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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动源海底地震仪（ＯＢＳ）转换横波震相的分析和模拟，能够从泊松比的角度更准确地约束地下结构和物质

组成，有助于地壳精细结构和构造属性的研究．本文对南海北部陆缘西沙地块的ＯＢＳ２０１３３测线进行了转换横波

数据处理和分析，通过能量扫描法求取极化角，并对ＯＢＳ水平分量数据进行旋转，获取了径向分量数据．结合本测

线的地质情况，求解佐布里兹（Ｚｏｅｐｐｒｉｔｚ）方程，得到了不同转换模式的能量分配关系，定量地指示了沉积基底和海

底面为主导的ＰＳ转换界面，Ｍｏｈｏ面为次一级转换界面．在ＯＢＳ２０１３３测线的各个台站径向分量地震剖面上识别

出了一系列ＰＰＳ和ＰＳＳ型转换震相，最大偏移距达到１３０ｋｍ，并进行了初步的正演模拟试算和验证．结合本测线实

际情况，对ＯＢＳ转换横波研究的基础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工作为后续的二维横波速度结构和泊松比结构模拟、

物质组成和地壳属性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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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南海北部陆缘展布于华南大陆、南海海盆之间，

是研究张裂海底扩张过程的理想对象（Ｎｉｓｓｅ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南海海盆的特殊属性已经被诸多地球

物理探测所揭示．西沙地块位于南海北部边缘的西

段，其西北侧隔琼东南盆地与海南岛相望，西沙海槽

在北侧将其与珠江口盆地分离开，东南侧隔中沙海

槽与中沙地块相邻，西南侧隔广乐隆起与印支半岛

相邻．西沙地块的独特位置使其成为研究南海陆缘

演化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南海西北陆缘具有更为宽

阔的过渡带，其上分布着刚性地块（西沙、中沙地

块），是未分离完全的微地块（ＰéｒｏｎＰｉｎｖｉｄｉｃａｎｄ

Ｍａｎａｔｓｃｈａｌ，２０１０；Ｄｕｂｉｎ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这是东

北陆缘所不具备的特征．西沙地块伴随着南海陆缘

的伸展从华南大陆漂移至现今的位置，其存在势必

对陆缘演化产生影响，其深部地壳结构是研究南海

陆缘演化的重要参考．西沙地块的广角地震数据

ＯＢＳ２０１３３为我们了解西沙地块深部结构提供了机

会（图１）．郭晓然等人利用该测线的纵波震相进行

正演模拟，初步得到了测线下方的纵波速度结构（郭

晓然等，２０１６）．

纵（Ｐ）、横（Ｓ）波速比是较为灵敏地反映地壳矿

物成分和化学组成的一种指标（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１９９３）．

根据室内实验结果，Ｐ、Ｓ波速比对于压强和温度的

变化不敏感，而对石英和长石的含量（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１９７５；Ｋｅｒｎ，１９８２）以及流体的存在

（ＮｕｒａｎｄＳｉｍｍｏｎｓ，１９６９；ＳｐｅｎｃｅｒａｎｄＮｕｒ，１９７６）较

为敏感，相比于单独的Ｐ波速度，Ｐ、Ｓ波速比能够提

供对于地壳物质组成更为准确的约束（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１９９６；Ｃｈｅｖｒｏｔａｎｄ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２０００），有助于

揭示沉积层岩石类型、推测地壳属性、陆缘共轭性的

确定、地幔橄榄岩蛇纹石化的确认和判断流体在地

下的存在，甚至可用于预测沉积层中天然气水合物

的饱和度（张洁等，２０１８）．主动源海底地震仪（ＯＢＳ）

探测以大容量气枪阵为震源，将多分量ＯＢＳ置于海

底面，其记录的数据中蕴含了丰富的Ｐ、Ｓ波信息，

可用以揭示Ｐ、Ｓ波速结构．Ｆｏｗｌｅｒ较早在穿越北大

西洋中脊３７°Ｎ的海底地震仪测线上利用不同分量

之间乘积组合的差异将转换Ｓ波震相与Ｐ波震相

区分开（Ｆｏｗｌｅｒ，１９７６）．Ｗｈｉｔｅ等人通过反射率法

计算合成地震图，发现Ｐ波向Ｓ波的转换往往发生

于地震波速在半个波长内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区域，

且不同类型的界面有着迥异的 ＰＳ波转换效率

（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Ｓｔｅｐｈｅｎ，１９８０）．Ｂｒａｔｔ等人在１１°２０′Ｎ

的东太平洋海隆两条正交折射地震测线上也识别出

了有效的转换Ｓ波震相，并通过视速度对洋壳的Ｓ

波速度结构进行了估计（ＢｒａｔｔａｎｄＳｏｌｏｍｏｎ，１９８４）．

Ｍｊｅｌｄｅ等人在挪威北部Ｌｏｆｔｅｎ大陆架的ＯＢＳ测线

数据的分析中，首次对转换Ｓ波震相应用了射线追

踪、走时拟合的方法，得到了测线下方的二维Ｓ波速

度结构（Ｍｊｅｌｄ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２）．此后，北大西洋陆缘

的多条 ＯＢＳ测线都进行了转换Ｓ波的模拟工作

（Ｍｊｅｌｄ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７；Ｄｉｇｒａｎｅｓ

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１９９８，２００３；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Ｋａｎｄｉｌａｒ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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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Ｋｖａｒｖ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近十余年来，随着

海底地震仪探测在中国南海的不断深入，也涌现出

一批转换Ｓ波模拟的工作，大大促进了南海海域地

壳结构、岩石物质属性的研究（赵明辉等，２００７；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卫小冬等，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Ｗｅ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２０１７；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我们通过提取

