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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沉积盆地中的中等强度浅源地震起始深度不仅是地震成灾研究的重要参数，还是深地下工程开采诱发地震

成因研究的关键信息．然而在台网稀疏、沉积层结构复杂的盆地地区，仅利用直达波到时，常常难以获得较为准确

的地震起始深度．基于参考事件的Ｐｎ／Ｐｇ相对定位方法加入Ｐｎ震相，可以有效提高震源深度的测定精度．本文针

对松辽盆地中２０１３年前郭犕Ｓ５．８地震序列以及Ｏｋｌａｈｏｍａ州２０１６年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地震序列，利用Ｐｎ／Ｐｇ方法

测定了两个地震序列中较大地震的起始破裂深度．结果显示：在２０１３年前郭地震序列中，两个较大地震起始深度

和质心深度均在３～５ｋｍ左右，震源机制中含有较大的非双力偶源成分．而２０１６年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地震，主震起

始深度约７ｋｍ，质心深度约８ｋｍ，５个较大的前震则深度分布在５～９ｋｍ．根据上述测定结果，推测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前郭

犕Ｓ５．８地震序列可能与震源附近的注水活动有关，而２０１６年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地震则可能由较远处注水活动触发．

关键词　浅源地震；台网稀疏；起始深度；沉积盆地

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２１Ｏ０２３９ 中图分类号　Ｐ３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８，２０２０１２１４收修定稿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８０４０４４，４２００４０４０，４１６７４０７７），核资源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ＮＲＥ１９２０），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

学国家基金（ＳＫＬＧＥＤ２０２０４１Ｅ）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２０２）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王向腾，男，东华理工大学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地震定位与震源参数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ｘｔ＠ｗｈｉｇｇ．ａｃ．ｃｎ

通讯作者　李志伟，男，研究员，主要从事地震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ｗｌｉ＠ｗｈｉｇｇ．ａｃ．ｃｎ

犎狔狆狅犮犲狀狋狉犪犾犱犲狆狋犺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犿狅犱犲狉犪狋犲犿犪犵狀犻狋狌犱犲狊犺犪犾犾狅狑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狊犻狀

狊犲犱犻犿犲狀狋犪狉狔犫犪狊犻狀狊狑犻狋犺狊狆犪狉狊犲狀犲狋狑狅狉犽———犮犪狊犲狊狋狌犱犻犲狊狅犳狋犺犲２０１３犙犪犻狀犵狌狅犕犛５．８

犪狀犱狋犺犲２０１６犉犪犻狉狏犻犲狑犕犠５．１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

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Ｔｅｎｇ
１，２，ＬＩＺｈｉＷｅｉ３，ＤＥＮＧＪｕＺｈｉ１，ＧＡＯＪｉｎＺｈｅ４，ＬＩＨｏｎｇＸｉｎｇ

１，

ＹＡＯＺｈｅｎＡｎ１，ＬＩＪｉｎｇＪｉｎｇ
１

１犛狋犪狋犲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犖狌犮犾犲犪狉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犈犪狊狋犆犺犻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犖犪狀犮犺犪狀犵３３００１３，犆犺犻狀犪

２犛狋犪狋犲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犪狀犱犈犪狉狋犺′狊犇狔狀犪犿犻犮狊，犠狌犺犪狀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犘犺狔狊犻犮狊犪狀犱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犠狌犺犪狀４３００７７，犆犺犻狀犪

３犅犲犻犼犻狀犵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犛狆犪犮犲犮狉犪犳狋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９４，犆犺犻狀犪

４犑犻犾犻狀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犃犵犲狀犮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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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犺犪狀犵犮犺狌狀１３０１１７，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ｅ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ｐｔｈ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４卷　

ｂａｓｉｎｓ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ｂｕｔａｌｓ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ｙｄｅｅｐｆｌｕｉ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ｓｐａｒｓ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ｒｅａｓｗｉｔｈｔｈｉｃｋ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ｔ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ａｍｏｒ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ｐｔｈｂｙｕｓｉｎｇｏｎｌｙｄｉｒｅｃｔｗａｖ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ｅｎｔｓ，Ｐｎ／Ｐｇｍｅｔｈｏ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Ｐｇ

ａｎｄＰｎｐｈａｓｅ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ｐｔｈ．Ｆｏｒｔｈｅ２０１３Ｑａｉｎｇｕｏ犕Ｓ５．８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２０１６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ｕｔｉｌｉｚｅｓｔｈｅＰｎ／Ｐｇ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ｐｔｈｏｆ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ｆｏｒｔｈｅ２０１３ＱｉａｎＧｕ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ｐｔｈ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ｄｅｐｔｈｓｏｆｔｗｏｌａｒｇｅ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ｅｒｅｂｏｔｈ

ａｒｏｕｎｄ３～５ｋｍ，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ａｌａｒｇｅｎｏｎ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ｕｐｌ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

２０１６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ｐｔｈ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ｗａｓａｂｏｕｔ７ｋｍ，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ｄｅｐｔｈｗａｓａｂｏｕｔ８ｋｍ，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ｖｅｌａｒｇｅｒ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ｓｗｅ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ｔ５～９ｋ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２０１３Ｑｉａｎｇｕｏ犕Ｓ５．８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ｍａｙ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

ｎｅａｒｂｙｆｌｕｉ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２０１６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ａｙｂ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ｗａｔｅ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ｎｅａｒｂｙ，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ｈａｌｌｏｗ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Ｓｐａｒｓ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ｐｔｈ；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ａｓｉｎｓ

