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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效地震波场正演模拟对于复杂模型中地震波传播与成像研究至关重要．本文在谱元法原理框架内，对已

有逐元谱元法改进，提出一种新的逐元并行谱元法求解三维地震波运动方程，并得到地震波场．逐元并行谱元法的

核心思想在于在单元上进行质量矩阵与解向量的乘积运算，并将此运算平均分配至每一个ＣＰＵ计算核心，此处理

有利提升谱元法的并行计算效率．同时，根据ＧａｕｓｓＬｏｂａｔｔｏＬｅｇｅｎｄｒｅ（ＧＬＬ）数值积分点与插值点重合的特点，将

稠密单元刚度矩阵的存储转化成单元雅克比矩阵行列式的值及其逆的存储，大幅减少谱元法计算内存开销．此外，

在模型边界上利用逐元并行谱元法求解二阶位移形式完美匹配层（ＰＭＬ）吸收边界条件，消除边界截断而引入的虚

假反射．通过逐元并行谱元法得到的数值解与解析解对比，以及实际地震波场模拟，数值结果证实了逐元并行谱元

法用于地震波场模拟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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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基于地震波运动方程的地震成像方法越来越受

到研究者的关注 （Ｔａｐ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Ｔａｎ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４；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在此类地震成像原理中，无论是伴随成像方法

（Ｔｒｏｍｐｅｔａｌ．，２００５），还是逆时偏移方法（Ｄａ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由于都需要反复数值求解地震波运动方

程，因此数值算法的计算效率直接关系到地震成像

效率．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研究者已开发出多种

数值方法用于地震波运动方程的直接求解，如：有限

差分法（ＦＤＭ）（Ｍａｄａｒｉａｇａ，１９７６；Ｇｒａｖｅｓ，１９９６；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Ｙａｏ，２０１３），伪谱法（ＰＳＭ）（ＫｏｓｌｏｆｆａｎｄＢａｙｓａｌ，

１９８２；Ｆｕｒｕｍｕｒ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ＷａｎｇａｎｄＴａｋｅｎａｋａ，

２０１１），有限元法（ＦＥＭ）（Ｍａｒｆｕｒｔ，１９８４；Ｐａｄｏｖａｎｉｅｔａｌ．，

１９９４；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谱元法（ＳＥＭ）（Ｓｅｒｉａｎｉａｎｄ

Ｐｒｉｏｌｏ，１９９４；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ａｎｄＶｉｌｏｔｔｅ，１９９８；Ｌｉ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ａ）等．

在以上提到的数值算法中，ＦＤＭ使用最为广泛

（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通过对地震波方程直接离散，

ＦＤＭ的优点在于算法较为直观、程序易于实现和并

行（Ｇｒａｖｅｓ，１９９６）．但ＦＤＭ 的不足也较为明显，其

缺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传统ＦＤＭ 在使用

低阶算子时数值频散明显（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Ｙａｏ，２０１３），

其较强的数值频散必然降低算法精度．虽然高阶插

值能减弱ＦＤＭ 的数值频散，但是高阶插值不仅会

增加计算量，同时差分算子半径过长造成并行计算

时通信量的增加，降低了ＦＤＭ 并行计算效率（宋国

杰等，２０１２）．其次，ＦＤＭ网格不灵活，难以运用于复

杂模型中的地震波场模拟（Ｓｈｒａｇｇｅ，２０１４）．虽然可

通过坐标变换的方式将伪正交网格变换成正交网格

（Ｒａｏ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１３；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然后在

正交网格上采用常规差分格式求解地震波运动方

程，实现复杂不规则模型中的地震波场模拟．但当模

型复杂程度高时会造成网格严重畸变，使得曲线网

格ＦＤＭ稳定性变差，以至于影响地震波模拟效率．

第三，ＦＤＭ较难处理自由地表边界条件（Ｒｕｕｄａｎｄ

Ｈｅｓｔｈｏｌｍ，２００１）．虽然通过设置虚拟层的方式可方

便满足自由地表边界条件，但该处理方式对自由地

表边界条件近似程度较低（苏波等，２０１９）．针对

ＦＤＭ存在的缺陷或不足，研究者做出了许多有益研

究（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Ｙａｏ，２０１３；刘少

林等，２０１３；Ｌｉｕ，２０１４），例如：Ｙａｎｇ等（２００３）引入质

点位移的梯度信息，联合质点位移用于空间微分算

子的数值近似，该方法有效解决了ＦＤＭ 数值频散

大的弊端，但ＦＤＭ 网格的不灵活性以及自由边界

不易处理等问题依然存在．

ＦＥＭ可采用非结构化网格离散复杂模型，具有

很强的网格灵活性（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２），同时，将ＦＥＭ 形

成的地震波运动方程弱形式所包含的边界积分项直

接令为零，即可方便实现自由地表边界条件．虽然

ＦＥＭ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ＦＥＭ 计算量和存储

量较大（Ｂｉｅｌａ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在大尺度地震波场模

拟时对计算机的计算性能要求较高．此外，ＦＥＭ 在

单元上插值逼近时，往往只能采用低阶插值，因此精

度较低，在采用高阶插值时出现Ｒｕｎｇｅ现象，造成

精度的损失（Ｆｉｃｈｔｎｅｒ，２０１１）．尽管研究者在提升

ＦＥＭ计算效率方面做出了许多改进，例如：通过构

造集 中 质量矩阵的方 式减少 ＦＥＭ 的 计 算 量

（Ｐａｄｏｖａｎ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４），采用存储核矩阵的方式减

少ＦＥＭ的存储量（ＬｉｕＳ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ＭｅｎｇａｎｄＦｕ，

２０１７），但ＦＥＭ的计算与存储量都明显高于ＦＤＭ．

在简单模型中，傅里叶ＰＳＭ 具有较高的计算

精度，ＰＳＭ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快速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

对空间微分算子逼近（ＫｏｓｌｏｆｆａｎｄＢａｙｓａｌ，１９８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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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精度可达到ＦＤＭ无穷阶时的精度（龙桂华等，

