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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地幔间断面在地球内部动力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在研究地幔间断面的方法中，ＳＳ前

驱波由于具有全球采样优势得以广泛应用．ＳＳ及其前驱波模拟可利用有限差分和谱元法等数值模拟方法，它们在

模拟全球尺度地震波传播时具有高精度的特点，但往往计算量很大．因此，该类方法难以应用于反射点广泛分布的

情形．而基于传播矩阵发展的ＳＳ及其前驱波模拟方法在保持高精度计算的同时，可大幅提高计算效率．本文针对

ＳＳ及其前驱波的传播特征，改进了基于传播矩阵方法的波形合成算法ＦＡＳＨＳＨＷＦ．通过简单层状模型对该算法

进行了测试，验证了算法及相应程序的正确性．计算效率测试表明改进算法相较常规传播矩阵算法可节约５０％以

上的计算时间．通过与ＡｘｉＳＥＭ计算的波形对比，验证了ＦＡＳＨＳＨＷＦ用于ＳＳ及其前驱波模拟的有效性．在上述

工作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新算法在研究全球近地表结构对地幔间断面复杂性探测影响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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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作为地幔转换带的上

下边界，在地幔动力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Ｈｅｌｆｆｒｉｃｈ，２０００；Ｓｈｅａｒｅｒ，２０００；Ｄｅｕｓｓ，２００９）．针对

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其形态

以及周围物质相互作用情况，可以为地球内部演化

提供重要信息（ＭｏｒｇａｎａｎｄＳｈｅａｒｅｒ，１９９３；蒋志勇

等，２００３；臧绍先等，２００３；沈旭章和周蕙兰，２００９；王

炳瑜等，２０１３；高占永等，２０１５；刘震等，２０１６；李文兰

等，２０１８）．矿物学研究表明，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

面的形成与橄榄石相变有关（ＩｔａａｎｄＳｔｉｘｒｕｄｅ，

１９９２）．在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处，橄榄石转变为瓦兹利

石（Ｗａｄｓｌｅｙｉｔｅ），这种相变具有正的克拉伯龙斜率，

表明随着温度升高，需要更高的压力才能发生相变，

即相变发生在更深处．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则较为复

杂，在通常情况下，林伍德石（Ｒｉｎｇｗｏｏｄｉｔｅ）在６６０

ｋｍ间断面处分解为铁方镁石（Ｆｅｒｒｏｐｅｒｉｃｌａｓｅ）和布

里奇曼石（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ｉｔｅ），这种相变具有负的克拉

伯龙斜率（ＢｉｎａａｎｄＨｅｌｆｆｒｉｃｈ，１９９４；Ｆｒｏｓｔ，２００８）．

故在温度较高的区域，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位置会比较

深，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位置会比较浅，反之亦然．

利用矿物实验测得的克拉伯龙斜率，可将间断面的

地形起伏与地幔温度的横向变化联系起来．观测到

的阻抗差则可以用于约束橄榄石的含量（Ｚｈａｎｇａｎｄ

Ｂａｓｓ，２０１６）．此外，镁铁榴石（Ｍａｊｏｒｉｔｅ）到布里奇曼

石的转变也会对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阻抗差观测产生

影响（Ｆｒｏｓｔ，２００８）．

地震学为研究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特征

提供了许多方法，例如接收函数（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王晨阳和黄金莉，２０１２；白一鸣等，２０１８；陈一方等，

２０１９；黄河等，２０２０；何静和吴庆举，２０２０；Ｚｈａｎｇａｎｄ

Ｓｃｈｍａｎｄｔ，２０１９；Ｐｕ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Ｍａｒｋｅｔａｌ．，

２０２１）、三重震相（ｔｒ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张瑞青等，２０１１；王

秀姣等，２０１８；Ｃ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Ｌ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源

端散射波形（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ｄ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Ｌｉ

ａｎｄＹｕｅｎ，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和非对称后向

散射波形（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ｗａｖｅｓ）（Ｗｕ

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等．这些方法具有各自的优势，以接收

图１　ＳＳ及其前驱波（Ｓ４１０Ｓ和Ｓ６６０Ｓ）射线路径示意图

浅灰色部分代表海洋，暗灰色部分代表山脉．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ｏｆＳＳａｎｄ

ｉｔｓ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Ｓ４１０ＳａｎｄＳ６６０Ｓ）

Ｏｃｅａｎｓａｎ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ｒｅｄｅｎｏ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ｇｒａｙａｎｄ