０　引言

沉积盆地地区一般蕴藏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近

年来，随着油气资源的开发，盆地中地震活动性逐渐

增加，并发生了一系列中等强度地震．例如，美国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地区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分别发生了多次犕Ｗ５．０
＋

地震．震中烈度８级左右，导致１４座房屋摧毁，并造

成数人受伤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Ｕ．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１１）．在２０１６年间，Ｏｋｌａｈｏｍａ州发生了３个

５级以上的地震，分别是犕Ｗ５．１Ｆａｉｒｖｉｅｗ地震（Ｙｅｃｋ

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Ｇｏｅｂ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７）、犕Ｗ５．８Ｐａｗｎｅｅ地

震（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和 犕Ｗ５．０Ｃｕｓｈｉｎ地震．同

时，在中国四川盆地以及松原盆地地区，中等强度地

震的活动性也有所增加．例如，在２０１９年在四川盆

地南缘的宜宾市发生了多次５级以上地震，造成了

重大人员伤亡以及社会经济损失（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易桂喜等，２０１９）．极浅震源深度是这些盆地中的地

震成灾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震源深度通常可以通过震相到时以及地震波形

数据来获取．其中，地震质心深度可以通过波形拟合

方法反演得到，利用地震波形资料，震源参数的准确

测定研究也已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有近场时间域

全波形ＭＴＩＮＶ（ＴＤＭＴ＿ＩＮＶ）（ＤｒｅｇｅｒａｎｄＫａｖｅｒｉｎａ，

２０００；ＤｒｅｇｅｒａｎｄＷｏｏｄｓ，２００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ＣＰＳ）（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２０１３）和ＣｕｔａｎｄＰａｓｔｅ

（ＣＡＰ）（Ｚｈａｏａｎｄ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９４；Ｚｈｕａｎｄ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９６）．ＣｕｔａｎｄＰａｓｔｅ（ＣＡＰ）方法可以对不同震相波形进

行时移，分段拟合Ｐｎｌ体波和面波，有效降低速度模

型对震源参数反演的影响 （Ｚｈｕａｎｄ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９６），在汶川、芦山、九寨沟等地震震源深度测定研

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Ｘｉ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李志伟等，２０１５；易桂喜等，２０１７；Ｘｉ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另外，识别并拟合深度震相，或者拟合

面波振幅谱，也可以提高震源深度的测定精度（Ｔｓａｉ

ａｎｄＡｋｉ，１９７０；崇加军等，２０１０；Ｊ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赵

博等，２０１９）．

起始破裂深度通常基于到时类方法测定，其优

点是主要震相特征比较明显，震相易于识别．例如绝

对到时定位、主事件定位、双差定位方法等（Ｓｐｅｎｃｅ，

１９８０；Ｗａｌｄｈａｕｓｅｒａｎｄ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００；周仕勇等，

２００１；田癑和陈晓非，２００２；杨智娴等，２００３）．其

中，双差定位方法在汶川、芦山、九寨沟等地震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苏金蓉等，２０１３；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梁姗姗等，２０１８）上，Ｇｕｏ和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在双差定

位的基础上发展了ｄｏｕｂｌｅｐａｉｒ双差定位方法，可以

消除事件发震时刻以及降低传播路径上速度结构对

震源定位的影响．Ｔｉａｎ等（２０２０）通过机器学习在信

噪比较低的地震波形中有效识别Ｐ波极性，并将其

应用在微地震定位中．另外，针对信噪比较低的波

形，可以通过小波变换来压制数据噪声，提高震相信

噪比（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从而提高地震定位的

精度．

沉积盆地地区一般固定台站较少，台网比较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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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地震发生后，开始布设流动地震台网，这就导致

了主震缺少近台约束，加上盆地沉积层结构复杂，显

著偏离地震定位常用的区域尺度一维模型，导致对

基于直达波到时方法测定的深度误差较大，造成震

源成因分析的差异．例如，对于发生在松辽盆地的

２０１３年吉林前郭犕Ｓ５．８地震序列，吴微微等（２０１４）

反演得到地震起始深度在９～１５ｋｍ之间，质心深

度在５～９ｋｍ，认为该地震序列是位于沉积基地深

部一条ＮＷ向的隐伏逆冲断层上．刘双庆等（２０１５）

基于ＰｎＰｇ震相组合数据，利用局部搜索方法测定

了２０１３年吉林前郭５．８地震序列中３２个地震震源

深度．结果显示：震源深度最小为６ｋｍ，最大１４ｋｍ，

多数地震集中在１０ｋｍ左右，推测这些地震可能发

生在盆地基地．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９）反演了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７犕Ｓ５

群震的震源参数，发现２０１３年地震的震源中含有较

大的非双力偶源分量，并根据震源位置结果，推测深

部流体作用触发了震群．而刘俊清等（２０１７）利用

ＨＹＰＯＩＮＶＥＲＳＥ定位方法对该序列中５级以上地

震进行了重新定位，获取地震的起始深度，分布在

５．０～６．５ｋｍ之间，并用波形反演方法获取地震矩

心深度，震源深度为３～４ｋｍ左右．震源机制解反

演结果显示该地震序列含有较大的非双力偶源分

量，推测该地震序列与人类注水活动有关．杨宇等

（２０１９）利用背景噪声成像方法获得了前郭和松原震

区地壳Ｓ波速度结构，并测定了地震深度，结果表明

前郭地震序列深度主要分布在８～１３ｋｍ，孕震层主

要集中在中上地壳的高低速异常区，从而推测低波

速异常所携带的流体可降低断层面有效正应力从而

触发地震．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与２０１６年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州

