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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幔低速异常体的精确探测对于研究热点／地幔柱的成因至关重要．但是，由于观测手段以及波前愈合现象

的影响，远震走时层析成像在探测地球深部的低速异常体时具有极大的限制．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地震波穿

过低速体后产生的绕射波和直达波干涉造成的波形畸变信息来研究地幔低速体．本文通过三维地震数值模拟来拟

合长白山、黄石公园地区宽频地震记录，分析绕射波和直达波相互干扰造成的波形畸变现象．模拟结果显示，绕射

波／波形畸变对于探测地幔深处的低速体具有较高分辨率；目前常用的基于互相关测量的有限频层析成像方法对

于深部低速体速度异常低估现象明显．如果将有限频层析成像结果在深部的速度异常值放大到原来的２倍，数值

模拟可以很好的拟合观测到的地震波形畸变现象．通过对长白山地区、黄石公园地区记录的地震波形畸变现象的

拟合，我们进一步确认了长白山、黄石地区下方分别在４００～６００ｋｍ、７００～１０００ｋｍ处存在地幔低速体，并对低速

体速度异常值进行了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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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地震学方法在探测地球深部的低速体时具有极

大的限制．影响地幔深处低速异常体成像分辨率的

主要因素有两个：（１）观测技术原因，例如地震台站

分布不均、台阵孔径太小，研究区射线覆盖太少造成

地震成像分辨率低下；（２）波前愈合现象造成了地

表台站可能记录不到低速异常体引起的地震波的走

时变化，因而不能有效探测地幔深部低速体（Ｒｉｃｋｅｒ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波前愈合指的是地震波在低速体的边缘

发生绕射，绕射波和直达波相互干扰从而缩减甚至消

去由低速体造成的走时异常的一种现象．

常见的地幔深处低速异常体一般认为是热点／

地幔柱的深部起源．由于现有的利用远震走时层析

成像技术对地幔深处低速体成像时存在的缺陷，人

们关于地幔柱的形态和起源并没有达成一致认识．

例如，数值模拟、地震成像等研究结果指出，地幔柱

形态异常复杂，难以用简单统一的模型描述（Ｍｏｎｔｅｌ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ＬｉｎａｎｄｖａｎＫｅｋｅｎ，２００６；Ｂａｌｌｍ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部分学者认为地幔柱确实深入下地幔深

处，低速体从地表一直延伸到下地幔（Ｍｏｎｔｅｌ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ＦｒｅｎｃｈａｎｄＲｏｍａｎｏｗｉｃｚ，

２０１５），也有学者认为部分热点仅局限于上地幔（Ｋｉｎｇ

ａｎｄＲｉｔｓｅｍａ，２０００）．

进一步提高地幔深处低速体的成像精度是研究

热点／地幔柱成因和起源的基础．然而，由于波前愈

合现象会随着第一菲涅尔带以及传播距离的增加而

变强，在地表往往难以精确测量地幔深处低速体造

成的直达波走时异常（ＭａｌｃｏｌｍａｎｄＴｒａｍｐｅｒｔ，

２０１１）．因此，探测位于地幔深部的地幔柱细长的尾

巴，对于层析成像方法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数值模拟

研究指出，走时地震层析成像对于体积较小的异常

体的反演结果会有很大误差，甚至探测不到地幔低

速体（Ｈｕ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Ｈ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Ｌｉｕ

ａｎｄＤｏｎｇ，２０１２；ＭａｌｃｏｌｍａｎｄＴｒａｍｐｅｒｔ，２０１１）．

因此，利用地震波走时以外的信息来探测地幔

深处低速体显得更加重要．当地震波经过低速异常

体的边缘时会发生绕射现象，绕射波和直达波相互

干扰造成地震波形畸变．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利用

这种波形畸变信息来研究地幔低速体，并获得了良

好的应用效果．例如，通过二维数值模拟波形畸变研

究俯冲板块、热物质通道等结构（Ｃ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研究核幔边界

处超低速体（倪四道，２００７；Ｈｕ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Ｈｅ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Ｔ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Ｖａｎａｃｏ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本文通过三维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地幔深处低

