关注．本文利用重力数据的处理和解释，并结合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

深反射地震剖面数据进行由段到面的综合研究，揭示了扬子板

块西部边界的伸展和龙日坝断裂带的构造属性．结果显示扬子

板块西边界呈不规则分布，而龙日坝断裂带的形成与扬子板块

的不规则分布有关．扬子西边界的北段已越过龙门山断裂带延

伸至龙日坝断裂带附近，南段则逐渐沿龙门山断裂带分布．龙

日坝断裂带代表了扬子板块结晶基底延伸的最西端．印度－欧

亚板块碰撞造成了青藏高原物质北东－东向运移．至松潘地块

东缘，由于受扬子板块结晶基底的阻挡，在龙日坝断裂带附近

产生了应力差而形成了龙日坝断裂带．本文的研究结果将有助

于我们更好的了解青藏高原东缘对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陆陆

碰撞所产生的构造响应，以及揭示青藏高原东缘地震灾害发生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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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２９（５） 郭晓玉，等：综合地球物理资料揭示青藏高原东缘龙日坝断裂带构造属性和大地构造意义　（ｗｗｗ．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ｃｎ）

０　引　言

龙日坝断裂带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松潘甘孜地块内

（图１）．这条断裂带距离松潘甘孜地块东边界的龙门山断裂

约２００ｋｍ，与龙门山断裂带基本平行．龙日坝断裂带包括两

条分支断裂：龙日曲断裂和若尔盖断裂（徐锡伟等，２００８）

（图１和２）．

前人所做的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观测发现了龙日坝断

裂带附近存在速度梯度带，龙日坝断裂带也曾分别被命名为

“马尔康速度梯度带”（吕江宁等，２００３）和“松潘变形带”

（Ｓｈｅ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５）．在龙日坝断裂带附近，青藏高原物质的

东向移动速度出现了明显的梯度变化，越过龙日坝断裂带向

东至龙门山四川盆地方向，东向移动速度骤降（Ｓｈｅｎ犲狋犪犾．，

２００５）．尽管如此，龙日坝断裂带的构造成因依然是个迷．速

度梯度带的存在往往显示了基底物质的变化，但是由于松潘

地块内广泛存在的巨厚沉积物盖层，松潘地块的基底属性目

前还为未可知．相对于龙门山断裂带的研究，前人对龙日坝

断裂带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现有的ＧＰＳ测量研究显示松潘

地块存在不均一的构造活动．龙日坝断裂带以西，青藏高原

侧向移动方向为北东向；而越过龙日坝断裂带以东，深层物

质移动方向则变为南东向，移动速率也骤降，并且龙日坝断

裂带西南边界存在一条垂直于龙日坝断裂带的左旋走滑断

裂（ＮａｌｂａｎｔａｎｄＭｃＣｌｏｓｋｅｙ，２０１１）（图１）．因此，为了全面的

了解松潘地块的运动学特征和龙日坝断裂带的构造属性，我

们将对松潘地块东缘的基底物质属性进行研究．在本文中，

我们将综合重力数据和深反射地震剖面数据来研究探讨青

藏高原东缘埋藏基底的物质分布．其研究结果将揭示龙日坝

断裂带的构造属性，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青藏高原东

北缘对新构造运动的构造响应．

１　地质构造背景

松潘甘孜地块位于青藏高原的北部（图１），其内沉积了

巨厚三叠世复理石沉积物（５１５ｋｍ）（Ｎｉｅ犲狋犪犾．，１９９４）．前人

的研究认为松潘地块在早中生代为一剩余洋盆（Ｙｉｎａｎｄ

Ｎｉｅ，１９９３；Ｎｉｅ犲狋犪犾．，１９９４）．此剩余洋盆东侧与扬子板块被

动大陆边缘相连（Ｈａｒｒｏｗ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０５）．印支期造

山过程中，由于松潘剩余洋盆北侧和南侧边界同时存在洋壳

俯冲过程，松潘剩余洋盆与其内的巨厚沉积物被强烈挤压

（Ｒｅｉｄ犲狋犪犾．，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Ｒｏｇｅｒ犲狋犪犾．，２０１１）．地壳增厚并

