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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表征了岩石圈抵抗变形的能力，代表了岩石圈的综合强度，通过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

的研究能揭示岩石圈丰富的热力学信息．本文收集分布在首都圈地区张家口塘沽测线附近的１６个大地热流数据，且

结合该测线下的地壳结构，计算得到测线下方岩石圈的现今温度场剖面，并根据温度场计算得到其流变结构和有效

弹性厚度．通过将有效弹性厚度与前人有关该测线下方震源深度的研究成果做对比，结果表明在有热流约束的地方

有效弹性厚度大致对应约４００～６００℃的等温面，所有地震都发生在有效弹性厚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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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期 李　飞，等：张家口塘沽测线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研究

０　引　言

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从弹性的角度反映了岩

石圈的强度，是一个有意义的科学问题．岩石圈有效

弹性厚度认为是在地质时空尺度上的岩石圈的重力

均衡．可以由上浮在流体层上的弹性薄板来等效研

究，其厚度即对应实际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是地

质时间尺度内岩石承受超过１００Ｍｐａ压力时发生弹

性行为和流体行为转换的深度［１～５］．有效弹性厚度

是个抽象的物理参数，岩石圈内并无实际的物质界

面与之一致对应，它是表征岩石圈抵抗变形的能力，

代表了岩石圈的综合强度［５］．研究岩石圈有效弹性

厚度可以提供岩石圈内部丰富的热力学信息．

本文收集了分布在张家口塘沽测线附近的１６

个大地热流数据，结合该测线的地壳结构，计算了该

测线下方岩石圈的现今温度场，根据温度计算了该

区的流变结构和有效弹性厚度，并将有效弹性厚度

与前人有关该测线下方震源深度的研究成果［６］做了

对比，结果表明在有热流约束的地方有效弹性厚度

大致对应约４００～６００℃的等温面，所有地震都发生

在有效弹性厚度之上．

１　研究测线概况

本文研究的测线布设于华北北部，位于首都圈

内的张家口至塘沽之间，如图１所示．首都圈地区现

今构造运动仍较活跃，是中国东部大陆地震灾害频

发的地域［７～９］．据不完全统计，自有历史记录以来，

发生在首都圈地区震级大于５．０级以上的地震达

１００次以上，大于６．０级地震共３５次，大于７．０级

地震为７次．其中，发生于１６７９年北京三河８．０级

地震、１９７６年唐山７．８级地震是震级与灾害破坏程

度最大的地震［１０］．我们选取首都圈地区内的张家口

至塘沽剖面对其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进行初步研

究，对比前人有关该测线下方震源深度的研究成

果［６］，以便提取该研究区岩石圈丰富的新热力学信

息．通过从已发表的文献
［１１，１２］中找到该测线附近的

１６个热流数据（见表１），热流的分布位置见图１．由

于几乎没有热流测点过测线，我们将各热流测点投

影到测线上，而热流值保持不变，如图１中的方格

点．这样做必然会带来一定的误差，但在测线附近构

造变动不大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合理的近似．图２是

该测线下方的地壳结构［６］．

图１　测线位置及热流测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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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岩石圈热结构及流变结构计算