ＯＢＳ２０１３３测线的转换Ｓ波数据，联合Ｐ波速度结

构，可以进行Ｓ波速度结构的模拟，得到Ｐ、Ｓ波速

比、泊松比的分布，有望形成对于西沙地块地壳物质

组成的准确约束，完备地揭示其构造属性．本文主要

介绍该测线的转换Ｓ波数据处理和震相分析、识别

以及初步的走时拟合工作，并对ＯＢＳ转换Ｓ波模拟

的几个基础问题进行了探讨．

１　数据采集、转换Ｓ波数据处理

２０１３年春季，中国科学院南海海研究所“实验

２”考察船在西沙地块沿南海西北部陆缘的构造走向

实施了一条广角地震探测剖面（图１）．震源采用

６０００立方英寸的Ｂｏｌｔ气枪组合，震源主频带为３～

１５Ｈｚ．从测线东段到西段，一共激发了１２０３炮，放

炮时间间隔为１２０ｓ或７０ｓ，期间航速为５节左右，

放炮时间以及位置分别被Ｂｏｌｔ枪控计时器和ＧＰＳ

系统记录．此次探测使用了１５台国产四分量 ＯＢＳ

（郝天珧和游庆瑜，２０１１），台站间距为１２或１８ｋｍ，

仪器全部成功回收．

ＯＢＳ数据的预处理包括文件名时间记录解析、

原始时序数据解编、裁截、仪器时间误差校正和位置

校正等．对于ＯＢＳ记录的原始数据，我们将其解编、

转换为ＳＡＣ格式的四分量数据，并根据导航文件和

炮点数据将ＳＡＣ格式数据裁截、拼接形成ＳＥＧＹ

格式数据和ＳＵ格式数据，并在此基础上绘制折合

时地震记录剖面，用于震相的识别和拾取．ＯＢＳ内

部时钟在投放和回收时进行了ＧＰＳ对钟，获取的钟

图１　西沙海域海底地形与ＯＢＳ２０１３３测线位置图

黑色实线代表主动源ＯＢＳ测线的放炮线；红色圆点标注ＯＢＳ着底位置；红色三角形标注了琛航岛和永兴岛地震台．

Ｆｉｇ．１　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ａｐｏｆＸｉｓｈａａｒｅａ，ｓｈｏｗ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Ｓ２０１３３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ｈｏｔｓｌｉｎ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Ｂ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ｄｄｏｔ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ｌａｎｄ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ｅａｆｌｏｏｒ．

Ｔｈｅｒ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Ｃｈｅｎｈａｎｇｉ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Ｙｏｎｇｘｉｎｇｉｓ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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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值用于线性时间校正．利用直达水波走时，以最小

平方法和蒙特卡洛法，对海底地震仪进行了重定位

（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通过使用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带通滤波

（３～１５Ｈｚ），地震数据的信噪比得到了提升，并使

用自动增益来提升远偏移距、后至震相的振幅．

进行转换Ｓ波速度结构模拟的前提是获取转换

Ｓ波震相．主动源 ＯＢＳ探测中，气枪阵在水中所激

发的地震波（Ｐ波）向下传播，遇到海底面、沉积基底

以及其他波阻抗界面，发生ＰＳ波型转换，产生的转

换Ｓ波经历了一系列的折射或反射后，最终被海底

的ＯＢＳ接收（图２）．本次探测所使用的ＯＢＳ装配了

三分量检波器和单分量水听器，仪器内装配有简易

电子罗盘．转换Ｓ波震相是由三分量检波器中的犡

和犢 水平分量记录，可以根据其质点运动轨迹来确

认波型．由于ＯＢＳ在海底的方位不固定，犡 和犢 分

量的方向是在水平面上随机选定的，一般和测线方

向斜交，我们需要将犡和犢 分量上的能量重新分配

至沿炮检方向（即径向（犚））和垂直于炮检方向（即

切向（犜））分量上（张莉等，２０１６）．犚分量主要记录

到的是ＳＶ波，而犜分量则是ＳＨ波．假设地下介质

以各向同性为主，ＯＢＳ所记录到的Ｓ波震相均由Ｐ

ＳＶ转换主导，主要是ＳＶ波，ＳＨ波的能量较小．为

了简化描述，本文后续不区分Ｓ波和ＳＶ波．水平分

量坐标旋转的关键步骤之一就是极化角（θ）的求取．

θ包含两部分：其一是ＯＢＳ投放着底后，内置罗盘记录

的反映 犡 分量 方向 的方 位角，称 之为罗盘角

（ｃｏｍｐａｓｓ）；另一部分是炮检方向与正东方向的夹角

（α）．θ可以表示为

θ＝α＋ｃｏｍｐａｓｓ－
π
２
， （１）

当θ确定之后，即可利用式（２）完成水平分量旋转，

其中，犝犚，犝犜 分别表示径向和切向分量的波场值，

犝犡，犝犢 分别是水平分量犡，犢 的波场值．

犝犚

犝
［ ］

犜

＝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ｓｉｎθ ｃｏｓ
［ ］

θ

犝犡

犝
［ ］

犢

． （２）

然而ＯＢＳ内置罗盘记录的罗盘角受仪器自身磁场

和海底复杂环境因素的影响，可能是不准确的，进而

导致水平分量旋转难以将转换波能量充分归位至径

向分量．因此，需要根据实测波形数据来对ＯＢＳ的

罗盘角进行校正（张莉等，２０１６）．我们采用能量扫

描法对 ＯＢＳ２０１３３测线各个台站的罗盘角校正值

进行求取，并与仪器的记录值进行对比，发现了校正

值与记录值一般都存在差异，且这一偏差的分布是

相对随机的（表１）．我们使用校正后的罗盘角进一

步求取极化角，对各个台站进行了水平分量旋转．相

比于以其自身记录的罗盘角，使用校正后的罗盘角进

行分量旋转，得到的径向分量记录转换波能量更为集

中，震相振幅更强，有利于震相识别和走时拾取（图３）．

我们以ＯＢＳ０６台站为例，从两方面来介绍水平

分量旋转的效果．首先是径向分量与垂直分量地震

图２　ＯＢＳ主动源探测地震波ＰＳ转换模式示意图

（ａ）上行Ｐ波在沉积基底面透射时发生转换；（ｂ）上行Ｐ波在中地壳界面透射时产生转换；

（ｃ）下行Ｐ波在 Ｍｏｈｏ面反射时产生转换；（ｄ）下行Ｐ波在海底面透射时产生的转换．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ＰＳｗａｖ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Ｂ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ｏｆｕｐｇｏ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ｕｐｏ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ｂ）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ｏｆｕｐｇｏｉｎｇＰｗａｖ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ｕｐｏｎｍｉ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ｃ）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ｏｆｄｏｗｎｇｏ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ｕｐｏｎｔｈｅＭｏｈｏ；（ｄ）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

