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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留申—阿拉斯加俯冲带及周边地区

地幔过渡带结构研究

肖勇，张瑞青，况春利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　利用国家测震台网固定台站和“中国地震科学台阵探测”项目在南北地震带北段布设的宽频带流动台阵记

录到的极远震事件，通过ＳＳ前驱波震相研究，获得了阿留申—阿拉斯加俯冲带东段及邻区下方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的埋深和起伏形态特征．为增强对ＳＳ前驱波震相的识别，我们采用了时差校正和共反射点叠加分析．叠加

结果显示，毗邻阿留申俯冲带的白令海、阿拉斯加半岛、以及阿拉斯加中南部和东部地区下方，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的埋深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因而具有正常的过渡带厚度．这表明在阿留申—阿拉斯加俯冲带东段，北太平洋

板块还没有俯冲到地幔过渡带深度范围内．其次，在阿拉斯加西部地区下方，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出现明显下沉，而上覆

的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埋深接近于全球平均值，从而导致过渡带明显加厚．据此，我们推测在阿拉斯加西部地区下方地

幔过渡带底部可能存在库拉残留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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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期 肖勇等：阿留申—阿拉斯加俯冲带及周边地区地幔过渡带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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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幔过渡带是指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之

间的区域，其中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是上、下地幔的分界

线．矿物物理和高温高压实验表明，４１０ｋｍ间断面

是橄榄石（α相）到瓦兹利石（β相）的相变，其克拉伯

龙斜率为正；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是林伍德石（γ相）到

钙钛矿（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和镁方铁矿（ｍａｇｎｅｓｉｏｗｕｓｔｉｔｅ）

的相变，其克拉伯龙斜率为负（Ｉｔｏａｎｄ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１９８９；Ｒｉｎｇｗｏｏｄ，１９９１；ＩｔａａｎｄＳｔｉｘｒｕｄｅ，１９９３；Ｉｒｉｆｕｎｅ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由于这两个间断面具有相反的克拉伯

龙斜率，因而在低温异常环境中（如冷的俯冲板块），

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将抬升，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会出现下

沉，从而使得过渡带厚度增厚；与之相反，在高温异

常环境中（如热的地幔柱），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将下沉，

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会出现抬升，因而过渡带厚度会

变薄（ＢｉｎａａｎｄＨｅｉｆｆｒｉｃｈ，１９９４）．为此，常通过４１０ｋｍ

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埋深和起伏，以及过渡带厚度的

横向变化，来探测过渡带内温度的分布情况（Ｂｉｎａ

ａｎｄＨｅｌｆｆｒｉｃｈ，１９９４；Ｉｒｉｆｕｎ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进而了

解板块的俯冲形态、地幔对流模式和深地震发生机

理（臧绍先，１９８９；张瑞青等，２００６；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Ｓｈｅａｒｅｒ，２００８；Ｆｕｋａｏａｎｄ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２０１３；Ｚｈ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目前，接收函数是研究上地幔间断面形态结构

的重要手段．随着大规模宽频带密集流动台阵的布

设，利用接收函数可对台阵下方的间断面进行精细

结构的探测，但该方法受限于地震台站的空间分布

情况（刘启元等，１９９６；吴庆举和曾融生，１９９８；Ａｉ

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３）．其次，通过区域地震波形记录中

三重震相的波形模拟，可同时得到过渡带内的速度

结构和间断面的起伏特征（ＴａｊｉｍａａｎｄＧｒａｎｄ，１９９８；

ＴｓｅｎｇａｎｄＣｈｅｎ，２００４；ＷａｎｇａｎｄＮｉｕ，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但三重震相研究的

局限性在于深源地震空间上的有限分布（张瑞青等，

２０１１）．此外，还可利用短周期近源ＳＰ转换波（臧绍

先等，２００３；ＣａｓｔｌｅａｎｄＣｒｅａｇｅｒ，２０００）和ＳｃＳ多次

波（Ｎ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０）来获得上地幔间断面的结构．

例如，利用近源ＳＰ转换波可直接对间断面的剪切

波速度比进行约束（ＣｏｌｌｉｅｒａｎｄＨｅｌｆｆｒｉｃｈ，１９９７；

ＣａｓｔｌｅａｎｄＣｒｅａｇｅｒ，２０００；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ａ；Ｔｉｂｉａｎｄ