Ｆａｉｒｖｉｅｗ地区犕Ｗ５．１地震研究中．在主震之后，研

究人员才开始布设流动台站进行观测，基于稀疏的

固定台网，主震以及早期的余震震源起始深度测定

误差较大．对于该地震来说，其成因有两种不同的观

点：Ｙｅｃｋ等（２０１６）认为该地震起始深度约９ｋｍ，在

结晶基底成核，并向地壳浅部破裂；Ｇｏｅｂｅｌ等

（２０１７）发现该地震序列起始于浅部，而向深部破裂，

并破裂致１０ｋｍ深处．造成不同解释的主要原因是

前震、主震以及早期余震来说，受稀疏的台站影响，

不同学者对其起始破裂深度定位结果差异可达３ｋｍ．

针对松辽盆地２０１３年前郭犕Ｓ５．８和Ｏｋｌａｈｏｍａ州

２０１６年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两个地震序列，其固定台站均

比较稀疏，导致主震以及地震序列中较大余震震源

起始深度测定误差较大，进而地震成因存在较大差

异．本文基于收集到的密集流动台站数据，对地震序

列中较大的事件进行了绝对到时定位．然后基于参

考事件，利用Ｐｎ／Ｐｇ相对到时定位方法对主震以及

早期余震的起始深度进行了测定．根据主震起始和

质心深度，并结合余震分布情况，对上述两个地震序

列的破裂方式进行了初步分析，进而对比分析两个

地区地震的成因差异．

１　研究方法

常用的基于直达波到时测定震源起始深度的方

法，在台站密集地区使用可以获取可靠的研究结果．

但是在缺少近台震相数据时，直达波Ｐｇ对深度信

息采样不理想．利用Ｐｎ震相向下传播的特征，联合

Ｐｇ和Ｐｎ震相可以提高对地震起始深度的约束（朱

元清等，１９９０；Ｗａｇ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为了减小速度

模型误差对起始深度测定结果的影响，类似于双差

定位方法，魏星等（２０１９）发展了Ｐｎ／Ｐｇ相对定位方

法，并基于参考地震测定了２０１７年九寨沟地震序列

中早期几个较大地震的震源起始深度．何骁慧等

（２０２０）联合Ｐｎ与Ｐｇ震相基于参考的地震准确测

定了２０１７年精河 犕Ｓ６．６地震的起始深度，并通过

波形时移差测定了地震同震破裂的延展方向和尺

度．Ｐｎ／Ｐｇ相对到时定位方法基于参考事件，利用

Ｐｇ震相对地震的水平位置进行校正，基于Ｐｎ震相

校正地震深度．通过网格搜索方法使得残差最小，即

可得到待测地震的起始位置．在实际数据处理中每

个台站Ｐｎ与Ｐｇ震相权重相等，不同震相临界震中

距则需要根据研究区域的速度结构来进行设置（魏

星等，２０１９）．对于地震质心深度，本文使用ｇＣＡＰ方

法，该方法是由Ｚｈｕ和ＢｅｎＺｉｏｎ（２０１３）在ＣＡＰ的

基础上加入了各向同性（ＩＳＯ）和补偿线性单力偶

（ＣＬＶＤ）分量发展而来的，并在一些特殊震源的矩

张量反演中得到广泛应用（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张广

伟和雷建设，２０１５；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王向腾等，

２０１９）．例如，李圣强等（２０１３）使用ｇＣＡＰ方法研究

了２０１１年５月东北深震的震源机制，发现其震源中

含有显著的补偿线性单力偶（ＣＬＶＤ）成分，推测可

能是由日本东北近海地震后南东东向拉应力的变化

造成的．张广伟和雷建设（２０１５）反演了２０１１年５．２

级双震震源机制，发现两次地震均表现为体积缩小

的闭合性爆破源，推测与火山下方岩浆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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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案例研究

２．１　２０１３年前郭犕犛５．８地震起始深度研究

在吉林省前郭地区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分别

发生了犕Ｓ５．６和犕Ｓ５．１两个地震，在之后的１１月

份，４级左右的余震不断，并在１１月２２—２３日之间

发生了三个５级以上的地震，其中最大震级５．８级．

吉林省和黑龙江地震局在震源区５０ｋｍ范围之内

布设了７个流动观测台站（图１），最近台站震中距

约为２ｋｍ，最小台间距约为５ｋｍ，台站方位角分布

良好．该临时台网高质量地记录了１１月３日至２２

日之间的地震事件．选择其中一个较大事件作为参

考地震，在垂直分量上拾取Ｐ波震相，然后旋转至

切向分量拾取Ｓ波到时，地震的波形分别为图２所

示．在地震定位时，参照刘俊清等（２０１７）文章中的速

度模型（Ｖｍｏｄｅｌ１），并结合王仁涛等（２０１９）利用２～１４ｓ

的Ｒａｙｌｅｉｇｈ噪声成像结果，如表１所示．基于近台到

时数据定位结果如表２所示．

基于参考地震，利用Ｐｎ／Ｐｇ方法对该地震序列

中２个较大的地震进行重新测定．根据台站分布情

况将震中距小于１４０ｋｍ的台站作为Ｐｇ，将震中距

图１　（ａ）Ｐｇ（黑色）与Ｐｎ（红色）震相台站分布图；（ｂ）震中距３０ｋｍ之内的流动台站分布情况，

三角为地震台站，黑色圆点为参考地震

Ｆｉｇ．１　（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ｇ（ｂｌａｃｋ），Ｐｎ（ｒｅｄ）；（ｂ）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ｌａｃｋ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ａｒｅｔｗｏ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ｔａｂ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ｄｅｎｏｔ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ｅｎｔ

