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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７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中朝边界地区的试验场进行了６次地下核试验．本文综合

报道根据东北亚地区的宽频带数字地震资料利用地震学方法对这六次地下核爆炸的研究．结果表明，朝鲜地下核

试验在区域台网产生的地震记录具有典型浅源爆炸的特征．针对上述资料发展了处理核爆数据的方法并据此得出

各次朝鲜核爆的地震学参数，包括事件识别、当量测定、以及震中相对定位等．对６次核爆和４次天然地震Ｐ／Ｓ类

型谱振幅比的统计分析表明，２Ｈｚ以上台网平均谱振幅比可以正确地将朝鲜核爆从天然地震中识别出来，从而有

效监测在朝鲜半岛进行的当量大于０．５ｋｔ的地下核试验．同时也发现，建立在体波面波震级比之上的识别方法不

适用于朝鲜核试验场．通过建立中朝边界地区基于Ｌｇ波的体波震级系统，计算了各次朝鲜核试验的体波震级

犿ｂ（Ｌｇ），并由此估计了它们的地震学当量，其值介于０．５ｋｔ至６０ｋｔ之间．由于缺少爆炸埋藏深度的数据，上述当

量有可能被低估，因而有必要对深度影响做进一步研究．以第一次爆炸的位置为参考震中，利用Ｐｎ波相对走时数

据和高精度相对定位方法获得了各次核爆在试验场中的精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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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由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性和战略威慑力量，自

它发明以来就一直受到各国的密切关注．出于不同

目的，例如侦察对方的核能力、防止核扩散、反恐等，

整个国际社会对侦测核试验投入了很大力量．目前

采用的侦测手段主要包括地震学方法、次声法、水声

法、放射性核素检测等．得益于其高灵敏度、高可靠

性、以及可从远距离实施而不需要直接到达试验场

地等特点，地震学方法已成为最广泛使用的核侦测

手段．自核武器发展以来的几十年间，核试验的方式

经历了很大改变，相应的侦测方法也产生了很大变

化．早期核试验多在大气层或水中进行，无所谓隐

蔽，侦测工作也相对直接．约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

起，核试验逐步转入地下进行．这一时期的特点是，

试验全部由主要核大国在有限且已知的试验场进

行．为追求核弹的破坏力，爆炸当量比较大，常常达

到百万吨量级．由此产生的地震信号可轻易被全球

台网记录到．主要核国家大多有辽阔的国土面积或

殖民地，侦察一方的地震观测很难推进到离试验场

较近的距离进行．因此这一时期的观测主要依赖于

全球台网或专用大孔径地震台阵记录到的远震体波

和面波数据（如，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ａｎｄＢａｓｈａｍ，１９７３；Ｒｉｎｇｄａｌ

ｅｔａｌ．，１９９２）．对天然地震和核爆事件的区分主要依

据体波和面波震级差别．对当量的估计主要依据远

震体波震级以及震级和当量之间的经验关系．由于

对主要核试验场的研究比较透彻，而且美国、前苏联

都曾公布过一批核爆炸的当量，又分别在对方的试

验场进行过用于标定的化学爆炸试验，因此用于这

些试验场的经验公式往往经过仔细标定，由此得到

的当量比较准确．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核试验的形式和核监

测工作有了比较大的变化．首先，国际上由部分禁止核

试验条约（Ｐａｒｔｉａｌ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ｅｓｔＢａｎＴｒｅａｔｙ或ＰＴＢＴ）转

入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ｅｓｔＢａｎＴｒｅａｔｙ或ＣＴＢＴ）．监测所要求的当量门限

值大大降低，要求能对１ｋｔ或相当于４级以下的事

件进行监测．另一方面，监测对象不再限于几个主要

核大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以及若干具有潜在核

能力的国家均被纳入监测对象．与早期核大国进行

的大当量核试验不同，这些国家进行的多数是小当

量或极小当量的试验，很难从全球台网获得高质量

的远震记录．不过，由于这些国家往往国土面积有

限，缺乏广大腹地，使得从边界另一侧进行区域距离

的监测成为可能．这一阶段地震监测技术的发展特

点为，利用区域地震震相对小当量事件进行监测和

分辨．例如利用Ｐｎ波进行事件定位；利用 Ｌｇ波震

级或短周期瑞利波Ｒｇ的震级等估计爆炸当量；利

用区域震相的Ｐ／Ｓ类型谱振幅比来识别爆炸震源

和天然地震等．相对于远震体波和面波，区域地震波

的频率更高．它们主要在地壳和上地幔中传播，在传

播过程中波与结构连续地耦合在一起，因而更容易

受到路径上不同尺度非均匀性的影响．天然地震的

发生频度与震级呈指数关系，低震级地震的数量远

远大于高震级地震．大量采石和工业爆破也落入这

一震级范围．这意味着降低监测当量门限会使待识

别事件数目极大地增加．鉴于上述因素，再加上近年

核试验数量少，可用于验证的实际数据少；试验场地

重复使用率低，场地情况不明等众多原因，对利用区

域地震震相研究地下核爆炸特征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大陆及周边存在着国际上最为复杂的核试

验场分布．除前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的试验场和中国

的罗布泊试验场外，还存在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等

国的试验场，以及数个具有潜在核能力的国家和地

区．这些试验场均位于中国地震台网和周边全球地

震台网的区域地震范围内．无论是出于对国际社会

的责任还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都应该加强对

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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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试验场进行的核爆炸或潜在目标进行监测和分

析．特别是，近年来在朝鲜的核试验场进行了数次核

试验．上述试验是国际上近十几年来仅有的地下核

试验，在我国境内和周边地震台网中震中距涵盖了

一百多千米至两三千千米的距离，留下了比较完整

的高质量宽频带数字地震记录，提供了利用区域地

震资料研究地下核爆炸的宝贵数据．因此，充分研究

来自朝鲜地下核试验的数据，发展在中国周边地区

根据区域地震资料分析核试验参数的方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对潜在地下核试验进行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事件

