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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实际两层各向异性介质，在一层假设条件下利用Ｓｉｌｖｅｒ和Ｃｈａｎ（１９９１）的等效单层各向异性测量方法，以

及在两层假设条件下利用剥去法和反演法，计算模型的分裂参数．首先利用理论雷克子波得到经过两层各向异性

的观测数据，然后加入噪声之前和之后，分别计算不同反方位角覆盖条件下数据的各向异性，并与理论模型的分裂

参数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上层分裂特征已知的基础上，剥去法适用于任何模型，不管是否存在分裂，或者分裂特

征在两层中如何分布；而反演法更适用于两层各向异性较强且不同的模型，其结果受噪声和方位角分布的影响．选

取不同方位角分布的高信噪比数据，比较剥去法和反演法对下层分裂参数的计算结果，发现当入射方位角在两层

快波方向之间时，反演结果比较可靠．最后利用这三种测量各向异性的方法，计算青藏高原东南缘ＣＥＡｒｒａｙ台站观

测到的ＳＫＳ数据中记录的各向异性．除了云贵高原的台站ＹＮ．ＣＵＸ表现出较明显的两层分裂特征，大部分台站下

的岩石圈各向异性呈现一层或者较弱的各向异性．于是针对该台站，用反演法同时对这两层的分裂参数进行估计，

上层的结果与接收函数计算的地壳分裂参数一致；下层的结果与剥去法计算的上地幔分裂参数一致，说明反演法

同剥去法一样，都能有效的分析具有两层各向异性特征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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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震波穿过地球内部介质，在不同传播与偏振

方向上表现出的不同传播速度，称为地震各向异性．

在地震波的尺度下，地震各向异性包含了随方向变

化的晶体总体弹性特征，反映了地球内部的构造变

形和应力应变特征．在没有定向的外界过程作用时，

组成介质的晶体随机排列，从宏观上看，各向异性特

征相互抵消，在地震波上表现为各向同性；当介质受

到外在应力作用时会产生形变，晶体定向排列，在地

震波上表现为各向异性（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１９８４）．当地

震波穿过均匀各向异性介质时，出现三种体波：准纵

波（ｑＰ）和两个准横波（ｑＳ）．准纵波的速度随着传播

方向不同发生变化，准横波的速度随着裂隙或者晶

格的优势排列不同发生变化，分裂成两个传播速度

不同且质点振动方向与传播方向垂直的两个波，这

个现象称为“横波分裂”（Ｍａｉｎｐｒｉｃｅ，２００７）．通常用

两个波的到时差δ狋，以及快波与Ｎ方向的夹角θ作

为衡量各向异性特征的两个参数，当计算出地震波

在地层中传播的距离和有限应变方向后，根据应变

和地层形变的关系，可以进一步推测出岩石圈的形

变特征和动力学机制（ＮｕｒａｎｄＳｉｍｍｏｎｓ，１９６９；

Ｃｒａｍｐｉｎ，１９８１；Ｍａｉｎｐｒｉｃｅ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３；Ｒｕｓｓｏ

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４；Ｇｒａｎｅ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Ｃｏｎｒａｄ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相比地球深部各向异性对地震波的影响，近地

表构造活动频繁，局部形变剧烈，产生较强的各向异

性，所以远震数据记录到的分裂通常被认为来自岩

石圈及其下方的软流圈（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６）．当用远震震

相对岩石圈的各向异性进行研究时，通常需要对介

质做一些假设，即接收台站下方的各向异性介质是

均匀的，并具有水平对称轴和六角对称结构．当地震

波近垂直入射到这种各向异性介质时，得到的两各

向异性参数，只与介质本身性质和入射角有关，与波

的初始极化方向无关．当介质的对称轴与反方位角

方向相近时，测量参数偏离实际地层的各向异性，除

此之外，快波与对称轴方向一致或垂直．通常将不同

方位的远震数据进行叠加，平均的测量结果作为台

站下方各向异性特征．叠加不仅提高了数据的信噪

比，而且又较好的反映真实地层的各向异性特征

（Ｗｏｌｆｅ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８）．

但是实际岩石圈的结构十分复杂，当各向异性

地层不满足上述简化的介质时，测量结果与方位角

有关（ＡｎｓｅｌａｎｄＮａｔａｆ，１９８９；ＫｕｏａｎｄＦｏｒｓｙｔｈ，

１９９２）．当地层倾斜或者不具有六角对称结构时，测

量结果随着波的初始极化方向呈现周期变化（Ｈｉｒｎ

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ＰｌｏｍｅｒｏｖáａｎｄＢａｂｕ̌ｓｋａ，２０１０）．即便

实际各向异性地层与简化介质相似，但在大入射角

情况下，测量结果随方位角会呈π周期变化（Ｃｒａｍｐｉｎ

ｅｔａｌ．，１９８５）．当不止一层各向异性介质时，例如介

质为两水平层时，测量结果随方位角呈π／２周期变

化．通常对具有这种周期变化规律的数据，用两层各

向异性模型来进行分析（Ｒüｍｐｋｅｒ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８；

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Ｌｏｎｇ，２０１１；ＲｏｍａｎｏｗｉｃｚａｎｄＹｕａｎ，２０１１）．

一般情况下，上地壳主要以脆性形变为主，下地

壳主要以塑性形变为主，而岩石圈上地幔的强度比

下地壳稍大，但主要的形变仍和下地壳相似，以流变

为主（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Ｋａｒａｔｏ，１９９５；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ＣｒａｍｐｉｎａｎｄＰｅａｃｏｃｋ，２００５）．一般远震数据

记录的岩石圈各向异性，主要反映了上地幔的特征，

地壳的贡献较小．即便浅层的形变复杂，也因为层厚

较薄，可以忽略分裂对远震数据的影响．但是在地壳

较厚的地区，例如经过了漫长造山运动的青藏高原，

内部地壳厚度可达７０ｋｍ，不能忽略其各向异性强

度，这时远震数据记录的分裂结果就综合了地壳和

６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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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地幔两部分的各向异性特征（Ｒｏｙｄ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

