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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０６年７月４日，在距离北京１００ｋｍ左右的文安地区，发生了犕ｗ＝５．１级地震，引起了北京地区的强烈

震感．为了更好的认识区域构造，我们利用近震及远震波形反演的方法得到了此次文安地震的震源机制．选择了北

京数字地震台网的９个地震台，震中距小于６００ｋｍ，台站的方位角覆盖较好．为了更好地利用信号相对较弱的Ｐ波

信号，对于一个地震记录，本文分别截取出Ｐ波和面波两个部分，分别给予不同的权重进行反演，结合格点搜索的

方法，得到了与记录Ｐ波及面波三分量对应较好的地震的方位角、倾角和滑移角．同时考虑到北京西北地区地壳较

厚，本文在利用犉犓 方法计算近震理论波形的时候，对不同的方位角，采用了不同的地壳速度模型．随后结合远震

信号中的直达Ｐ、ｐＰ、ｓＰ波形得到了分辨率较高的地震震源深度．反演结果表明，此次文安地震是一个较为典型的

走滑型地震，方位角为２１０°，倾角８０°，滑移角－１５０°，地震的深度为１４～１５ｋｍ，地震的震级为（犕ｗ＝５．１）．反演结

果与断层的几何分布、余震分布及北京地区北北东向应力场有很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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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大陆新构造运动非常活

跃，作为一个很特殊的地域，在大陆动力学研究中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都圈地区是我国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历史上曾发生多次大的地震，造成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华北克拉通的研究一直

以来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和热点，也得到了大量

关于地震及地质构造的结果［１～８］．吴晶通过剪切波

分裂的方法，得到了首都圈西北部地区地壳介质存

在各向异性［９］．于湘伟等通过１６０４８条Ｐ波首波到

时，得到了京津唐地区３维Ｐ波结构
［１０］．图１给出

了华北地区（经度１１２°～１２５°；纬度３５°～４５°）从

１９７３年１月１日到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ＵＳＧＳ提供的

地震、主要断裂带、文安地震及近震台站的分布等信

息．其中圆圈代表震级小于４级的地震，菱形代表震

级大于等于４．０级的地震．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

地震深度，黑色条带给出了华北地区主要的几个断

裂带，历史上有名的大地震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大的

断裂带上．黑色五角星给出了２００６／０７／０４文安地震

的位置，可以看到该地震没有位于主要的断裂带上，

由此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兴趣．黑色三角为本文用于

反演计算时用到的近震台站的分布．台站覆盖的方

位角较好，为我们很好地得到该地震的震源机制，提

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和可能．

地震震源机制的确定，对于地震本身的研究、地

震的孕震机理的解释及震后应力的分布，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为此，对于震源机制理论和方法的研

究，一直是地震学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大量重要成

果．１９８０ 年，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ｅｔａｌ．利用地震 Ｐ 波

（Ｐ＆＆Ｐｎｌ）模拟，通过理论和实际波形的对比，采用

格点搜索的方法，得到了研究地震的震源机制［１１］．

随后 Ｗａｌｌａｃｅｅｔ．ａｌ通过对震源机制进行方位角、倾

角、滑移角的参数化，并利用最小二乘反演结合互相

关的方法，得到了地震的震源机制［１２，１３］．Ｄｚｉｅｗｏｎｓｋｉ

ａｎｄＷｏｏｄｈｏｕｓｅ给出了同时考虑近震波形和全球波

形Ｐ波初到确定地震震源机制的方法
［１４］，并提出利

用正态模态叠加的方法研究了地震的震源机制［１５］．

Ｌ．Ｅ．Ｊｏｎｅｓ同时考虑直达Ｐ和地表多次反射的Ｐ

波得到了地震的震源机制和破裂过程［１６］．随着矩张

量方法的出现，利用长周期地震矩张量反演的方法

被广泛应用［１７～２７］．而其他一些反演方法，主要针对

近震波形的直达波和 Ｍｏｈｏ面的多次反射波
［２８～３６］．

近年来，随着计算性能提高及大量高质量宽频地震

数据的使用，利用地震波形反演震源机制成为可

能［３７～４０］．Ｚｈａｏ等通过分割波形记录为Ｐｎｌ和Ｓｎｌ部

分，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通过格点搜索的方法进行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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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震源机制的反演［４１～４５］．最近，利用远震波形和

