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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２０１３年内蒙古通辽 犕Ｓ５．３地震震源区地壳速度结构与孕震环境，本研究基于“中国地震科学台

阵———华北地区东部”２９个流动地震台站自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４月期间记录的连续波形数据，应用面波直接

反演背景噪声成像方法，获得通辽地震震源区与周边地区地壳三维Ｓ波速度结构．结果显示，通辽犕Ｓ５．３地震震源

区与周边地区地壳Ｓ波速度结构呈现明显横向不均匀性．浅层Ｓ波速度结构分布特征与地表地质构造密切相关：

盆地内侧呈明显低速异常，可能反映了沉积层结构，而大兴安岭下方则呈现明显高速异常，可能反映了造山带较为

致密的古生代结晶基底岩．在中下地壳，震源区低速异常向西南方向延展至南北重力梯度带．通辽犕Ｓ５．３地震与该

区域速度结构存在密切关系，地震震中位于低速异常边缘，表明该低速异常可能代表深部流体作用降低断层面有

效正应力从而触发地震．结合前人全球的和区域尺度的地震层析成像结果展示上地幔存在明显低波速异常与地幔

转换带存在明显高波速异常，推测通辽犕Ｓ５．３地震的发生可能与太平洋板块深俯冲至我国东北地区下方地幔转换

带内形成“大地幔楔”中结构与动力学密切相关．在“大地幔楔”结构中，由于地幔转换带中滞留板块脱水作用和地

幔角流作用，容易形成湿热物质上涌，进而引起松辽盆地西南部岩石圈物质拆沉和携带流体的地幔热湿物质上涌

至地壳后作用于断裂带、降低了断层面有效正应力，从而导致了中强度地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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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测定，北京时间２０１３年４

月２２日１７时１１分，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左翼后旗发

生犕Ｓ５．３地震（以下简称通辽地震；图１），震中烈度

ＶＩ度，造成经济损失约６４７２０万元（刘芳等，２０１４）．

震区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中强地震（裴惠娟等，

２０１５），如１９４０年和１９４２年发生的２次６级地震

（图１），故该区域地震活动性较强．通辽地震后，地

震震源区及周边小震活动频繁．据中国地震台网中

心统计，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日共发生犕Ｓ２．５以上

地震９次，其中７次地震震中位于通辽地震震中附

近（图１）．目前，尽管开展过相关研究工作（如刘芳

等，２０１４；韩晓明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８；李娟等，２０１９），

但通辽地震及此后发生在该区的中强震的发震机理

仍然不清楚，可能与震源区缺乏地壳精细速度模型

密切相关．

从区域构造上看，通辽地震位于南北重力梯度

带东侧、松辽盆地西南部开鲁凹陷区域（图１）．开鲁

凹陷西侧为兴蒙海西褶皱带，南侧为内蒙古地轴．开

鲁凹陷基底为古生代变质岩系，与此同时还伴随有

不同时期的侵入岩和喷发岩，如燕山期花岗岩和喜

山期玄武岩等（何长文等，２００３）．松辽盆地地处中国

东北兴蒙造山带与长白山造山带、张广才岭之间，覆

盖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等省份，面积约２６万

ｋｍ２，是世界上最大的典型陆地沉积盆地之一．该盆

地形成于中新生代燕山运动早期，历经了多次构造

活动（如 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７；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Ｍ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１）．由于太平洋板块深俯冲

影响作用（如Ｚｈａｏ，２００４；Ｌｅｉ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６；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Ｗｅ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５；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２０２０；雷建设等，

２０１８ｂ），松辽盆地中部和南部均发生过多次５级以

上地震，如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吉林省前郭 犕Ｓ５．８

地震、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８日松原犕Ｓ５．７地震（如刘俊清

等，２０１７；杨宇等，２０１９；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和２０１３

年４月２２日通辽犕Ｓ５．３地震（如裴惠娟等，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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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本研究区域地质构造

三角形代表本研究所用到的地震台站．沙滩球代表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通辽犕Ｓ５．３地震震源机制解（韩晓明等，２０１８）．黄色圆圈表示

通辽地震以来该区域发生的小震，而灰色圆圈分别代表通辽地震前研究区两个６级地震．红色虚线表示南北重力梯度带．蓝色虚线

Ｆ１—Ｆ４代表研究区主要活动断裂（刘芳等，２０１４），其中Ｆ１为西辽河断裂，Ｆ２为呼虎尔断裂，Ｆ３为养蓄牧河断裂，Ｆ４为赤峰—开源

断裂．ＧＸＡＲ，大兴安岭；ＹａｎｓｈａｎＯｒｏｇｅｎ，燕山造山带；ＫａｉｌｕＳａｇ，开鲁凹陷．左上角插图显示了研究区位置．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ｂｅａｃｈｂａｌ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２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

Ｔｏｎｇｌｉａｏ犕Ｓ５．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ｃｉｒｃ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ａ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Ｔｏｎｇｌｉａ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ｇｒａｙｃｉｒｃ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ｗ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ｉｔｈ犕＝６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ｏｎｇｌｉａ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

