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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２０１９年以来在四川荣县—威远布设的密集地震台站，以及部分固定台站记录到的近震资料，采用双差

层析成像方法获得了高分辨率的浅层地壳三维速度结构和震源位置．重定位结果显示，研究区内中小地震多数呈

南北向条带状分布，与已知地表断层的分布无明显关联．地震震源深度主要集中在２～５ｋｍ深度之间．研究区中小

地震活动与速度结构变化具有相关性，在５ｋｍ以浅，地震多分布在Ｓ波高速异常区；在７～１０ｋｍ深度范围，地震

多发生在Ｐ波和Ｓ波的高、低速异常转换带．综合重定位和速度剖面结果，推测研究区内沉积层厚度约４～６ｋｍ，而

一些中强地震多发生在结晶基底顶部．在研究区深部，黄桷坡断层以北地震区比荣县地震区具有更高的Ｐ波速度，

在相似的应力状态下，力学性质更强的黄桷坡断层以北地区更难以破裂，可能是该地区更晚发生地震的缘由．

关键词　荣县—威远地区；双差层析成像；地震活动；速度结构

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２１Ｏ０４５２ 中图分类号　Ｐ３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２４，２０２１０５１３收修定稿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２０ＹＦＡ０７１０６０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ＤＱＪＢ１９Ａ０１１３，ＤＱＪＢ１９Ａ０１１１），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３０４）共同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杜广宝，男，１９８４年生，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地震监测和地震层析成像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ｄｇｂ＠ｓｅｉｓ．ａｃ．ｃｎ

通讯作者　吴庆举，男，１９６６年生，研究员，主要从事地震学、地球内部结构以及地球动力学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ｗｕｑｊ＠ｃｅａｉｇｐ．ａｃ．ｃｎ

犃犮狋犻狏犻狋狔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犿狅犱犲狉犪狋犲犪狀犱狊犿犪犾犾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狊犪狀犱

犳犻狀犲犮狉狌狊狋犪犾犳犲犪狋狌狉犲犫犲狀犲犪狋犺犠犲犻狔狌犪狀，犛犻犮犺狌犪狀犪狀犱犪犱犼犪犮犲狀狋犪狉犲犪狊

ＤＵＧｕａｎｇＢａｏ
１，２，ＷＵＱｉｎｇＪｕ

１，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Ｍｅｉ２，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Ｑｉｎｇ
１

１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犆犺犻狀犪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８１，犆犺犻狀犪

２犆犺犻狀犪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犖犲狋狑狅狉犽狊犆犲狀狋犲狉，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４５，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Ｉｎ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ｗ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ａｌｏｃａｌｄｅｎｓｅａｒｒａｙｉｎｔｈｅ

ＲｏｎｇｘｉａｎＷｅｉｙｕａｎａｒｅａ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９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ｒ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ｍｏｓｔ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ＮＳｔｒｅｎｄｉｎｇ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ｎｏ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ｋｎｏｗｎｆａｕｌｔｓ．Ｔｈｅｉｒｆｏ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ｒａｎｇｅ２～

５ｋｍ．Ｔｈｅ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ｍｏｓｔｌｙ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ｈｉｇｈ犞Ｓ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ｂｏｖｅｄｅｐｔｈ５ｋｍ，ｗｈｉｌｅｉ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ｔｏｌｏｗａｎｏｍａｌ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ｏｆ犞Ｐａｎｄ犞Ｓｉｎ

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ｒａｎｇｅｏｆ７～１０ｋｍ．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ｅｒｍｉｔｔｏ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ａｐｉｓａｂｏｕｔ４～６ｋｍ，ａｎｄｓｏｍ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ｏｏｋ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４卷　

ｐｌａｃｅｉｎ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ｉｇｈｅｒ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ｅａ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ｊｕｅｐｏｆａ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ｏｎｇｘ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ｒｅａ．Ｉｎａｓｉｍｉｌ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ｅａ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ｊｕｅｐｏｆａｕｌｔｗｉｔｈｌａｒｇｅ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ｓｍｏｒ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ｒｕｐ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ｂｅ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ｌａｔｅ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ＲｏｎｇｘｉａｎＷｅｉｙｕａｎａｒｅａ；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　引言

