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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重震相波形非线性反演的俯冲带

４１０犽犿间断面起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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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ｒａｙ宽频带地震台阵记录的Ｐ波三重震相波形资料，采用遗传算法，对千岛俯冲板块内部及

附近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结构进行了非线性反演．其中，选取了发生在俯冲带的发震时刻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０日２１时

２４分（ＧＭＴ时间）震级为犕ｗ５．９的地震；其三重震相的射线回折点处射线路径的方向与俯冲板块的走向大致一

致，克服了间断面在俯冲板块内部沿俯冲方向起伏剧烈、不易识别的困难，设计以震中为顶点、方位角范围分别为

２７５°～２８０°、２６９°～２７４°、２６４°～２６６°的北、中、南三个扇形区域，用于研究４１０ｋｍ间断面逐渐靠近俯冲板块直至处

在其中的起伏情况；“先对齐、后反演”的具体计算方案极大地减小了浅部结构不确定性对反演结果的影响；同时，

整体归一化策略充分利用了台阵的振幅信息，有效地加强了对深部结构的约束．反演结果显示，“４１０ｋｍ间断面”

在北区抬升了１０～２０ｋｍ，在中区抬升了２０～３０ｋｍ，在南区抬升了６０～７０ｋｍ，与橄榄石瓦兹利石平衡态相变界

面的矿物物理学预测结果一致；其波速跃变在北区为１０％，在中区为１０％，在南区为７％．扣除了前人在层析成像

显示的地震源区及目标区速度异常的影响后，约４％的波速跃变可能由橄榄石瓦兹利石的相变所产生，与ＩＡＳＰ９１

模型的速度跃变值相当．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俯冲带内部似乎不存在大量的亚稳态橄榄石．基于更多资料并对波

形细节进行拟合，可望刻画俯冲板块内部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精细结构，给出关于这一问题的确定性回答．

关键词　４１０ｋｍ间断面；亚稳态橄榄石；三重震相；非线性反演；深源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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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ｃｕ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０　引言

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精细结构，特别是俯冲板块内

部及周围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起伏情况涉及到地幔对

流模式、俯冲带滞留状态、深源地震形成机制等重要

科学问题，受到地球科学家的广泛关注．

Ｈｅｌｆｆｒｉｃｈ等（１９８９）以及 Ｋｉｒｂｙ等（１９９１）指出俯

冲板块内部橄榄石（ｏｌｉｖｉｎｅ）到瓦兹利石（ｗａｄｓｌｅｙｉｔｅ）

的平衡态相变界面的深度可抬升至３５０ｋｍ．Ｔｈｉｒｏｔ

等（１９９８）用接收函数方法研究了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在

太平洋俯冲板块内部的起伏情况，发现其抬升到了

３５０ｋｍ的深度，与理论预测的抬升情况一致．但是，

Ｔｏｎｅｇａｗａ等（２００５）用接收函数方法研究了伊豆—

小笠原俯冲带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起伏情况，发现只

有约３０ｋｍ的抬升．Ｎｉｕ等（２００５）也用接收函数方

法研究了伊豆—小笠原俯冲带附近４１０ｋｍ间断面

的起伏情况，发现俯冲板块周围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存

在明显的抬升，但在俯冲带内部却没有清晰的４１０

ｋｍ间断面信号．

Ｃｏｌｌｉｅｒ和 Ｈｅｌｆｆｒｉｃｈ（１９９７）利用俯冲带内向下

传播的地震体波的转换波资料，通过倾斜叠加的方

法，发现伊豆—小笠原俯冲带内４１０ｋｍ间断面最

高抬升到了３５０ｋｍ的深度．蒋志勇等（２００３）利用

类似的方法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但是，Ｒｅｖｅｎａｕｇｈ和

Ｊｏｒｄａｎ（１９９１）利用ＳｃＳ回折波研究了４１０ｋｍ间断

面的起伏，认为在俯冲板块内部有小幅度抬升．

另外，Ｖｉｄａｌｅ和Ｂｅｎｚ（１９９２）利用台阵观测的反

射波资料进行倾斜叠加，认为俯冲板块内部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有不超过３０ｋｍ 的抬升，而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和

Ｓｈｅａｒｅｒ（１９９８）的ＳＳ前驱波结果没有观测到西太平

洋俯冲带地区的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抬升．

同时，Ｌｉｄａｋａ和Ｓｕｅｔｓｕｇｕ（１９９２）利用体波走时

残差分析，认为日本海俯冲带存在亚稳态橄榄石楔．

Ｋａｗａｋａｔｓｕ和Ｙｏｓｈｉｏｋａ（２０１１）利用接收函数叠加，

同样发现日本海俯冲带下方存在的亚稳态橄榄石

楔．Ｊｉａｎｇ和Ｚｈａｏ（２０１１）以及Ｊｉａｎｇ等（２０１５）利用双

差地震走时分析，也认为在日本海俯冲带存在亚稳

态橄榄石楔．这时，４１０ｋｍ间断面不升反降，与相变

动力学的预测一致（见ＳｕｎｇａｎｄＢｕｒｎｓ，１９７６）．

三重震相是组合震相，在高速间断面附近射线

覆盖很密，非常适合研究地幔间断面的精细结构（如

ＢｒｕｄｚｉｎｓｋｉａｎｄＣｈｅｎ，２００３；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Ｚｈ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ＷａｎｇａｎｄＣｈｅｎ，２００９；ＷａｎｇａｎｄＮｉｕ，

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Ｃ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Ｗｒｉｇｈｔ

和Ｋｕｏ（２００７）曾利用这一方法研究吕宋下方俯冲板

块内部的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起伏，认为抬升到了３２５

ｋｍ的深度．但是，他们只用了走时进行研究，反演

结果有较强的非唯一性．

本文利用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ｒａｙ密集宽频带地震台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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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发生在千岛俯冲带的地震所产生的三重震相

波形资料，对俯冲板块内部及附近４１０ｋｍ间断面

的结构进行非线性反演．密集的台阵资料，使得能够

通过对比射线回折点通过或不通过俯冲板块内部时

的情况．射线回折点在鞑靼海峡下方，此处射线路径

方向与俯冲板块的走向大致一致，实现了最大限度

地对受到俯冲板块影响的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进行采

样，克服小波长起伏不易识别的困难，给出了俯冲带

内部及附近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结构的稳定结果．

１　研究区域与资料

本研究的地震资料来源于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

持续两年的野外流动地震观测项目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ｒａｙ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该台阵

共有流动台站１２７个，平均台间距约为８０ｋｍ，东西

跨度约１３００ｋｍ，南北跨度约为６００ｋｍ．图１中用

黑色三角符号展示了本文所用的３６个台站的位置．

我们根据国际地震中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ＩＳＣ）提供的地震目录，选择了一个射线回折