ｒｅ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ＧｒａｖｉｔｙＬｉｎｅａｍｅｎｔ．Ｄａｓｈｅｄ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ｓ，Ｆ１—Ｆ４，ｄｅｎｏｔｅｍａｊｏｒ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Ｆ１，

Ｘｉｌｉａｏｈｅｆａｕｌｔ；Ｆ２，Ｈｕｈｕｅｒｆａｕｌｔ；Ｆ３，Ｙａｎｇｘｕｍｕｈｅｆａｕｌｔ；Ｆ４，ＣｈｉｆｅｎｇＫ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ＧＸＡＲ，ＧｒｅａｔＸｉｎｇ′ａｎｒａｎｇｅ．Ｔｈｅｉｎｓｅｔｏｎｔｈｅ

ｔｏｐｌｅｆｔｃｏｒｎｅ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ｒｅｇｉｏｎ．

马海超等，２０２０）．其中，通辽地震周边地区断裂带分

布复杂，既有近ＥＷ向西辽河断裂、养蓄牧河断裂、

赤峰—开源断裂，又有ＮＷＳＥ向呼虎尔断裂，通辽

地震恰好位于呼虎尔断裂和养蓄牧河断裂交汇区

（图１；Ｄ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刘芳等，２０１４）．

松辽盆地深部结构及其孕震机理一直倍受关

注，先后取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云金表等

（２０１３）通过对松辽盆地深反射地震资料分析，发现

盆地地壳不仅具有层圈结构，而且还具有明显的块

体构造，推测块体边界可能是深部热流体的通道，且

强烈的壳幔作用可能为形成松辽盆地大规模沉降的

动力学原因．王清海和许文良（２００３）通过对松辽盆

地中生代火山岩岩石地球化学研究，认为岩浆作用

深部过程是岩石圈伸展和盆地形成及演化主要成

因，反过来岩石圈伸展和盆地形成演化又是岩浆作

用深部过程直接表现．刘洋等（２００８）通过重新整理

和分析六条人工地震剖面的纵波速度资料，发现松

辽盆地 Ｍｏｈｏ界面存在较大错断，表明地壳曾有过

升温历史．刘财等（２０１１）由大地电磁剖面二维电性

结构，结合满洲里—绥芬河地学断面地球物理研究

结果以及天然地震Ｐ波成像结果，获得黑河—贺根

山缝合带与嫩江断裂带西边界带深部构造．韩江涛

等（２０１８）通过大地电磁测深研究，发现松辽盆地深

部经历了岩石圈伸展期、裂解期、拆沉期和增长期

等动力学过程；卫平生等（２００８）通过满洲里—绥

芬河地学断面的综合地球物理研究发现，松辽盆

地深部地壳存在低速高导层．王仁涛等（２０１９）使

用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ｒａｙ台阵资料，采用最小二乘迭代反

演方法，获得了松辽盆地深至１２ｋｍ的沉积层三维

Ｓ波速度结构，结果显示开鲁凹陷区在１～１２ｋｍ深

度范围由浅部高速异常转为深部低速异常．张风雪

和吴庆举（２０１９）利用松辽盆地北缘流动台站开展了

深至８００ｋｍ的远震体波走时成像，表明诺敏河和

五大连池火山群下方２００～３００ｋｍ深度范围地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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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的低速异常可能是由中生代晚期岩石圈拆沉导

致的软流圈热物质上涌所致．马海超等（２０２０）利用

２２个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ｒａｙ台站记录到的高频深源近震

地震波形数据，通过网格搜索方法得到了松辽盆地

沉积层速度结构．尽管这些研究结果揭示出松辽盆

地基本的结构特征，但其西南缘仍需更高空间分辨

率的速度模型以深入认识该区的孕震机理．

２０１３年通辽地震发生后，一些学者从地震学和

地球物理学等方面对该地震开展了相关研究，并获

得了有意义的研究结果．刘芳等（２０１４）给出通辽地

震震源机制解为左旋走滑型，推测该地震发震构造

可能与近 ＥＷ 向养畜牧河断裂有关．裴惠娟等

（２０１５）基于ＧＲ关系等指标判定通辽地震为主震

余震型地震序列．韩晓明等（２０１５）根据地震序列时

空分布特征，综合判定通辽地震为前震主震余震

型地震，其震源机制解显示通辽地震为走滑型地震．

王树忠和贾昊东（２０１７）开展了双差定位，结果显示

通辽地震震群震源深度主要集中在８～２０ｋｍ范围

内，表明该区孕震层处于中上地壳．韩晓明等（２０１８）采

用ＣＡＰ（ＣｕｔａｎｄＰａｓｔｅＭｅｔｈｏｄ；Ｚｈａｏａｎｄ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９４）方法反演得到通辽地震震源机制解为左旋走

滑型，推断主震破裂的整体过程自震源处沿断层分

ＮＷ 向和ＳＥ向双向剪切破裂且ＳＥ向破裂程度较

大．李娟等（２０１９）分析了地震前后犘轴转向和应力

场变化，认为通辽地震震区犘轴具有趋于一致但短

时间内具有大幅度转向特征．然而，该地震发生机理

如何目前并不清楚，仍需要针对震源区地壳精细结

构特征开展深入研究（杨宇等，２０１９）．

地震层析成像是研究地球内部结构的重要方法

之一，而背景噪声成像被认为是获取地壳速度结构

强有力工具．许多学者采用背景噪声成像方法，对包

含通辽地震震源区在内更大范围开展过相关研究

（如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郑现等，２０１２；潘佳铁等，２０１４；

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付媛媛和高原，２０１６；王仁涛等，２０１９；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潘佳铁等（２０１４）反演了中国东北２００