Ｗｉｅｎｓ，２００５）．又如，通过ＳｃＳ多次波可对台站、震

源及射线路径中心下方的间断面结构进行探测

（Ｔｏ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除上述几种方法外，ＳＳ／ＰＰ前驱波是获取上地

幔间断面大尺度起伏变化的主要手段．前驱波主要

对反射点下方的结构较敏感，因而可对海洋区域

（ＳｃｈｍｅｒｒａｎｄＧａｒｎｅｒｏ，２００６；Ｃ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ＷｅｉａｎｄＳｈｅａｒｅｒ，２０１７）和台站布设稀疏的大陆区

域下方的间断面结构进行有效探测（Ｓｃｈｍｅｒｒａｎｄ

Ｇａｒｎｅｒｏ，２００７；Ｈｅｉ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从而填补了其

他研究方法的许多空白区，实现对全球上地幔间断

面的研究（ＳｈｅａｒｅｒａｎｄＭａｓｔｅｒｓ，１９９２；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ａｎｄ

Ｓｈｅａｒｅｒ，１９９８；Ｇ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Ｈｏｕｓ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多数前驱波研究都是

基于射线理论（Ｙ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马宇岩和盖增喜，

２０１８），但也有一些研究（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ｈｅａｒｅｒ，２００８；

宫健华和盖增喜，２０１６）指出考虑有限频效应时，利

用前驱波方法可对上地幔间断面进行小尺度结构的

探测．

１　研究区域

阿留申—阿拉斯加俯冲带位于环太平洋俯冲带

的最北端．该俯冲带西起勘察加半岛，向东延伸至阿

拉斯加湾，是由太平洋板块北向俯冲至北美板块下

方形成的（Ｌｉｚａｒｒａｌ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在俯冲带最东

边，太平洋板块以４８ｍｍ·ａ－１的速率向北俯冲，俯

冲方向与海沟方向近乎垂直．但在俯冲带最西边，汇

聚速率明显增大（７８ｍｍ·ａ－１），且俯冲方向与海沟

方向也基本平行（刘仲兰等，２０１８）．

阿留申—阿拉斯加俯冲带是北美构造运动最活

跃的地区，震级８．０以上的大震每１３～１４年发生一

次．因此，它是地学棱镜计划开展“裂谷与俯冲带边

缘的地球动力学过程”研究的首选地区之一（ＧｅｏＰＲＩＳＭＳ

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３）．近年来地学家对阿留申—阿拉斯加俯

冲带及邻区下方的壳幔结构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如

全球／区域尺度的体波走时层析成像研究（Ｆｕｋａ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Ｋｏｕｌａｋ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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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存喜和王志，２０１４；ＭａｒｔｉｎＳｈｏ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Ｂｕｒｄｉ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和

接收函数等研究（Ｄａｈ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ＶａｎＳｔｉｐｈｏｕｔ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但不同方法所揭示的太平洋俯冲板片的

俯冲形态存有不一致的现象，特别是阿留申—阿拉

斯加俯冲带东段下方太平洋板片的俯冲深度，具有

明显争议．例如，一些全球Ｐ波走时层析成像认为

在白令海下方，太平洋板块已俯冲到了地幔过渡带

内（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甚至到达下地幔（ＶａｎＤｅｒ

Ｍｅ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８）．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在阿拉