图２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２日犕Ｓ５．２参考地震事件波形图，粗细红色竖线分别代表拾取的到时以及最大的误差范围

（ａ）垂向分量波形，（ｂ）和（ｃ）为切向分量波形，其中（ｃ）为Ｓ震相放大图．（ｄ）和（ｅ，ｆ）分别为犕５．２参考事件固定台站Ｐｇ和Ｐｎ初动示意图；

（ｈ，ｉ）为Ｐｎ震相局部放大．

Ｆｉｇ．２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ｅｎｔｏｎ２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ａｎｄｔｈｉｎ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ｒｒｉｖａｌｔｉｍｅｓ

ｏｆＰ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ｒｒｏ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ｂ）ａｎｄ（ｃ）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ｗｉｎｄｏｗｓｏｆＳｐｈａｓｅｓ．

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ｓｏｆＰｇ（ｄ）ａｎｄＰｎ（ｅ，ｆ）ｆｏｒ犕Ｓ５．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ｅｎｔ，（ｈ，ｉ）Ｚｏｏｍ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Ｐｎｗａ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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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地震定位所使用的速度模型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狉狌狊狋犪犾狏犲犾狅犮犻狋狔犿狅犱犲犾犳狅狉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犾狅犮犪狋犻狅狀

厚度／ｋｍ 犞Ｐ（ｋｍ·ｓ－１） 犞Ｓ（ｋｍ·ｓ－１）

１．０ ２．５ １．２

１．０ ４．６ ２．７

２．０ ５．２ ３．０

２．０ ５．５ ３．２

９．５ ６．２ ３．６

１８．５ ６．４ ３．７

０ ８．２ ４．７

表２　犕犛５．２参考事件定位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犺狔狆狅犮犲狀狋犲狉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犕犛５．２

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

ＯｒｉｇｉｎＴｉｍ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ＨＨ∶ＭＭ∶ＳＳ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
Ｄｅｐｔｈ

（ｋｍ）
ＥＲＨ

（ｋｍ）
ＥＲＺ

（ｋｍ）

２０１３１１２２

０８∶１８∶４９．５０
４４．６５７２ １２４．１２１３ ３．６ ０．６４ １．０

大于２３０ｋｍ台站作为Ｐｎ震相．选用犕Ｓ５．２地震作

为参考事件，其Ｐｎ震相清晰，过仔细挑选，拾取了７

个Ｐｇ到时（图２ｄ）与３１个台站Ｐｎ到时（图２ｅ和ｆ），初

至波拾取精度约在０．１ｓ左右（图２ｈ和ｉ）．同时，也

拾取了该地震序列中犕Ｓ５．６和犕Ｓ５．８事件的Ｐ波到

时．分析相对到时差随台站方位角特征（图３ａ和ｂ），发

现相对时差呈现正弦分布特征，范围为－０．５～０．５ｓ．

基于拾取的到时数据，设置深度步长为０．５ｋｍ，范围

为１～１０ｋｍ；水平位置步长为１ｋｍ，搜索范围为

５ｋｍ．反演结果（图４ａ和ｂ）显示：两个地震起始深

度均在３．５ｋｍ左右．

表３　２０１３年前郭犕犛５．８地震序中两个较大地震深度

重新定位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犺狔狆狅犮犲狀狋犲狉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狑狅犾犪狉犵犲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狊

犻狀２０１３犙犻犪狀犵狌狅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狊犲狇狌犲狀犮犲

发震时刻
经度

（°）

纬度

（°）

深度

（ｋｍ）

（ＣＥＮＣ１）

深度

（ｋｍ）

（刘俊清２）

深度

（ｋｍ）

本文１

震级

犕Ｓ

２０１３１０３１

１１∶０３∶３４
１２４．１１ ４４．６６ １５ ４ ３．５ ５．６

２０１３１１２３

０６：０４：２４
１２４．１１ ４４．６４ ９ ４ ３．５ ５．８

１地震起始深度，２质心深度．

　　为了确认地震震源深度的可靠性，本文同时利

用ｇＣＡＰ方法对上述两个地震的质心深度进行测

定．选择震中距３００ｋｍ之内地震台站，其信噪比较

高，将波形去仪器响应之后，旋转至大圆路径．Ｐｎｌ

和面波时窗长度分别设置为２０ｓ和６０ｓ，滤波范围是

图３　犕Ｓ５．６（ａ）与犕Ｓ５．８（ｂ）地震Ｐｎ和Ｐｇ震相

相对到时差随方位角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ｎａｎｄＰ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ｆｏｒｔｈｅ犕Ｓ５．６（ａ）ａｎｄ犕Ｓ５．８（ｂ）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图４　两个较大地震起始深度随残差分布，

犕Ｓ５．８（ａ），犕Ｓ５．６（ｂ）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ｄｅｐｔｈｆｏｒｔｗｏ犕Ｓ５．５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０．０５～０．２Ｈｚ和０．０５～０．１３Ｈｚ．结果显示犕Ｓ５．８地