近震波形相结合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地震震源机

制、地震定位等的研究中［４６～５０］．杨智娴等利用双差

的方法［５１］，利用经验格林函数的方法得到了地震的

震源参数［５２］．

本文在处理震中距小于６００ｋｍ 的近震波形

时，采用了Ｚｈａｏ（１９９４）提出的ＣＡＰ方法，在处理

３０°～９０°远震波形的时候，我们主要考虑直达Ｐ波、

源区地表反射的ｓＰ和ｐＰ波，来同时确定地震的震

级、深度和震源机制的方位角、倾角、滑移角等物理

量．并通过了与哈佛大学基于中心矩张量方法

（ＣＭＴ）得到的地震震源机制解，利用Ｐ波初动得到

的由ＣＣＤＳＮ提供的震源机制解（Ｐ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进行了比较，三者较为相似；进一步通过余震分布、

理论波形和实际观测对比发现，通过综合考虑近震

和远震波形能快速准确地反演得到地震的震源机制

和震源深度．

２　近震和远震反演方法

２．１　方法和原理

基于研究区域的地壳速度模型，利用近震波形

进行震源机制反演，其反演原理为：设μ（狋）是台站

记录到的去除仪器响应后的地震波形，狊（狋）是相应

的理论计算出的波形，如等式（１）所示：

狊犼（狋）＝犕０∑
３

犻＝１

犃犻犼（－θ，δ，λ）犌犻犼（犺，Δ，狋），（１）

其中，犼＝１，２，３对应于垂向、径向、切向分量，犌犻犼是

对应各个方向的格林函数，犃犻犼是辐射的衰减系数，

犕０ 是地震的矩张量，和Δ 地震的方位角和震中

距．需要反演得到的地震深度（犺）、方位角（θ）、倾角

（δ）、滑移角（λ）可以通过解等式（２）得到：

狌（狋）＝狊（狋）， （２）

其中μ（狋）和狊（狋）分别为实际地震记录和理论地震

图．为此，我们可以根据格点搜索的方法，同时搜索

可能的地震深度（犺）、方位角（θ）、倾角（δ）、滑移角

（λ），同时给定误差函数作为测量标准，从而得到最

佳的搜索出的震源机制．

对于近震和远震波形反演，我们采用不同方法

计算格林函数和误差测量函数．对于近震情况，近震

波形受地壳横向各向异性（散射体的存在）影响较为

明显，导致不同的频率范围内的波形差别较大，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采用频率波数方法（犉犓）
［５３］来计算