斯加东部地区下方，太平洋板片仅俯冲到９０ｋｍ深

度附近（Ｑ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需要提及的是，在这些研

究中，由于所用的地震台站大多位于阿拉斯加地区，

因而对阿留申—阿拉斯加俯冲带北部的白令海和阿

拉斯加西部地区的射线覆盖明显要少．

本文利用国家测震台网固定台站近十年来的波

形记录，结合“ＣｈｉｎＡｒｒａｙ”项目部分宽频带流动台阵

观测数据，采用ＳＳ前驱波共反射点叠加方法，获取

阿留申—阿拉斯加俯冲带及周边地区下方４１０ｋｍ和

６６０ｋｍ间断面起伏特征和过渡带厚度分布情况，为

北太平洋板块的俯冲深度，以及阿拉斯加西部地区

下方过渡带内存在库拉板块残留等提供地球物理学

证据．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地震观测数据来自两部分，一部

分来源于国家测震台网中心，收集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

全国８８５个宽频带固定台站记录的波形资料（郑秀

芬等，２００９）；另一部分来源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中国

地震科学台阵探测（ＣｈｉｎＡｒｒａｙ）”项目在南北地震带

北段布设的６７６个流动地震台站的波形记录．从上

述波形记录中，我们筛选震级大于５．５、震中距在

１０６°～１７４°之间，且震源深度小于７５ｋｍ的极远震

地震事件．选取浅源地震事件，主要是想避免其他深

度震相（例如：ｓＳ４１０Ｓ和ｓＳ６６０Ｓ）对ＳＳ前驱波震相

识别的干扰（Ｙ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经过人工挑选后，共

选取到１９５个Ｐ波系列震相（Ｐｄｉｆｆ、ＰＫＰ等）初至清

晰的极远震事件（图１ａ）．

对所选地震事件的三分量波形记录，我们首先

将水平分量旋转至径向和切向分量．接着，对切向分

量记录，以ＳＳ理论震相到时（犜ＳＳ）为参考，截取前

７２０ｓ至后１２０ｓ之间的波形数据，并用带通为１５～

图１　（ａ）本文研究区域（蓝框）及所用台站（绿色三角

形）和地震事件（红色圆形）分布图；（ｂ）ＳＳ前驱波震相

的反射点（黑色圆点）及四条测线（红色虚线）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ａ）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ｂｌｕｅｂｏｘ），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ｇｒｅｅｎ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ｅｖｅｎｔｓ（ｒ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ｓ）；

（ｂ）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Ｓ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ｂｏｕｎｃｅｐｏｉｎｔｓ（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

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ｒｅ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

１００ｓ的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滤波器进行滤波．为进一步挑

选高信噪比的波形记录，我们计算 ＳＳ震相时窗

（［犜ＳＳ－４０］～［犜ＳＳ＋４０］）与前驱波时窗（［犜Ｓ６６０Ｓ－

３０］～［犜Ｓ４１０Ｓ＋３０］）内波形的最大振幅比，并筛选出

振幅比大于５的波形数据．然后，对所选的每一条高

信噪比的波形数据，进行人工拾取ＳＳ震相，将其最

大振幅对应的时刻标定为震相的到时，同时剔除ＳＳ

震相不清晰的波形记录．此外，当ＳＳ震相的最大振

幅为负极性时，将对整个波形进行反转．最终，本文

获得了３０４１８条高质量的切向分量数据，其ＳＳ震相

在地表的反射点较好地覆盖了阿留申—阿拉斯加俯

冲带及周边地区（图１ｂ）．这些高质量的波形数据，

为本文研究的可靠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２．２　方法

ＳＳ前驱波（Ｓ犱Ｓ，其中犱表示间断面深度）是指

离开震源后的下行Ｓ波，在上地幔间断面底部反射

后，继而被台站接收到的震相．它们比在自由地表发

生反射的ＳＳ波早到（见图２ａ）．当震中距较大时，ＳＳ

震相与其前驱波的射线路径在震源和接收台站下方

基本相同，主要在反射点下方存在差异，因而可利用

它们之间的到时差来约束上地幔间断面的深度和过

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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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李家峡台站记录到的发生在墨西哥南部海岸的地震事件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犛犲犻狊犿犻犮犲狏犲狀狋犪狋狋犺犲犮狅犪狊狋狅犳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犕犲狓犻犮狅狉犲犮狅狉犱犲犱犫狔狋犺犲犔犻犼犻犪狓犻犪狊狋犪狋犻狅狀

Ｔｉｍｅ／ＵＴＣ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Ｎ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Ｗ Ｄｅｐｔｈ／ｋｍ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犕Ｗ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０１２０３２０　１８∶０２∶４７．６ １６．４７ ９８．３７ １９ ７．５ １２４．４２６

图２　（ａ）ＳＳ波和前驱波震相的射线路径示意图，其中红色三角形代表台站，红色五角星表示地震事件；

（ｂ）青海区域台网李家峡台站记录到的切向分量波形图

Ｆｉｇ．２　（ａ）Ｓｋｅｔｃｈｓｈｏｗｉｎｇ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ｏｆＳＳ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Ｒ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ｄｓｔａ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ｂ）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Ｌｉｊｉａｘｉ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渡带的厚度，即如公式（１）所示：