ｋｍ深度以浅三维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结果

显示松辽盆地岩石圈地幔表现为显著的高速异常．

Ｇｕｏ等（２０１５）反演了中国东北地区更高分辨率的三

维Ｓ波速度结构，结果显示松辽盆地在浅部被高速

异常分为西南部的开鲁凹陷和中央盆地两个子盆

地．付媛媛和高原（２０１６）根据获得的中国东北８～

３５ｓ周期的Ｒａｙｌｅｉｇｈ和Ｌｏｖｅ波二维相速度模型，

展示出松辽盆地速度结构随着周期的增加呈现出高

低速相间分布特征．Ｌｉｕ等（２０１７）根据获得的中国

东北地区的三维剪切波地壳上地幔顶部速度结构，

揭示出东北地区在中下地壳上地幔顶端存在低速通

道．王仁涛等（２０１９）基于短周期背景噪声成像方法，

获得松辽盆地深至１２ｋｍ 的三维Ｓ波速度结构，表

明松辽盆地沉积厚度呈现出中间厚四周薄的结构特

征．杨宇等（２０１９）通过背景噪声成像方法获得了吉

林前郭和松原地震震源区高分辨率三维Ｓ波速度结

构，结果显示前郭和松原地震主要发生在相对高波

速异常区，而震源区下方存在明显的低速异常．这些

背景噪声成像研究虽覆盖本研究区，但Ｓ波或相速

度成像结果的模型空间分辨率最高只达到１．５°×

１．５°（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或者目前还没有针对松辽

盆地西南缘开展过相关成像研究．此外，目前多数松

辽盆地地壳速度模型均是基于传统的两步法背景噪

声成像技术（Ｙ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获得，而非面波直接

反演背景噪声成像方法（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相对

于传统的两步法成像，Ｆａｎｇ等（２０１５）提出的面波直

接反演背景噪声成像法无需构建二维相速度图，射

线路径并非大圆路径假设，而是依赖于迭代更新后

的新的速度模型来确定．该方法已在小尺度速度结

构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如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Ｌｉｕ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Ｇ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张 智 奇 等，

２０２０）．另外，“中国地震科学台阵———华北地区东

部”于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４月布设在内蒙古通

辽地区的２９个台站记录到的连续波形数据，为本研

究提供了数据基础．本文率先使用面波直接反演方

法，构建了通辽地震震源区三维高分辨率Ｓ波地壳

速度结构模型，进而探究该地震发震机理，为防灾减

灾提供理论支撑．

１　数据和方法

１．１　数据

本文所使用数据为“中国地震科学台阵———华

北地区东部”的２９个台站（图１）自２０１７年１月至

２０１９年４月期间记录到的连续波形资料．这些台站

覆盖了通辽地震震中所在的松辽盆地西南缘，平均

台间距约６０ｋｍ．每个台站配备 Ｒｅｆｔｅｋ１３０宽频带

数据采集器和 ＧｕｒａｌｐＣＭＧ３Ｔ宽频带地震计．由

图１可见，所用台站分布呈面状覆盖，为开展背景噪

声成像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

１．２　数据处理

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首先，按Ｂｅｎｓｅｎ等（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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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处理流程对单个台站的波形数据进行预处

理，以消除原始数据中的天然地震信号和仪器异常

信号，以获得高质量背景噪声．（１）将原始的垂向记

录重采样至１Ｈｚ，以减少计算量，并按天进行切割，

然后去均值、去趋势、去仪器响应，再根据可提取的

周期范围开展５～４０ｓ带通滤波．（２）采用ｏｎｅｂｉｔ

（ＳｈａｐｉｒｏａｎｄＣａｍｐｉｌｌｏ，２００４）方法对数据进行时间

域归一化处理，以降低波形中的畸变、地震信号以及

台站周围非平稳噪声源对互相关的影响．（３）在频率

域将波形谱白化处理，以进一步压制干扰、拓宽频带

范围．

对预处理后的数据开展互相关处理．首先，以天

为单元，对不同台站对的波形开展互相关计算（Ｙａｏ

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８），然后线性叠加以得到双台间的

噪声互相关波形．图２展示了按台间距排列的所有

台站噪声互相关波形．由图２可以清晰看到对称的

瑞利面波信号，说明互相关波形具有较高的质量．

图２　全部台站的噪声互相关波形

Ｆｉｇ．２　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

ｏｆａｌ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从互相关函数中提取面波频散．本研究采用

由姚华建等（２００４）编制的面波频散提取软件

ＥＧＦ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ｉｍｅＦｒｅｑ提取面波频散曲线，该软件已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且取得了较好效果（如 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面波频散曲线的质量