２．１　岩石圈热结构计算

岩石圈热结构是通过热传导方程与其边界条件

得到的岩石圈温度结构．研究区内距今最后构造热

事件的时间较为久远，所以可以认为该区岩石圈温

度基本达到均衡状态．三维要求由于受到大地热流、

热导率以及生热率的数据匮乏而受到限制，所以很

难达到．故这里采用逐点计算一维热传导方程，然后

插值得到整条剖面的温度结构的方法，这种处理方

法在小距离范围内热参数（包括地表热流、热导率以

及生热率等）横向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是合理的．

因此岩石圈温度结构由一维稳态热传导方程为

ｄ

ｄ狕
（犽
ｄ犜
ｄ狕
）＝－犃， （１）

其中犽是热导率，犃 是生热率，犜 为温度，狕为深度

变量．

方程（１）对应的边界条件为

犜狘狕＝狕犫 ＝犜犫 ，－犽
ｄ犜
ｄ狕 狕＝狕犫

＝狇犫 ， （２）

其中犜犫 为边界深度狕犫 处温度，狇犫 是边界深度狕犫 处

热流值；特别的是对于地表温度犜犫＝犜０，这里取该

区年平均气温１０℃，地表热流为狇犫｜狕＝０＝狇０．

图２　测线下方地壳结构
［６］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

　　地壳中放射性元素生成热流与地幔热流狇犿 组

成了大陆地表热流狇０
［５］．由于研究区中很少有热流

测点通过我们选定的测线，因此我们将测线附近的

实测热流投影到测线上，将投影热流进行插值，得到

沿测线分布的热流，据此计算测线下方岩石圈的温

度场．

生热率是一个基本的岩石热物性参数，岩石圈

生热率的确定是十分困难的［１３］．指数衰减模型是目

前被普遍接受的生热率模型：

犃＝犃０ｅｘｐ（－狕／犪狉）， （３）

其中犃０ 是地表单位体积内的生热率，犪狉 是特征深

度，即生热率衰减到地表值的１
犲
时对应的深度，对于

大陆地区，犪狉的取值范围为４．５～１６ｋｍ
［１４］，这里我

们取１０ｋｍ．

Ｋｅｔｃｈａｍ的研究表明，由于地壳性质具有分层

差异性，将生热率指数衰减模型应用到上地壳比较

合适而不是整个地壳部分，对于中、下地壳则假定生

热率为常数［５，１５］．同时较厚的沉积层对地表热流的

贡献不能忽略，这里我们也认为沉积层中的生热率

表１　测线大地热流数据
［１２］

犜犪犫犾犲１　犎犲犪狋犳犾狅狑犱犪狋犪犪狉狅狌狀犱狊狌狉狏犲狔犾犻狀犲

序号 位置 经度 纬度
热导率

犽（Ｗ·ｍ－１·Ｋ－１）

实测热流

（ｍＷ·ｍ－２）

１ 北京延庆１１６°１６′０″ ４０°２４′０″ ３．０７ ５３．６

２ 北京房山１１５°５７′０″ ４０°１２′０″ ２．３８ ３１．０

３ 北京 １１６°２７′０″ ３９°５５′０″ ４．２３ ７４．１

４ 北京 １１６°４１′０″ ３９°３６′０″ ２．６１ ５３．２

５ 北京大兴１１６°２３′０″ ３９°３６′０″ １．４９ ５１．９

６ 河北安次１１６°３９′０″ ３９°３６′０″ ２．６１ ４８．１

７ 河北 １１５°１５′１８″４０°２８′２０″ １．３２ ６０．０

８ 河北宣化１１５°０９′３０″４０°３２′５５″ ２．１２ ５１．０

９ 河北宣化１１５°０８′１９″４０°３４′０３″ ２．２２ ４６．０

１０ 河北宣化１１４°５２′３２″４０°４２′４９″ ２．７１ ５５．０

１１ 北京 １１６°２６′０″３９° ５５′０″ ３．９６ ７７．０

１２ 北京 １１６°２９′０″３９° ５５′０″ ４．１６ ６１．０

１３ 北京延庆１１６°１５′０″ ４０°２５′０″ ２．８５ ５７．０

１４ 北京房山１１５°５７′０″ ３９°４４′０″ ２．３０ ３１．０

１５ 河北赤城１１５°３０′０″ ４０°４１′０″ ２．７５ ３９．０

１６ 河北矶山１１５°２６′０″ ４０°１２′０″ ２．４３ ３４．０

为常数．根据文献［５，１３］中的研究成果，生热率参数

的选取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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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岩石圈热结构模拟中的重要参数热导率，