２００９）．在相同空间网格采样的条件下，ＰＳＭ 的数值

频散小于ＦＤＭ．但ＰＳＭ由于使用全局长算子，一方

面较难适用于复杂分层、固液耦合模型（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另一方面长算子用于空间微分近似，有

悖于微分算子局部性的特点（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此

外，与ＦＤＭ 类似，ＰＳＭ 难以具备网格的灵活性也

较难处理自由地表边界条件．

相对而言，ＳＥＭ 是较为高效的地震波模拟方

法，该方法不仅具有谱方法的高精度性也具有ＦＥＭ

网格的灵活性．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ＳＥＭ 最早在流

体力学领域提出并得到应用（Ｐａｔｅｒａ，１９８４）．随后，

Ｓｅｒｉａｎｉ和 Ｐｒｉｏｌｏ（１９９４）将ＳＥＭ 引入到地震学领

域，并模拟了二维非均匀介质中声波传播．Ｓｅｒｉａｎｉ

和Ｐｒｉｏｌｏ（１９９４）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相同空间

网格采样条件下，谱元法的精度要高于ＦＥＭ，例

如：在空间插值阶数为８阶、地震波的最短波长采

样点数为４．５时ＳＥＭ 即可以获得高精度模拟结果

（ＳｅｒｉａｎｉａｎｄＰｒｉｏｌｏ，１９９４）．早期的ＳＥＭ 在正交多

项式的选取上往往采用 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正交多项式

（ＳｅｒｉａｎｉａｎｄＰｒｉｏｌｏ，１９９４；Ｓｅｒｉａｎｉ，１９９７，１９９８），虽

然基于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正交多项式的ＳＥＭ 取得了较好

的数值模拟结果，但 Ｃｈｅｂｙｓｈｅｖ多项式带权正交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以至于该类ＳＥＭ 无法形成对

角质量矩阵，在求解线性方程组时占用较大计算资

源（Ｓｅｒｉａｎｉ，１９９８）．虽然该类ＳＥＭ 可采用类似于

ＦＥＭ质量集中的方式形成对角质量矩阵，但这必然

造成ＳＥＭ精度损失（Ｓｅｒｉａｎｉａｎｄ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２００７）．

为了保证ＳＥＭ 的计算精度，同时避免求解大

型线性方程组，基于Ｌｅｇｅｎｄｒｅ正交多项式的ＳＥＭ

被发展起来，并被运用于地震波场的数值模拟

（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ａｎｄＶｉｌｏｔｔｅ，１９９８）．该类ＳＥＭ 的优势

在于积分点与插值点重合，使得质量矩阵为对角矩

阵，从而避免求解大型线性方程组．基于Ｌｅｇｅｎｄｒｅ

正交多项式的谱元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尺度和全

球尺度的地震波模拟与成像之中（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刚度矩阵与解向量的乘积为谱元法计算量的主

要来源．在并行计算时，由于模型的复杂性，不规则

网格剖分模型会导致分配到每个计算核心的单元数

不同，使得每个计算核心所分配的刚度矩阵数量不

同，最终导致计算核心负载不均衡，影响了并行计算

效率．为了提升 ＳＥＭ 的并行计算效率，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７ａ）提出逐元并行谱元法，其思想是将谱元单元

平均分配到每个计算核心，在单元上进行刚度矩阵

与解向量相乘．数值实验表明，逐元并行策略能有效

提升ＳＥＭ的并行计算效率．逐元并行ＳＥＭ 除了提

升并行效率以外，还将刚度矩阵的存储转化为６４个

子矩阵的存储，大幅降低了ＳＥＭ的存储量．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作者前期对逐元并行ＳＥＭ

的研究中计算核心之间通信采用的是主从（Ｍａｓｔｅｒ

Ｓｌａｖｅ）通信模型（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虽然主从通信

模式程序上容易实现 （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ａｎｄＴｒｏｍｐ，

１９９９），但计算核心通信等待时间较长．为了减少通

信等待时间，本文采用缓存通信模式，在计算核心对

之间通信，大幅减少ＳＥＭ 的通信时间．此外，本文

不再采用存储子矩阵的方式用于重建单元刚度矩

阵，而是存储单元雅克比矩阵的逆及其行列式的值，

再结合插值多项式直接对空间微分算子数值近似，

因此避免了重建稠密单元刚度矩阵，减少了计算量．

为了消除边界截断而引起的虚假反射，本文在模型

边界上利用逐元并行ＳＥＭ 求解二阶位移形式的

ＰＭＬ吸收边界条件．

１　逐元谱元法

地震波在震源处激发，向三维空间辐射能量，地

震波的传播满足以下运动方程：

ρ狌
··
＝

Δ

·犜＋犳，

犜＝犆∶

Δ

狌｛ ，

（１ａ）

（１ｂ）

其中狌为质点位移，犜为应力张量，犳为震源项，犆

为四阶弹性张量，ρ为密度，

Δ

为空间梯度算子．任

意测试向量狏乘以公式（１ａ）并在空间积分，利用分

部积分和散度定理，得到地震波运动方程的弱形式：

　∫Ω
ρ狏·狌

··
ｄ３狓＝－∫Ω

Δ

狏：犜ｄ３狓＋∫Ω狏·犜·狀ｄ狊

＋∫Ω
狏·犳ｄ

３狓， （２）

其中狀为边界外法向，Ω为研究区域．考虑自由地表

处法向应力为０，即犜·狀＝０，认为地震波在无限半

空间中传播，即无穷远处边界上应力为０，即犜＝０，

公式（２）可简化为：

　　∫Ω
ρ狏·狌

··
ｄ３狓＝－∫Ω

Δ

狏：犜ｄ３狓＋∫Ω
狏·犳ｄ

３狓．（３）

公式（３）自动满足自由地表边界条件．将研究区域Ω

离散成犖 个非重叠六面体单元，假设每个单元的控

制点数为狀，物理空间中的每个六面体单元都可变

换成标准参考单元，同样每个参考单元可变换回至

六面体单元，物理域与参考域之间的坐标满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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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ａｎｄＴｒｏｍｐ，１９９９）：