四川盆地位于扬子地台西缘，是在扬子地台内

形成的构造沉积盆地（吕宝凤，２００５），其北邻秦岭

构造带，西靠松潘—甘孜褶皱带，南部与华南构造带

毗邻．根据现今构造与基底结构，盆地分成了川东、

川中和川西三大区块，华蓥山断裂以东为川东斜坡

高陡构造区，龙泉山断裂以西为川西坳陷低陡构造

区，两断裂之间为川中隆起平缓构造区，以平缓褶皱

构造为主（郭正吾等，１９９６；梅庆华等，２０１４）．威远地

区位于川中构造区西南部，威远背斜、白马镇向斜和

自流井背斜构成区域内主要构造格架（四川省地质

局，１９８０），其中威远背斜为大型穹窿状背斜构造，长

轴走向为ＮＥ向，大体与龙门山一致（朱瑜等，２０１０）

（图１），是区内主要构造单元．自流井背斜位于区域

南部，轴向基本沿重滩断层向至长岩断层方向呈弧

形分布．白马镇向斜位于威远背斜和自流井背斜之

间，两翼宽缓，近对称展布，轴向为北东向（四川省地

质局，１９８０）．研究区分布着系列以逆冲型为主的断

层（四川省地质局，１９８０），如大垭口断层、墨林场断

层、资中断层、黄桷坡断层、长岩断层、重滩断层等．

自２０１４年以来，威远及邻区的地震活动频次明

显增强．统计结果显示，２．０级以上地震在２０１４年

前的年频次约４０次，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７年之间的年频次

增至１４０次，２０１８年年频次已达６００次，２０１９年则

突升至１０００次以上（图２）．与此同时，研究区中强

地震的发震次数也明显增加，包括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３

日四川威远犕４．２地震，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４日、２５日四

川荣县犕４．７、犕４．３和 犕４．９地震，２０１９年９月８

日四川威远犕５．４、犕４．３地震，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四

川荣县 犕４．０地震，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四川资中

犕５．２地震以及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６日四川荣县 犕４．４

地震等（图１）．有研究表明，该区域多数地震活动可

能与水力压裂有关（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２０１７；Ｍｅ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Ｙａｎｇ等（２０２０）对威远—荣县２０１９年２月

２５的地震序列进行了双差定位和震源机制解等研

究，指出此次地震可能与页岩气压裂活动有关，是由

孔隙弹性压力变化诱发所致．另一方面，易桂喜等

（２０２０）利用ＣＡＰ波形反演方法，获得了荣县—威

远—资中地区犕Ｓ≥３．０地震的震源机制解，认为研

究区的主要发震构造可能是发育在威远背斜南翼的

一系列走向ＮＮＥＮＥ的缓倾角盲冲断层，反映区内

构造活动主要受区域应力场控制．这体现出了研究

区地震序列的复杂性，而要进一步理解其发震机制，

则需要开展更精细的背景结构研究．

目前研究区开展的速度结构研究以大尺度居

多，赵珠和张润生（１９８７）研究了四川地区地壳上地

幔速度结构；王椿镛等（２００２）研究了川滇地区上地

壳三维速度结构；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６）综合了１１６６口油

井、６００多条地震反射剖面和地形资料等数据得到

了四川盆地上地壳高分辨率的三维速度结构；王小

龙等（２０２０）利用远震数据获得了四川盆地的瑞利面

波相速度结构．另外，李永华等（２００６）、韦伟等

（２０１０）、胡亚平等（２０１７）、刘伟等（２０１９）、Ｚｈｅｎｇ等

（２０１９）分别研究了青藏高原东缘的速度结构．但以

上结果尺度较大，不能很好地分辨出荣县—威远地

区的精细速度结构．曾求等（２０２０）利用流动台站资

料，基于地震背景噪声成像获得了威远地区高分辨

率的浅层速度结构，但缺少对地震空间分布的探讨．

因此，为进一步研究威远及周边地区中小地震的时

空分布特征和相对准确的震源深度，以及探讨地震

活动与速度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收集了２０１９年荣

县犕４．９地震后在荣县—威远布设的密集观测台站

数据，以及固定台站震相报告（图１），采用双差层析

成像方法（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Ｔｈｕｒｂｅｒ，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对威远

