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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华北固定台网的宽频带地震远震记录波形资料，提取Ｐ波接收函数，通过偏移成像和共转换点叠加，得

到华北地区东部地幔过渡带深度及厚度的图像．研究结果显示，地幔过渡带上界面（４１０ｋｍ间断面）深度起伏变化

不大；在华北地区东部，存在较厚的地幔过渡带，地幔过渡带下界面（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在６６０ｋｍ深度附近出现两个

不同的界面．造成地幔过渡带增厚并出现两个深度不同的界面的原因可能是存在橄榄岩以外的地幔物质相变，该

物质相变拥有与橄榄岩向钙钛矿转变不同的克拉伯龙斜率，太平洋俯冲板块的低温造成两种不同的相变界面发生

不同程度的改变．双重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范围存在向北西方向延伸的趋势并且向南至少延伸到３０°Ｎ．本文的结果可

为古西太平洋板块向华北俯冲前缘位置的研究提供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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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华北地区位于菲律宾板块和太平洋板块向欧亚

板块俯冲的俯冲带附近，板块的俯冲作用一直被认

为是导致华北克拉通破坏的重要因素（Ｗ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朱日祥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臧绍先和宁杰远

（１９９６）认为菲律宾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的最大深度

不超过２５０ｋｍ；Ｈｕａｎｇ等（２０１３）利用３Ｄ层析成像

的结果显示：菲律宾板块在１２８°Ｅ附近已经俯冲到

地幔过渡带深度，但还没有到达地幔过渡带底界发

生滞留，所以华北地区地幔过渡带堆积的应该是太

平洋板片．Ｈｕａｎｇ和Ｚｈａｏ（２００６）对中国及周边地区

的地幔层析成像结果显示滞留的太平洋俯冲板片前

缘已经到达太行山重力梯度带，Ｌｉ和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

（２０１０）利用更多的走时数据得到的结果显示俯冲板

片前缘在１１９°Ｅ附近．横波分裂的研究结果（Ｚｈａｏ

ａｎｄＺｈｅｎｇ，２００５；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常利军等，

２００９）显示华北地区上地幔的各向异性与太平洋板

块的俯冲（Ｋｏｐｐｅｒ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２００３；Ｔｉａｎａｎｄ

Ｓａｎｔｏｓｈ，２０１５）密切相关．太平洋板块的俯冲造成华

北地区东部岩石圈主要以拉张伸展为主（Ｘ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宋明春和李洪奎，２００１），该地区岩石圈厚度从

西向东的明显减薄（郭震等，２０１２；Ｃｈｅｎ，２０１０），地

表为一系列新生代盆地（如渤海湾盆地和苏北南黄

海盆地等），其形成过程伴随着地幔局部熔融、侵入

和上涌 （邱瑞照等，２００４；牛树银等，２００４），这些特

征都或多或少反应了太平洋板块的俯冲对华北地区

的影响．研究太平洋板块的俯冲范围和形态可以对

解释华北地区的地质现象提供深部的地球物理

证据．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９）将大约在４１０ｋｍ 和６６０ｋｍ

深处的地震波速度间断面（之后简称为４１０ｋｍ间

断面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之间的区域定义为地幔过

渡带，作为上下地幔的分界，两个间断面存在速度突

变（Ｐ波３．６％和５．６％，Ｓ波４％和６％（Ｋｅｎｎｅｔｔ

ａｎｄＥｎｇｄａｈｌ，１９９１））．这样的速度间断面被认为是

地球内部温压条件变化引起的相变界面：４１０ｋｍ间

断面是斜方晶系橄榄石（α相橄榄岩）与等轴晶系尖

晶石（β相橄榄岩）的相变界面；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是γ

相尖晶石分解成钙钛矿及镁质方铁矿（方镁石、方铁

矿和超石英）的间断面，两种相变具有不同的克拉伯龙

斜率（许卫卫等，２０１１；Ｂｉｒｃｈ，１９５２；Ｉｔｏａｎｄ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１９８９；ＫａｔｓｕｒａａｎｄＩｔｏ，１９８９；Ｒｉｎｇｗｏｏｄ，１９７５）．当地幔

