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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程函方程与三维速度模型的中国东北地区

地幔过渡带接收函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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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东北地区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ｒａｙ记录到的４５５０５条接收函数，结合该区域最新三维速度模型，采用快

速行进法求解程函方程，计算了ＰＳ转换波相对走时，并通过共转换点叠加成像方法获得了该地区下方地幔间断

面起伏情况．结果显示，在长白山—五大连池连线一带东西约３００ｋｍ，南北约９００ｋｍ的狭长形区域内，６６０ｋｍ间

断面下陷幅度达２０～４０ｋｍ．其结构可细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更为狭窄且与日本海沟走向一致，对应于从日本海

沟俯冲的太平洋板块在地幔过渡带的滞留区；北部对应于从千岛海沟俯冲的太平洋板块在地幔过渡带的滞留区．

同时，在长白山西部，存在与长白山—五大连池下陷区形状类似的南北向狭长形抬升区，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抬升幅度

约为１０ｋｍ，显示俯冲太平洋板块只延伸至松辽盆地东侧；而在盆地西侧，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下陷区可能与该地区岩

石圈拆沉有关．同时，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在松辽盆地—渤海一带，以及长白山火山西南和东北方向存在明显的下陷区；

另外，在阿巴嘎及阿尔山也有小范围的下陷区．所有这些下陷区，均与地表新生代火山活动区／拉伸区有很好的对

应关系，表明这些地表构造与深部热物质上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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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国东北地区位于欧亚板块东缘，中朝块体和

西伯利亚地台之间，西北部与中亚造山带相连，西南

部与华北克拉通相接，东临日本海．受构造运动及俯

冲板块的影响，该地区地质历史复杂，经历了蒙古—

鄂霍次克洋的张开与闭合，古亚洲洋的关闭，阿穆尔

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的碰撞，太平洋板块俯冲等地

质历史事件，以盆地山脉相间的形式为主，形成了

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中部的松辽盆地，西部的大兴

安岭以及东南部的长白山山脉（杜晓娟等，２００９；

ＺｈｏｕａｎｄＷｉｌｄｅ，２０１３）．早白垩时期，东北地区经历

了大规模的地壳拉张运动，开始形成大量的断陷盆

地，并伴随火山活动．晚白垩纪以来，该地区发育了

大量的火山活动（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Ｃ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生代火山岩主要是碱性玄

武岩，火山活动以零星偶发为主（ＦａｎａｎｄＨｏｏｐｅｒ，

１９９１；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广泛分布于盆地边缘与山

脉中，包括长白山火山群、五大连池火山群、阿尔山

火山群和阿巴嘎火山群等（刘嘉麒，１９９９）（图１ａ）．

研究该区域的地幔结构，可为该地区上下地幔之间

的动力学关系，俯冲板块的现状和火山起源等科学

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对于该地区新生代火山活动，普遍认为与太平

洋板块的俯冲有一定的关系，但对板内火山活动起

源的详细机制，仍然存在着争议．通过不同的观测资

料和研究方法，前人给出了该地区新生代火山形成

原因的几种观点．全球和区域层析成像结果显示（如

Ｆｕｋａ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Ｂｉｊｗａａ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Ｚｈａｏ，

２００４；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６），中国东北地区下方，

地幔过渡带中存在近水平延伸约１５００ｋｍ的地震

波高速异常体，被解释为在地幔过渡带中滞留的俯

冲板块；很多研究者（如Ｌｅｉ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ｏ，２００６；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Ｄ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Ｌｉａｎｄ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２０１０；Ｗｅ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５；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认为长白山火山

与滞留在地幔过渡带内的太平洋板块脱水造成的物

质在“大地幔楔”中上涌有关；Ｔａｎｇ等（２０１４）则认为

太平洋滞留板块存在“空缺”，来自下地幔的热物质

沿着“空缺”上涌是长白山火山的深部动力学机制，

该观点也受到一些研究结果的支持（Ｌｉ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另外，Ｚｏｕ等（２００８）认为

俯冲板块在地幔过渡带内的停滞堆积，可能驱动软

流圈上涌至浅部导致减压熔融；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６）认

为五大连池和阿尔山火山的活动可能是地幔岩石圈

６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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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拆沉造成软流圈物质上涌所引起的，同时指出在

阿巴嘎火山群附近可能存在小型地幔柱．

地幔内部在全球尺度存在两个地震波速度和密

度发生快速跃变的间断面，其全球平均深度约为

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因此被称为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两个间断面间的地幔被称为是上下地幔的

地幔过渡层或地幔过渡带．通常认为４１０ｋｍ间断

面是由地幔中矿物橄榄石到瓦兹利石，６６０ｋｍ间断

面是由林伍德石到布里奇曼石与镁方铁石的高温高

压相变所致（ＫａｔｓｕｒａａｎｄＩｔｏ，１９８９；Ｈｅｌｆｆｒｉｃｈａｎｄ

Ｗｏｏｄ，２００１；周春银等，２０１０）．由于与４１０ｋｍ 和

６６０ｋｍ两个地幔间断面相关的相变分别具有正的

和负的克拉伯龙斜率（Ｉｔｏａｎｄ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１９８９），在

温度低于周围地幔的区域，４１０ｋｍ间断面深度将会

变浅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深度则会变深，形成增厚的

地幔过渡带；在温度高于周围地幔的区域，情况则正

好相反．由于地幔物质相变对温度的依赖性，可以通

过测量这两个间断面深度起伏及地幔过渡带厚度

（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深度差）的横向变化，

约束地幔过渡带内的低温（如板块俯冲区域）与高温

（如热物质上涌区域）结构的分布．

地震学探测是认识地球深部结构、物质组成和

动力学过程的重要手段．对于地球内部间断面结构

的研究，主要依靠间断面处体波的折射、反射以及震

相转换等信息，其中，接收函数是获取间断面深度最

有效的方法之一．前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接收函数

研究工作中（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ＬｉａｎｄＹｕａｎ，

２００３；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Ｔ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Ｚ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杨凡等，２０２１），由于使用的方法和参考速