震的质心深度为５ｋｍ左右（图５ａ），最佳深度波形拟

合如图５ｂ所示，大部分台站波形拟合系数在０．７以

上，可以看到Ｌｏｖｅ波形复杂，持续时间较长，应为沉

积层中的多次波，其也能较好拟合，说明使用的速度

模型较为合适．利用相同的方法，我们还反演了犕Ｓ５．６

地震的震源参数，结果显示其质心深度在４ｋｍ左

右，震源中包含有较大的非双力偶源分量（４０％左

右），这与刘俊清等（２０１７）研究成果一致．对于５级左

右的地震来说，其破裂尺度在３ｋｍ左右，本文测得的

地震起始和矩心深度差别在合理范围之内．

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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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前郭犕Ｓ５．８主震ＶＲ随震源深度分布（ａ）以及最佳深度波形拟合情况（ｂ）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ｖｅｒｓｕｓ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ｄｅｐｔｈ（ａ）ａｎ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ｄｅｐｔｈ（ｂ）

ｏｆｔｈｅ犕Ｓ５．８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ｏｎ２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图６　地震事件以及台站分布情况

（ａ）Ｐｇ（黑色）与Ｐｎ（红色）震相台站分布图，黑色虚线和实线分别代表１２０ｋｍ与２３０ｋｍ震中距；（ｂ）震中距５０ｋｍ范围内的

台站分布情况，（ｃ）图（ｂ）中方框区域放大．红色、黑色和蓝色圆点分别为主震、犕Ｗ４．４和犕Ｗ４．２余震的震中位置，三角为地震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Ｐｇ（ｂｌａｃｋ），Ｐｎ（ｒｅｄ）．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ａｎｄｓｏｌｉｄｃｉｒｃｌ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ｗｉｔｈｉｎ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１２０ｋｍａｎｄ２３０ｋｍ．（ｂ）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５０ｋｍ．（ｃ）Ｚｏｏｍ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ｂｏｘｉｎ（ｂ）．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ｒｅｄ），犕Ｗ４．２（ｂｌｕｅ）ａｎｄ犕Ｗ４．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ｖｅｎｔ（ｂｌａｃｋ），Ｂｌａｃｋ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ａｒｅｔｗｏｎｅａｒｂｙ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ｔａｂ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６５８



　３期
王向腾等：沉积盆地台网稀疏地区中等强度浅源地震起始深度测定
———以２０１３年前郭犕Ｓ５．８和２０１６年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地震序列为例

２．２　２０１６犉犪犻狉狏犻犲狑犕犠５．１地震起始深度测定

在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３日犕Ｗ５．１地震发生之后，研

究区域布设了多个流动台站，最小台间距约５ｋｍ，

最近台站震中距约２ｋｍ，如图６所示．选择两个４

级左右地震事件，拾取Ｐ波与Ｓ波震相．然后基于３

个不同地壳速度模型，利用 ＨＹＰ２０００方法进行测

定，结果如表４和５所示．对于２０１６年６月８日

犕Ｗ４．２余震事件来说，不同模型给出的地震水平和

深度定位误差均在０．５ｋｍ之内，但是对比不同模

型的震源深度结果，发现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等（２０１１）以及

ＯＧＳ１Ｄ（Ｏｋｌａｈｏｍａ地质调查局）模型反演的震源深

度比较接近，相差０．５ｋｍ之内，但是和基于Ｋｅｒａｎｅｎ

等（２０１３）模型相差约为１ｋｍ 左右，平均深度为

６．９ｋｍ，而２０１６年７月９日犕Ｗ４．４余震定位结果

也有类似之处，平均震源深度为７．５ｋｍ．为了减小

深度定位误差，我们将三个深度的平均结果作为后

续相对定位参考事件的深度．

利用类似的数据处理方法，经过仔细挑选，对于

犕Ｗ４．２级参考事件，拾取了１０个Ｐｇ到时（图７ａ）与

７个台站Ｐｎ到时（图７ｂ和ｃ）．Ｐｇ到时差（图８ａ和

ｂ）范围为－０．２～０．２ｓ，２５０°方位角上，其差值为最

大正值，到时差最小值大约在４０°方位角上．不同方

位角上Ｐｎ相对到时差幅度值整体小于Ｐｇ的，表明

主震震源深度大于该参考事件．而对于犕Ｗ４．４参考

事件，不同方位角上Ｐｎ相对到时差幅度值整体略

大于Ｐｇ（图８ｃ），表明主震震源深度小于该参考事

件．两个参考事件相对到时差观测显示：主震震源深

度位于两个参考事件深度之间．

选择类似的搜索步长，对犕Ｗ５．１主震起始深度

进行反演．结果显示（图９ａ和ｂ）起始深度分别为７

ｋｍ和６．５ｋｍ，比 犕Ｗ４．２参考地震事件震源深度

（６．９ｋｍ）略深，而比 犕Ｗ４．４参考事件震源深度

（７．５ｋｍ）略浅，这符合理论预期．本研究结果与

Ｓｃｈｏｅｎｂａｌｌ和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１７）基于波形互相关相

对定位结果（６．９９５ｋｍ）一致，也与Ｇｏｅｂｅｌ等（２０１７）

等研究结果（７ｋｍ）较为吻合．

针对犕Ｗ５．１主震之前的５个４级地震，无近台

记录，根据其到时测定的震源深度可能包含较大误

差，不同机构测得的震源深度相差较大（表６）．

例如，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５日犕Ｗ４．３地震事件，ＮＥＩＣ

表４　２０１６年７月８日犕犠４．２参考事件定位结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犺狔狆狅犮犲狀狋犲狉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犕犠４．２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狅狀８犑狌犾狔２０１６

