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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及邻区地壳速度结构：来自利辛
宜兴宽角地震资料的约束



徐涛１　张忠杰１　田小波１　刘宝峰２　白志明１　吕庆田３　滕吉文１

ＸＵＴａｏ１，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Ｊｉｅ１，ＴＩＡＮＸｉａｏＢｏ１，ＬＩＵＢａｏＦｅｎｇ２，ＢＡＩＺｈｉＭｉｎｇ１，ＬＱｉｎｇＴｉａｎ３ａｎｄＴＥＮＧＪｉＷｅｎ１

１．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３．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和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１．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２．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３．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Ｌ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７，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１０１１收稿，２０１４０１０７改回

ＸｕＴ，ＺｈａｎｇＺＪ，ＴｉａｎＸＢ，ＬｉｕＢＦ，ＢａｉＺＭ，ＬüＱＴａｎｄＴｅｎｇＪＷ２０１４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ａｎｄｉｔ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ａｃｔｉｖ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ｉｘｉｎｔｏ
Ｙｉｘｉ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３０（４）：９１８－９３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ＹＭＢ），
ｔｈｅ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４５０ｋｍｌｏｎｇａｃｔｉｖ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ｇ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ｆｒｏｍＬｉｘｉｎｇｔｏＹｉｘｉｎｇＷｅｈｅｒｅｉ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ｉｓｗｉｄｅａｎｇ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ｓｅｔ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１）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ｉｓ３～５ｋｍ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ｂｌｏｃｋ，ａｎｄ４～７ｋｍｉｎｔｈｅＨｅｆｅｉｂａｓｉｎ（２）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ｈｏｄｅｐｔｈｉｓ３０～３２ｋｍ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ｈｅＭｏｈｏｄｅｐｔｈｉｓｕｐｔｏ３５ｋｍ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Ｔａｎｌｕ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ｓｈａｌｌｏｗｓｕｐｔｏ３０～
３１ｋｍ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Ｎｉｎｇｗｕｏ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３）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ｉｓ６５～６６ｋｍ／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ｏ６４
～６５ｋｍ／ｓ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Ｎｉｎｇｗｕｏ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ｕｐｐｅｒｍｏｓｔｍａｎｔｌｅｉｓ８０～８２ｋｍ／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ｏ
７９～８１ｋｍ／ｓ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Ｎｉｎｇｗｕｏ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４）Ａｎｏｖｅｒ２０ｋｍｌｏｎｇ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ｅｌｔｉｓｓｅｅ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ｔｈｅＭｏｈｏｎｅａｒｂｙ
ＴｈｅＭｏｈｏｕｐｌｉｆｔ，ｔｈｅ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ｏｓｔｍａｎｔｌｅ，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ｃａｎｂ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ｔｈｅｒｅｌｉｃｓｏｆｐａｓｔ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ｔｈｉ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
ｂ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ｎｔｌｅ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Ｃｒｕｓ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ｄｅａｎｇ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ＬｉｘｉｎＹｉｘｉｎｇ

摘　要　　为了理解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中生代成矿的深部动力学过程，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３０２项目于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１０月，在跨宁芜
矿集区和郯庐断裂带实施了从安徽利辛至江苏宜兴４５０ｋｍ长的宽角反射／折射地震剖面。速度剖面结果显示，Ｍｏｈｏ面深度
和地壳速度结构在郯庐断裂两侧东西方向存在明显的差异：（１）在东部扬子块体内部，地壳覆盖层厚３～５ｋｍ，西部的合肥盆
地下方，则达到４～７ｋｍ。（２）剖面平均Ｍｏｈｏ面深度为３０～３２ｋｍ左右，在郯庐断裂下方，Ｍｏｈｏ面深度在３５ｋｍ左右；在宁芜矿
集区下方，Ｍｏｈｏ面整体深度偏浅，达３０～３１ｋｍ左右，但局部范围内，Ｍｏｈｏ面深度至３４ｋｍ左右。（３）剖面的下地壳平均速度
在６５～６６ｋｍ／ｓ左右，在宁芜矿集区下方，下地壳速度偏低，为６４～６５ｋｍ／ｓ左右。剖面上地幔顶部的速度结构平均在８０
～８２ｋｍ／ｓ。在宁芜矿集区下方，速度偏低，为７９～８１ｋｍ／ｓ左右。（４）郯庐断裂带的下方，从地表开始，还存在２０多千米长
的低速异常带，一直延伸到Ｍｏｈｏ面附近。剖面的宁芜矿集区下方 Ｍｏｈｏ面上隆、下地壳及上地幔的低速异常等壳幔结构特
征，预示下地壳不以榴辉岩残体为主，支持燕山期地幔岩浆的上涌和侵入并成矿，是热上涌物质的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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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印支早燕山期，华北和扬子两大块体碰撞对接，标志
着新的中国大陆的形成，大别苏鲁地区的变质杂岩是这一
碰撞的重要标志。大量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数据表明这一超