度模型不同，导致各项研究获得的间断面深度与过

渡带厚度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例如Ｌｉ和Ｙｕａｎ（２００３）

与Ａｉ等（２００３）发现在长白山火山下方６６０ｋｍ间断

面有２０～３０ｋｍ的下陷，而在其西侧下陷程度明显

减小；Ｌｉｕ等（２０１５）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同时在东北

地区北部得到了大范围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略微下陷区

和长白山火山群以西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局部抬升的成

像结果；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６）同样发现了长白山火山下

方和西侧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下陷和局部抬升的结构特

征，但在北部没有发现大范围的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下

陷迹象．在进行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接收函数

成像时，通常采用共转换点（Ｃｏｍｍ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ｏｉｎｔ，

ＣＣＰ）叠加方法（ＤｕｅｋｅｒａｎｄＳｈｅｅｈａｎ，１９９７；Ｚｈｕ，２０００；

Ｇｉｌｂ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３）．为了获得高质量的地震图像，则

需要一个相对准确的三维速度参考模型，采用一种

既高效又准确的方法计算地震波在三维模型中的走

时．目前，大多数研究采用一维射线路径走时校正算

法，即首先利用一个一维参考速度模型进行射线追

踪，计算一维射线路径，然后计算三维速度模型在一

维路径中走时扰动的总和来获取近似的三维走时

（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在后文中，我们将简称该近似三维走时计算方法为

射线追踪校正法．当参考模型中存在较强速度异常

时，三维射线路径的影响就会变得十分明显，从而导

致射线追踪校正法计算走时的准确度大为降低．同

时，射线追踪校正法需要对每个接收函数进行射线

追踪与走时校正计算，计算效率较低．

本文采用了一种利用快速行进法（ＦａｓｔＭａｒ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ＦＭ法）求解程函方程的方法，以提高计算三

维模型中地震波传播时间的准确度和效率（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Ｓ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ＤｅＫｏｏ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ＧｕａｎａｎｄＮｉｕ，２０１８）．ＦＭ 法是采用有限差分法求

解程函方程，追踪走时变化（ＳｅｔｈｉａｎａｎｄＰｏｐｏｖｉｃｉ，

１９９９）．Ｇｕａｎ和Ｎｉｕ（２０１８）优化了利用ＦＭ 法计算

ＰＳ转换波相对走时的参数设置，并通过对一维与

三维合成模型的数值模拟计算，验证了该方法的高

效性．该方法考虑了三维路径效应的影响，提高了走

时计算的准确度；在计算过程中先求出台站下方目

标区域内Ｐ波与Ｓ波走时场，再根据台站与转换点

的地理位置进行插值运算，求取ＰＳ转换波相对走

时，从而提高了走时计算效率．Ｃｈｅｎｇ等（２０１６）在

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叠前偏移成像中，使用了ＦＭ法计算转换

波相对走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该方法横向分辨率

高，对复杂地下结构成像较好，但是受台站分布与计

算效率较低的影响，不太适用于台站分布不均的较

大尺度区域研究．相比之下，本文所用的基于ＦＭ法

的ＣＣＰ叠加方法兼顾了计算效率与准确性，更适合

于大尺度区域地幔过渡带研究．

本文中，我们首先利用国际合作项目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ｒａｙ

以及中国国家地震台网记录到的实际波形数据，对

该方法在大尺度研究区域中计算的可行性进行了评

估，然后利用Ｔａｏ等（２０１８）全波形反演获得的东亚

地区高分辨率三维速度模型作为参考模型，对中国

东北地区地幔过渡带结构进行了接收函数成像，最

后依据本文获取的成像结果，探讨了太平洋板块在

地幔过渡带的存在状态，并对板内火山的起源进行

了尝试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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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据与方法

我们采用了Ｌｉｕ等（２０１５）的接收函数数据，该

数据是通过国际合作在中国东北地区布设的临时地

震仪台站组成的大型地震台阵（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ｒａｙ）和

中国国家地震台网，共２５５个台站观测的远震记录

计算得到（图１ａ），远震地震事件数为７８８个（图

１ｂ），挑选出接收函数总计４５５０５条．台站较为均匀

地分布在东经１１５°—１３５°，北纬４０°—４９°的研究区

域内，观测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９月至２０１１年８月．三维

速度参考模型采用的是Ｔａｏ等（２０１８）通过三维全

波形反演方法获得的东亚地区Ｐ波和Ｓ波速度模

型（ＦＷＥＡ１８）．

１．１　一维模型相对走时计算

ＣＣＰ叠加成像方法将转换震相振幅按照射线

路径反向投影到其真实的空间位置，利用叠加提高

信噪比来获得间断面的空间分布特征．首先通过选

取适当的参考速度模型计算不同深度的ＰＳ转换波

相对走时，再将观测到的时间序列中各个采样点转

换到相应的转换深度，从而得到转换震相与转换点

位置的对应关系，完成时深转换．接收函数上各个点

对应的振幅可以视为在这个转换位置上生成的转换

波振幅．最后将相同转换点附近的接收函数对应的

转换震相的振幅进行叠加，就可以得到该转换点的

转换波振幅．

参考速度模型的选取会对ＣＣＰ叠加结果产生

较大的影响．参考速度模型更接近真实的地幔，计算

得到的转换波相对走时则更准确，成像结果也更可

靠．对于一条接收函数，将从震源到台站的直达Ｐ

波的走时记作狋Ｐ０，ＰＳ转换点的深度记作犱，从震源

到该转换点的Ｐ波和从该转换点到台站的Ｓ波的

走时分别记作狋Ｐ 和狋Ｓ，则该ＰＳ转换波相对直达Ｐ

波的相对走时Δ狋Ｐｄｓ可以表示如下：

Δ狋Ｐｄｓ＝狋Ｐ＋狋Ｓ－狋Ｐ０． （１）

　　本研究采用了ＤｅＫｏｏｌ等（２００６）通过快速行进

图１　中国东北地形与台站分布图及震中位置分布图

（ａ）蓝色三角表示台站．红色梯形表示火山群．灰色实线代表重力梯度带．橙色实线代表郯庐断裂带．紫色实线为 ＷａｄａｔｉＢｅｎｉｏｆｆ带

的４００ｋｍ、５００ｋｍ和６００ｋｍ轮廓线（引自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黑色虚线代表索伦缝合线．ＳＬＢ：松辽盆地；ＧＸＡＲ：大兴安岭；ＡＢＧ：阿