将直接决定成像结果的质量，因此在提取过程中我

们采取了多个质量控制措施：（１）对于每个台站对，

只选取互相关信噪比大于５的频散；（２）选取台间距

大于１．５倍波长的频散，以满足远场近似条件；（３）

剔除速度陡变等异常形态的频散数据．在这些质量

控制约束下，获得５～２５ｓ周期范围内共３３６条高

质量频散曲线（图３）．由图３可见，平均观测频散曲

线与由前人东北地区大尺度速度模型（Ｓｏｎｇａｎｄ

图３　质量控制后最终用于反演的５～２５ｓ周期

相速度频散曲线（黑线）

其中，红线为观测频散平均值，而绿线则为根据前人大尺度

速度模型（ＳｏｎｇａｎｄＬｅｉ，２０２２）获得的理论频散．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ｏｆ

５～２５ｓｐｅｒｉｏｄ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ｏｎｇａｎｄＬｅｉ，２０２２）．

Ｌｅｉ，２０２２）计算的频散曲线拟合较好，特别是２０ｓ

周期以内，说明用于反演的频散曲线质量良好．

图４展示出５、１５、２０、２５ｓ等不同周期射线路

径分布，可以看出研究区整体射线路径方位覆盖良

好，这对于获得高分辨率成像结果具有重要科学意

义．图５展示出根据反演得到的平均一维速度模型

（图６ａ）计算的不同周期Ｒａｙｌｅｉｇｈ波相速度敏感核

测试结果，可以看出Ｓ波速度的敏感深度随着周期

的增加逐渐加深，２５ｓ周期Ｒａｙｌｅｉｇｈ波相速度的敏

感深度可达到中下地壳深度．

由于合理的初始速度模型对检测板测试和实际

资料反演均极为重要，因此本研究需选取合理的一

维速度模型．由于基阶Ｒａｙｌｅｉｇｈ面波相速度对于其

三分之一波长深度处的Ｓ波最为敏感，因此对于均

匀半空间的泊松介质，相速度犮和Ｓ波速度犞Ｓ的关

系可近似为犮＝０．９２犞Ｓ（Ｓｈｅａｒｅｒ，２００９）．本研究区为

一个小范围研究，因此可根据上述经验关系设置一

个合理的初始速度模型．本文的初始模型设置见图

６ａ中红色实线所示．经多次检测板分辨率实验，我

们将整个研究区在平面上划分为０．２５°×０．１２５°网

格，在深度方向上划分为６层，每层层厚为５ｋｍ（图７）．

采用不同深度反演网格节点对应的偏导数权重总和

ＤＷＳ（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Ｓｕｍ）来表示射线覆盖密度

（ＴｈｕｒｂｅｒａｎｄＥｂｅｒｈａｒｔ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９）．由图７可以

看出，在２０ｋｍ及以浅深度，大部分区域ＤＷＳ值均

大于１５０（图７ａ—ｄ），而在２５～３０ｋｍ深度大部分区

域ＤＷＳ值依然大于５０（图７ｅ—ｆ），表明本研究具有

足够多的射线来获得可靠的成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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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５、１５、２０和２５ｓ周期相速度射线路径分布图

红色三角形代表本研究所用的地震台站，其他符号与图１相同．

Ｆｉｇ．４　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ｏｆ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ｔ５，１５，２０ａｎｄ２５ｓｐｅｒｉｏｄｓ

Ｒ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ｈａｔｉｎＦｉｇ．１．

图５　基于最终反演获得的三维速度模型通过平均获得

一维速度模型（图６ａ）的５个代表性周期的相速度敏感核

测试结果

Ｆｉｇ．５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ｋｅｒｎｅｌｓａｔ

ｆｉｖ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１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Ｆｉｇ．６ａ）ｂｙ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３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１．３　方法

本研究采用面波直接成像方法（Ｆ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反演相速度频散获得三维Ｓ波速度结构模型，

其中Ｒａｙｌｅｉｇｈ波走时计算采用快速行进法（Ｓｅｔｈｉａｎ

ａｎｄＰｏｐｏｖｉｃｉ，１９９９；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ａｎｄＳ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４）．该

方法利用提取到的相速度频散，直接进行三维Ｓ波

速度结构成像，无需构建二维相速度图．在正演计算

过程中，基于每次反演迭代过程中结果的横向不均

匀性逐渐增强这一特性，地震震源和台站接收点

的实际面波射线路径可能会偏离大圆路径．因此，

对于第犻条面波在频率ω时的实际走时狋犻（ω）可表

示为

狋犻（ω）＝∑
犓

犽＝１

犔犻犽犛^犽（ω）， （１）

其中犔犻犽 ＝∑
犘

狆＝１

狑
犻

狆犽Δ犾犻，狑
犻

狆犽
为沿着长度Δ犾犻的第犻条

射线段的双线性插值系数．犘为射线段数，犓 为水平向

网格点数，犛^犽（ω）为第犽个网格点的慢度，犛^犽（ω）＝
１

犆犽（ω）
，可通过节点犽下方的１Ｄ 模型计算得到

（Ｔｈｏｍｓｏｎ，１９５０；Ｈａｓｋｅｌｌ，１９５３）．

在反演过程中，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多次迭代修正

模型，不断修正理论走时，最终找到一个模型犿使得面

波观测走时狋
ｏｂｓ

犻
（ω）与理论走时狋犻（ω）之间的差值

δ狋犻（ω）最小．对于第犻条射线路径，δ狋犻（ω）可表示为

δ狋犻（ω）＝狋
ｏｂｓ

犻
（ω）－狋犻（ω）≈－∑

犓

犽＝１

犔犻犽
δ犆犽（ω）

犆
２

犽
（ω）

，（２）

其中，犆犽（ω）和δ犆犽（ω）分别为第犽个节点处的相速

度和速度扰动量．在浅部地壳，除了Ｓ波，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波频散对Ｐ波波速和密度也存在一定的灵敏度，因