高压变质带形成于２３８～２１８Ｍａ（Ａｍ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３；李曙光
等，１９９７）。伴随燕山期强烈的构造岩浆成矿活动，在扬子
块体的北缘，华北和扬子块体的边界，形成长江中下游成矿

带（董树文等，２００７；宁芜研究项目编写小组，１９７８）。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包括宁镇、宁芜、铜陵、庐枞、安庆

贵池、九瑞、鄂东南７个矿集区以及超过２００种多金属矿种
（常印佛等，１９９１；Ｍ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ＰａｎａｎｄＤｏｎｇ，１９９９），
对中国东部经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矿主要源自

１４０～１２５Ｍａ的早白垩纪的矽卡岩、斑岩等类型火成岩（Ｃｈｅ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Ｍ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在如此狭
窄的区域内发生如此大规模的金属聚集，深部的岩浆活动机

制及动力学过程是什么，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目前有关多种

矿石起源及白垩纪岩浆岩的形成的模型已经被提出，主要包

括：（１）增厚的下地壳熔融（张旗等，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拆沉
的下地壳熔融（侯增谦等，２００７；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３）底侵的玄武岩下地壳熔融（王强等，２００１）；（４）太平洋
板块洋中脊的俯冲（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因此，获取深部壳幔
结构有关的地球物理信息，有助于理解上述构造运动及岩浆

活动过程。

尽管该地区已经有大量矿产勘查的地球物理调查（常印

佛等，１９９１），地球物理研究结果表明成矿带下方及相邻区
域Ｍｏｈｏ面的深度在２８～３２ｋｍ左右（滕吉文等，１９８５；陈沪
生，１９８８；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吕庆田等，２００４；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Ｂａｉ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０６；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下地壳
显示为低速（陈沪生，１９８８）和层状强反射（吕庆田等，
２００４），被普遍认为是上地幔物质对下地壳的侵入（吕庆田
等，２００４）。由于资料使用的有限，深部壳幔大尺度的中生
代成矿过程，仍然有待理解。

为了更好的理解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岩浆活动过程的深

部构造背景及动力学机制，国土资源部“深部探测技术与实

验研究专项”（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吕庆田等，２０１４）在该地区
实施了一条横穿宁芜矿集区的多学科深部探测剖面。剖面

东南起自扬子克拉通北缘的江苏宜兴，向北西方向穿过宁芜

矿集区和郯庐断裂带，终止于华北块体的安徽利辛。主要探

测手段包括宽角地震反射／折射，近垂直反射地震剖面（Ｌü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梁锋等，２０１４），宽频带天然地震剖面（史大年等，
２０１２；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江国明等，２０１４）和
大地电磁剖面（强建科等，２０１４；张昆等，２０１４；肖晓等，２０１４；

严加永等，２０１４），并结合了区域岩石地球化学、成矿学和年
代学等方面的分析测试研究。本文利用宽角地震数据，来揭

示该地区壳幔精细速度结构，并探讨成矿带深部动力学过程

与壳幔结构关系。

图１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人工源深地震探测观测系统
★为炮点，▲为接收器；▲为宽频带地震台站；青色粗线条为大

地电磁剖面；ＴＬＦ郯庐断裂；ＳＤＦ寿县定远断裂；ＣＨＦ滁河断

裂；ＭＳＦ茅山东侧断裂；ＪＮＦ江南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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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ｕｈｅＦａｕｌｔ；ＭＳＦＥａｓｔＭａｏ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ＪＮＦ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Ｆａｕｌｔ