本文利用理论地震波近垂直入射两层简化各向

异性介质，生成两次分裂后的波形数据，测试两种计

算双层各向异性方法（剥去法和反演法）的有效性．

然后建立不同的两层各向异性理论模型，讨论测量

结果是否与模型参数一致；比较经过不同方法校正

后的切向能量大小，探讨这些方法在什么条件下能

更好地消除分裂的影响；比较它们之间的优缺点．针

对青藏高原东南缘台站接收的远震ＳＫＳ数据，用测

试的方法计算地壳和岩石圈地幔的各向异性特征，

讨论该地区岩石圈的内部是否存在两层各向异性，

从而揭示台站下方垂直形变的特征．

１　方法

１．１　等效一层各向异性

横波穿过各向异性介质产生分裂现象，对其进

行测量的结果反映了地震波经过所有分裂后的综合

响应（Ｌｏｎｇ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２００９）．理论上可将路径上的

所有分裂影响视为一层各向异性介质，横波穿过后

发生一次综合分裂（图１），生成了快波犳^ａ和慢波狊^ａ，

分裂参数为 （θａ，δ狋ａ），对应的分裂算子为：

　Γａ＝ｅｘｐｉω
δ狋ａ［ ］２ 犳^ａ犳^ａ＋ｅｘｐ －ｉω

δ狋ａ［ ］２ 狊^ａ狊^ａ．（１）
分裂后的位移公式可以写为：

　　狌ｓ（ω）＝狑（ω）ｅｘｐ［－ｉω犜０］Γａ（θａ，δ狋ａ）·狆^，（２）

其中狑（ω）表示一个偏振方向为狆^的平面简谐波，

在均匀各向同性介质中传播距离犡０所用走时为犜０．

分裂后的快慢波在时间域的表达式为：

狌犳ａ（狋）＝ｃｏｓθａ狌Ｎ（狋－狋犳ａ）＋ｓｉｎθａ狌Ｅ（狋－狋犳ａ）， （３）

狌狊
ａ
（狋）＝ｓｉｎθａ狌Ｎ（狋－狋狊

ａ
）－ｃｏｓθａ狌Ｅ（狋－狋狊

ａ
）， （４）

其中狋犳ａ ＝ 犜０－
δ狋ａ（ ）２ ，狋狊

ａ
＝ 犜０＋

δ狋ａ（ ）２ ．

将快慢波旋转到径向和切向方向后，表达式为：

　　狌Ｒ（狋）＝ｃｏｓａ狌犳ａ（狋）－ｓｉｎａ狌狊ａ（狋）， （５）

　　狌Ｔ（狋）＝－ｓｉｎａ狌犳ａ（狋）－ｃｏｓａ狌狊ａ（狋）， （６）

其中ａ为快波方向θａ与径向方向的夹角．利用最

小能量法和最小特征值法（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Ｃｈａｎ，１９９１），

通过网格搜索得到目标函数极小值，对应的 （θａ，

δ狋ａ）为最终结果．最小能量法和最小特征值法的

目标函数分别为切向分量的能量犈Ｔ（θａ，δ狋ａ）＝

∫
＋!

－!

狌Ｔ（狋）
２ｄ狋和协方差矩阵

犆ＲＲ 犆ＲＴ

犆ＲＴ 犆
［ ］

ＴＴ

的两特征值

相除λ２／λ１．

１．２　两层各向异性

当不把路径上的所有各向异性影响视为一次分

裂时，例如横波穿过两层各向异性地层，会依次发生

两次分裂（ＹａｒｄｌｅｙａｎｄＣｒａｍｐｉｎ，１９９１）．先经过下

层后的快慢波为犳^２ 和狊^２，然后经过上层的快慢波

为犳^１ 和狊^１，分别用（θ２，δ狋２）和（θ１，δ狋１）表示各自层

的分裂参数，此时下层和上层对应的分裂算子表达

式分别为：

Γ２ ＝ｅｘｐｉω
δ狋２［ ］２ 犳^２犳^２＋ｅｘｐ －ｉω

δ狋２［ ］２ 狊^２狊^２， （７）

Γ１ ＝ｅｘｐｉω
δ狋１［ ］２ 犳^１犳^１＋ｅｘｐ －ｉω

δ狋１［ ］２ 狊^１狊^１． （８）

经过两层各向异性介质后的位移公式写成一层

各向异性模型的形式（２）：

狌ｓ（ω）＝狑（ω）ｅｘｐ［－ｉω犜０］Γ１（θ１，δ狋１）·Γ２（θ２，δ狋２）·狆^．

（９）

下层分裂后的快慢波表达式与公式（３）和（４）

类似：

图１　横波穿过一层各向异性介质时，分裂产生快波和慢波．定义快波与

北方向的夹角为θａ，与径向方向的夹角为ａ

Ｆｉｇ．１　Ａ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ｓｐｌｉｔｓｉｎｔｏｆａｓｔａｎｄｓｌｏｗｗａｖｅｓｏｎｃｅｉ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ｍｅｄｉｕｍ．

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ｓｔ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ｓθａ，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ｓｔ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ｓ犪

