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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区地幔转换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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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海南、广东及广西区域台网和国家台网共８８个宽频带地震台站记录的２００７年８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

７５个远震事件波形资料，采用接收函数共面元叠加的方法，得到了海南及其邻区上地幔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

结构和转换带厚度．结果表明，研究区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形态较复杂，局部下沉到４４７ｋｍ，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相对简单，

其深度分布在６７０ｋｍ左右．海南岛东北部存在一个直径约２００ｋｍ的转换带异常薄的区域，其厚度较全球平均值

薄２５±５ｋｍ，相当于转换带中存在约１８０℃的高温异常，转换带厚度局部偏薄暗示海南地幔柱可能起源于下地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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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海南及其邻区位于欧亚、印澳、菲律宾海三大

板块的交汇部位．自新生代以来，该区发生了１０期

５９回次的火山喷发活动，形成了１００余座火山，火

山岩溶的分布面积达４０００ｋｍ２
［１］．Ｍａｒｕｙａｍａ

［２］认

为南海南部岩石圈下存在着地幔柱，Ｌｅｂｅｄｅｖ等
［３］

采用地震层析成像得到的Ｓ波速度结构显示海南火

山下存在低速异常．全球模型
［４５］揭示海南附近可能

存在地幔柱，并起源于下地幔．但全球模型中的低速

异常空间范围较大，且形态很不确定．中国大陆及邻

区高分辨率层析成像模型揭示的海南火山区下低速

异常的位置和形态与全球模型很不相同，从２００ｋｍ

到９００ｋｍ深度层上低速异常基本集中在海南附

近，其范围要小［６］．Ｌｅｉ等
［７］应用海南和雷州半岛的

９个区域地震台站资料得到的区域层析成像模型显

示海南火山下方低速异常从地表向下倾斜延伸至研

究区底部大约３００ｋｍ深．已有的层析成像结果表

明由于分辨率或研究深度的限制对海南地幔柱的存

在范围和起源深度有较大的争议．

地幔转换带是界于上地幔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和

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下文简称‘４１０’和‘６６０’）之间的区域，这

两个间断面的形态会受到温度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当

高温的地幔柱通过４１０和６６０时会使其分别向下和向

上移动，并导致地幔转换带变薄．因此，可以通过研究

上地幔间断面形态和转换带厚度的变化探讨地幔柱的

存在范围和起源．国际上一些学者采用接收函数方法

分别研究了夏威夷、冰岛及南太平洋等地幔柱［８１３］．也

有研究者应用接收函数方法得到海南岛琼中台（ＱＩＺ）

下方上地幔间断面埋藏深度［１４］和地幔转换带厚度［１５］，

结果表明该台站下方地幔转换带厚度减薄，但由于他

们的研究只用到了一个地震台站的资料，其结果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且无法反映该区地幔转换带厚度的

横向变化，因而不能判定地幔柱可能存在的范围．本次

研究利用海南及邻区８８个宽频带地震台站记录的远

震波形资料，采用接收函数方法得到了该区４１０和

６６０的结构和地幔转换带厚度的横向变化，并根据

这一结果探讨了海南地幔柱的存在范围及起源．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观测数据

本次研究应用了海南、广东和广西区域数字地

震台网及国家台网共８８个宽频带地震台站记录的

远震波形资料（图１），从发生在２００７年８月到２０１０

年３月、震中距在３０°～９０°之间的、震级大于５．５级

的５２９个远震事件中精心挑选出Ｐ波初动清晰、信

噪比较高的７５个远震事件进行了接收函数分析

（图２）．

图１　研究中所用台站及转换点分布图

小三角形为地震台站，大三角形为海南火山，黑点代表射线在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转换点，两条相互垂直的线为图４中接收函数剖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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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研究中所用远震事件分布

实心圆为远震事件，三角形显示了地震台网的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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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２　数据处理

