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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中国地震台网记录的发生于南美的 4 个地震事件数据 , 利用穿过内核并在内外核边界反射的

PKIIKP 波与直接穿过内核的 PKIKP 波的到时差, 研究地球最内核的速度结构。通过比较 PKIIKP-PKIKP 波

的观测到时差与理论到时差, 进一步确认地球最内核的慢轴并不是沿着赤道平面, 而是与赤道平面呈一定夹

角, 为地球内核物理性质和结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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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ative arrival time difference of two core phases PKIIKP-PKIKP was used to constrain the structure 

of the Earth’s innermost inner core. The seismic data’s epicentral distance is more than 175 degrees from South 

America earthquake events and recorded by the CEA stations, which can clearly pick the PKIIKP and PKIKP 

phases. Observation data were stacked for high SNR and then were used to measure arrival time differences 

between PKIIKP and PKIKP, which were compared with theoretically computed results from PREM afterwards. 

Results further confirm that the slowest P-wave propagation direction of the innermost inner core is not along the 

equatorial plane, but forming an angle with it, which provide new constraints on inner cor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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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地球的形成及演化历史, 有必

要研究地核的物理性质及结构。目前的研究更多地

集中在地球的内核结构 [12], 包括内核的分层、速

度及各向异性等。 

在研究地球内核的各向异性时, 地震学家主要

用两种观测数据 : 地震体波数据以及自由振荡数 

据 [3]。然而 , 必须去除地球内核以外的结构影响 , 

才能利用穿过内核的体波得到有关地球内核结构的

有效信息 [45]。目前主要利用两种方法去除内核以

外结构的影响: 1) 利用通过及不通过内核的两个体

波的到时差来衡量内核的波速; 2) 结合先验知识对

PKIKP 波进行波形拟合。 

与有关内核最外层 400 km 结构的研究[68]相

比 , 很难找到用来研究最内核结构的合适震相对。

1986 年 , Morelli 等 [5] 利 用 170°~180° 震 中 距 的

PKIKP 波与 PKiKP 波的到时差进行研究, 得到地

球内核具有轴对称各向异性结构的认识, 其中快轴

方向为地球自转轴, 慢轴方向沿着赤道平面, 且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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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B 为 内 外 核 边 界 , CMB 为 核 幔 边 界 , PKIIKP1 和
PKIIKP2 分别是沿小圆弧和大圆弧路径传播的波; 五角
星表示震源位置, 三角形表示接收台站 

图 1  地球内核震相 PKIKP 和 PKIIKP 射线路径 
Fig. 1  Ray paths of the phases passing through inner 

core, PKIKP and PKIIKP 

轴方向速度比慢轴方向速度大 3%以上。1988 年, 

Shearer 等[9]做了类似研究, 但认为地球内核各向异

性的快轴方向速度与慢轴方向速度相差不到 1%。

2002 年, Ishii 等[10]基于对 120°~180°震中距范围内

PKIKP 波到时的拟合, 发现地球内核存在一个半径

约 300 km 的最内核不连续界面, 最内核的各向异

性慢轴方向并不是沿着赤道平面, 而是与自转轴呈

45°夹角, 快轴方向沿着 N-S 方向, 且慢轴方向的波

速 与 快 轴 方 向 的 波 速 相 差 0.8 km/s 。 2003 年 , 

Beghein 等[11]利用自由振动数据得出地球内核存在

一个半径 400 km 左右的最内核, 但慢轴方向沿着

赤道平面。2005 年, Cormier 等[12]采用 150°~180°震

中距的 PKIKP 波绝对到时进行波形拟合, 发现地

球的最内核半径约为 470~500 km, 并且其边界并

不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间断面, 而是一个超过 50 km

的过渡带。2007 年, Cao 等[13]针对文献[10]和[11]