定位、事件识别和爆炸当量估计等（Ｇｉｂｂｏｎｓ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Ｍｕｒｐｈ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Ｓｃｈａｆｆ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２００４；Ｓｃｈｌｉｔｔｅｎｈａｒｄ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Ｓｅｌｂｙ，２０１０；Ｓｈ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Ｗｅｉ，２０１７；ＷｅｎａｎｄＬｏｎｇ，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ａｎｄ

Ｗｅｎ，２０１３；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范娜等，２０１３；林鑫和姚振兴，２０１６；潘常周等，

２０１４；田有等，２０１５）．本文研究近年朝鲜６次地下

核爆炸产生地震信号的特征，并报道对它们的综

合分析结果．

１　朝鲜地下核试验在中国和周边台网

产生的地震数据

朝鲜核试验场位于中朝边界朝鲜一侧１００ｋｍ

左右．图１为朝鲜及周边地区地图，其中朝鲜核试

验场的位置用红五星标出．处于区域地震范围内的

主要地震台网包括中国数字地震台网（ＣＮＤＳＮ），全

球地震台网（ＧＳＮ），以及日本ＦＮＥＴ台网．其所属

台站在图中分别用实心圆、实心方块和实心三角标

出．在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６年的１月和９

月、以及２０１７年９月在该试验场共进行了６次地下

核试验．为方便起见称这六次核试验为 ＮＫＴ１—

ＮＫＴ６（参数见表１）．这些爆炸事件在上述台网中产

生了Ｐｎ，Ｐｇ，Ｓｎ，Ｌｇ和Ｒｇ等区域震相，成为研究朝

鲜核爆的基本数据．朝鲜半岛大部由前寒武纪地层

组成，核试验场出露的主要岩石为伟晶云母花岗岩、

细粒花岗岩和闪长岩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

衰减成像结果显示，该区具有相对较高的Ｌｇ波犙

值（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由Ｐｎ波

传播揭示的上地幔顶部速度为７．４～８．２ｋｍ·ｓ
－１

（Ｈｅａｒ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ｅｔａｌ．，１９７９；Ｐ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ＲａｐｉｎｅａｎｄＮｉ，２００３；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胥颐等，２００８；张成科等，２００２）．

图１　朝鲜地下核试验场及周边地区地图

红色五星标出的是朝鲜核试验场的位置，实心圆为ＣＮＤＳＮ台

站，实心方块为ＧＳＮ台站，实心三角为日本ＦＮＥＴ台站．十字

丝 是４个天然地震的震中位置，空心五星为３个用于地震测深

的小化学爆炸事件．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Ｋｏｒｅａ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ｅｓｔｓｉｔｅ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ｄｓｔａｒ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ｔｅｓｔｓｉｔｅ，ｓｏｌｉ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ｒｅＣＮＤＳ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ｌｉｄｓｑｕａｒｅｓａｒｅＧＳ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ｏｌｉ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ａｒｅ

ＦＮＥ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ｅｓａｒ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ｏｆ４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ｆｏ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ｈｏｌｌｏｗｓｔａｒｓａｒ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

ｏｆ３ｓｍａｌ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ｅｐｓｏｕｎｄｉｎｇ．

这些结果表明朝鲜核试验场为处于稳定大陆区域的

硬岩场地，结构比较均匀．图２所示为６次地下核试

验在沈阳台记录到的垂直向速度波形，震中距为

４６０ｋｍ 左右．各次核试验震中位置相对集中，埋藏

深度较浅，而且爆炸震源基本上是各向同性的，因此

它们产生的地震波形高度一致，都具有清晰的浅爆

炸震源的特征．Ｐｎ和Ｐｇ波相对较强且具有比较尖

锐的起始，Ｓｎ波不太发育，相对弱的Ｌｇ波以及比较

发育的短周期瑞利面波．除第一次爆炸由于当量较

小信噪比稍低外均具有很高的信噪比．

作为例子，图３给出了２０１７年９月３日朝鲜核

爆沿不同方向传播在若干地震台所生成的垂直向区

域地震记录．其中图３ａ和３ｂ分别是经过０．５～

１０．０Ｈｚ和０．０１～０．１Ｈｚ滤波的波形，震中距均为

１０００ｋｍ左右．作为参考，图３ｃ画出了沿不同方向

大圆路径上的地壳剖面，莫霍面数据来自Ｌａｓｋｅ等

（２０１３）．朝鲜核爆的地震波在方位角１８５°至４０°之间

主要进入中国大陆．在这些方向上，高频地震图中最

显著的区域震相为Ｌｇ波，它可以被解释为在地壳

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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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沈阳台记录到的６个朝鲜地下核爆炸产生的垂直向地震图

地震图具有显著的Ｐ波初至、较弱的Ｌｇ波和比较发育的３～５ｓ的短周期Ｒａｙｌｅｉｇｈ波，显示出典型浅爆炸源的特点．

在图的左边列出了核试验的时间、垂直分量最大速度振幅和震中距．在波形图上标出了不同的群速度值．

Ｆｉｇ．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ｓｉｘＮｏｒｔｈＫｏｒｅａ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ｅｓｔ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ｔＳＮＹ

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ｄａｔｅｓ，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ｒｅｌｉｓ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Ｔｈｅｍａｒｋｓｏｎ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ｓ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ａ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Ｐｗａｖｅｏｎｓｅ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ｗｅａｋＬｇｐｈａｓｅｓａｎｄ

ｗｅ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ｓｈｏｒｔｐｅｒｉｏｄ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ｓ．