点附近的射线路径大致平行于俯冲板块走向的地

震，该地震发震时刻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０日２１时２４

分（ＧＭＴ时间），震级为 犕ｗ５．９．所用资料中，该事

件到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ｒａｙ的震中距范围为１２°～２０°，方

位角范围为２６４°～２８０°．图１中用白色圆点展示了

射线回折点（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射线穿透最深处）的位

置．由图１可以看到，这些回折点位于鞑靼海峡附近

区域下方．图１中画出了射线在地表的投影，本文对

北区（２７５°～２８０°，绿色曲线所示）、中区（２６９°～

２７４°，红色曲线所示）、南区（２６４°～２６６°，蓝色曲线所

示）三个方位角范围不同的地区进行对比研究．在具

体反演过程中，我们先去除仪器响应，得到地震位移

记录．然后进行一阶的巴特沃斯零相移滤波，其中的

带通滤波范围为０．０５～１Ｈｚ．

为了得到更准确的地震发震深度，我们通过

ＩＲＩＳ网站的ｂｒｅｑ＿ｆａｓｔ网页脚本，下载了该地震发

生后１ｈ的连续记录来对发震深度进行精定位．为

了保证数据质量，利用 Ｃｒａｚ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Ｙ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软件挑选出１００多个信噪比高的记录．最终挑

选出１８个信噪比高、深度震相又清晰的记录．在读

取了Ｐ、ｐＰ以及ｓＰ在各个远震台站的到时之后，固

定经纬度不变，通过全局搜索确定震源深度．当震源

深度是１１４ｋｍ时，残差达到最小值０．８ｓ．此外，作

为对比，再采用 ＧＣＭＴ（ＤｚｉｅｗｏｎｓｋｉａｎｄＷｏｏｄ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３）给出的震源机制解（走向／倾角／滑动角分别为

１２８°／１１°／１９１°），通过直达波以及深度震相的波形拟

合，来反演地震深度（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ａｎｄＡｂｅｒｓ，１９８８）．

最终结果如图２所示．由波形反演得到的震源深度

图１　研究区域与所用地震、台站分布

图中红色震源球为所用地震，黑色三角形为所用台站，绿、红、蓝的曲线代表北、中、南三区射线路径在地表投影，

白色散点是射线穿透最深处的地理位置．黑色虚线为俯冲带等深线，黑色数字为等深线所对应的深度．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ｄｂｅａｃｈｂａｌ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犕ｗ５．９Ｋｕｒｉｌ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ｅｖｅｎｔ，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ｅｄ．Ｇｒｅｅｎ，ｒｅｄ

ａｎｄｂｌｕｅｃｕｒｖ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ｆｏｒ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ｔｅｄｏ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ｎｕｍｂｅｒ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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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震源机制解体波波形反演图

图正中为震源球下半球的等面积投影，压缩象限为红色．其中三角形为台站所在位置示意，邻近区域内邻近台站用同个三角

表示，１８个台站共分为黑、黄、蓝、绿四个区域．蓝色实线波形为实际记录，红色虚线波形为正演结果，黑色竖杠代表残差计算

时窗，波形左上方字母代表台站名，颜色与震源球中三角相对应．波形右上方数字代表残差值．左上角三角形为震源时间函数．

波形拟合反演得到的震源深度为１１４ｋｍ．

Ｆｉｇ．２　Ｆｏ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ｄｅｐｔｈｐｈａｓｅｓ

Ｉｎｔｈｅｅｑｕａｌａｒｅ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ｓｐｈｅｒ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ｄｒａｎｔｓｈａｄｅｄｉｎ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１８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ｅｄ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４ａｒｅ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ｙｅｌｌｏｗ，ｂｌｕｅ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ｎａｒｅ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ｒｅｃｏｒｄｓ（ｓｏｌｉｄ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ｄａｓｈｅｄ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ｂｌａｃｋｂ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ｔｉｍｅ

ｗｉｎｄｏｗ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ａｃｈ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ｔｒａｃ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ｉｓｇｉｖｅｎｏ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ｏｒａｓｔｈｅ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ｓｐｈｅｒ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ｉｓｇｉｖｅｎ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ｉｍ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ｇｉｖｅｎｉｎｔｈｅｔｏｐｌｅｆｔ

ｃｏｒｎｅｒ．Ｔｈｅｂｅｓｔｆｉｔｔ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ｉｓ～１１４ｋｍ．

也是１１４ｋｍ，与利用到时搜索得到的结果一致．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三重震相方法简介

如前所述，本文使用的是三重震相方法．当地震

体波（如Ｐ波）在地球内部传播，遇到地球内部的高

速间断面（如图３ｂ所示的４１０ｋｍ间断面）时，波的

传播方式会发生改变，因此有三类传播路径不同的

体波（如图３ａ所示）：射线路径在间断面上方的直达

波ＡＢ，间断面的反射波ＢＣ以及透过间断面下方传

播的透射波ＣＤ．在一定震中距（如Ｐ波探测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时是１７°左右）台站的地震记录图上同时记

录到多个震相并形成随震中距规律变化的三重震相

（如图３ｃ所示），组成了能够约束间断面结构的可测

量波形组合．此外，三重震相的三条射线在浅部经过

基本相同的路径，浅部的异常结构会对三个震相有

相似的影响；而在间断面附近三条路径分开，深部的

结构会对三个震相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使用三重震

相不仅可以减小浅部未知结构对深部结构反演的影

响，还可以根据三重震相之间到时、振幅的相对变

化，形成对深部间断面附近结构的有效约束．尤其是

一维结构反演，因为反演参数少，反演结果的确定性

非常好．

２．２　小生境遗传算法

早期的三重震相反演研究，为了减小台站稀少

带来的限制，多选择单台多地震方案进行研究，但需

要大量的高质量地震．２０００年以后，随着宽频带密

集地震台网的建设，仅一个地震就可以得到完整的

走时曲线以及波形图，所以有条件选择信噪比高、受

干扰少，震源函数简单的地震进行研究．

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６７）首先利用三重震相的走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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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对应的三重震相示意图．

（ａ）三重震相射线路径示意图，其中红色、绿色、蓝色实线分别为直达波、反射波、透射波，在４１０ｋｍ间断面附近形成了密集的射

线覆盖；（ｂ）ＩＡＳＰ９１模型（ＫｅｎｎｅｔｔａｎｄＥｎｇｄａｈｌ，１９９１）Ｐ波速度图，图中小框内展示的是小于１２０ｋｍ深度的浅部模型；（ｃ）三重

震相理论波形图，其中黑色波形为用ＱＳＥＩＳ（Ｗａｎｇ，１９９９）正演的理论位移地震图，红色、绿色、蓝色实线为用Ｔａｕｐ（Ｃｒｏｔｗｅｌｌ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计算得到的走时曲线图．ＡＢ，ＢＣ，ＣＤ定义与文中一致，黑色圆圈圈定的Ｏ点为ＡＢ支与ＣＤ支的交点位置．