巴嘎火山群；ＡＥＳ：阿尔山火山群；ＣＢＳ：长白山火山群；ＷＤＬＣ：五大连池火山群．右下角附图中红色矩形示意本文的研究区域位置．色

标表示海拔高度．（ｂ）蓝色三角表示台阵中心位置；红色五角星表示地震事件位置．相对于台阵中心，震中大致分布在２０°～１００°范围，

实际上对于每组台站事件对，震中距为３０°～９０°．

Ｆｉｇ．１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ｌｕ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ｄ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ｚｏｎｅｓ．Ｔｈｅｇｒａｙ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Ｌ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ａｎｇ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Ｔａｎｌｕ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４００ｋｍ，５００ｋｍａｎｄ６００ｋｍ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ｔｈｅ

ＷａｄａｔｉＢｅｎｉｏｆｆｚｏｎｅ（ｆｒｏｍ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Ｓｏｌｏｎｓｕｔｕｒｅ．ＳＬＢ：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ＧＸＡＲ：Ｇｒｅａｔ

Ｘｉｎｇ′ａｎＲａｎｇｅ；ＡＢＧ：Ａｂａｇａ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ｚｏｎｅｓ；ＡＥＳ：Ａｅｒｓｈ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ｚｏｎｅｓ；ＣＢＳ：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ｚｏｎｅｓ；ＷＤＬＣ：Ｗｕｄａｌｉａｎｃｈｉ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ｚｏｎｅｓ．Ｔｈｅｒｅｄ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ｉｇｈｔｃｏｒｎｅｒｉｎｓｅｔｍａｐ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ｓｃａｌ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ｂ）Ｔｈｅｂｌｕ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ｒｒａｙ；ｔｈｅｒｅｄｓｔ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ｅｎｔｓ．Ｔｈｅ

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ｒｅｒｏｕｇｈ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２０°～１００°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ｒｒａｙ，ａｎｄｉｎｆａｃｔｔｈ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ｓ

３０°～９０°ｆｏｒｅａｃ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ｐａ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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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算走时的程序（程序包名称为ｆｍ３ｄ），该程序采

用了高效且无条件稳定的快速行进算法数值求解球

面程函方程（Ｓｅｔｈｉａｎ，１９９６；ＰｏｐｏｖｉｃｉａｎｄＳｅｔｈｉａｎ，

２００２）．以一维ＩＡＳＰ９１速度模型为例，对于任一地

震事件Ｅ到任一台站Ｓ的Δ狋Ｐｄｓ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选择一个范围合适的计算区域，并选择合

适的水平向与垂直向间距划分出走时场的三维网格

点．对于地震事件Ｅ，运行ｆｍ３ｄ代码，计算远震Ｐ

波的走时场，并将三维网格中每个网格点对应的走

时储存起来（图２ａ）．直达Ｐ波走时狋Ｐ０则可以由地表

离台站Ｓ位置最近的４个网格点储存的走时，通过

插值得到．对于转换深度犱，通过一维射线追踪得到

该转换点的地理位置，在Ｐ波走时场内找到对应转

换点附近８个网格点储存的走时信息，插值得到狋Ｐ

（图２ｂ）．然后，通过相同的计算过程，可以求出Ｓ波的

走时场，并将从震源到台站的Ｓ波走时记为狋Ｓ０，从震

源到转换深度犱的Ｓ波走时记为狋Ｓｄ．通过（狋Ｓ０－狋Ｓｄ）

可以计算得到约等于公式（１）里的狋Ｓ的值（图２ｂ）．

最后，通过Ｐ波和Ｓ波走时场以及台站和转换

点地理位置，由插值得到每个接收函数在各个转换

深度ＰＳ转换波相对直达Ｐ波的相对走时Δ狋Ｐｄｓ．对

于每个接收函数，用射线追踪法（一维模型中射线追

踪法不需要进行三维速度校正）得到的Δ狋Ｐｄｓ 减去

ＦＭ法得到的Δ狋Ｐｄｓ，获得两种方法转换波相对走时

图２　ＦＭ法计算相对走时示意图

（ａ）、（ｂ）与（ｃ）、（ｄ）分别表示在一维与三维速度模型中计算转换波相对走时的过程．红色五角星表示计算区域的地表中心点；绿色倒三角代

表任一台站位置；红色与紫色圆点分别代表计算出的Ｐ波与Ｓ波走时计算区域的节点．（ａ）Δ犾与Δ犺分别表示走时场内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

网格间隔；黑色箭头表示走时场外沿一维ＩＡＳＰ９１模型入射到走时场边界的初始远震体波．（ｃ）黑色箭头表示以任一台站为虚拟源产生的Ｓ

波．（ｂ）、（ｄ）黑色实线代表地表与任一转换深度；蓝色射线代表直达Ｐ波；灰色方形代表任一转换点位置；红色和紫色射线分别代表直达转换

点的Ｐ波和Ｓ波；紫色虚线代表转换Ｓ波；红色和紫色虚线方框分别代表离转换点最近的Ｐ波和Ｓ波走时场网格范围．

Ｆｉｇ．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Ｍ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

（ａ），（ｂ）ａｎｄ（ｃ），（ｄ）ｓｈｏｗ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ｗａｖｅｓｉｎｔｈｅ１Ｄａｎｄ３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ｄｐｅｎｔａｇｒａｍ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ｎｙ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ｄａｎｄｐｕｒｐｌｅｄｏｔ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ｆｉｅｌｄｎｏｄ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Δ犾ａｎｄΔ犺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ｆｉｅｌ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ｓ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ｔｏｔｈｅ

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ｆｉｅｌ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ＩＡＳＰ９１ｍｏｄｅｌ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ｃ）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ｗａｖ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ａｎｙ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ａ

ｖｉｒｔｕ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ｂ），（ｄ）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ａｎ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ｄｅｐｔｈ；ｔｈｅ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Ｐｗａｖｅ；ｔｈｅ

ｇｒａｙｓｑｕ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ｒｅｄａｎｄｐｕｒｐｌｅ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ｏｉ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Ｓｗａｖｅ；ｔｈｅｒｅｄａｎｄｐｕｒｐｌｅｄａｓｈｅｄｂｏｘ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ｎｅａｒｅｓｔ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