δ犜犜
ＳＳ－犜Ｓ犱Ｓ ＝２∫

犱

０
ｄ狕 狏

－２

ｓ
（狕）－狆槡

２， （１）

其中：δ犜犜
ＳＳ－犜Ｓ犱Ｓ

为ＳＳ波与前驱波震相（犜Ｓ犱Ｓ）之间

的到时差，狆为ＳＳ波的慢度，犱为间断面深度，犞Ｓ（狕）

为随深度变化的Ｓ波速度．

图２ｂ给出的是青海区域台网的李家峡（ＬＪＸ）

台站记录到的墨西哥南部海岸发生的一个极远震事

件（具体信息见表１）的切向分量波形图．从图２ｂ中

可以看到，ＳＳ震相清晰可见．其次，在ＳＳ前驱波的

理论到时附近，发现两个相对较大的波形振幅，推测

是Ｓ４１０Ｓ和Ｓ６６０Ｓ震相．由于在单个台站记录中，

前驱波震相的振幅较小，通常处于或低于噪声水平

（一般小于ＳＳ主脉冲振幅的１０％），因而难以辨识．

为此，常通过大量地震事件的叠加来压制噪声、增强

前驱波信号．

利用不同震中距的ＳＳ前驱波数据叠加之前，

需首先进行时差校正（亦称动校正）．为了说明时差

校正对前驱波震相识别的有效性，我们利用理论地

震图来进行验证．图３ａ是利用频率域波数法（犉犓

方法）（Ｚｈｕ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ａ，２００２），基于ＩＡＳＰ９１速度

模型（ＫｅｎｎｅｔｔａｎｄＥｎｇｄａｈｌ，１９９１）计算得到的震中

距在１００°～１８０°之间的理论地震图．如图３ａ所示，

随着震中距的增大，前驱波（Ｓ４１０Ｓ或Ｓ６６０Ｓ震相）

与ＳＳ震相之间的到时差也逐渐增大．此外，还可观

测到Ｓｄｉｆｆｓ４１０＼６６０ｓ震相．对比震中距分别为１００°

和１８０°的两个理论地震图，发现Ｓ４１０Ｓ（Ｓ６６０Ｓ）前驱

波与ＳＳ震相之间相对到时差的变化可约达２０ｓ

（４０ｓ）．为此，需要对不同震中距的前驱波震相进行

时差校正．在本文中，我们选取１４０°为参考震中距，

并以ＳＳ震相为参照，将其他震中距的理论地震图，

利用ＩＡＳＰ９１速度模型将其校正到参考震中距（图３ｂ）．

图３ｂ显示，不同震中距的理论地震图经过时差校正

后，其Ｓ４１０Ｓ／Ｓ６６０Ｓ震相与ＳＳ主震相之间的到时

差几乎保持不变．将动校正后的所有理论地震图进

行叠加（图３ｂ），发现Ｓ４１０Ｓ／Ｓ６６０Ｓ的振幅比校正前

的明显增强，因而有助于前驱波震相的识别．

接下来我们给出实际观测波形资料进行时差校

正前后的比较．对本文筛选出的所有高信噪比的切

向分量波形记录，我们以ＳＳ震相为参考，将其到时

标记为“０”时刻，并对波形记录做归一化处理后，沿震

中距排列的走时图见图４ａ．由图４ａ可以看出，沿着整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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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ｂ）分别为时差校正前、后的ＳＳ波及其前驱波震相的理论地震图

其中最上部为波形叠加图，红线表示参考震中距（１４０°）对应的理论地震图．

Ｆｉｇ．３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ＳＳ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ｂ）ｍｏｖｅｏｕｔ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ｐｔｒａｃｅｓａｒｅｓｔａｃｋｅ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ｗｉｔｈ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１４０°．

图４　（ａ）、（ｂ）分别为时差校正前、后的实际观测资料波形沿震中距排列的走时图

其中顶部为波形叠加图，黄色虚线表示ＳＳ前驱波的理论到时差值，红色表示正振幅，蓝色表示负振幅．

Ｆｉｇ．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ｒａｎｇｅｄｂｙ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ｂ）ｍｏｖｅｏｕｔ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ｐｔｒａｃｅｓａｒｅｓｔａｃｋｅ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Ｒｅｄｄｏｔ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ｍａｘ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ＳＳ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Ｙｅｌｌｏｗ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ａｒｅｉｎ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ｎｂｌｕｅ．

个震中距，在ＳＳ震相前约１４０～１７０ｓ和２２０～２４０ｓ的

时窗范围内，可以清晰的追踪到两个倾斜的Ｓ４１０Ｓ

和Ｓ６６０Ｓ震相．同时，在图４ａ中，还可以识别到

ＳｃＳ４１０ＳｃＳ和ＳｃＳ６６０ＳｃＳ震相．图４ｂ是本文观测波形

记录经过时差校正后沿震中距排列的走时图．如图

４ｂ所示，经过时差校正处理后，Ｓ４１０Ｓ／Ｓ６６０Ｓ震相近

似平行于ＳＳ震相，表明他们之间的相对到时差基本

不随震中距的变化而变化．将校正后的波形记录进行

叠加，发现Ｓ４１０Ｓ／Ｓ６６０Ｓ震相的振幅明显加强，与前

面理论地震图时差校正后的测试结果相吻合．由上可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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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对不同震中距的时差校正处理大大提高对前驱波