远震Ｐ波接收函数是三分量远震记录的垂直

分量与水平分量做反卷积后得到的时间序列，避免

了天然地震震源及传播路径等因素的影响，主要与

台站下方的结构有关．接收函数方法是利用远震Ｐ

波在台站下方地震波速度间断面处的转换波（Ｐｓ）

与直达Ｐ波的到时差来获取相应间断面的深度，它

是研究地震台站下方地壳、上地幔速度间断面结构

的有效方法［１６］．

在资料处理中，截取Ｐ波初动前８０ｓ到初动后

１００ｓ的地震波形，先将地震记录的两个水平分量进

行旋转得到径向分量和切向分量，然后用垂向分量

对径向分量做反卷积得到接收函数．应用频率域反

卷积方法提取接收函数［１７］，高斯系数取为３．１，共得

到接收函数３５９５条．将接收函数直达Ｐ波振幅值与

反卷积结果中前６０ｓ数据标准方差的比值作为信

噪比，为了尽量提高结果的质量，同时保证数据量，

根据以往经验我们剔除了信噪比小于２５的接收函

数．按照上述规则共挑选到径向接收函数１８４２条．

图３以平果台（ＰＧＸ）为例给出了信噪比大于２５的

全部接收函数．

为了加强转换波信号，采用共面元叠加的方法

将挑选出的接收函数进行叠加．首先，将全部接收函

数校正到参考震中距６７°，以消除震中距不同对转换

波到时的影响．每个方形面元的边长设为２００ｋｍ，水平

方向上面元的移动步长为６６ｋｍ，垂直方向上面元

的间距为１０ｋｍ．然后计算接收函数射线在不同深

度上入射点的位置（图１），并把入射点位于同一面

元的接收函数进行狀次方根（狀＝２）叠加
［８，１８］．叠加

后的接收函数中直达Ｐ波在４１０的转换波 （Ｐ４１０ｓ）

和在６６０的转换波（Ｐ６６０ｓ）得到了加强．

图３　信噪比大于２５的平果台（ＰＧＸ）全部接收函数

两条曲线分别代表由ＩＳＡＰ９１模型计算得到的Ｐ４１０ｓ和Ｐ６６０ｓ参考到时．

Ｆｉｇ．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ＧＸｓ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ＮＲ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２５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ａｓ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ｅｔｗｏｃｕｒｖｅｄ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ｒｒｉｖｉｎｇｔｉｍ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Ｐ４１０ｓａｎｄＰ６６０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３６１１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５卷　