此δ犆犽（ω）可表示为

δ犆犽（ω）＝∫
犆犽（ω）

α犽（狕） Θ犽

δα犽（狕）＋
犆犽（ω）

β犽（狕） Θ犽

δβ犽（狕）＋
犆犽（ω）

ρ犽（狕） Θ犽

δρ犽（狕［ ］）ｄ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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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Θ犽 为１Ｄ参考模型，狕为深度，α犽（狕）、β犽（狕）及

ρ犽（狕）分别表示Ｐ波波速、Ｓ波波速和密度．根据三

者的经验公式（Ｂｒｏｃｈｅｒ，２００５），我们有

α（狕）＝∑
狀

狓
［α］

狀β
狀（狕）， （４）

ρ（狕）＝∑
狀

狓
［ρ］

狀α
狀（狕）， （５）

其中，狓
［α］

狀
和狓

［ρ］

狀
为拟合多项式系数．将式（４）和（５）

求导后代入式（３）并进行离散，可得δ狋犻（ω），

δ狋犻（ω）＝∑
犓

犽＝１

－
犔犻犽

犆
２

犽
（ω（ ））∑

犑

犼＝１

［犚α（狕犼）
犆犽（ω）

α犽（狕犼）
＋犚ρ（狕犼）

犆犽（ω）

ρ犽（狕犼）
＋
犆犽（ω）

β犽（狕犼）Θ犽

δβ犽（狕犼）＝∑
犕

犾＝１

犌犻犾犿犾，（６）

其中犚α（狕犼）＝∑
狀

狀
［α］
狀β

狀－１（狕犼），犚ρ（狕犼）＝犚α（狕犼）

∑
狀

狀
［ρ］
狀α

狀－１（狕犼）．犑和犓 分别是深度方向和水平方

向的网格节点数，犕＝犓×犑为节点总数．式（６）可

写为矩阵形式：

犱＝犌犿， （７）

其中，犱表示面波所有频率下所有路径上的走时

残差．犌表示通过射线追踪获得的灵敏度矩阵，

而犿 ＝ ［δβ１（狕１）…δβ１（狕犑）　δβ２（狕１）…δβ２（狕犑）　…

δβ犓（狕１）…δβ犓（狕犑）］
Ｔ 为模型向量．式（７）的求解可

通过最小化目标函数获得（Ｓｉｍｏ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犌^犿^－犱‖１＋λ‖犿^‖１， （８）

式（８）中犌^＝犌犠
Ｔ，犠 为小波变换矩阵（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

１９９２），犿^＝犠犿，λ为拉格朗日乘子，是对数据拟合

和模型规则化进行平衡的参数，一般可通过Ｌ曲线

方法获得．式（８）中的最小化问题可以通过迭代加权

最小二乘法进行求解（Ｓｃａｌ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８）．

１．４　检测板实验

为了解反演模型的空间分辨率和可靠性，我们

开展了三维检测板分辨率实验．首先，在初始一维速

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速度异常幅度为±１０％的棋盘

式输入模型，然后采用与实际资料反演相同的快速

行进法（ＳｅｔｈｉａｎａｎｄＰｏｐｏｖｉｃｉ，１９９９；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ａｎｄ

