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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选取黔江地震台 2007 年至 2011 年记录到的 60 个远震宽频带数字地震记录，采用频率域反

褶积法获得台站的接收函数，并用 H-Kappa 叠加法来反演台站下方的地壳厚度和泊松比，最终得到了
黔江地震台下方的地壳速度结构。同时，通过 H-Kappa 法反演得到的台站下方的地壳厚度作为波速反
演的约束条件，以减少反演的非唯一性。计算结果显示，黔江地震台下方的地壳厚度为 44km，这与广
泛认同的中国大陆中西部地区莫霍深度在 38—45km 基本一致。本文对增强该地区深部地质构造特征研
究和孕震机制分析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接收函数

地震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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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接收函数是一种反演地震台站下方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的重要方法。利用三分向的远震
P 波波形的垂直分量，对径向分量、切向分量作频率域反褶积法分析后，可得到时间序列（基
本上与震源及传播路径无关）反演出的地震台站下方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自 Langston（1979）
根据震源等效假定，提出从长周期远震 P 波波形中提取地震台站下方的介质脉冲响应——接
收函数以来，Owens 等（1984）将这一方法扩展到了当时最新的宽频带地震数据分析，并发
展了接收函数的线性反演方法。在国外该方法被广泛用于研究地震台站下方的地壳结构；在
国内该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刘启元等，1997；吴庆举等，1998；
Zhu，2000；贺传松等，2003；李永华等，2006；王小龙等，2010）
。已有的研究表明，地壳
结构与地震活动性密切相关，比如一些大地震通常就发生在地壳厚度急剧变化的结构带上（周
民都等，1997）。本文选取黔江地震台 2007 年 1 月至 2011 年 2 月记录到的 60 个远震宽频带
数字地震记录，采用频率域反褶积法获得了台站下方的接收函数，并用 H-Kappa 叠加法来反
演台站下方的地壳厚度和泊松比，最终得到了黔江地震台下方的地壳速度结构，这对于增强
该地区深部地质构造特征研究和孕震机制分析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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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
本文选取黔江地震台记录到的远震事件，采用频率域反褶积法获得了台站的接收函数
（Langston，1979）
，并用 H-Kappa 叠加法（Zhu 等，2000）来反演台站下方的地壳厚度和泊
松比。然后，利用 H-Kappa 叠加法反演得到的台站下方的地壳厚度，作为下一步波速反演的
约束条件，以减少反演的非唯一性问题。
1.1 用 H-Kappa 叠加法反演地壳厚度
H-Kappa 叠加法是利用远震 P 波波形的垂直分量，对径向分量作反褶积后得到的径向接
收函数波形，它可以识别出直达 P 波、莫霍界面的 PS 转换波，以及 PpPms 和 PpSms+PsPms
多次反射波等震相。其中，Ps-P 反射波的传播时间 t 与地壳厚度 h、平均地壳速度 VP 和 VS，
以及 VP/VS 关系密切。在半无限空间中其与远震平面波的对应关系为：
tPs − tP = h

(

Vs−2 − p 2 − VP−2 − p 2

)

（1）

式中，h 为地壳厚度； VP 、 Vs 为地壳的平均速度；p 为射线参数。
P 波的多次反射波与 PS 转换波之间的差值，就是 P 波通过地壳的双程传播时间，其计算
公式为：

tPpPms − tPs = 2h 1/(VP2 − p 2 )

（2）

将式（1）和式（2）联立，可获得 VP 与 VS 的比为：
2

VP
=
VS

⎡ ⎛ t −t ⎞ ⎤
(1 − p V ) ⎢2 ⎜⎜ t ps −pt ⎟⎟ + 1⎥ + p2VP2
⎢⎣ ⎝ PpPms ps ⎠ ⎥⎦
2

2
P

（3）

虽然式（3）与地壳的厚度无关，但若假定了 VP，通过式（3）可得到 VP/VS，将其带入
式（1），就可得到地壳厚度 h。
假定 VP/VS 的比率为 k，则通过以下关系式可获得泊松比σ：
2 − k2
σ=
（4）
2(1 − k 2 )
这样通过式（1）就可以得到地壳厚度 h 为：
tPs − tP
h=
Vs−2 − p 2 − VP−2 − p 2