震相的识别，为下一步共反射点叠加处理提供了基础．

在对不同震中距的ＳＳ前驱波进行时差校正

后，为改善空间分辨率，我们接着进行了共反射点叠

加（共面元叠加）分析．类似于勘探地球物理中的共

中心点叠加方法，共反射点叠加的基本原理是：将研

究区域划分成相邻（可重叠）的许多面元，将反射点

落在同一面元上的所有波形数据进行线性叠加．在

本文研究中，根据前驱波震相反射点的分布情况（图

１ｂ）和第一菲涅尔原则，选取面元半径为２°，间距为

０．５°，因此相邻面元之间重叠范围为１．５°．与其他前

驱波成像研究相比（Ｇ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Ｓｃｈｍｅｒｒａｎｄ

Ｇａｒｎｅｒｏ，２００７），本文选取的面元半径要小，因而利

于间断面小尺度起伏特征的探测．同时，为保证叠加

结果的可靠性，每个共面元内至少有３０条叠加波

形．在共反射点叠加处理后，我们最后利用ＩＡＳＰ９１

速度模型，将叠加记录进行时深转换，从而得到４１０ｋｍ

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埋深和过渡带厚度信息．

３　结果

为探测阿留申—阿拉斯加俯冲带及周边地区下

方地幔过渡带结构，根据研究区ＳＳ前驱波反射点

的密度分布情况（图１ｂ），我们构建了四条测线进行

叠加成像．对每一条时深转换后的叠加剖面，我们在

３８０～４４０ｋｍ和６２０～７２０ｋｍ的范围内分别选取最

大振幅对应的深度，来作为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

的埋深．下面详细介绍这几条测线的叠加剖面结果．

测线ＡＡ′大致沿北纬６３°Ｎ，穿过部分白令海地

区，然后自西向东横穿阿拉斯加地区．图５是沿测线

ＡＡ′的共反射点叠加剖面图．由图可知，在整个剖面

上，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反射波震相清晰、可连续追踪，

且其埋深无明显起伏，约在４１０～４２０ｋｍ左右．与

４１０ｋｍ间断面不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在经度１６０°Ｗ—

１６３°Ｗ附近，即阿拉斯加西部地区下方，出现明显

下沉，最深处可达７１０ｋｍ左右；而剖面的其他地

图５　（ａ）沿ＡＡ′测线的ＳＳ前驱波共反射点叠加剖面图，其中顶部数字表示每个面元中叠加的波形数，粉色圆点表示

地震分布；（ｂ）和（ｃ）分别表示叠加剖面中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对应的深度值分布

Ｆｉｇ．５　（ａ）Ｄｅｐｔ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ｃｋｅｄ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ｌｏ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Ａ′ａｌｉｇｎ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Ｓａｒｒｉｖａｌｓ．Ｔｈｅｔｏｐｎｕｍｅｒａｌｉｓ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ｅｃｏｒｄｓｗｉｔｈｉｎｏｎｅｃａｐ．Ｐｉｎｋｄｏｔ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ｓｏｆｔｈｅ４１０ｋｍａｎｄ６６０ｋ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ｂ）ａｎｄ（ｃ），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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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如阿拉斯加中南部和东部地区下方，其间断面埋