２　构造背景

长江中下游地区位于大别苏鲁超高压变质带的前陆，
北部以北西向的襄樊广济断裂和北东向的郯庐断裂带为
界，南部以江南断裂与江南古陆为邻，总体上呈北西狭窄、北

东宽阔的“Ｖ”字型地带。晋宁澄江运动使多个基底联合，
之后发育了震旦纪之后的统一盖层，构成“一盖多底”的格

局（常印佛等，１９９６）。震旦系志留系为陆表海碳酸盐岩碎
屑岩相沉积，加里东运动晚期隆起成陆，缺失下中泥盆统。
海西期开始沉积了上泥盆统下三叠统的碎屑岩、碳酸盐岩
和海陆交互含煤系建造，其间剧烈的升降运动形成了多个

平行不整合面，造成下石炭统部分地层缺失，而在上石炭统

底部形成块状硫化物层，在二叠系形成孤峰和大隆组深水

硅质岩。中三叠世受印支运动影响，主要为局限海含膏盐

碳酸盐岩沉积，之后开始大规模褶皱隆升，至中侏罗世发育

陆相盆地沉积。上侏罗统下白垩统为燕山期大规模构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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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利辛宜兴”剖面Ｓｐ０１炮
（ａ）地震震相和走时拟合；（ｂ）射线追踪结果；（ｃ）理论地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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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活动形成的一套钙碱性碱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建造，指
示本区进入陆内伸展构造环境。伴随燕山期强烈的构造岩
浆成矿活动，形成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现今的主体面貌，其成
矿作用呈现“层控”和“多位一体”的规律（吕庆田等，２００７）。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被广泛认为是形成于陆内环境（董树

文等，２０１１；毛景文和王志良，２０００）和大陆演化的非造山
阶段（侯增谦等，２００７），是在被动的大陆边缘基础上发展形
成的（ＹｉｎａｎｄＮｉｅ，１９９３）。成矿带内的矿床与具有不同含量
富集地幔物质的的埃达克型岩有关，该类型岩石有高含量

Ｋ２Ｏ、中低到负的εＮｄ含量及高氧逸度状态特征（侯增谦等，
２００７；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６；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２）。上述特征
与其它世界级的成矿带明显不同：比如安第斯山成矿带，形

成于典型的活动大陆边缘，与海洋板片的俯冲有关（Ｈｉｌｄｒｅｔｈ

ａｎｄＭｏｏｒｂａｔｈ，１９８８）；又如青藏高原的冈底斯成矿带，形成于

过去的活动大陆边缘且与大陆之间碰撞有关（ＨｏｕａｎｄＣｏｏｋ，

２００９；Ｎáｂěｌｅ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因此，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是研究

陆内成矿理论的理想场所。

３　“宜兴利辛”剖面宽角地震数据

３１　地震数据采集

如图１所示，“宜兴利辛”深地震宽角反射／折射探测剖

面，穿过了茅山、小丹阳南棱、滁河、郯庐等断裂构造带。探

测剖面横跨江苏、安徽两省，穿过的主要地区有宜兴、溧水、

溧阳、全椒、定远、淮南、利辛等地。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０月，沿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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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利辛宜兴”剖面Ｓｐ０２炮
（ａ）地震震相和走时拟合；（ｂ）射线追踪结果；（ｃ）理论地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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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剖面设计６个人工源爆破激发点（总数达 １３２吨 ＴＮＴ），
采取井下组合爆破激发地震波场的方式，炮点间距 ６０～
９０ｋｍ；沿剖面布设４５０台（纵测线 ２５０台，非纵测线 ２００台）
人工地震测深专用便携式三分量数字地震仪同时记录观测，

接收器间距１５～２０ｋｍ，剖面总长４５０ｋｍ左右，记录来自
地壳上地幔顶部不同深度范围、不同属性的深层地震波

信息。

３２　震相分析与数据处理

震相识别包括浅层地壳结晶基底的反射和折射震相Ｐｇ，
表现为初至波；来自一级间断 Ｍｏｈｏ面的 Ｐｍ反射强震相；上
地幔顶部弱速度梯度层的折射波，即 Ｐｎ震相，视速度为８０
～８１ｋｍ／ｓ；地壳内部二级速度间断面的反射波，能量较弱，

不同区域分为不同的几组，统称为 Ｐｃ震相，本地区细分成

Ｐ１、Ｐ２和Ｐ３壳内反射震相。经过模型的多次修正，并利用

射线追踪正演计算进行多震相的走时拟合（Ｃｅｒｖｅｎｙｅｔａｌ，

１９８８；Ｃｅｒｖｅｎｙ，２００１；徐涛等，２００４；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李飞等，２０１３；Ｖｉｄａｌｅ，１９８８；Ｚｅｌｔａｎｄ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２），获