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ｆｉｅｌｄｇｒｉｄ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９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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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差值Δ狋Ｅｒｒｏｒｓ．在一维速度模型中，ＦＭ法与射

线追踪法计算走时的结果本质上应该一致，因此可

以通过Δ狋Ｅｒｒｏｒｓ的大小来判断ＦＭ法结果的可靠性并

确定计算参数．

对于走时场计算区域范围的参数设置，主要包

括三维体外部大小（水平方向犔与垂直方向犎）和

内部网格点间距（水平方向Δ犾与垂直方向Δ犺）两个

部分（图３ｃ和图２ａ）．Ｇｕａｎ和Ｎｉｕ（２０１８）对网格点

内部间距，用了６组不同的参数进行了测试，发现在

水平方向上间隔０．０５°（Δ犾），深度间隔５ｋｍ（Δ犺）的

情况下，求出的Δ狋Ｅｒｒｏｒｓ相对较小．经过确认其正确

性，本研究的计算中，对网格点内部间距沿用了其参

数设置．

由于Ｇｕａｎ和Ｎｉｕ（２０１８）的研究区域较小，没有

对计算区域外部范围进行讨论，而是直接选取水平

方向边长为１０°，垂直方向８００ｋｍ的走时场范围进

行计算．然而，当研究区域水平范围较大时，如果选

取一个可以包含整个研究区域在内的走时场进行计

算，会非常耗时．因此，本研究中将整个研究区域分

为若干子区域进行计算（图３ａ）．

在选择走时场外部范围时，考虑到要将地幔过

渡带包括在内，因此垂直方向的深度定为８００ｋｍ

（图３ｃ中犎）．如果选择的计算区域水平范围太小，

可能导致射线路径从侧面入射，在６６０ｋｍ之上传

入；反之，如果水平范围太大，会因为三维速度模型

空间范围不够而产生假象；同时，水平范围太大或太

小也可能导致原本震中距在３０°～９０°的接收函数超

出震中距阈值范围，受到其他震相的影响．本文选取

了８°、１０°、１２°、１４°和１６°（图３ｃ中犔对应的值）共５

个不同大小的走时场计算区域水平范围进行测试

（图３ｂ），在每个计算区域内，通过ＦＭ 法和射线追

踪法分别计算了４５５０５条接收函数Ｐ４１０ｓ（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ＰＳ转换波）和Ｐ６６０ｓ（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ＰＳ

转换波）的Δ狋Ｅｒｒｏｒｓ．

１．２　三维模型相对走时计算

本研究中三维速度参考模型选取的是 Ｔａｏ等

（２０１８）全波形反演得到的东亚地区高分辨率Ｐ和Ｓ

波三维速度模型，通过插值的方法，将三维模型中的

地震波波速赋值到计算区内各个网格点上．在ＦＭ

法的计算过程中，可以将三维速度模型看作特殊

的只有一层的一维模型．因此，狋Ｐ 的计算与１．１节

中介绍的方法相同，而狋Ｓ 的计算过程存在一定的

差异．

图３　子区域划分与走时场范围示意图

蓝色三角形表示台站分布位置；红色五角星表示中心接收点的

位置．（ａ）黑色长方形表示研究区域范围；红色虚线将该区域划

分为１５个子区域．（ｂ）５个不同大小的走时场范围俯视图．边

长４°的正方形代表研究区域的任一子区域．（ｃ）任一走时场范围

立体图．犔和犎 分别表示走时场水平与垂直范围．

Ｆｉｇ．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ａｒｅ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ｆｉｅｌｄｒａｎｇｅ

Ｂｌｕ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ｄｐｅｎｔａｇｒａｍｓ

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ａ）Ｂｌａｃｋ

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ｔｈｅｒｅ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ｄｉｖｉｄｅｔｈｅ

ａｒｅａｉｎｔｏ１５ｓｕｂａｒｅａｓ．（ｂ）Ｔｈｅｔｏｐｖｉｅｗｏｆ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ｚｅｓｏｆ

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ｗｉｔｈ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ｙｓｕｂａｒｅａ．

（ｃ）３Ｄｖｉｅｗｏｆａｎｙ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ｆｉｅｌｄ．犔ａｎｄ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ｒ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ｆｉｅｌ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首先选择一个范围合适的三维计算区域，从震

源到该区域边界采用一维ＩＡＳＰ９１模型计算．在三

维计算区域内，采用１．１节中介绍的方法，计算出

狋Ｐ０与狋Ｐ（图２ａ、ｄ）．然后，对于任一台站，将该台站视

为一个虚拟源，在整个走时场三维体内传播Ｓ波，计

算出Ｓ波的走时场，并将三维网格中每个网格点的

走时储存起来（图２ｃ）．对于转换深度犱，在Ｓ波走时

场内找到对应转换点附近８个网格点储存的走时信

息，插值得到从台站到该转换点的Ｓ波走时，由互易

原理可知该走时即为狋Ｓ．最后，通过Ｐ波和Ｓ波走时

场以及台站和转换点地理位置，由插值得到每个接

收函数在各个转换深度，ＰＳ转换波相对直达Ｐ波

的相对走时Δ狋Ｐｄｓ（图２ｄ）．为了提高计算速度，接收

函数的转换点选取为一维射线追踪得到的地理

位置．

０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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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基于一维模型的Δ狋Ｅｒｒｏｒｓ和ＣＣＰ叠加成像