ｄｉｍｇｒａｙｂｌｏｃｋ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函数为例，该方法可以对台站下方的地幔间断面进

行高分辨率成像，在密集台网处可获得较为连续的

地幔间断面起伏情况．而ＳＳ／ＰＰ前驱波方法由于对

震源与台站中间反射点下方的地幔间断面敏感，具

有较好的全球覆盖性，被广泛应用于地幔间断面的

研究中（Ｄｅｕｓｓ，２００９；马宇岩和盖增喜，２０１８；肖勇

等，２０２１）（图１）．

有限差分法（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ｍｉｔｈ，

１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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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Ｃｈｅｎ，２００６）和谱元法（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ａｎｄＴｒｏｍｐ，２００２ａ，

ｂ）是可用于模拟大震中距的ＳＳ及其前驱波波形的

数值模拟方法．有限差分法几十年来一直是许多研

究应用的主力，在地震学研究中得以广泛应用．有限

差分法的数学简单性使其可以快速适应特定问题，设

计良好的有限差分算法甚至能胜过在数学上更复杂的

技术（Ｉｇｅｌ，２０１７）．例如有限差分法可采用轴对称近似

（Ｉｇｅｌａｎｄ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ＣｈａｌｊｕｂａｎｄＴａｒａｎｔｏｌａ，

１９９７）和三维球面截面（Ｉｇ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２），用球坐标公

式求解全球波传播问题．谱元法结合了伪谱法的高

精度和有限元的灵活性优点，成为在全球尺度应用

越来越广泛的地震波数值模拟方法（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Ｃｈａｌｊｕｂ等（２００３）使用了Ｒｏｎｃｈｉ等（１９９６）