深基本在６６０ｋｍ附近，接近于全球平均值．

测线ＢＢ′位于阿留申俯冲带的北部，主要穿过

白令海和阿拉斯加半岛，其走向基本与阿留申俯冲

带平行．测线ＢＢ′的叠加剖面见图６．图６显示，４１０ｋｍ

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在整个剖面上均表现出强反射界

面特征，且具有相似的形态特征．例如，在白令海下

方（１６５°Ｗ 以西地区），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均

出现小尺度抬升，其埋深分别约在４００ｋｍ和６４０～

６５０ｋｍ．而在剖面东部的阿拉斯加半岛下方，两间

断面埋深均无明显异常，基本接近于全球标准模型．

测线ＣＣ′与测线ＢＢ′走向近乎垂直，该测线由

南向北依次穿过北太平洋板块、阿留申海沟及火山

群，然后进入白令海地区．从测线ＣＣ′剖面的叠加结

果可以看出，沿着整个剖面，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

面反射波震相清晰且较为连续（图７）．同时，两间断

面的形态结构也具有很好的对应性．例如，在剖面的

南端（北太平洋板块下方）可以观测到，两间断面深

度无明显起伏异常．向北，到达白令海中部地区，即

５２°Ｎ—５７°Ｎ范围之间，两间断面同时出现抬升，抬

升幅度基本相同，接近约１０～２０ｋｍ，与测线ＢＢ′结

果一致．再继续向北，到达剖面北端（白令海峡下

方），两间断面埋深又都恢复到全球平均值．

近南北走向的测线ＤＤ′基本沿着西经１６０°Ｗ，

主要穿过北太平洋板块、阿拉斯加半岛和阿拉斯加

西部地区，与测线 ＡＡ′走向近乎垂直．从图８所示

的ＤＤ′叠加剖面可以看到，在整个剖面上，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深度无明显横向变化，接近于全球平均值．但

６６０ｋｍ间断面起伏剧烈，特别是阿拉斯加西部地

区，即在６０°Ｎ—６５°Ｎ的范围内，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出

现大幅度的下沉，下沉幅度约达４０ｋｍ，最深处约在

７１０ｋｍ附近．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下沉区域沿南北向的

展布范围约为４００ｋｍ．除此异常区域外，剖面其他

地区下方的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埋深则无明显异常．

４　讨论

通过对大量ＳＳ前驱波震相进行时差校正和共

图６　沿ＢＢ′测线的ＳＳ前驱波共反射点叠加剖面图（图中标注同图５）

Ｆｉｇ．６　Ｄｅｐｔ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ｃｋｅｄ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ｌｏ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Ｂ′ａｌｉｇｎｅｄ

ｏｎｔｈｅＳＳａｒｒｉｖａｌｓ（ｏｔｈｅｒ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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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沿ＣＣ′测线的ＳＳ前驱波共反射点叠加剖面图（图中标注同图５）

其中，ＡＡＳＺ表示阿留申—阿拉斯加俯冲带（ＡｌｅｕｔｉａｎＡｌａｓｋａ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Ｆｉｇ．７　Ｄｅｐｔ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ｃｋｅｄ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ｌｏ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ＣＣ′ａｌｉｇｎ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Ｓａｒｒｉｖａｌｓ

（ｏｔｈｅｒ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５）

ＡＡＳＺ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ｌｅｕｔｉａｎＡｌａｓｋａ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反射点叠加，本文获得了阿留申俯冲带东段及周边

地区下方的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形态特征．

同时利用它们之间的深度差获得了过渡带厚度信

息．与两个间断面的埋深变化相比，过渡带厚度对温

度的横向变化具有更好的指示作用．这是因为在对

ＳＳ叠加波形进行时深转换时，使用的是ＩＡＳＰ９１模

型，而实际ＳＳ反射点覆盖区域的地壳和上地幔速

度结构是横向非均匀的，因而所得的间断面深度存

在一定的偏差，但上述因素对过渡带厚度影响不大．

从测线ＢＢ′剖面结果来看，在阿留申俯冲带的

北部，即白令海南部地区下方，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

断面均表现为小尺度的抬升，但抬升幅度基本相当

（约１０ｋｍ），因而过渡带厚度约２５０ｋｍ，接近于全

球平均值．与此同时，与阿留申俯冲带走向垂直的测

线ＣＣ′上可以看到，在俯冲带东段以北的白令海下

方，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起伏基本呈正相关关

系，也表明过渡带厚度无明显异常．

测线ＡＡ′和测线ＤＤ′近乎垂直，且都穿过阿拉

斯加西部地区．这两条测线叠加剖面的一个共同特征

是，在阿拉斯加西部地区（１６０°Ｗ—１６３°Ｗ 和６０°Ｎ—

６５°Ｎ）均观测到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大幅度的下沉，且下

沉幅度基本相同，约达４０ｋｍ．而对应的４１０ｋｍ间

断面埋深无明显下沉，因而导致过渡带明显增厚．同

时，测线ＡＡ′和ＤＤ′的剖面结果还显示，在阿拉斯加

南部和东部地区，以及阿拉斯加半岛下方，４１０ｋｍ

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埋深接近于全球平均值，因而这

些地区具有正常的过渡带厚度．

４．１　阿留申—阿拉斯加俯冲带东段北太平洋板块

俯冲深度

本文结果显示，在阿留申俯冲带东段以北的白

令海、阿拉斯加半岛、以及阿拉斯加南部和东部地区

下方，其过渡带厚度无明显异常．这与以往的一些

ＳＳ前驱波震相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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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沿ＤＤ′测线的ＳＳ前驱波共反射点叠加剖面图（图中标注同图５）