过渡带物质遇冷，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变浅，６６０ｋｍ间断

面变深，地幔过渡带变厚；反之，当地幔过渡带物质

遇热，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变深，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变浅，地

幔过渡带变薄．板块的俯冲会降低地幔过渡带的温

度，造成其增厚，一般温度下降６～７℃可以造成地

幔过渡带增厚１ｋｍ（ＢｉｎａａｎｄＨｅｌｆｆｒｉｃｈ，１９９４；Ｓｔｉｘｒｕｄｅ，

１９９７；Ｈｅｌｆｆｒｉｃｈ，２０００）．Ａｉ和Ｚｈｅｎｇ（２００３）的研究结

果认为，西太平洋的俯冲板片没有对华东地区的

４１０ｋｍ间断面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对６６０ｋｍ间断

面的影响比较复杂，在１１９°Ｅ以东出现双层的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Ｇａｏ等（２０１０）利用中国东部固定地震台站

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从中国东北到华南有部分台

站下方６６０ｋｍ附近存在两个明显的界面．Ｃｈｅｎ和

Ａｉ（２００９）和Ｃｈｅｎ（２０１０）的结果显示华北克拉通南部

发现双层的６６０ｋｍ界面，地幔过渡带厚度达到２９０ｋｍ

以上．虽然前人的很多结果发现了双层６６０ｋｍ界

面的存在，但是双层的６６０ｋｍ界面到底延伸到什

么位置，还需要更大范围、更多数据的研究．

接收函数通过对远震波形记录的反褶积运算，

在径向分量中消除震源时间函数、大圆弧路径传播

路径响应以及台站的仪器响应，使得接收函数仅包

含反映台站下方速度结构的转换波及其多次波（刘

启元等，１９９７；吴庆举和曾融生，１９９８；胡家富等，

２００３），可以有效追踪到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和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的ＰＳ转换波震相．本研究对华北地区的宽

频带地震数据通过接收函数方法分析得到华北地区

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深度，对双６６０ｋｍ界面

的分布也提供了新的证据，对古太平洋板片俯冲前

缘位置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２　数据方法

本文使用山东（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安徽（２００７年８月—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江苏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三省固定台网三分量

宽频带地震仪接收到的远震波形数据，共８１个宽频

带地震台站，挑选震中距在３０°～９０°之间震级大于

５的地震事件计算径向接收函数．台站及事件的分

布情况如图１所示，图１ａ表示台站在研究区域内的

分布情况，三角形表示台站分布的位置，台站主要分

布在华北克拉通东部，郯庐断裂带两侧，台站平均间

距约１００ｋｍ；如图１ｂ所示研究区域位于欧亚

板块东部，菲律宾板块和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

０４０２



　６期 刘震等：华北东部复杂的６６０ｋｍ相变界面

图１　台站，事件和研究区域的相对位置

（ａ）三角形表示台站的位置；（ｂ）研究区域相对周围板块的位置；（ｃ）紫色点表示事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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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ｃ）Ｔｈｅｖｉｏｌｅｔｄｏｔｓａｒ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ｓ．