狓（ξ，η，λ）＝∑
狀

犪＝１

犖犪（ξ，η，λ）狓犪， （４）

其中狓犪 为控制点在物理域中的坐标，犖犪（ξ，η，λ）

（－１≤ξ≤１，－１≤η≤１，－１≤λ≤１）为单元形函数．

在参考单元上求解如下方程确定每个方向上插值节

点的坐标：

（１－ξ
２）犢′犿（ξ）＝０， （５）

其中犢犿 为犿 阶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多项式，其上标表示一阶

导数．公式（５）可确定犿＋１个根ξ犻（犻＝０，…，犿），

即在每个方向上插值节点数为犿＋１，三维情况下一共

有（犿＋１）３ 个插值节点．在每个单元上利用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多项式近似函数值，对狌和狏的近似可表示为：

狌犲 ＝ ∑
犿

α，β，γ＝０

犔α（ξ）犔β（η）犔γ（λ）狌
αβγ
犲
，

狏犲 ＝ ∑
犿

α，β，γ＝０

犔α（ξ）犔β（η）犔γ（λ）狏
αβγ
犲

烅

烄

烆 ，

（６）

其中犔为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多项式，α，β和γ为单元犲

上三个方向ＧＬＬ（ＧａｕｓｓＬｏｂａｔｔｏＬｅｇｅｎｄｒｅ）节点索

引．由公式（６）可知，单元上的插值多项式由三个方

向上的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多项式组合而成．利用公式

（６），公式（２）等号左边积分可以表示为：

　　∫Ω
ρ狏·狌

··
ｄ３狓＝∑

犖

犲＝１∫Ω犲
ρ犲狏犲·狌

··
犲ｄ
３狓

＝∑
犖

犲＝１
∑
犿

犪，犫，犮＝０

ω
犪
ω
犫
ω
犮犑
犪犫犮

犲 ∑
犿

α，β，γ＝０

犔α（ξ犪）犔β（η犫）犔γ（λ犮）狏
αβγ
犲 狓^犻∑

犿

α，β，γ＝０

犔α（ξ犪）犔β（η犫）犔γ（λ犮）狌
··αβγ
犲 狓^犻

＝∑
犖

犲＝１

犞犲犕
犲犝
··

犲， （７）

其中狓^犻表示坐标单位向量，下标犲表示第犲个单元，犪、犫

和犮表示单元ＧＬＬ积分点的索引，犑
犪犫犮

犲
为单元雅克比矩

阵在数值积分点 （ξ犪，η犫，λ犮）处取行列式的值，犞犲 ＝

［狏
犪犫犮

犲，狓
１
；狏

犪犫犮

犲，狓２
；狏

犪犫犮

犲，狓
３
］，犝犲＝［狌

犪犫犮

犲，狓
１
；狌

犪犫犮

犲，狓
２
；狌

犪犫犮

犲，狓
３
］Ｔ，犕犲＝

ｄｉａｇ（ω
犪
ω
犫
ω
犮犑
犪犫犮

犲
；ω
犪
ω
犫
ω
犮犑
犪犫犮

犲
；ω

犪
ω
犫
ω
犮犑
犪犫犮

犲
），ω表示 ＧＬＬ

积分权．为了表述方便，在表示犞犲、犝犲 向量和犕
犲 时

分号所分割的每一部分上标都从０变化至犿．由于

插值点与积分点重合的特点，公式（７）中单元质量矩

阵为对角质量矩阵．对公式（７）中的单元质量矩阵组

装可获得总体质量矩阵：

犕 ＝∪
犖

犲＝０
犕犲， （８）

其中∪为矩阵组装算子．定义Γ
犲算子将总体质量矩

阵投影至单元上：

犕犲′＝Γ
犲（犕）． （９）

在同一个单元上犕犲′和犕犲不相等，原因在于相邻单

元共享ＧＬＬ节点，与共享节点对应的质量矩阵元素

需累加，使得犕犲′中共享节点对应的质量矩阵元素

值要大于犕犲中的元素值．

与公式（７）类似，公式（３）中等号右边第一式也

可写成离散形式：

－∫Ω

Δ

狏：犜ｄ３狓＝－∑
犖

犲＝１∫Ω犲

Δ

狏犲：犜犲ｄ
３狓＝－∑

犖

犲＝１∫Ω犲

狏犲，犻

狓犼
犜犲，犻犼ｄ

３狓＝－∑
犖

犲＝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狏犲，犻

ξ犽

ξ犽

狓犼
犜犲，犻犼犑犲ｄξｄηｄγ， （１０）

其中 （ξ１，ξ２，ξ３）＝ （ξ，η，λ）．为了实际计算简便，仿

照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和 Ｔｒｏｍｐ（１９９９）中的组合方式，将

ξ犽

狓犼
和犜犲，犻犼 组合成新变量：

犠犲，犻犽 ＝
ξ犽

狓犼
犜犲，犻犼． （１１）

将（６）和（１１）式代入（１０）式并利用ＧＬＬ数值求积，

（１０）式可离散为：

－∫Ω

Δ

狏：犜ｄ３狓≈－∑
犖

犲＝１
∑
３

犻＝１

狏
αβγ
犻，犲［ωβωγ∑

犿

犪＝０

ω
犪犔′α（ξ犪）犑

犪βγ
犲 犠

犪βγ
犲，犻１

＋ω
α
ω
γ

∑
犿

犫＝０

ω
犫犔′β（η犫）犑

α犫γ
犲 犠

α犫γ
犲，犻２＋ω

α
ωβ∑

犿

犮＝０

ω
犮犔′γ（λ犮）犑

αβ犮

犲 犠
αβ犮

犲，犻３］．
（１２）

（１２）式可进一步写成矩阵的形式：

－∫Ω

Δ

狏：犜ｄ３狓≈－∑
犖

犲＝１

犞犲犓犲犘犲， （１３）

其中犘犲 ＝ ［犠
αβγ
犲，狓
１
犑
αβγ
犲
；犠αβγ

犲，狓
２
犑
αβγ
犲
；犠αβγ

犲，狓
３
犑
αβγ
犲
］Ｔ．单元

矩阵犓犲形式如下：

犓犲 ＝犓
１

犲＋犓
２

犲＋犓
３

犲
， （１４）

其中犓
１

犲
、犓

２

犲
和犓

３

犲
的具体形式为：

　　　　犓
１

犲 ＝∑
犿

犻＝０

ｄｉａｇ（０，…，０，１，０，…，０）
犻＋１

犿＋１ ｄｉａｇ（ω０ω犻，…，ω犿ω犻）犿＋１  ［犔′α（ξβ）ωβ］，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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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
２