波导中多次反射的剪切波或高阶面波（Ｘｉｅａｎｄ

Ｌａｙ，１９９４）．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同属中朝地台的

东北部，为大陆型地壳（ＬｉａｎｄＹｕａｎ，２００３；翟明

国，２０１６）．由于大陆地壳比较厚，能够容纳足够多

的简正振型（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Ｌａｙ，１９９５），因此可以形成

Ｌｇ波并被稳定地追踪１０００ｋｍ 以上．由图１和图

３ｃ可以看到，在朝鲜半岛东侧地壳变薄并逐步过渡

到日本海之下的海洋型地壳（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Ｋｉｍ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其厚度仅为１０～１５ｋｍ

（Ｌａｓ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朱介寿，２００７），不能通过Ｌｇ波．

所以在６０°至１７０°方位角通过海洋路径到达日本台

站的记录中几乎观察不到Ｌｇ波．此外，从朝鲜核试

验场到南朝鲜仁川台的路径中也有一小段经过日本

海，并因此影响到Ｌｇ波的通过效率．Ｌｇ波中包含

丰富的具有不同出射角的信号，较少受到震源辐射

花样的影响，因而成为在区域距离上研究天然地震

震级最为有效的数据（Ｂｏｗｅｒ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Ｍｕｒｐｈｙ，

１９９６；Ｎｕｔｔｌｉ，１９８６；Ｒｉｎｇｄａ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２）．大量研究

结果也发现，爆炸产生的Ｌｇ波振幅与爆炸当量之

间有比较稳定的关系，因此也被广泛用于通过区域

震级估算核爆当量的重要数据．由图３ａ还可以看

到，Ｐｎ波在各个方向上都可以被清楚地观测到，且

均为初至震相，但通过大陆与通过海洋路径的振幅

存在一定差别（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Ｐｎ波在震中精

确定位中起到重要作用．核爆也产生了Ｓｎ和Ｐｇ等

震相．它们与Ｐｎ，Ｌｇ等震相结合可以构成识别爆炸

和地震震源所需的数据．图３ｂ所示的低频地震图中

最明显的震相是瑞利波．沿大陆路径频散小，瑞利波

表现为较短的脉冲形式；相比之下，通过海洋路径的

瑞利波则表现为有强烈频散的波列．在１７０°方位角

附近的路径涉及海陆之间的交替，包含大陆架和海

洋，构造比较复杂，因此通过这些路径的震相也比较

复杂．

为研究如何识别爆炸与天然地震震源，我们也

研究了若干发生在区域台网范围内的天然地震．在

图１中用“＋”标明了用于此目的的４个发生在朝鲜

半岛的天然地震震中．作为例子，图４比较了天然地

震和朝鲜核爆炸在区域范围内产生的垂直向地震

图．其中图４ａ和４ｂ分别为发生在２００２年４月和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的两个天然地震；图４ｃ为２０１７年９月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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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核爆炸．走时曲线标明了不同区域震相的到

达时刻．最显著的特点为天然地震具有较强的Ｓ波

类震相如Ｌｇ波，而爆炸震源在所有距离上都产生

较强的Ｐ波类震相如Ｐｎ和Ｐｇ波，以及比较明显的

短周期面波．两种震源都没有产生显著的Ｓｎ波．提

取地震图中两种震源表现出来的差异是识别爆炸

和天然地震的关键．此外，区域地震台网也记录到

若干在中朝边界中国一侧用于地震测深的已知当

量化学爆炸（张成科等，２００２）．虽然它们的当量比

较小，但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用的参考．在图１

中这些小爆炸的震中用空心五星表示．上述天然

地震和化学爆炸的参数均列在表１中．这些观测

数据结合起来为研究朝鲜地下核试验提供了重要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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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朝鲜地下核试验和邻近的地震、化学爆炸事件的震源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狏犲狀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犖狅狉狋犺犓狅狉犲犪狀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狀狌犮犾犲犪狉狋犲狊狋狊，狀犲犪狉犫狔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狊犪狀犱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狊