　　应用ＩＳＡＰ９１模型把叠加后的接收函数由时间

域转换到了深度域．为了保障结果的可靠性，只有当

位于４００ｋｍ和７００ｋｍ处面元中接收函数的个数

都大于５０时才拾取Ｐ４１０ｓ和Ｐ６６０ｓ的深度．最后，

由６６０的深度减去４１０的深度计算得到地幔转换带

的厚度．

３　结果及解释

３．１　４１０犽犿和６６０犽犿间断面的结构

经过上述数据处理过程，得到了研究区下方

４１０和６６０的结构和转换带厚度．图４为接收函数

叠加剖面，其中（ｃ）、（ｄ）为相应于时间剖面（ａ）、（ｂ）

叠后又经接收函数偏移的深度剖面（剖面位置见图

１）．图中４１０和６６０的深度沿着正波峰最大值处拾

取．时间域剖面中Ｐ６６０ｓ与Ｐ４１０ｓ之差１ｓ的变化相

当于转换带厚度约１０ｋｍ的变化．在深度剖面犃犃′

中（图４ｃ），４１０存在明显的起伏，其深度在剖面最西

端１０７．７°Ｅ处为４１５ｋｍ，沿着剖面向东在１１１．３°Ｅ

处大幅下沉到４４７ｋｍ，继续向东在１１４．６°Ｅ处上升

到４１７ｋｍ，在剖面的最东端１１７．２°Ｅ处又下降到

４３２ｋｍ．另外，４１０在深度变化的过渡区域还存在局

部分层的现象，这可能是由于在同一叠加面元中同

时存在对正常深度和下沉的４１０采样的接收函数所

导致．而６６０却相对简单平缓，其深度分布在６７０ｋｍ

左右．在深度剖面 犅犅′中（图４ｄ），４１０的深度在

１７．８°Ｎ到２２°Ｎ之间逐渐由４２２ｋｍ下降至４４０ｋｍ，

在２２．６°Ｎ上升到４２６ｋｍ，之后基本平缓直至２４．１°Ｎ．

６６０则在１７．８°Ｎ到２２．６°Ｎ之间由６７９ｋｍ逐渐抬

升到６７１ｋｍ，而在２３．２°Ｎ到２４．１°Ｎ之间为６７８ｋｍ左

右．总体看来，研究区下方４１０深度变化较大，并局

部大幅下沉，而６６０则相对简单平缓．剖面犅犅′中，

４１０和６６０在２０．２°Ｎ至２２．６°Ｎ之间存在反相关，

即４１０下沉对应６６０上升，但４１０下沉的幅度大于

６６０相对上升的幅度．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整个研究

区两个间断面的深度变化情况，图５给出了４１０和

６６０的深度分布．图中显示相对于全球４１０的平均

深度，研究区内４１０普遍下沉，特别是在海南火山东

北部呈现大幅下沉，最深达４４７ｋｍ；６６０起伏相对

较小，普遍存在着小幅下沉，６６０的小幅下沉可能与

研究区上地幔存在低速异常有关．本文采用ＩＳＡＰ９１

速度模型进行时深转换，计算结果表明，４１０ｋｍ之

上的全部上地幔中２％的均匀速度异常可以引起

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两个间断面视深度同向变化约

１０ｋｍ，在中国大陆及邻区高分辨率层析成像模型

中海南及其邻区上地幔地震波速度异常均小于

２％
［６］，因此，结果中两个间断面的深度受４１０ｋｍ

之上地幔速度结构的影响小于１０ｋｍ．

３．２　转换带厚度

４１０和６６０的深度和结构容易受到计算中所用

的速度模型影响．由于Ｐ４１０ｓ和Ｐ６６０ｓ的传播路径

在４１０ｋｍ以上区域基本相同，因此Ｐ４１０ｓ和Ｐ６６０ｓ

的到时差不受４１０ｋｍ之上的速度模型影响，而只

与地幔转换带厚度及其内部的地震波速分布有关．

图５　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深度分布

（ａ）４１０ｋｍ间断面深度分布；（ｂ）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深度分布；大三角形表示海南火山，

小三角形表示琼中台位置．各图的下方分别给出了深度色标．

Ｆｉｇ．５　Ｔｈｅ４１０ｋｍａｎｄ６６０ｋ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ｄｅｐｔｈｍａｐｓ

（ａ）Ｔｈｅ４１０ｋ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ｄｅｐｔｈｍａｐ．（ｂ）Ｔｈｅ６６０ｋ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ｄｅｐｔｈｍａｐ．Ｔｈｅｂｉｇ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Ｈａｉｎ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ｏ．

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Ｚ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ｃｏｌｏｒｂａｒ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ｂｅｌｏｗｅａｃｈｆｉｇ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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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接收函数叠加剖面图

沿经度和纬度方向的接收函数叠加剖面图（剖面位置见图１）．（ａ）和（ｂ）为时间域接收函数叠加剖面，黑色细线分别为Ｐ４１０ｓ和Ｐ６６０ｓ参考

到时；（ｃ）和（ｄ）为深度域接收函数叠加剖面，黑色细线分别标出了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深度位置．红色和蓝色分别代表正的波峰和负的波峰．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ｃｋｅ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Ｓｔａｃｋｅ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ｌｏｎｇ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ｂ）Ｓｔａｃｋｅｄ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ｈｅｔｈｉｎ

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ｏｆＰ４１０ｓａｎｄＰ６６０ｓ；（ｃ）、（ｄ）Ｓｔａｃｋｅｄｄｅｐｔｈｄｏｍａｉ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ｈｅｔｈｉｎ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

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４１０ｋｍａｎｄ６６０ｋｍ．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ｕｅｃｏｌｏ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ｈａｓ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６　研究区地幔转换带厚度分布

红色和蓝色分别代表与全球平均值相比，转换带偏薄和较厚的区域．图中给出了厚度色标．

红色三角形表示海南火山，黑色三角形表示琼中台位置．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ＴＺ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ｕｅｃｏｌｏ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ｔｈｉｃｋｅｒＴＺ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ｂａｒ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Ｈａｉｎ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ｏ．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Ｚ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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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变化会同时影响转换带的厚度和速度，但其引