产生缩短（Ｌｅａｓｅ犲狋犪犾．，２０１２），继而发生洋壳岩石圈的拆沉

（Ｚｈａ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０７）．结果造成了在松潘地块东缘广泛分布

的类扬子板块下地壳熔融而形成的三叠世同构造期埃达克

岩（Ｚｈａ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０６；Ｒｏｇｅｒ犲狋犪犾．，２０１０）．除此之外，北

东南西向地壳缩短造成了松潘地块朝南东方向的扬子板块

西缘被动大陆边缘的构造推覆（Ｒｏｇｅｒ犲狋犪犾．，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作为扬子板块和松潘地块的汇聚边界，龙门山断裂带的构造

形成和演化与松潘地块和扬子板块之间的构造活动息息相

关（Ｂｕｒｃｈｆｉｅｌ犲狋犪犾．，１９９５）．同时，松潘地块的地壳增厚和缩

短过程在松潘地块内形成了一系列垂直于龙门山的直立褶

皱．而同期的直立褶皱轴向在松潘地块东北地区转为平行于

龙门山断裂带．

新构造活动时期（－５５Ｍａ），由于受印度板块和欧亚板

块碰撞的影响，青藏高原产生了深层物质的侧向移动（如

Ｒｏｙｄｅｎ犲狋犪犾．，１９９７；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犲狋犪犾．，２００１）（图１）．青藏