各台站处的格林函数．另外，在波形反演过程中，反

演结果容易受到波形中较强部分的影响，如果采用

全波形反演，长周期的面波将对反演结果起主导地

位．为了克服这一反演中存在的困难，我们在进行近

震反演的时候，利用的是 Ｚｈａｏ提出的 ＣｕｔＡｎｄ

Ｐａｓｔｅ（ＣＡＰ）方法
［４１～４５］．该方法把整个波形分为Ｐ

波部分（Ｐｎｌ）和面波部分（Ｓｕｒ），对两部分的三分量

共５部分（Ｐｎｌ不存在切向分量）给定不同的权重进

行反演，这样可以充分考虑各部分波形对于震源机

制的贡献．我们选择格点搜索的方法，并选取等式

（３）所示的误差测量函数．

犲＝ ‖狌（狋）－狊（狋）‖， （３）

对于远震波形，地震波的图像主要受震源机制、源时

间函数、台站附近的速度结构影响，为此在计算各台

站下方的格林函数的时候，我们采用射线理论［４９］．

考虑到不同台站震中距差别较大，记录到的波形存

在数量级的差别，为此我们采用归一化的误差测量

函数，如等式（４）所示．通过格点搜索方法，在适当范

围内循环地震深度、方位角、倾角、滑移角，得到相对

误差最小时的地震的震源机制和地震深度．

犲＝
‖狌（狋）－狊（狋）‖
‖狌（狋）‖·‖狊（狋）‖

， （４）

３　数据分析及反演结果

３．１　台站的分布

本文用到的数据包括两部分：近震数据主要来

自于首都圈台网、国家台网提供的震中距小于６００

ｋｍ的波形记录，台站信息如表１中左栏所示；远震

数据主要来自ＩＲＩＳ提供的、震中距在３０°～９０°之间

的、信噪比（ＳＮＲ）较高的波形数据，台站信息如表１

中右栏所示．

表１　近震台站及远震台站的分布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犾狅犮犪犾犪狀犱狋犲犾犲狊犲犻狊犿犻犮狊狋犪狋犻狅狀狊

台站名 位置 台站名 位置

ＴＩＡ （１１７．１２°Ｅ／３６．２１°Ｎ） ＫＭＢＯ （３７．２５°Ｅ／１．１２７°Ｓ）

ＹＵＳ （１１４．３７°Ｅ／３７．７９°Ｎ） ＡＡＫ （７４．４９°Ｅ／４２．６４°Ｎ）

ＬＵＱ （１１４．３１°Ｅ／３８．００°Ｎ） ＫＩＶ （４２．６９°Ｅ／４３．９６°Ｎ）

ＨＵＡ （１１４．５２°Ｅ／４０．８１°Ｎ） ＫＵＲＫ （７８．６２°Ｅ／５０．７２°Ｎ）

ＣＨＣ （１１５．８３°Ｅ／４０．９１°Ｎ） ＶＯＳ （７０．９８°Ｅ／５２．７２°Ｎ）

ＢＢＳ （１１６．２４°Ｅ／３９．９１°Ｎ） ＢＦＯ （８．３３１°Ｅ／４８．３３°Ｎ）

ＫＵＣ （１１８．４３°Ｅ／４０．５９°Ｎ） ＫＥＶ （２７．０１°Ｅ／６９．５５°Ｎ）

ＢＤＨ （１１９．４８°Ｅ／３９．８３°Ｎ） ＣＯＬＡ （１４７．８５°Ｗ／６４．８７°Ｎ）

ＤＬ２ （１２１．６３°Ｅ／３８．９１°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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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模型的选取

一般说来，人工试验反射波的方法能够得到准

确的炮点位置和台站分布资料，通过偏移的方法，可

以得到较为清晰的速度剖面，本文在选择源区模型

的时候，采用了反射波得到的结果．由于文安地区地

壳速度结构变化较为明显，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增趋

势［５３，５４］，为了得到更为准确的格林函数，对于不同

方位角上的台站，我们采用了不同的地壳速度模型，

如表２所示．其中东部、南部、北部的台站采用表２

给出的模型，沉积层厚度在２ｋｍ，中地壳存在一个

１４．５ｋｍ的低速层；西部区域台站采用表２给出的

速度模型，沉积层厚度为１ｋｍ，中地壳低速体厚度

为７ｋｍ．通过频率波数域（犉犓）的方法，计算了基

于上述模型、在不同震中距台站的理论格林函数．并

将实际数据截断为Ｐｎｌ部分和Ｓｕｒ部分，为了去除

噪声的影响，采用了对信号进行滤波后比较的方法．

滤波范围分别为：对于Ｐｎｌ，保留５～１５ｓ的波形信

号，对于Ｓｕｒ部分则保留１０ｓ以上的信号
［４５］．对于

理论计算得到的波形，采用相同的滤波范围，利用格

点搜索及互相关的方法，计算二者的互相关系数、振

幅和到时差．

表２　研究区域东部、北部、南部（沉积层为２犽犿）

和西部（沉积层为１犽犿）地壳速度模型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犮狉狌狊狋犪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犿狅犱犲犾狅犳狋犺犲犲犪狊狋犲狉狀，狀狅狉狋犺犲狉狀