得最终的壳幔结构模型。震相拟合过程中，震相曲线的截距

主要反映反射界面的深度；震相曲线斜率主要反映界面上部

地层的平均速度，如Ｐｍ震相，远偏移距的视速度即近似为反

射点所在下地壳的速度。宽频带地震结果显示长江中下游

成矿带下地壳存在 ５％左右的速度各向异性（Ｓｈ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对于高频近似的射线走时拟合影响不大。６炮最终

的震相拟合、射线追踪及理论地震图见图２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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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利辛宜兴”剖面Ｓｐ０３炮
（ａ）地震震相和走时拟合；（ｂ）射线追踪结果；（ｃ）理论地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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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走时拟合和射线覆盖

“利辛宜兴”剖面６炮的走时拟合结果（图８）和射线覆

盖图（图９）显示该区域剖面的射线覆盖密度足够，走时拟合

非常理想，走时拟合得到的二维速度结构是可靠的。

４　“宜兴利辛”剖面速度结构

４１　剖面二维速度结构

通过６炮走时数据拟合，最终获得４５０ｋｍ长二维地壳速

度结构（图１０）。可以看出，整条剖面的 Ｍｏｈｏ面深度和地壳

的速度结构在郯庐断裂两侧东西方向存在明显的差异。在

东部扬子块体内部，地壳覆盖层厚度３～５ｋｍ，西部的合肥盆
地下方，则达到 ４～７ｋｍ。剖面平均 Ｍｏｈｏ面深度为 ３０～
３２ｋｍ左右（本文 Ｍｏｈｏ面深度均指相对大地水准面深度）。
在郯庐断裂下方，Ｍｏｈｏ面深度在３５ｋｍ左右；在宁芜矿集区
下方，Ｍｏｈｏ面整体深度偏浅，达３０～３１ｋｍ左右，但局部范围
内，Ｍｏｈｏ面深度至３４ｋｍ左右。

地壳结构可以近似分为上（地表至Ｐ１，图１０）、中（Ｐ１至
Ｐ３）、下（Ｐ３至Ｍｏｈｏ）地壳。剖面的下地壳平均速度在６５～
６６ｋｍ／ｓ左右，在宁芜矿集区下方，下地壳速度偏低，为６４
～６５ｋｍ／ｓ左右。剖面上地幔顶部的速度结构平均在８０～
８２ｋｍ／ｓ。但在宁芜矿集区下方，速度偏低，为 ７９～８１
ｋｍ／ｓ左右。郯庐断裂带的下方，从地表开始，还存在２０多千
米长的低速异常带，一直延伸到Ｍｏｈｏ面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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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利辛宜兴”剖面Ｓｐ０４炮
（ａ）地震震相和走时拟合；（ｂ）射线追踪结果；（ｃ）理论地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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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的上方为该剖面的卫星布格重力异常结果，和
Ｍｏｈｏ面深度有很好的相关性，如在郯庐断裂的西侧的合肥
盆地表现出较明显的低重力异常，和该地段 Ｍｏｈｏ面较深有
很好的对应；结果表明了在该区域，Ｍｏｈｏ形态，即壳幔间断
面形态是布格重力异常的主要因素（张永谦等，２０１４）。

４２　结果比较

平行于宽角地震剖面，“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

（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３０２）还同时进行了宽频带流动地震台站观测、
近垂直反射地震探测及大地电磁探测等综合地球物理探测。

远震体波成像结果显示成矿带下方１５０ｋｍ深度的上地幔中
存在着明显的低速异常（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江国明等，
２０１４），认为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曾发生软流圈物质上涌和

地壳减薄所残留的痕迹（史大年等，２０１２）。宽角剖面速度结
果同样显示宁芜矿集区下方下地壳，尤其是上地幔顶部，存

在明显的低速异常（图１０）。尽管两种方法的分辨尺度不
同，但均显示了类似的低速异常区。体波接收函数结果显示

郯庐断裂下方Ｍｏｈｏ面深度为３６ｋｍ，宁芜矿集区 Ｍｏｈｏ面上
隆至 ２８～３０ｋｍ，成矿过程类似 ＭＡＳＨ过程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ｒａｇｅ，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史大年等，２０１２；Ｓｈ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地震深反射结果同样显示宁芜矿集区下方
Ｍｏｈｏ面整体上隆，但局部存在西倾的反射结构（Ｌü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宽角剖面结果同样显示在郯庐断裂下方，Ｍｏｈｏ深度
在３５ｋｍ左右，在宁芜矿集区，Ｍｏｈｏ面整体上隆，但在局部区
域却存在下沉。