提出的两个不同的各向异性模型 , 利用 150°~180°

震中距的 PKIKP 波绝对到时进行波形及振幅拟合, 

得到地球最内核的半径大约为 500 km, 且慢轴方向

与自转轴呈 50°~55°夹角。 

PKIKP 波与 PKIIKP 波的射线路径非常接近, 

但分别通过地球内核核心及内核的表层, 即 PKIKP

为直接穿过内核的地震波, 而 PKIIKP 为在内核边

界的反射波。PKIIKP 波包括分别沿小圆弧和大圆

弧两个不同路径传播的两个波 , 即 PKIIKP1 波和

PKIIKP2波, 如图 1所示。由于 PKIKP 波与 PKIIKP

波在地幔中传播路径的相似(在上地幔中最远相差

50 km), 因此其到时差受最内核以外结构的影响不

大。同时, PKIKP 波及 PKIIKP 波均近于垂直地穿

过核幔边界 D′′层, 在其间走的路径最短, 从而最大

程度地降低了该层的影响。 

2008 年, Niu 等[4]利用两个与自转轴夹角不同

的事件给出的 PKIIKP-PKIKP 波的到时差研究地球

最内核, 进一步显示地球内核的各向异性慢轴方向

并不是沿着赤道方向。由于 PKIIKP 是经过内外核

边界一次反射的波, 且到时比 PKIKP 波晚 20~55 s, 

因此其振幅相对于 PKIKP 波要小得多。为了提高

信噪比, 需要利用深源地震的资料。受震源分布的

影响, 只有非洲北端、南美北端及中国东部的台站

可以记录到非常清晰的 PKIIKP 波。近年来 CEA

台 站 数 量 的 增 加 及 数 据 质 量 的 提 升 为 我 们 利 用

PKIIKP-PKIKP 波到时差研究最内核的各向异性提

供了条件 [14]。本文利用地理位置不同于文献[4]中

的地震事件, 研究 PKIIKP-PKIKP 波的到时差特征, 

并对地球最内核的波速各向异性特征进行讨论。 

1  所用数据及倾斜叠加结果 

我们选择的地震震源深度均大于 500 km, 震级

大于 5.5 级(见表 1)。这些地震均来自南美, 如图 2

中红色五角星所示。图 2 中紫色五角星为文献[4]

使用的地震事件(−24.98°S, −63.47°W)。选用深源

地震主要是为了在保证台站记录的地震信号强度的

同时避免源区浅层结构多次波的影响。当震中距大

于 175°时, PKIKP 波主要穿过最内核半径 180 km 

以内的深度。PKIIKP 波及 PKIKP 波的离源角相差

很小, 在地幔中传播的路径在上地幔中相距不到 30 

km, 且近于垂直的穿过核幔边界, 因此利用这两个 

表 1  本文所用地震事件的详细信息 
Table 1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the earthquakes 

employed in this research 

时间 纬度/(º) 经度/(º) D/km Mw 

2008‒09‒03 
11:25 

−26.736 −63.225 569.6 6.4 

2011‒01‒01 
09:56 

−26.803 −63.136 576.0 7.0 

2011‒09‒02 
13:47 

−28.398 −63.029 578.0 6.7 

2012‒05‒28 
05:07 

−28.043 −63.094 586.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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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五角星表示本文所用事件, 紫色五角星表示文献[4]所用事件 

图 2  震源位置分布 
Fig. 2  Locations of employed events 

 

 

黑色三角形表示台站位置 

图 3  CEA 台站位置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observation stations 

波的到时差可以更好地研究地球内核的各向异性结

构。我们所用的中国地震台网台站的位置分布如图

3 所示。 

首先, 对地震数据的 Z 分量进行预处理: 去除

台站的仪器响应; 与世界标准地震台网(Worldwide 

Standardized Seismograph Network, WWSSN)短周期

仪器响应进行卷积从而统一数据的仪器响应; 对卷

积 后 的 数 据 进 行 带 通 滤 波 , 其 频 率 范 围 为 0.04~  

0.50 Hz。然后, 计算滤波后波形数据的信噪比, 并

选取信噪比大于 2 的地震数据做进一步的分析。我

们采用文献[4]和[15]共同采纳的相位加权的倾斜叠

加方法(phase-weighted slant stacking), 基于 PREM

模型, 对数据进行叠加处理, 利用台阵数据分别寻

找 PKIKP, PKIIKP1, PKIIKP2 三个震相。最后, 基

于波束成形方法(beam forming), 再次利用相位加

权叠加方法, 搜索震相的到时差及相对慢度。某个

震相经不同台站相位加权叠加后的作为相对慢度函

数的平均振幅的计算公式[15]为 

 , ,
1 1

1 1
( ) exp{i }

m m

NM M

n n m n m
m m

a p S
M M  

 