Ｓ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４）计算Ｒａｙｌｅｉｇｈ波走时，并加入２％

的高斯随机噪声，再在一维速度模型下计算走时，最

后用两者的走时残差来反演还原棋盘式三维速度模

型．图８—１１分别展示了异常尺度为０．３７５°×０．３７５°、

０．７５°×０．３７５°及０．７５°×０．７５°不同深度检测板实

验结果的平面图与纵剖面图．结果表明，在２０ｋｍ

深度以浅，研究区中心对０．３７５°×０．３７５°尺度的异

常可以基本恢复（图８ａ—ｄ），但是对０．７５°×０．３７５°

尺度的异常研究区整体可以较好恢复（图９ａ—ｄ和图

１０）．在２５ｋｍ和３０ｋｍ深度，研究区边缘对０．７５°×

０．３７５°尺度速度异常的恢复稍有变形（图９ｅ—ｆ和

图１０），但研究区整体对于０．７５°×０．７５°尺度速度

异常可以较好恢复（图１１）．故本文成像结果的模型

横向分辨率在研究区中心可达到０．７５°×０．３７５°，边

缘区域可达到０．７５°×０．７５°．

２　成像结果

我们采用面波直接反演噪声成像方法，对面波

频散曲线进行直接反演．反演过程中，走时残差均方

根ＲＭＳ值在前三次迭代中快速下降，之后逐渐趋

于平缓，最终在１０次迭代后收敛，其 ＲＭＳ值由第

一次迭代的１．７０２ｓ降至第１０次迭代后的０．４９４ｓ

（图１２ａ）．相对于初始模型的面波走时残差分布，反

演后的残差分布更加集中于零值且呈近正态分布

（图１２ｂ）．由图６ｂ可见，相对于由初始模型计算的

理论频散，由最终模型计算的理论频散更接近于实

测平均频散，特别是２０ｓ周期以内．这些结果表明，

本研究反演获得的速度模型较为可靠．

图１３和图１４分别展示出通辽地震震源区及周

边区域的三维Ｓ波速度模型平面图与纵剖面图．由

图１３可以看出，浅层Ｓ波速度结构与地表地质构造

特征密切相关．在５ｋｍ和１０ｋｍ深度上，研究区东

侧松辽盆地内部呈现出明显的低速异常（图１３ａ和

１３ｂ），这得到 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６）推测松辽盆地上覆约

８ｋｍ厚度沉积层结果的支持，而大兴安岭西侧则呈

现明显的高波速异常（图１３ａ和１３ｂ），这可能反映

了造山带古生代较为致密的结晶基底岩．通辽地震

处于高低速分界且偏向低速异常处，与此同时１９４０

年和１９４２年发生的２次６级历史地震也均位于低

速异常边界处．在１５ｋｍ深度上，速度横向不均匀

性依然存在（图１３ｃ），松辽盆地内部速度异常模式

与１０ｋｍ深度上的模式（图１３ｂ）有些类似，但异常

量值有些减弱（图１３ｃ），与此相反在大兴安岭下方

却呈现出明显低速异常（图１３ｃ）．在２０ｋｍ深度上，

通辽地震以北呈低速异常条带，且该低速异常条带

沿着西辽河断裂和养畜牧河断裂的中间地带向西扩

展至南北重力梯度带处（图１３ｄ）．在２５ｋｍ和３０ｋ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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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ａ）Ｓ波初始模型（红线）和最终模型（蓝线）对比图．（ｂ）不同周期Ｒａｙｌｅｉｇｈ波相速度平均观测频散曲线

（黑色实线）、初始模型拟合的频散曲线（红色虚线）和最终模型拟合的频散曲线（蓝色虚线）对比图

Ｆｉｇ．６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ｒ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ｂ）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ｓｏｌｉ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ｆｒｏｍ

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ｄａｓｈｅｄｒ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ｄａｓｈｅｄ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ｆｏｒ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图７　不同深度反演网格点对应的平均ＤＷＳ

红色和蓝色分别代表低ＤＷＳ和高ＤＷＳ，其色标位于图底．其他符号的含义与图１相同．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ＷＳ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ｉ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ｎｏｄ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ｓ

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ｕ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ｏｗａｎｄｈｉｇｈＤＷＳ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ｏｓｅｃｏｌｏｒｂａｒ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ｈａｔｉｎＦｉ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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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波速异常水平向尺度为０．３７５°×０．３７５°模型不同深度的检测板实验结果

黑虚线表示研究区主要断裂，黑实线代表松辽盆地边界，与图１中相同．

Ｆｉｇ．８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ｃｋｅｒｂｏａｒ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ｓｗｉｔｈ

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ｉｚｅｏｆ０．３７５°×０．３７５°ｉｎ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ｈａｔｉｎＦｉｇ．１．

度上，通辽地震北部的ＥＷ向低速异常条带特征逐

渐减弱（图１３ｅ和１３ｆ）．

为更清楚地了解速度异常随深度的变化特征，

特别是速度异常与通辽地震之间的关系，我们展示

了穿过通辽地震的三条纵剖面（图１４）．由图可更清

晰地看到，通辽地震及其余震均发生在高低速异常

边界上，且偏向低速异常一侧，且该低速异常延伸至

下地壳，与汶川地震震源区结构特征相类似（雷建设

等，２００９）．

３　讨论

３．１　与前人结果的对比

本研究结果展示出松辽盆地西南缘自地表至

１０ｋｍ深度即上地壳存在明显的Ｓ波低速异常结构

特征（图１３ａ和１３ｂ），这种结构特征得到前人大尺

度面波成像结果（如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潘佳铁等，

２０１４；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Ｋ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Ｓ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Ｙ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杨宇等，２０１９；王仁涛等，２０１９）和体波成像结

果（田有等，２０１１）以及大地电磁研究结果（韩江涛

等，２０１８）的支持．前人大尺度成像结果揭示出，松辽

盆地上地壳的低速异常被一个北西向的高速异常分

隔为南北两部分（如 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田原等，

２０１７；王仁涛等，２０１９），其中南部的低速异常区对应

本研究区中的开鲁凹陷、北部的低速异常区对应中

央凹陷区．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研究结果表明，松

辽盆地西南缘自白垩纪以来经历了广泛的同生断裂

和沉积下陷历史，其中中央凹陷区沉积厚度达８ｋｍ

（如印长海等，２０１３；王健等，２０１６）．这些研究结果表

明，研究区上地壳低波速异常主要受沉积层影响所

致．与此同时，研究区西部大兴安岭下方则呈现高速

异常，这与Ｙａｎｇ等（２０１９）的结果一致，可能是由于

大兴安岭山区存在较坚硬致密岩石所致．在１５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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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波速异常水平向尺度为０．７５°×０．３７５°模型不同深度的检测板实验结果