速体对地震波形的影响，通过理论地震图特征来讨

论波形畸变现象在改善地幔深处低速体成像分辨率

的优势．文章进一步通过对中国东北长白山火山以

及美国西部黄石火山地区记录到的地震波形拟合，

来讨论波形畸变在探测地幔深处低速体中的有

效性．

２　远震地震波形畸变现象

地震波在穿过速度边界时，如果速度梯度足够

大，地震波就会在它的边缘发生绕射现象．绕射波和

直达波相互干扰，会造成两种现象：（１）波前愈合现

象，即绕射波和直达波相互干扰从而缩减甚至消去

由低速体造成的走时异常的一种现象；（２）波形畸

变现象，绕射波和直达波相互干扰叠加造成地震波

形发生变化，例如振幅、相位、波列宽度等变化．

２．１　波前愈合与波形畸变

本文利用二维有限差分方法（Ｖｉｄａｌｅｅｔａｌ．，

１９８５）模拟了ＳＨ 地震波穿过一个低速体后的波场

（图１）．为了避免速度间断面处反射波的影响，模拟

过程采用了均匀速度梯度模型．该模型在地表处Ｓ

波速度是４．５ｋｍ·ｓ－１，按照０．００２ｋｍ·ｓ－１·ｋｍ－１的

梯度随深度逐渐增加．在该背景模型上，于１６８０ｋｍ

深处安置一个５０ｋｍ宽、１５０ｋｍ长的低速异常体，Ｓ

波速度异常大小－６％．有限差分计算过程中采用

４ｋｍ的均匀网格，地震波采样间隔０．２ｓ．震源深

５０ｋｍ，距离低速异常体的水平距离为３０度，采用半

宽２０ｓ的高斯子波．

图１ａ是模拟结果在１４分２秒时的波场快照．

为了便于观测ＳＨ 波穿过低速异常体后的波前变

化，图１也给出了８分４８秒和９分２秒时的局部波

４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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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ＳＨ地震波穿过低速体后的波场快照．不同颜色代表波场位移．

黑的曲线指示了穿过低速体中心的射线路径

（ａ）地震发生后１４分２秒后的波场快照．狓，狔和狕分别代表了地震波穿过低速体后绕射波与直达波相互干扰造成波形畸变现象

的三个特征区域；（ｂ）８分４８秒的局部波场快照．ＳＨ波在穿过低速体时振幅放大，走时延迟；（ｃ）９分２秒时的局部波场快照．

ＳＨ波穿过低速体后波前恢复现象明显．

Ｆｉｇ．１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ｏｆＳＨ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ｗｈｅｎｉｔ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ｓ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ｃｕｒｖ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ｔｈａ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ｏｆ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ｉｎｒｅｇｉｏｎ狔ｈａｓ

ｂｅｅｎｄｅｌａｙｅｄａｎｄｍａｇｎｉｆｉｅ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ｉｎｒｅｇｉｏｎ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狕ａｒｅ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ｓｔｈｅ

ｓｔａｃｋｏｆｔｗｏ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ｂ）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ｎａｎｄ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ｓｌｏｗａｎｏｍａｌｙ．Ｔｈｅ

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ｉｓｄｅｌａｙ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ｍａｇｎｉｆｉｅｄ．（ｃ）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ｈｅａｌ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ｌｏｗａｎｏｍａｌｙ．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ｃａｎｂ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ｌｏｎｇ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ａｋ．

场快照（图１ｂ和图１ｃ）．模拟结果显示，地震波穿过

低速体后的波前愈合现象十分明显，低速异常体造

成的波前走时异常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加逐渐减弱，

直至不可探测．

模拟结果显示低速体造成的波形畸变有两个主

要特征：（１）直接穿过低速异常体的地震波（图１ａ中

的狔区域），由于聚焦作用，直达波和绕射波同时到

达而叠合在一起，地震波振幅放大，并且波脉冲变

窄；（２）穿过低速异常体两侧的地震波（图１ａ中的狓

和狕区域），由于散焦作用，地震波振幅减小，并且由

于后续绕射波的干扰叠加，使得ＳＨ波脉冲变宽．

２．２　三维低速体的地震波形畸变现象

为了研究波形畸变现象对地幔深处低速异常体

的探测精度，本文在三维介质中模拟了地震波穿过

深度为分别６７０ｋｍ（Ｍｏｄｅｌ１）和２０００ｋｍ（Ｍｏｄｅｌ

２）的细长圆柱形低速体后的波形畸变现象（图２），

并据此讨论地幔深处低速体的成像精度．

模拟过程采用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款谱元

法程序（ＳＰＥＣＦＥＭ３Ｄ）（Ｔｒｏｍｐｅｔａｌ．，２００８）进行地

震波在三维速度结构中的传播模拟．速度模型为在

一维 ＰＲＥＭ 速度模型（Ｄｚｉｅｗｏｎｓｋｉａｎ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８１）上叠加一个直径约３度的圆柱形低速异常体