犪狀犱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狆犪狉狋（狋犺犲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狅犳狊犲犱犻犿犲狀狋犻狊２犽犿），

犪狀犱狑犲狊狋狆犪狉狋（狋犺犲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狅犳狋犺犲狊犲犱犻犿犲狀狋犻狊１犽犿）

狅犳狅狌狉狊狋狌犱狔犻狀犵犪狉犲犪

层号
厚度

（ｋｍ）

犞ｓ

（ｋｍ／ｓ）

犞ｐ

（ｋｍ／ｓ）

密度

（ｇ／ｃｍ－３）
犙ｐ 犙ｓ

东部、

北部、

南部、

１ ２．０ １．２０ ２．５０ ２．０ ５０ ５０

２ ３．５ ３．２０ ５．６０ ２．６ ４００ ４００

３ ４．５ ３．５２ ６．１０ ２．６ ４００ ４００

４ ８．０ ３．３５ ５．８０ ２．８ ６００ ６００

５ ６．５ ３．４２ ６．００ ２．８ ６００ ６００

６ ５．５ ３．９０ ６．７５ ３．０ ８００ ８００

上地幔

（半无限空间）
４．６０ ８．００ ３．２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西部

１ １．０ １．２０ ２．５０ ２．０ ５０ ５０

２ ２．０ ３．１８ ５．５０ ２．６ ４００ ４００

３ ７．０ ３．４６ ６．００ ２．６ ４００ ４００

４ ７．０ ３．４１ ５．９０ ２．８ ６００ ６００

５ ９．０ ３．５２ ６．１０ ２．８ ６００ ６００

６ ８．０ ３．９０ ６．７５ ３．０ ８００ ８００

上地幔

（半无限空间）
４．６０ ８．００ ３．２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利用近震ＣＡＰ反演得到的地震震源机制解、理