Ｆｉｇ．３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ｔｒ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４１０ｋ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ｏｆＰｗａｖｅｔｒ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ｒｅｄ，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ｗａｖｅ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ｒｅｆ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ｏｍ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ＫｅｎｎｅｔｔａｎｄＥｎｇｄａｈｌ，１９９１），ｔｈｅｓｕｂｆｉｇｕｒ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１２０ｋｍ；（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ｒ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４１０ｋ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ＱＳＥＩＳ（Ｗａｎｇ，１９９９），ａｎｄｓｏｌｉｄｒｅｄ，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ｃｕｒｖ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ａｕｐ（Ｃｒｏｔｗｅｌｌ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ＡＢ，ＢＣ，ａｎｄＣ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ｗａｖｅ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ｒｅｆ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Ｏｐｏｉｎｔ

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ｃｉｒｃｌ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ＢａｎｄＣＤｂｒａｎｃｈ．

反演上地幔结构，发现了４１０ｋｍ与６６０ｋｍ附近的

两个高速间断面，并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６７）的固固相

变理论计算相一致．后来，研究者通过比较理论地震

图与实际记录的三重震相波形信息，分析波形异常，

人工修改模型，获得更好的拟合（如 Ｔａｊｉｍａａｎｄ

Ｇｒａｎｄ，１９９５；ＢｒｕｄｚｉｎｓｋｉａｎｄＣｈｅｎ，２００３）．但是要

通过改变这些参数来拟合复杂的波形，需要丰富的

经验及大量的时间．Ｇａｏ等（２００６）将共轭梯度法引

入到三重震相的反演，利用计算机代替人去搜索模

型．但是，试错法和共轭梯度法都面临着落入局部极

值的风险，也存在最终结果依赖于初始模型的问题．

为了避免试错法反演对研究者经验的要求，以

及共轭梯度法反演对初始模型的依赖与落入局部极

值的风险，我们将一种基于搜索类反演的小生境遗

传算法应用到了三重震相反演中（Ｋｏｐｅｒ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李少华等，２０１２）．小生境遗传算法，继承了遗

传算法的三个优点：其一是不依赖于初始模型，只需

要给出模型的搜索范围，遗传算法将在此范围内随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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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地产生大量模型，并通过“杂交”和“筛选”进行之

后的模型更新；其二是在模型迭代的过程中，允许

“变异”的存在，模型中的参数在每一次迭代中，均有

１％至５％的概率改变其数值，以此来避免落入局部

极值；其三是由于搜索了大量的模型，遗传算法可以

最终输出一系列可接受的模型集合，这些可接受模

型的平均值和方差可以帮助估计最终模型的不确定

度．此外，优于传统遗传算法的是，小生境遗传算法

将解空间划分为十个 “群落”，每个“群落”之中模型

参数相似，“群落”之间的模型存在差异，方便考察问

题的多解性．为了克服搜索类算法计算代价大的问

题，我们设计了ＣＰＵ并行策略并编写了程序．ＣＰＵ

多核心在每一“代”内进行并行计算，极大地提高了

反演效率．当使用１００个ＣＰＵ核心时，同时计算每

一“代”内的１００个模型，可以达到并行的最大效率．

在本文反演中，我们使用了２５个ＣＰＵ核心，２０，０００

次正演与反演搜索可以在４小时内完成．

本文设计了理论测试．首先，比较了使用ＩＡＳＰ９１

（ＫｅｎｎｅｔｔａｎｄＥｎｇｄａｈｌ，１９９１）模型时，本文使用的

ＱＳＥＩＳ 程 序 计 算 出 的 震 相 到 时 和 Ｔａｕｐ 程 序

（Ｃｒｏｔｗｅｌ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９）计算出的到时是否一致，以

及ＱＳＥＩＳ计算的波形和ＤＳＭ（Ｇｅｌｌｅｒａｎｄ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１９９５）方法计算出的波形是否一致．我们分别计算了