   , (1) 

其中, p 表示相对慢度; Sn,m 表示在 M 个台站组成的

台阵中第 m 个台站在第 n 时刻的振幅; m 表示台站

相对于参考台站的震相到时的时间延迟; N 表示相

位加权的权重系数, 在基于 PREM 模型对数据进行

叠加处理时取 N=1, 在基于波束成形方法再次利用

相位加权叠加方法搜索震相的到时差及相对慢度时

取 N=2; n,m 为 Sn,m 的瞬时相位, 由 Sn,m 的希尔伯特

变换[4]计算得到:  

 , , ,arctan{ [ ] / },n m n m n mH S S   (2) 

m 与 p 的关系可表示为 

 ,m mD p   (3) 

Dm 表示第 m 个台站与中心台站的震中距之差。 

手动拾取 PKIKP 到时后, 基于 PREM 模型进

行 理论 计算 , 得 到 PKIIKP1-PKIKP 与 PKIIKP2-

PKIKP 的到时差 , 对相距  0.1°范围内的台站波形

进行叠加。图 4 以发生于 2011 年 1 月 1 日的地震

为例, 展示叠加后的波形记录。PKIIKP1 的波形与

PKIKP 一 致 , 而 PKIIKP2 波 存 在 π/2 的 相 位     

差[1618]。因此, 为了方便比较, 图 4 中 PKIIKP2 波

是进行希尔伯特变换 [19]后的叠加结果。从图 4 我

们看出 , PKIKP, PKIIKP1 和 PKIIKP2 的震相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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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竖直点虚线为 PREM 模型理论计算得到的到时 

图 4  相位加权叠加处理后发生于 2011 年 1 月 1 日地震事件的波形记录 
Fig. 4  Stacked waveforms of the event occurred on Jan. 1st, 2011 

更加清晰, 说明 PREM 模型的预测结果基本上是正

确的。 

2  波束成形结果 

在第一步线性叠加结果的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

利用相位二次方加权的叠加方法进行波束成形。通

过对 PKIIKP 波与 PKIKP 波之间相对慢度的格点

搜索, 寻找每个事件的最优相对慢度及到时差。 

本文采用的 PKIIKP1 波的相对慢度范围为 0~3 

s/(º), PKIIKP2 波的相对慢度范围为−3~0 s/(º), 搜索

的相对慢度增量为 0.1 s/(º), 搜索的时间窗为 2 s。

利用波束成形方法得到的计算结果如图 5 所示, 其

中用到区域内所有观测台站的地震资料进行叠加。 

从图 5 中 4 个事件的叠加结果可以发现, 通过

搜索叠加得到的最大振幅位置均与白色十字位置非

常相近, 即通过对数据处理得到的 PKIIKP-PKIKP

到时差及相对慢度与 PREM 模型理论预测的到时

差及相对慢度基本上一致。其中, 2008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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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十字表示地球模型以 PREM 模型计算预测的 PKIIKP1, PKIIKP2 与 PKIKP 的相对到时差及慢度 

图 5  不同事件叠加和波束成形处理结果 
Fig. 5  Stacking and beam forming results of different events for detection of different phases 

 
理论地震图的震源参数使用 2008 年 9 月 3 日地震的信息 

图 6  对理论地震图进行相位加权叠加和波束成形的结果 
Fig. 6  Stacking and beam forming results of theoretical 