利用４５５０５条接收函数中的Ｐ４１０ｓ和Ｐ６６０ｓ转

换震相，在３个不同水平范围的计算区域中（８°、１２°

和１６°），通过射线追踪法和ＦＭ 法得到了相对走时

差Δ狋Ｅｒｒｏｒｓ随震中距的分布情况，并通过柱状图进行

了统计（图４）．

从图４ａ—ｃ可以看出，当计算区域水平范围为

８°时，４７２９个接收函数Ｐ４１０ｓ相对走时差大于０．１ｓ

或小于－０．１ｓ．当水平范围大于或等于１２°时，几乎

全部的相对走时差都在±０．１ｓ之间，仅有２个

（１２°）大于０．１ｓ．

图４ｄ—ｆ的结果显示，Ｐ６６０ｓ相对走时差在各

个计算区域水平范围内，大于０．１ｓ或小于－０．１ｓ

的数量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其中，计算区域水平范围

为８°时计算出的相对走时差，约有１４．７％超出了

±０．１ｓ的范围，最大值达到了约７．５ｓ．随着计算区

域水平范围的增加，超出±０．１ｓ的比例逐渐降低，

水平范围１２°时，比例最低，只有约２．５％．而随着走

时场水平范围继续增加，比例又开始有所增长．同

时，随着水平范围的增加，计算每个走时场的运算时

间以及储存走时场数据占用的空间也随之增长．

因此，本研究在一维模型中，走时场计算区域最

终选择水平范围１２°，深度范围８００ｋｍ，并使用与

图４　一维模型中Ｐ４１０ｓ和Ｐ６６０ｓ相对走时差计算结果

（ａ）、（ｂ）、（ｃ）分别表示走时场水平范围为８°、１２°和１６°时，一维模型中基于射线追踪法和ＦＭ法得到的Ｐ４１０ｓ相对走时之差分布的

统计结果；（ｄ）、（ｅ）、（ｆ）分别表示走时场水平范围为８°、１２°和１６°时，一维模型中基于射线追踪法和ＦＭ法得到的Ｐ６６０ｓ相对走时

之差分布的统计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Ｐ４１０ｓａｎｄＰ６６０ｓｉｎｔｈｅ１Ｄｍｏｄｅｌ

（ａ），（ｂ），（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Ｐ４１０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ｒａｙ

ｔｒａｃ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ＦＭ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ｈｅ１Ｄｍｏｄｅｌｗｈｅｎ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ｆｉｅｌｄｉｓ８°，１２°ａｎｄ１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ｌｅ

（ｄ），（ｅ），（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６６０ｓ．

１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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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ｕ等（２０１５）相同的ＣＣＰ叠加方法进行成像．通过

对比发现，基于ＦＭ法的ＣＣＰ叠加成像结果与基于

射线追踪法得到的结果在相同纬度基本一致．

２．２　基于三维模型的Δ狋Ｅｒｒｏｒｓ和ＣＣＰ叠加成像

基于一维模型的Δ狋Ｅｒｒｏｒｓ结果，本文在基于三维

模型的计算中，选择计算区域水平范围１２°的走时

场进行计算．数值检验结果表明，基于三维速度模型

的相对走时差Δ狋Ｅｒｒｏｒｓ的分布情况与一维速度模型时

类似．Ｐ４１０ｓ相对走时差在各个计算区域水平范围

内，±０．５ｓ之间的数量占据的比例都超过了９０％，

其中使用１２°的水平范围计算结果占据的比例最

高，达到了约９１．９％．同样，在１２°的计算区域水平

范围时，得出的Ｐ６６０ｓ相对走时差在±０．５ｓ之间的

比例最高，达到约８９．３％．

图５展示了４１０ｋｍ 和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的ＰＳ

转换点的地理位置分布，同时通过色标表示出共享

相同转换点附近参与叠加的接收函数数量．ＣＣＰ叠

加过程中划分的网格大小，深度间隔为１ｋｍ，水平

方向０．１°×０．１°；图５所示转换点密度，是高度为

１ｋｍ，半径１°的圆柱形叠加体内参与叠加的转换点

图５　Ｐ４１０ｓ和Ｐ６６０ｓ转换点位置分布图

（ａ）、（ｂ）分别展示了Ｐ４１０ｓ和Ｐ６６０ｓ转换点位置的分布情况．红色圆点表示转换点的地理位置，背景颜色的深浅代表转换点的

密集程度，即高度为１ｋｍ，半径１°的圆柱形叠加体内参与叠加的转换点数量．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４１０ｓａｎｄＰ６６０ｓ

（ａ）ａｎｄ（ｂ）ｓｈｏｗ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４１０ｓａｎｄＰ６６０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ｄｄｏ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ｌｏ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ｎａ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ｗｉｔｈ１ｋｍ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１°ｒａｄｉｕｓ．

２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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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具体方法参见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可以看出研

究区域中绝大部分区域叠加的接收函数数量都超过

了２００条，靠近中部的大部分区域普遍在１０００条以

上，最多达到２０００条左右，表明本研究最终获得的

成像结果拥有较高的可信度．

最终的成像区域，即是图５展示的接收函数叠

加数量大于２００条的区域．基于ＦＭ 法计算出的Ｐ

Ｓ转换波相对走时，将接收函数进行ＣＣＰ叠加，获

得了该区域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起伏形态，

并通过两个间断面深度之差，得到了过渡带厚度的

横向变化情况（图６ａ、ｂ、ｃ）．同时，本文展示了使用

相同接收函数和三维速度模型的情况下，基于射线

追踪校正法的ＣＣＰ叠加成像结果（图６ｄ、ｅ、ｆ）．东北

角（图６ａ、ｄ中Ａ区域），４１０ｋｍ间断面转换波波峰

并不明显，接收函数数量也不是特别多，叠加结果不

太稳定，推测该区域间断面深度的结果并不可靠，因

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从图６中可以看出，通过对

比，使用相同的三维参考模型的情况下，两种方法得

到的间断面起伏形态与过渡带厚度的成像结果基本

一致，但是由于三维路径效应的影响，导致在范围、

深度与厚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

ＦＭ法得到的４１０ｋｍ间断面深度在４０２～４２６

ｋｍ之间变化（图６ａ），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深度在６４６～

７０２ｋｍ之间变化（图６ｂ），过渡带厚度在２３２～２８２

ｋｍ之间变化（图６ｃ）．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最明显的下陷

区位于东经１２８°—１３１°之间，靠近长白山火山群，呈

图６　地幔过渡带成像结果

左列和右列分别展示了基于ＦＭ法和射线追踪校正法的ＣＣＰ叠加成像结果．其中（ａ）、（ｄ）与（ｂ）、（ｅ）分别表示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和

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深度的横向变化；（ｃ）、（ｆ）表示过渡带厚度的横向变化．图中注释与图１ａ相同．

Ｆｉｇ．６　Ｍａｎｔｌ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ｌｅｆｔ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ｃｏｌｕｍｎ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ＣＰ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Ｍ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ｄ）ａｎｄ（ｂ），（ｅ）ｓｈｏｗ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４１０ｋｍａｎｄ６６０ｋ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ａｎｄ（ｆ）ｓｈｏｗ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ａｒｅ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ａｓｉｎＦｉｇ．１ａ．