起的地震波速度变化对到时差的影响与到时的拾取

误差差不多，而其引起的转换带厚度变化对到时差

的影响则大得多．因此由到时差确定的转换带厚度

可以较好的判断转换带内部的温度变化［１９］．图６给

出了研究区地幔转换带厚度的分布，结果表明研究

区内地幔转换带厚度存在明显的横向变化．研究区

转换带厚度的平均值为２４４ｋｍ．在海南岛的东北方

存在一个直径约２００ｋｍ的转换带异常薄的区域，

其厚度为２２５±５ｋｍ，比全球地幔转换带厚度平均

值小２５±５ｋｍ，而在其周围地幔转换带厚度接近全

球平均值．本文得到的转换带异常薄的区域的位置

与Ｌｅｂｅｄｅｖ层析成像模型中海南地区４７０～６００ｋｍ

深度上低速异常的位置大致一致［３］，但本研究结果

中转换带厚度异常薄的区域范围要小于Ｌｅｂｅｄｅｖ模

型中低速异常的分布范围．

４　讨　论

４．１　转换带中的热异常

目前一般认为４１０为α相橄榄石到β相尖晶石

的相变面，而６６０为γ相尖晶石到钙钛矿加方镁铁

矿的相变面．岩石矿物学的实验结果表明，４１０ｋｍ

处相变面的克拉伯龙斜率为正值，而６６０ｋｍ处相

变的克拉伯龙斜率为负值［２０］，因此，温度增加会使

４１０下降和６６０抬升，导致转换带变薄．转换带厚度

１０ｋｍ的变化对应于约７０℃的温度变化，本次研究

得到的转换带厚度减薄２５±５ｋｍ相当于转换带中

存在约１８０℃的高温异常．我们认为海南岛东北方

地幔转换带减薄暗示着高温的海南地幔柱存在于转

换带中．

已有研究表明，一些主要的热点下方地幔转换

带厚度也出现了明显的减薄，加拉帕格斯群岛下方

地幔转换带减薄约２５ｋｍ
［１２］，其减薄值与本研究中

转换带异常减薄的幅值大小相当．而冰岛
［８］和夏威

夷［１０］热点下方地幔转换带分别减薄了２０ｋｍ 和

４０ｋｍ，分别对应转换带中存在约１５０℃和３００℃

的高温异常，海南岛东北方转换带中的热异常值介

于冰岛和夏威夷下方转换带中热异常值之间．

４．２　海南地幔柱的起源

Ｃｏｕｒｔｉｌｌｏｔ把热点的起源深度分为三类
［２１］：（１）

上地幔．此类热点的起源可能与软流层对流及岩石

圈的构造、应力和断裂有关［２２］．本研究得到的结果

说明海南地幔柱的起源深度至少在４１０之下．（２）地

幔转换带底部．超级地幔柱上涌到达转换带底部，进

而促使小规模的地幔柱在转换带底部进一步上涌．

（３）下地幔底部．核幔边界上方Ｄ″层小规模的不稳

定对流可以使热柱上涌［２３］．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表

明，如果热柱起源于地幔转换带底部的热边界层，则

热边界层高温异常的水平范围需要远大于热柱的直

径［２４］，这样的高温异常会使转换带厚度在大范围内

减小．本次研究得到海南岛东北方２００ｋｍ直径范

围转换带厚度减薄而其周围转换带厚度基本正常的

结果说明海南地幔柱不可能起源于转换带底部．因

此，海南岛东北方转换带厚度局部减薄暗示海南地

幔柱可能起源于下地幔．研究区下方４１０存在局部

大幅度下沉，相应于４１０大幅下沉区６６０的相对抬

升幅度较小，这一现象可能是转换带中存在低速异

常和６６０对温度的敏感性相对较低造成的，这一结

果与Ｎｉｕ等
［９］对南太平洋超级地幔柱的研究结果

类似．

同位素与岩石化学资料表明雷州半岛与海南岛

北部幔源物质具有洋岛玄武岩（ＯＩＢ）和大洋中脊玄

武岩（ＭＯＲＢ）的过渡特征，同时受到古俯冲带物质

加入的影响［２５］．海南地幔柱的形成可能与太平洋板

块和菲律宾板块从东向西俯冲、印度板块从西向东

俯冲有关［２６］．板块俯冲到下地幔底部可导致热物质

上涌穿过转换带，并最终到达地表，从而形成热点［２７］．

５　结　论

本文利用海南、广东和广西区域地震台网和国

家地震台网共８８个宽频带地震台站记录的远震数

据，采用接收函数方法得到了海南及其邻区４１０和

６６０的结构与转换带厚度．结果表明研究区下方４１０

存在局部大幅度下沉，最大下沉至４４７ｋｍ，而６６０

起伏较小．海南岛东北方存在直径约２００ｋｍ的地

幔转换带厚度异常减薄区域，其厚度比全球平均值

薄２５±５ｋｍ，相当于转换带中存在约１８０℃的高温

异常．这一结果在近年层析成像和地球化学研究得

到的南海及周边地区可能存在地幔柱的推论基础

上，提供了新的地震学证据，并对海南地幔柱存在的

空间范围有了较好的限定，本研究揭示的地幔转换

带厚度局部减薄进一步暗示海南地幔柱起源于下

地幔．

致　谢　美国罗得岛大学 ＹａｎｇＳｈｅｎ教授为本研

究提供了接收函数提取和叠加程序，国家数字测震

台网数据备份中心提供了部分远震波形数据［２８］，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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