这里我们采用文献［５］中给出的热导率与温度的关

系式：

犽＝
犽０

１＋犮犜
， （４）

其中犽０ 是一个大气压和０℃ 条件下的热导率值，犮

是温度效应系数．而沉积层中热导率则利用表１中

的数据，不同的位置取相应位置的数值．犽０ 与温度

效应系数犮的选取，我们按照文献［１３，１６］中的研究

成果给出，具体的数值见表２．

在热导率犽由（４）式所描述的情况下，一维热传

导方程（如（１）式）在相应的边界条件（２）式约束下的

解为：

当生热率犃呈指数规律变化（如（３）式）时，

犜（狕）＝
１

犮
（１＋犮犜犫）ｅｘｐ

犮
犽（ ）
０
－犃０犪狉

２ｅｘｐ（－狕／犪狉）＋犃０犪狉（犪狉－狕＋狕犫）ｅｘｐ（－狕犫／犪狉）＋狇犫（狕－狕犫［ ］｛ ｝） －［ ］１ ．

（５ａ）

当生热率犃为常数时，

犜（狕）＝
１

犮
（１＋犮犜犫）ｅｘｐ

犮
犽（ ）
０

［－
犃狕２

２
＋犃狕犫（狕－

狕犫
２
）＋狇犫（狕－狕犫｛ ｝）］－［ ］１ ． （５ｂ）

　　特别对于沉积层（生热率犃为常数），

犜（狕）＝－
犃
２犽０
狕２＋

狇０
犽０
狕＋犜０ ． （５ｃ）

根据（５ａ～５ｃ）式就可以计算岩石圈的温度场．

需要注意的是文献［５］中的一维热传导方程解析

解是不妥当的，其对于中下地壳生热率是常数的情况

代入的边界条件值却直接为地表温度和地表热流．

２．２　岩石圈流变结构计算

岩石圈各圈层的物质组成与温度条件造成了其

各圈层在变形机制上的差异．其中地壳上下部的应

变能释放分别是以断裂方式为主的脆性变形和以蠕

变流动方式为主的韧性变形；岩石圈上地幔由于温

压随深度增加而增加而由脆性变形逐渐过渡到韧性

变形［１６，１７］．岩石圈流变剖面通过计算各个深度处差

异应力来得到．

脆性变形的差异应力由以下的Ｂｙｅｒｌｅｅ摩擦定

律决定［１８］：

σ犫 ＝σ１－σ３ ＝ （１－λ）βρ犵狕， （６）

其中σ１ 和σ３ 分别为最大和最小主应力；σ犫 称为脆

性变形屈服极限；λ是空隙流体因子；β为断层类型

参数［１９］；ρ是介质密度，犵是重力加速度．

韧性变形的蠕变强度以下幂指数定律确定［２０］：

σ犱 ＝
ε
·

（ ）犈
１
狀

ｅｘｐ
犙（ ）狀犚犜

， （７）

其中σ犱 称为韧性变形屈服极限，ε
·
是应变速率，犈是

流动参数，狀是应力指数，犙 是介质的活化能，犚 是

气体常数，犜是开氏温度．

表２　测区岩石圈结构、物质组成、热物性参数及流变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犔犻狋犺狅狊狆犺犲狉犻犮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狋犺犲狉犿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犪狀犱狉犺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狊狌狉狏犲狔狕狅狀犲

分层 代表岩石
热物性参数［５，１３，１６］

犃／μＷ·ｍ
－３ 犽０／Ｗ·ｍ－１·Ｋ－１ 犮／ｏＣ－１

密度［５］

ｇ·ｃｍ－３

流变参数［５，１６，１７，２２～２４］

犈／ＭＰａ－ｎ·ｓ－１ 狀 犙／ｋＪ·ｍｏｌ－１

沉积盖层 石英岩 １．３ — ０ ２．５５ ３．２×１０－４ ２．３ １５４

上地壳 花岗岩 １．２４ ３．０ １．５×１０－３ ２．６５ １．８×１０－９ ３．２ １２３

中地壳 斜长岩 ０．８６ ２．８ １．０×１０－４ ２．８０ ３．２×１０－４ ３．２ ２３８

下地壳 长英质麻粒岩 ０．３１ ２．６ １．０×１０－４ ２．８８ ８．０×１０－３ ３．１ ２４３

岩石圈上地幔 湿地幔岩 ０．０３ ２．５ －２．５×１０－４ ３．２８ ２．０×１０３ ４．０ ４７１

　　σ犫 与σ犱 相等的深度便是脆韧性转换深度．而

岩石圈的总强度可以由如下方法确定［２１］：

σ狔 ＝ｍｉｎσ犫，　σ（ ）犱 ， （８）

犛＝∫
犪

０
σ狔（狕）ｄ狕， （９）

其中σ狔 称为岩石圈屈服强度，犛是厚度为犪的单位

宽度岩石圈总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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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式表明根据岩石圈物质组成和热状态