（图２），Ｓ波、Ｐ波速度和密度异常分别为－４％、

－２．４％和－１．６％．速度异常为关于圆柱中心对称

的高斯函数分布．模型网格点平均距离约２ｋｍ，震

源深度为６３７ｋｍ，共利用 ＴＡＣＣ中心的４０５６个

ＣＰＵ核心进行运算．

模拟结果如图３所示，图中数据进行了２．４ｓ的

低通滤波．由于图２ａ中地震记录关于犢 轴对称，因

此图３只画出了犢 轴坐标不小于零的地震台站．图

３显示地幔低速异常体对地震波的影响主要有两

点：（１）地震波走时异常；（２）地震波形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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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地震波穿过圆柱形低速体的数值模拟的速度模

型，颜色代表速度异常大小，红色五角星代表震源位置

（ａ）速度模型和地震台站位置俯视图．绿色三角形代表地震台

站位置，蓝色虚线代表穿过低速异常体中心的射线路径在地表

的投影；（ｂ）穿过速度模型 Ｍｏｄｅｌ１中心的垂直剖面图（图２ａ

蓝色虚线所示）．蓝色曲线代表射线路径，绿色曲线代表穿过异

常体底部的射线路径；（ｃ）穿过速度模型 Ｍｏｄｅｌ２中心的垂直

剖面图（图２ａ蓝色虚线所示）．蓝色曲线代表射线路径．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ｔｈａ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ｐｌｕｍｅｌｉｋｅｓ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ｅｄｃｏｌｏｒ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ｓｌｏｗ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ｍａｐ

ｖｉｅｗ．Ｒｅｄｓｔａｒ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ｒｅｅｎ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

ｄｅｎｏｔ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ｒａｙｐａｔｈ

ｔｈａ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ａｐｌｕｍｅｌｉｋｅｓ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ｌ１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ｉｎ Ｆｉｇ．２ａ．Ｂｌｕｅｃｕｒｖ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Ｇｒｅｅｎｃｕｒｖｅ

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ｒａｙｐａｔｈｔｈａ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ｔｈｅ

ｓｌｏｗａｎｏｍａｌｙ；（ｃ）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ｌ２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ｂｌｕｅ

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Ｆｉｇ．２ａ．Ｂｌｕｅｃｕｒｖ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ｒａｙｐａｔｈｓ．