论波形和实际观测对比、误差值、台站投影到震源球

上的位置如图２所示．图中灰色波形为计算出的理

论波形，黑色波形为实际观测的波形．基于表２中的

地壳速度模型，利用犉犓 方法计算得到的理论波

形，在不同方位角台站上都能较好地与实际记录到

的波形匹配，且其绝对振幅大小也较为相似．互相关

系数多数都在６０％以上，且波形的三分量及Ｐｎｌ和

Ｓｕｒ部分都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同时也应该看到，二

者在到时上存在一些差距，造成这些偏差的原因，可

能是由于我们在选择模型时，Ｐ、Ｓ波的速度值与真

实值之间存在差别，同时一维模型不能考虑到北京

地区地壳和上地幔的横向不均匀性和存在的各向异

性［５４］．由近震波形反演得到的震源机制为：方位角

２１０°、倾角８０°、滑移角－１５０°，地震为典型的走滑

型．我们进一步比较了误差随不同地震试验深度变

化的关系，图３给出了在计算不同震源深度，利用网

格搜索得到的震源机制最优解的结果，其中横轴为

不同的地震深度，纵轴为该深度计算理论波形和实

际观测的最小二乘误差值．可以看出：（１）反演得到

的震源机制较为稳定，随震源深度的变化不是很明

显．（２）最佳的震源深度出现在１４．０ｋｍ左右，但是

深度范围在１１．５ｋｍ至１５．５ｋｍ的偏差值较小．为

此，本文引入了远震波形尤其是深度震相（ｐＰ）进行

震源机制的反演，该方法首先可以进一步验证本文

近震波形反演的震源机制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提

高地震震源深度的分辨率．

３．３　远震波形反演结果

本文基于近震波形，利用ＣＡＰ方法反演得到了

地震的震源机制如图３．为了验证所得震源机制的

可靠性，利用该机制计算在远震台站上的理论波形，

与对应远震台站上的波形进行了比较．当震中距小

于３０°时，会出现Ｐ波的三重值现象，不利于波形的

比较和识别；当震中距大于９０°时，来自ＣＭＢ的绕

射波及其前驱波（ｐｒｅｃｕｓｓｏｒ）也会对我们需要的直

达Ｐ波、ｓＰ、ｐＰ波带来影响．为此，本文用到的远震

波形的台站震中距在３０°～９０°之间，分布如图４所

示．由于在反演过程中，需要Ｐ、ｓＰ、ｐＰ波的波形的

信噪比高，震相清晰，我们从７８个远震台站中，仅仅

找到８个信噪比高、震相清晰的台站，台站分布如图

４所示．黑色三角代表台站的分布，右边为对应的台

站的名称，黑色五角星为文安地震的震中分布．通过

两步格点搜索的方法，即搜索过程分两次完成．第一

步，对参数化的方位角、倾角、滑移角进行全值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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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近震ＣＡＰ方法反演的震源机制解、台站分布、反演误差、互相关系数结果示意图

其中灰线为理论计算的波形、黑线为记录波形，波形左侧为台站名＿震中距（ｋｍ）及时间偏差，波形下面的

数字依次为反演误差及互相关系数．滤波范围：Ｐ波部分为０．０７～０．２Ｈｚ，面波部分为０．０３～０．１Ｈｚ．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ＣＡＰ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ｗａ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ｈ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ｎ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ｗｅ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ｔｈｅ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ａ０．０７～０．２Ｈｚ４ｐｏｌｅ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ｂａｎｄｐａｓｓｆｉｌ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ｒｓｅｇｍｅｎｔ，０．０３～０．１Ｈｚ４ｐｏｌｅｂａｎｄｐａｓｓｆｉｌｔｅｒ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给定较大的搜索步长，可以在不影响结果的情况下，

节约时间．全值搜索的方位角的范围为０°到３６０°，

倾角范围为０°到９０°，滑移角范围为－１８０°到１８０°，

步长为１０°；第二步，在第一步最小值附近，变化参

数范围，选择较小的搜索步长，从而得到更加准确的

震源机制解．

实际观测波形中存在较强的背景噪声干扰，本

文通过频谱分析发现，噪声的主要频率范围６～１０ｓ

之间．为此我们在比较远震波形的时候，采用了滤波

比较的方法，本文采用的滤波范围为：带通滤波

０．８～３Ｈｚ．如图５所示，本文将搜索得到的最佳的

震源机制解，所对应的理论波形与实际的波形数据

滤波，并按照绝对时间对齐，可见对于我们找到的８

个台站，直达Ｐ波、ｓＰ、ｐＰ在到时、极性、振幅大小各

个方面都较为一致．其中灰色的波形为计算得到的

理论波形，黑色的波形为实际观测的数据波形．

由于加入了远震波形，可以使我们反演得到的

地震深度的分辨率大大提高．为了显示不同深度的

地震波形在远震记录上的差别，我们进行了深度分

辨率测试，如图６所示．本文计算了以文安地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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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深度误差和震源机制随不同震源深度的变化图

Ｆｉｇ．３　Ｅｒｒｏｒｐｌｏｔｓ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ｐｔｈ

图４　远震台站的分布示意图．其中五角星为文安地震，

三角为台站分布，震中距范围为３０°～９０°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ｕｓｅｄ

ｆｏｒ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ｓｔａ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ｎ′ａｎｅｖｅｎ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

ａｒ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ｌｏｆ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３０°～９０°