犲 ＝∑
犿

犻＝０

ｄｉａｇ（０，…，０，１，０，…，０）
犻＋１

犿＋１  ［犔′α（ξβ）ωβ］ｄｉａｇ（ω０ω犻，…，ω犿ω犻）犿＋１， （１６）

犓
３

犲 ＝∑
犿

犻＝０

［犔′α（ξβ）ωβ］ｄｉａｇ（ω０ω犻，…，ω犿ω犻）犿＋１ ｄｉａｇ（０，…，０，１，０，…，０）
犻＋１

犿＋１
， （１７）

其中表示矩阵张量积运算符（Ｓｅｒｉａｎｉ，１９９８），对角

矩阵的下标表示矩阵维度，对角矩阵的上标表示非

零元所在的位置．（１３）式需要用到 ＧＬＬ点上的

犠
αβγ
犲
，而犠αβγ犲 由犜

αβγ
犲
在ＧＬＬ点上的值通过坐标变换

系数线性组合得到，因此得到犜αβγ犲 之后就可计算

犠
αβγ
犲 ．由公式（１ｂ）和公式（６）可计算犜

αβγ
犲
，即：

犜
αβγ
犲，犻犼 ＝犮犻犼犽犾

狌
αβγ
犲，狓犽

狓犻
，

狌
αβγ
犲，狓犻

狓犼
＝
ξ（ξα，ηβ，λγ）

狓犼 ［∑
犿

犪＝０

狌
犪βγ
犲，狓犻
犔′犪（ξα）］

＋
η（ξα，ηβ，λγ）

狓犼 ［∑
犿

犫＝０

狌
犪βγ
犲，狓犻
犔′β（η犫）］

＋
λ（ξα，ηβ，λγ）

狓犼 ［∑
犿

犮＝０

狌
犪βγ
犲，狓犻
犔′λ（γ犮）］

烅

烄

烆
．

（１８）

假设地震震源为点源，且可以写成关于矩张量

的形式，公式（１）中的体力犳可表示为：

犳＝－犕·

Δ

δ（狓－狓ｓ）犛（狋）， （１９）

其中 犕 为地震矩张量（Ａｋｉ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１９８０），

犛（狋）为震源时间函数，狓ｓ为震源坐标．将（１９）式代

入（３）式，公式（３）等式右边第二项可表示为：

∫Ω
狏·犳ｄ

３狓＝－犛（狋）∫Ω
狏·犕·

Δ

δ（狓－狓ｓ）ｄ
３狓

＝犛（狋）

Δ

狏（狓ｓ）：犕

＝犛（狋）∑
３

犻，犼＝１

狏犻（狓ｓ）

狓犼
犕犻犼

＝犛（狋）∑
３

犻，犽＝１
∑
３

犼＝１

ξ犽

狓犼
犕犻（ ）犼 狏犻（狓ｓ）ξ犽

． （２０）

推导（２０）式过程中用到关系式狏·犕·

Δ

δ（狓－狓ｓ）＝

Δ

·（狏·犕δ（狓－狓ｓ））－

Δ

狏：犕δ（狓－狓ｓ），并利用到

散度定理与 Ｄｅｌｔａ函数的积分性质．记 犌犻犽 ＝

∑
３

犼＝１

ξ犽

狓犼
犕犻犼，（２０）式的离散形式可写为：

∫Ω
狏·犳ｄ

３狓＝犛（狋）∑
３

犻，犽＝１

狏犻（狓ｓ）

ξ犽
犌犻犽

　　　 ≈犛（狋）∑
３

犻＝１
∑
犿

α，β，γ＝０

狏αβγ犻，犲
ｓ
［犔′α（ξｓ）犔β（ηｓ）犔λ（λｓ）犌犻１

＋犔α（ξｓ）犔′β（ηｓ）犔λ（λｓ）犌犻２

＋犔α（ξｓ）犔β（ηｓ）犔′λ（λｓ）犌犻３］， （２１）

其中（ξｓ，ηｓ，λｓ）为震源坐标狓ｓ 所对应的局部坐标，

下标犲ｓ表示震源所在的单元．（２１）式可写成向量相

乘的形式：

∫Ω
狏·犳ｄ

３狓＝∑
犖

犲＝１

犞犲犉犲， （２２）

其中单元上的载荷向量犉犲具体形式为：

犉犲 ＝

犔′α（ξｓ）犔β（ηｓ）犔γ（λｓ）犌１１＋犔α（ξｓ）犔′β（ηｓ）犔γ（λｓ）犌１２＋犔α（ξｓ）犔β（ηｓ）犔′γ（λｓ）犌１３；

犔′α（ξｓ）犔β（ηｓ）犔γ（λｓ）犌２１＋犔α（ξｓ）犔′β（ηｓ）犔γ（λｓ）犌２２＋犔α（ξｓ）犔β（ηｓ）犔′γ（λｓ）犌２３；

犔′α（ξｓ）犔β（ηｓ）犔γ（λｓ）犌３１＋犔α（ξｓ）犔′β（ηｓ）犔γ（λｓ）犌３２＋犔α（ξｓ）犔β（ηｓ）犔′γ（λｓ）犌

熿

燀

燄

燅３３

ｉｆ　犲＝犲ｓ，

０ ｉｆ　犲≠犲ｓ

烅

烄

烆 ．

（２３）

　　由（２１）—（２３）式不难看出，震源项离散以后所

形成的载荷向量犉犲只在一个单元上有值，在其他单

元上均为零．如果震源恰好位于单元表面而被多个

单元共享，此时犉犲 可在多个单元上有值．为了简化

程序设计，可在震源位置施加以小的扰动（如单元尺

寸的１／１００，本文算例中选择１／３００），将震源放置到

单元内部，保证犉犲 只在一个单元上有值．数值算例

显示该处理方式不会造成明显误差，关于精度的讨

论本文将在第４节数值算例部分具体给出．需要注

意的是，本文公式（２１）—（２３）与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和Ｔｒｏｍｐ

（１９９９）的表述不同，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和Ｔｒｏｍｐ（１９９９）的处

理方式是将点源平滑至单元的每个ＧＬＬ节点上，本

文公式（２１）—（２３）仍将震源当成点源．当单元尺寸

远小于地震波长时，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和Ｔｒｏｍｐ（１９９９）的

震源处理方式不会产生较大误差；当单元尺寸和地

震波长相当时，该处理方式可能产生明显误差．

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和 Ｔｒｏｍｐ（１９９９）震源处理存在的问题

已超出本文范围，本文不再讨论．

由（７）、（１３）和（２２）式可知，以下等式成立：

∑
犖

犲＝１

犞犲犕
犲犝
··

犲 ＝－∑
犖

犲＝１

犞犲犓犲犘犲＋∑
犖

犲＝１

犞犲犉犲．（２４）

由于测试向量狏的任意性，（２４）式等价为：

７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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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犖

犲＝１

犕犲犝
··

犲 ＝－∑
犖

犲＝１

犓犲犘犲＋∑
犖

犲＝１

犉犲． （２５）

单元上的质点加速度向量可组装成质点总体加速度

向量，即：犝
··

＝∪
犖

犲＝１
犝
··

犲．利用（９）式和（２５）式，质点总体

加速度向量可以表示为：

犝
··

＝∪
犖

犲＝１
Γ
犲（犕）－１（犓犲犘犲＋犉犲）． （２６）

　　从公式（２６）容易看出，本文先在每个单元上做

矩阵犓犲 和向量犘犲 相乘运算，再将单元上的加速度

向量组装获得总体加速度向量．因为公式（２６）采用

逐元（ｅｌｅｍｅｎｔｂｙｅｌｅｍｅｎｔ）的方式计算地震波场，所

以本文称之为逐元ＳＥＭ．该计算方式与前人在合成

总体刚度矩阵以后再做矩阵与向量相乘不同

（Ｐａｄｏｖａｎ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ＬｉｕＹ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２６）