（１）地震波走时异常．对于地幔柱较浅的模型

Ｍｏｄｅｌ１，直接穿过低速异常体的地震波具有明显的

时间延迟（图３ａ），但是时间延迟随着传播距离的增

加而迅速减小．对于震中距大于４５°的地震波，由于

射线路径不再穿过地幔低速体（图２ｂ），因而时间延

迟不再明显．对于地幔柱较深的模型 Ｍｏｄｅｌ２，我们

同样观测到，直接穿过低速异常体的地震波具有明

显的时间延迟（图３ｂ），时间延迟随着传播距离的增

加而迅速减小．尽管震中距大于４５°的地震波依然

穿过地幔低速体，但是由于射线路径穿过低速异常

体的路程减小，以及波前愈合现象的影响，地震波时

间延迟逐渐变小直至不可测量．

（２）地震波形畸变．直接穿过低速异常体的地

震波（犢 轴坐标为０的地震记录），由于聚焦作用，直

达波和绕射波同时到达而叠合在一起，地震波振幅

明显增加，并且波脉冲变窄（图３中蓝色曲线所示地

震波形）；而穿过低速异常体两侧的地震波，由于散

焦作用，地震波振幅减小，并且由于后续绕射波的干

扰叠加，使得地震波脉冲变宽（图３中红色曲线所示

地震波形）．对于 Ｍｏｄｅｌ１，震中距４６°～４７°的地震

波射线路径穿过了地幔柱底部低速与高速的边界过

渡带，仍然受到绕射波的影响，地震波形依然呈现低

振幅、宽脉冲形态（图３ａ）；但是，这种畸变现象与震

中距较近处（４１°～４４°）的畸变现象有明显不同．对

于 Ｍｏｄｅｌ２，在震中距较远处（＞４５°）地震波仍然穿

过地幔柱低速体，波形畸变现象并没有随着穿过距

离的增加而减弱，受波前愈合影响较小．

地震波模拟结果显示，利用地震波形畸变现象，

可以很好的探测深地幔低速体，并且对低速体的深

度有较好的分辨率．

２．３　地幔深处低速体的探测

低速体在地震波上的表现主要是走时异常和波

形畸变（图３）．

（１）地震波走时异常探测地幔深处低速体

由于波前愈合现象，地震波穿过低速异常体后

的走时异常随着观测距离的增加很快减小（图３）．

基于射线理论的层析成像一般只拾取地震波初至走

时，忽略了绕射波的影响．因而在远距离观测的情况

下，如果仅利用直达波的走时异常，地震层析成像对

于体积较小的异常体的反演结果会有很大误差，甚

至探测不到地幔低速体（Ｈｕ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Ｌｉｕａｎｄ

Ｄｏｎｇ，２０１２；Ｍａｇｕｉ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Ｍａｌｃｏｌｍ ａｎｄ

Ｔｒａｍｐｅｒｔ，２０１１）．数值模拟结果也显示地震波走时

异常很难分辨下地幔的地幔柱（Ｈ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Ｒｉｃｋｅｒ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因此，利用地震波探测地幔深处低速体，必须要

考虑绕射波的影响．

（２）地震波形畸变探测地幔深处低速体

有限频层析成像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绕射波

的影响（Ｈｕ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因而有限频层析成像

比基于射线理论的层析成像在低速体成像（例如地

幔柱）方面具有一定优势（Ｍａｃｅｉ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但是，有限频层析成像一般依赖于互相关拾取

地震波的走时差．互相关方法假定不同地震波在给

定时窗内有一个恒定的走时差，难以区分直达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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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地震波畸变现象数值模拟结果．由于对称性，只画出了犢 轴坐标不小于零的地震台站．绿色虚线代表射线路径

穿过低速异常体中心的地震波的初至走时．红色竖线是没有低速异常时的地震波初至走时

（ａ）地震波穿过 Ｍｏｄｅｌ１后的地震波形畸变现象；（ｂ）地震波穿过 Ｍｏｄｅｌ２后的地震波形畸变现象．蓝色地震图标出了地震波振幅

增加、波脉冲变窄的记录．红色地震图标出了地震波脉冲变宽、波形变复杂的记录．绿色箭头标出了 Ｍｏｄｅｌ１中穿过低速体底部边缘

的射线所对应的位置．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ｗｈｅｎｉ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ｐｌｕｍｅｌｉｋｅｓ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ｎｌｙｈａｌｆｏｆ

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ｓｓｈｏｗ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Ｇｒｅｅｎ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ｏｆ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ｔｈａ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ｌｏｗａｎｏｍａｌ

（ａ）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ｆｒｏｍＭｏｄｅｌ１；（ｂ）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ｆｒｏｍＭｏｄｅｌ２．

绕射波的走时．由于绕射波的影响范围较大，有限频

层析成像倾向于用一个体积足够大（第一菲涅尔带）

的异常体去拟合观测值．随着观测距离的增加，第一

菲涅尔带逐渐增加，走时差逐渐减小．因而，有限频

层析成像反演的深部地幔柱成像会被拉宽，速度异

常值被低估．

因此，如何利用绕射波信息对于探测地幔深处

低速体显得尤为重要．瞬时相位差方法仅仅增加了

绕射波的相位信息，在地幔柱成像中已表现出很大

优势（Ｒｉｃｋｅｒ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如果我们利用绕射波与

直达波的全部信息，即绕射波和直达波相互干扰的

波形畸变，将会大幅提高地幔深处低速体的探测精

度．本文第３部分通过对长白山、黄石地区进行三维

地震波模拟，利用绕射波与直达波相互干扰产生的

地震波形畸变现象，说明波形畸变在探测地幔深处低

速体中的有效性，并对有限频层析成像结果进行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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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波形畸变探测地幔低速体实例