发展的立方球体概念，实现了对３Ｄ非均匀球体地

球中完整波场的模拟．

尽管有限差分法和谱元法可以高精度地模拟全

球尺度的地震波传播，但这往往需要大量的计算，难

以应用于反射点广泛分布的ＳＳ及其前驱波模拟．

在一维框架下实现的传播矩阵法由于其计算的高效

性和结果的准确性，较早被广泛用于地震波波形模

拟．传播矩阵法是由Ｔｈｏｍｓｏｎ（１９５０）和Ｈａｓｋｅｌｌ（１９５３）

引入计算地震学，用于研究弹性波在多层介质中的

传播．ＴｈｏｍｓｏｎＨａｓｋｅｌｌ传播矩阵法形式简单，但在

高频的情况下，波传播的模态计算表现出数值不稳

定性．对此，Ｋｎｏｐｏｆｆ（１９６４）和Ｄｕｎｋｉｎ（１９６５）各提出了

不同的矩阵形式，通过将传播矩阵分离成不同部分，

有效地避免了这个问题．目前，Ｋｅｎｎｅｔｔ（２００９）给出的

递归算法被广泛使用，因为它使用反射透射系数矩

阵，所以递归算法被许多地震学家简称为“反射率法”．

本文基于传播矩阵法改进了ＳＳ及其前驱波波

形的合成算法，该算法具有快速、准确的特点．通过

简单层状模型对该算法及相应程序进行了准确性和

计算效率测试．将程序结果与谱元法模拟的波形对

比，验证其用于ＳＳ及其前驱波模拟的有效性．在上

述工作的基础上，探讨了新算法在研究全球近地表

复杂结构对地幔间断面复杂性探测影响中的应用．

１　基本原理

传播矩阵是计算平面波水平分层模型响应的一

种有效方法．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位移和应力方程

组，传播矩阵法被广泛应用于模拟体波和面波的传

播（Ｈａｓｋｅｌｌ，１９６０）．

假定一定慢度的平面Ｓ波入射水平分层介质

（图２），根据广义传播矩阵，在第犻层、深度为狕的位

移和应力可表达为

犳犻（狕）＝犈犻Λ犻（狕）犆犻， （１）

其中，犳犻（狕）是一个表示随深度变化的质点位移、应

力组成的列向量．犈犻 是由特征向量组成的层矩阵，

它取决于介质的弹性性质以及水平慢度和角频率，

而Λ犻（狕）是竖向相位因子．犆犻 是由常数组成的向

量，表征下行波和上行波能量的大小．

图２　分层模型和坐标系

犛ｉｎｃ和犛ｒｅｆ分别表示底部入射波和反射波．入射Ｓ波系数

设为１，犚为Ｓ波反射系数．虚线示意固体层Ｓ波传播．

Ｆｉｇ．２　Ｌａｙｅｒｅｄ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犛ｉｎｃａｎｄ犛ｒｅ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Ｓｗａｖ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ｌａｙｅ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ｗａｖｅｉｓｓｅｔｔｏ１，ｗｈｉｌｅ犚ｉｓｔｈ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Ｓ

ｗａｖ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ｗａｖ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ｌａｙｅｒｓ．

由介质连续性条件，犳在第犻层和第犻＋１层连

续，可推得

犳犻 ＝犘犻＋１犳犻＋１， （２）

其中

犘犻＋１ ＝犈犻＋１Λ
－１

犻＋１
（狕犻＋１－狕犻）犈

－１

犻＋１
， （３）

矩阵犘犻＋１可以把解从狕犻传播到狕犻＋１，故被称为传播矩阵．

１．１　常规算法

以ＳＨ为例，

犳犻（狕）＝ 狌狔，犻（狕）τ狔狔，犻（狕［ ］）′， （４）

犈犻 ＝
１ １

ｉωρ犻β
２

犻η犻 －ｉωρ犻β
２

犻η

熿

燀

燄

燅犻
， （５）

Λ犻（狕－狕ｒｅｆ）＝

ｅｘｐ［ｉωη犻（狕－狕ｒｅｆ）］ ０

０ ｅｘｐ［－ｉωη犻（狕－狕ｒｅｆ
［ ］）］，（６）

２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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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犻 ＝ 犆ｄｓ，犻 犆ｕｓ，［ ］犻′， （７）

其中狌狔 为水平位移，τ狔狔为剪应力，ρ和β分别为密

度和剪切波速度，ω为角频率，η为剪切波的垂直慢

度，η＝
１

β
２－狆槡

２．在式（７）中，下标ｄ和ｕ分别表示

下行波和上行波，下标ｓ表示入射波为剪切波．

根据定义，底层的上行波、下行波系数为

犆狀＋１ ＝ 犆ｄｓ，狀＋１ 犆ｕｓ，狀＋［ ］１′＝ 犚［ ］１′， （８）

其中犚为广义ＳＳ反射系数．结合式（１）和式（８），可得

犳狀 ＝犈狀＋１Λ狀＋１（狕狀－狕狀）犆狀＋１ ＝犈狀＋１ 犚［ ］１′． （９）

由海底边界条件，当位移和应力分量向上传播

到海底时，可以表示为

犳０ ＝犕 犚［ ］１′， （１０）

其中

犕 ＝犘１犘２…犘狀犈狀＋１， （１１）

考虑到固液界面的切向牵引力为零，有

犜狔 ＝τ狔狔 狕＝０ ＝０． （１２）

　　结合式（１２），以矩阵的形式重塑式（４），可得

［ ］０ １犳０ ＝０． （１３）

结合式（１０），可将式（１３）改写为

犖１ 犖［ ］２
犆ｄｓ，狀＋１

犆ｕｓ，狀＋
［ ］

１

＝０， （１４）

其中犖１ ＝犕２１，犖２ ＝犕２２．犕犻犼 表示矩阵犕 中第犻

行、第犼列的元素．

简化式（１４），可得

犆ｄｓ，狀＋１ ＝－犖
－１

１ 犖２犆ｕｓ，狀＋１， （１５）

再结合式（８）和式（３），可以得到广义ＳＳ反射系数为

犚＝－
犕２２
犕２１
． （１６）

　　假定一定慢度的平面Ｓ波入射自由表面边界，此

时犕＝犈，则广义ＳＳ反射系数犚＝－
犕２２
犕２１

＝－
犈２２
犈２１
＝

－
－ｉωρ犻β

２

犻η犻

ｉωρ犻β
２

犻η犻
＝１，这与理论结果一致，一定程度上

表明了算法的正确性．

１．２　改进算法

在先前的工作中，我们实现了常规的传播矩阵

算法，并且成功计算了ＰＰ及其前驱波（Ｚｈｏｕ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针对ＳＨ系统，本文结合数值计算的特点进