大地电磁剖面较短，如在郯庐断裂西侧的合肥盆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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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利辛宜兴”剖面Ｓｐ０５炮
（ａ）地震震相和走时拟合；（ｂ）射线追踪结果；（ｃ）理论地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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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大片的低电阻率异常，该异常不仅和重力异常有很好的

对应，一方面说明该区段在地壳范围内确实存在低密度、高

电导率的物质；另一方面也说明此区段上地幔埋深较大，和

地震剖面的结果非常吻合。宁芜矿集区下方上中地壳速

度偏高，和大地电磁显示高阻异常结果一致（强建科等，

２０１４）。

５　长江中下游成矿动力学过程与壳幔结构

华北板块和扬子板块在印支早燕山期（２３８～２１８Ｍａ）碰
撞对接，在燕山期（１４０～１２５Ｍａ）岩浆活动形成长江中下游
成矿带，深部壳幔运动及成矿的动力学过程如何，值得关注。

根据超高压变质岩在苏北胶南和胶东地区的分布，华

北与扬子块体的地表地幔缝合线应位于五莲断裂一线。然

而Ｌｉ（１９９４）根据南京以东的东西走向航磁负异常，提出华北
与扬子陆块的深部岩石圈地缝合线应位于南京以东一线，并

提出俯冲陆壳上、下地壳发生分离的构造模型来解释。

Ｃｈｕｎｇ（１９９９）通过对苏北新生代玄武岩的地球化学研究，以
及与华北和扬子陆块内部新生代玄武岩的对比也指出，苏北

六合一带的玄武岩的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岩石圈地幔是华北

型的，而非扬子型的。观测结果有力的支持了郯庐断裂以东

深部地幔缝合线应位于长江一线。应当指出郯庐断裂以东

的深部地幔缝合线不都是东西走向的。如果南京以东东西

走向的航磁负异常可指示深部地幔缝合线的位置，则在南京

以西，该航磁负异常带拐向南西方向延伸，并在桐城附近与

郯庐断裂带相接见。这说明郯庐断裂带以东深部地幔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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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利辛宜兴”剖面Ｓｐ０６炮
（ａ）地震震相和走时拟合；（ｂ）射线追踪结果；（ｃ）理论地震图

Ｆｉｇ．７　ＳｈｏｔＳｐ０６ｏｆｔｈｅ“ＬｉｘｉｎＹｉｘｉ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ｐｉｃｋ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ｈａｓｅｓ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ｂ）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

线受郯庐断裂的左行走滑的影响向北发生了位移，并在桐

城—南京段被拖曳呈北东向走向。据此，这一位移距离约为

１２０～１５０ｋｍ（李曙光，２００１），与 Ｌｉ（１９９４）和 Ｃｈｕｎｇ（１９９９）的
估计一致。

长江中下游成矿大地构造背景和过程经历了由板缘到

板内的环境，成矿作用发生在挤压向伸展的转换过程；其

次，成岩成矿受基底构造和深部作用控制、与特有的基底有

关（董树文等，２０１１）。从全球大型成矿带的构造背景而言，
成矿带多形成于板块的边缘，这是因为板块边缘的活动型

决定了板缘成为能量交换、物质交换、流体活动的界面，非

常有利成矿。长江中下游这种曾经“板缘”的背景作为岩石

圈结构的不连续带，对后期在板内环境的活化和成矿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长江中下游原有的三叠纪前陆构造在晚侏罗纪构造作

用下，发生强烈改造，主要受控于太平洋板块斜向俯冲产生

的构造环境，主应力场由南北向转为近东西向（任纪舜，

１９９１；陶奎元等，１９９８；戚建中等，２０００），岩石圈大增厚到大
减薄（邓晋福等，１９９９；董树文等，２０００）；与此同时，华北克拉
通被破坏，东部岩石圈减薄（朱日祥等，２０１１；Ｃ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郯庐断裂发生大规模的左行走滑变形，造成了郯庐
断裂东西两侧变形的差异，这同时也导致了郯庐断裂两侧速