震源在１００ｋｍ至６００ｋｍ，每隔１００ｋｍ的情形．我

们还改变了矩张量，测试了使用爆破源和双力偶源

时各自的理论地震图．ＱＳＥＩＳ在３０度震中距之内

的震相到时和波形分别与 Ｔａｕｐ及 ＤＳＭ 的结果

一致．

验证了ＱＳＥＩＳ的正确性之后，我们进一步验证

了小生境遗传算法的正确性和稳定性．我们根据

ＩＡＳＰ９１模型计算理论位移波形图．在图４ａ蓝色虚

线给出的搜索范围内，每隔３０ｋｍ设置一个速度值

的待反演点，其间的速度由相邻的两个反演点插值

得到．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常规的速度值的待反演点

外，我们还设置了反映间断面性质的三个待反演参

数，分别是间断面的位置以及间断面两侧的速度值．

利用小生境遗传算法进行２０，０００次搜索后，得到的

最优模型与输入的ＩＡＳＰ９１模型十分接近（如图４ａ

所示），并且结果的收敛性很好．我们以最终模型集

合的平均值作为正演的模型，计算理论地震图，与

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的理论波形对比．可以看到，其符合程

度很高（如图４ｂ所示）．该方法收敛速度也很快，１０

代之后残差明显减小，５０代之后再次减小，８０代之

后趋于稳定（如图４ｃ所示）．

２．３　台阵观测波形的整体归一化

为了避免台站条件差异对计算结果的影响，过

去的三重震相反演计算中多对振幅进行单台归一化

计算．本文对振幅采用对台阵中所有台站的记录波

形进行整体归一化处理，可以保留台站之间的振幅

相对变化信息，以形成更多的约束．为了避免个别台

站资料质量不好的影响，可以采取降低权重或个别

分析的方法加以处理．

下面用两个模型正演结果的比较来说明进行波

形整体归一化的必要性．图５ａ展示的黑色模型是

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红色模型是设计的仅在浅部存在低

速的对比模型．如图５ｂ所示，从波形整体归一化振

幅中可以看到，浅部不同的结构除了带来整体到时

移动外，主要对直达波振幅造成影响，后至波振幅基

本未变，见图５ｂ中黄色椭圆形虚线框所示区域．但

是当进行单台归一化振幅处理时，由于在三重震相

交点之前的震中距范围内直达波振幅总是最大的，

归一化后，直达波振幅一直是“单位一”．而由于单台

归一化，原来振幅未变的后至波，在归一化后振幅减

小，如图５ｃ中蓝色矩形虚线框所示．由于后至波对

应的是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处的反射波及其下的透射

波，因此不管是手动试错法，还是自动搜索，都会错

误地去调整深处的速度结构，见图５ａ中黄色与蓝色

矩形虚线框所示意．因此可以看出，使用单台归一化

的振幅，不仅损失了台站间的波形变化信息，还有可

能使错误地理解波形中的异常来源，影响反演结果．

因此，使用整体归一化振幅是必要的．

２．４　基于三重震相到时的初步分析及消除浅部影

响的“先对齐、后反演”计算方案

我们手动提取了按方位角划分的三个区域中

（见图１）各个台站所记录到的震相到时，对各个台

站、各个震相分别减去Ｔａｕｐ程序根据ＩＡＳＰ９１模型

计算得到的理论到时后，得到其到时差．

如图６所示，全部三个区域的所有台站的震相

到时均慢于ＩＡＳＰ９１模型，滞后时间在１３°震中距附

近达到７ｓ，这很可能是浅部存在大规模的低速异常

所致（见图７的层析成像结果），也可能有地震震源

位置以及时间不准的贡献．

此外，在北区与中区，直达波的滞后时间以１７°

为界，在１３°～１７°之间随震中距增大而减小，大于

１７°后滞后时间基本不变；南区在１７°之前似乎有同

样趋势，但在１７°后观测不到直达波．

１３°～１７°之间台站的直达波到时差最大有２ｓ

的差异．这可能对应于三种典型的情形或其组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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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小生境遗传算法反演模拟数据测试图

（ａ）反演模型图，黑色实线为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红色实线为最终可接受模型集合，蓝色虚线框为模型搜索范围；（ｂ）波形拟合图，

黑色波形为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的理论地震图，红色的为最终模型的平均模型对应的理论地震图；（ｃ）残差随遗传代数变化图．

Ｆｉｇ．４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ｔｅｓｔｓｆｏｒＮｉｃ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ｓｅｔｓ，ａｎｄ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ｂ）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ｌａｃｋ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ｆｏｒ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ｅｄ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ｃ）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ａｔａａｎｄ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一种对应于２００ｋｍ（１３°的射线穿透深度）至３２０ｋｍ

（１７°的射线穿透深度）之间的区域存在高速异常；第

二种对应于台站下方的浅部低速异常存在差异；第

三种对应于震源区附近由于俯冲板块存在而出现的

高速异常．１７°之后，北区与中区直达波的滞后时间

基本不变，反映３２０ｋｍ至４１０ｋｍ间断面之间不存

在显著的异常或路径上异常的贡献被抵消了．而南

区１７°之后没有观测到直达波，可能反映在４１０ｋｍ

深度上方存在高速间断面．

体波层析结果及面波层析成像结果（如Ｆｕｋａｏ

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Ｋ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都显示，在图７中震中距大于１５°的台站下方，南区

相比于中区速度更低，可能与长白山下方存在的热

物质有关．但是，在图６中，中区与南区在１５．７°附近

的直达波到时却完全一致，这表示南区相比于中区，

在该射线穿透深度附近存在着高速异常体，这与图

７中南区的俯冲板块存在深度比中区更浅的相

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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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单台归一化振幅与全局归一化振幅的比较

（ａ）速度模型图，黑色实线为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红色实线为浅部低速的模型．黄色虚线框表示两模型存在速度梯度变化的位置，蓝

色虚线框表示当采取了单台归一化后可能会错误修改模型的区域示意；（ｂ）全局归一化振幅示意图，黑色波形为ＩＡＳＰ９１模型

的理论地震图，红色为浅部低速模型的理论地震图，黄色虚线框标识波形振幅差异的部分；（ｃ）单台归一化振幅示意图，蓝色虚

线框标识波形振幅差异的部分，其他图示同（ｂ）．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ａｃ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ｒｒａｙ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ｓａ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ａ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ｚｏｎｅｉｎｔｈ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ｅｒｐａｒｔ．Ｙｅｌｌｏｗｄａｓｈｅｄｂｏｘ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ｍｏｄｅｌｓ．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ｂｏｘ

ｒｏｕｇｈｌｙ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ｗｈｅｒｅｗｅｔｅｎｄｔｏｍｏｄｉｆｙｗｈｅｎ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ｒａｃ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Ａｒｒａｙ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Ｂｌａｃｋ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ｅ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ａ）．Ｙｅｌｌｏｗｄａｓｈｅｄｏｖａｌ

ｓｈｏｗｓ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Ｔｒａｃ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ｏｖａｌｓｈｏｗｓ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ｔｈｅｒ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

全部三个区域透射波的滞后时间小于直达波的

滞后时间，表示透射波与直达波射线之间的区域存

在高于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的高速异常，这与图７层析成

像结果中震源区以及４１０ｋｍ间断面附近的高速俯

冲板块相对应，也可能对应于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抬升．

比较北区与中区，直达波的滞后时间基本一致，

但透射波与直达波的滞后时间之差，在北区约为２ｓ，

在中区则约为３ｓ．这表示中区的直达波与透射波射

线之间的部分相比于北区速度更高，这与图７层析

成像结果里，射线穿过中区俯冲板块的部分比北区

俯冲板块更多相对应，也可能对应于中区的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比北区存在更大的抬升量．

北区与中区的透射波的滞后时间随震中距增大

而逐渐减小，但是南区透射波的滞后时间基本保持

不变．这可能是因为，在北区与中区随着震中距增

大，射线逐渐更多地经过深部的俯冲板块．而南区可

能由于俯冲板块更浅，射线已全部位于俯冲板块内

部，因而不会呈现出随震中距增大，穿过俯冲板块更

多的现象；也可能由于俯冲板块内部存在亚稳态橄

榄石，该低速的亚稳态橄榄石区，部分抵消了俯冲板

块因低温而带来的高速异常．

从走时资料中可以直接获取许多重要信息，但

为了更好地确定结构，还需要通过波形拟合进行非

线性反演．然而在三重震相一维反演研究中，缺乏对

浅部及源区结构的约束．若直接对绝对到时进行反

演，浅部的未知结构会对深部结构的反演造成污染

（李嘉琪等，２０１６）．有的学者利用已有的浅部速度

模型进行修正，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浅部结构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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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三重震相走时拾取图

横坐标为震中距，纵坐标为与ＩＡＳＰ９１模型预测到时之差．圆

形代表北区的拾取结果、三角形代表中区的拾取结果、正方形

代表南区拾取结果．其中实心标记代表４１０ｋｍ之上直达波的

拾取、空心标记代表４１０ｋｍ之下透射波的拾取．

Ｆｉｇ．６　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ｒ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狓ａｘｉｓｉｓ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狔ａｘｉｓｉｓ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

ｔｉ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Ｃｉｒｃｌ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ｓｈｏｗ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ｓｑｕａｒ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ｍａｒｋ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