震中，以搜索出的最佳震源机制解为震源机制的地

震，在台站ＣＯＬＡ上记录到的理论波形．测试的地

震深度从１０～１８ｋｍ．通过理论和实际波形的比较，

可以看出地震深度在１４．０ｋｍ时，直达Ｐ、ｓＰ、ｐＰ三个

波形最为一致，而地震深度在１３．０ｋｍ或者１５．０ｋｍ

时，上述三波形就存在较为明显的提前和延后性．可

图５　远震反演理论波形和实际记录波形对比

其中灰线代表理论波形、黑线代表观测波形，合成所用

震深为１４．０ｋｍ，震源参数为２１３１８３１１５５．横坐标

单位为ｓ，波形的滤波范围为０．８～３．０Ｈｚ．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

Ｔｈｅｇｒｅｙ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ａｔａ．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

ａｒｅａｌｌ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ｂｙｂａｎｄｐａｓｓ０．８～３Ｈｚ．

见远震波形中的深度震相对于地震的深度具有较高

分辨率．

４　结果的比较

我们比较了本文综合近震和远震波形反演的震

源机制、Ｈａｒｖａｒｄ的ＣＭＴ、ＣＣＤＳＮ的结果，如图７

所示，可以看出我们的结果与 Ｈａｒｖａｒｄ提供的结果

较为接近，都是接近纯走滑型震源机制，与ＣＣＤＳＮ

的震源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地震的大体类型

走滑型地震还是一致的，河北省地震局通过实地调

查及震后形变、地震灾害分布等情况也得到了地震

为沿北东向走滑的地震类型［５５～５８］．与此同时，本文

还分析了国家地震局台网中心提供的文安地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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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远震反演地震深度分辨率示意图

灰线为台站ＣＯＬＡ上实际记录到的波形、黑线为理论

计算出的不同震源深度的理论波形．比较可以看出

地震深度在１４．０～１５．０ｋｍ之间．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ｇｒｅｙ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ａｌ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ｄａｔａ，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ｏｎｅｓ

ａｒｅ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ｅｃａｎｓｅ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１４．０～１５．０ｋｍ