事件
日期

（年月日）

时间

（ＵＴＣ）

纬度

（°Ｎ）

经度

（°Ｅ）

深度

（ｋｍ）
犿ｂ／ｏｒ
当量（ｔｏｎ）

犿ｂ
（Ｌｇ）

标准

偏差

犕Ｓ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标准

偏差

当量估计 （ｋｔ）

正常埋深 调整埋深

ＮＫＴ１ ２００６１００９ ０１：３５：２８．００ ４１．２８７ １２９．１０８ ０．３６０ ４．２ ３．９３ ０．０９ ２．９２ ０．２０ ０．５ １

ＮＫＴ２ ２００９０５２５ ００∶５４∶４３．１２ ４１．２９４ １２９．０７８ ０．５８０ ４．７ ４．５３ ０．１３ ３．６５ ０．０７ ２．５ ６

ＮＫＴ３ ２０１３０２１２ ０２∶５７∶５１．２７ ４１．２９２ １２９．０７３ ０．４１０ ５．１ ４．９１ ０．２２ ３．９４ ０．１６ ８ １２

ＮＫＴ４ ２０１６０１０６ ０１∶３０∶００．９６ ４１．３００ １２９．０６８ ０．５７０ ４．９ ４．６７ ０．１９ ４．０５ ０．０８ ４ ９

ＮＫＴ５ ２０１６０９０９ ００∶３０∶０１．３９ ４１．２９８ １２９．０８０ ０．７８０ ５．０ ４．８２ ０．１８ ４．２３ ０．０９ ６ １６

ＮＫＴ６ ２０１７０９０３ ０３∶３０∶０２．２３ ４１．３０３ １２９．０７０ ０．６４０ ６．３ ５．５６ ０．２０ ５．０５ ０．２０ ５６ ７２

地震１ ２００２０４１６ ２２∶５２∶３８．１９ ４０．７１ １２８．６７ １０．０ ４．６ ４．１７ ０．１２ ３．０７ ０．１９ － －

地震２ ２００２０５０５ １０∶０２∶２３．１０ ４０．０６ １２７．２４ １５．０ － ２．９６ ０．２０ ２．５０ ０．５６ － －

地震３ ２００３１０１０ １３∶３４∶２７．８０ ４１．４３ １２５．６５ １５．０ － ３．０８ ０．１９ ２．７５ ０．２８ － －

地震４ ２００４１２１６ １８∶５９∶１４．６０ ４１．８０ １２７．９８ １０．０ ４．０ ４．１２ ０．１７ ３．０８ ０．３８ － －

化学爆炸１ １９９８０８１２ １５∶００∶０８．１８ ４２．８６５ １２８．２２３ ０．００７ １．５０（ｔｏｎ）１．６８ ０．０２ ２．２８ ０．５６ － －

化学爆炸２ １９９８０８１８ １４∶００∶０６．６９ ４２．９１４ １２９．３２４ ０．０１１ １．８０（ｔｏｎ）１．９１ ０．００ ２．３０ ０．５６ － －

化学爆炸３ １９９８０８１９ １５∶００∶０７．７９ ４２．０９１ １２８．７３９ ０．０２９ １．４５（ｔｏｎ）１．７７ ０．００ ２．３４ ０．２８ － －

注：根据隧道入口与试验点位置的高程差估计的最小埋藏深度；根据估计深度修正的值．

２　朝鲜核爆的体波和面波震级测定

震级是衡量地震事件大小的最基本度量之一，

它也被用于区别爆炸震源与天然地震，或用于对爆

炸当量的测定．对于较大的地下核爆炸传统上利用

全球台网的远震Ｐ波计算它的体波震级犿ｂ（Ｐ），但

对于当量较小的核爆，例如朝鲜核爆，很难在全球台

网获得具有足够信噪比的数据用于计算远震体波震

级．为克服这一困难，Ｎｕｔｔｌｉ（１９７３，１９８６），Ｐａｔｔｏｎ和

Ｓｃｈｌｉｔｔｅｎｈａｒｄｔ（２００５）利用Ｌｇ波振幅定义了区域地

震震级：

犿ｂ（Ｌｇ）＝５．０＋ｌｏｇ１０［犃（１０）／犆］， （１）

其中犆是一个震级为犿ｂ＝５．０的事件在震中距１０ｋｍ

处产生的Ｌｇ波振幅，犃（１０）是待测事件在同样距离

处产生的Ｌｇ波振幅．利用Ｌｇ波的几何扩散因子和

衰减模型可以将任意距离处观测到的Ｌｇ波数据归

算到１０ｋｍ处的振幅并进而计算犿ｂ（Ｌｇ）．对于内

华达试验场和 ＷＷＳＳＮ 短周期仪器记录，Ｎｕｔｔｌｉ

（１９７３，１９８６）利用第三峰值法测定Ｌｇ波振幅得到

犆＝１１０μｍ，而Ｐａｔｔｏｎ和Ｓｃｈｌｉｔｔｅｎｈａｒｄｔ（２００５）利

用均方根振幅得到犆＝９０μｍ．他们还用统计方法标

定了内华达试验场的犿ｂ（Ｌｇ）与远震体波震级犿ｂ（Ｐ）

之间的关系，使得二者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对于朝鲜

核试验场，我们利用位于中朝边界的区域地震台网

建立了一个类似的 Ｌｇ波震级系统（Ｚｈ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并用一组同时被区域台网和全球台网

记录到的历史地震标定了区域震级犿ｂ（Ｌｇ）与远震

体波震级犿ｂ（Ｐ）之间的关系．为计算这一地区的犿ｂ

（Ｌｇ），还需要该地区的 Ｌｇ波衰减模型．Ｚｈａｏ等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建立了中国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宽

频带Ｌｇ波衰减模型．Ｙａｎｇ（２００２）通过数值计算得

到的Ｌｇ波几何扩散系数被用来进行几何扩散校

正．利用上述震级系统对６次朝鲜核爆得到的犿ｂ

（Ｌｇ）列在表１中．

传统上，面波震级是在远震记录中测量周期

为２０ｓ左右的面波振幅得到的．在区域距离上，该

周期的面波数据不易获得．Ｒｕｓｓｅｌｌ（２００６）发展了

一个时间域的方法将面波震级从远震低频信号推

广到区域距离较高频率的信号．Ｂｏｎｎｅｒ等（２００６）

尝试了将该方法用于不同数据集并证明了它在不

同地区的适用性．不同作者利用该方法研究了朝

鲜地下核试验的面波震级，得到了与远震数据一

致的结果（Ｂｏｎ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Ｃｈ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Ｍｕｒｐｈ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范娜等，２０１３）．我们利用

中朝边境地区的１１个台站构建了用于面波震级

计算的台网，并用一组历史地震对瑞利波震级进

行了标定（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范娜等，２０１３）．利

用标定后的台网计算得到的６次朝鲜核爆的 Ｒｇ

面波震级列在表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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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朝鲜核爆炸与附近天然地震的识别

识别爆炸震源和天然地震主要依赖于两种震源

所产生地震波的差别．它们主要来源于下述几个方

面．首先是爆炸和天然地震的震源过程不同．爆炸源

通常空间尺度小，延续时间短，局部应力变化大．而

天然地震断层错动区的尺度通常大于爆炸震源．再

考虑到有限破裂速度，它涉及的时间过程往往更长．

因而相似大小的爆炸和地震的震源谱往往具有不同

的拐角频率，其高频和低频成分的比例也不相同．其

次是震源机制的差别．爆炸震源理论上是各向同性

的扩张源，理论上在各向同性全空间中只产生纵波

而不会产生横波．但实际情况中爆炸震源往往不是

严格各向同性的．例如爆心附近高温高压造成的非

线性过程，随爆炸过程在垂直方向发生的抛起和坠

落（ｓｐａｌｌａｔｉｏｎ）形成的垂直偶极分量以及由爆炸震

动所释放的构造应力形成的双力偶成分等都会产生

带有某种辐射花样的剪切波成分（Ｐａｔｔｏｎ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１１；Ｒｏｕｇ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Ｗａｌｌａｃｅ，１９９１）．震源附