ｗａｖｅ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４１０ｋ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ｈｏｌｌｏｗ ｍａｒｋ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ｓ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４１０ｋ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染（Ｙ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１），但当浅部结构不准确时，污染

仍然存在．

先将理论波形与观测波形对齐，然后进行反演

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策略（Ｇｒａｎｄａｎｄ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８４；ＬｅＦｅｖｒｅａｎｄ 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８９；Ｂｒｕｄｚｉｎｓｋｉ

ａｎｄＣｈｅｎ，２００３；ＷａｎｇａｎｄＮｉｕ，２０１０；Ｃｈ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这样忽略绝对到时的对

齐操作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小浅部结构的影响，凸显

对三重震相之间相对到时更为敏感的深部结构．以

下是我们对这种方法的合理性进行进一步的理论

测试．

２．４．１　关于浅部未知一维结构影响的测试

理论测试中的参考模型是ＩＡＳＰ９１模型．对于

待反演模型的小于５０ｋｍ的浅部区域，我们固定其

速度始终大于ＩＡＳＰ９１模型０．４ｋｍ·ｓ－１，以代表不

准确的浅部结构（图８ｃ）．由于反演中所使用的第一

个台站的震中距为１３°，其穿透深度约为２００ｋｍ，因

此我们只反演２００ｋｍ以下的速度结构．

在计算残差时，我们一般选择Ｐ波波列之前５ｓ

作为时窗的起始，Ｐ波波列之后２ｓ作为时窗的结

束，如图１０中红色理论波形持续时间所示．对于误

差函数的计算，我们先对每一个台站的观测波形和

理论波形通过波形互相关，获得到时差Δ狋犻．然后根

据获得的到时差Δ狋犻将理论波形与实际记录进行对

齐．随后再选取对齐后的时间域理论地震图与实际

记录地震图的残差的Ｌ２范数作为误差函数 Ｌ２：

　 Ｌ２ ＝∑
犖

犻＝１∫
狋
２

狋
１

犱（狓犻，狋）－狌（狓犻，狋＋Δ狋犻）
２ｄ狋，（１）

其中，犱（狓犻，狋）为台站犻记录到的观测位移记录，

狌（狓犻，狋＋Δ狋犻）为台站犻延时Δ狋犻后的理论地震图，狋１

与狋２分别为三重震相时窗的始末时刻，犖为总台站数．

反演结果如图８ｂ所示．可以看到，深部的结构

可以得到很好恢复．当采取了对齐操作后，每道记录

三重震相之间的波形信息被有效地凸显，同时台站

间振幅的变化可以帮助约束深部结构．具体地，两种

模型虽然浅部结构有所不同，但唯有在深部的结构

相同时，才可以使得同一台站的各个波形之间以及

各个台站之间波形变化的理论与“观测”结果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忽略了绝对到时也会增加解的非唯

一性．但这种非唯一性，主要是以模型的整体移动为

主，但模型的相对形态并不会有很大改变（Ｇａ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２．４．２　关于台站下方二维结构影响的测试

在到时分析中，我们还观测到１３°和１７°的台站

直达波到时差之间存在２ｓ的差异．暗示浅部速度可

能存在非均匀分布的情形．理论测试已经表明，三重

震相由于其浅部射线路径相似，受浅部一维结构不

准确的影响较弱．但能否将这种可忽略浅部影响的

优势拓宽到浅部二维非均匀情形，必须进行进一步

的理论测试．

我们在震中距小于１３．５°的区域内设置厚为５０ｋｍ

的低速异常区，该区域Ｐ波速度低于ＩＡＰＳ９１模型

０．３ｋｍ·ｓ－１，具体模型如图９ａ所示．从图９ｃ中有

限差分方法（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计算的黑色正演地震

图可以看到，震中距小于１３．５°的台站的到时相比

于震中距大于１３．５°的台站有一个明显的整体滞

后，这是台站下方的低速异常带来的影响．

观察反演的波形，绿色虚线的波形是ＱＳＥＩＳ计

算的一维波形（红色实线）进行了互相关对齐后得到

的．除去整体振幅略微的偏小，和二维模型产生的波

形（黑色实线）符合很好．从反演模型可以看到，模型

虽有些误差，但基本上收敛于ＩＡＳＰ９１模型，受浅部

二维非均匀影响很小．这来源于两方面的共同约束：

其一是台站间振幅变化带来的约束．虽然二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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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该地区层析成像结果图

（ａ）北区层析成像结果１（Ｆｕｋ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上方为地形图，下方为红蓝色表示由层析成像得到的速度异常，其中黑色三角形代表台

站，红色五角星代表地震位置，黑色细实线为根据本文反演模型计算的射线路径，黑色虚线为ＩＡＳＰ９１模型中４１０ｋｍ与６６０ｋｍ间断

面位置，桃红色虚线为波形反演得到的‘４１０ｋｍ’间断面位置；（ｂ）中区层析成像结果１，标识同（ａ）；（ｃ）南区层析成像结果１，标识同

（ａ）；（ｄ）北区层析成像结果２（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标识同（ａ），由于Ｔａｏ等（２０１８）研究区域未到达千岛俯冲带东北端，因而本文所用震源

附近部分区域无层析成像２的结果；（ｅ）中区层析成像结果２，标识同（ａ）；（ｆ）南区层析成像结果２，标识同（ａ）．

Ｆｉｇ．７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

（ａ）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ｒｅｓｕｌｔ１（Ｆｕｋ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ｎｅｌｉｓｔｈ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ｐａｎｅｌｉｓｔｈｅ２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ｄｓｔａｒ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ｈｅＫｕｒｉｌ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ｓ．Ｐｉｎ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

ｔｈｅ４１０ｋ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ｂ）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ｒｅｓｕｌｔ１ｆｏｒ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ｒｅｇｉｏｎ；（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ｒｅｓｕｌｔ１ｆｏｒ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ｄ），（ｅ），ａｎｄ（ｆ）ａｒ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ｒｅｓｕｌｔ２（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在浅部和一维模型差别很大，但在深部仍是ＩＡＳＰ９１

模型．唯有深部模型一致，才可以拟合台站间的振幅

变化．具体地，１３．６°的台站相比于１３．３°的台站，有

一个明显的时间相对提前，但波形振幅没有很明显

的变化，这暗示着这个时间提前是浅部的影响．若此

变化来自深部，则主要来源于１３．６°的射线和１３．３°

的射线穿透深度之间的区域，但这个局域的高速将

极大地增大１３．６°台站波形振幅，而实际波形中并

未出现此现象；第二种约束是来源于每道记录三重

震相本身，即直达波与反射波、透射波之间的相对到

时．若异常来源于浅部，三重震相的三个震相将整体

地移动；若异常来源于深部，则对三个震相的到时影

响不同．具体地，若异常位于２５０～４１０ｋｍ范围内，

对直达波的影响最大；若异常位于４１０ｋｍ之下，对

透射波影响最大．不论哪种，都会改变震相之间的相

对到时，无法同时拟合这三类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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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浅部一维不准确结构对反演的影响