黑虚线表示研究区主要断裂，黑实线代表松辽盆地边界，与图１中相同．图９ａ中的黑色粗线展示出图１０纵剖面位置．

Ｆｉｇ．９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ｃｋｅｒｂｏａｒ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ｓｗｉｔｈ

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ｉｚｅｏｆ０．７５°×０．３７５°ｉｎ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ｈａｔｉｎＦｉｇ．１．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ｎＦｉｇ．９ａ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ｇ．１０．

图１０　波速异常尺度为０．７５°×０．３７５°模型检测板实验结果纵剖面

剖面位置如图９ａ中黑色粗线所示．

Ｆｉｇ．１０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ｃｈｅｃｋｅｒｂｏａｒ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ｗｉｔｈ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ｉｚｅｏｆ０．７５°×０．３７５°

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ａｔｈｉｃｋ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ｎＦｉｇ．９ａ．

深度，研究区东部依然以低速异常为主、西部也开始

出现弱低速异常（图１３ｃ）．在２０～３０ｋｍ深度，整个

研究区整体表现为西低东高的异常模式（图１３ｄ—ｆ），

这些结构特征与Ｙａｎｇ等（２０１９）在相同深度的反演

结果相类似．和前人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结果进一

步刻画了松辽盆地西南缘更为细致的结构特征，特

别是断裂带对速度结构的控制作用（图１３）．譬如，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２０ｋｍ深度通辽地震北部位于

西辽河断裂和养畜牧河断裂中间地带呈非常明显近

东西向低速异常条带（图１３ｄ），且该低速异常随着

深度的增加逐渐减弱（图１３ｅ—ｆ）．图１５给出本文结

果与前人大尺度成像结果（ＳｏｎｇａｎｄＬｅｉ，２０２２）相

同剖面的对比图，其中Ｓｏｎｇ和Ｌｅｉ（２０２２）模型与本

文反演模型使用的方法相同，均是采用直接成像法

１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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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波速异常水平向尺度为０．７５°×０．７５°模型不同深度检测板实验结果

黑虚线表示研究区主要断裂，黑实线代表松辽盆地边界，与图１中相同．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ｃｈｅｃｋｅｒｂｏａｒ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ｓｗｉｔｈ

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ｉｚｅｏｆ０．７５°×０．７５°ｉｎ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ｈａｔｉｎＦｉｇ．１．

图１２　（ａ）面波均方根走时残差随反演迭代次数的变化．（ｂ）反演前（虚线）和反演后（实线）的

频散曲线走时残差分布图

Ｆｉｇ．１２　（ａ）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ＲＭＳ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ｂｅｆｏｒ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获得．由图１５可以看出，大尺度成像结果显示震源区

下方在３０ｋｍ深度范围内均为明显低速异常（图１５ｂ），

而本文研究结果则呈明显的横向不均匀性，且展示

出与养蓄牧河断裂及通辽地震相关的速度结构特征

（图１５ａ），可能得益于所用的密集台阵数据（图１）．

３．２　通辽地震与地壳速度结构的关联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出通辽地震位于明显的低波速

异常边界处，且该低波速异常往深延伸至中下地壳

（图１３和图１４），这种震源区下方存在明显低波速

异常的结构特征尽管与物性、温度和破碎带等多种

２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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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成像结果平面图

红色和蓝色分别代表低速异常和高速异常，其色标位于图底．其他符号意义与图１中的相同．Ｆ１为西辽河断裂，

Ｆ２为呼虎尔断裂，Ｆ３为养蓄牧河断裂．ＳＬＢ，松辽盆地．ＧＸＡＲ，大兴安岭．ＡＶ表示该深度平均速度．

Ｆｉｇ．１３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ｍａｐｖｉｅｗ

Ｔｈｅ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ｕｅｃｏｌｏｒｓｄｅｎｏｔｅ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ｏｆ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ｈｏｗｎａｔ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ｈａｔｉｎＦｉｇ．１．Ｆ１，Ｘｉｌｉａｏｈｅｆａｕｌｔ；Ｆ２，Ｈｕｈｕｅｒｆａｕｌｔ；Ｆ３，Ｙａｎｇｘｕｍｕ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ＬＢ，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

ＧＸＡＲ，ＧｒｅａｔＸｉｎｇ′ａｎｒａｎｇｅ．ＡＶ，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ｔ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ｅｐｔｈ．

因素相关，但更可能反映了与深部流体作用密切相

关．类似的结构特征，也存在于其他地震震源区下方，

如１９９５年日本神户犕Ｓ７．３地震（如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年印度Ｂｈｕｊ犕Ｓ７．９地震（如 ＭｉｓｈｒａａｎｄＺｈａｏ，