行了算法优化，对部分公式进行了改进．重塑式（５），

可得

　犈犻 ＝
１ ０

０
［ ］
ω

１ １

ｉρ犻β
２

犻η犻 －ｉρ犻β
２

犻η
［ ］

犻

＝
１ ０

０
［ ］
ω
犈′犻，

（１７）

其逆矩阵可表示为

犈
－１

犻 ＝
１／２ －ｉ／２ρ犻β

２

犻η犻

１／２ ｉ／２ρ犻β
２

犻η

熿

燀

燄

燅犻

１ ０

０ １／
［ ］

ω
＝犈′

－１

犻

１ ０

０ １／
［ ］

ω
．

（１８）

同样，竖向相位因子Λ
－１

犻＋１
也可重塑为与ω无关量

Λ′
－１

犻＋１
的表达式：

Λ
－１

犻＋１ ＝ｅｘｐω
－ｉη犻（狕犻＋１－狕犻） ０

０ ｉη犻（狕犻＋１－狕犻
［ ］烄

烆

烌

烎）

⊙
１ ０［ ］
０ １

＝ｅｘｐ（ωΛ′
－１

犻＋１
）⊙

１ ０［ ］
０ １

． （１９）

在新的算法中，我们生成与ω无关的矩阵犈′、

犈′－１ 以及Λ′
－１，将ω相关的计算置于计算犕 的式

（１１）中．波形合成步骤与Ｚｈｏｕ等（２０２０）一致．由于

计算过程中减少了大量元素与ω的运算，可有效提

高算法计算效率．与先前算法（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相

比，改进算法可节约超过一半的计算时间．该改进算

法可拓展应用于ＰＳＶ系统中地震波的模拟．

２　算法测试

２．１　简单层状模型

基于传播矩阵法，我们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开发了

合成ＳＳ及其前驱波的程序ＦＡＳＨＳＨＷＦ．为了测

试程序的有效性，我们计算了简单层状模型的合成

结果．模型取自ＰＲＥＭ（Ｄｚｉｅｗｏｎｓｋｉａｎ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８１）的前三层（表１），用高斯分布状的子波从底部

垂直入射，计算得到其对应的反射波波形（图３）．

表１　简单层状模型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犪狊犻犿狆犾犲犾犪狔犲狉犲犱犿狅犱犲犾

厚度／ｋｍ 犞Ｐ／（ｋｍ·ｓ
!１） 犞Ｓ／（ｋｍ·ｓ

!１）ρ／（ｇ·ｃｍ
－３）

海水 ３．００ １．４５ ０．００ １．０２

上地壳 １２．００ ５．８０ ３．２０ ２．６０

下地壳 ９．４０ ６．８０ ３．９０ ２．９０

　　我们基于ＦＡＳＨＳＨＷＦ合成的反射波形（图３）

测量了各个震相的到时和振幅，并与理论值进行对

比．结果显示，程序ＦＡＳＨＳＨＷＦ拟合的波形到时

绝对误差小于０．０３ｓ，而振幅相对误差则小于０．２０％

（表２），表明程序计算的准确性．

２．２　犛犛及其前驱波合成波形计算

ＦＡＳＨＳＨＷＦ程序在简单层状模型测试中验

证了其波形计算的高精度特征，使得将其用于合成

地幔间断面前驱波变为可行．在前驱波的研究中，通

常使用犕Ｗ６．０～７．０的地震事件（Ｄｅｕｓｓ，２００９）．基

３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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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入射波形与反射波形

实线代表垂直于界面的入射波形．虚线为ＦＡＳＨＳＨＷＦ

合成的反射波形．数字１—５代表震相编号．

Ｆｉｇ．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ｔｏ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ＦＡＳＨＳＨＷ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ｈａｓｅｓａｒｅｌａｂｅｌｅｄｗｉｔｈ１—５．

表２　合成波形到时和振幅的测量值与

理论计算值的比较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犿犲犪狊狌狉犲犱犪狉狉犻狏犪犾狋犻犿犲狊犪狀犱