７８８２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２卷　

狌犳２（狋）＝ｃｏｓθ２狌Ｎ（狋－狋犳２）＋ｓｉｎθ２狌Ｅ（狋－狋犳２），（１０）

狌狊
２
（狋）＝ｓｉｎθ２狌Ｎ（狋－狋狊

２
）－ｃｏｓθ２狌Ｅ（狋－狋狊

２
）， （１１）

其中狋犳２ ＝ 犜０－
δ狋２（ ）２ ，狋狊

２
＝ 犜０＋

δ狋２（ ）２ ．

然后经过上层分裂后的波形表达式为：

狌犳１（狋）＝ｃｏｓΔθ（ｃｏｓθ２狌Ｎ（狋－狋犳２犳１）＋ｓｉｎθ２狌Ｅ（狋－狋犳２犳１））

　－ｓｉｎΔθ（ｓｉｎθ２狌Ｎ（狋－狋狊
２犳１
）－ｃｏｓθ２狌Ｅ（狋－狋狊

２犳１
）），
（１２）

狌狊
１
（狋）＝ｓｉｎΔθ（ｃｏｓθ２狌Ｎ（狋－狋犳２狊１）＋ｓｉｎθ２狌Ｅ（狋－狋犳２狊１））

　＋ｃｏｓΔθ（ｓｉｎθ２狌Ｎ（狋－狋狊
２
狊
１
）－ｃｏｓθ２狌Ｅ（狋－狋狊

２
狊
１
）），
（１３）

其中Δθ＝θ１－θ２，且今狋犳２犳１ ＝ 犜０－
δ狋２
２
－
δ狋１（ ）２ ，

狋犳２狊１ ＝ 犜０－
δ狋２
２
＋
δ狋１（ ）２ ，狋狊

２犳１ ＝ 犜０＋
δ狋２
２
－
δ狋１（ ）２ 和

狋狊
２
狊
１
＝ 犜０＋

δ狋２
２
＋
δ狋１（ ）２ ．

如果一个完整波形的周期小于分裂的时差，那

么经过两次分裂后，会观测到四个独立分开的波．但

由于实际上地层是弱各向异性的，且对于远震数据

来说，产生的延迟时间远远小于地震波的周期，所以

四个分裂波形最终混叠在一起，在地震记录上显示

为一个复杂的波形．仅通过观察波形的特征，无法确

定是否经过多次分裂，对比公式（２）和（９）可以得到

下面的等式（Ｓａｖａｇｅ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３）：

　犓Γａ（θａ，δ狋ａ）·狆^＝Γ１（θ１，δ狋１）·Γ２（θ２，δ狋２）·狆^，

（１４）

因为分裂算子是一个正交矩阵，所以引入复标量

犓，使得当延迟时间为任何值时，都满足 犓 ＝１．

可见Γａ（θａ，δ狋ａ）是Γ１（θ１，δ狋１）和Γ２（θ２，δ狋２）的函数，

令α犻 ＝２犻和犻＝ωδ狋犻／２，其中犻＝１，２．这时θａ和

δ狋ａ可以分别用αａ和ａ表示：

ｔａｎαａ＝
犪
２

狆
⊥
＋犆

２

ｓ

犪狆
⊥
犪狆＋犆ｓ犆ｃ

， （１５）

ｔａｎａ＝
犪狆

⊥

犆ｓｃｏｓαａ－犆ｃｓｉｎαａ
＝

犆ｓ
犪狆ｓｉｎαａ－犪狆

⊥
ｃｏｓαａ

，

（１６）

其中

　犪狆 ＝ｃｏｓ２ｃｏｓ１－ｓｉｎ２ｓｉｎ１ｃｏｓ（α１－α２）， （１７）

　犪狆
⊥
＝－ｓｉｎ２ｓｉｎ１ｓｉｎ（α１－α２）， （１８）

　犆ｃ＝ｃｏｓ２ｓｉｎ１ｃｏｓα１＋ｃｏｓ１ｓｉｎ２ｃｏｓα２， （１９）

　犆ｓ＝ｃｏｓ２ｓｉｎ１ｓｉｎα１＋ｃｏｓ１ｓｉｎ２ｓｉｎα２． （２０）

通过网格搜索 （θ１，δ狋１，θ２，δ狋２），计算理论 （θａ，

δ狋ａ），该测量结果是方位角的函数，当将实际的两次

分裂视为一次时，测量结果随方位角成π／２周期变

化（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Ｓａｖａｇｅ，１９９４）．

１．２．１　剥去法

在两次分裂情况中，当去掉上层各向异性影响

后，剩余 的分 裂特征反映 了下 层的 各 向 异 性

（Ｋａｎｅｓｈｉｍａ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２）．所以已知上层各向

异性特征的基础上，确定其分裂算子的逆为Γ
－１

１
（θ１，

δ狋１），在公式（９）的基础上进行角度旋转和时间延迟

校正，经过下层分裂后的波形表达式为：

Γ
－１

１
（θ１，δ狋１）·狌ｓ（ω）＝狑（ω）ｅｘｐ［－ｉω犜０］Γ２（θ２，δ狋２）·狆^

（２１）

并通过公式（１０）和（１１）旋转到径向和切向方向，在

时间域为：

　　　狌Ｒ（狋）＝ｃｏｓ２狌犳２（狋）－ｓｉｎ２狌狊２（狋）， （２２）

　　　狌Ｔ（狋）＝－ｓｉｎ２狌犳２（狋）－ｃｏｓ２狌狊２（狋）， （２３）

其中２ 为下层快波方向θ２ 与径向方向的夹角．构

建最小切向能量法和最小特征值法的目标函数，当

取极小值时的参数 （θ２，δ狋２）为最佳的下层各向异性

测量结果．

１．２．２　反演法

反演法是在等效单层测量法基础上的一种扩

展，即同时对四个分裂参数 （θ１，δ狋１）和（θ２，δ狋２）进

行网格搜索，使目标函数取极小值（?ｚａｌａｙｂｅｙａｎｄ

Ｓａｖａｇｅ，１９９４）．将分裂后的波形旋转到径向和切向

方向，时间域的表达式为：

狌Ｒ（狋）＝ｃｏｓ１狌犳１（狋）－ｓｉｎ１狌狊１（狋）， （２４）

　　狌Ｔ（狋）＝－ｓｉｎ１狌犳１（狋）－ｃｏｓ１狌狊１（狋）， （２５）

其中１为上层快波方向θ１与径向方向的夹角，通过

公式（１２）和（１３）可知，狌犳１（狋）和狌狊１（狋）也是（２，δ狋２）

的函数．当目标函数取极小值时，对应的参数 （θ１，

δ狋１，θ２，δ狋２）为最佳的两层各向异性测量结果．

２　理论测试

２．１　建立理论模型

针对各向异性特征随深度变化的介质，可以通

过建立两种理论模型测试不同计算方法的有效性．

第一种模型的顶、底层分裂特征不一样，层中的各向

异性特征缓慢变化；第二种模型存在独立的多层各

向异性特征．对满足射线定理的长周期波形（本文观

测的ＳＫＳ震相）来说，第一种模型可以看成具有若

干分层的第二种模型，其中整体的延迟时间δ狋ａ与层

８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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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狀存在倒数关系：δ狋ａ≈１／槡狀（Ｒüｍｐｋｅｒ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