３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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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南北向展布，集中于北纬４０°—４６°之间（图６ｂ中

Ｆ区域），该下陷区域的位置和走向与 ＷａｄａｔｉＢｅｎｉｏｆｆ

带６００ｋｍ深度的位置对应较好．在研究区域北部

和西南部（图６ｂ中Ｇ、Ｈ区域），同样可以观察到一

定范围的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下陷区，其中 Ｇ 区域的

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下陷程度较深，而 Ｈ区域的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下陷较浅．下陷区Ｆ西侧约２００ｋｍ处，６６０

ｋｍ间断面存在显著的抬升，范围在东经１２２°—

１２６°，北纬４０°—４５°之间（图６ｂ中Ｉ区域）．另外，在

东部（图６ｂ中Ｊ区域）与阿尔山火山附近区域，６６０

ｋｍ间断面也有明显抬升．

４１０ｋｍ间断面较为明显的下陷区位于松辽盆

地（图６ａ中Ｂ区域）和长白山火山附近区域，其中松

辽盆地４１０ｋｍ间断面下陷大致集中在北纬４１°—

４６°和东经１２２°—１２６°之间，呈北东南西走向，长约

９００ｋｍ，宽约２００ｋｍ，下陷程度约为１２ｋｍ；长白山

火山西南和东北方向的下陷区，程度约１０ｋｍ．大兴

安岭西南与东北部 （即阿巴嘎火山和阿尔山火山附

近）也可以观察到４１０ｋｍ间断面在小范围内的微

弱下陷．在大兴安岭西南和中部，以及研究区域北部

（图６ａ中Ｃ、Ｄ、Ｅ区域），存在几处独立的４１０ｋｍ间

断面微升区域．

射线追踪校正法得到的４１０ｋｍ间断面深度在

４０２～４２８ｋｍ之间变化（图６ｄ），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深

度在６５０～７０４ｋｍ之间变化（图６ｅ），过渡带厚度在

２３２～２８４ｋｍ之间变化（图６ｆ）．与ＦＭ 法的结果相

比，射线追踪校正法得到的６６０ｋｍ间断面起伏形

态，在长白山火山下方的下陷程度更深一些；而在北

部，下陷的范围与程度略小一些，同时整体上６６０

ｋｍ间断面的抬升程度更小（图６ｅ）．４１０ｋｍ间断面

的整体抬升相对于ＦＭ法略小，而松辽盆地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的下陷更明显（图６ｄ）．这种差异主要是ＦＭ

法计算转换波相对走时的时候，直接在三维速度模

型中进行计算，减小了三维路径效应的影响，使得相

对走时的计算结果更加接近真实情况．

与间断面深度的对比结果类似，从图中可以看

出，两种方法得到的过渡带厚度的横向变化基本一

致，而在增厚与减薄的程度上略有不同（图６ｃ、ｆ）．由

于４１０ｋｍ间断面深度整体起伏不大，过渡带厚度

受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深度影响较大，在长白山火山周

围、研究区域北部、大兴安岭中部与西南部等区域，

分别发现了增厚的过渡带；在松辽盆地周边、阿尔山

火山周围和研究区域东部则出现了减薄的过渡带．

３　讨论

如前文所述，在使用ＦＭ 法计算三维速度模型

中转换波相对走时的时候，沿用了在一维速度模型

中通过射线追踪法得到的转换点地理位置（以下称

其为“一维转换点”）．图７ａ绘制出了在三维模型中，

射线追踪校正法所使用的一维射线路径（红色与蓝

色实线）和ＦＭ法直接在三维速度模型中使用的射

线路径（红色与蓝色虚线）．由于路径上存在速度异

常区域，虽然转换点的地理位置保持不变，但是ＦＭ

法得到的直达Ｐ波与ＰＳ转换波的射线路径与一维

速度模型中得到的射线路径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

差异的大小与射线路径经过的速度异常程度和范围

有关．因此，总体而言，在相同的三维速度模型中，射

线路径上速度异常区的存在，对最终得到的转换波

相对走时存在明显的影响．

本文对ＦＭ法使用一维转换点，在三维速度模

型中计算转换波相对走时会对结果造成的影响进行

了讨论．从前文所提到的４５５０５条接收函数中随机

抽取２０００条，首先使用ＦＭ法，沿用一维转换点，在

三维速度模型中计算Ｐ４１０ｓ的相对走时．然后直接

在三维速度模型中搜索转换点地理位置（以下称其

为“三维转换点”），并基于三维速度模型计算Ｐ４１０ｓ

的相对走时．由于实际当中，一维转换点与三维转换

点距离不会太远，本文搜索三维转换点的方法是，在

三维模型中，以一维转换点为中心，在边长３°的正

方形范围内，水平间距每０．００１°取一个点，假设其

为三维转换点，计算Ｐ４１０ｓ的相对走时，则这些假设

的三维转换点中Ｐ４１０ｓ相对走时最小的，即对应真

实的三维转换点．最后将ＦＭ 法使用三维转换点求

出的Ｐ４１０ｓ相对走时，与ＦＭ 法使用一维转换点求

出的相对走时相减，取其绝对值为两个转换点相对

走时之差．由于ＦＭ 法使用三维转换点计算出的相

对走时更加接近实际情况，因此相对走时差越小，说

明ＦＭ法使用一维转换点计算相对走时的结果越

准确．

本文随机抽取的２０００条接收函数，基于ＦＭ法

计算相对走时，使用一维转换点与使用三维转换点

得到结果的差别，大部分小于０．１ｓ（约８６％），最大

值不超过０．６ｓ，平均差异值约为０．０５ｓ（图７ｂ），即

使用一维转换点得到的相对走时与真实情况十分接

近，因此不需要再计算三维速度模型中转换点的位

置，而是沿用一维转换点即可获得接近真实的结果．

４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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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ａ）三维Ｓ波速度模型剖面中直达 Ｐ波与转换