ｏｆｄｏｗｎｇｏ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ｕｐｏｎｓｅａｆｌｏ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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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罗盘角校正前后分量旋转效果对比（以ＯＢＳ１１台站径向分量为例）

（ａ）使用仪器记录罗盘角进行分量旋转所得径向分量地震记录；（ｂ）使用能量扫描法计算的罗盘角进行分量旋转所得径向分量地震记录．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ｓｓａｎｇｌｅ

（ｔａｋｅ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１１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ｃｏｍｐａｓｓａｎｇｌｅ；（ｂ）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ｒｏｔ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ｓｓａｎｇｌ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ｅｎｅｒｇｙ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表１　罗盘角记录值与校正值的对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犮狅狉犱犲犱犪狀犱犮狅狉狉犲犮狋犲犱狏犪犾狌犲狊狅犳犮狅犿狆犪狊狊犪狀犵犾犲

犻狀犗犅犛

台站编号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罗盘角记录值（°） ２２６ ２０６ ３４７ ３３７ ２３４

罗盘角校正值（°） ６０ １２４ ３４０ ２００ ３４０

台站编号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０

罗盘角记录值（°） ２２０ ３０８ ９０ ２９７ ３４０

罗盘角校正值（°） ２２０ ７０ １６０ ３５０ ３４０

台站编号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罗盘角记录值（°） ７３ ４ ５８ ３００ １６８

罗盘角校正值（°） ３４０ １５８ ２１０ ２４０ ３２０

记录剖面的对比（图４）．垂直分量地震剖面上，来自

地下的各组Ｐ波震相清晰可见，我们可以基于视速

度以及震相之间的位置关系对Ｐ波震相进行较好

的识别．经旋转得到的径向分量剖面上的震相为

ＯＢＳ接收到的转换Ｓ波震相，是相应的Ｐ波震相在

传播路径上发生了波型转换形成的，因此其到时整

体更晚，视速度与Ｐ波震相相同或较慢，径向分量

的能量也更强（赵明辉等，２００７）．其次，ＯＢＳ的三分

量数据中，转换Ｓ波所引起的质点振动呈现出明显

的水平偏振特征．相应时窗内的质点运动轨迹可以

帮 助我们确认震相的类型（张莉等，２０１６）．图３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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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ＯＢＳ０６台站第３１５８道（偏移距约２０ｋｍ）质点运动轨迹对比

（ａ、ｂ）分别是垂直分量、径向分量的共接收点道集地震记录剖面，折合速度为６．０ｋｍ·ｓ－１，黑色加粗线段代表质点运动轨迹所选取的时

窗（分别为２．３～３．０ｓ和３．５～４．０ｓ）；（ｃ、ｄ）对应（ａ、ｂ）所选取时窗的质点运动轨迹和三分量振幅对比，犣为垂直分量，犚为径向分量，犜为

切向分量；三分量振幅对比图中，黑色线代表垂直分量，红色线代表径向分量，蓝色线代表切向分量．

Ｆｉｇ．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ｒａｃｅ３１５８ｉｎＯＢＳ０６

（ａ，ｂ）ａｒｅｃｏｍｍ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ｇａｔｈ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ｓ６．０ｋｍ·ｓ－１，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ｂｏｌ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ｗｉｎｄｏｗ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２．３～３．０ｓａｎｄ３．５～４．０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ｉｍｅｗｉｎｄｏｗｓｉｎ（ａ，ｂ）．犣，犚ａｎｄ犜ｍａｒｋ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ｒａｄｉａｌ

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ｒｓ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ｒａｄｉａｌ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ｒｓ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示了ＯＢＳ０６台站３１８５炮（对应偏移距１９．９１ｋｍ

处）的垂直、水平分量折合地震剖面，以及震相对应

时窗的质点振动轨迹．在２．３～３．０ｓ的时窗中，其

质点运动轨迹显示了垂直偏振的特点，同时其垂直

分量（犣）能量占主导，表明该震相属于Ｐ波．在３．５～

４．０ｓ的时窗中，质点运动轨迹显示了水平偏振方式，

同时其径向分量（犚）占主导，表明其Ｓ波的属性．

２　转换模式分析、震相识别

我们对于各个台站的三分量数据进行了前述处

理、分析，得到了径向分量的共接收点道集地震剖

面．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转换Ｓ波震相进行识别、拾

取．根据其转换模式的不同，我们将转换Ｓ波震相分

为两类，一类是在向上传播的路径上发生ＰＳ转换

（ＰＰＳ型），另一类是在向下传播的路径上发生ＰＳ

转换（ＰＳＳ型）．对于ＰＰＳ型震相，其在震源出射、向

下传播、回折、向上传播并在转换界面发生转换之间

是以Ｐ波形式传播的，透射过转换界面到被ＯＢＳ接

收之间，是以Ｓ波形式传播的（图２ａ，ｂ）．对于ＰＳＳ

型震相，其在震源出射，向下传播，初次遇到转换界

面就发生了ＰＳ转换，此后到ＯＢＳ之间的路径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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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Ｓ波形式进行传播（图２ｄ）．因此，ＰＳＳ型震相的