（ａ）波形拟合图，黑色波形为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的理论地震图，红色为最终平均模型的理论地震图，绿色虚线是红色波形互相关平移后

的波形；（ｂ）反演模型图，黑色实线为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红色实线为最终模型集合；（ｃ）浅部速度模型图，黑色实线为ＩＡＳＰ９１模型，

红色实线为反演模型被固定的浅部部分．

Ｆｉｇ．８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ｔｅｓｔｓｆｏｒ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１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ｔｓｈａｌｌｏｗｄｅｐｔｈ

（ａ）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ＡＳＰ９１（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ｎｂ）ａｎｄ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ｓ

（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ｂ），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ｄ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ａｆｔｅｒａｌｉｇ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ｏｎｅｓｂｙｃｒｏｓ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１Ｄ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ｅ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Ｓｈａｌｌｏｗ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１Ｄ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ｒｅｄ

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ｐａｒｔ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ｓ０．４ｋｍ·ｓ－１ｆａｓ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

以上的两个测试表明，我们开发的基于小生境

遗传算法的三重震相一维反演方法可以正确并快速

地得到反演结果，并且适用于某些浅部存在横向非

均匀的情形．

３　鞑靼海峡下方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起伏

３．１　理论波形与实际观测波形的对比

图１０展示了如前所述的北（方位角范围为２７５°～

２８０°）、中（方位角范围为２６９°～２７４°）、南（方位角范

围为２６４°～２６６°）三个区域台站的对齐后的实际观

测波形（黑色曲线）和用反演得到的模型计算的理论

波形（红色曲线）及其走时曲线．波形图是按震中距

排列的，横轴为折合走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首先

观察到了不同方位角的台站观测波形存在明显的差

异．因为不同，只有分成三个区，才能对观测波形进

行最好拟合．最重要的是，这种差异恰恰反映了射线

路径与俯冲带有不同的几何关系，通过对比，正好用

于研究俯冲板块内外间断面深度的差异．三个区的

边界，由观测波形与正演波形的符合程度决定．具

体地，我们先选取一个较窄的方位角范围进行反

演（１°），得到一个模型．对此模型进行更大方位角

的正演并与实际资料相比较，当观测波形与正演

波形有较大差异时，将此观测波形划分到下一个

区域内．

可以看出，三个区域的观测波形随方位角变化

而变化，即从北到南，三重震相交点位置 Ｏ向更小

震中距移动．由图１１ａ、图１１ｃ的正演测试可知，Ｏ

点出现的震中距减小可能对应着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

抬升或间断面两侧速度差的增大．此外，ＯＢ支的振

幅从北到南，逐渐减小．由图１１ｂ、图１１ｃ所示的正

演测试可知，间断面两侧速度差增大，并不会改变

ＯＢ支的振幅；而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的抬升，会导致

ＯＢ支振幅减小．因而从北到南，可以定性地判断

间断面位置应存在逐渐抬升．具体的抬升量，以及

间断面两侧的速度差的定量计算，需要由波形反

演所确定．

通过与理论波形对比，发现北区和中区近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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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浅部二维非均匀模型及反演结果图

（ａ）理论测试设计的２Ｄ模型图，黑色五角星为震源、黑色三角形为台站位置示意，黄色长方形区域为１３．５°之前的低速异常区．

红色、绿色、蓝色曲线分别为直达波、反射波、透射波的射线路径；（ｂ）反演模型图，黑色实线为二维实际模型１５０ｋｍ之下的部

分（同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红色实线为反演得到的模型集合；（ｃ）反演测试波形图，黑色波形为二维模型正演的理论地震图，红色为

反演的平均模型对应的地震图，绿色虚线是红色波形互相关平移后的波形．

Ｆｉｇ．９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ｔｅｓｔｓｆｏｒ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２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ｔｓｈａｌｌｏｗｄｅｐｔｈ

（ａ）Ｔｈｅ２Ｄｍｏｄｅｌ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ｔｅｓｔ．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ｓＩＡＳＰ９１，ａｎｄ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ｅｇｉｏｎｓｈｏｗｓａ

－０．３ｋｍ·ｓ－１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ｔａｒｉｓ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ｓａｒｏｕｎｄ１３．５°；（ｂ）１Ｄ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ＡＳＰ９１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ｓｅ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ｅ２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ａ）ｕｓｉｎｇａ２Ｄ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ｆｏｒ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ｂ）．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ｄ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ｆｔｅｒａｌｉｇ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ｏｎｅｓｂｙ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距实际观测波形的第二个峰幅度偏小．我们认为，可

能是由于间断面存在局部起伏所造成的．在南区，由

于近震中距缺少台站且远震中距波形振幅较小，对

模型的约束程度不如北区与中区．

３．２　鞑靼海峡下方４１０犽犿间断面附近的一维波

速结构

图１２为上面提及的三个区域（方位角分别为

２７５°～２８０°、２６９°～２７４°和２６４°～２６６°）的４１０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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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垂直分量实际观测波形与理论波形图

（ａ）北区理论波形与实际观测波形对比图，黑色波形为实际波形（已与理论波形通过互相关对齐），红色波形为反演模型对应的波形

（其长度代表反演所取时窗），蓝色实线为Ｔａｕｐ计算的走时曲线；（ｂ）中区理论波形与实际观测波形对比图，标识同（ａ）；（ｃ）南区

理论波形与实际观测波形对比图，蓝色虚线是Ｔａｕｐ计算的走时曲线延伸，其他标识同（ａ）．

Ｆｉｇ．１０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ｒａｙｐａｔｈｓ

ｉｎｔｈｅ（ａ）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ｂ）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ｃ）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ｘｉｓｉ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ｘｉｓｉｓ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ｉｎ（ａ），（ｂ）ａｎｄ（ｃ）ａｒ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ｆｏｒ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ｉｓｆｉｔｗｉｎｄｏｗｉｎ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ｆｔｅｒ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ｂｙ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ｒｅｆ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ｓ．

间断面附近，反演得到的一维波速结构．可以看到三

个区域的间断面均存在抬升，抬升量逐渐增大，从北

区的１０～２０ｋｍ，到中区的２０～３０ｋｍ，至南区的６０～

７０ｋｍ，与３．１节中定性的分析一致．并且，所有模型

都显示，在２２０ｋｍ以下１００ｋｍ左右的深度范围内

存在小幅度高速异常；间断面两侧速度差（从北到南

依次约为１０％、１０％、７％）均比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的３．５％的

速度差大；间断面下方（约５００ｋｍ附近），在北区与

中区存在另一个高速异常的极大值，但南区未有此

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反演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以北区为例，间断面在４００ｋｍ深度附近的模型，与