犪犿狆犾犻狋狌犱犲狊犳狉狅犿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狑犪狏犲犳狅狉犿犪狀犱

犮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狏犪犾狌犲狊

波峰

（谷）

编号

测量

到时

／ｓ

理论

到时

／ｓ

绝对

误差

／ｓ

测量振幅 理论振幅

相对

误差

／％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５２３２ ０．１５２３２ ０．０００

２ ７．４８ ７．５０ ０．０２ ０．９７５０４ ０．９７６８０ ０．１８０

３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４８７８ －０．１４８７８ ０．０００

４ ２２．４８ ２２．５０ ０．０２ ０．０２２６２ ０．０２２６６ ０．１７７

于矩震级犕Ｗ６．５的地震事件估算了其对应的入射

波波形，并使用三个不同模型作为输入：（１）ＰＲＥＭ；

（２）ＰＲＥＭ的地幔部分＋ＣＲＵＳＴ１．０（Ｌａｓｋｅ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在青藏高原（８６．５°Ｅ，２７．５°Ｎ）处的地壳部分；

（３）ＰＲＥＭ的地幔部分＋ＣＲＵＳＴ１．０在马里亚纳海沟

（１４２．５°Ｅ，１１．５°Ｎ）处的地壳部分．通过ＦＡＳＨＳＨＷＦ

程序计算合成地震记录，并使用１５～７５ｓ的滤波频

带（Ｄｅｕｓｓ，２００９）进行了处理，所得波形以ＳＳ震相

对齐（图４）．对于该地震记录，以ＰＲＥＭ 作为参考

模型，可观测在（８６．５°Ｅ，２７．５°Ｎ）处犜ＳＳＳｄＳ的值较

大，而在（１４２．５°Ｅ，１１．５°Ｎ）处较小．这与在青藏高

原处地壳较厚，而马里亚纳海沟处地壳较薄相一致．

以中国数字地震台网 ＷＭＱ台站记录的１９９０

年５月１３日０４∶２３∶０９．６００发生的 犕Ｗ６．４地震

（１７６．０６４°Ｅ，４０．２９６°Ｓ）波形为例，对比了观测数据和

ＦＡＳＨＳＨＷＦ合成波形（图５）．观测数据自美国地震

图４　基于ＦＡＳＨＳＨＷＦ程序合成不同位置的ＳＳ

及其前驱波波形

虚线左侧的波形被放大１０倍，便于观察比较．

Ｆｉｇ．４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Ｓ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ＦＡＳＨＳＨＷＦ

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ｔｏｔｈｅｌｅｆｔｏｆ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ａｒｅ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１０ｔｉｍｅｓｆｏｒｃｌｅａｒｅｒ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图５　地震事件波形（实线）与ＦＡＳＨＳＨＷＦ

合成波形（虚线）对比图

事件及台站信息见图．波形记录以ＳＳ震相对齐．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ｏｌｉｄ

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ＡＳＨＳＨＷＦ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

Ｓｅｅｆｉｇｕｒｅｆｏｒｅｖ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ａｌｉｇｎ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Ｓｐｈａｓｅ．

学研究联合会（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ＩＲＩＳ）下载后做了去仪器响应、水平分量

旋转至犜分量和１５～７５ｓ带通滤波的处理．在观测

的地震波形中可识别ＳＳ震相，合成波形中清晰的

Ｓ６６０Ｓ、Ｓ４１０Ｓ则可作为识别观测波形中相应震相的参

考．由于观测数据中有噪声存在，单个地震事件波形

中一般难以识别出ＳＳ前驱波震相．对叠加波形而

言，合成波形则极具指示意义．

３　全球ＳＳ及其前驱波走时差和振幅

比分布

在上述示例中，ＰＲＥＭ 为一维地球参考模型，

４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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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入三维地壳模型ＣＲＵＳＴ１．０合成新的地球