冲的前缘；图１ｃ粉色点标出了事件的分布，地震主

要分布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以及欧亚地震带，地震反

方位角主要覆盖研究区域的南方，东北以及西北．

首先，对三分量地震波形数据进行０．０３～２．０Ｈｚ

的带通滤波，去除高频和低频噪声信号的干扰，截取

选取Ｐ波初动到前２０ｓ，初动后１００ｓ的震相，通过

对原始三分量旋转得到垂向，径向和切向的地震记

录．并对径向和垂向分量在频率域做反褶积（司少坤

等，２０１４），接收函数频率域表达式为：

珚犈Ｒ（ω）＝
犇Ｒ（ω）珡犇Ｖ（ω）

ΦＳＳ（ω）
犌（ω），

其中：ΦＳＳ（ω）＝ｍａｘ｛犇Ｖ（ω）珡犇Ｖ（ω），犮ｍａｘ［犇Ｖ（ω）珡犇Ｖ（ω）］｝，

犌（ω）＝ｅ－ω
２／４α

２

，犇Ｖ（ω），犇Ｒ（ω）分别是垂直分量、径

向分量的频率域表示，珡犇Ｖ（ω）是犇Ｖ（ω）的复共轭，犮

为控制振幅的水准量因子，ΦＳＳ（ω）表示凡是小于水

准量的谱振幅都用水准量犮代替，α为控制高斯频

谱带宽的常数．将珚犈Ｒ（ω）反变换回时间域就得到径

向接收函数．计算接收函数时高斯系数选取为１．０，

水准量因子为０．００１．经过挑选共得到５７２３条质量

较好接收函数．

对同一个台站挑选出来的接收 函数通过

ＩＡＳＰ９１模型从时间域转换到深度域后进行叠加．

８１个台站中有７４个叠加效果较好（如图２所示），

台站名称后标出了接收函数的叠加条数，其中最少

１１条，最多１９９条，平均７２．２８条．因为４１０ｋｍ和

６６０ｋｍ相变界面两侧的地震波波阻抗都是界面上

方小于界面下方，这样的界面在接收函数上表现为

正振幅．从叠加后的结果可以看出：４１０ｋｍ间断面

转换波主要出现在４００～４３０ｋｍ之间（峰值位置如

图２中黑色箭头所示），平均深度４１７ｋｍ，标准差

８．６ｋｍ，深于４１０ｋｍ表明华北上地幔地震波速度

略低于ＩＡＳＰ９１模型，可能与古太平洋俯冲形成的

地幔楔有关；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转换波出现在６５０～

７００ｋｍ（峰值位置如图２中黑色箭头所示），其中一

部分台站在７００～７５０之间出现另外一个转换震相

１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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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部分台站叠加后的接收函数以及叠加条数，黑箭

头标出了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深度，空心

箭头表示在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下方大约３０ｋｍ附近发现的

另一个间断面

Ｆｉｇ．２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ｄｅｐｔｈｍｉｇ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ｓｅｄｉｎｓｔａｃｋｅｄａｒｅｌｉｓ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ｔ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４１０ｋｍａｎｄ６６０ｋｍ ｗｅｒｅ

ｍａｒｋｅｄｂｙ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ｓ，ａｎｏｔｈｅｒ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ｓ

ａｂｏｕｔ３０ｋｍ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６６０ｋ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ｗａｓ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ｈｏｌｌｏｗａｒｒｏｗｓ

（峰值位置如图２中空心箭头所示）．

单个台站的叠加结果反映了台站下方及其附近

的地幔过渡带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

深度，由于同一个台站４１０ｋｍ、６６０ｋｍ转换点的空

间分布可达３００～４００ｋｍ，因此台站叠加降低了空

间分辨能力．为了进一步研究地幔过渡带的形态，我

们在研究区内域沿着转换点比较密集的区域划出四

条剖面ＡＡ′、ＢＢ′、ＣＣ′、ＤＤ′（如图３所示）．图３ａ和

图３ｂ分别给出了所有的接收函数在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

深度转换点的位置分布，我们对ＡＡ′、ＢＢ′、ＣＣ′、ＤＤ′

四个剖面通过ＩＡＳＰ９１模型进行偏移成像（吴庆举

和曾融生，１９９８；司少坤，２０１２；Ｔ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Ｔ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ａｎｄＰａｕｌｓｓｅｎ，１９９７），

将距离测线１°以内的转换点向测线投影，测线方向

叠加长度为１０ｋｍ，垂直方向叠加长度为２ｋｍ，得

到了地幔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沿着四

条剖面的变化图３ｃ—图３ｆ．

如图３ｃ—３ｆ所示，颜色表示界面上下波阻抗的

变化，其中红色为正振幅，表示界面下方地震波波阻

抗比界面上方大；蓝色为负振幅，表示界面下方地震

波波阻抗比界面上方小，颜色越深表示振幅越大，界

面越明显．在３００～８００ｋｍ深度出现两条明显的正

振幅带，分别代表四条剖面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和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四条剖面的结果显示在研究区域内４１０ｋｍ间