（5）

然后，将多个地震事件的接收函数采用 Owens 等（1984）提出的方法进行叠加，以提高
信噪比。由此同一台站记录的多个远震的接收函数做叠加处理后，可以有效地压制随机噪声，
增强信号的信噪比。最后，将时间域的接收函数转换成莫霍深度 H 与 K 的关系，这就是所谓
的 H-Kappa 法，其中 H 代表地壳厚度，Kappa 代表纵横波速比（以下简称 K）。为了有效地
避免震相识别和到时拾取的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误差，笔者利用 Ps、PpPs、PpSs+PsPs 转换
波的走时差与纵横波速比 K 及震相权重的关系（本文赋予 Ps、PpPs、PpSs+PsPs 的权重分别
为 0.6、0.3、0.1），以便得到最佳深度 H 值。
1.2 反演台站下方速度结构
本文采用线性反演方法，反演了台站下方地壳上地幔的 S 波速度结构。利用接收函数研
究速度结构的本质，是将接收函数中所包含的信息转换成一个简化了的介质层状结构，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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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原理是用 m 表示速度模型，dm 表示速度的修正向量，G 是一个矩阵，它的第 i 列为与速度
模型第 i 层剪切速度相关的接收函数的偏导数（Ammom，1991；Cassidy，1992；Mangino，
1993；Ligorria 等，1997）
：
Gdm=d
（6）
假设 m0 为初始速度模型，则要搜寻的速度模型 m=m0+dm。在（6）式的两边都加上
Gm0，即：
Gdm+Gm0=d+Gm0
（7）
由于 m=m0+dm，那么（7）式可转变为：
Gm=d+Gm0
（8）
反演（7）式可以得到模型中速度的修正向量 dm，反演（8）式可以直接得到要搜寻的速
度模型 m。
在实际反演计算中，为了抑制噪声干扰和速度横向不均匀造成的散射效应，笔者对黔江
台（QIJ）来自不同震中距和方位角的远震记录获得的远震接收函数进行了叠加，以进一步增
强信噪比，这样可得到黔江台接收函数的统计平均值。通过拟合理论接收函数与平均接收函
数反演对应的台站下方的速度结构，可获得包括各层的 S 波速度、层厚和波速比等未知参数。
同时为减少反演的非惟一性，笔者还引入了模型光滑度约束，以对波形拟合精度和模型光滑
度之间作权衡。

2

资料与反演

黔江地震台始建于 1998 年，其位于北北东筲簊滩第四纪断裂带和北北西第四纪断裂带
交汇处（图 1）。台站在地质构造上处于北北东向的黔江断裂东南盘，基岩为二叠系栖霞灰
岩。黔江断裂长 60km 以上，走向 30°，倾向北西，倾角约 70°，呈正断性质，测定为晚更
新世活动断层。距台站约 4km 有第四纪仰头山断层通过，测定为晚更新世活动断层。据历
史地震记录 1856 年曾发生黔江 6¼级地震，这也是有记载以来重庆地区历史上发生的最大
地震。从 1998 年黔江建台以来只有几次 2 级以上的地震记录，地震活动水平较弱。2002
黔江地震台开始使用 DS-4A 地震计和 TD-324CI 数据采集器（采样率 100 次/s）记录地震。
本文所选用的数据是黔江地震台从 2007 年 1 月至 2011 年 2 月期间，记录到的震级大于 6
级、震中距在 30°—95°之间的 60 个远震事件（图 2）。选取这样的震中距数据可以避免上
地幔三重值震相的干扰和核幔边界导致的较弱 P 波的低信噪比。从图 2 可以看出，地震方
位角分布较均匀，这有利于减少数据分析处理过程中由于地壳横向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偏差
（Wang 等，2009）。
在进行预处理时，首先以直达波前 20s 为起点，在宽度为 100s 的时间窗内截取波形，
这种长度的时间窗足以包括来自最深界面的多次反射波震相。然后进行去倾斜、去直流分
量和去除仪器响应的处理，同时进行 0.1—3.0Hz 的 4 极 Butterworth 带通滤波处理。最后将
三分向的 NS、EW 向做坐标旋转，以得到径向和切向分量，再用垂直分量分别对径向和切
向分量在时间域做最大熵反褶积，从而得到台站下方的接收函数。另外，在计算过程中为
了压制高频噪声，稳定反褶积运算，一般需要尝试不同高斯低通滤波参数（对应不同的截
止频率）0.5、1.0、2.5 进行计算。为了使远震波形的有效成分不会丢失，本文使用的高斯
滤波器系数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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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为采用 H-Kappa 法得到的黔江地震台接收函数叠加反演结果。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
出，黔江地震台的接收函数波形清晰，转换震相 PS 以及后面的多次转换震相，其最佳莫霍
深度 H=43.1km，对应的波速比 K=1.812。同时，根据前文的公式（4）可得泊松比为 0.281，
该值比标准泊松比 0.25 大，表明地壳中存在相对较高的铁镁质物质（Christensen 等，1975；
Fountain 等，1989；王峻等，2009）。同样，对黔江地震台记录的多个远震的接收函数做叠加
处理，然后将时间域的接收函数转换成莫霍深度 H 与 K 的关系式，可得到多个莫霍深度 H
和波速比 K 的值。