高原北部的松潘地块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的构造响应（图

１）．松潘地块大部分地区存在速率为１１．４ｍｍ／ａ的东向移

动（Ｘｕ犲狋犪犾．，２００８）．而至松潘地块东缘，其整体的移动方向

转为南东向．东部边界的龙门山断裂带相对于四川盆地的移

动速率骤降为３ｍｍ／ａ（Ｃｈｅ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０）．松潘地块西南缘

的鲜水河断裂带产生连续的左旋走滑，走滑速率大约为１２

±２ｍｍ／ｙ（Ｃｈｅ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０）．东昆仑山断裂带位于松潘地

块的北部边界，沿此断裂带向东，左旋走滑速率逐步降低．从

东昆仑山中段的１２．５±２．５ｍｍ／ｙ到东侧的小于６ｍｍ／ｙｒ

（Ｋｉｒｂｙ犲狋犪犾．，２０１０）．至若尔盖盆地西侧玛曲降为大约

２ｍｍ／ｙｒ．越过若尔盖盆地到碧口地块的西北边界，左旋走

滑速率基本降为小于１ｍｍ／ｙｒ（Ｋｉｒｂｙ犲狋犪犾．，２０１０）．

ＧＰＳ测量结果同时显示了在松潘地块东缘内部存在一

条速度梯度带（吕江宁等，２００３；Ｓｈｅ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５），即龙日

坝断裂带（徐锡伟等，２００８），该断裂带呈右旋走滑性质．龙

日坝断裂带包括了西侧的龙日曲断裂和东侧的若尔盖断裂

（图２）．这两条断裂相距约３０ｋｍ．西侧的龙日曲断裂长约

１００ｋｍ．断裂北东向延伸，倾角约４５°，倾向南西．龙日曲断裂

为右旋走滑逆冲断裂．东侧的若尔盖断裂为单纯右旋走滑断

裂（徐锡伟等，２００８）．运动矢量合成计算（徐锡伟等，２００８）显

示自晚第四纪以来，龙日曲断裂右旋走滑速率为３．７±０．３

ｍｍ／ａ，逆冲速率为０．７ｍｍ／ａ．若尔盖断裂的右旋走滑速率

为３．６±０．５ｍｍ／ａ．龙日坝断裂带的平均右旋走滑速率为

５．４±２．０ｍｍ／ａ．平均地壳缩短速率为０．５５ｍｍ／ａ（徐锡伟

等，２００８）．

徐锡伟等（２００８）认为龙日坝断裂带的产生是由于龙日

坝断裂带两侧存在不同的构造活动．然而，关于在同一地块

内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构造活动，目前并没有详细的解释．

由于松潘地块东缘及周边存在的巨厚沉积物盖层，在地表没

有观察到不同的构造地质体，所以其构造运动特征主要反映

了松潘地块内部基底物质的不均一性．松潘地块内部新发现

的这条右旋走滑逆冲断裂带可能正是基底物质不分不均造

成的．但目前还没有现存的构造模型来完全合理的揭示松潘

东缘基底的物质属性从而解释龙日坝断裂带存在的原因，这

也是本文将要研究的重点内容．

２　龙日坝断裂带北东南西向延伸研究

关于龙日坝断裂带两端是如何延伸的还存在争议．尽管

大部分研究都认为龙日坝南西端一直延伸到鲜水河断裂带，

北东段与东昆仑断裂带相接（如徐锡伟等，２００８；Ｓｈｅｎ犲狋

犪犾．，２００９）．但是由于龙日坝断裂带北东南西两端所处的复

杂、严峻的地形环境，目前还没有足够的野外证据来证明这

一点．而高分辨率数字高程图像（ＤＥＭ）则可以帮助我们克

服复杂野外地形的困难而进行地质结构构造的研究．高分辨

率ＤＥＭ可以提供大尺度野外地质地形的线性结构分析，从

而帮助我们解决断裂结构的延伸问题．

高分辨率（１５ｍ）ＤＥＭ数据来自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ｐｐｅｒ（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ｐｐｅｒ．ｃｏｍ）．ＤＥＭ图像清晰的显示了龙日坝主断裂

５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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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青藏高原东缘龙日坝断裂带及其邻近地区构造地形图（ａ）和研究区位置索引示意图（ｂ）．ＧＰＳ数据
来自Ｃｈｅ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０；Ｋｉｒｂｙ犲狋犪犾．，２００７；Ｇａ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７；Ｚｈｕ犲狋犪犾．，２０１０．虚线框代表了图２的

研究位置．研究区内两段粗白线分别代表了图６中深地震反射测线的ａ和ｂ位置．

Ｆｉｇ．１　（ａ）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ｒｉｂａ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ｉｎｄｅｘｍａｐ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ＧＰＳｄａｔａａｒｅｆｒｏｍＣｈｅ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０；Ｋｉｒｂｙ犲狋犪犾．，

２００７；Ｇａ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７；Ｚｈｕ犲狋犪犾．，２０１０；Ｄａｓｈｅｄｂｏｘ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ａｎ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ａｎｄｂｉｎＦｉｇ．６．

图２　龙日坝断裂带走滑断错地表地貌线性高分辨率（１５ｍ）数字地形图（ＤＥＭ）

Ｆｉｇ．２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５ｍ）ＤＥＭｉｍａｇｅ，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ｆｆｓｅｔ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ｂｙｔｈｅＬｏｎｇｒｉｂａ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

６００２



　２０１４，２９（５） 郭晓玉，等：综合地球物理资料揭示青藏高原东缘龙日坝断裂带构造属性和大地构造意义　（ｗｗｗ．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ｃｎ）