模型，可以用ＦＡＳＨＳＨＷＦ计算由近地表结构主导

下ＳＳ及其前驱波波形在全球范围的走时差和振幅

比分布情况．具体建模过程如下：（１）去除ＣＲＵＳＴ１．０

中地幔部分；（２）根据ＣＲＵＳＴ１．０下地壳下边界的深

度，保留深于该深度的ＰＲＥＭ部分；（３）将二者合并

为新的模型（图６ａ与图６ｂ）．在步骤２中需要注意

的是，ＣＲＵＳＴ１．０下地壳下边界深度范围在７．４～

７４．８１ｋｍ，ＰＲＥＭ地壳下边界深度为２４．４ｋｍ．在

图６　使用ＣＲＵＳＴ１．０与ＰＲＥＭ合成地球模型的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ｅａｒｔｈｍｏｄｅｌ

ｕｓｉｎｇＣＲＵＳＴ１．０ａｎｄＰＲＥＭ

ＣＲＵＳＴ１．０下地壳下边界浅于２４．４ｋｍ时，保留的

ＰＲＥＭ部分还含有部分地壳，对于该情况，我们将

多余的部分以地幔参数替代（图６ａ）．

在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全球走时差犜ＳＳＳ
４１０
Ｓ分布图

中，存在明显的海陆差异，这跟洋壳和陆壳的厚度不

同有关（图７ａ）．在海洋中可清楚观察到大洋中脊、

海沟等海底地貌引起的走时差别，而陆地上可观测

到青藏高原、安第斯山脉等地形单元所引起的走时

差别．最小走时差犜ＳＳＳ
４１０
Ｓ在海洋里可小于１４６ｓ，最

大走时差在陆地上则可大于１５８ｓ．在４１０ｋｍ间断

面的全球振幅比Ｓ４１０Ｓ／ＳＳ分布图中，海陆差异表现

较弱（图７ｂ），振幅比Ｓ４１０Ｓ／ＳＳ的值普遍在０．０３４附

近，这与Ｂａｉ和Ｒｉｔｓｅｍａ（２０１３）以及Ｓｈｅａｒｅｒ和Ｆｌａｎａｇａｎ

（１９９９）等人给出的范围一致．振幅比Ｓ４１０Ｓ／ＳＳ在北极

附近可达最小值，小于０．０２０，在墨西哥湾处则达到

最大值，大于０．０３８．在加拿大西北部海域、地中海、

墨西哥湾等地方存在较为异常的值，这需要将来进

一步的探讨．全球走时差犜ＳＳＳ
６６０
Ｓ（图７ｃ）和全球振幅

比Ｓ６６０Ｓ／ＳＳ（图７ｄ）特征与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的结果

相似．

４　讨论

４．１　犃狓犻犛犈犕和犉犃犛犎犛犎犠犉计算结果对比

合成ＳＳ及其前驱波的程序ＦＡＳＨＳＨＷＦ具有

图７　基于ＣＲＵＳＴ１．０与ＰＲＥＭ合成地球模型计算得到的全球走时差犜ＳＳＳｄＳ和振幅比犛ｄＳ／ＳＳ分布

（ａ）和（ｂ）分别表示Ｓ４１０Ｓ与ＳＳ的走时差和振幅比，（ｃ）和（ｄ）分别表示Ｓ６６０Ｓ与ＳＳ的走时差和振幅比，计算震中距为１３０°．

Ｆｉｇ．７　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犜ＳＳＳ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ｒａｔｉｏｓ犛ｄＳ／Ｓ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ｅａｒｔｈ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ＣＲＵＳＴ１．０ａｎｄＰＲＥＭ

（ａ）ａｎｄ（ｂ）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ａｎｄ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４１０ＳａｎｄＳ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ａｎｄ（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ａｎｄ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６６０ＳａｎｄＳ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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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ＦＡＳＨＳＨＷＦ（红线）和ＡｘｉＳＥＭ（黑线）计算的

合成地震图对比

震中距范围为１００°～１６０°，间隔５°．Ｓ４１０Ｓ和Ｓ６６０Ｓ的到时用斜虚线

表示．波形向上到水平虚线被放大１０倍，以便观察比较．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ｆｒｏｍＦＡＳＨＳＨＷＦ（ｒ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ＡｘｉＳＥＭ（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

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ｒｅｆｒｏｍ１００°ｔｏ１６０°ａｔ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

５°．ＴｈｅａｒｒｉｖａｌｔｉｍｅｓｏｆＳ４１０ＳａｎｄＳ６６０Ｓａｒ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ｌａｎｔ