断面深度均在４１５±５ｋｍ附近，仅有１０ｋｍ的小范

围起伏．而近北西西向的剖面ＡＡ′和东西向的剖面

ＤＤ′显示，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在１２０°Ｅ以东出现两个明

显的界面；北北东向的剖面ＢＢ′和南北向剖面ＣＣ′

分别在３３°以北同样出现两个６６０ｋｍ间断面．虽然

在１００～２５０ｋｍ深度的界面的多次反射波可能对

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成像结果造成干扰（Ｓａｕｌ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但我们的结果在这个深度范围没有探测到明

显的界面，所以基本排除这一因素的影响．在研究区

域的西南，结果中只显示有单层的６６０ｋｍ间断面，

平均深度６７７±６ｋｍ，在出现双层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

区域，上界面深度为６６７±４ｋｍ，下界面深度为７０２±

９ｋｍ．Ａｉ和Ｚｈｅｎｇ（２００３），Ｃｈｅｎ和Ａｉ（２００９）和Ｇａｏ

等（２０１０）在相邻的区域同样发现双重的６６０ｋｍ间

断面，认为是非橄榄岩相的相变形成的，支持双６６０

ｋｍ间断面的存在．

３　结果与讨论

Ｃｈｅｎ（２０１０）利用流动宽频带台阵数据和首都

圈地震台网数据，通过接收函数方法研究了华北东

部地幔过渡带厚度，发现地幔过渡带由西向东在重

力梯度带附近迅速增厚，结合地壳、上地幔以及地幔

过渡带的结构变化，认为地壳速度结构、岩石圈厚度

和地幔过渡带厚度都在华北的东部和中部的分界处

（太行山东缘）发生一致的变化，界限基本与重力梯

度带一致．这种显著的分区特征可能与西太平洋俯

２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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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接收函数共转换点成像

（ａ）４１０ｋｍ转换点的位置；（ｂ）６６０ｋｍ转换点的位置；（ｃ）—（ｆ）分别是剖面ＡＡ′、ＣＣ′、ＢＢ′、ＤＤ′的成像结果，

颜色表示界面上下波阻抗的变化，其中红色表示界面下方地震波波阻抗比界面上方大，蓝色相反．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４１０ｋｍｐｉｅｒｃ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ｂ）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６６０ｋｍｐｉｅｒｃ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ｃ）—（ｆ）Ｓｈｏｗ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Ａ′、

ＣＣ′、ＢＢ′、ＤＤ′，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ｗａｖｅ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ｒｅｄ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ｗａｖｅ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

ａｂｏｖｅ，ａｎｄｂｌｕｅｉｓ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冲及可能由其触发的克拉通破坏有关（Ｃｈｅｎ，２０１０）．

朱日祥等（２０１２）认为华北克拉通的破坏得益于古太

平洋俯冲板片的脱水，大量的水上升至华北岩石圈

底部使其强烈的水化和弱化，导致华北克拉通东部

地幔对流系统局部失稳，上覆岩石圈黏滞系数大幅

降低，继而发生拆沉或侵蚀，最终华北克拉通遭受

破坏．

然而，对西太平洋俯冲前缘位置的研究仍存在

不同的研究结果．Ｈｕａｎｇ和Ｚｈａｏ（２００６）利用Ｐ，ｐＰ，

ＰＰ和ＰｃＰ等体波震相地幔层析成像的方法（水平

３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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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为２°×２°）对中国及周边地区进行研究，结果

显示：在华东地区深度４００～７００ｋｍ之间发现一个

明显的高速异常，并认为是滞留在地幔过渡带里的

太平洋板块引起的，其前缘达到郯庐断裂带附近，高

速异常范围在７００ｋｍ 深度有减小的趋势．Ｌｉ和

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２０１０）利用更密集的数据增加使用

Ｐｎ，Ｐｇ，ＰＫＰ等震相采用有限频体波层析成像方法

（水平分辨率３°×３°），在相近的区域６００ｋｍ深度发

现高速异常，高速异常范围在７００ｋｍ深度有所增

大．地幔过渡带中的高速异常前缘同样显示到达郯

庐断裂附近，但是地幔过渡带中的高速异常出现不

连续性，可能是不同时期的俯冲引起的．

而本文的结果如图４所示：图４ａ—４ｄ分别为四

条剖面４１０ｋｍ间断面，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和地幔过渡

带厚度与理论值（４１０ｋｍ、６６０ｋｍ、２５０ｋｍ）之间的

差异，地幔过渡带厚度为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和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之间的厚度，在出现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区