带的连续性（图２）．地理位置如图１所示．我们分别重点研

究龙日坝断裂带的西南端和北东端区域（图２）来研究其两

侧的延伸问题．在龙日坝断裂带西南端区域，除了明显受龙

日坝断裂带错断的地层，我们还观察到了一系列小规模褶皱

的存在．这一褶皱带垂直截断龙日曲断裂，并呈现出自西至

东向若尔盖断裂方向的延伸（图２）．至龙日坝断裂带以南，

我们没有观察到被若尔盖断裂所截断的地层．在大尺度范围

内反而观察到龙日坝断裂带的西南端存在大规模垂直于龙

日坝断裂带的直立构造褶皱．这一现象证明龙日坝断裂带到

这一区域即停止，而并没有向前人所研究的那样继续向鲜水

河方向延伸．龙日坝断裂带东北端（图２），结构比较复杂．因

为这一带还存在三叠世复理石沉积物褶皱，且褶皱轴向与龙

日坝断裂带基本平行．至若尔盖盆地内，褶皱痕迹和龙日坝

断裂带延伸同时消失，转而被一系列小规模褶皱所代替．但

是我们还没有办法判断龙日坝断裂带在此是否截止．因为还

有一种可能就是龙日坝断裂带被若尔盖盆地内巨厚沉积褶

皱所替代，在深部转为隐伏断裂．

３　板块构造边界识别

龙日坝断裂带的存在与基底埋深物质属性有很大的关

系．由于松潘地块内存在的巨厚沉积物，之前还没有办法直

接揭示基底物质属性．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将首先利用重力

数据的处理和解释来认识松潘地块或者扬子板块的构造边

界延伸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再对基底的物质属性进行讨论，

从而间接说明龙日坝形成原因．

３．１　重力数据

布格重力数据是从美国全球地球模型国际中心

（ＩＣＧＥＭ）下载．中间层密度和地形改正密度均为２６７０ｋｇ／

ｍ３．地形校正半径是１５０ｋｍ．我们利用 Ｇｅｏｓｏｆｔ／Ｏａｓｉｓ

Ｍｏｎｔａｊ软件对布格重力数据进行处理．

基本处理结果显示，研究区内以负布格异常为主，异常

值范围在－１０到－４００ｍＧａｌ之间（图３ａ）．负布格异常值表

明此区域内地形存在深部补偿．布格异常图显示异常梯度带

呈北东向展布，异常值东高西低（图３ａ），这与区内莫霍面深

度变化相一致．异常值梯度北东向展布与区内存在的龙日坝

断裂带和龙门山断裂带基本平行．我们在研究区西侧观察到

明显的重力梯度带．龙门山断裂带和龙日坝断裂带分别表现

为此梯度带的东、西边界，并且该梯度带向西南方向逐步变

窄，但在地表地貌却不存在相关的地质结构构造．所以，这种

梯度异常带有可能显示的是基底的变化．为了进一步揭示大

尺度的构造单元分布，我们对布格异常做了上延３０ｋｍ的处

理（图３ｂ），结果与图３ａ基本类似，而且龙日坝断裂带与龙门

山断裂带之间的异常梯度带更加明显．这种现象可能有三种

解释：在这个异常梯度带内（１）岩石圈厚度存在突然的变化；

或者（２）岩石圈物质密度存在突然变化；或者（３）二者兼有．

仅靠布格重力异常值的分布目前还没有办法区分这个

异常梯度带究竟具有何种地质解释，我们还需要借助其它一

些处理方法来了解这个区域内的地质结构和构造，例如水平

梯度（Ｔｏｔａｌ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这种重力异常处理方法在

增强断裂效果和边界特征研究中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ＭｉｌｌｅｒａｎｄＳｉｎｇｈ，１９９４；ＣｏｏｐｅｒａｎｄＣｏｗａｎ，２００８）．