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ｕｐｔｏ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ａｒｅ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ｂｙ１０ｔｉｍｅｓｆｏｒｃｌｅａｒｅｒ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快速、准确的特点．我们使用了一种谱元法ＡｘｉＳＥＭ

（ＮｉｓｓｅｎＭｅ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来模拟地震波，并与

ＦＡＳＨＳＨＷＦ算法的波形模拟结果进行比较（图８）．

我们设置了一个倾滑断层作为ＡｘｉＳＥＭ的震源机

制，提取计算得到的Ｓ波波形作为ＦＡＳＨＳＨＷＦ程序

的输入子波，应用希尔伯特变换（Ｈｉｌｂｅｒ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得到结果．对ＡｘｉＳＥＭ和ＦＡＳＨＳＨＷＦ计算的波形

都做了同样的带通滤波（１５～７５ｓ）后，以ＳＳ震相作

为参考对齐波形．由ＦＡＳＨＳＨＷＦ计算得到的ＳＳ、

Ｓ４１０Ｓ和Ｓ６６０Ｓ震相与ＡｘｉＳＥＭ 的结果吻合，区别在

于ＡｘｉＳＥＭ的结果中ＳＳ前驱波受到两个其他震相

（Ｓｓ６６０ｓ和ＳｃＳ６６０ＳｃＳ，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ａｎｄＳｈｅａｒｅｒ，１９９８）

的干扰（图８）．基于传播矩阵的改进算法计算的结

果对提取主要震相的参数（如振幅、走时等）具有

一定的准确性．通过ＦＡＳＨＳＨＷＦ模拟的ＳＳ前驱

波波形近似于数值模拟（例如，ＡｘｉＳＥＭ）的波形经

过曲波变换（Ｙ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去除干扰震相后的

结果．

４．２　改进算法与常规算法计算效率对比

传播矩阵法是在一维框架下实现的方法，具有

高计算效率和高精度．即便是比常规的谱元法计算

少了一个维度的ＡｘｉＳＥＭ，在计算效率方面仍弱于

传播矩阵法．同时，我们在常规传播矩阵法的基础上

改进的算法，进一步提高了计算效率．在保持原有算

法的精度下，可节约超过一半的时间，且该优势在层

数越多的地球模型中越突出（图９）．

图９　本文改进算法（虚线）和常规算法（实线）

计算耗时随模型层数的变化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ｉ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

４．３　地幔间断面测量的其他可能影响因素

本文使用ＦＡＳＨＳＨＷＦ计算得到的波形都是

以一维的ＰＲＥＭ作为模型输入．而实际上地幔间断

面还存在着许多复杂结构，例如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

过渡区宽度及其顶部的低速层．高温高压实验表明，

地幔转换带具有较高的储水能力．Ｏｈｔａｎｉ（２００５）指

出，在正常地温梯度下地幔转换带的储水能力为地

表水含量的２～３倍．同时，水的加入会使间断面的

厚度增加．据估计，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过渡区宽度有

４～３５ｋｍ（ＢｅｎｚａｎｄＶｉｄａｌｅ，１９９３；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ｅｔａｌ．，

１９９４）．此外，Ｂｅｒｃｏｖｉｃｉ和Ｋａｒａｔｏ（２００３）根据地幔中

水在不同矿物的分配情况，提出了“转换带水过滤

器”的假说：在地幔对流过程中，由下地幔的物质经

过４１０ｋｍ间断面时，瓦兹利石发生相变形成橄榄

石，同时释放出水引起熔融，形成富集不相容元素的

熔体．这便是对４１０ｋｍ间断面顶部存在低速层所

给出广为接受的解释（Ｖｉｎｎｉ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Ｆｅｅａｎｄ

Ｄｕｅｋｅｒ，２００４；ＣｏｕｒｔｉｅｒａｎｄＲｅｖｅｎａｕｇｈ，２００７；Ｊａｓｂｉｎｓｅｋ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ａｎｄＢｏｓｔｏｃｋ，２０１０；Ｖｉｎｎｉｋ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ＨｉｅｒＭａｊｕｍｄｅｒａｎｄＴａｕｚｉｎ，２０１７；Ｚ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利用ＦＡＳＨＳＨＷＦ程序，我们探讨了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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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ｍ间断面的过渡区宽度及其上方的低速层对ＳＳ