式所体现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极大简化

了并行程序设计．ＳＥＭ的计算量主要来源于单元上

的矩阵与向量乘积，将单元上的矩阵与向量乘积分

配到计算核心就可以方便实现ＳＥＭ 的并行计算．

其次，节省了存储空间．由（７）、（１５）—（１７）式不难看

出，逐元ＳＥＭ不需要存储稠密的单元刚度矩阵，只

用存储单元 ＧＬＬ 点上的雅克比矩阵（Ｊａｃｏｂｉａｎ

ｍａｔｒｉｘ）行列式的值以及雅克比矩阵的逆（计算单元

雅克比矩阵逆的过程见附录Ａ），也就是需要存储元

素的个数为ＧＬＬ点数的１０倍，因此逐元ＳＥＭ的存

储量和ＦＤＭ的存储量在同一数量级（为ＦＤＭ 的５

倍左右）．最后，节省了计算量．由（１２）式可知逐元

ＳＥＭ充分利用到ＧＬＬ积分与插值重合的特点，一

个方向上的空间微分数值近似，只保留对应方向的

非零元，因此极大减少了浮点运算次数．如果空间

ＧＬＬ点的个数为犎，插值阶数为犿，那么逐元ＳＥＭ

的浮点运算次数大约为犗（１８（犿＋１）犎），其计算量

与ＦＤＭ的计算量大致相同．

２　逐元并行策略

在关于ＳＥＭ 的并行程序设计中，研究者往往

采用主从（ｍａｓｔｅｒｓｌａｖｅ）通信模式（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ａｎｄ

Ｔｒｏｍｐ，２００２；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完成每个时间迭代

步的数据通信．ＳＥＭ 的主从通信过程分为三步，首

先，一个计算核心作为主计算核心收集从计算核心

需要通信的信息（如加速度向量）；然后，主计算核

心对通信信息处理（如不同计算核心共有的ＧＬＬ节

点对应的加速度相加）；最后，主计算核心将处理好

的信息分发给从计算核心．显然这三步中主要通信

和计算任务都由主计算核心完成，而从计算核心承

担的通信和计算任务远小于主计算核心，较多时间

浪费在通信等待上，以至于降低了ＳＥＭ 的并行计

算效率．

为了提升ＳＥＭ 的并行效率，本文采用缓存通

信模式（Ｇｒｏｐｐ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在需要通信的计算核

心对之间两两通信，具体通信过程如图１所示，为了

计算流程更加完整，图１也显示了通信以外的其他

过程．由图１可知，在合成单元质量矩阵以后，需要

在计算核心之间通信完成之后获得Γ
犲（犕）．在每一

个时间步，每个单元上需要计算犓犲犘犲，然后将计算

核心之间共享ＧＬＬ点上的加速度在通信之后累加

得到完整的质点加速度．从图１不难看出，与主从

通信模式不同，本文的通信方式将总的通信量分

配给计算核心对，有效减少了通信等待时间．此

外，在主从通信模式中主计算核心的数据处理任

务（共享ＧＬＬ点上加速度累加求和）被分配给各个

计算核心，有效平衡了计算核心的数据计算加载．

因此，本文通信模式有效提升了ＳＥＭ 的并行计算

效率．有关并行计算效率，本文将在第４节进一步

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讨论方便，图１只显示相邻

计算核心之间通信．事实上，任何计算核心可能与其

他多个计算核心构成通信对进行通信．至于如何构

成通信对，取决于模型复杂程度以及模型剖分以后

生成的网格．

３　ＰＭＬ吸收边界条件

ＰＭＬ吸收边界条件已被广泛应用于地震波数

值模拟之中（罗玉钦和刘财，２０２０），为了本文的完整

性本节简要介绍本文所采用的二阶位移形式ＰＭＬ吸

收边界条件．有限的计算资源难以模拟高频（＞２Ｈｚ）

地震波在整个地球中的传播（Ｔ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实

际地震波场模拟时往往将模型截断，然后在小规模

模型中模拟高频地震波传播．在使用ＳＥＭ 模拟地

震波传播时，直接将模型截断不做任何处理，相当于

在截断边界处引入自由地表边界条件，此时必然造

成强烈的虚假反射而干扰模型内部地震波场的可靠

性．为了防止边界截断而引入的虚假反射，本文在边

界截断处引入ＰＭＬ吸收边界条件（ＬｉｕＹＳ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

构造ＰＭＬ吸收边界条件的思想是在频率域

ＰＭＬ吸收层中做坐标变换而引入衰减因子使得波

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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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逐元并行ＳＥＭ地震波场模拟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ｅｌｅｍｅｎｔｂｙｅｌ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场沿着垂直截断边界方向指数衰减．ＰＭＬ吸收层中