３．２　重力异常值水平梯度处理（犜狅狋犪犾犎狅狉犻狕狅狀狋犪犾犌狉犪犱犻犲狀狋）

与重力主要梯度带相关的侧向边界可以由重力水平梯

度处理检测出来，因为水平梯度的最大值往往出现在地质边

界上（ＧｏｒｄｅｌｌａｎｄＧｒａｕｃｈ，１９８５；ＧｒａｕｃｈａｎｄＣｏｒｄｅｌｌ，１９８７；

ＣｏｏｐｅｒａｎｄＣｏｗａｎ，２００８）．而主断裂所代表的边界在水平梯

度处理结果中更容易被突出显示出来．水平梯度处理被定

义为

ＴＨＧ＝ （犳／狓）２＋（犳／狔）槡 ２ ， （１）

犳代表的是重力势能，犳／狓，犳／狔测量的是重力势能在狓

和狔方向上的变化．总水平梯度处理结果由图４ａ和４ｂ所显

示，其中图４ｂ是重力布格异常值上延３０ｋｍ之后再进行的

水平梯度计算处理，目的是更加突出大尺度结构构造边界．

图４ａ和４ｂ同时在龙门山以西区域呈现北东南西向展

布的高梯度值．此高异常梯度异常值在北东侧分成两支，一

支与龙日坝断裂带相一致，另一支与龙门山断裂带相吻合．

而在南西侧，这两高梯度异常值分支合并为一支，主要沿龙

门山断裂带相展布（图４ａ和４ｂ）．并且此高梯度异常值区分

了丹巴岛弧所显现的重力异常水平梯度值．这种现象与图

３ａ和３ｂ处理结果相一致．而水平剃度高异常值的性质又决

定了龙门山断裂带和其以西至龙日坝地区基底断层发育，更

加说明了此处存在基底属性的突变 ．

综上所述，青藏高原东缘北东段，其岩石圈结构在一定

深度内存在明显的异常带，而此现象在松潘地块东缘的南西

段完全沿龙门山断裂带伸展．所以，青藏高原东缘的北东段

或者存在地块基底物质密度的突变，或者基底埋藏深度的突

变，或者二者皆有．而很可能正是此深埋藏异常带的存在造

成了龙日坝断裂带的形成．所以，为了更好的揭示此异常带

的物质属性，我们将利用深反射地震剖面来对青藏高原东北

缘进行岩石圈精细结构构造研究．

３．３　深地震反射数据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针对青藏高原和其邻近区域已经

展开了大量的深地震测深研究，以用来揭示其地壳结构和莫

霍面深度的变化（例如：陈学波等，１９８８；王椿镛等，２００３ａ，

２００３ｂ；王有学等，２００５；Ｇａｏ犲狋犪犾．，２００５；刘启元等，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张先康等，２００８；高锐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Ｚｈａｎｇ犲狋犪犾．，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Ｗａ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０ｂ）．深地震测深研究

结果显示青藏高原东侧地壳厚度变化明显．自东至西，地壳

厚度从四川盆地的４２ｋｍ骤增至青藏高原东缘的５５ｋｍ．南

北方向上，青藏高原东缘地壳厚度也存在北薄南厚的趋势，

至北纬３０°，青藏高原东缘地壳厚度增至５９．８～６３ｋｍ

（Ｗａ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１０ａ）．甚至沿龙门山断裂带，其地壳厚度也

有明显变化，从北东段的４３．２ｋｍ增厚至南西段的４８．３ｋｍ．

Ｚｈａ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０９）还通过过龙门山中段北西南东向深地震

测深研究发现，龙门山断裂带及其以西至龙日坝断裂带地区

存在“大肚”现象．此处地壳厚度明显大于四川盆地地壳厚度

和龙日坝断裂带以西地区地壳厚度．前人所做的研究为本次

深地震反射时间剖面的深度计算提供了数据基础．

２００８年开始的中国深部探测项目（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目的

在于研究中国大陆深部地壳结构（Ｄｏ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１１）．２０１１

年秋，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穿过龙门山断裂带北东段沿北西南东

向开展的深反射地震探测结构将有助于此区域岩石圈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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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青藏高原东缘及其邻区布格重力异常图（ａ）和上延３０ｋｍ布格重力异常图（ｂ）．

等值线间隔１０ｍＧａｌ．图中虚线表明研究区内的断裂分布．

Ｆｉｇ．３　（ａ）Ｂｏｕｇｕｅｒａｎｏｍａｌｙ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ｂ）ｕｐｗａｒ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Ｂｏｕｇｕｅｒａｎｏｍａｌｙｔｏ３０ｋｍ；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ｉｓ１０ｍＧａｌ；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

图４　青藏高原东缘布格重力异常水平梯度异常分布图（Ｔｏｔａｌ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ａ）和

布格重力异常上延３０ｋｍ的水平梯度异常分布图（ｂ）．图中黑线代表研究区内的断裂分布．

Ｆｉｇ．４　（ａ）Ｔｏｔａｌ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ｍａｐ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ｂ）Ｔｏｔａｌ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ｍａｐａｆｔｅｒ３０ｋｍｕｐｗａｒ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

细结构研究，其结果也将为揭示此区域存在的布格重力异常

带的构造属性提供有利的数据支持．来自于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质所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参加了此区

域的深反射测深工作，并采集了４００ｋｍ长的地震折射剖面

和３１０ｋｍ长的地震反射剖面．用于地震反射信号激发所使

用的炸药量分别为２４ｋｇ，９６ｋｇ，２００ｋｇ和５００ｋｇ．数据采集

共分布有６２７０个地震检波器，各检波器间隔５０ｍ．这些为

获得高分辨率地震反射数据提供了保障．

地震深反射剖面结果显示测线范围内岩石圈尺度地质

结构构造复杂，且存在巨厚的沉积层盖层，这与前人的研究

结果一致（ＺｈｏｕａｎｄＧｒａｈａｍ，１９９６；Ｎｉｅ犲狋犪犾．，１９９４）（图

５ａ）．由于完整的地震反射全剖面已提交（Ｇｕｏ犲狋犪犾．，２０１３），

针对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选取了２段典型的剖面片段来探

讨龙日坝断裂带的构造属性：一段过龙日坝断裂带（图５ａ），

另一段过龙门山断裂带（图５ｂ）．地理位置如图１所示．根据

反射剖面地质结构特征，我们将龙日坝以东区域统称为龙门

山地块．过龙日坝断裂带地震剖面包括了若尔盖盆地、龙日

坝断裂带和龙门山地块以西部分区域（图５ａ）．龙门山断裂

带地震剖面片段涵盖了龙门山地块以东区域、龙门山断裂带

和四川盆地西侧（图５ｂ）．

８００２



　２０１４，２９（５） 郭晓玉，等：综合地球物理资料揭示青藏高原东缘龙日坝断裂带构造属性和大地构造意义　（ｗｗｗ．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ｃｎ）