及邻近地区地震事件的震源位置和地壳速度结构进

行了联合反演．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该区域内

发生的中强地震的深部结构特征．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数据

图１给出的本文研究区范围（１０４．３°Ｅ—１０５．０°Ｅ，

２９．２°Ｎ—２９．７°Ｎ），为保证足够的射线覆盖，将用于反

４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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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四川威远地区地形、地震台站和２０１８年以来犕４．０以上地震分布图

蓝色三角形表示新建密集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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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ｂｌｕ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ｎｅｗｄｅｎｓ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图２　研究区２．０级以上地震犕狋（ａ）和犖狋（ｂ）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犕狋（ａ）ａｎｄ犖狋（ｂ）（犕≥２．０）

演的范围向四周各扩展０．５°（１０３．８°Ｅ—１０５．５°Ｅ，

２８．７°Ｎ—３０．２°Ｎ）（图３）．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５日荣县

犕４．９地震后，在荣县—威远地区布设了２５个密集

地震观测台站，平均台间距８ｋｍ，最小间距约４ｋｍ

５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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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图３）．此外，本文还收集了２０１９年１月至

２０２０年６月期间荣县—威远及周边地区固定台站

所记录的Ｐ和Ｓ波震相报告数据．

为保证观测数据定位精度和可靠性，我们做如

下挑选：震中距小于２００ｋｍ，地震对间距小于１０ｋｍ，

每个地震事件至少被６个台站记录到，时距曲线如

图４．最终用于反演的台站３８个，地震事件９０３４

个，绝对走时数据Ｐ、Ｓ波分别为１３１０９８条和１２５２２５

图３　射线路径及台站地震分布

黑框为研究区范围．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ｅｌｌｏｗ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ｅｒｓ（ｒ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ｓ）

ａｎｄ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图４　Ｐ（ａ）、Ｓ（ｂ）波时距曲线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ａ）ａｎｄＳ（ｂ）ｗａ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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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相对走时数据Ｐ、Ｓ波分别为５６２３６３条、５２１６６２条．

１．２　双差层析成像方法

双差层析成像（ＴｏｍｏＤＤ）方法是Ｚｈａｎｇ和Ｔｈｕｒｂｅｒ

（２００３）在双差定位方法（Ｗａｌｄｈａｕｓｅｒａｎｄ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

２００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该方法利用绝对走时数据

与每个台站记录的邻近事件之间的走时差数据，进

行三维速度结构与震源位置的联合反演，其基本思

路为：假设相邻的两个地震事件到达同一台站有相

似路径，对其到时残差做差，得到双差数据，将其为

反演中的观测数据来反演速度结构（例如，王伟平，

２０１６；李敏娟等，２０１８；刘伟等，２０１９；缪思钰等，

２０１９）．采用阻尼最小二乘法求解，使由双差和绝对

走时数据残差的２范数系统构成的目标函数最小

化，同时反演犞Ｐ 和犞Ｓ 速度结构，从而获取最优的

震源位置和三维速度结构（肖卓和高原，２０１７）．

１．３　初始模型和参数的选择

本文所选用的初始模型参考了区域背景噪声成

像（曾求等，２０２０）和四川地区人工地震结果（赵珠和

张润生，１９８７；姚忠瑞和何惺华，２００７；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并根据数据的残差分布做了适当调整，如表