２００３；Ｍｉｓｈ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１９７６年我国唐山犕Ｓ７．８

地震（如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１６６８年郯城犕Ｓ８．５地震

（如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和２０１８年汶川 犕Ｓ８．０地震

（如Ｌｅｉ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９）．日本神户地震震源区深部

流体可能与菲律宾海板块俯冲脱水等动力学过程密

切相关（如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６）．汶川地震的流体作用

不仅与下地壳流作用密切相关（如Ｒｏｙｄｅ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而且还与印度板块深俯冲形成的“大地

幔楔”结构（如Ｌｅｉ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１６；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中的动力学过程相关（如雷建设等，２０１８ａ）．唐山地

震和郯城地震震源区下方的流体作用可能与太平洋

板块深俯冲至地幔转换带形成的“大地幔楔”结构

（如Ｚｈａｏ，２００４；Ｌｅｉ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６；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雷 建 设 等，

２０１８ｂ；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中的动力学过程有关．前人

大尺度区域成像研究结果显示，太平洋板块西向深

俯冲至地幔转换带且在地幔转换带中穿过通辽地震

震源区下方抵达大兴安岭附近（如 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ｏ，

２００６；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５），表明通辽地震的发生

不仅受到区域应力作用，而且还与“大地幔楔”结构

中热物质上涌等动力学过程密切相关．松辽盆地下

方存在的地幔热物质上涌动力学过程，得到了接收

函数研究（如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和大地电磁测深研

究（如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韩江涛等，２０１８）等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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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穿过２０１３年通辽犕Ｓ５．３地震震中的三条纵剖面速度结构图

红色和蓝色分别代表低速异常和高速异常，其色标位于图底．白色圆圈表示通辽地震以及２０１３年以来发生的中小地震，圆圈大小代表震级，

其图例位于图底．ＹａｎｓｈａｎＯｒｏｇｅｎ，燕山造山带；ＧＸＡＲ，大兴安岭；ＳＬＢ，松辽盆地．Ｆ１为西辽河断裂，Ｆ２为呼虎尔断裂，Ｆ３为养蓄牧河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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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３Ｔｏｎｇｌｉａｏ犕Ｓ５．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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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ｒｃ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ｏｎｇｌｉａ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ｍａｌ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ａ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３，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ｏｆ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ｎａｔ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ＧＸＡＲ，ＧｒｅａｔＸｉｎｇ′ａｎｒａｎｇｅ．ＳＬＢ，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Ｆ１，Ｘｉｌｉａｏｈｅｆａｕｌｔ；

Ｆ２，Ｈｕｈｕｅｒｆａｕｌｔ；Ｆ３，Ｙａｎｇｘｕｍｕｈｅｆａｕｌｔ．

图１５　本研究结果（ａ）与前人（ＳｏｎｇａｎｄＬｅｉ，２０２２）研究结果（ｂ）的对比

其中的符号与图１相同．

Ｆｉｇ．１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ａｎｄ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ｏｎｇａｎｄＬｅｉ，２０２２）（ｂ）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ｈａｔｉｎＦｉｇ．１．

研究结果的证实．地热学研究（薛林福等，２０１８）和地

壳热模拟研究（ＷａｎｇａｎｄＬｉ，２０１８）也发现松辽盆地

下方存在明显的热异常．地球化学研究结果表明，松

辽盆地下方存在地壳流体作用（张景廉等，２００３）．因

此，本研究认为“大地幔楔”中的地幔低波速异常所反

映的热物质上涌所携带的流体可能会穿过莫霍面到

达地壳深度，然后作用于呼虎尔断裂和养蓄牧河断裂

的交汇区即通辽地震震源区，从而降低了断层面有效

正应力而触发地震．这种现象，非常类似于松辽盆地

中前郭犕Ｓ５．８地震和松原犕Ｓ５．７地震的发生机理

（如刘俊清等，２０１７；杨宇等，２０１９；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４　结论

本研究基于布设在松辽盆地西南缘“中国地震

科学台阵探测（ＣｈｉｎＡｒｒａｙ）”２９个台站２年多时间

记录提取到的５～２５ｓ频散数据，通过面波直接反

演方法得到了研究区相对于前人更高分辨率的地壳

三维Ｓ波速度结构模型，分析了通辽地震与速度结

构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通辽地震发震机理与深部孕

震环境．获得的主要科学认识如下：

（１）本研究通过密集台阵资料获得了相对于前

人具有更高横向分辨率的Ｓ波速度模型，揭示出研

究区前人未揭示的与断裂和通辽地震密切相关的结

构特征，得益于密集台阵数据和面波直接反演方法．

（２）研究区Ｓ波速度结构存在明显的横向不均

匀性．在地壳浅部，松辽盆地下方存在明显低波速异

常，可能反映了沉积层的存在；大兴安岭区域则呈现

出明显的高速异常，可能反映了造山带古生代较为

致密的结晶基底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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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期 宋晓燕等：２０１３年内蒙古通辽犕Ｓ５．３地震震源区地壳速度结构与孕震环境

（３）通辽地震发生在呼虎尔断裂和养蓄牧河断

裂交汇区域的中上地壳低速异常边界区，且该低波

速异常延伸至下地壳，反映了该地震的发生与深部

流体作用于断裂带密切相关．这种流体作用可能与

太平洋板块深俯冲至地幔转换带形成的“大地幔楔”

结构中热湿物质上涌等动力学过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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