间断面在３９０ｋｍ深度附近但其上方存在低速度梯

度的模型会有类似的波形拟合效果．这是因为虽然

抬升的间断面会使得ＯＢ支的振幅较小，但当间断

面上方速度梯度降低时，ＯＢ支会延伸到更远的震

中距，因而在相同震中距下振幅增大．

为了考察此种模型非唯一性的程度，我们以中

区为例，分别固定间断面深度为３７０ｋｍ、３８０ｋｍ、

３９０ｋｍ、４００ｋｍ，考察在此固定位置下反演得到的

对应的模型速度结构，以及波形拟合情况．从图１３ｅ

中的反演模型结果可以看到，越浅的间断面位置会

伴随着间断面上方更低的速度梯度值，与我们定性

的分析一致．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不确定性的影

响有限．具体地，间断面在３９０ｋｍ时波形拟合程度

最好（图１３ｃ）；当间断面深度变化过大时，１３度的后

至波拟合程度变差（图１３ａ、图１３ｄ）．考虑到波形中

误差的存在，我们认为中区内，间断面位于３８０ｋｍ

与３９０ｋｍ的模型的拟合程度均可接受，因此最终

的模型的深度不确定度为约１０ｋｍ．其他区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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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间断面抬升及间断面两侧速度差增大情形正演测试图

（ａ）间断面抬升３０ｋｍ时，正演波形图，其中黑色虚线为走时曲线；（ｂ）ＩＡＳＰ９１模型正演波形图，标识同（ａ）；（ｃ）间断面速度差增

加６０％时，正演波形图，标识同（ａ）；（ｄ）三种波形所对应模型图，其中黑色为ＩＡＳＰ９１模型，蓝色为间断面抬升３０ｋｍ模型，红色

为间断面速度差增大抬升６０％的模型．蓝色、黑色、红色模型的波形图分别对应于（ａ）、（ｂ）与（ｃ）．

Ｆｉｇ．１１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ｅｓｔｓｏｎｈｏｗ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ｐｏｉｎｔＯ

（ａ）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ａ＋３０ｋｍ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ｂ）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ｃ）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ａ＋６０％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ｊｕｍｐ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ａ＋３０ｋｍ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

ｒｅｄｌｉｎｅ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ａ＋６０％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ｊｕｍｐ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ｕｅ，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ｒ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ａ），

（ｂ）ａｎｄ（ｃ）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类似，这对应于图１２中每个区域内存在两类模型，

其间断面深度大约有１０ｋｍ的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的台站分布、噪音水平以

及Ｐ波主频２．５ｓ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区分这两种

模型的优劣，因而我们无法确认４１０ｋｍ间断面上

方是否存在低速区．尽管间断面深度存在约１０ｋｍ

的不确定度，但并不会对间断面抬升的结论产生大

的影响．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４１０犽犿间断面两侧的速度异常

反演结果中，间断面上方至２２０ｋｍ范围内的

速度普遍大于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的值．以射线覆盖较好

的北区与中区为例，在波形拟合的意义上，此结果主

要对应于近震中距台的较其他台更大的振幅．具体

地，北区与中区的ＮＥＡＤ与 ＮＥ９Ｅ台站（射线穿透

深度约为２００ｋｍ）中的 ＡＢ支的振幅约为ＩＡＳＰ９１

模型对应波形的１．５倍．更大的波形振幅，对应于模

型中该深度更大速度梯度的存在．因而在反演结果

中该处存在一个高速度梯度区．再往深，虽然速度值

依旧增大，但速度梯度与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类似．值得注

意的是，由于我们使用互相关来消除绝对到时的影

响，虽然模型的相对变化可以被约束，但整体上与真

实模型会存在一个平移．因而只能说明在２２０ｋｍ

附近存在高速度梯度区，但对其绝对速度无法约束．

Ｆｕｋａｏ等（２００１）与 Ｔａｏ等（２０１８）层析成像的结果

（图７）一致地展示出，该区域浅部存在大规模的低

速，且此低速终止于２００ｋｍ附近．我们反演得到的

高速度梯度带，对应于由较低波速变为正常波速的

深度范围．

反演结果中，间断面两侧速度差（北区、中区约

为１０％，南区约为７％）普遍大于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的值

（３．５％）．在到时分析中，直达波与透射波之间存在

的大于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约３ｓ的到时差，也支持间断面

两侧更大的速度差．

间断面两侧的速度差是由三重震相的相对到时

和波形确定的，且由于是一维反演，待反演参数较

少，模型确定性较好．但同样由于是一维反演，此速

度差的具体数值，会受到二维结构的影响．

具体地，利用三重震相进行一维反演时，一般把

异常都归给了深部区域．这是因为三重震相的射线

在浅部路径接近，在穿透深度处分开．并且，由于在

转折点处行进路径最长，因而对此区域速度变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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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波形反演结果图

（ａ）北区反演结果，黑色实线为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绿色实线为反演模型集合；（ｂ）中区反演结果，黑色实线为ＩＡＳＰ９１模型，

红色实线为反演模型集合；（ｃ）南区反演结果，黑色实线为ＩＡＳＰ９１模型，蓝色实线为反演模型集合．

Ｆｉｇ．１２　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ｏｒｔｈ，（ｂ）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ｃ）ｓｏｕｔｈ

Ｇｒｅｅｎ，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ｓｅ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

为敏感．此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但在震源

区附近，因为俯冲带的存在，有很强的局部高速异

常．并且此俯冲带对应的高速区异常大致平行于射

线离开震源时的行进方向（如图７），其累积效应不

可忽略．因而，源区的高速异常可能会被折合到穿透

深度附近，因而造成对该区域速度值的高估．一种可

能的解决方案是利用李嘉琪等（２０１６）提出的借助于

层析成像结果修正的反演方案来尽量消除此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采取另一种较为简单与半定量的估