１所示．通过和达法拟合研究区纵横波波速比为

１．７２．水平方向上采用０．１°×０．１°的网格间隔，垂直

方向上的网格节点分别为－１０ｋｍ、０ｋｍ、２ｋｍ、

５ｋｍ、７ｋｍ、１０ｋｍ、１５ｋｍ、２０ｋｍ、４０ｋｍ．

表１　犘波初始速度模型

犜犪犫犾犲１　犐狀犻狋犻犪犾犿狅犱犲犾狅犳犘狑犪狏犲狏犲犾狅犮犻狋狔

犞Ｐ／（ｋｍ·ｓ－１） 深度／ｋｍ 犞Ｐ／（ｋｍ·ｓ－１） 深度／ｋｍ

４．４ ０ ６．１ １０

４．８ ２ ６．３ １５

５．８ ５ ６．４ ２０

６．０ ７ ８．０ ４０

　　双差层析成像方法采用带阻尼的ＬＳＱＲ算法，

以总走时残差２范数为目标函数进行迭代求解

（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Ｔｈｕｒｂｅｒ，２００３）．反演中使用的最佳阻

尼因子和平滑权重通过构建数据方差和模型方差间

的平衡曲线来确定（Ｅｂｅｒｈａｒｔ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８６），最终选取

的最佳阻尼因子和平滑因子分别为３００、１５０（图５）．

图５　阻尼参数（ａ）和平滑因子（ｂ）选择曲线

Ｆｉｇ．５　Ｄａｍｐ（ａ）ａｎｄｓｍｏｏｔｈ（ｂ）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ｃｈｏｓｅｎｆｏｒ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　结果

２．１　分辨率测试

为验证反演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文采用

测试板方法测试结果的分辨率．检测板测试就是在

初始速度模型基础上，加一定的速度扰动计算理论

走时，再采用与实际反演相同的策略进行反演计算，

观察反演结果对理论模型的恢复情况．本文以０．１°×

０．１°网格和±５％异常相间的棋盘模型作为理论模

型进行分辨率测试．图６给出了不同深度的检测板

结果，在２～１０ｋｍ深度范围内，Ｐ波和Ｓ波的速度

模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Ｐ波的恢复度优于Ｓ波．

２．２　地震重定位结果

图７给出了地震重定位前后的地震空间分布变

化，其中图７ａ为震相报告结果，主要是采用单纯型

法（ＮｅｌｄｅｒａｎｄＭｅａｄ，１９６５）获得的震源位置，图７ｂ

是采用双差层析成像方法得到的地震定位结果．

由图７ｂ可知，重定位后的地震事件分布更加聚

集，多呈南北条带状分布．但整体而言，震源位置在

空间上无明显的簇集特征，与研究区内已知断层的

分布并不相关．其次，从图７ｂ中也可以看到，研究区

７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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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深度剖面Ｐ、Ｓ波检测板测试结果（０．１°×０．１°）

Ｆｉｇ．６　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ｃｈｅｃｋｂｏａｒ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０．１°×０．１°）ａｔ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ｓｏｆ２，５，７ｋｍａｎｄ１０ｋｍ

内中小地震发震位置的迁移也无明显规律．如，２０２０

年以来发生的地震事件分布范围较广，无明显的带

状或蔟状分布特征．在震源深度方面，重定位后的地

震事件集中分布在２～５ｋｍ的深度范围（图８），这

与利用震源机制解得到的中小地震矩心深度结果基

本一致（易桂喜等，２０２０），但比长宁—兴文地区

８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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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重定位前（ａ）后（ｂ）地震空间分布变化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ｅ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ｂ）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图８　重定位前（ａ）后（ｂ）震源深度变化

Ｆｉｇ．８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ｐｔｈ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ｂ）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Ｚ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２０）重定位后地震的平均震源深度

５～１０ｋｍ要浅．重定位后所有台站的残差均方根显

著减小，由０．２３ｓ降低到了０．０３ｓ，参见图９．

本文结果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例如，利用威远

及周边地区台站所记录到的２０１８年９月至２０１９年

３月份的震相报告数据，Ｙａｎｇ等（２０２０）采用双差定

位方法发现，研究区的地震主要簇集在两个区域，一

个是荣县附近，另一个是威远—资中地区．与他们的

研究结果相比，本文结果显示一部分特别是２０２０年

以来的地震事件分布在黄桷坡断层以北地区．

２．３　三维速度结构

本文利用双差层析成像方法同时反演了Ｐ、Ｓ

波速度，其在不同深度的水平切片如图１０所示．总

体而言，在不同深度，Ｐ波和Ｓ速度结构特征基本相

同，但相比较而言，同一深度的Ｐ波比Ｓ波速度结

构要复杂．

图９　重定位前（红）后（蓝）残差直方图

Ｆｉｇ．９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ｂｅｆｏｒｅ（ｒｅｄ）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ｂｌｕｅ）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本文结果显示，在２ｋｍ深度处，长岩断层以北

地区整体表现为犞Ｐ 和犞Ｓ 高速异常区，而以南地区

则表现为低速异常．在该深度，中小地震的分布与

犞Ｓ相关联，主要发生在犞Ｓ高速异常区，而对应犞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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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不同深度剖面犞Ｐ（左）、犞Ｓ（右）分布