近存在的分界面（例如自由面和自由面起伏，浅部结

构中的其他分界面）以及不同尺度的非均匀性也会

通过散射作用将一部分Ｐ波能量在近源区转化为Ｓ

波能量（Ｇｕｐ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Ｘｉｅ

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ＸｉｅａｎｄＬａｙ，１９９４）．作为对比，构造

地震震源通常可以用双力偶源来表示，含有更加丰

富的Ｓ波能量．两种震源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人工

爆炸通常在浅表处进行，而天然地震往往发生在较

大深度．震源深度的差别一方面会影响到地震波的

激发，例如，不同模式和不同频率的面波激发本征函

数随深度的变化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不同深度处岩

石物理特性和状态的差别，例如密度、各种弹性模

量、流体静压力等都会影响到地震波的辐射．研究地

震波所携带的上述信息可以提供对于震源特性的识

别．上述各种特性往往是高度耦合在一起的．单一参

数的改变往往会影响到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再加上

实际数据的高度分散都会造成识别上的困难．

传统上对地下核试验的识别依靠直接比较远震

面波震级犕Ｓ和体波震级犿ｂ．对于给定面波震级的

事件，爆炸源通常产生比地震更大的体波震级．对于

较大事件，体波震级犿ｂ和面波震级犕Ｓ之间的差异

是一个区分爆炸和地震的理想识别指标（Ｆｉｓｋ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Ｓｅｌｂ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ＳｔｅｖｅｎｓａｎｄＤａｙ，１９８５）．如

前所述，远震体波震级犿ｂ 和面波震级犕Ｓ 是在１ｓ

和２０ｓ左右的周期下测定的．因此，测定犿ｂ 和犕Ｓ

的差别本质上是测定震源频谱中不同频段的振幅

比．在区域地震观测中由于激发函数的高度复杂性

使得体波面波震级的差异不再是一个理想的指标，

特别是对震级较小的事件（ＦｏｒｄａｎｄＷａｌｔｅｒ，２０１５；

ＰａｔｔｏｎａｎｄＲａｎｄａｌｌ，２００２；Ｓｅｌｂ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Ｓｔｅｖｅｎｓ

ａｎｄＤａｙ，１９８５）．已有作者指出，比较体波和面波震

级的方法不能很好地识别朝鲜核试验（Ｂｏｎｎ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范娜等，２０１３）．图５

所示为我们对６个朝鲜核试验及中国东北地区和朝

鲜半岛的一批天然地震用第２节中的方法计算出来

的区域体波震级犿ｂ（Ｌｇ）和面波震级犕Ｓ（Ｒｇ）．可以

看到爆炸震源和地震是高度重合的．图中的实线和

虚线分别是 Ｍｕｒｐｈｙ等（１９９７）和Ｓｅｌｂｙ等（２０１２）提

出的用犕Ｓ∶犿ｂ 来筛除非爆炸事件的判据，用于朝

鲜半岛显然不太理想．

数字化宽频带地震记录提供了直接从频率域研

究地震信号的条件．在区域地震范围，从宽频带地震

资料中采集不同震相的频谱；根据波的传播方式分

别对它们的几何扩散、衰减等进行修正，归算到统一

的参考震中距；然后在广泛的频率范围计算Ｐ／Ｓ类

型的谱振幅比．这种振幅比消除了来自传播过程的

影响以及激发函数中的共同部分，突出了来自不同

震源之间的差别，为识别震源类型提供有效的判据

（Ｆｉｓｋ，２００６；Ｋｉ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Ｔａｙｌｏ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Ｗａｌｔ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２００７；Ｘｉｅ，２００２；Ｚｈ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２０１６，２０１７；赵连锋等，２０１７）．对朝鲜

核爆进行识别研究的数据来自６个已知的核爆震源

和发生在同一台网监视范围内的４个天然地震（见

表１）．我们首先挑选出一组具有纯大陆路径的高质

量台站（如图５ａ所示），采集Ｐｎ，Ｐｇ，Ｓｎ和Ｌｇ波的

垂直分量波形，然后对各个台站的记录分别计算

Ｐｇ／Ｌｇ，Ｐｎ／Ｌｇ和Ｐｎ／Ｓｎ谱振幅比，具体方法见

（Ｈａｒｔｓ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所得结果表明，这些谱振幅比确实提供了区

分爆炸和天然地震的信息．但单台观测结果仍有一

定的随机性，造成识别上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对偏离

台网中心或信噪比较低的数据（Ｇｕｐ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２；

Ｋｉ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ａｎｄＫｉｍ，２００７；Ｚｈａｏ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４，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相比之下经过震

中距校正后的台网平均振幅比可以大大提高识别可

靠性（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４，２０１６，２０１７；赵连

锋等，２０１７）．因此，我们由单台振幅比计算台网平

均振幅比，所得结果显示在图６中．其中图６ａ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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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震源得到的面波震级与Ｌｇ体波震级的比较

纵坐标是面波震级犕Ｓ（Ｒｇ），横坐标是体波震级犿ｂ（Ｌｇ）．核爆炸震源由实心五星表示，化学爆炸由空心五星表示，

用于进行识别试验的４个天然地震用灰色圆表示，其余天然地震用空心圆表示．实线和虚线分别是 Ｍｕｒｐｈｙ等（１９９７）

和Ｓｅｌｂｙ等（２０１２）提出的用犕Ｓ∶犿ｂ来筛除非爆炸事件的判据．

Ｆｉｇ．５　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犕Ｓ（Ｒｇ）ｖｅｒｓｕｓｂｏｄｙｗａｖ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ｍｂ（Ｌｇ）