红实线代表断层；蓝实线代表主要河流；△代表黔江台
图1
Fig. 1

黔江及邻近地区地质构造及台站分布图

Distribution of active faults，seismic stations and major rivers surrounding Qianjiang

在求取黔江地震台下方 S 波速度结构的接收函数时，可将台站下方地壳和上地幔速度结
构等分为 2km 的薄层，P 波速度 VP 和介质密度 ρ 采用下式进行计算（李永华等，2006）：

VP=KVS，ρ=0.32VP+0.77
其中，K 为波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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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分层地壳模型选取时，可运用接收函数的 H-Kappa 叠加法（Zhu，2000）反演出
的台站下方的地壳厚度作为莫霍面参考值，初始上地幔模型则使用由全球走时型 AK135 模型
代替，以减少反演的非唯一性。图 4（蓝线为初始速度模型，红线为反演得到 S 波速度图）
为笔者得到的黔江地震台下方地壳速度结构。从图中可以看出，该地区的地壳内部波速随着
深度逐渐增加，在 44km 深度处出现相对尖锐的壳幔转换界面。

★代表黔江地震台；●代表地震事件
图2

本文选取的 60 个远震事件的震中分布

Fig. 2 Epicenter distribution of distant earthquakes used in this study

图3
Fig. 3

采用 H-Kappa 法得到的黔江地震台接收函数叠加反演结果

Inversion results of the receiver function of QIJ station by using H-Kappa stack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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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为采用黔江地震台的接收函数反演出的波形拟合效果图。图 5 左侧数字分别为：高
斯滤波参数、波形拟合率、射线参数（s/km）。从图中可以看出，黔江地震台的接收函数反演
出的波形拟合较好，反演前后的接收函数在 P 波初至后的 5s 左右均有明显来自莫霍面的 Ps
转换波震相。

蓝线为初始速度模型，
红线为反演得到 S 波速度图

图4

黔江地震台下方地壳
速度结构模型

Fig. 4

红线为实测接收函数；蓝线为理论接收函数

图5

采用黔江地震台的接收函数反演出的波形拟合效果图

Fig. 5

Waveform fitting of receiver function inversion

The 1D velocity structure
beneath QIJ station

3 结论与讨论
根据黔江地震台 2007 年 1 月至 2011 年 2 月记录到的 60 个远震宽频带数字地震记录，采
用频率域反褶积法获得了台站下方的接收函数，并用 H-Kappa 叠加法来反演台站下方的地壳厚
度和泊松比，最终得到了黔江地震台下方的地壳速度结构。计算结果显示，黔江地震台下方的
地壳厚度约为 44km，这与王椿镛等（2010）在研究龙门山及其邻区的地壳厚度和泊松比时所
得出的黔江地区地壳厚度基本一致。另外，从本文的图 4 中可以看出，在深度为 5—10km 处
存在一个高速层，这与丁仁杰等（2004）在研究重庆市地震构造图时，给出的黔江地区在地壳
深约 5—15km 处为双层基底上半层的结果基本吻合，而本文给出的高速层正好与此相关。
由于本文只采用接收函数进行反演，因此所获得的地壳厚度和泊松比还不能详细地描述
该地区的地壳结构，这是因为远震 P 波接收函数对台站下方速度界面所产生的 Ps 转换波特别
敏感，故单从接收函数的解释中仅能得到转换界面的深度，而各个界面之间的缓变波速度结
构变化，目前主要依靠面波频散曲线才可以进行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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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地壳速度结构是研究孕震活动的重要信息。例如，中下地壳的低速层有可能是地
壳最容易流动的区域，它与上地壳脆性层的交接容易形成较大的应力积累，从而形成地震。
下一步笔者将利用面波频散和接收函数联合反演该地区的壳幔速度结构，这样既可以弥补本
文精度上的不足，又可以修正该地区的速度模型，以便为将来地震定位、震源研究等提供重
要的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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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basis of 60 tele-seismic broadband digital seismic records from 2007 to 2011 recorded by Qianjiang

seismic station，frequency deconvolution method is used to calculate receiver functions and H-kappa stacking
method is adopted to inverse the thickness and Poisson ratio in crust of this area. Then the crustal thickness inversed
by H-Kappa stacking method is used as a constraint for velocity inversion beneath the seismic station in order to
reduce inversion non-uniquenes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rustal thickness beneath Qianjiang seismic station is
about 44 km.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oho depth (between 38 and 45 km)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 Our results are significant in understanding of local deep structure and in seismo-gene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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