白色圆圈代表地震，黑色五角星表示４级以上地震，绿色五角星表示５级以上地震．

Ｆｉｇ．１０　犞Ｐ（ｌｅｆｔ）ａｎｄ犞Ｓ（ｒ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ｓｏｆ２，５，７ｋｍａｎｄ１０ｋｍ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ｖｅｎｔｓ，ｂｌａｃｋｓｔａ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犕≥４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ｓｔａ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犕≥５

则略显低速．在５ｋｍ深度处，速度分布特征与地质

构造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如，威远背斜基本表现为Ｐ

波和Ｓ波高速异常，而以南地区则呈现低速异常．墨

林场断裂的东、西两侧的Ｐ波速度结构也存有差

别．在该深度，研究区地震多发生在犞Ｐ 和犞Ｓ 的高、

低速异常转换带．在７～１０ｋｍ深度，Ｐ波和Ｓ波速

０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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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结构特征无明显变化，但中小地震事件的个数急

剧减少．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中强地震相比，２０１９

年９月８日威远 犕５．４地震和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

资中犕５．２地震的震源深度较深，但也基本位于Ｐ

波的高、低速交界区．

此外，利用犞Ｐ／犞Ｓ本文还获得了研究区不同深

度的波速比分布，见图１１．整体上波速比随深度的

增加而降低．我们发现，在２ｋｍ深度，中小地震多

位于低波速比地区．但在５～１０ｋｍ深度，上述特征

则不明显，例如在５ｋｍ深度，黄桷坡断层以北地区

的中小地震位于高波速比地区，参见图１１．

为进一步探讨研究区地震活动性与速度结构之

间关系，我们沿着纬度２９．４°Ｎ、２９．５°Ｎ和２９．６°Ｎ，

分别给出了ＡＡ′，ＢＢ′和ＣＣ′纵剖面的犞Ｐ、犞Ｓ和犞Ｐ／

犞Ｓ，参见图１２，并将剖面两侧０．０５°以内的地震震中

投影到速度图像上．结果显示，研究区地震主要发生

在２～５ｋｍ深度之间，且多数位于Ｐ波和Ｓ波的高

低速交界区．其次，如前文所述，除部分中小地震沿

着墨林场断裂分布以外，多数地震事件的空间位置

与地表已知断层无明显对应关系．如ＢＢ′剖面中，在

１０４．７５°附近，可观测到一些近乎直立、带状分布的

地震事件，其震源深度从近地表逐渐加深到７ｋｍ

左右，而地表并无已知断层相对应，推测该处可能存

在高倾角的隐伏断层．此外，剖面结果显示，研究区

多数有感及破坏性地震（≥３．０）的震源深度明显要

深，特别是一些中强地震，如威远犕５．４和资中犕５．２

地震的震源深度达约６ｋｍ，而其他小震的震源深度

相对要浅，参见ＣＣ′剖面．需要指出的是，由剖面结

果可知，墨林场断裂带下方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５日荣县

犕４．９主震的震源深度较浅（约１．４ｋｍ），而两次前

震的震源深度明显要深（４～６ｋｍ）．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比（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２０１９年荣县犕４．９主震的震源深度基本相当，但两

次前震（犕４．７和犕４．３）的震源深度有所区别．Ｙａｎｇ

等（２０２０）认为荣县犕４．９主震发生在向西倾的墨林

场断层上，且该断层为一逆冲断层，深度只有１．５ｋｍ，

而两次前震的震源深度在２．７ｋｍ左右，比本文的

估计值明显要浅．

图１１　不同深度剖面波速比分布

白色圆圈代表地震，黑色五角星表示４级以上地震，绿色五角星表示５级以上地震．

Ｆｉｇ．１１　犞Ｐ／犞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ｓｏｆ２，５，７ｋｍａｎｄ１０ｋｍ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ｖｅｎｔｓ，ｂｌａｃｋｓｔａ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犕≥４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ｓｔａ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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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文的重定位结果显示，研究区地震序列主要