结构，我们就可以进而得到岩石圈的流变学性质、脆

韧性转换深度以及岩石圈总强度．

我们参考文献［５］的研究成果，在模拟中将研究

区测线下方的岩石圈分成５层：沉积层以石英岩为

代表，上地壳以花岗岩为代表，中地壳以斜长岩为代

表，下地壳以长英质麻粒岩为代表，岩石圈地幔以湿

地幔岩为代表，相应的物质蠕变参数见表２．计算中

应变速率ε
·
取１０－１５ｓ－１，断层类型参数β取０．７５，水

的密度取１．０ｇ／ｃｍ
３．

２．３　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的计算

根据岩石圈热流变学结构Ｂｕｒｏｖ等利用 “弹

簧片模型”（ＬｅａｆＳｐｒｉｎｇＭｏｄｅｌ），确定了去耦壳幔

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３］．一个狀层拆离层的合成

板弹性厚度犜犲可以由下式确定：

犜犲＝ ∑
狀

犻＝１

Δ犺犻（ ）３
１
３ ， （１０）

式中Δ犺犻是第犻层的有效弹性厚度．对于去耦壳幔

的岩石圈，地壳能干层基底埋深为犺１，地壳厚度为

犺犮，岩石圈能干层埋深为犺２（犺２＞犺犮），则岩石圈的

有效厚度犜犲可以表示为

犜犲 ＝
３

犺３１＋（犺２－犺犮）槡
３

≈ｍａｘ犺１，（犺２－犺犮（ ）） ， （１１）

式中，犺１和犺２ 分别为地壳和岩石圈内屈服强度小于

１０～２０ＭＰａ或者不超过静岩压１～５％时所对应的

某一点的深度［３］．我们利用这种方法，结合上面得

到的测线下方岩石圈的热流变结构，对研究区的有

效弹性厚度进行计算与分析．

３　模拟结果及分析

图３是根据地表热流计算得到的测线下方岩石

圈的温度结构，图３（ａ）是计算用到大地热流值，可

以看到温度场与地表热流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地

表热流高的地方在其下相同深度处的温度场也相应

高．由于起控制作用的热流点较少，且某些热流数据

是属于胡圣标等［１２］归为Ｃ类（质量较差或不明）之

列的，致使温度在横向上变化较为剧烈．

图４是计算得到的张家口（图４ａ）和北京（图

４ｂ）地区的岩石圈流变剖面，可以看到两处的岩石

圈流变剖面具有明显的分层特性，形成软硬相间的

“三明治”结构．上地壳上部为脆性层，下部是以蠕变

为主的韧性层；中地壳除上部以脆性破裂为主而其

它大部分是以蠕变为主的韧性层；下地壳几乎全为

韧性层；上地幔则几乎为韧性层．在张家口和北京下

方的地壳中都出现了两个脆韧性转换带，第一个在

上地壳下部，第二个在中地壳下部；两个脆韧性转换

深度分别大约为１０ｋｍ和２１ｋｍ左右．但是北京地

区要比张家口地区的脆韧转换深度相对要小一些．

而张家口地区岩石圈强度要强于北京地区．两处的

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大约为３８ｋｍ左右．两处岩石

圈流变剖面的差异是由地表热流不同引起，在张家

口附近地表热流约为５５ｍＷ／ｍ２，而北京附近地表

热流约为７７ｍＷ／ｍ２．

图３　计算用到的热流及测线下方

岩石圈温度结构

（ａ）计算中用到的热流；（ｂ）测线下方岩石圈的温度结构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ｄａｔａｆ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Ｔｈｅ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ｄａｔａｆ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

图４　岩石圈流变剖面

（ａ）张家口地区，犙０为５５ｍＷ／ｍ２；

（ｂ）北京地区，犙０为７７ｍＷ／ｍ２

Ｆｉｇ．４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ａｒｅａ，犙０ｉｓ５５ｍＷ／ｍ２；

（ｂ）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ｒｅａ，犙０ｉｓ７７ｍＷ／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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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给出的是沿测线的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

（图中的黑色虚线所示），同时也给出了 Ｍｏｈｏ面的

深度（图中浅灰色点线所示）和温度等值线．我们可

以看到：该区有效弹性厚度主要分布在４０～５０ｋｍ

范围内；热流高的地方有效弹性厚度小，反之亦然；

总体上有效弹性厚度比 Ｍｏｈｏ面深度要大；在热流

测点较密的地方，有效弹性厚度大致对应４００～

６００℃等温面．另外，对照马杏垣等
［６］所绘制的该测

线上的震源深度分布图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地震震

源深度在１０～２５ｋｍ，而地震更多的是集中在１０～

１５ｋｍ的范围内；该区所有地震都发生在有效弹性

厚度之上；而且地震多集中在 Ｍｏｈｏ面的高温区附

近之上，这可能与其是在韧性的低强度区之上的脆

性区以及薄的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有关．

图５　沿测线的有效弹性厚度界面，Ｍｏｈｏ面及各等温界面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ｈｏ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ｉｎ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

４　结　语

有效弹性厚度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将岩石

圈等效视为一个弹性薄板及其下覆弱流体层组合的

产物，因此在除去俯冲带外，理论上地震都应该发生

在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之内，虽然岩石圈内并不

存在具体的物质界面与之对应，但是有效弹性厚度

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热流数据缺乏以及精度

的限制，我们采取投影插值的办法做了弥补．模拟结

果在一级近似的情况具有一定意义，但是限制了它

的进一步应用与推广．因此取得大量可靠的观测数

据是做好模拟的基础．

致　谢　本文在完成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张中杰研究员的悉心指导与帮

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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