的坐标变换公式如下 （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ａｎｄＴｒｏｍｐ，

２００３）：

珘狓＝狓－
ｉ

ω∫
狓

０
ｄ（狊）ｄ狊． （２７）

将（２７）式代入（１）式，忽略震源项，得到：

－ω
２

ρ珘狌＝

Δ～　
·（犆：

Δ～　
珘狌）， （２８）

其中 珘狌 表 示 频 率 域 中 的 地 震 位 移 场，

Δ～　
＝


珟狓１

，
珟狓２

，
珟狓（ ）

３

．在频率域求解（２８）式需要求解大

规模线性方程组，计算量较大．为了实际计算切实可

行，需要将（２８）式变换至时间域，为了避免过多的褶

积运算，往往需要将（２８）式中每个位移分量分解成

五项，形成对应的五个偏微分方程．应该注意的是，

为了避免三阶时间微分项（高阶时间项的离散较不

方便）（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ａｎｄＴｒｏｍｐ，２００３；ＬｉｕＳＬ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对于每个位移分量需要引入三个中间变

量，对应于三个偏微分方程（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分

解以后的（２８）式一共形成２４个偏微分方程，本文同

样采用逐元并行ＳＥＭ 求解这２４个方程，求解过程

与（２６）式类似，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赘述．

４　数值算例

本节通过两个数值算例讨论本文发展的逐元并

行ＳＥＭ 在三维地震波场模拟时的有效性和高效

性．数值算例采用二阶中心差分用于时间离散（Ｌｉｕ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ｂ）；ＰＭＬ吸收层厚度为５个谱单元．

４．１　理论测试

为了测试逐元并行ＳＥＭ 的有效性，选择如图

２所示的均匀各向同性介质模型．模型水平尺度为

７０ｋｍ，深度为３０ｋｍ．模型介质参数由Ｐ波速度

（５．８ｋｍ·ｓ－１）、Ｓ波速度（３．４６ｋｍ·ｓ－１）和密度

（２．７２ｇ·ｃｍ
－３）描述．笛卡尔坐标原点位于模型上

表面中心．如图２所示狓轴正向指向正北，狔轴正向

指向正东，狕轴正向垂直向下．震源为爆炸源位于

（０ｋｍ，０ｋｍ，０．５ｋｍ）处，其对应的矩张量只在对角

线上有值，对角线上的值都为２×１０１６Ｎ·ｍ．两个台

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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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均匀介质模型用于测试逐元并行ＳＥＭ的有效性

坐标原点位于模型上表面中心，五角心表示震源，坐标为（０ｋｍ，

０ｋｍ，０．５ｋｍ），三角形表示台站，两个台站为Ｒ１和Ｒ２，分别位于

（０ｋｍ，２０ｋｍ，０ｋｍ）和（２０ｋｍ，２０ｋｍ，０ｋｍ）处．介质参数Ｐ波速度

为５．８ｋｍ·ｓ－１，Ｓ波速度为３．４６ｋｍ·ｓ－１，密度为２．７２ｇ·ｃｍ－３．

Ｆｉｇ．２　３Ｄ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ｔｅｓｔ

ｏｆＥＢＥＳＥＭ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

ｔｏｐ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ｓｔａｒｄｅｎｏｔｅｓａｎ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

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ａｔ（０ｋｍ，０ｋｍ，０．５ｋｍ）．Ｔｈ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ｗ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Ｒ１ａｎｄＲ２，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ａｔ（０ｋｍ，２０ｋｍ，０ｋｍ）ａｎｄ（２０ｋｍ，２０ｋｍ，０ｋ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ｂｙ犞Ｐ，犞Ｓ，ａｎｄρ，

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５．８ｋｍ·ｓ－１，３．４６ｋｍ·ｓ－１，２．７２ｇ·ｃｍ－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站Ｒ１和Ｒ２分别位于（０ｋｍ，２０ｋｍ，０ｋｍ）和（２０ｋｍ，