到时相对于ＰＰＳ型较晚，视速度也较低．

转换界面的判定是震相转换模式分析的基础性

问题．由于海水不能传播Ｓ波，ＯＢＳ探测震源（气

枪）在海水中激发，仅产生Ｐ波波场，我们在ＯＢＳ径

向分量地震剖面上识别的Ｓ波震相都是不同地下界

面发生的波型转换产生的．当Ｐ波非垂直入射波阻

抗界面时会发生波型转换．此时，入射Ｐ波的能量

会被转换至反射、透射Ｐ波和Ｓ波．一般来说，波型

转换的形式取决于波阻抗差异和入射角大小．Ｚｏｅｐｐｒｉｔｚ

方程定量地描述了波型转换的能量分配关系

（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ａｎｄＰｒｏｔａｚｉｏ，１９９２）．设入射波为Ｐ波，

该方程的具体形式如下：

犪１１ 犪１２

犪２１ 犪２２

犪１３ 犪１４

犪２３ 犪２４

犪３１ 犪３２

犪４１ 犪４２

犪３３ 犪３４

犪４３ 犪

熿

燀

燄

燅４４

犚ＰＰ

犚ＰＳ

犜ＰＰ

犜

熿

燀

燄

燅ＰＳ

＝

犫１

犫２

犫３

犫

熿

燀

燄

燅４

， （３）

式中犚ＰＰ，犚ＰＳ，犜ＰＰ，犜ＰＳ分别是反射Ｐ波、Ｓ波和透射

Ｐ波、Ｓ波的反射、透射系数．

犪１１ ＝ｓｉｎα，犪１２ ＝ｃｏｓβ，犪１３ ＝－ｓｉｎα′，犪１４ ＝ｃｏｓβ′，

犪２１ ＝ｃｏｓα，犪２２ ＝－ｓｉｎβ，犪２３＝ｃｏｓα′，犪２４ ＝ｓｉｎβ′，

犪３１＝ｃｏｓ２β，犪３２＝－
犞Ｓ１
犞Ｐ１

ｓｉｎ２β，犪３３＝－
ρ２

ρ１

犞Ｐ２

犞Ｐ１

ｃｏｓ２β′，

犪３４＝－ρ
２

ρ１

犞Ｓ２
犞Ｐ１
ｓｉｎ２β′，犪４１＝

犞
２

Ｓ１

犞Ｐ１
ｓｉｎ２α，犪４２＝犞Ｓ１ｃｏｓ２β，

犪４３＝ρ
２

ρ１

犞
２

Ｓ２

犞Ｐ２
ｓｉｎ２α′，犪４４＝－ρ

２

ρ１
犞Ｓ２ｃｏｓ２β′，犫１ ＝－ｓｉｎα，

犫２ ＝ｃｏｓα，犫３ ＝－ｃｏｓ２β，犫４ ＝
犞
２

Ｓ１

犞Ｐ１

ｓｉｎ２α，

α为Ｐ波入射角，β为转换Ｓ波的反射角，α′和β′为

透射Ｐ波和Ｓ波的透射角，犞Ｐ１，犞Ｓ１，ρ１，犞Ｐ２，犞Ｓ２，ρ２

分别为Ｐ波和Ｓ波在入射、透射介质中的速度以及

介质的密度（刘福平等，２０１２）．Ｐ波速度结构模型

和初始的波速比设置，能够提供待分析界面两侧的

Ｐ波和Ｓ波速度参数，相应的密度参数则可根据经

验公式转换而来（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ａｎｄＭｏｏｎｅｙ，１９９５；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１９７８）．入射角的范围可取０～９０°，以全