Ｐ４１０ｓ波射线路径．红色和蓝色实线代表在一维速度模型

中通过射线追踪分别求出的直达Ｐ波和转换Ｐ４１０ｓ波射

线路径；红色和蓝色虚线代表在三维速度模型中分别求出

的直达Ｐ波和转换 Ｐ４１０ｓ波射线路径．黑色虚线表示

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深度位置．（ｂ）展示了基于ＦＭ法，使用

三维速度模型中的转换点地理位置求出的Ｐ４１０ｓ相对走

时，与使用一维速度模型中转换点地理位置求出的Ｐ４１０ｓ

相对走时之差的统计结果

Ｆｉｇ．７　（ａ）ＤｉｒｅｃｔＰｗａｖｅ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Ｐ４１０ｓｒａｙｐａｔｈｓ

ｉｎｔｈｅ３Ｄ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ｕｅ

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Ｐｗａｖｅ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Ｐ４１０ｓ

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ｙ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１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Ｐｗａｖｅ

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Ｐ４１０ｓ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ｉｎｔｈｅ３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４１０ｋｍａｎｄ

６６０ｋｍ．（ｂ）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ｏｆＰ４１０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Ｍ

ｍｅｔｈｏ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３Ｄａｎｄ１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

图８展示了东经１２６．６°，北纬４１．０°的ＣＣＰ叠

加成像结果，蓝色实线表示在计算相对走时的过程

中，只使用一维速度模型而不进行三维校正的方法

（以下简称为１Ｄ法）．从图中可以看出，基于ＦＭ 法

图８　ＣＣＰ叠加结果对比图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ＣＰ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ｇ

（红色实线）与射线追踪校正法（绿色实线），Ｐ４１０ｓ

和Ｐ６６０ｓ的叠加转换振幅接近，其中基于ＦＭ 法的

结果振幅略大一些，同时两种方法均比基于１Ｄ法

的振幅大．基于ＦＭ法得到的振幅与１Ｄ法相比，在整

个区域内的振幅平均值比例为犃Ｐ４１０ｓ＿ＦＭ／犃Ｐ４１０ｓ＿１Ｄ＝

１．３６８，犃Ｐ６６０ｓ＿ＦＭ／犃Ｐ６６０ｓ＿１Ｄ＝１．１２７（犃Ｐ４１０ｓ＿ＦＭ表示基于

ＦＭ法的Ｐ４１０ｓ振幅平均值，犃Ｐ４１０ｓ＿１Ｄ表示基于１Ｄ

法的Ｐ４１０ｓ振幅平均值；犃Ｐ６６０ｓ＿ＦＭ表示基于ＦＭ 法的

Ｐ６６０ｓ振幅平均值，犃Ｐ６６０ｓ＿１Ｄ表示基于１Ｄ法的Ｐ６６０ｓ

振幅平均值）．由此可以看出，选择准确的参考速度

模型并考虑三维路径效应的影响对于结果的可靠性

至关重要．ＦＷＥＡ１８模型通过全波形反演，结合多

种体波震相和面波信息，同时约束了Ｐ波和Ｓ波速

度结构，具有较高的分辨率．我们认为基于该模型的

ＦＭ法，能够使得接收函数的ＣＣＰ叠加成像结果更

加可信．

结果显示，在整个研究区域中，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

ｋｍ间断面的平均深度与过渡带的平均厚度分别为

４１４ｋｍ、６６７ｋｍ和２５３ｋｍ，与Ｌｉｕ等（２０１５）和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６）的研究结果相比，４１０ｋｍ间断面深度的结

果基本一致，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深度和过渡带厚度存在

一定的差异，比前人结果减小了约１０ｋｍ．图６ａ中

显示的４１０ｋｍ间断面抬升与下陷的区域，与 Ｔａｏ

等（２０１８）的三维模型Ｓ波速度的异常区有较好的对

应．其中Ｃ、Ｄ和 Ｅ区域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的抬升与

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６）的成像结果基本一致，由于这三个

区域离俯冲板块的作用区域较远，同时结合新生代

火山分布与全波形反演结果，本文支持Ｚｈａｎｇ等

（２０１６）的观点，认为该区域４１０ｋｍ间断面的抬升，主

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岩石圈拆沉，致使低温物质下

沉，从而造成４１０ｋｍ附近温度降低，相变位置变浅．

５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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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Ｔａｏ等（２０１８）的全波形反演结果，长白

山—五大连池连线一带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下陷的形态

与范围和太平洋俯冲板块在过渡带底部的滞留有较

好的对应关系，其中南部Ｆ区域对应于日本海俯冲

带在地幔过渡带的滞留区；北部Ｇ区域对应于千岛

俯冲带在地幔过渡带的滞留区；Ｈ 区域的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下陷则可能与岩石圈物质拆沉有关．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最明显的下陷区域（图６ｂ中Ｆ区域），下陷

幅度约为２０～４０ｋｍ，与 ＷａｄａｔｉＢｅｎｉｏｆｆ带的６００

ｋｍ轮廓线形态基本一致，位于深源地震带的延伸

方向上．这一结果与 Ｌｉｕ 等（２０１５）和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６）的研究结果相似，但是在范围与深度方面有

一定的差异．更深的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相变位置通常

归因于较低的过渡带温度，根据实验室测试结果，

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克拉伯龙斜率变化范围在－１．３～

－２．８ＭＰａ／Ｋ之间（Ｉｔｏａｎｄ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１９８９；Ｆｅ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以－２．０ＭＰａ／Ｋ为例计算，取图６ｂ中Ｆ

区域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平均下陷深度３０ｋｍ 进行计

算，则该区域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下陷对应大约－５００

Ｋ的温度变化．Ｔａｏ等（２０１８）全波形反演结果显示

在该区域存在Ｐ波高速异常区，与本文中下陷范围

有较好的对应，异常值约为２％，考虑到地震波速对

温度的敏感度约为－０．４３％／１００Ｋ（Ｃａｍｍａｒａｎ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则该高速异常对应的温度变化约为