长白山火山和美国黄石火山地区都是研究板内火

山的热点地区，火山下低速异常体一直延伸至地幔过

渡带以下（Ｓｃｈｍａｎｄ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但

是，低速体的精确深度和速度异常大小需要进一步研

究．这两个地区都曾有密集的宽频带地震台阵覆盖，为

我们利用波形畸变信息研究地幔低速体提供了丰富的

地震资料，而且已经观测到了明显的地震波形畸变现

象（Ｓｕｎａｎｄ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１１；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本

研究在这两个地区分别选取一个地震事件用以地震

波形畸变分析，地震信息见表１．地震数据从ＩＲＩＳ网站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下载．

表１　三维地震模拟所用地震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狊狅狌狉犮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狌狊犲犱犻狀３犇狊犲犻狊犿犻犮狑犪狏犲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

地区 发震时刻 经纬度 震源深度 震中距 频带范围（Ｈｚ） ＳＨ波记录数

长白山
２００９１００４，

１０：５８：００．１７

６．７４０°Ｎ，

１２３．３７８°Ｅ
６２０．０ｋｍ ３９° ０．０２～０．５ ６１

黄石
２００７０７２１，

１５：３４：５２．６０

２２．１５°Ｓ，

６５．７８°Ｗ
２８９．５ｋｍ ８２° ０．０２～０．１４ ４９

３．１　长白山地区地震波形拟合

长白山火山是板内火山的研究热点之一，火山

下方的地幔低速体深度是确定其成因的重要证据．

有学者认为长白山火山下方低速体一直延伸至下地

幔（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也有学者认为低速体局限于

上地幔（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本文将在Ｔａｎｇ等（２０１４）的

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波形拟合的方法确定长白

山下方低速体的深度．

模拟过程所用三维速度模型由一维ＰＲＥＭ 模

型（Ｄｚｉｅｗｏｎｓｋｉａｎ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１）叠加层析成像

结果构成．研究区内Ｓ波速度扰动为Ｓ波层析成像

结果（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研究区以外为一维ＰＲＥＭ

模型（图４ａ）．Ｐ波速度扰动和密度扰动分别为Ｓ波

速度扰动的６０％和４０％．地壳采用接收函数结果和

ＥＴＯＰＯ地形数据建立的速度模型（Ｔ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模拟过程中速度模型网格点平均距离约