面地反映不同入射角对应的转换效率．

结合实际的地质模型对上述方程进行求解，我

们得到各类地震波的反射（犚ＰＰ、犚ＰＳ）、透射系数

（犜ＰＰ、犜ＰＳ），进而得以对不同地下界面的转换模式

（图２）进行探究．在本测线中，上行Ｐ波入射沉积基

底的犜ＰＳ整体较高，在常见入射角范围内平均为

０．２２，产生的透射Ｓ波能量较强，对应在此处转换形

成的ＰＰＳ型震相能量是可观的，说明沉积基底是其

较为有效的ＰＳ转换界面（图２ａ，图５ａ）．上行Ｐ波

在中地壳界面的犜ＰＳ、犚ＰＳ接近于零，说明该界面的

ＰＳ转换效率很低，指示了其产生的ＰＰＳ型转换震

相很弱（图２ｂ，图５ｂ），因此不应作为地壳内ＰＰＳ型

震相的 ＰＳ转换界面．Ｍｏｈｏ面能够对反射震相

（ＰｍＰ）产生一定程度（犚ＰＳ系数平均为０．１０）的ＰＳ

转换，形成ＰＰｍＳｍ震相（图２ｃ，图５ｃ）．下行Ｐ波入

射海底面的犜ＰＳ较大，平均为０．１２，形成的转换Ｓ波

能量较强，对应较强的ＰＳＳ型震相，说明海底面可

以作为ＰＳＳ型震相的高效转换界面（图２ｄ，图５ｄ）．

因此，在本测线，我们将海底面、沉积基底作为主导

的转换界面，而 Ｍｏｈｏ面被当做次一级转换界面．

我们以ＯＢＳ１１台站为例说明震相识别、拾取和

初步的射线追踪（图６，图７）．在该台站的径向分量

地震剖面上，我们识别并拾取了五组转换Ｓ波震相，

他们分别是ＰＰｇＳｂ震相、ＰＰｍＳｂ震相、ＰＰｍＳｍ震

相、ＰＳｇＳｗ震相和ＳｍＳ震相．其中，ＰＰｇＳｂ震相是Ｐ

波向下穿过海水层、沉积层和地壳，并在地壳内回

折，向上传播至沉积基底，转换为Ｓ波，继续向上传

播，直到被ＯＢＳ接收形成的．其分布范围较大，左半

支可追踪至偏移距－１０５ｋｍ，右半支在约３０～５０ｋｍ

之间出现缺失，最远可追踪至７５ｋｍ；ＰＰｍＳｂ震相是

Ｐ波由震源向下传播，穿过海水层、沉积层和地壳，

并在地壳底部的 Ｍｏｈｏ面发生反射，回到沉积基底

时，发生了波型转换形成的，其Ｓ波路径在沉积层

内．其左半支更为发育，可由偏移距－６０ｋｍ追踪至

约－１１０ｋｍ；ＰＰｍＳｍ震相则是 Ｍｏｈｏ面反射波在

Ｍｏｈｏ面发生ＰＳ转换形成的，其与ＰＰｍＳｂ形态接

近，存在约４ｓ的到时延迟（图６）．ＰＳｇＳｗ震相是地

壳内折射波在向下的路径初次遇到海底这一高效转

换界面就发生了转换，形成的ＰＳＳ型转换Ｓ波震

相，其视速度明显低于前述震相，在偏移距±３０ｋｍ

内可以清晰追踪；ＳｍＳ是海底面产生的转换Ｓ波在

Ｍｏｈｏ面发生反射形成的，在偏移距－７０～－５０ｋｍ

范围内可连续追踪（图７）．由于ＰＳｇＳｗ震相的视速

度比常用折合速度（６．０ｋｍ·ｓ－１）低很多，其同相

轴向下追踪到地震图之外，为显示该震相更远偏移

距的情况，选用３．５ｋｍ·ｓ－１为折合速度重新作图，

使得ＰＳｇＳｗ震相大致成水平展布，而ＳｍＳ震相在

其下方出现并呈现向着远偏移距与其渐近的趋势

（图７）．可以看到，左右两侧偏移距都能追踪到更远

的ＰＳｇＳｗ 震相，左半支最远可以追踪到偏移距

－１３０ｋｍ，这些远偏移距的ＰＳｇＳｗ震相和较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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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基于Ｚｏｅｐｐｒｉｔｚ方程计算的转换波反射、透射系数分布

犚ＰＰ是Ｐ波的反射系数，犚ＰＳ是Ｓ波反射系数，犜ＰＰ是Ｐ波透射系数，犜ＰＳ是Ｓ波透射系数；阴影区域标识了概率较高的入射角分布范围，虚线

标识了临界角；相应的ＰＳ转换示意图分别参见图２（ａ，ｂ，ｃ，ｄ）．（ａ）上行Ｐ波入射沉积基底（界面２）的反射、透射系数分布，界面２附近的

物性参数：犞Ｐ下＝５．４ｋｍ·ｓ－１，犞Ｓ下＝３．０７ｋｍ·ｓ－１，ρ下＝２．７ｇ·ｃｍ
－３，犞Ｐ上＝４．０ｋｍ·ｓ－１，犞Ｓ上＝１．７８ｋｍ·ｓ－１，ρ上＝２．３ｇ·ｃｍ

－３；（ｂ）上行

Ｐ波入射中地壳界面（界面３）的反射、透射系数分布，界面３附近的物性参数：犞Ｐ下＝６．５ｋｍ·ｓ－１，犞Ｓ下＝３．６５ｋｍ·ｓ－１，ρ下＝２．８ｇ·ｃｍ
－３，犞Ｐ上＝

６．４ｋｍ·ｓ－１，犞Ｓ上＝３．６４ｋｍ·ｓ－１，ρ上＝２．７ｇ·ｃｍ
－３；（ｃ）下行Ｐ波入射 Ｍｏｈｏ面（界面４）的反射、透射系数分布，界面４附近的物性参

数：犞Ｐ上＝６．９ｋｍ·ｓ－１，犞Ｓ上＝３．８８ｋｍ·ｓ－１，ρ上＝２．８ｇ·ｃｍ
－３，犞Ｐ下＝７．９ｋｍ·ｓ－１，犞Ｓ下＝４．３９ｋｍ·ｓ－１，ρ下＝３．３ｇ·ｃｍ

－３；（ｄ）下行

Ｐ波入射海底面（界面１）的反射、透射系数分布，界面１附近的物性参数：犞Ｐ上＝１．５ｋｍ·ｓ－１，犞Ｓ上＝０．０ｋｍ·ｓ－１，ρ上＝１．０３ｇ·ｃｍ
３，犞Ｐ下＝

１．８ｋｍ·ｓ－１，犞Ｓ下＝０．６７ｋｍ·ｓ－１，ρ下＝２．１ｇ·ｃｍ
－３．

Ｆｉｇ．５　Ｐｌｏｔｓｏｎ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ｖ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ｗａｖ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Ｚｏｅｐｐｒｉｔｚ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犚ＰＰ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Ｐｗａ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犚Ｐ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Ｓｗａｖ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犚ＰＰ，犚ＰＳ，犜ＰＰａｎｄ犜Ｐ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ｗａｖ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Ｓｗａ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Ｐｗａｖ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Ｓｗａｖ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ｄｚｏｎｅｓｍａｒｋ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ｙ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ｍａｒｋ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ｇｌｅ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Ｐ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ｒｅｆｅｒｔｏＦｉｇ．２（ａ，ｂ，ｃ，ｄ）．（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ｕｐｇｏｉｎｇＰｗａｖｅ

ｕｐｏ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２），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ｒｅ：犞Ｐｄｏｗｎ＝５．４ｋｍ·ｓ－１，犞Ｓｄｏｗｎ＝３．０７ｋｍ·ｓ－１，

ρｄｏｗｎ＝２．７ｇ·ｃｍ
－３，犞Ｐｕｐ＝４．０ｋｍ·ｓ－１，犞Ｓｕｐ＝１．７８ｋｍ·ｓ－１，ρｕｐ＝２．３ｇ·ｃｍ

－３；（ｂ）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ｕｐ

ｇｏ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ｕｐｏｎｍｉ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３），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ｒｅ：犞Ｐｄｏｗｎ＝６．５ｋｍ·ｓ－１，犞Ｓｄｏｗｎ＝３．６５

ｋｍ·ｓ－１，ρｄｏｗｎ＝２．８ｇ·ｃｍ
－３，犞Ｐｕｐ＝６．４ｋｍ·ｓ－１，犞Ｓｕｐ＝３．６４ｋｍ·ｓ－１，ρｕｐ＝２．７ｇ·ｃｍ

－３；（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

ｄｏｗｎｇｏ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ｕｐｏｎｔｈｅＭｏｈｏ（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４），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ｒｅ：犞Ｐｕｐ＝６．９ｋｍ·ｓ－１，犞Ｓｕｐ＝３．８８ｋｍ·ｓ－１，

ρｕｐ＝２．８ｇ·ｃｍ
－３，犞ｐｄｏｗｎ＝７．９ｋｍ·ｓ－１，犞Ｓｄｏｗｎ＝４．３９ｋｍ·ｓ－１，ρｄｏｗｎ＝３．３ｇ·ｃｍ

－３；（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

ｄｏｗｎｇｏ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ｕｐｏｎｓｅａｆｌｏｏ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１），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ｒｅ：犞Ｐｕｐ＝１．５ｋｍ·ｓ－１，犞Ｓｕｐ＝０．０ｋｍ·ｓ－１，