seismogram 

和 2011 年 1 月 1 日两个地震得到结果的分辨率最

高, 2011 年 9 月 2 日地震得到结果的分辨率稍差, 

2012 年 5 月 28 日地震得到结果的分辨率最差。另

外 , 我们注意到 , 分辨率越差的 , 数据处理得到的

PKIIKP-PKIKP 到时差及相对慢度与 PREM 模型理

论预测的到时差及相对慢度的差别越大(尽管仍然

十分相近)。我们尚不能完全确定 2011 年 9 月 2 日

和 2012 年 5 月 28 日两个地震给出的偏差是真实结

果, 还是误差所致。考虑到最多只相差 0.2 s, 基本

上属于误差范围, 我们认为本文射线覆盖范围内最

内核的平均波速结构基本上与 PREM 模型一致。

2011 年 9 月 2 日和 2012 年 5 月 28 日两个地震给

出结果的分辨率稍差 , 其原因尚不好判断。但是 , 

我们发现这两个地震的记录台站更多地位于沉积盆

地内部, 因此认为可能与沉积盆地内部台站观测资

料的信噪比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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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本文所用 PKIKP/PKIIKP 震相的射线路径与地

球赤道所成夹角约为33°。Niu 等[4]的研究中所用两

个 事 件 的 射 线 路 径 与 地 球 赤 道 所 成 夹 角 分 别 为

8°(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地震在委内瑞拉地区台站接

收的记录)和28°(阿根廷发生的地震在中国东部台站

接收的记录)。本文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文献[4]的

结果, 共同说明当 PKIKP/PKIIKP 震相的射线路径

与地球赤道所成夹角在 28°~33°或更大范围内, 根

据观测结果计算得到的 PKIIKP-PKIKP 到时差及相

对慢度与 PREM 模型预测一致。5 个发生在不同 

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深度的地震一致地给出这样

的结果, 充分说明这一结果是可靠的。同时, 我们

采用 DSM 方法[20]计算理论地震图, 其中的地球模

型采用 PREM 模型[21], 震源数据使用 2008 年 9 月

8 日的地震数据。对合成的理论波形也同样采用相

位加权叠加和波束成形方法进行处理, 结果如图 6

所示, 其中 PKIIKP1 与 PKIIKP2 之间出现的震相

依次为 410 km 和 660 km 的反射波。可以发现, 叠

加处理后得到的到时差及慢度与 PREM 模型预测

结果一致, 表明产生 PKIIKP-PKIKP 波到时差异常

并不是由计算误差造成 , 验证了计算结果的可靠

性。 

综合文献[4]的结果及本文结果, 显示与地球赤

道所成夹角约为 8°的射线路径(印度尼西亚发生的

地震在委内瑞拉地区台站接收)所得到的 PKIIKP-

PKIKP 到时差比与地球赤道所成夹角在 28°~33°范

围的射线路径(阿根廷发生的地震在中国东部台站

接收)得到的 PKIIKP-PKIKP 到时差要大 1.9 s 左

右。文献[4]分析了各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包括地球

椭圆率 [22‒23]、内核半径、震源定位误差及上地幔

速度结构[24‒26]、下地幔底部 D′′层[27‒28]及内核顶层

速度结构[29‒31]等因素的影响, 认为到时差异常的原

因 只 可 能 是 内 核 不 均 匀 或 各 向 异 性 结 构 。 然 而 , 

PKIIKP 波所穿过的内核顶层深度约为 80 km, 根据

Niu 等[30]提出的的模型估算, 内核顶层速度不均匀

对到时差的影响小于 0.01 s, 因此产生到时差异常

的原因只可能是最内核速度结构异常。 

结合文献[10]的研究结果, 似乎展现出 PKIKP

沿着 N-S 方向速度最快 , 沿着与赤道平面呈大约

45°角方向速度最慢 , 然后随着与赤道夹角的减小

PKIKP 速度又有增加的图像。当然, 单纯依靠目前

的数据, 我们还不能判断 PKIKP 是沿着 45°纬度线

穿过最内核时, 还是沿着 45°纬度线上的某个特殊

的方向穿过最内核时速度最慢, 也不能判断 PKIKP

是沿着赤道还是赤道上某个特殊方向穿过最内核时

速度最快。但是,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认最内核和内

核表层的速度具有不同的各向异性特征。目前的观

测结果很可能正是由于地球内核表层和最内核不同

的各向异性特征叠加形成的, 其中内核表层可能以

地球自转轴方向为其速度传播的快轴方向, 而最内

核则可能以赤道或赤道上某个方向为其快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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