５．７９ｋｍ，共利用ＴＡＣＣ中心的６４８个ＣＰＵ核心进

行运算．图４ａ给出了所用地震以及地震台站的分布．

模拟地震波与观测波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图

４ｂ）．地震波形畸变现象明显（图４ｂ椭圆所示），属

于地震波穿过低速异常体的典型特征：穿过地幔低

速体的地震波振幅具有明显的放大作用（例如图４ｂ

中台站ＮＥ９６），而穿过两侧速度过渡带的地震波具

有低振幅、宽脉冲的特征（例如图４ｂ中ＮＥ９５）．这一现

象说明了长白山火山下方地幔过渡带内确实存在低

速异常体．

尽管模拟地震波与观测波形拟合程度较高，但

是，仍有部分台站拟合程度有系统偏差，尤其是振幅

差异明显（图４ｂ中浅蓝色区域所示）．因此，我们测

试了不同速度扰动对地震波形的影响．研究发现如

果将３９０ｋｍ以下的速度扰动放大到原来的两倍，

地震波形拟合情况有明显改善（图４ｃ），特别是北纬

４５°以北的地震波形（图４浅蓝色区域）拟合程度有

大幅提高．地震波形拟合程度的改善主要体现在振

幅和波形复杂度，走时并无明显变化．

另外，我们设计了三个实验，通过改变地幔低速

体的延伸深度（如图５绿色椭圆所示），来研究地表

地震波形畸变对于探测地幔低速异常体深度的分辨

率．三个实验中，分别将图５中绿色椭圆所示低速异

常体４００ｋｍ、５００ｋｍ以及６００ｋｍ以下部分改为高

速异常体，并将速度扰动降为原来的０．８倍．

如果将４００ｋｍ深以下低速异常改为高速异常

（图５ａ），地震波拟合情况明显变差，特别是图６ａ中

浅蓝色区域．该区域地震波的射线路径通过了原来

的低速区以及其周围速度梯度带，因此，图５ａ中绿

色椭圆内速度变化会导致该区域波形拟合出现较大

偏差（图６ａ）．

如果将５００ｋｍ深以下低速异常改为高速异常

（图５ｂ），地震波拟合情况较差区域会向北压缩（图

６ｂ浅蓝色区域）．北纬４６°以北地的震台站，其射线

路径经过了速度扰动的由低速变为高速的区域（图

５ｂ绿色椭圆所示），因此，波形拟合出现较大偏差

（图６ｂ）．

如果将６００ｋｍ深以下低速异常改为高速异常

（图５ｃ），地震波拟合情况与没有改变速度扰动时的

结果基本一致（图６ｃ）．因为对于该地震，能够记录

到射线路径穿过６００ｋｍ以下速度改变区的地震台

站需位于北纬４８°以北，而研究区域却没有相应台

站．仅有部分台站（图６ｃ浅蓝色区域所示）波形拟合

情况受到影响，与其射线路径穿过速度改变区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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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期 唐有彩等：利用远震地震波形畸变现象探测地幔低速体

图４　长白山地区波形畸变现象拟合（改变自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ａ）插图是地震和地震台站位置分布图．红色五角星是震源位置．黑色点是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ｒａｙ地震台站．彩色图是沿着插图红线的层析成

像结果．虚线代表射线路径；（ｂ）基于层析成像速度模型的ＳＨ波形拟合；（ｃ）层析成像速度模型３９０ｋｍ深以下速度异常放大２倍后

的ＳＨ波形拟合．绿色椭圆标出了振幅放大的区域．在振幅放大的台站两侧，ＳＨ波形振幅变小，但是波形脉冲变宽．粉红色区域代表

长白山下方低速体在地表的投影位置．浅蓝色背景区域显示波形拟合明显改善的台站．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ｗｈｅｎ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ｂｅｎｅａｔｈ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ａ）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ｅｄｉ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ｓｅｒｔ．Ｒｅｄｓｔａｒ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ｒａｙ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ｓｈｏｗＳＨ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ｏｄｅｌ．

（ｃ）ｓｈｏｗＳＨ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ｏｄｅｌｂｕｔ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ｅｌｏｗ３９０ｋｍｄｅｐｔｈ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ｆｌａｔｅｄｂｙａ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２．

Ｇｒｅｅｎｅｌｌｉｐｓｅｓｍａｒｋ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ｓｉｍｐｌｅｐｕｌ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ｌｙｌａｒｇ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ｏｆ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ｗｉｔｈｔｗｏｐｕｌｓｅｓ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ｅｒ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Ｔｈｅｐｉｎｋｒｅｇｉｏｎ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ｓｌｏｗ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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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三个实验模型的垂直速度模型剖面

剖面位置如图４ａ插图红色线所示．虚线代表射线路径．绿色椭

圆指示速度模型改变的区域．（ａ）、（ｂ）和（ｃ）分别是绿色椭圆内

４００ｋｍ、５００ｋｍ、６００ｋｍ深度以下低速改为高速的模型．

Ｆｉｇ．５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Ｆｉｇ．４ａ

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Ｇｒｅｅｎｅｌｌｉｐｓ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ｅｌｏｗ４００ｋｍ，５００ｋｍａｎｄ６００ｋｍｉｎｇｒｅｅｎ

ｅｌｌｉｐｓ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ｏ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ｏｒ（ａ），（ｂ）

ａｎｄ（ｃ），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速度梯度带有关．如果需要进一步确定图５绿色椭

圆所示区域６００ｋｍ以下的速度异常，需要别的地

震数据来约束．

上述三个实验结果显示，如果改变地幔低速体

的延伸深度（如图５绿色椭圆所示），地表能够观测

到明显的波形变化，因此，根据波形变化反演地幔深

处低速体速度结构的分辨率可以达到１００ｋｍ．

３．２　黄石地区地震波形拟合

黄石火山下方地幔低速体的深度是研究黄石下

方地幔柱的重要途径（Ｊａｍ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Ｓｃｈｍａｎｄｔ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层析成像结果显示，黄石下方下地幔存在一

个低速异常，并且一直延伸至１０００ｋｍ深处（Ｓｃｈｍａｎｄｔ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图７）．本文将在Ｓｃｈｍａｎｄｔ等（２０１２）的