其中灰色波形表示面元叠加条数少于３０，ＮＰＰ表示北太平洋板块（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ｌａｔｅ）．

Ｆｉｇ．８　Ｄｅｐｔ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ｃｋｅｄ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ｌｏ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ＤＤ′ａｌｉｇｎ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Ｓａｒｒｉｖａｌｓ

（ｏｔｈｅｒ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５）

Ｇｒａｙ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ｗｉｔｈｉｎｏｎｅｃａｐｉ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３０．ＮＰＰ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ｌａｔｅ．

如，利用美国ＵＳＡｒｒａｙ流动台阵记录到的西南太平

洋俯冲带发生的远震地震事件，采用ＳＳ前驱波震

相倾斜叠加滤波方法，Ｚｈｅｎｇ等（２０１５）获得了夏威

夷岛至西北太平洋下方过渡带的厚度．该研究结果

显示，阿留申俯冲带西段过渡带明显加厚，其幅度可

约达２０ｋｍ；而俯冲带东段过渡带厚度基本正常．其

次，最近全球大尺度的ＳＳ前驱波成像结果也显示，

阿留申俯冲带下方过渡带结构存在明显的东西向横

向变化；在西段靠近勘察加半岛下方过渡带明显增

厚，而在东段下方过渡带厚度接近平均值（Ｈｕ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与本文观测结果也基本相符．

毗邻阿留申俯冲带东段的白令海、阿拉斯加半

岛、阿拉斯加中南部和东部地区均具有正常厚度的

过渡带，暗示其过渡带内的温度处在稳定界限之内．

因此，一种可能就是北太平洋板块还没有俯冲到过

渡带深度范围内．地震活动性研究表明，在阿拉斯加

南部以及阿留申群岛一带下方，地震的震源深度通

常都在１００～１５０ｋｍ深度．自地震记载以来，该地

区还没有发生过震源深度大于３００ｋｍ的深源地震

事件（Ｈéｄｅｒｖáｒｉ，１９７５）．阿留申俯冲带的几何学数

据表明，在俯冲带东段（约１６５°Ｗ），俯冲板片的倾角

约为３０°（刘仲兰等，２０１８）．而Ｐ波层析成像研究显

示，在上地幔顶部，北太平洋板块近乎垂直向下俯冲

（Ｂｕｒｄｉ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如果太平洋板块沿阿留申

俯冲带持续向北俯冲，以俯冲角度６０°来计算，则在

靠近俯冲带以北３００ｋｍ的范围内，应该观测到过

渡带明显增厚区域，这与本文观测结果明显不符．为

此，我们推测在阿留申—阿拉斯加俯冲带东段下方，

北太平洋板块可能仅俯冲到上地幔顶部的深度范围

内，还未到达过渡带内．

此外，本文观测到的阿拉斯加南部地区过渡带

厚度基本正常的结果，与最近的接收函数研究存在

一些不同．利用ＵＳＡｒｒａｙ在阿拉斯加布设的流动台

阵和区域台网资料，采用接收函数共转换点叠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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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ＶａｎＳｔｉｐｈｏｕ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在阿拉斯加

中部地区下方，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出现局部抬升，深度

约在３９０～３９５ｋｍ，而下覆的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埋深接

近于全球平均值．据此，ＶａｎＳｔｉｐｈｏｕｔ等（２０１９）认为

北太平洋板片已经俯冲到阿拉斯加中南部地幔过渡

带内，但还未到达过渡带底部．该结果似乎得到了一

些体波走时层析成像结果的支持（ＭａｒｔｉｎＳｈｏｒｔ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Ｂｕｒｄｉ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Ｇ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例如，最

近三维Ｐ波速度和各向异性成像研究认为，阿拉斯

加半岛下方上地幔顶部约到４５０～５００ｋｍ深度范

围内存在高速异常体（Ｇ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该高速异

常体近乎东西走向，基本与阿留申俯冲带东段平行，

且一直向东延伸到阿拉斯加中南部地区下方．上述

结果也被用来支持北太平洋板块已经俯冲到了阿拉

斯加半岛和阿拉斯加中南部下方的过渡带内．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接收函数和体波走时层析成