１９９８）．大部分岩石圈各向异性的研究结果证明其强

度大约在１ｓ左右（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６），此时利用长周期

波形，第一种模型可以用第二种模型来代替．最终本

文将理论模型用第二种模型来表示，设为半无限各

向同性空间之上的两层：上层的厚度为５６ｋｍ，各向

同性时的横波速度为３．５０ｋｍ·ｓ－１；下层的厚度为

３６ｋｍ，各向同性时的横波速度为４．５０ｋｍ·ｓ－１；上

层的顶部是一个自由界面．在测试过程中，假设上、

下层为各向异性介质，改变分裂参数的大小，得到许

多不同的两层各向异性模型．参数设置为：快波方向

都在０°～１７０°范围内变化，以１０°为间隔；上层和下

层的延迟时间分别在０．００～１．００ｓ和０．００～２．００ｓ

范围内变化，以０．１０ｓ为间隔，所以一共有１８×２１×

１８×１１＝７４８４４个模型，可分成三大类：各向同性、一

层各向异性和两层各向异性．第三类模型中有两种

特殊的情况：两层快波方向相互垂直，当各向异性强

度互相消减时，体现为一层各向异性特征（模型Ｅ

和Ｇ），当强度刚好抵消时，体现为各向同性特征（模

型Ｆ）．分别选取具有代表性的８个理论模型（如图

２），用于测试不同方法的有效性．

为了模拟远震ＳＫＳ波在地球内部的传播路径，

首先生成一个周期为１０ｓ的雷克子波，时间采样间

隔为０．００５ｓ．让其垂直从下往上穿过理论模型，在

上层顶部被接收．由于ＳＫＳ波经过了地核，所以初

始极化方向可以近似为方位角方向，于是把讨论初

始极化方向对分裂结果的影响，转成研究入射方位

角对各向异性的影响．文中设定了不同的入射方位

角，范围为０°～１７５°，以５°为间隔，每个理论模型能

记录到３６个不同方向入射的三分量数据．以两层各

向异性模型Ｈ为例，理论雷克子波分别以６０°和４５°

方位角依次通过下层和上层分裂后的波形如图３ａ

和图３ｂ．为了更加真实的模拟实际观测数据，在两

次分裂后的水平分量上加入随机噪声．本文采用两

种噪声水平，经过０．０２～０．２Ｈｚ频带范围滤波后，

分别生成了低信噪比和高信噪比数据（图３ｃ）．在低

信噪比数据中，径向和切向分量的信噪比大约在

７～１３和２～４之间；在高信噪比数据中，径向和切向

分量的信噪比大约在１３～２０和７～１３之间．

２．２　测试三种方法的可行性

网格搜索的快波方向在０°～１７９°之间，间距为

１°；延迟时间的搜索范围，一层和剥去法在０．００～

４．００ｓ之间，而反演法的上层和下层分别在０．００～

１．５０ｓ和０．００～２．５０ｓ之间，间距都为２倍数据采

样间隔（０．０１ｓ）．先在无噪声情况下对单方位角数

据进行测量，由于通过各向同性介质后没有产生分

裂或者两次分裂相互抵消，原始切向能量的大小已

经在极小值范围内，所以无法通过搜索极小值方法

得到与理论模型一致的分裂参数．在等效一层各向

异性介质的假设条件下（图４ａ），除了当入射方位角

靠近下层快波方向和其垂直方向时计算结果不稳定

外，各向同性和一层模型的测量结果与模型参数一

致，不随方位角变化．两层模型中，只有模型 Ｈ的分

裂参数随方位角呈现π／２周期变化，这与两层各向

异性被当成一层进行测量的特征一致（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ｄ

Ｓａｖａｇｅ，１９９４）．特殊两层模型Ｅ、Ｇ和Ｆ的测量结

果，也分别与一层和各向同性模型一样．在两层各向

异性的假设下，剥去上层分裂特征后，对剩余波形的

测量结果与模型的下层分裂参数一致（图４ｂ）．但是

模型Ａ和模型Ｂ属于各向同性介质，所以无法确定

快波的方向．同时反演４个分裂参数时，一层模型

Ｂ、Ｃ和Ｄ的结果一样，都认为上层为各向同性，分

裂强度都集中在下层，无法准确测量每一层的分裂

特征，因为这种情况下无法区分各向异性在两层中

图２　 一共建立了７４８４４个理论模型，可分成三大类：各向同性、一层各向异性和两层各向异性模型

Ｆｉｇ．２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７４８４４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ｏｎｅ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ｔｗｏｌａｙ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９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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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当一个周期为１０ｓ的雷克子波，从方位角分别为６０°或４５°方向穿过模型 Ｈ的下层，发生分裂生成径向（实
线）和切向（点线）波形，以及两水平分量的质点振动图；（ｂ）产生分裂的Ｓ波经过上层再次分裂，以及质点振动图；（ｃ）

对理论数据加入随机噪声，生成高信噪比数据

Ｆｉｇ．３　（ａ）ＷｈｅｎａＲｉｃｋｅｒｗａｖｅｌｅｔｗｉｔｈ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１０ｓ，ｃｏｍｉｎｇｆｒｏｍ６０°ｏｒ４５°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ｔｒａｖｅｌ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ａｙｅｒｏｆｍｏｄｅｌＨ，ｉｔｓｐｌｉｔｓｉｎｔｏｒａｄｉａｌ（ｓｏｌｉ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ｄｏｔｔｅ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ａｒｒｉｖａｌ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ｂ）ＴｈｅｓｐｌｉｔＳｗａｖ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ａｓｔｈｅｙ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ｔｈｅｕｐｐｅｒ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ｌａｙｅｒ．Ｉ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ｉｓａｌｓｏ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ｃ）Ｒａｎｄｏｍｎｏｉｓ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ｄｄ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ａ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ＳＮＲ）

图４　无噪声时，不同测量方法得到的单个反方位角数据结果．空心表示无分裂特征，

两垂直灰色轴表示当反方位角靠近下层快波或慢波方向的范围

（ａ）等效单层测量法的结果用正方形表示；（ｂ）剥去法计算的下层结果，用圆圈表示；

（ｃ）反演法计算的下、上层结果分别用圆圈和三角形表示．

Ｆｉｇ．４　Ｕｎｄｅｒｎｏｉｓｅｆｒｅ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ｂａｃｋａｚｉｍｕｔｈ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ｐｅｎ

ｓｙｍｂｏｌｓｍｅａｎｎｏ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ｅ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Ｔｈｅｔｗｏ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ｇｒｅｙｂａｒｓｒｅｆｅｒｔｏｔｈｅｂａｃｋａｚｉｍｕｔｈｓｃｌｏｓｅｔｏｔｈｅｆａｓｔｏｒｓｌｏ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ａｙｅｒ
（ａ）Ｓｑｕａｒ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ｏｎｅｌａｙ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ａｙｅ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ｏｐｌａｙｅｒｓｔｒｉｐｐｉｎｇｏｆｆｍｅｔｈｏｄ；

（ｃ）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ｎ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ｒｅｆｅｒ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ｌａｙｅ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０９８２



　８期 左佳卉等：利用多层横波各向异性测量方法计算两层介质的分裂参数

的分布（图４ｃ）．当两层模型的理论分裂参数存在明

显差别时（模型 Ｈ），测量结果与理论模型一致性较

好，特殊的两层模型Ｅ、Ｇ和Ｆ同一层各向异性和各

向同性模型的测量结果一样．

综合所有方位角数据，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综

合测量的结果与单方位角相同，与模型一致性好．总

的来说，当准确估计上层分裂参数时，剥去法适用于

任何模型；而反演法只适用于两层各向异性不一样

的模型，对两层分裂特征差别不明显的模型，无法约

束各向异性特征在两层中的分布．

表１　综合所有方位角数据，三种测量方法对

８个理论模型的各向异性计算结果（无噪声）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犫犻狀犻狀犵狋犺犲犱犪狋犪犳狉狅犿犪犾犾犫犪犮犽犪狕犻犿狌狋犺狊，