度结构存在显著差异。晚侏罗纪的汇聚构造造成了中国东

部整体抬升、侵蚀，缺失了晚侏罗统沉积，晚侏罗纪开始的

挤压造山延续到早白垩纪早期，大致从１４０Ｍａ后转为大规模
的伸展，中生代以来太平洋板块向东亚大陆的持续俯冲所

引发的非稳态地幔流动，造成了晚侏罗纪加厚的岩石圈的跨

塌，软流圈上涌，大规模的岩浆侵入和火山喷发，并沿着华

北和扬子块体的深部缝合带位置（李曙光，２００１），直到地表，
同时伴有巨量金属的堆积和成矿（毛景文等，２００５）。

宁镇（南京镇江）地区的中生代安基山中酸性侵入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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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利辛宜兴”剖面６炮震相的走时拟合结果
蓝色十字为拾取走时；红色圆圈为计算走时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ｌｕｅｃｒｏｓｓ）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ｆｏｒａｌ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６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ｓ

图９　“利辛宜兴”剖面６炮地震射线覆盖图
Ｆｉｇ．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ａｙｐａｔｈ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亏损重稀土和钇及富集锶为成分特征，具有埃达克（ａｄａｋｉｔｅ）
成分特征。它们与消减过程的板片熔融无关，也不是基性岩

浆分离结晶和地壳物质混染的产物，很有可能是相对较厚的

地壳下部的镁铁质物质成分熔融产生的，意味着中生代宁镇

地区的地壳厚度可能大于４０ｋｍ（许继峰等，２００１；Ｘ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预示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大陆地壳底部形成铁镁
质／超铁镁质壳根，增厚的下地壳发生榴辉岩相变（吕庆田
等，２００４）。中生代以来，软流圈上涌和底侵作用，下地壳和
上地幔的拆沉，地壳厚度明显减薄至目前的３０～３４ｋｍ。宽
角速度剖面显示宁芜矿集区下方下地壳和上地幔为低速特

征（图１０），揭示了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下地壳不应该以榴辉
岩残留体为主体，宽频地震结果解释为ＭＡＳＨ成矿过程产生
的榴辉岩体可能已经随着拆沉作用沉入到地幔深处（Ｓｈ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宽角地震速度结构剖面、远震接收函数 ＣＣＰ成像剖面、

远震体波成像速度结构、近垂直深反射地震剖面、卫星重力

异常结果以及大地电磁测深等综合地球物理信息，揭示了宁

芜矿集区下方Ｍｏｈｏ面上隆、下地壳及上地幔的低速异常等

深部结构特征，可能是岩石圈地幔的薄弱地带，支持了燕山

期地幔岩浆上涌和侵入并成矿，是热上涌物质的源地。综合

地球物理信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成矿带及邻域的深部壳

幔结构特征，为深入了解成矿带的构造演化及矿产资源的远

景预测提供重要的深部基础。

６　结论

在印支早燕山期，华北和扬子两大块体碰撞对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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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卫星布格重力异常曲线（上）及“利辛宜兴”剖面二维地壳速度结构（下）
ＴＬＦ郯庐断裂；ＣＨＦ滁河断裂；ＭＳＦ茅山东侧断裂；ＪＮＦ江南断裂

Ｆｉｇ．１０　Ｂｏｕｇｕｅｒ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ｐｐｅｒｐａｎｅｌ）ａｎ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ｘｉｎＹｉｘｉ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ｌｏｗｅｒｐａｎｅｌ）
ＴＬＦＴａｎＬｕＦａｕｌｔ；ＣＨＦＣｈｕｈｅＦａｕｌｔ；ＭＳＦＥａｓｔＭａｏ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ＪＮＦ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Ｆａｕｌｔ

了新的中国大陆。中生代以来太平洋板块向东亚大陆的持

续俯冲所引发的非稳态地幔流动，造成了晚侏罗纪加厚的岩

石圈的跨塌，软流圈上涌，大规模的岩浆侵入和火山喷发，

并沿着华北和扬子块体的深部缝合带位置，直到地表，产生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剖面的宁芜矿集区下方 Ｍｏｈｏ面上隆、
下地壳及上地幔的低速异常等壳幔结构特征，预示下地壳不

以榴辉岩残体为主，支持燕山期地幔岩浆的上涌和侵入并成

矿，是热上涌物质的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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