ρｕｐ＝１．０３ｇ·ｃｍ
－３，犞Ｐｄｏｗｎ＝１．８ｋｍ·ｓ－１，犞Ｓｄｏｗｎ＝０．６７ｋｍ·ｓ－１，ρｄｏｗｎ＝２．１ｇ·ｃｍ

－３．

时的ＳｍＳ震相，是约束下地壳Ｓ波速度结构的重要

依据（图７ｃ）．在这里，振幅较强，视速度较大的ＰＰＳ

型震相向上翘起，向上延伸到地震图之外．

参考以往的研究（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Ｗｅ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郭晓然等，２０１６），本文采用ＲＡＹＩＮＶＲ

（Ｚｅｌｔａｎｄ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２）进行射线追踪走时正演模

拟．在Ｐ波速度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赋予速度模型

层、块单元泊松比来定义Ｓ波速度结构，并且在速度

模型的深度界面上定义波型转换界面．在此基础上，

以试错法调整模型的泊松比分布，进行转换波射线

追踪，拟合观测震相（图６ｃ，ｄ，图７ｃ，ｄ）．ＰＰＳ型震相

的Ｓ波路径在沉积基底以上，联合已知的Ｐ波速度

模型，可以用来约束ＯＢＳ下方沉积层的Ｐ、Ｓ波速比

（Ｅｃｃｌ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ＰＳＳ型震相的Ｓ波路径主要

在地壳内部，能够较好地约束地壳内的Ｓ波速度结

构．我们首先使用ＰＰＳ型震相对模型浅部沉积层的

７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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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ＯＢＳ１１台站转换Ｓ波ＰＰＳ型震相识别与射线追踪

（ａ）径向分量共接收点道集地震记录剖面，折合速度为６．０ｋｍ·ｓ－１；（ｂ）标注震相的径向分量共接收点道集地震记录剖面，折合速度为

６．０ｋｍ·ｓ－１；（ｃ）地壳模型与射线追踪路径，实线和虚线分别代表Ｐ、Ｓ波路径，不同的颜色对应于不同组震相；（ｄ）转换Ｓ波震相理论

计算走时（黑色）和拾取走时（彩色）．

Ｆｉｇ．６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ｏｆＰＰＳｔｙｐ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Ｓｗａ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ｈａｓｅｓｉｎＯＢＳ１１

（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ｓ６．００ｋｍ·ｓ－１；（ｂ）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ｒ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ｌａｂｅ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ｈ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ｓ６．００ｋｍ·ｓ－１；

（ｃ）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ｒａｃｅｄｒａｙｐａｔｈ．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ａｎ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ｙｐａｔｈｏｆ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ｏｒ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ｈａｓｅｓ；（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ｐｉｃｋｅｄ（ｃｏｌｏｒｅｄ）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Ｓｗａ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ｈａｓｅｓ．

８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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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ＯＢＳ１１台站转换Ｓ波ＰＳＳ型震相识别与射线追踪

（ａ）径向分量共接收点道集地震记录剖面，折合速度为３．５ｋｍ·ｓ－１；（ｂ）标注震相的径向分量共接收点道集地震记录剖面，折合速度为

３．５ｋｍ·ｓ－１；（ｃ）地壳模型与射线追踪路径，实线和虚线分别代表Ｐ、Ｓ波路径；（ｄ）转换Ｓ波理论计算走时（黑色）和拾取走时（彩色）．

Ｆｉｇ．７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ｏｆＰＳＳｔｙｐ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Ｓｗａ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ｈａｓｅｓｉｎＯＢＳ１１

（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ｓ３．５０ｋｍ·ｓ－１；（ｂ）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ｒ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ｌａｂｅ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ｈ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ｓ３．５０ｋｍ·ｓ－１；

（ｃ）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ａｙｐａｔｈ．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ａｎ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ｆ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ｌｏｒ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ｈａｓｅｓ；（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ｐｉｃｋｅｄ（ｃｏｌｏｒｅｄ）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Ｓｗａｖ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ｈａｓｅｓ．

９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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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速比结构进行模拟，随后加入ＰＳＳ型震相，调整