ＯｒｉｇｉｎＴｉｍ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Ｄｅｐｔｈ（ｋｍ） ＥＲＨ（ｋｍ） ＥＲＺ（ｋｍ） Ｍｏｄｅｌ

２０１６０７０８　２２∶２９∶３７．９０ ３６．４６９８ －９８．７４４７ ７．４４ ０．３２ ０．２２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０７０８　２２∶２９∶３８．１８ ３６．４６８８ －９８．７４３８ ６．２０ ０．３１ ０．６０ Ｋｅｒａｎ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０７０８　２２∶２９∶３７．９９ ３６．４７２３ －９８．７４６８ ７．１４ ０．２５ ０．５０ ＯＧＳ１Ｄｍｏｄｅｌ

表５　２０１６年７月９日犕犠４．４参考事件定位结果

犜犪犫犾犲５　犜犺犲犺狔狆狅犮犲狀狋犲狉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犕犠４．４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狅狀９犑狌犾狔２０１６

ＯｒｉｇｉｎＴｉｍ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Ｄｅｐｔｈ（ｋｍ） ＥＲＨ（ｋｍ） ＥＲＺ（ｋｍ） Ｍｏｄｅｌ

２０１６０７０９　０２∶０４∶２７．４１ ３６．４６０３ －９８．７５７０ ７．７８ ０．３６ ０．１９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０７０９　０２∶０４∶２７．６５ ３６．４５８８ －９８．７５６０ ６．９７ ０．３１ ０．５３ Ｋｅｒａｎ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０７０９　０２∶０４∶２７．４４ ３６．４５９７ －９８．７５８５ ７．８８ ０．３２ ０．２０ ＯＧＳ１Ｄｍｏｄｅｌ

表６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３犕犠５．１地震序列几个较大前震以及余震重新定位结果

犜犪犫犾犲６　犜犺犲犺狔狆狅犮犲狀狋犲狉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狊犲狏犲狉犪犾犾犪狉犵犲犳狅狉犲狊犺狅犮犽狊犪狀犱犪犳狋犲狉狊犺狅犮犽狊狅犳狋犺犲犕犠５．１狊犲狇狌犲狀犮犲

发震时刻 经度（°） 纬度（°）
深度（ｋｍ）

（ＮＥＩＣ１）

深度（ｋｍ）

（Ｙｅｃｋ１）
深度（ｋｍ）（２）

深度（ｋｍ）

本文１
震级犕Ｗ

２０１５１１１５０９∶４５∶３１．５０ －９８．７５５ ３６．４６０ ５．１０ １１．１２ ８ ６．５ ４．３

２０１５１２０６０１∶０１∶４２．３０ －９８．７６１ ３６．４７０ ６．１２ ９．４４ ７ ６．５ ４．３

２０１６０１０６１９∶２５∶２５．１０ －９８．７２２ ３６．４７９ ９．４０ ７ ６ ５．０ ４．０

２０１６０１０７０４∶２７∶２８．１０ －９８．７３１ ３６．４７６ ７．１０ ９．７５ ９ ６．０ ４．４

２０１６０１０７０８∶３７∶１１．４０ －９８．７３４ ３６．４７５ ６．６０ １０．０７ ８ ８．５ ４．０

２０１６０２１３１７∶０７∶６．８８ －９８．７３２ ３６．４６４ ８．３１ ９．０６ ９ ７．０ ５．１

２０１６０７０８２２∶２９∶３７．９０ －９８．７４５ ３６．４７０ ６．３５ ７．２１ ７ ６．９ ４．２

２０１６０７０９０２∶０４∶２７．４４ －９８．７５７ ３６．４６０ ７．２４ ９．７０ ７ ７．５０ ４．４

注：１地震起始深度，２质心深度（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ａｓ．ｓｌｕ．ｅｄｕ／ｅｑｃ／ｅｑｃ＿ｍｔ／ＭＥＣＨ．ＮＡ／），本文两个参考余震事件．

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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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犕Ｗ５．１主震的Ｐｇ（ａ）和Ｐｎ（ｂ）震相Ｐ波初动示意图，（ｃ）为图（ｂ）局部放大情形，

粗细红色竖线分别代表拾取的到时以及最大的误差范围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ｓｏｆＰｇ（ａ）ａｎｄＰｎ（ｂ）ｆｏｒ犕Ｗ５．１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ｃ）ｚｏｏｍ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ｂ），

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ａｎｄｔｈｉｎ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ｒｒｉｖａｌｔｉｍｅｓｏｆＰ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ｒｒｏ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和Ｙｅｃｋ等（２０１６）测得的结果相差６ｋｍ．其主要原