沿ＮＳ向或ＮＮＥ向展布，这与震源机制走向（易桂

喜等，２０２０）基本一致．在２ｋｍ深度，研究区地震的

分布与犞Ｓ相关联，主要发生在犞Ｓ 高速异常和低波

速比地区，这与我国西南地区某页岩气压裂井浅部

的微地震事件分布特征基本相符（缪思钰等，

２０１９）．在５～１０ｋｍ深度，研究区地震多发生在高、

低速异常交界的区域，甚至更偏向低速区．可能是此

类区域更有利于能量的积累与释放进而引发地震．

由ＡＡ′ＣＣ′剖面可知，地下４～６ｋｍ存在一比较明

显的速度界面，结合区域地质剖面（王贝等，２０１７；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Ｚ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推测该界面为

结晶基底顶部，其上为沉积层．研究区两次５级以上

地震（ＣＣ′剖面）均位于此界面以下，此外还有３次４

级以上地震（ＢＢ′剖面）位于界面之下，其他绝大多

数小震位于界面之上，表明该区域地震主要受沉积

层结构的控制．

前文将研究区地震分成了荣县附近、威远—资

中地区和黄桷坡断层以北三个部分．其中黄桷坡断

层以北地区２０１９年以前少有地震发生，进入２０２０

年以后地震开始大量发生（图７），且该区域地震均

小于３级，本文试图结合速度结构和构造应力给出

可能的解释．易桂喜等（２０２０）系统研究了区域内犕Ｓ≥

３．０地震的震源机制解，认为研究区主要受区域构

造应力场控制，处于相对简单的构造应力环境，最大

水平应力方向为 ＮＷＳＥ向．从分辨率更高的Ｐ波

速度结构（图１０）看，在研究区７～１０ｋｍ深度，威远

背斜和自流井背斜及其北部为高速异常区，低速异

常区夹在两高速异常区中间，呈扇形分布，研究区各

（图１２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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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续）

深度层地震基本位于此扇形区域内．当受到ＮＷＳＥ

向的压力时，扇尾处的威远—资中地区比较窄，应力

集中，能量积累快，这可能是该区域发生两次５级以

上地震的原因．荣县和黄桷坡断层以北两个区域位

于扇形区域的头部，应力状态相似，但黄桷坡断层以

北地区Ｐ波速度更高，高速结构对应着高密度、强

力学性质（Ｔｅｎｔｈｏｒ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３），要使其破裂，则

需要更大的应力积累．这可能是黄桷坡断层以北地

区直到２０２０年才开始大量发生地震的原因．另外，

在受外力挤压时，扇形的低速区域会向外挤出，这可

能是导致沉积盖层一系列逆冲断层的缘由．

４　结论

本文利用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６月期间四川

荣县—威远布设的密集地震观测台站，以及部分国

家和区域固定台站，所记录到的Ｐ波和Ｓ波震相到

时数据，采用双差层析成像方法，进行中小地震的重

定位和层析成像研究，获得了该区高分辨率的三维

地壳速度结构，主要结论如下．

（１）研究区一部分中小地震沿墨林场断裂分布．

整体上，地震事件在空间上无明显的簇集特征，与研

究区内已知断层无明显关联．在震源深度上，地震主

要集中在２～５ｋｍ的深度范围内．

（２）地震活动与速度结构变化具有相关性．在

２ｋｍ深度，地震主要发生在犞Ｓ 高速异常区．在５～

１０ｋｍ深度，地震常发生在犞Ｐ 和犞Ｓ 的高、低速异

常交界区域，甚至更偏向低速区．

（３）速度纵剖面结果显示，研究区结晶基底的顶

部约在４～６ｋｍ深度附近，中强地震多发生在该深

度层，区域内绝大多数地震发生在６ｋｍ以浅，表明

该区域地震活动主要受沉积层结构控制．

（４）在研究区深部，黄桷坡断层以北地震区比荣

县地震区具有更高的Ｐ波速度，因此，在相似的应

力状态下，力学性质更强的黄桷坡断层以北地区更

难以破裂，可能是导致该地区直到２０２０年才开始发

生地震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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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犞Ｐ、犞Ｓ 和犞Ｐ／犞Ｓ 纵向剖面与地震分布图

红色五角星表示４级以上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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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地震层析成像程序（ＴｏｍｏＤＤ），感谢二位审稿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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