地壳的波速比结构．ＰＰｇＳｂ和ＰＰｍＳｂ震相主要控

制台站下方沉积层的Ｓ波速度结构，而ＰＰｍＳｍ、

ＰＳｇＳｗ和ＳｍＳ震相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对地壳内的

Ｓ波速度结构形成约束．

结合转换模式分析和ＯＢＳ１１台站的震相识别

情况，我们对测线的其他台站也进行了震相识别和

拾取．震相拾取主要考虑的因素有震相的振幅强弱、

视速度大小以及其几何形态．ＰＰＳ震相在径向分量

剖面上能量一般较强，与对应的Ｐ波震相在垂直分

量剖面上的形态相似，视速度基本一致，只是在到时

上存在整体的延迟．这一类震相是较容易识别的转

换Ｓ波震相．我们识别到了３２６３个ＰＰＳ震相（图

８ａ），主要分为两组，其一是地壳内折射波（Ｐｇ）的转

换震相ＰＰｇＳｂ，转换界面为沉积基底．该震相在所

有台站都被识别到，且可追踪至较远的偏移距，在部

分台站的追踪范围超过１００ｋｍ，其视速度与对应的

Ｐ波震相视速度接近，并在模型１１５～１６０ｋｍ之间

略有升高，平均的视速度达到５．８０～５．９０ｋｍ·ｓ
－１；其

二是 Ｍｏｈｏ面反射波（ＰｍＰ）的转换震相ＰＰｍＳｂ，其

转换界面同样为沉积基底，这类震相可追踪的范围

往往较小，一般不超过５０ｋｍ．还有一种震相是前述

反射波在 Ｍｏｈｏ面转换形成的ＰＰｍＳｍ震相，其形

态特征与ＰＰｍＳｂ震相类似，这类震相路径特殊（图

２ｃ），介于ＰＰＳ和ＰＳＳ型震相的定义之间．测线上

ＰＳＳ震相的能量相对于ＰＰＳ震相较弱，其识别的难

度稍大．由于其回折时的波型为Ｓ波，其视速度接近

于相应地层的Ｓ波速度，其形态和到时也和对应的Ｐ

波震相有着显著的差异．通过转换界面分析和射线追

踪试算，我们在ＯＢＳ２０１３３测线上识别到了２２９７个

ＰＳＳ震相（图８ｂ）．这些Ｓ波震相主要是地壳内折射波

下行时在海底面转换形成的ＰＳＳ型转换波ＰＳｇＳｗ，

这一组震相的视速度平均为３．４６ｋｍ·ｓ－１，在模型

的４０～１３０ｋｍ范围内，视速度整体稍高，达到３．５４

ｋｍ·ｓ－１．同时，在部分台站还识别出了来自 Ｍｏｈｏ

面反射的 ＰＳＳ型震相 ＳｍＳ，该震相一般跟随着

ＰＳｇＳｗ震相在其下方出现．

根据识别的转换Ｓ波震相，我们以试错法进行

射线追踪、走时拟合和模型调整的正演方式初步获

取了ＯＢＳ２０１３３测线下方的地壳Ｓ波速度结构（图

９）．模型在沉积层中分层显示了３．１，２．２的波速

比，相应的Ｓ波速度分别为０．４２～０．７１ｋｍ·ｓ
－１和

１．１０～２．３９ｋｍ·ｓ
－１．上地壳的Ｓ波速度为２．９１～

３．７６ｋｍ·ｓ－１，下地壳的Ｓ波速度为３．７７～４．０８

ｋｍ·ｓ－１，地壳内的波速比范围是１．７２～１．７９．

３　讨论

本次测线的ＰＳＳ型震相在近偏移距较为清晰，

可连续追踪，在远偏移距断续出现，可参考视速度等

图８　ＯＢＳ２０１３３测线识别的主要转换Ｓ波震相

（ａ）ＰＰＳ型转换Ｓ波震相；（ｂ）ＰＳＳ型转换Ｓ波震相．

Ｆｉｇ．８　Ｍａ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Ｓｗａ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ｈａｓ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ｉｎＯＢＳ２０１３３

（ａ）ＰＰＳｔｙｐ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Ｓｗａ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ｈａｓｅｓ；（ｂ）ＰＳＳｔｙｐ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Ｓｗａ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ｈａｓｅｓ．

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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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ＯＢＳ２０１３３测线下方的Ｓ波速度结构

黄色圆点标注了ＯＢＳ在测线上的位置．

Ｆｉｇ．９　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ＯＢＳ２０１３３

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ｃｉｒｃｌ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Ｓｓｏｎｔｈｅｌｉｎｅ．

特征进行识别（图８ｂ）．转换Ｓ波模拟中，ＰＰＳ型和

ＰＳＳ型震相共同约束了模型Ｓ波速度结构．同时，两

者各有侧重，ＰＰＳ型震相约束了转换界面之上的Ｓ

波速度结构，而转换界面之下的结构主要取决于

ＰＳＳ型震相．ＰＳＳ震相由震源向下传播遇到转换界

面时发生了ＰＳ转换，以Ｓ波的形式在地壳内传播，

其走时最为直接和有效地约束了地壳的Ｓ波速度结

构，它的视速度反映了地壳中射线路径回折点的Ｓ

波速度．由于ＰＳＳ震相在大部分传播路径上都是Ｓ

波，而Ｓ波本身就是ＰＳ波型转换得到的，能量低于

Ｐ波，在经历较长的传播路径之后，其振幅会进一步

衰减．因此，地震剖面上的转换Ｓ波震相往往以ＰＰＳ

型为多数，ＰＳＳ型震相的种类和数量较少，很多实测

剖面都显示了此类问题（Ｅｃｃｌ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Ｚｈａｏ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卫小冬等，２０１１；Ｋａｓｈｕｂ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我们需要充分挖掘地震剖面上远偏移

距的ＰＳＳ型震相，形成对地壳深部Ｓ波速度结构的

良好约束．

在早期的ＯＢＳ数据处理和横波结构研究中，有

学者使用原始罗盘角进行水平分量旋转，效果不是

很好，震相比较模糊（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卫小冬等，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近年来学者多使用能量扫描法求取极

化角并据此进行分量旋转，能够将两个水平分量上

的能量更好地集中在径向分量上，从而有助于获得

更为清晰的ＰＳＳ震相（张莉等，２０１６；Ｗｅ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本文通过使用能量扫描

法计算得到的罗盘角进行分量旋转，有效地提升了

ＰＳＳ型震相的能量，有助于陆壳内部ＰＳＳ型震相在

远偏移距的识别．

ＯＢＳ转换Ｓ波数据的分析和处理中，转换界面

的确定是一个重要问题．一般来说，地震波入射波阻

抗差异较大的界面会产生波型转换，但是不同波阻

抗界面的ＰＳ转换效率存在差异．如果选取了实际

上难以发生相应ＰＳ转换的界面，那么针对相关震

相的射线追踪、走时拟合和泊松比调整方向则与真

实情况大相径庭．因此，在转换Ｓ波模拟中，我们需

要以定量的形式分析各个深度界面产生各种波的振

幅大小，明确界面产生的转换波能量分布特点，从而

充分考虑在各界面发生波型转换的可行性．在本文

中，通过求解Ｚｏｅｐｐｒｉｔｚ方程并进行分析，我们认为

中地壳界面是一个低效的ＰＳ转换界面，无法产生

足够能量的转换Ｓ波以继续传播至海底的ＯＢＳ并

被记录到，这也符合从速度结构模型得到的直观结

论．在后续的射线追踪、走时拟合中，中地壳界面则

不会被作为ＰＳ转换界面．在前人的部分工作中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７；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将中地壳界面也作为ＰＳ转化

界面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而ＰＳ转换效率较高的

海底面、基底和 Ｍｏｈｏ面则会被作为可行的转换界

面参与各组震相的转换模式判定和射线追踪、走时

拟合．

转换Ｓ波震相的识别和初步的射线追踪部分参

考了郭晓然等人的Ｐ波速度结构模型．这一模型由

海水层、沉积层、上地壳、下地壳和上地幔五层组成．

模型显示沉积层速度为２．２～３．２ｋｍ·ｓ
－１，厚度为

０．８～３．０ｋｍ，上地壳顶部速度为５．０～５．５ｋｍ·ｓ
－１，

下地壳底部速度为６．９ｋｍ·ｓ－１，上地幔顶部的厚

度为８．０ｋｍ·ｓ－１，平均的地壳厚度为２３ｋｍ（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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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等，２０１６）．通过转换Ｓ波走时的初步模拟，我们