因是在地震之前以及地震后早期时间，流动台站还

没布设，固定近台较少，且方位角分布不理想，仅利

用直达波到时测定的地震起始深度误差较大．本文

使用同样方法对较大的前震进行了重新测定，结果

如表６．而对于流动台站架设完成之后的２个地震

事件，ＮＥＩＣ，Ｙｅｃｋ等（２０１６）以及本文测定的结果较

为一致．为了考察本文测定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对比

了几个４级左右的前震的质心深度（ｈｔｔｐ：∥ｗｗｗ．

ｅａｓ．ｓｌｕ．ｅｄｕ／ｅｑｃ／ｅｑｃ＿ｍｔ／ＭＥＣＨ．ＮＡ）与相对定位

方法测定的结果，发现大部分地震两者相差在１．５ｋｍ

左右，这符合４级左右地震的破裂大小．

３　讨论

本文研究的两个案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以

２０１６年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地震为例，讨论Ｐｎ／Ｐｇ方

法测定震源起始深度的不确定性，并分析对比讨论

上述两个案例可能的成因．

Ｐｎ／Ｐｇ相对定位方法依赖于参考事件震源深度

的准确性．为此，我们对两个余震相对位置进行确

认．两个参考事件均被流动台站记录，Ｐｇ震相方位

角覆盖良好，其相对到时差（犕Ｗ４．４—犕Ｗ４．２参考

事件）在约５０°方位角上为最大值，而在约２３０°方位

角上最小（图１０）．这说明两个参考事件在５０°方位

角上，这与多个近台绝对定位震中位置分布一致（图

１０）．Ｐｎ震相相对到时在不同方位角上小于Ｐｇ到时

差，这显示犕Ｗ４．２地震浅于犕Ｗ４．４地震，两事件在

深度分布上也与多台定位结果一致．为了方便对比，

选择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等（２０１１）速度模型计算格林函数，

利用波形方法反演了参考地震的震源深度，结果分

别为６．０ｋｍ和６．５ｋｍ，这与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等人的反

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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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Ｐｎ和Ｐｇ相对到时差分布图

（ａ）为犕Ｗ４．２参考事件Ｐｇ（黑色）和Ｐｎ（红色）相对到时差随方位角分布；（ｂ）与（ａ）类似，但是随震中距分布．

（ｃ）和（ｄ）为参考事件犕Ｗ４．４到时差分布图．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ｎａｎｄＰ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

（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ｎ（ｒｅｄ）ａｎｄＰｇ（ｂｌａｃｋ）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ｗｉｔｈａｚｉｍｕｔｈｆｏｒ犕Ｗ４．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ｅｎｔ；

（ｂ）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ａ）ｂｕｔｆｏｒ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ａｎｄ（ｄ）ａｒｅｓａｍｅａｓ（ａ）ａｎｄ（ｂ）ｂｕｔｆｏｒ犕Ｗ４．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ｅｎｔ．

图９　犕Ｗ５．１主震起始深度随残差分布，参考事件

犕Ｗ４．２（ａ）和参考事件犕Ｗ４．４（ｂ）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

ｄｅｐｔｈｆｏ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犕Ｗ４．２（ａ）ａｎｄ犕Ｗ４．４（ｂ）

演结果一致（７ｋｍ）．近台到时定位结果分别为６．９ｋｍ

和７．５ｋｍ．四级左右地震破裂尺度大约１ｋｍ，质心

深度与起始深度比较接近．

在上述震源深度测定过程中，将Ｐｎ和Ｐｇ的比

例设置为相等权重．为了考察Ｐｎ以及Ｐｇ震相数据

比例对震源深度测定的影响，本文使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方法对Ｐｇ以及Ｐｎ震相随机采样．基于从１７个震

相中随机挑选９个震相，使用Ｐｎ／Ｐｇ方法进行了

图１０　犕Ｗ４．４和犕Ｗ４．２参考事件Ｐｎ和Ｐｇ震相

相对到时差随方位角分布情况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ｎ（ｒｅｄ）ａｎｄＰｇ（ｂｌａｃｋ）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ｗｉｔｈａｚｉｍｕｔｈｆｏｒ犕Ｗ４．４ａｎｄ犕Ｗ４．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ｅｎｔ

５００多次反演．对于犕Ｗ４．２参考地震来说，反演结

果大多数在６～７ｋｍ之间（图１１ａ）．而对于犕Ｗ４．４

参考地震来说，反演结果大多数在５．５～６．５ｋｍ之

间（图１１ｂ）．总的来说地震起始深度反演误差约为

１ｋｍ．在密集台网地区，多个近台的直达波地震数

据可以获取高精度的地震位置结果，而稀疏台网地

区，缺少近台的震相到时，对地震起始深度约束较

差，不同学者测得的２０１６年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地震

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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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深度相差约３ｋｍ．Ｐｎ／Ｐｇ相对到时方法基于定

位准确的参考事件，并增加对深度敏感的Ｐｎ震相，

有效地提高了该地震起始深度的测定精度．

基于参考地震事件，通过Ｐｎ／Ｐｇ相对到时定位

方法，我们测定了犕Ｗ５．１主震的较为准确的起始破

裂深度，其结果为７ｋｍ左右．为了研究其地震破裂

方式，基于ｇＣＡＰ方法，我们也反演了该地震的质心

深度，结果为８ｋｍ左右．这表明，该地震可能是由

浅部向深部破裂．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该地震序列的

发展过程，我们将本文得到的 犕４级左右地震震源

深度与Ｓｃｈｏｅｎｂａｌｌ和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１７）和 Ｙｅｃｋ等

（２０１６）以及ＮＥＩＣ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图１２），发现

图１１　Ｐｎ以及Ｐｇ震相数据比例对震源深度

测定结果的影响

（ａ）以犕Ｗ４．２地震作为参考事件；（ｂ）以犕Ｗ４．４地震作为参考事件．

Ｆｉｇ．１１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ｏｆ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ｐｔｈ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ｏｒ

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ｂａｓｅｄｏｎ犕Ｗ４．２（ａ）ａｎｄ犕Ｗ４．４（ｂ）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ＰｎａｎｄＰｇｐｈａｓｅｓ