狋犺犲狊狆犾犻狋狋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狊犪狉犲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犲犱犳狉狅犿狋犺狉犲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狊犳狅狉犲犻犵犺狋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犿狅犱犲犾狊（犳狉犲犲狀狅犻狊犲）

模型
等效单层

测量法
剥去法

反演法

下层 上层

Ａ ０°／０．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Ｂ ３０°／１．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３０°／１．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Ｃ ３０°／１．００ｓ ３０°／１．００ｓ ３０°／１．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Ｄ ３０°／１．００ｓ ３０°／０．５０ｓ ３０°／１．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Ｅ ３０°／１．００ｓ ３０°／１．５０ｓ ３０°／１．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Ｆ ０°／０．００ｓ ３０°／１．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Ｇ １２０°／１．００ｓ ３０°／０．５０ｓ １２０°／１．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Ｈ １２°／１．１９ｓ ４０°／１．００ｓ ４０°／１．００ｓ ０°／１．００ｓ

２．３　噪声的影响

加入随机噪声后对单方位角数据的计算，等效

单层测量法和剥去法的结果与无噪声时大致相同．

而反演法的结果受噪声影响较大，以７５°单方位角

高信噪比切向波形为例，比较经过不同各向异性校

正后剩余能量的大小，评价不同方法之间的有效性．

相比原始切向分量，这三种测量方法都在一定程度

上消去了部分因分裂导致的能量（图５ａ）．通过方差

分析，首先估计的方差值都落在了９５％的置信区间

内（图５ｂ）．然后不管是经过等效单层还是两层测量

法的校正，方差都比原始波形的小，且估计值的波动

范围更窄．而两层测量法对应的方差比一层法的小，

说明当实际存在两层各向异性介质时，在两层假设

条件下的测量结果更有效．最后通过假设检验，发现

用反演法和已知上层各向异性后的剥去法，对模型

的分裂参数进行计算，结果的可靠程度一样．

表２　综合所有方位角数据，三种测量方法

对８个理论模型的各向异性计算结果（噪声）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犫犻狀犻狀犵狋犺犲犱犪狋犪犳狉狅犿犪犾犾犫犪犮犽犪狕犻犿狌狋犺狊，

狋犺犲狊狆犾犻狋狋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狊犪狉犲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犲犱犳狉狅犿狋犺狉犲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狊犳狅狉犲犻犵犺狋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犿狅犱犲犾狊（狀狅犻狊犲）

模型
等效单层

测量法
剥去法

反演法

下层 上层

Ａ ０°／０．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Ｂ ３０°／０．９８ｓ ９５°／０．０１ｓ ９４°／０．１５ｓ ２７°／１．０７ｓ

Ｃ ３０°／０．９６ｓ ３０°／０．９６ｓ ４０°／０．３８ｓ ２５°／０．６０ｓ

Ｄ ３０°／０．９６ｓ ２９°／０．４８ｓ ２７°／０．２０ｓ ２８°／０．７７ｓ

Ｅ ３１°／１．００ｓ ３０°／１．５１ｓ ３０°／１．８４ｓ １１８°／０．８７ｓ

Ｆ ０°／０．００ｓ ３０°／１．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０°／０．００ｓ

Ｇ １１９°／１．０１ｓ ３１°／０．５０ｓ １１８°／０．２７ｓ １２０°／０．７５ｓ

Ｈ １７°／１．４７ｓ ４０°／１．０３ｓ ４１°／０．９３ｓ ３°／１．０６ｓ

图５　（ａ）对高信噪比的理论雷克横波，比较校正前（点划线）和利用等效单层测量法（虚线）、剥去法（点线）和反演

法（实线）校正后的切向波形；（ｂ）估算校正后的剩余波形方差及其置信区间（置信度为９５％）；（ｃ）假设检验的结果

Ｆｉｇ．５　（ａ）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ｕ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ｏｆａＲｉｃｋｅｒ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ｗｉｔｈａｈｉｇｈ

ＳＮＲ（ｄａｓｈｄｏｔ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ｏｎｅ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ｏｎｅｌａｙｅｒ（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ｔｏｐｌａｙｅｒｓｔｒｉｐｐｉｎｇｏｆｆ
（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ｂ）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ｅａｃｈ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ｗｉｔｈｉｎ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ｃ）Ｎｕｌｌ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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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所有入射方位角数据，剥去法的结果综合

已知的上层各向异性，用公式（Ｓａｖａｇｅ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

１９９３）分别换算成随方位角变化的一对分裂参数

（θａ，δ狋ａ），取周期为１０ｓ，由于均匀分布的方位角，

所以在不同信噪比水平下，下层分裂参数都与理论

模型较一致（图６ａ）．同样反演法测量的结果用公式

换算，当数据的信噪比较高时，分裂参数能较准确的

反映模型的两层分裂特征，但是当信噪比较低时，随

方位角变化的曲线偏离理论模型分裂特征（图６ｂ），

这说明反演法的抗噪性没有剥去法好（Ｚ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张建利等，２０１７）．所以只针对高信噪比