前驱波波形的影响．

首先研究４１０ｋｍ间断面过渡区宽度对ＳＳ前

驱波波形的影响．参照Ｖｉｎｎｉｋ等（２０２０），将ＰＲＥＭ

中波速和密度的突变以梯度变化替代．其中过渡区

宽度设置为２０ｋｍ （图１０ａ）．相比于ＰＲＥＭ 的结

果，增加过渡区宽度后Ｓ４１０Ｓ震相的振幅显著降低

（图１０ｂ），在经过１５～７５ｓ的滤波器滤波后，两者振

幅差异减小，但过渡区宽度仍使得Ｓ４１０Ｓ震相的振

幅降低（图１０ｃ）．因此若不考虑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过

渡区宽度，所得Ｓ４１０Ｓ震相的振幅将偏大．

在对４１０ｋｍ间断面顶部低速带进行测试时，

我们参照Ｓｏｎｇ等（２００４）的形式，设置低速带的厚

度为１０ｋｍ，速度为ＰＲＥＭ中速度的９０％（图１１ａ）．

相比于ＰＲＥＭ，在４１０ｋｍ间断面顶部添加低速带

后Ｓ４１０Ｓ震相的振幅显著增加（图１１ｂ），在经过１５～

７５ｓ的滤波器滤波后，两者振幅仍差异较大（图

１１ｃ）．这与该界面阻抗差的增大有关．同时，在Ｓ４１０Ｓ

震相右侧有一个较强的旁瓣，这与 Ｗｅｉ和Ｓｈｅａｒｅｒ

（２０１７）的观测结果一致．因此若不考虑４１０ｋｍ间

断面顶部的低速带，所得Ｓ４１０Ｓ震相的振幅显著偏小．

上述测试表明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过渡区宽度及

其上方的低速层对Ｓ４１０Ｓ震相的测定具有影响：过

渡区宽度的存在使得Ｓ４１０Ｓ震相的振幅降低，而低

速层的存在使得 Ｓ４１０Ｓ 震相的振幅增大．由于

ＦＡＳＨＳＨＷＦ仅能处理一维模型，不能考虑地幔间

断面起伏带来的影响．为了获得更准确的结果，需要

发展可处理地幔间断面起伏（Ｈｏｕ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的ＳＳ及其前驱波正演算法．

５　结论

（１）本文基于传播矩阵改进ＳＳ及其前驱波波

形正演算法ＦＡＳＨＳＨＷＦ，利用简单层状模型进行

测试，结果表明改进算法具有高精度以及高计算效

率的特点，较常规算法节约５０％以上的时间，适用

于地幔间断面前驱波的研究．

（２）结合ＣＲＵＳＴ１．０地壳模型和ＰＲＥＭ 构建

在全球不同区域变化的一维模型，利用改进算法计

算出全球走时差和振幅比分布情况，可为利用ＳＳ

及其前驱波观测数据约束全球范围内的地幔间断面

起伏形态和物理性质提供参考．

（３）利用正演算法ＦＡＳＨＳＨＷＦ探讨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的过渡区宽度及其上方低速层对ＳＳ及其前

驱波波形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幔间断面复杂结构对

振幅测量有较大影响，在ＳＳ前驱波振幅研究中需

考虑该类复杂性．更准确的地幔间断面复杂性影响

需发展可考虑起伏界面的ＳＳ及其前驱波正演算法．

图１０　４１０ｋｍ间断面过渡区宽度的影响

（ａ）添加过渡区宽度的模型；（ｂ）滤波前的合成Ｓ４１０Ｓ震相；（ｃ）滤波后的合成Ｓ４１０Ｓ震相．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ｗｉｄｔｈｏｆ４１０ｋ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ｄｄｅｄ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ｂ）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４１０Ｓｐｈａ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４１０Ｓｐｈ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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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４１０ｋｍ间断面顶部低速带的影响

（ａ）添加低速带的模型；（ｂ）滤波前的合成Ｓ４１０Ｓ震相；（ｃ）滤波后的合成Ｓ４１０Ｓ震相．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ｌａｙｅｒａｔｏｐｏｆ４１０ｋ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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