ｍａｔｃｈｅ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ｄａｔａｗｅｌｌ．

后文安及周边区域（经度１１４°～１１８°，纬度３８°～

４１°）２个月内的余震目录，如图７所示．同时，可以

看到本文通过波形反演得到的地震的震级为５．１，

与当地实地地震调查的结果５．１级一致．需要强调

的是，本文采用了直达Ｐ波和源区地表反射的Ｐ波

（ｐＰ）进行震源机制解的反演，能够对地震深度进行

较好的限制．对于远震地震覆盖（方位角）分布良好

时，本文采用的利用Ｐ、ｓＰ、ｐＰ波形反演的方法是

一种较为独立、可靠的确定地震震源深度的方法．本

文反演得到的地震深度，与中国国家台网中心得到

的较为一致，与哈佛大学给出的地震深度存在较大

的差距．究其原因可能是，哈佛大学在求解地震震源

机制解时，主要利用的是直达Ｐ波波形数据信息，

没有利用近源地表反射的深度震相（ｐＰ、ｓＰ）信息．

同时从本文给出的不同远震深度给出的理论波形与

实际波形的比较图（图６）可以看出，地震的深度在

１４～１５ｋｍ之间，哈佛大学给出的２２．７ｋｍ，计算得

到理论的ｐＰ、ｓＰ波的到时，远远大于实际观测数据

的ｐＰ、ｓＰ波的到时．根据本文由波形方法反演出的

震源深度可以看出，此次文安地震发生在中地壳的

上部，该区域岩石层为花岗岩，在该温度和压力情况

下会出现部分熔融和蠕变活动，造成中地壳上部应

力的积累和大地震的发生［５４］．同时还可以看到，本

文利用波形反演方法得到的地震震源机制与利用Ｐ

波初到等方法得到的震源机制较为吻合，且具有对

于地震深度更高的分辨率．

５　结论及讨论

本文通过国家台网、首都圈台网提供的近震波

形数据，及ＩＲＩＳ提供的远震波形数据，反演得到了

２００６／０７／０４文安地震的震级为 犕ｗ＝５．１，震源机

制：走向角为２１０°、倾角为８０°、滑移角为－１５０°，地

震深度为１４．０～１５．０ｋｍ．华北地区为非均匀多层

地壳结构，上地壳主要为中、新生代沉积层，电阻率

较低，而中地壳主要是花岗岩层，受温度和压力的影

响会出现部分熔融和蠕变活动，造成应力的积累和

大地震的发生［５４］，这可能是此次文安地震发生的

机制之一．同时考虑近震及远震波形进行波形反演，

为研究中等震级的地震研究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方

法，尤其是地震深度的确定．从图３也可以看出，当

近震台站分布情况较为理想时，利用ＣＡＰ方法得到

的震源机制较为稳定，随深度的变化影响较小；而采

用远震波形的ｓＰ、ｐＰ波，与直达Ｐ波的出射方向在

深度方向相反，通过它们之间的到时差，可以很好地

确定地震的深度．二者结合，可以得到较为理想的地

震的震源机制和地震深度．与此同时，我们在计算过

程中，采用的波形的绝对大小、振幅与地震释放的能

量相关，所以能够同时得到较为准确的地震震级．本

文在计算格林函数的时候，考虑到格林函数与物质

本身的性质有关，对于不同方位角上的台站，根据不

同的地质构造背景，给出了两种不同的速度模型，这

样有助于得到更为真实的台站和震中之间的格林函

数．速度模型对于震源机制反演结果的影响视情况

而定，其中关键因素为反演时关注的波形的频率范

围：（１）利用较低频的地震信号反演震源机制的时

候，地震记录初动极性（ｐｏｌａｒｉｔｙ）的正负，决定着反

演的震源机制的结果，对于小的速度结构的变化不

是很敏感，此时震源机制对地球模型的依赖较小．

（２）利用较高频的地震信号并结合波形反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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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发生在研究区域历史地震分布（１９７３至今），主要断层的分布示意图以及

本文研究的地震和近震台站的分布（ＮＥＩＣ结果），其中色标为地震深度（ｋｍ）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７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ｎｄ

ｉｔ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ｔｈｅｃａｒｔｏ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ｆａｕｌ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ａｎ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图７　不同方法得到的震源机制的对比图及其与余震分布的关系

（ａ）为本文利用波形反演得到的震源机制结果．（ｂ）为 Ｈａｒｖａｒｄ得到的震源机制的结果．

（ｃ）为国家数字台网中心得到的震源机制结果．色标为震源深度，单位为ｋｍ．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Ｍ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ａ），（ｂ）ａｎｄ（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ＣＭ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Ｈａｒｖａｒｄ，ａｎｄＣＤＳ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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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高频情况下的地震波形主要受控于速度结构和

震源时间函数（ｓｏｕｒｃｅｔｉｍ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所以本文利

用近震波形进行震源机制反演的时候，希望通过更

为符合实际的地壳速度模型得到较为可靠的格林函

数，再将相对正确的格林函数卷积不同的可能地震

震源时间函数，返回理论波形和实际波形偏差最小

时的地震震源机制参数．

对于地震震源机制的确定，能够为我们研究地

震与地质构造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断层之间的关系，

提供直接的证据，同时也是地震发生以后，我们必

需要尽量准确得到的关于地震的信息，为防震减灾

工作提供必要的依据．震源深度是探讨地震孕育和

发生深部环境、地壳变形特性及其力学性质和属性

以及圈层构造等诸多大陆动力学问题的重要参

数［８］．本文利用远震Ｐ、ｐＰ、ｓＰ到时差比较的方法，

可以更好地提高地震震源深度的分辨率．

当然，也应该看到，本文在进行远震比较计算的

时候，信噪比较高的台站方位角分布情况不是十分

理想，主要集中在地震的一侧，会对震源机制的反演

带来一些影响，与此同时一个较为可靠的地壳速度

模型，也有利于反演结果的收敛和准确性．在将来的

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模拟计算余震的信息，包括余震

的震源机制确定、主余震的相对定位、主余震波形的

比较、余震分布与断层的关系、余震与主震的触发机

制、与应力分布之间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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