２０ｋｍ，０ｋｍ）处．震源时间函数选择Ｒｉｃｋｅｒ子波，其

主频为１Ｈｚ，时间函数最高频率约为２．５Ｈｚ．采用

正方体离散图２中规则模型，正方体的边长为

１ｋｍ．在每个单元上采用４阶多项式插值．波形模

拟结果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可以看出，逐元并行ＳＥＭ 得到的合成

波形与解析解（由 ＣａｇｎｉａｒｄｄｅＨｏｏｐ（ＤｅＨｏｏｐ，

１９５９）方法得到）得到的波形几乎完全重合，两者之

间并未出现明显差别．无论是振幅较小的直达Ｐ波

还是振幅较大的Ｒａｙｌｅｉｇｈ面波都得到了精确模拟，

说明逐元并行ＳＥＭ 用于地震波模拟的有效性．两

个台站Ｒ１和Ｒ２靠近模型边界，但从合成地震图上

并未发现来自模型边界的虚假反射波，说明地震波

传播至ＰＭＬ吸收层时已被有效吸收．

同样采用图２中的模型用于测试逐元并行

ＳＥＭ的并行计算效率．逐元并行ＳＥＭ 最少需要２

个计算核心进行并行计算，在使用２个计算核心计

算时总耗时为狋２，由于计算核心之间通信时间远小

于用于矩阵与向量乘积的计算时间，此时可忽略通

信耗时，当使用犻个计算核心计算时，理论计算时间

为狋犻＝２狋２／犻．由于计算核心增多时，通信量随之增

加，因此实际计算时间要大于理论计算时间狋犻．如果

并行计算时间越靠近狋犻说明并行性越好．逐元并行

ＳＥＭ的并行计算效率如图４所示．从图４可看出，

实际并行计算时间接近理论并行时间．当计算核心

数为素数（如１１、１９）时每个计算核心所分配的空间

网格较为复杂，使得通信量相对增加，以至于实际并

行计算时间出现异常（图４）．即便出现并行计算时

间异常（如计算核心数为１１和１９），也未出现在主

从通信模式中计算核心增多而计算时间增加的情况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说明本文采用的计算核心对通

信方式能有效平衡分配给计算核心的计算和通信任

务．事实上，将本文的通信模式换成主从通信模式，

在使用２０个计算核心并行计算时耗时增加约２倍，

使用３至２０个计算核心平均计算时间增加１倍左右．

应该指出的是，逐元并行ＳＥＭ 除了并行效率

提升以外，在节省内存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与本文作

者前期工作利用６４个单元子矩阵重建单元刚度矩

阵（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不同，本文的逐元ＳＥＭ 不再

需要重建单元刚度矩阵（（１２）式，（１５）—（１７）式），而

只用存储ＧＬＬ点上雅克比矩阵的逆及行列式的值

（一共１０个元素），因此比Ｌｉｕ等（２０１７ａ）的方法节

省约６倍的存储．对于图２中的三维模型，单元个数

为１９６８７５，每个单元上的ＧＬＬ点数为１２５，存储雅

克比矩阵的逆及行列式的值一共消耗０．２３ＧＢ内

存，本次模拟一共消耗约２ＧＢ内存（额外需要存储

当前时刻位移三分量、上一时刻位移三分量、加速度

三分量、空间ＧＬＬ点坐标、空间ＧＬＬ点编号等）．

４．２　实际地震波场模拟

为了验证逐元并行ＳＥＭ 在实际地震模拟时的

有效性，本节模拟２０１３年芦山犕Ｗ６．６地震波场传

播．芦山地震震中区及周边地形如图５所示．从图中

可看出，模型存在较大的地形起伏．模型西部为青藏

高原隆起区，海拔较高；东部主要为四川盆地，海拔

较低．从全球地形网格文件（Ｔｏｚ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中

提取研究区域内的高程，然后将高程文件导入到

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剖分软件（仅限学术用途使用）中．除了

地表地形以外，模型的其他界面（Ｃｏｎｒａｄ、Ｍｏｈｏ面

等）由ＣＲＵＳＴ１．０模型（Ｌａｓ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提供，

模型深度到１２０ｋｍ．由 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剖分软件生成

的网格如图６所示，离散模型采用六面体单元，其平

均尺寸为４ｋｍ．本文采用张小艳等（２０２０）给出的震

源机制解得到震源矩张量以及矩张量释放率函数

（图７ａ）．通过对矩张量释放率函数做时间积分得到

震源时间函数犛（狋）（图７ｂ）．实际地震波场模拟结

果如图８和图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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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逐元并行ＳＥＭ合成波形与理论波形对比

（ａ）、（ｃ）和（ｅ）分别为台站Ｒ１处位移的狓、狔和狕分量；（ｂ）、（ｄ）和（ｆ）分别为台站Ｒ２处位移的狓、狔和狕分量．

黑线由逐元并行ＳＥＭ计算得到；红色线由解析解计算得到．

Ｆｉｇ．３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１（ａ，ｃ，ｅ）ａｎｄＲ２（ｂ，ｄ，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ｂｙＥＢＥＳＥＭ （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ｄｌｉｎｅｓ）

（ａ）ａｎｄ（ｂ）ａｒｅｆｏｒ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ａｎｄ（ｄ）ａｒｅｆｏｒ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ｅ）ａｎｄ（ｆ）ａｒｅｆｏｒ狕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图４　逐元并行ＳＥＭ并行效率曲线

图中黑点为实际计算时间，黑色曲线为理论计算时间．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ＥＢＥＳＥＭ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ｓｏｌｉ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ｉｍｅ，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ｉｍｅ．

　　图８中红色线为实际地震仪记录的波形经过去

仪器响应、低通滤波（最高截止频率为０．２Ｈｚ）以后

的波形，图中黑色线为逐元并行ＳＥＭ 的合成波形．

总体而言，数值方法能较好模拟直达 Ｐ 波和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面波初至到时，但相位有较大差别．需要注

意的是，图８ａ中数值解显示Ｒａｙｌｅｉｇｈ面波主要能

量到时要早于观测到时，主要原因在于模型速度不

准．模型浅部（图６，深度小于２０ｋｍ）Ｓ波速度为

图５　２０１３年四川芦山犕Ｗ６．６地震震中及周边地形图

五角心表示震中，其经纬度坐标为（１０２．８８８°Ｅ，３０．３０８°Ｎ）

（ＵＳＧＳ提供，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ｇｓ．ｇｏｖ）．小方块表示震中附近国

家测震台网的４个固定台．

Ｆｉｇ．５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ｏｆ

２０１３Ｌｕｓｈａｎ犕Ｗ６．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Ｔｈｅｓｔａｒ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