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ｒｓａｒｅｆｏｒＮｏｒｔｈＫｏｒｅａ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ｈｏｌｌｏｗｓｔａｒｓａｒｅｓｍａｌ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ｃｉｒｃｌｅｓｆｉ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ｇｒａｙ

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ｕｓｅｄｉｎ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ａｎｄｏｐｅｎ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ｒｅｆｏｒｏｔｈｅ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ａｎ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Ｍｕｒｐｈ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ａｎｄＳｅｌｂｙ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ｆｏ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ｎｏｎ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犿ｂ犕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用台站位置，图６ｂ—６ｄ分别为对上述６个地下核爆

炸和４个天然地震计算得到的Ｐｇ／Ｌｇ，Ｐｎ／Ｌｇ和

Ｐｎ／Ｓｎ的台网平均谱振幅比．可以看出，在２Ｈｚ以

上各种谱振幅比能够可靠地区分所有１０个震源的

性质．以上结果表明，利用上述区域台网数据，对于

发生在朝鲜半岛的４级以上事件，经过震中距校正

的台网平均谱振幅比可以作为识别爆炸震源和天然

地震的可靠判据．

４　对朝鲜核爆地震当量的估算

地下核试验的地震当量可以根据标定过的震

级当量经验公式通过事件的体波震级（Ｂｏｗｅｒ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Ｍｕｒｐｈｙ，１９９６；Ｎｕｔｔｌｉ，１９８６；Ｒｉｎｇｄａｌ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Ｗｅｎ，２０１３；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或面波震级（如，Ｐａｔｔｏｎ，２０１６；Ｓｔｅｖｅｎｓａｎｄ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２００１；Ｓｔｅｖｅｎｓａｎｄ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０１）来得

到．各核大国均有一定数量公开了爆炸当量的事件．

例如，Ｓｕｌｔａｎｏｖ等（１９９９）给出了前苏联１９６５年至

１９８８年期间用于和平目的的１２２个核爆炸（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ＰＮＥ）的参数．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等（２００２）

给出了所有美国地下核试验的参数．这些参数包括

爆炸时间、震中位置、当量和埋深等．利用已知当量

的事件可以标定试验场并由震级估算爆炸当量．但

对朝鲜核试验迄今没有公布过爆炸当量，因此必须

借助一些假设条件利用在其他试验场获得的经验公

式来推算当量．Ｎｕｔｔｌｉ（１９８６）对内华达试验场得到

饱和岩石情况下的犿ｂ（Ｌｇ）当量经验公式为

犿ｂ（Ｌｇ）＝３．９４３＋１．１２４ｌｏｇ犢－０．０８２９（ｌｏｇ犢）
２，

（２）

其中犢 是当量，单位为ｋｔ．他建议这个公式也适合

于美国其他地方以及位于撒哈拉沙漠的法国试验

场，并认为它也可能适用于其他大陆地区．Ｒｉｎｇｄａｌ

等（１９９２）研究了前苏联在东哈萨克斯坦Ｓｈａｇａｎ

Ｒｉｖｅｒ的试验场进行的核爆炸的地震当量．Ｍｕｒｐｈｙ

（１９９６）研究了前苏联的核试验以及在不同地质条件

下进行的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他们建议对于稳

定区域中进行的完全耦合的核爆炸，例如前苏联在

东哈萨克斯坦的试验场，可以使用下述经验公式：

犿ｂ＝４．４５＋０．７５ｌｏｇ犢． （３）

７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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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由天然地震和爆炸数据得到的不同类型的谱振幅比

（ａ）计算谱振幅比所用地震台站的分布，其中五星为朝鲜核试验场，实心符号为台站位置，空心符号为天然地震震中．（ｂ）—（ｄ）分别为对

不同事件得到的Ｐｇ／Ｌｇ，Ｐｎ／Ｌｇ以及Ｐｎ／Ｓｎ的谱振幅比随频率的变化．其中纵坐标为对数振幅比，横坐标为频率，红色符号为爆炸震源的

结果，黑色符号为天然地震的结果．２０１７年９月的核爆炸用蓝色表示．

Ｆｉｇ．６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ａｔｉｏ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ｅｄｉ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ａｔｉｏｓ，ｗｈｅｒｅｓｔａｒｉｓ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Ｋｏｒｅａｔｅｓｔｓｉｔｅ，ｓｏｌｉ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ｒｅＣＮＤＳ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ｑｕａｒｅｓ

ａｒｅＧＳ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ｐｅｎ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ｒｅ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ｂ）ｔｏ（ｄ）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ａｔｉｏｓＰｇ／Ｌｇ，Ｐｎ／ＬｇａｎｄＰｎ／Ｓｎｖｅｒｓｕ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ｒｅ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ｄ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ｒｅｆｏｒ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

ｂｌａｃｋ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ｒｅ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ｂｌｕｅ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考虑到在前苏联新地岛（ＮｏｖａｙａＺｅｍｌｙａ）试验场的

Ｐｎ波速度略低于东哈萨克斯坦，Ｂｏｗｅｒｓ等（２００１）

提出了另一个经验公式：

　　犿ｂ＝４．２５＋０．７５ｌｏｇ犢　（ｆｏｒ犢 ≥１ｋｔ），（４ａ）

　　犿ｂ＝４．２５＋ｌｏｇ犢　（ｆｏｒ犢 ＜１ｋｔ）． （４ｂ）

相比（３）式，对给定的震级（４）式给出的当量更大些，

而且在１ｋｔ之处有一个转折，适合于把经验公式推

广到更小的当量．图７所示为上述三个震级当量经

验公式，三条曲线分别对应公式（２）—（４）．其中实线

部分为有较多数据支持的部分，震级范围大致为

４．５≤犿ｂ≤６．５．虚线部分为向小震级方向外推的部

分．对于震级大于５级的事件，不同经验公式给出的

当量比较接近．但对震级小于４级的事件外推后的

公式给出的结果比较分散．为了约束这些经验公式，

我们将前边提到的用于地震测深目的的三个化学爆

炸用红色空心五星画在图７中．这些化学爆炸的当

量为２ｔ左右的硝氨炸药（张成科等，２００２），可以粗

略折算成１ｔ左右的ＴＮＴ（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虽然

它们比朝鲜核爆的当量小了约３个数量级，但它们

在低震级端比较接近Ｂｏｗｅｒｓ等（２００１）的经验曲

８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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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通过震级当量经验曲线对地震当量的估计