数据，三种测量方法的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剥去法

和反演法的结果能较好的反映理论模型的各向异性

参数．虽然存在噪声影响，但是若数据的信噪比较

高，且方位角覆盖范围广泛，计算的结果能有效的反

映实际地层的各向异性特征．

２．４　测试方位角分辨率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事件和台站的位置，以及噪

声等等因素，使数据的方位角分布不可能如理论波

形一样广泛．同时为了提高信噪比，增加测量结果的

可靠程度，常常会综合多个方位角数据来进行测量．

由以上的讨论可知，单方位角数据的反演结果受噪

声影响较大，而全方位角数据的测量结果又比较可

靠，所以分析不同方位角范围内的反演结果是否稳

定可靠尤为重要．以模型 Ｈ 为例，由于等效单层测

量法的结果随方位角呈π／２周期变化，所以只需考

虑一半的方位角范围．把临近的５个方位角波形看

成一组部分方位角数据（１７０°～１０°），利用剥去法和

反演法分别计算分裂参数．然后以顺时针１０°为间

隔进行移动，对下一组部分方位角数据（０°～２０°）做

同样的计算，这样一共有９组部分方位角数据．图７

显示了剥去法和反演法计算的下层各向异性结果，

把每个区间的中间位置当成入射方位角．在不同的

方位角范围内，剥去法测量的各向异性结果变化小，

与模型Ｈ的下层参数４０°／１．００ｓ较一致．而反演法

的计算结果变化较大，说明该方法的适应能力十分

依赖于方位角的分布（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张建利

等，２０１７）．当方位角的范围在１７０°～４０°内时，剥

去法和反演法的计算结果较一致；当方位角的方

向在等效单层测量结果趋近于平稳的范围内时

（５０°～７５°），反演的结果与剥去法的偏离较大．综

上可知，当数据的入射方位角在两层快波分裂参

数之间时，反演结果比较可靠．而等效单层测量法

的结果变化剧烈，这主要与切向分量随方位角变

化剧烈有关（图８），有时会显示弱各向异性特征

（如图８中ｂａｚ＝１５°）．

图６　比较所有反方位角数据在高信噪比（实线）和低信噪比（点线）的测量结果

（ａ）剥去法测量得到的下层和已知的上层各向异性，并用一对分裂参数表示随反方位角的变化趋势；

（ｂ）同样反演法测量的岩石圈各向异性结果，换算成一对分裂参数

Ｆｉｇ．６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ｌｏｗ（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ＮＲｄａｔａ

（ａ）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ａｙｅｒ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ｏｐｌａｙｅｒｓｔｒｉｐｐｉｎｇｏｆｆ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ｋｎｏｗｎｕｐｐｅｒｌａｙｅｒ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ｒｅｗｒｉｔｔｅｎａｓａｎ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ｐａｉ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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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在窄方位角的分布（２０°）情况下，比较剥去法（实心点）和反演法（空心点）对下层的测量结果．以灰色区域为例，

把临近方位角（１７０°、１７５°、０°、５°和１０°）的数据看成第一组，将计算结果显示在中心方位角（０°）上．同样地，第二组数据

的方位角整体以１０°为间隔顺时针移动（０°、５°、１０°、１５°和２０°）．于是从１７０°～９０°一共有９组部分方位角数据

Ｆｉｇ．７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ａｙｅｒ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ｐｌａｙｅｒｓｔｒｉｐｐｉｎｇｏｆｆ（ｓｏｌｉｄｄｏｔｓ）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ｐｅｎｄｏ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ｉｔｈ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ｃｋ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ｄａｔａ（２０°ｉｎｗｉｄｔｈ）．Ｔａｋｅｔｈｅｇｒｅｙｒｅｇｉｏｎｆｏｒ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ｆｉｖｅｄａｔａ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ｂａｃｋａｚｉｍｕｔｈ（１７０°，１７５°，０°，５°ａｎｄ１０°）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ａ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ｂａｃｋａｚｉｍｕｔｈ（０°）．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ｇｒｏｕｐ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ｄａｔａｓｈｏｗｉｎｇｂａｃｋａｚｉｍｕｔｈ（０°，５°，１０°，１５°

ａｎｄ２０°）ｗｉｔｈ１０°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ｓｈｉｆ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ｎｅ．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ｏｔａｌ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ｉｎ１７０°～９０°ｂａｃｋａｚｉｍｕｔｈｒａｎｇｅ

图８　以径向（实线）和切向（虚线）波形为例

Ｆｉｇ．８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ｌ（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

３　实际数据

通过理论测试，发现一层和两层测量法，在不同

的条件下都能有效的计算模型分裂参数．特别针对

两层各向异性不同的模型，详细讨论了方位角分布

对反演结果的影响，现将这些方法应用到实际各向

异性地层中．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青藏高原岩

石圈内物质向东挤出，由于受到稳定的扬子板块阻

挡，一部分物质向东南方向流动．青藏高原东南缘地

区的构造运动非常活跃和复杂，地表高程变化大，例

如云南中部地区平缓的地势，以及龙门山断裂带区

域强烈的高程差．对高原东南缘形变特征的研究，主

要的争论点是物质向东逃逸的方式，目前主要分为

两大端元，即“下地壳流模型”（Ｒｏｙｄ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和“块体挤出模型”（Ｍｏｌｎａｒａｎｄ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１９７８）．

“下地壳流模型”认为地壳增厚的原因是下地壳物质

的堆积，造成了地表隆起（ＣｌａｒｋａｎｄＲｏｙｄｅｎ，２０００；

Ｋｉｒｂ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Ｃｌａｒ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块体挤

出模型”认为这种构造变形的原因是地块之间的相

互作用，形成了大型断裂带，且形变主要集中在块体

边界附近．哪一个模型更适合用来解释青藏高原东

南缘岩石圈内的形变呢？根据前人对红河断裂运动

的研究，发现两种模型同时存在的证据（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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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２卷　

ｅｔａｌ．，１９９０；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所以目前对

该区域岩石圈内的形变特征及形成过程仍存在很大

的争议．一些地球物理学家的研究表明，该地区地壳

横向厚度变化较大，中下地壳广泛分布低速层，且下

地壳相对较软（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低速层分布不均匀，可能

受大型断裂带分布的影响，局部存在低速层，但无

法连通（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所以证明“下地壳流”