不同机构测定的地震水平位置比较相近，而 Ｙｅｃｋ

等（２０１６）几个地震较深，在９～１２ｋｍ之间，经查看

这些地震主要发生于地震早期，而在流动台布设之

后，几个地震研究结果比较一致．从本文的结果来

看，几个前震有由浅向深扩展的趋势．

为了进一步确定２０１６年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起始

震源深度的准确性，我们利用远震深度（ｐＰ，ｓＰ）相

进行研究．通常远震震相选取的震中距范围为３０°～

９０°，在该震中距范围之内Ｐ波较为简单，不会包含

受到地幔过渡带以及核幔边界的多次波．为了减小

长周期噪声的影响，通常使用０．８～２Ｈｚ的带通滤

波．经过仔细挑选发现，震中距４０°，方位角３３０°处

的ＩＭ台阵波形信噪比比较高，通过互相关台阵波

形可以清楚地观测到深度震相（图１３）．通过拟合理

论地震波形可以看出地震的起始深度在６ｋｍ 左

右，与相对到时方法测定的结果较为一致．对于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２日前郭犕Ｓ５．８地震来说，本文同样

分析了其远震深度震，发现Ｐ波震相与后续的深度

震相难以区分，波形拟合结果显示其震源深度在

４ｋｍ左右．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前郭地震序列中两个较大地震起

始和质心深度均较浅（３～５ｋｍ左右），其震区位于

油田开发区，开采深度在３８００ｍ左右．注水开采油

气时，流体可以直接到达断层，从而导致孔隙应力增

加，降低断层有效正应力，可导致沉积层浅部断层重

新活动，同时震源中４０％左右的非双力偶源成分也

反映了震源的复杂性，推测应为开采时注入地下的

图１２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３日Ｏｋｌａｈｏｍａ地区犕Ｗ５．１地震及其较大前震和余震分布

（ａ）震中分布情况，灰色，黑色，蓝色和红色圆圈分别为ＮＥＩＣ，Ｙｅｃｋ等（２０１６），Ｓｃｈｏｅｎｂａｌｌ和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１７）以及

本文重新定位后主震以及余震位置；（ｂ）不同定位结果在ＡＡ′剖面上的投影．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ｌａｒｇ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

（ａ）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ＩＣ，Ｙｅ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Ｓｃｈｏｅｎｂａｌｌａｎｄ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１７）ａｎｄｏｕｒｃａｔａｌｏｇ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ａｓｇｒａｙ，

ｂｌａｃｋ，ｂｌｕｅａｎｄｒ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ｂ）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Ａ′．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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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利用远震深度震相测定 ２０１６年 Ｆａｉｒｖｉｅｗ

犕Ｗ５．１主震震源深度，红色与黑色曲线分别为合成与

观测地震波形

Ｆｉｇ．１３　Ｆｏ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Ｆａｉｒｖｉｅｗ

犕Ｗ５．１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ｐｔｈｐｈａｓｅｓ，ｒｅｄ

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流体产生的，这与刘俊清等 （２０１７）根据震源特性研

究结果一致．但是，本文尚未收集到油田区域注水井

详细的注水资料，以及本文仅测定了地震序列中较

大地震的起始深度，难以对注水活动与地震序列之

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更加仔细的分析．而２０１６年

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地震序列几个前震以及主震的起

始深度略浅与其质心深度，地震序列有由浅部向深

部延伸的趋势．Ｇｏｅｂｅｌ等（２０１７）注水应力扰动数值

模拟显示该地震序列起始于浅部，并向深部发展．注

水活动对断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流体的

直接影响，即孔隙流体扩散到断层时，增加断层的孔

隙应力，处于临界状态和优选方位的断层最先滑移．

另外一种是滞后响应，流体应力扰动传播至较远处

断层附近时，可以诱发离注水井较远处的地震

（Ｋｅｒａｎ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基于本文测定的震源深度

结果，２０１３年前郭犕Ｓ５．８地震序列可能是第一种诱

发模式，而２０１６年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地震序列则应

为第二种诱发模式．

４　结论

针对沉积盆地中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犕Ｓ５．８地震序

列以及Ｏｋｌａｈｏｍａ州Ｆａｉｒｖｉｅｗ地区２０１６犕Ｗ５．１地

震序列，本文基于区域流动观测，获取了较大余震较

可靠的震源位置，并将其作为参考事件，利用Ｐｎ／Ｐｇ

方法测定了序列中较大地震起始破裂深度．结果显

示：在２０１３年前郭地震序列中，主震起始破裂深度

约３．５ｋｍ，而质心深度在５ｋｍ左右，结合震源机制

中含有较大的非双力偶源成分，推断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前郭犕Ｓ５．８地震序列可能与附近的注水活动有关．

而２０１６年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犕Ｗ５．１地震起始深度约７ｋｍ，质心

深度为８ｋｍ，５个较大的前震深度分布在５～９ｋｍ，该

地震序列可能是由较远处注水活动引起的应力扰动

所诱发的．

然而，上述两个地震案例都处于沉积盆地，浅层

速度结构复杂，还需收集更多流动台站数据，获取震

源区更加可靠的速度模型，并基于近台震相到时以

及波形获取２～３级地震的震源深度和机制解，并结

合注水活动资料，进一步研究地震丛集的成因．

致谢　感谢审稿人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国家测

震台网数据备份中心（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９８／ＳｅｉｓＤｍｃ／ＳＮ）、

吉林省地震局以及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ｒｉｓ．ｅｄｕ／ｈｑ／）为本研

究提供地震波形数据，本文大部分图件由ＧＭＴ绘

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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