域，地幔过渡带厚度为下层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与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之间的区域厚度．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实际深度在

理论深度以下１０ｋｍ的范围内起伏不大．６６０ｋｍ间

断面深度在１２０°Ｅ以西以及３３°Ｎ以南表现为单层，

实际深度在６７０ｋｍ以下１２ｋｍ范围内，地幔过渡

带增厚不超过２５ｋｍ；出现双层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区

域，两个间断面分别位于６６０ｋｍ以下１０ｋｍ范围

内和６９０ｋｍ以下２０ｋｍ范围内，地幔过渡带厚度

明显增厚到３０～５０ｋｍ．地幔过渡带厚度分布如图

４ｅ所示：在１２０°Ｅ以东以及３４°Ｎ以北地幔过渡带

存在明显的增厚（图４ｅ蓝线），增厚异常在３０～５０ｋｍ，

研究区域的西南部，地幔过渡带增厚小于２５ｋｍ（图

４ｅ红线）；地幔过渡带增厚基本出现在双层的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的地区．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俯冲的大洋板片将

图４　四条剖面的地幔过渡带厚度

（ａ）—（ｄ）分别表示四条剖面４１０ｋｍ界面、６６０ｋｍ界面和地幔过渡带厚度与理论值之差；（ｅ）红线表示地幔过渡带增厚异常较小

（＜２５ｋｍ），蓝线表示地幔过渡带增厚较大（３０～５０ｋｍ）浅蓝色线（ＡｉａｎｄＺｈｅｎｇ，２００３；ＣｈｅｎａｎｄＡｉ，２００９）和虚线区域（Ｇ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表示前人研究结果中发现双６６０间断面的区域．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ｔｌ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ｄ）Ｓｈｏｗｔｈ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ｏｆ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４１０ｋｍａｎｄ６６０ｋ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ｔｌ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ｅ）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ｔｌ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ｉｓｔｈｉｃｋｅｒ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２５ｋｍ，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ｔｌ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ｉｓｔｈｉｃｋ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３０～５０ｋｍ．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Ａｉａｎｄ

Ｚｈｅｎｇ（２００３）ａｎｄＣｈｅｎａｎｄＡｉ（２００９），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ｙ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６６０ｋ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ｄａｓｈ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４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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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Ｆｕｋ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和本来不存在于地幔过

渡带的物质（比如石榴石）带到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附

近，使得在６６０ｋｍ附近出现两种不同的相变（Ｖａｃｈｅｒ

ｅｔａｌ．，１９９８），橄榄岩和钙钛矿被认为是地幔的主要

成分，含橄榄岩相变具有负的克拉伯龙斜率，低温会

使相变界面变深（Ｒｉｎｇｗｏｏｄ，１９７５；Ｉｔｏａｎｄ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１９８９）；不含橄榄岩相变（比如石榴石到钙钛矿的相

变（Ｆｕｋ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可能具有与４１０ｋｍ间断

面相变相近的克拉伯龙斜率，所以我们的研究结果

在发现地幔过渡带增厚的地区发现了一个几乎与

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平行的界面．双层的６６０ｋｍ界面分

布在中国东部，并且向北向西延伸，这一分布与 Ａｉ

和Ｚｈｅｎｇ（２００３）、Ｃｈｅｎ和 Ａｉ（２００９）（图４ｅ浅蓝色

线）的研究结果相符合；图４ｅ浅蓝色虚线标出Ｇａｏ

等（２０１０）发现双层６６０ｋｍ界面台站的位置，其用

到的地震事件大多来自东南方向，穿透点位置与我

们的结果位置相当．双层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分布前

缘位于郯庐断裂带附近，这一分布与层析成像的结

果大体吻合，所以，双层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位置可以

作为是界定太平洋板块俯冲前缘位置的重要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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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４１（５）：５８３５９２．

朱日祥，徐义刚，朱光等．２０１２．华北克拉通破坏．中国科学：地球

科学，４２（８）：１１３５１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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