垂直坐标为由Ｌｇ波得到的犿ｂ震级，水平坐标为对数当量．曲线为不同作者得到的经验公式，实线部分为

以大量数据支持的关系曲线，虚线段为少量数据支持的延伸线．横虚线为６次核爆测得的区域震级犿ｂ（Ｌｇ）．

Ｆｉｇ．７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ｙｉｅｌ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ｉｓｔｈｅｂｏｄｙｗａｖ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Ｌｇｗａ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ｉｓ

ｔｈｅ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Ｙｉｅｌｄ．Ｃｕｒｖｅｓａｒ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ｙｉｅｌ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ｕｔｈｏｒ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ｆｏｒ６ＮｏｒｔｈＫｏｒｅａ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ｅｓｔｓ．Ｔｈｒｅ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ｋｎｏｗｎｙｉｅｌｄｓ

ａｒ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ｏｌｌｏｗｓｔａｒｓ．

线．考虑到朝鲜核试验场处于稳定且地壳比较坚硬

的地区，接近前苏联新地岛的条件．而美国内华达试

验场的凝灰岩和流纹岩强度比较低．再考虑到小当

量化学爆炸的震级当量关系，我们选择Ｂｏｗｅｒｓ等

（２００１）的经验曲线来推算朝鲜核爆的当量，并将对

所有６次事件得到的结果列在表１和图７中．

５　朝鲜核爆震中位置的高精度相对

定位

常规地震定位一般有较大误差．而相对定位方

法选择一个参考事件，通过测量地震波的相对走时

来确定被测事件相对于参考事件的位置，具有非常

高的精度．该方法常常被用来测定震群或一组核试

验的相对位置．中国数字地震台网、全球地震台网、

以及日本ＦＮＥＴ台网构成的区域台网对朝鲜核爆

提供了丰富的Ｐｎ波记录而且台站分布方位角比较

完全（见图１和图３），有利于用相对定位方法

（Ｍｕｒｐｈ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Ｓｃｈａｆｆ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２００４；

Ｓｅｌｂｙ，２０１０；ＷｅｎａｎｄＬｏｎｇ，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Ｗｅｎ，

２０１３；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对历次朝鲜核爆进

行高精度相对定位．我们从２６０个区域地震台站截

取了各次核爆的Ｐｎ波记录．选取其中信噪比高，波

形一致性好的数据利用互相关方法计算得到了９８７

个相对走时，并以此作为相对定位的数据．将ＵＳＧＳ

给出的２００６年朝鲜核爆的震中和起爆时刻设为参

考震中和起爆时间，将朝鲜核试验场附近的Ｐｎ波

速度设定为７．９９ｋｍ·ｓ－１（如，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然后将其余核爆的震中经纬度和起爆时刻作为未知

数，建立了一个反演问题来逼近Ｐｎ相对走时数据．

由于震源深度和起爆时刻之间存在一定的折衷因此

没有将深度列为独立未知数．利用模拟退火方法

（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ｅｔａｌ．，１９８３）求解反问题，寻找使观测

Ｐｎ波相对走时与理论Ｐｎ波相对走时之差的Ｌ２范

数达到极小的解即为其余各次核爆相对于参考事件

的震中经纬度和起爆时刻．对所有六次朝鲜核爆的

震中反演结果列在表１中，同时显示在图８中．从定

位结果来看，第一次核试验是在试验场东南部进行

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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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朝鲜核试验场附近的地形图以及

相对定位得到的６次试验的震中分布

Ｆｉｇ．８　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６ＮｏｒｔｈＫｏｒｅ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

的．后几次试验逐渐西移，至距离２ｋｍ左右的一座

山下进行．注意，由于是相对定位，它们的绝对位置

依赖于预先给定的第一次核爆的位置．

６　讨论

朝鲜核试验场是一个未经标定的试验场．迄今

还没有已知当量的爆炸可供建立该试验场的震级

当量经验公式．因此是在考虑试验场地质条件的情

况下借用其他地区的经验公式估算当量．这在很大

程度上是受历史原因制约．现有的震级当量经验公

式都是根据过去主要核大国进行的核试验得出的．

从那时到现在，很多条件都发生了变化．试验场地从

详细研究过的少数试验场变成未知试验场；数据类

型从模拟地震仪记录的远震体波和面波变为宽频带

数字地震仪记录的区域地震信号；等等．由于禁止核

试验条约的签订，获得大规模新数据标定试验场已

经不可能．目前采用的方法是将现在的数据“校正”

回与获得原来震级当量公式相近的条件，然后借助

过去的公式进行估算．这一过程往往复杂而且含有

大量不确定因素．例如，将一个试验场的经验公式转

用于未标定过的试验场是否合适；以往的经验公式

是由较大当量的事件标定的，将它们推广到小当量

事件有什么问题；用区域震级犿ｂ（Ｌｇ）来代替远震

体波震级犿ｂ（Ｐ）是否存在系统误差；震源埋藏深度

和局部地质结构如何影响对当量的估算，等等．其中

有些可能会引入较大误差．例如，埋藏深度极大地影

响爆炸地震波的产生效率，反过来也影响由观测资

料对当量的估计．震级当量公式（９）并不显含深度

变量，这是因为公式中隐含了核试验在标准深度

（ｓｃａｌｅｄｄｅｐｔｈ）犺＝１２２犢
１／３进行．这一深度当量关系

主要是从美国内华达试验场的结果得到的．为使震

级当量公式适用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埋深的爆炸，

Ｄｅｎｎｙ和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９１）研究了不同参数的量规关

系（ｓｃａｌｉｎｇｌａｗ）得到了埋藏深度与爆炸球腔尺度之

间的经验公式．Ｒｏｕｇｉｅｒ等（２０１１）的研究认为非线

性数值模拟结果和近场观测数据支持 Ｄｅｎｎｙ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９１）得到的深度与球腔尺度的关系．