计方式．具体地，我们参考其他研究者的层析成像结

果（如Ｆｕｋ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扣除层

析成像给出的源区异常值后，估计间断面下方的

速度．

不同研究者的层析成像结果对于俯冲板块具体

位置的估计存在差异（图７）．具体地，Ｆｕｋａｏ等（２００１）

模型中俯冲板块位置较Ｔａｏ等（２０１８）的结果更浅，

但在中区二者的位置较一致．中区的间断面速度跃

变为１０％．尽管震源区的俯冲板块会对此异常值有

贡献，但即使扣除了源区３％左右的高速贡献，仍剩

余７％．中区显著大于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的速度跃变可能

来自于物质相变与俯冲板块内外温度差异的双重贡

献．这也与图７ｂ、图７ｅ中三叉震相反演得到的间断

面位置与层析成像结果中高速区域上表面接近相对

应．进一步扣除了层析成像显示的目标区３％的速

度异常的影响后，剩余约４％的波速跃变可能由橄

榄石瓦兹利石的相变所产生，与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的速

度跃变结果接近．

对于北区，俯冲板块更深，但我们仍然观察到了

７％的剩余速度差．扣除了约４％的由橄榄石瓦兹

利石的相变所产生的速度跃变后，仍剩余３％的高

速异常．这表明着此处的地幔转换带中，４１０ｋｍ间

断面之下、俯冲板块上表面之上的区域存在高速异

常体．图７ｄ中 Ｔａｏ等（２０１８）的层析成像结果在射

线转折点处（距震源８°～９°）确实存在局部高速结

构，尽管幅度较弱．

对于南区，由于缺乏更多的尤其是近震中距的

台站资料，对间断面的约束较弱，不利于讨论速度跃

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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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模型ｔｒａｄｅｏｆｆ反演测试图

（ａ）固定间断面位置３７０ｋｍ时，波形反演结果图，黑色实线为实际资料，红色实线为反演波形，黑色箭头指示拟合不好处；（ｂ）固

定间断面位置３８０ｋｍ时，波形反演结果图，标识同（ａ）；（ｃ）固定间断面位置３９０ｋｍ时，波形反演结果图，标识同（ａ）；（ｄ）固定间

断面位置４００ｋｍ时，波形反演结果图，标识同（ａ）；（ｅ）固定四种深度时对应的反演模型图，其中黑色实线为ＩＡＳＰ９１模型，红色实线

为固定四种深度时，反演得到的速度模型，其中红色粗线代表可接受模型，红色细线为拟合程度较差的模型．

Ｆｉｇ．１３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ｔｅｓ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ｈｅ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ｓｆｉｘｅｄａｔ３７０ｋｍ．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ｅ

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ｐｏｉｎｔｓａｔ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ｌａｒｇｅ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ｂ）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ｈｅ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ｓ

ｆｉｘｅｄａｔ３８０ｋｍ；（ｃ）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ｈｅ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ｓｆｉｘｅｄａｔ３９０ｋｍ；（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ｈｅｎ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ｓｆｉｘｅｄａｔ４００ｋｍ；（ｅ）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ｆｏｕｒ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ｆｉｘｅｄ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ｄｅｐｔｈ．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

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ｎ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ｗｏｒｓ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ｆｉｔｔｉｎｇ．

反演结果中，间断面下方存在一个速度梯度减

小的区域．在波形拟合的意义上，此结果主要对应于

ＣＤ支更小的振幅．具体地，震中距１６°～１８°的台站

的初动震相波峰不再尖锐．较为平缓的透射波波形，

对应于模型中其射线（ＣＤ支）穿透深度（约４３０ｋｍ）

附近的低速度梯度区．Ｆｕｋａｏ等（２００１）与 Ｔａｏ等

（２０１８）层析成像的结果（图７）一致地展示出，在射

线最敏感的转折点位置（距震源６°～８°），４００ｋｍ至

更深的区域，存在低速异常区，此处的原本高速的俯

冲板块也存在“间断”的现象，与本文反演得到的该

处速度梯度的降低一致．但源区附近俯冲板块的二

维结构，也会导致穿出其中进入正常地幔的射线振

幅减小．因而，如要对此速度梯度减小量进行更为准

确的估计，需要进行考虑了源区结构的二维或三维

反演．

４．２　４１０犽犿间断面的抬升

反演结果表明４１０ｋｍ 附近的间断面存在抬

升，与矿物物理学的预测结果一致（ＫａｔｓｕｒａａｎｄＩｔｏ，

１９８９；ＢｉｎａａｎｄＨｅｌｆｆｒｉｃｈ，１９９４；Ｋａｔｓｕｒａ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并且反演得到的间断面从北区的１０～２０ｋｍ，

到中区的２０～３０ｋｍ，至南区的６０～７０ｋｍ，对应的平

均位置分别为３９５ｋｍ、３８５ｋｍ、３４５ｋｍ．进一步，我

们可以对抬升的间断面的温度进行具体估计．根据橄

榄石平衡态相变界面的实验结果（ＢｉｎａａｎｄＨｅｌｆｆｒｉｃｈ，

１９９４），未抬升的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处温度为１４００Ｋ，

当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分别抬升１５ｋｍ、２５ｋｍ、６５ｋｍ

时，其温度相比于周围地幔物质降低约１８５Ｋ、３００Ｋ、

７６５Ｋ．因此北区、中区、南区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处温度

约为１２１５Ｋ，１１００Ｋ，６３５Ｋ．

不同研究者的层析成像结果均显示俯冲板块从

北到南逐渐变浅（图７）．对于北区，俯冲板块上表面

位于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下方，温度效应最弱，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抬升量最小；对于中区，间断面位于俯冲板块

上表面附近，温度效应较明显，因此抬升量增大．

对于南区，在Ｆｕｋａｏ等（２００１）的模型中，其俯

冲板块上表面浅于本文反演得到的间断面．在此情

形下，反演得到的３６５ｋｍ附近的间断面应是处于

俯冲板块内部中上位置（图７ｃ）的抬升的４１０ｋｍ间

断面，推测俯冲板块的冷的温度效应最为明显，因而

抬升量最大．但在 Ｔａｏ等（２０１８）的模型中，俯冲板

块上表面位于本文反演得到的间断面附近（图７ｆ）．

因此，南区反演得到的间断面也可能是俯冲板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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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面．

总地来说，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俯冲带内部似

乎不存在大量的亚稳态橄榄石．但是，进一步观察南

区的波形，可以看到在１７°到１８°台站的透射波与直

达波之间，似乎存在“中间震相”（图１０ｃ）．但由于南

区资料较少，波形振幅也较弱，因而我们仅拟合了初

至震相与后置震相．今后将基于更多的资料，并对更

多细节进行拟合，进一步研究上地幔结构细节．

致谢　本文所用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美国、日本合作

布设的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ｒａｙ观测数据．在论文完成过程

中，使用了汪荣江教授的 ＱＳＥＩＳ程序，和钮凤林教

授、王曙光博士、吴庆举研究员、陈望平教授、岳汉研

究员、周莹教授、陈棋福教授，陈敏教授以及Ｐｅｔｅｒ

Ｓｈｅａｒｅｒ，ＳｔｅｖｅＧｒａｎｄ等教授进行了讨论．感谢

ＲｏｓｓＭａｇｕｉｒｅ博士对英文摘要的语言方面帮助．本

研究工作得到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支

持．也感谢三位匿名评审人给出的细致又有建设性

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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