图５　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过龙门山断裂带北东段的深地震反射部分剖面（ａ）和（ｂ）（测线位置如图１所示）
Ｆｉｇ．５　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ｅｅＦｉｇ．１ｆｏｒ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图６　扬子板块西边界的不规则分布与研究区内各构造地
质单元分布规律一致；其中蓝色虚线代表了扬子板块的西
边界分布趋势；红色格子填充物代表了埃达克岩；３０％灰
度填充物代表了中生代花岗岩；２０％灰度填充物代表了三

叠纪复理石背斜；红色箭头代表了走滑断裂带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ｂｌｏｃｋ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ｂｌｏｃｋ；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ｆｉｌｌｅｄａｒｅ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ａｄａｋｉｔｅｔｙｐ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３０％ｂｌａｃｋｆｉｌｌ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２０％ｂｌａｃｋｆｉｌｌ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ｆｌｙｓｃｈ
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ｓ；ｒｅｄａｒｒｏｗ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ｓ

图５ａ显示龙门山地块西北侧龙日坝断裂带以东区域同

时存在倾向北西和南东的地震反射特征，表明了此处构造活

动复杂，可能由反冲断层和冲起断层共同作用所致．此区段

内，沉积物盖层厚度在若尔盖盆地内可致１６ｓ（双程旅行时，

下同），并且层内无明显地壳基底顶端反射界面．龙日坝断裂

带以西，莫霍面反射层出现在１７ｓ深度内，震相反射特征较

明显，倾向南东．龙日曲断裂以东，地震剖面在约９ｓ处开始

出现明显的基底顶端强反射，并可向东南侧连续追踪．基底

强反射至若尔盖断裂以东跳跃至４ｓ深度处．莫霍面的截断

方向也出现变化．龙日曲断裂以西，莫霍面被北西向错断；而

龙日曲断裂以东区域，莫霍面则分别被南东向错断．综合基

底和莫霍面的反射特征，我们认为龙日坝断裂带东西两侧存

在密度差异巨大的物质分布．图５ｂ为此连续地震剖面的东

南段．在此区段内，基底顶端依然存在强地震反射特征，埋深

大概在４ｓ深度范围内．至龙门山断裂带内，基底埋深提高

到大约２ｓ深度内．但越过龙门山断裂带至东侧的四川盆地

内，基底埋深增加至６ｓ左右．图５ｂ所示的地质界面地震反

射特征与地质结构相一致．另外，地震震相显示北川断裂带

倾向北西，断裂倾角至底部呈现为一强水平反射特征．该水

平反射层东连彭灌断裂，向西则逐渐与汶川茂文断裂相接．

汶川茂文断裂在地震反射特征中表现为一正花状构造．此

花状构造主结构在基底底部强烈错断莫霍面，使莫霍面在汶

川茂文断裂带之下出现最大的错断断距．壳幔边界（莫霍

面）在龙门山断裂带之下埋深至１８ｓ左右，但是在四川盆地

内提升至１６ｓ左右．莫霍面错断方向在四川盆地内表现为

双向结构，表明邻近龙门山断裂带处，地质构造活动强烈．而

莫霍面以上的四川盆地内，壳内地震震相反射特征不明显．

９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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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四川盆地西边界存在挤压构造，但此挤压构造仅小范围