Ｐａｔｔｏｎ和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１１）进一步由此得到对偏离标准埋

藏深度爆炸的修正项为－０．７８７５ｌｏｇ（犺／１２０犢
１／３），其中

犺为埋藏深度，单位是 ｍ．Ｐａｔｔｏｎ和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１１），

Ｚｈａｎｇ和 Ｗｅｎ（２０１３）利用这一公式讨论了对朝鲜

核爆当量的修正．非线性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花岗

岩中标准埋藏深度的爆炸应产生明显的地表破坏，

而朝鲜核爆后并未观察到这一现象．因此普遍认为

（例如Ｒｏｕｇ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朝鲜核爆的埋藏深度有

可能远大于标准深度．图９绘出了对６次朝鲜核爆

震级、深度和当量三者之间的折衷关系曲线（ｄｅｐｔｈ

ｏｆｂｕｒ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ｃｕｒｖｅ），其中实心五星是根据公

式（９）按标准深度估计的朝鲜核爆地震当量．红色线

段表示按Ｐａｔｔｏｎ和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１１）的深度修正产生

的当量变化．由于缺少对朝鲜核试验的深度数据，我

们将震中处的高程减去工程巷道入口处的高程作为

对实际深度的粗略估计，经修正后得到的地震当量

列在表１中并用空心五星表示在图９中．如果这一

深度假设接近实际情况则朝鲜核爆的埋藏深度可能

更加接近犺＝２５０犢１
／３的量规关系．目前，如何对未经

标定的核试验场进行当量测定仍是一个未完全解决

的问题并有待新方法的提出．

７　结论

本文综合报道了利用区域地震台网记录到的宽

频带数字地震记录研究朝鲜地下核试验的结果，包

括爆炸事件和天然地震的识别，对核爆炸震级和地

震当量的测定，以及对爆炸中心的精确定位．结果表

明，朝鲜地下核试验产生的地震波在区域台网的记

录具有典型的浅源爆炸震源的特征．纵波类型的

Ｐｎ，Ｐｇ波比较强，初动尖锐；横波类型的Ｓｎ和Ｌｇ

波较弱；由于震源较浅，短周期面波发育；Ｐｎ波在所

有方向都比较清晰．由朝鲜核试验场朝向中国大陆

方向，爆炸地震波主要通过大陆地壳，Ｌｇ波可以被

追踪超过１０００ｋｍ．在朝向日本海的方向，由于海洋

地壳的阻断作用，位于日本的地震台站记录不到Ｌｇ

波．瑞利波可以在所有方向上观测到，但通过大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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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震级，深度和当量三者之间的折衷关系曲线

纵坐标和横坐标分别为当量和埋藏深度．倾斜坐标是震级．实心五星是根据标准深度估计的当量，

空心五星是考虑到深度修正的当量，详见正文．

Ｆｉｇ．９　Ｄｅｐｔｈｏｆｂｕｒ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ＮｏｒｔｈＫｏｒｅａ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ｒ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ｏｆｂｕｒｉａｌ．Ｔｈｅｏｂｌｉｑｕ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ｉｓ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ｒｓａｒｅｙｉｅｌｄ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９）ｗｈｉｃｈａｓｓｕｍ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ｄ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ｈｏｌｌｏｗｓｔａｒｓａｒｅｙｉｅｌｄｓ

ｗｉｔｈｄｅｐｔｈ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Ｄｅｔａｉｌｓｒｅｆｅｒｔｏｔｅｘｔ．

径的瑞利波频散小，持续时间短，呈脉冲形态；通过

海洋路径的瑞利波呈现为高度频散的波列．

利用上述地震资料研究了朝鲜６次地下核爆炸

的参数．利用Ｐｇ／Ｌｇ，Ｐｎ／Ｌｇ和Ｐｎ／Ｓｎ等Ｐ／Ｓ谱振

幅比研究了６个朝鲜核爆炸和４个发生在区域台网

内的天然地震．结果表明，２Ｈｚ以上台网平均Ｐ／Ｓ

谱振幅比可以正确地将所有爆炸事件从天然地震中

识别出来．利用目前在中朝边界地区的区域地震台

网所获得的数据和这里发展的分析方法可以有效监

测在朝鲜半岛进行的当量大于０．５ｋｔ的地下核试

验．建立了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地区的Ｌｇ波震

级系统以及犿ｂ（Ｌｇ）与犿ｂ（Ｐ）之间的联系，测定了６

次朝鲜核爆炸的震级．鉴于朝鲜核试验场的地质特

点，我们利用Ｂｏｗｅｒｓ等（２００１）的震级当量经验公

式，并假定这些地下核爆炸具有标准埋藏深度，估计

了它们的当量．利用相对定位方法并以朝鲜第一次

核试验的位置和起爆时间作为参考，确定了６次核

试验的起爆时间和相对位置．不过，上述定位方法是

基于一维地球模型得到的．有迹象表明（Ｇｉｂｂｏｎ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朝鲜核试验场下部的横向不均匀性可能

会影响相对定位的精度．因此，进一步的工作应考虑

更复杂的局部结构模型．２０１７年９月３日的第６次

核试验是在本文成文时进行的．对于这次试验的结

果是初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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