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波形拟合的方法确定该低

速体的结构．

模拟过程所用三维速度模型的构建与长白山地

区一致，区别是Ｐ、Ｓ波速度扰动来自层析成像结果

（Ｓｃｈｍａｎｄ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地壳速度模型为Ｃｒｕｓｔ２．０模

型．模拟过程中速度模型网格点平均距离约１０ｋｍ，共

利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震波理论和应用研究中

心的２４０个ＣＰＵ核心进行运算．图７ａ给出了所用

地震以及地震台站的分布．

模拟地震波与观测波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图

８ａ）．地震波形畸变特征与长白山地区一致，这一现

象说明了黄石火山下方７００～１０００ｋｍ深处确实存

在低速异常体．

尽管模拟地震波与观测波形拟合程度较高，但

是，仍有部分台站拟合程度有系统偏差，尤其是振幅

和波脉冲宽带差异明显（图８），但是，地震波走时差

异并不明显．和长白山地区模拟情况类似，我们将

６００ｋｍ以下的速度扰动放大为原来的两倍，地震波

形拟合情况有明显改善（图８ｂ），特别是绿色椭圆所

示区域拟合程度有大幅提高．地震波形拟合程度的

改善主要体现在振幅和波形复杂度，走时并无明显

变化．但是，部分地区波形拟合程度有所降低（红色

椭圆区域），这可能是速度矫正过度引起的．和长白

山地区不同的是，黄石地区上地幔速度较复杂（图

７ｃ），单纯靠简单改变下地幔速度扰动，难以完全拟

合观测数据．

模拟结果能够很好地拟合黄石地区观测到的波

形畸变现象，属于地震波穿过地幔低速异常体的典

型特征；而且改变该地区的低速体，波形变化明显，

说明黄石下方７００～１０００ｋｍ深处确实存在低速体．

４　讨论

数值模拟以及长白山、黄石地区实际数据表明，

地震波形畸变现象在地幔深处低速体成像方面具有

明显优势．但是，波形畸变信息的利用受到许多因素

的影响．下面主要探讨一下初始速度模型以及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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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地震波形畸变现象拟合，（ａ）、（ｂ）和（ｃ）分别对应于图５中的（ａ）、（ｂ）和（ｃ）模型

浅蓝色背景区域显示模拟波形和观测波形拟合有较多偏差的台站．

Ｆｉｇ．６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Ｈ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ｉｎ（ａ），（ｂ）ａｎｄ（ｃ）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Ｆｉｇ．５ａ，Ｆｉｇ．５ｂａｎｄＦｉｇ．５ｃ，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ｇｈｔｂｌｕｅｃｏｌｏｒｍａｒｋ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ｆｉｔｔｉｎｇａ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波模拟精度的影响．

４．１　初始速度模型的影响

一维ＰＲＥＭ模型主要影响模拟地震波的走时，

由于定位和发震时刻的误差，模拟地震波和观测地

震波存在系统偏差．如果不考虑这种系统偏差，将模

拟地震波在时间轴上整体移动相应偏差量，则模拟

地震波和观测地震波在时间上是非常吻合的（图４、

图６和图８）．本文主要研究低速体对地震波形畸变

现象的影响，因此，这种地震波走时的系统偏差对本

文研究结果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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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美国黄石地区波形畸变现象拟合

（ａ）地震和地震台站位置分布图．红色五角星是震源位置．黑色点是地震台站；（ｂ）是研究区７５０ｋｍ深处的层析成像结果．红线和

图７ａ中红线所示同样大圆弧路径．蓝色五角星代表黄石国家公园；（ｃ）层析成像垂直剖面（沿着图７ａ红线）．虚线代表射线路径．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ｂｅｎｅａ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ｔｏｎｅ，ＵＳ

（ａ）Ｍａｐ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ｄｓｔａｒ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ｔ７５０ｋｍｄｅｐｔｈ．ＢｌｕｅｓｔａｒｄｅｎｏｔｅＹｅｌｌｏｗｓｔｏ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ｋ．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ｇｒｅａｔｃｉｒｃｌｅａｓ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

ｓｈｏｗｓｉｎＦｉｇ．７ａ．（ｃ）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Ｆｉｇ．７ａ．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ｅｄ