是否存在，就成为解决岩石圈内部动力学问题的

关键．

Ｓｕｎ等（２０１２）收集了东南缘地区 Ｍｏｈｏ面的转

换Ｐｓ波，并利用接收函数法对１２个台站下方的地

壳各向异性进行了约束，发现若干台站的地壳各向

异性强度较大（平均为～０．５３ｓ）．说明当利用远震

ＳＫＳ波对这些台站下方岩石圈的各向异性进行测

量时，若按照通常的假设，忽略地壳对远震结果的影

响，认为其结果就代表了上地幔的各向异性，这显然

不符合实际地层的特征．于是本文考虑了东南缘岩

石圈内，可能存在地壳和上地幔两层各向异性的情

况，类比上述的理论模型，将上层视为地壳，下层视

为上地幔．对台站不同方位角的波形，先用等效单层

测量法和剥去法进行计算，然后对可能存在两层各

向异性的台站，用反演法再进行测量．由于剥去法须

已知台站下方地壳的各向异性特征，所以在Ｓｕｎ研

究结果的基础上，文中只对这１２个地壳各向异性约

束好的台站进行测量．

收集的事件从２００７年７月到２０１０年７月之

间，震级大于５．８，震中距在８５°～１２０°之间．通过

０．０５～０．５Ｈｚ的滤波后，选取的波形清晰，具有一

个完整周期的ＳＫＳ震相，没有受到后续ＳＫＫＳ波到

时的影响，且径向分量的信噪比大于３．１１个台站

叠加平均的等效单层测量法和剥去法的结果如图

９，具体的值见表３（台站ＳＣ．ＹＪＩ的测量结果不稳

定，未显示在图中）．等效单层测量结果的平均延迟

时间为０．５８ｓ，这与前人计算的平均延时（～０．５８ｓ）

一样（Ｌｅｖ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对比地壳各向异性的特征

和剥去后的分裂参数，发现区域内的两层各向异性

特征并不明显，大部分台站显示为一层分裂结果．四

川盆地边缘各向异性较弱，地壳和上地幔各向异性

强度变化较大，三个相邻台站的横向间距小于１５０ｋｍ，

这说明局部形变强烈．靠近龙门山断裂带（ＳＣ．

ＥＭＳ），地表地形复杂，高程横向变化大，地壳各向

异性明显，而盆地中部（ＳＣ．ＨＭＳ和ＣＱ．ＲＯＣ）由于

地形简单，没有经历大的地质构造作用，各向异性强

表３　１２个台站的各向异性测量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犛狆犾犻狋狋犻狀犵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狊犪狋１２狊狋犪狋犻狅狀狊

区域 台站名
等效单层

测量法
剥去法

地壳各向

异性

四川盆地 ＣＱ．ＲＯＣ １１６°／０．５５ｓ １２９°／０．５５ｓ ７１°／０．２４ｓ

四川盆地 ＳＣ．ＥＭＳ １２９°／０．１５ｓ ９０°／０．７０ｓ １７２°／０．７０ｓ

四川盆地 ＳＣ．ＨＭＳ １１６°／０．２５ｓ １３４°／０．４０ｓ ５４°／０．３２ｓ

高原东南缘ＳＣ．ＬＴＡ １０４°／０．６５ｓ １２０°／０．３５ｓ １０２°／０．６２ｓ

高原东南缘 ＳＣ．ＹＪＩ ７０°／１．３０ｓ ５４°／１．９５ｓ １２５°／０．９０ｓ

高原东南缘ＹＮ．ＨＥＱ １７３°／０．３０ｓ ６０°／０．３０ｓ １５９°／０．７０ｓ

高原东南缘ＹＮ．ＨＵＰ１２３°／０．３０ｓ ６６°／０．３５ｓ １４６°／０．５０ｓ

高原东南缘 ＹＮ．ＬＩＪ １６°／０．７５ｓ １１０°／０．３５ｓ ４°／０．８０ｓ

云贵高原 犢犖．犆犝犡 １２０°／０．５０狊 １０６°／０．７０狊 １７３°／０．４０狊

云南南部 ＹＮ．ＷＡＤ１２０°／０．５５ｓ １３３°／０．６５ｓ ５１°／０．３４ｓ

云南南部 ＹＮ．ＹＵＪ１１５°／０．９５ｓ １１３°／０．３０ｓ １１５°／０．５８ｓ

云南南部 ＹＮ．ＹＵＸ１０８°／０．７０ｓ ９４°／０．６０ｓ １６１°／０．２４ｓ

度较小．上地幔的各向异性特征较一致，快波方向大

致为西北东南向，说明四川盆地经历了稳定的形

变．高原东南缘地壳的各向异性较强（～０．７０ｓ），上

地幔延迟时间（～０．３４ｓ）对远震分裂的影响较小，

这时观察到的复合波形依次由上地幔分裂的快、慢

波产生的地壳分裂快波，以及上地幔分裂的快、慢波

产生的地壳分裂慢波组成．位于红河断裂附近的台

站ＹＮ．ＹＵＪ，地壳各向异性较强，快波方向与断裂

走向基本一致，说明地壳各向异性主要受断裂的影

响．位于云贵高原的台站ＹＮ．ＣＵＸ，接收函数计算

的地壳各向异性为南北向，剥去法计算的上地幔分

裂为东南向，相差近６７°，延迟时间相近，岩石圈的

各向异性呈现为两层特征．于是针对这个台站的数

据，再用反演法进行两层各向异性的测量．

经过上述的数据挑选后，台站 ＹＮ．ＣＵＸ一共

有３１个事件，主要来自于Ｔｏｎｇａ地区，方位角的分

布较窄，且与剥去法测量的上地幔快波方向接近．因

为反演法对数据的信噪比和方位角的分布范围较敏

感，所以为了增加方位角的分布范围，又添加了从

２０１０年７月到２０１５年９月的事件，经过同样的数

据处理．然后选取径向分量信噪比大于８的数据，以

提高反演结果的可靠性．最后一共得到２８个新老事

件，方位角的分布范围为１０７°～１４０°．图１０显示了

高信噪比数据的一层和两层各向异性测量结果随方

位角变化的趋势，数据的方位角分布在两层快波方

向之间，说明这些数据可以用反演法来估计台站下

方地壳和地幔的各向异性特征，任意取６个方位角

的高信噪比波形如图１１所示．反演的结果认为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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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图中显示青藏高原东南缘区域１１个台站的各向异性测量结果，轴的长度表示延迟时间的大小，

方向表示快波的极化方向

（ａ）每个台站叠加平均后的等效单层测量结果，用黑色表示；（ｂ）利用接收函数法测量得到的地壳各向异性，用红色表示；

剥去法计算的岩石圈地幔各向异性，用蓝色表示．

Ｆｉｇ．９　Ｍａｐ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１１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ｂａｒｓｒｅｆｅｒｔｏｔｈｅｆａｓ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ｌａｙｔｉｍ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Ｂｌａｃｋｂａｒｓｍｅ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ｏｎｅｌａｙｅｒ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ｆｏｒｅａｃ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Ｒｅｄｂａｒｓｍｅａｎｃｒｕｓｔ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ｌｕｅｂａｒｓｍｅａｎ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ａｎｔｌｅ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ｏｐｌａｙｅｒｓｔｒｉｐｐｉｎｇｏｆｆｍｅｔｈｏｄ．

图１０　对台站ＹＮ．ＣＵＸ计算的快波方向和延迟时间

比较等效单层（黑色点）和两层测量法的各向异性结果随方位角变化的趋势．蓝色曲线表示综合剥去法计算的岩石圈地幔各向异性和已

知的地壳各向异性，换算得到的一对等效单层各向异性参数．红色曲线表示利用反演法计算的岩石圈各向异性，换算得到的一对分裂参数．

Ｆｉｇ．１０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ａｓｔ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ｌａｙｔｉｍｅ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ＹＮ．ＣＵＸ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ｖａｒｙｉｎｇｗｉｔｈｂａｃｋａｚｉｍｕｔｈ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ｏｎｅｌａｙｅｒ（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ａｎｄｔｗｏｌａｙ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Ｂｌｕｅ