的错断了西边界的莫霍面，地壳范围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错

断现象．另外，在整个研究区内，龙日曲断裂以西，地形较平

坦．龙日曲断裂至龙门山断裂带，地形起伏变化较大（图５ａ

和５ｂ）．

综上所述，可连续追踪的基底顶端强反射特征和错断倾

向一致的壳幔边界表明了四川盆地基底，也就是扬子板块结

晶基底，已连续延伸至龙日坝段裂带附近．由于各个地质块

体（四川盆地、龙门山块体和若尔盖盆地）的沉积物盖层和基

底物质的不同分布可计算出：四川盆地的壳幔边界可能在

４２ｋｍ深度内（Ｐ波速度按６ｋｍ／ｓ计算）．至龙门山块体，壳

幔边界可达５４ｋｍ．至若尔盖盆地，壳幔边界则减为５１ｋｍ．

龙门山块体的“大肚”现象与Ｚｈａ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０９）研究结果

一致．而此“大肚”现象也证明了龙门山块体，即扬子板块西

缘，存在地壳加厚．说明扬子板块西缘被动大陆边缘构造挤

压活动明显．深反射地震剖面研究的结果与重力资料的处理

解释结果十分吻合．

４　结论和讨论

重力势能数据覆盖面广，可以提供水平切面上大尺度的

地壳结构构造特征．深地震反射剖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地壳

垂向尺度精细结构．二者联合则可以准确的帮助我们从局部

到整体的划分地壳地质结构构造单元．

在本次研究中，综合重力势能数据和深地震反射数据，

我们了解到扬子板块西边界存在空间上的不连续分布（图

６）．扬子板块西边界的北东段已延伸至龙日坝断裂带附近，

而西南段则逐渐与龙门山断裂带的延伸相一致．另外，在龙

门山断裂带以西，由于扬子板块结晶基底西缘被动大陆边缘

的性质，此处被印支期挤压构造活动所强烈错断．而至扬子

板块腹地区域（四川盆地及其以东区域），由于其刚性块体的

性质，地壳相对稳定．此次研究还表明龙日坝断裂带代表了

扬子板块结晶基底延伸的最西端．龙门山断裂带则实际为一

陆内挤压逆冲推覆构造带，而不是前人研究所认为的造山带

或大陆板块边界．

本文的研究结果与松潘甘孜地块内三叠世直立褶皱构

造和源自于扬子板块下地壳熔融而形成的埃达克岩的分布

相一致（图６）．三叠世沉积物的褶皱结构在松潘地块南侧可

直达龙门山断裂带，并与龙门山断裂带垂直．但在松潘地块

北侧则转为沿龙日坝断裂带分布，且与龙门山断裂带相平行

（图６）．埃达克岩广泛分布在龙日坝断裂带和龙门山断裂带

之间（图６）．这些现象皆与扬子板块结晶基底西侧空间分布

的不连续性有关．印支期强烈的构造挤压活动，使龙门山断

裂带以西区域扬子板块被动大陆边缘基底被强烈挤压和错

断．被动大陆边缘的正断层被挤压为逆冲断层，结晶基底物

质依次叠覆于相对稳定的四川盆地西侧．而四川盆地西侧边

缘则形成龙门山断裂带．研究区扬子板块西缘延伸范围以外

区域的三叠世复理石沉积物则被挤压褶皱隆起，并沿扬子板

块西缘边界分布．同时，由于地壳挤压增厚，松潘甘孜古洋盆

产生岩石圈拆沉，地幔软流圈物质随之上涌并平铺于扬子板

块西缘之下而造成扬子板块结晶基底下地壳基性物质熔融，

从而形成埃达克岩．

新构造活动时期，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陆陆碰撞造成

青藏高原深部物质发生北东向的侧向移动．当深部物质移动

进入松潘地块，由于受扬子板块西缘错断基底的影响，青藏

高原深部物质持续的北东向侧向移动受到阻挡．而前人已研

究表明大规模的陆内活动走滑断裂带附近往往存在一相对

刚性的块体（ＭｏｌｎａｒａｎｄＤａｙｅｍ，２０１０），所以鲜水河断裂带

的大规模持续左旋走滑和昆仑断裂带向东走滑速率的逐步

降低都与扬子板块西缘埋藏基底不规则的空间分布有关．扬

子板块西缘的不规则空间分布也解释了沿龙门山断裂带不

统一的断裂构造活动：南西端以逆冲为主；汶川附近以右旋

走滑逆冲为主，而龙门山断裂带北东段则主要表现为右旋走

滑（Ｔｏ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１０）．在青藏高原东缘，由于此结晶基底的

存在，部分深物质东向移动应力被扬子板块错断基底阻挡并

吸收，造成青藏高原深部物质的持续移动方向发生改变和移

动速率骤降．扬子板块的构造阻挡在扬子板块最西缘产生构

造活动速度梯度带．而此速度差最终形成了右旋逆冲性质的

的龙日坝断裂带．

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青藏高原东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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