－４６５Ｋ，与本文估算的结果大致一致．图６ｂ中Ｆ

区域的下陷范围向西延伸到约东经１２８°，横向范围

约３００ｋｍ，大致说明了俯冲的太平洋板块在地幔过

渡带的滞留范围，与前人（如Ｚｈａｏ，２００４；Ｈｕａｎｇａｎｄ

Ｚｈａｏ，２００６）显示的滞留板块近水平向西延伸约

１５００ｋｍ的结果并不一致．

沿北纬４２°由西向东，在深度剖面中（图９ｃ）可

以较为清晰地识别出Ｐ４１０ｓ和Ｐ６６０ｓ转换波，从而

图９　（ａ）地表地形起伏示意图．浅蓝色表示海平面以下；红色三角形表示长白山火山群．（ｂ）红色与蓝色虚线分

别表示对应地理位置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参与叠加的接收函数数量；黑色虚线的位置表示叠加数量为２００

条．（ｃ）沿北纬４２°的ＣＣＰ叠加深度剖面．黑色虚线分别表示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深度位置；红色表示转换波振幅大于

０的部分

Ｆｉｇ．９　（ａ）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ｌｉｅｆｍａｐ．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ｂｌｕｅｃｏｌｏ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ｂｅｌｏｗ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ｒ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ｚｏｎｅｓ．（ｂ）Ｔｈｅ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ｕ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ｔ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４１０ｋｍａｎｄ６６０ｋｍ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ｉｓ２００．（ｃ）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ｌｏｎｇ

４２°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４１０ｋｍａｎｄ６６０ｋ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ｄｃｏｌｏ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

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ｗａｖｅｗｉｔｈ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０

６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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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出两个间断面大致的深度分布．４１０ｋｍ间断面

在东经１１６．４°附近有小幅度抬升（图９ｃ中红色椭圆

位置），在松辽盆地与长白山火山下方区域明显下陷

（图９ｃ中蓝色椭圆位置）；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在大兴安

岭与长白山火山附近区域有明显下陷（图９ｃ中绿色

椭圆位置），在松辽盆地下方区域显著抬升（图９ｃ中

黄色椭圆位置）．深度剖面的结果与前文所描述的间

断面深度异常情况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同时更加直

观地显示出了部分异常所处的位置、范围以及间断

面起伏的程度．

研究区域内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明显抬升的位置分

别位于图６ｂ中的Ｉ、Ｊ和阿尔山火山附近区域，与全

波形层析成像结果Ｓ波的低速异常区有较好的对

应，说明这三处位置６６０ｋｍ间断面附近可能有高

温异常存在．其中最显著的抬升区Ｉ，位于俯冲板块

前端西侧，其南北向狭长的形状与Ｆ区域类似，空

间上近似平行，抬升幅度约为１０ｋｍ，推测可能与太

平洋俯冲板块的破坏或下沉有关，从而导致局部下

地幔高温物质上涌．同时长白山火山的岩浆活动，也

有可能是热物质沿俯冲板块前端破裂缺口上涌形成

的．上涌的热物质受到浅层结构的影响，在４１０ｋｍ

间断面附近形成不同的热物质上升区，造成了松辽

盆地及长白山火山４１０ｋｍ间断面附近温度上升、

深度加深，为该区域高温物质来源与长白山火山起

源问题提供了约束．图６ｂ中与Ｆ和Ｉ区域空间上近

似平行的Ｊ区域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抬升，则可能是由于

板块后端破坏所造成的高温物质上涌，致使６６０ｋｍ

间断面附近温度升高，相变位置变浅．阿尔山火山附

近区域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抬升，也可能是受到深部

热流作用而形成的．由于阿尔山火山与Ｊ区域均位

于成像区边缘，其图像需要补充更多数据，结合更大

范围的成像结果进行确认．

本文主要讨论了温度与地幔过渡带速度间断面

深度之间的关系．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深度

除了受温度影响以外，还可能受到水含量和化学成

分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实际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许多矿物物理学实验与地球动力学模型表明，古老

冷却的海洋板块中含水矿物能够将水带入地幔过渡

带内，停滞于过渡带内的海洋板块可以将水释放到

周围的地幔中，从而对４１０ｋｍ和６６０ｋｍ间断面深

度产生很大影响（如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９２；Ｈｅｌｆｆｒｉｃｈ，

２０００；Ｈｉｇ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Ｈａｒｔｅ，２０１０）．一些研究表

明，水的存在对地幔过渡带内间断面深度的影响有

着类似于低温的作用，尤其是过渡带底部，水的存在

对６６０ｋｍ间断面下陷的影响甚至比温度降低还要

大，俯冲板块中２．０ｗｔ％的水含量可能会引起６６０

ｋｍ间断面下陷约１５ｋｍ （Ｌｉｔａｓ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Ｈｅｌｆｆｒｉｃｈ，２０００；Ｐｅａ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也有实验证

据表明化学成分对间断面深度的影响，比如，含铁量

对４１０ｋｍ间断面深度的影响与含水量相似，这意

味着在富含铁元素的区域，４１０ｋｍ间断面深度将变

得更浅（Ｋａｔｓｕ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４）．我们会在未来的研究

工作中对这部分内容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与讨论．

４　结论

本文使用了中国东北地区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ｒａｙ记录到

的远震事件接收函数，采用快速行进法计算ＰＳ转换

波相对走时，通过与射线追踪校正法得到的相对走时

以及成像结果的对比，说明了ＦＭ法在大尺度区域研

究中的可行性．基于东亚地区高精度三维速度模型，

通过ＦＭ法得到了中国东北地区地幔过渡带的三维

结构．成像结果显示，在长白山—五大连池连线一带，

有明显的６６０ｋｍ间断面南北向下陷和过渡带增厚

区，东西方向延伸约３００ｋｍ．同时在该区域东西两

侧，发现了在空间上与下陷区近似平行延伸的６６０

ｋｍ间断面抬升与过渡带减薄区，其中６６０ｋｍ间断面

最显著抬升区位于长白山西侧约２００ｋｍ．表明日本

海俯冲带在地幔过渡带中近水平滞留的延伸距离有

限，而且可能造成地幔热物质沿其所造成的破裂缺口

上涌，提供了长白山等新生代火山活动的岩浆源．而

松辽盆地西侧６６０ｋｍ间断面的下陷，反映的更有可

能是该地区岩石圈物质拆沉的结果．研究区域内４１０

ｋｍ间断面显示出的所有下陷区，与地表新生代火山

活动区／拉伸区有很好的对应关系，表明这些地表构

造与深部热物质上涌有关，同时也表明地表构造可能

对深部热物质上涌通道有塑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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