ｃｕｒｖｅｍｅａｎｓａｐａｉ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ａｎｔｌｅ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ｏｐｌａｙｅｒｓｔｒｉｐｐｉｎｇｏｆｆ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ｋｎｏｗｎｃｒｕｓｔ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Ｒｅｄｃｕｒｖｅｍｅａｎｓａｐａｉ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的各向异性为１７０°／０．３０ｓ，与接收函数计算的结果

（１７３°／０．４０ｓ）接近；岩石圈地幔的各向异性为１１０°／

０．７０ｓ，这与剥去法得到的结果（１０６°／０．７０ｓ）接近．

同样将两层测量法计算的结果用公式（Ｓａｖａｇｅ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３）分别换算成一对分裂参数 （θａ，δ狋ａ），

剥去和反演法随方位角变化的曲线与单方位角等效

单层的测量结果拟合得较好．说明利用剥去法和反

演法计算的地壳和岩石圈地幔分裂参数符合实际地

层的各向异性特征．

４　岩石圈的形变特征

青藏高原东南缘是物质流动的通道，而且该地

区的构造运动极其活跃和复杂．从岩石圈的各向异

性测量结果可以看出：２６°Ｎ以北区域，岩石圈的形

变特征主要由地壳的各向异性贡献，快波方向主要

为南北向；以南区域，岩石圈地幔的各向异性特征增

强，快波方向主要呈东南偏东方向，地壳分裂影响可

５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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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以台站ＹＮ．ＣＵＸ观测的６个方位角ＳＫＳ波形为例，径向和切向分量分别用实线和虚线表示

Ｆｉｇ．１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ＳＫＳ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ＹＮ．ＣＵＸｆｒｏｍ６ｂａｃｋａｚｉｍｕｔｈ．

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ｓｏｌｉｄａｎ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以忽略不计．由北往南，地壳各向异性强度逐渐减

小，而岩石圈地幔的分裂强度逐渐增大．这可能与地

壳厚度横向变化大有关，在北部大约为５０～７０ｋｍ，

而在南部大约为２０～４０ｋｍ；同时岩石圈地幔厚度

也从北往南由薄变厚．

通常地壳的各向异性主要来自于上地壳，由于

定向排列的裂缝或者变质岩常常分布在大型断裂带

附近，并且其各向异性的强度对ＳＫＳ分裂的影响不

可忽略（姚陈等，２０１６）．同时根据前人利用接收函数

对２６°Ｎ以北的地壳，计算得到了较高的犞Ｐ／犞Ｓ 比

值，说明下地壳可能存在铁镁物质．而且定向排列的

斜长石可以产生６％的各向异性，所以认为高原东

南缘较强的地壳各向异性主要来自中下地壳，且测

量的快波方向指示了物质流通方向（Ｓｕ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岩石圈上地幔呈现弱各向异性特征，原因除

了厚度较薄之外，还可能与垂直形变有关（Ｙａ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由于俯冲角度较小的印度板块在欧亚

板块下引起的东南向拐角流，受到冷却且稳定的四

川盆地阻挡后，形成向下的垂直形变．此时利用

ＳＫＳ震相观测不到明显的分裂特征．同时一部分原

有的岩石圈地幔物质被转移，然后被部分增厚的下

地壳物质所取代，使地壳在增厚的过程中，岩石圈地

幔厚度逐渐减薄．下地壳可能存在强各向异性的软

弱物质，说明地壳内和上地幔的应力应变不能很好

进行传递，并且岩石圈内动力学特征的差异也能说

明该地区具有“下地壳流模型”的特点．

云南南部没有像四川盆地一样的阻挡，地壳内

部形变减小，同时地表高程变化缓慢，厚度逐渐减

薄，此时不能完全排除软流圈对地幔各向异性的贡

献．上地幔受到了稳定的且近东西向的拉张应力作

用，可能与远场的俯冲系统有关，即西边的印度—缅

甸俯冲系统的向西板块回撤作用，东边的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俯冲系统的向东板块回撤作用．特别是

缅甸俯冲板片在靠近缅甸弧区域以大角度向东俯冲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穿过了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在过渡带

内继续向东延伸可至小江断裂附近（ＬｅｉａｎｄＺｈａｏ，

２０１６）．根据前人对２６°Ｎ以南地区的层析成像反演

研究，可知地表至大约２００ｋｍ深度广泛存在连通

的低速异常区，被认为是俯冲板片在地幔楔中引起

的拐角流，以及深部板片的变质脱水作用的共同结

果．例如腾冲火山的主要形成原因是上涌的地幔过

渡带热物质，以及发生于２００３年震级为６．２的大姚

地震也与印度俯冲板片的变质脱水作用有关（Ｌｅ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５　结论

在Ｓｉｌｖｅｒ和Ｃｈａｎ（１９９１）的等效单层测量法基

６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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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推导了剥去法和反演法的各向异性测量公式，

并对它们进行了理论测试．针对不同的模型，剥去和

反演法都能较可靠的计算理论模型的分裂参数．对

单方位角数据来说，相比剥去法的结果，反演法受噪

声影响较大；当方位角数据分布广泛时，这两种方法

的计算结果都比较可靠．为了更好的模拟实际观测

情况，讨论了不同方位角范围对反演结果的影响．发

现反演法只有当入射方位角在两层快波方向之间

时，估算的结果与理论模型参数较一致，说明在很大

程度上也受方位角分布范围的影响．

将等效单层和两层测量方法对实际ＳＫＳ波记

录的各向异性进行计算，我们的结果对青藏高原东

南缘岩石圈内的垂向形变特征进行了更详细的研

究．大部分台站的结果呈现一层各向异性特征，但是

位于云贵高原的台站ＹＮ．ＣＵＸ，一层分裂参数随方

位角的变化趋势显示为两层各向异性特征．然后用

反演法计算该台站下方岩石圈的各向异性，结果与

剥去法的较一致，支持了该区域内岩石圈的“下地壳

流”动力学模型的观点．

总的来说从北往南，岩石圈地幔的各向异性变

化不一样．东南缘的形变主要来自增厚的下地壳，受

垂直形变的影响，岩石圈地幔厚度减薄，且ＳＫＳ观

测为弱各向异性特征．云南南部逐渐减薄的地壳对

ＳＫＳ分裂的贡献小，强烈的上地幔形变受东西向拉

张应力的作用，可能包括了受缅甸俯冲板片影响的

软流圈形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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