ｉ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Ｆｉｇ．７ａ．

地震波模拟过程中将层析成像结果以外区域设

置为一维ＰＲＥＭ模型，忽略了研究区域以外可能存

在的速度异常体，可能会对地震波模拟精度产生一

定的影响．为了更清晰的展示低速异常体所产生的

波形畸变现象，图４、图６和图８所画区域远远小于

层析成像研究区域，即在本文研究区域以外相当距

离处仍有层析成像结果来约束速度模型．根据波前

愈合现象，距离研究区更远的速度异常体产生的波

形畸变现象会影响到更广范围内的地震台站，而我

们观测到的波形畸变现象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区域之

内．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研究区内的波形畸变现

象来自于研究区下方．

尽管我们将深处的速度扰动放大到层析成

像结果的２倍，仍有部分台站波形拟合情况不理

想．黄石地区上地幔速度较长白山地区复杂（图

４ａ和图７ｃ），因此速度扰动调整后的波形拟合情

况是长白山地区要优于黄石地区．由于黄石地区

上地幔速度的影响，部分台站波形拟合情况不理

想，单纯靠简单改变下地幔速度扰动，难以完全拟

合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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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黄石地区波形畸变现象拟合

（ａ）基于层析成像速度模型的ＳＨ波形拟合；（ｂ）层析成像速度模型６００ｋｍ深以下速度异常放大２倍后的ＳＨ波形拟合．绿色椭圆标

出了振幅放大的区域．在振幅放大的台站两侧，ＳＨ波形振幅变小，但是波形脉冲变宽．黄色区域代表黄石下方低速体在地表的投影位置．

虚线代表穿过低速体的射线路径，如图７ｂ红线所示．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ｗｈｅｎ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ｅｎｅａ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ｔｏｎｅ，ＵＳ

（ａ）ｓｈｏｗＳＨ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ｏｄｅｌ．（ｂ）ｓｈｏｗＳＨ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ｏｄｅｌｂｕｔ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ｙ

ｂｅｌｏｗ６００ｋｍｄｅｐｔｈ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ｆｌａｔｅｄｂｙａ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２．Ｇｒｅｅｎｅｌｌｉｐｓｅｓｍａｒｋ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ｓｉｍｐｌｅｐｕｌ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ｌｙｌａｒｇ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ｏｆ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ｗｉｔｈｔｗｏｐｕｌｓｅｓ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ｅｒ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ｅｇｉｏｎ

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ｓｌｏｗ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ｒｏｕｎｄ７５０ｋｍｄｅｐｔｈ．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ｇｒｅａｔｃｉｒｃｌｅａｓ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

ｓｈｏｗｓｉｎＦｉｇ．７ｂ．

４．２　地震波模拟精度的影响

三维地震波模拟需要海量计算，必须在大型计

算机阵列上面运行．黄石地区下方的低速异常体比

长白山地区下方的低速异常体深，要研究地震波穿

过低速体的波形畸变现象，因此黄石地区所用地震

震中距（８２°）远比长白山地区所用地震震中距（３９°）

大，因此黄石地区模拟地震波的区域也大很多．由于

计算机的限制，黄石地区模拟地震波的最高频率

（０．１４Ｈｚ）比长白山地区的最高频率（０．５Ｈｚ）要

低．因此，黄石地区的地震波形畸变（图８）与长白山

地区的波形畸变（图４）相比，缺失了很多高频信息，

减小了不同台站波形畸变的差异，不能精确刻画低

速体的精细结构．

如果要利用波形畸变信息来探测深地幔低速

体，必须提供足够的计算能力以保障模拟足够高频率

的地震波，才能达到探测地幔低速体精细结构的目的．

５　结论

本文通过三维地震数值模拟来拟合长白山、黄

石公园地区绕射波和直达波相互干扰造成的波形畸

变现象．模拟结果显示：

（１）基于互相关测量的有限频层析成像结果的

速度模型对深部速度异常有明显的低估现象；基于

该速度模型的模拟地震波的走时与观测值吻合较

好，但是波形振幅和复杂度有明显差异．如果将有限

频层析成像结果在深部的速度异常值放大到原来的

２倍，数值模拟可以很好的拟合观测到的地震波形

畸变现象．

（２）利用绕射波和直达波相互干扰造成的波形

畸变现象，对于探测地幔深处的低速体具有较高分

辨率；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台站间距在７０ｋｍ左右

的二维地震台站，对于地幔过渡带内的低速异常体

的深度分辨率可以达到１００ｋｍ．

（３）通过对长白山地区、黄石公园地区记录的

地震波形畸变现象的拟合，我们进一步确认了长白山、

黄石地区下方分别在４００～６００ｋｍ、７００～１０００ｋｍ处存

在地幔低速体，并对低速体速度异常值进行了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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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在研究工作中，受益于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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