发现该Ｐ波速度模型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比

如，需要对沉积层进行分层并设置不同的泊松比来

更好地拟合ＰＰＳ型震相，这样的设定也更加接近于

真实的地质情况．并且，西沙琛航岛和永兴岛的接收

函数研究反映了接近０．８的上、下地壳厚度比（黄海

波等，２０１１），ＯＢＳ２０１１１测线西沙地块部分的上、

下地壳比约为０．９（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然而，本

文参考的Ｐ波速度结构模型上、下地壳厚度比接近

０．５．射线追踪和走时拟合需要重新考量这一模型的

合理性．基于调整后的 Ｐ 波速度模型，我们在

ＯＢＳ１１台站进行了转换Ｓ波射线追踪和走时拟合，

效果较好（图６ｃ，ｄ，图７ｃ，ｄ）．

转换Ｓ波速度结构模拟中，以试错法进行射线

追踪、走时拟合和模型调整的正演方式有着独特优

势．与相近走时和偏移距的Ｐ波震相相比，转换Ｓ

波震相往往较难识别（Ｆｏｗｌｅｒ，１９７６），这是转换波

的固有属性．试错法射线追踪正演有利于充分发掘

各类转换震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从地震剖面中

识别潜在的转换Ｓ波震相．目前，常用的广角地震数

据反演软件如ＴＯＭＯ２Ｄ（Ｋｏｒｅｎａｇ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ＦＡＳＴ（ＺｅｌｔａｎｄＢａｒｔｏｎ，１９９８）、ＪＩＶＥ３Ｄ（Ｈｏｂｒ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和ＶａｎＡｖｅｎｄｏｎｋ等人提出的反演方法

（ＶａｎＡｖｅｎｄｏｎ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４）都难以利用转换Ｓ波

震相直接对地下的Ｓ波速度（或波速比）结构进行反

演．转换界面的不一致性成为转换Ｓ波走时反演的

障碍．一些学者提出了变通办法，比如，Ｆｕｊｉｅ等人的走

时反演程序中，可以选取某一界面作为恒定的转换界

面，使用ＰＰＳ和ＰＳＳ震相分别反演该界面之上和之下

的Ｓ波速度结构（Ｆｕｊ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Ｇｒｅｖｅｍｅｙｅｒ等人

在超慢速扩张脊区域的ＯＢＳ测线研究中，假定海底

为唯一的转换界面，转换波在地下介质的传播路径

上均为Ｓ波，这样一来，可以使用传统的Ｐ波反演方

法来获取海底面之下的Ｓ波速度结构（Ｇｒｅｖｅｍｅｙ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但是，在更为普遍的情况下，形成各组转

换Ｓ波震相的转换界面并不唯一．此时，试错法射线

追踪正演模拟就成为了主要的选择．它以Ｐ波速度

结构为基础，通过引入泊松比和转换界面，对传播路

径进行准确分段，能够同时模拟多组不同转换类型

和转换界面的转换Ｓ波震相．正是由于这些独特的

优势，试错法射线追踪正演成为了目前最常见的转

换Ｓ波速度结构模拟方法．然而，这一方法也存在着

一些问题．使用这一方法，我们需要根据走时拟合情

况手动地对相关区域的泊松比进行逐次调整，以取

得较好的射线追踪和走时拟合效果．该过程会在参

数选取和调整方面引入一定的偶然性，难以实现对

模型空间的遍历以确保取得最优解．同时，我们用于

射线追踪的ＲＡＹＩＮＶＲ程序通过在速度模型的梯

形单元块体中设置波速比来定义Ｓ波速度结构，这

些单元块体是由Ｐ波速度结构中的深度和速度节

点组成的，相邻单元块体波速比的差异会导致Ｓ波

速度出现横向上的不连续．这种由模型参数化引入

的速度间断降低了模型的真实性，不利于构造解释．

这两方面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注意并着力解决的．

４　结论

通过处理和分析横切西沙地块的主动源海底地

震仪测线ＯＢＳ２０１３３的转换Ｓ波数据，本文获取了

以下几点结论和认识：

（１）通过求解Ｚｏｅｐｐｒｉｔｚ方程，从定量的角度判

别了本测线的地震波ＰＳ转换界面．对于ＰＰＳ型震

相而言，沉积基底是有效的转换界面；中地壳界面的

转换效率很低，不应作为地壳内部的转换界面；

Ｍｏｈｏ面可以作为一般的转换界面；对于ＰＳＳ型震

相，海底面是高效的转换界面．

（２）ＯＢＳ２０１３３测线的转换Ｓ波数据质量较

好，主要识别出了ＰＰｇＳｂ、ＰＰｍＳｂ、ＰＰｍＳｍ、ＰＳｇＳｗ

和ＳｍＳ等一系列转换Ｓ波震相，最大偏移距达到

１３０ｋｍ．这些震相能够很好地约束测线下方的Ｓ波

速度结构．通过射线追踪和走时模拟，对来自地壳和

Ｍｏｈｏ面的转换Ｓ波震相进行了初步的拟合．

（３）在转换Ｓ波震相的识别中，我们要注意远

偏移距ＰＳＳ型震相的挖掘．在转换模式和界面的判

断中，求解Ｚｏｅｐｐｒｉｔｚ方程能得到转换波的能量分配

关系，为我们的判别提供了定量化工具，应当得到充

分的应用．基于ＲＡＹＩＮＶＲ的射线追踪正演模拟在

转换Ｓ波速度结构模拟中有独特优势，但是在模型

调整和结果表示方面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ＯＢＳ２０１３３测线的转换Ｓ波震相分析、识别以

及后续的Ｓ波速度结构模拟，有望提供西沙地块首

个二维地壳泊松比剖面，帮助厘清刚性地块的物质

组成和构造属性，进而深化理解其对于南海陆缘张

裂演化的响应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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