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１０２．８８８°Ｅ，３０．３０８°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ｇｓ．ｇｏｖ）．Ｔｈｅ

ｓｑｕａｒｅｓａｒｅ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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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５ｋｍ·ｓ－１，而四川盆地浅部（深度小于２０ｋｍ）Ｓ

波平均速度约为２．５ｋｍ·ｓ－１（Ｌａｓ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图６　２０１３年芦山地震震源区网格化模型

地表地形高程从全球地形网格中提取得到．模型内部

界面从ＣＲＵＳＴ１．０中提取得到．模型深度为１２０ｋｍ．

Ｆｉｇ．６　Ｍｅｓｈ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２０１３Ｌｕ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ｇｒｉｄ．Ｔｈｅ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１．０．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

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ｓ１２０ｋｍ．

如果利用Ｓ波速度近似面波速度，模拟的面波到时

约比观测早２０ｓ，这与图８ａ中的结果基本一致．另

外，为了模拟得到更准确的波形，在震源近似上需要

采用有限断层近似（公式（２３）是对点源的离散而不

是有限断层的离散）以及采用更加精确的地震波速

度结构模型．图９展示的是９个时刻的地面波场（垂

直分量）快照．当狋＝１ｓ时（图９ａ），地震波主要能量

还未传播至地表，地表位移几乎为０．当狋＝１０ｓ时

（图９ｂ），震中处表现出较强的位移．除了震中处较

强的位移以外，图９也显示地表传播的直达Ｐ波和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面波成分，其中Ｒａｙｌｅｉｇｈ面波振幅远大于

Ｐ波．图９ｆ显示地震波传播到ＰＭＬ吸收层时被很

好地吸收而未见来自模型边界的反射波．

５　结论和讨论

本文发展了一种高效的逐元并行ＳＥＭ 用于地

震波场模拟．并在边界处构造二阶位移形式的ＰＭＬ

图７　（ａ）矩张量释放率随时间变化；（ｂ）震源时间函数

Ｆｉｇ．７　（ａ）Ｍｏ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Ｓｏｕｒｃｅｔｉｍ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图８　合成波形与实际观测波形对比

图（ａ）—（ｄ）中波形分别由台站１—４记录．红色线为观测波形；黑线为合成波形．

Ｆｉｇ．８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ｉｎｐｌｏｔｓ（ａ）—（ｄ）ａ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１—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ｓ

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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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２０１３年芦山地震地表波场快照

图（ａ）—（ｉ）分别为狋＝１ｓ、１０ｓ、２０ｓ、３０ｓ、４０ｓ、５０ｓ、６０ｓ、７０ｓ和８０ｓ时的地表垂直位移．

Ｆｉｇ．９　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３Ｌｕ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ｒｅ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ｓｉｎｐｌｏｔｓ（ａ）—（ｉ）ａｒｅｔａｋｅｎａｔ狋＝１ｓ，１０ｓ，２０ｓ，３０ｓ，４０ｓ，５０ｓ，６０ｓ，７０ｓ，ａｎｄ８０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吸收边界条件避免边界截断而产生的虚假反射．通

过公式推导、数值实验、分析与对比，证实本文给出

的逐元并行ＳＥＭ主要表现出三方面的优点：（１）并

行性强；（２）计算量小；（３）内存消耗少．此外，基于

逐元并行ＳＥＭ 原理，我们开发出一套三维地震波

模拟软件包，将其称之为ＥＢＥＳＥＭ３Ｄ．

通过逐元并行ＳＥＭ 求解地震波场和伴随波场

（Ｔｒｏｍｐ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可在ＥＢＥＳＥＭ３Ｄ的基础上

发展一套伴随层析成像软件包，通过构造远震入射

边界条件（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也可方便开发出一套远

震伴随成像软件包．关于区域地震和远震的伴随成

像软件包本文作者将另文介绍和给出．

本文的ＥＢＥＳＥＭ３Ｄ软件包可无偿用于学术

用途，为了获得软件包请与本文第一作者邮件联系．

致谢　感谢两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

谢ＪｕｌｉｅｎＤｉａｚ教授关于解析解的交流、讨论以及为

３００１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４卷　

本研究提供解析解源代码．感谢中国地震局地球物

理研究所国家测震台网数据备份中心（ｄｏｉ：１０．

１１９９８／ＳｅｉｓＤｍｃ／ＳＮ）为本研究提供地震波形数据．

本文图由开源软件ＧＭＴ（Ｇｅｎｅｒ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ｏｏｌｓ）

（Ｗｅｓｓ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绘制而成．逐元并行ＳＥＭ 软

件包中并行通讯库采用的是开源库 ＭＰＩＣＨ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ｐｉｃｈ．ｏｒｇ）．

附录犃

由公式（４）知，通过物理坐标对局部坐标求偏导

可计算雅克比矩阵行列式的值，即：

犑
αβγ
犲 ＝

狓
αβγ
犲

ξ
，

狓
αβγ
犲

ξ
＝∑

狀犪

犪＝１

犖犪（ξα，ηβ，λγ）

ξ
狓
犲

犪

烅

烄

烆
．

（Ａ１）

由（Ａ１）式可获得单元雅克比矩阵在每个ＧＬＬ点处

行列式的值．对雅克比矩阵求逆，可得到局部坐标对

物理坐标偏导数的值，即：

ξ
αβγ
犲

［ ］狓
＝
狓

αβγ
犲

［ ］
ξ

－１

． （Ａ２）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ＡｋｉＫ，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ＰＧ．１９８０．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Ｈ．Ｆｒｅｅｍａｎ＆Ｃｏ．

ＢｉｅｌａｋＪ，ＧｈａｔｔａｓＯ，Ｋｉｍ ＥＪ．２００５．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ｏｃｔｒｅｅｂａｓｅｄ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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