像研究中，探测到的均是小尺度的构造特征．例如，接

收函数结果中，阿拉斯加中部地区下方４１０ｋｍ间

断面抬升幅度要小，仅约１０ｋｍ（Ｄａｈ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同时，Ｐ波走时层析成像在阿拉斯加半岛下方观测

到的线性高速异常体，其在南北方向的空间展布尺

度仅约１００ｋｍ（Ｂｕｒｄｉ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与其横向分

辨率基本相当（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而在本文ＳＳ前

驱波叠加中，我们选取的叠加半径为２°，不利于这

些更小尺度构造的分辨．因此，还不能完全排除阿留

申俯冲带下方北太平洋板片已俯冲到地幔过渡带内

的可能．但总体而言，考虑到白令海和阿拉斯加半岛

下方正常厚度的过渡带，我们认为在阿留申俯冲带

东段，北太平洋板块还没有大量的俯冲到过渡带内．

４．２　阿拉斯加西部过渡带内库拉板块残留

与研究区其他区域相比，本文在阿拉斯加西部

地区下方观测到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大幅度的下沉（幅

度约达４０ｋｍ）和过渡带明显增厚．高温高压实验研

究显示，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克拉珀龙斜率在－２．８～

－１．３ＭＰａ·Ｋ－１之间（ＩｔｏａｎｄＴａｋａｈａｈｓｉ，１９８９；

Ｆ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４）．以克拉珀龙斜率为－２ＭＰａ·Ｋ－１计

算（Ｏｈｔａ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下沉４０ｋｍ

对应的低温异常约４５０Ｋ．这与一些体波成像的结

果基本相符（Ｇｏｒｂａｔ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Ｑ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例如，利用阿拉斯加的一些固定台站和流动台站，近

震和远震联合Ｐ波走时成像研究显示，阿拉斯加西

部地区下方４００～６００ｋｍ深度内观测到明显的高

速异常体（Ｑ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且高速异常体的空间位

置与本文观测到的过渡带增厚区域具有很好的对

应性．

地幔过渡带内的高速异常体通常解释为与冷的

海洋板片的俯冲有关（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ｂ；Ｓｉｍｍｏｎｓ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关于阿拉斯加西部地区过渡带内低

温异常的成因，以往的研究结果主要有两种观点．一

种观点认为，在白令海和阿拉斯加西部地区下方，北

太平洋本片已经俯冲到过渡带内，并近水平的停滞

在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上方（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另一种

观点认为，阿拉斯加西部地区下方过渡带内存在部

分库拉板块残留（Ｇｏｒｂａｔ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Ｑ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根据前面４．１节的讨论，阿留申俯冲带东段

下方北太平洋板片还没有大规模俯冲到过渡带内．

同时考虑到在本文整个研究区，仅在局部地区，即阿

拉斯加西部地区下方，可观测到过渡带明显增厚．且

过渡带增厚区域距阿留申俯冲带前缘远约达７００ｋｍ

左右．为此，我们倾向于认同后一种观点，即阿拉斯

加西部地区下方过渡带的增厚是由于库拉板块的残

留引起的．

５　结论

利用国家测震台网固定台站近十年来的波形记

录，以及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中国地震科学台阵探测”项

目在南北地震带北段布设的宽频带流动台阵观测资

料，对３万多条切向分量记录的ＳＳ前驱波震相进行

时差校正和共反射点叠加分析，获得阿留申—阿拉

斯加俯冲带东段及周边地区下方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的起伏形态特征．结果显示，在阿留申—阿拉

斯加俯冲带以北的白令海下方，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同时出现小尺度抬升，但抬升幅度基本相同，

因而过渡带厚度接近于全球平均值．在阿拉斯加半

岛、以及阿拉斯加中南部和东部地区下方，两间断面

埋深无明显异常，表明具有正常的过渡带厚度．这些

结果暗示在阿留申—阿拉斯加俯冲带的东段，北太

平洋板块还没有大规模的俯冲到过渡带内．其次，在

阿拉斯加西部地区下方，观测到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明

显下沉，下沉幅度约４０ｋｍ，而对应的４１０ｋｍ间断

面埋深无明显异常，因而过渡带显著增厚．结合以往

的研究结果，我们推测，在阿拉斯加西部地区下方过

渡带的增厚是由于库拉残留板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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