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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青藏高原作为现今仍然活动的陆内造山带之

一，虽然有着平均厚度超过６０ｋｍ巨厚的地壳，但

是不断有证据表明有震源深度超过地壳厚度的地幔

地震存在［１～４］．由地幔地震确定的上地幔顶部孕震

层的存在，有力地支持了大陆岩石圈流变结构的“三

明治”模型［５］．Ｃｈｅｎ和 Ｍｏｌｎａｒ
［５］对青藏高原、伊朗

高原、蒙古高原、印度西隆高原、美国费尔班克斯地

区等现代内陆构造活动会聚挤压区域的地震空间分

布图像分析后指出，这些地区的地震震源明显分布

在２０ｋｍ内的浅层地壳和莫霍面下的上地幔顶层

两个深度层中，并综合岩石高温高压的实验结果提

出了“三明治”模型．这一模型在国际地震界及地球

动力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论

与置疑［６，７］．

震源深度的精确确定一直是地震定位问题中的

难题．Ｌｏｍｎｉｔｚ
［８］从数学方面证明了即使对应最简单

的地震定位模型震源深度也是不能通过简单的高精

度反演得到的．因此青藏高原的地幔地震深度的确

定不是靠单纯的地震记录到时资料的反演，而是靠

地震图震相对比得到［１，４］．

利用ＨｉＣＬＩＭＢ计划第二期布设的二维横向

观测台网采集的数据，Ｌｉａｎｇ等
［９］用联合震源定位

法（Ｊｏｉｎｔ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ｅ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ＨＤ）精确定

位了藏南地区的区域地震．定位结果最显著特点是

２１个地震被定为中深源地震．我们采用对速度结构

模型依赖程度最小的方法———双差层析定位方法

（ＴｏｍｏＤＤ）
［１０］用同样的数据进行重新定位，以确认

联合震源定位结果［９］的中深源地震的震源深度的可

靠性．围绕这些中深源地震是否为发生在莫霍面以

下的地幔地震，我们进一步通过计算不同深度震源

的理论地震图与实际地震图对比的方法，研究了地

震震源与莫霍面之间的相对深度关系．

２　双差层析定位方法

双差定位法（ＨｙｐｏＤＤ）
［１１］作为一种有效的相

对事件定位法在我国得到了广泛推广应用［１２～１４］．在

双差定位法中，由相邻事件间的观测到时差与理论

到时差的残差（双差）作为数据，结合走时方程，构造

出反演的矩阵方程，求得地震定位参数的修正值．由

于假设相邻足够近的事件的射线路径相互抵消，当

速度结构的变化尺度超过相邻两个事件的尺度时，

双差定位法就会导致地震定位的系统偏差．而改进

的双差层析定位法（ＴｏｍｏＤＤ）
［１０］考虑了速度结构

的变化，反演方程中加入了速度项联合反演地震定

位参数和速度结构．

基于射线理论的体波走时方程可以表示为

犜犻犽 ＝狋
犻
＋∫

犽

犻
狌ｄ狊， （１）

其中犜代表走时，狋代表发震时刻，狌代表慢度，犻代

表地震，犽代表台站．为了得到线性化的方程，我们

采用一级泰勒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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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狉代表理论到时和观测到时的残差．把事件犻

和事件犼相应的方程（２）相减，就得到了构成反演矩

阵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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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方程（３）等号右端中的积分离散化，就可以构造出

以速度和震源参数的扰动作未知数、到时差残差（双

差）作已知数据的反演矩阵方程［３］．对由方程（３）得

到的矩阵方程使用阻尼最小二乘反演方法求解．值

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实际计算中使用了绝对到时和

相对到时两种资料，在研究区外的速度结构就是由

绝对到时得到的．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国际合作项目 ＨｉＣＬＩＭＢ

计划第二期布设的二维横向观测台网．使用了其中

２８个台站的观测数据，记录时间为从２００４年７月

到２００５年７月．共收集２８４４个Ｐ波和２２１０个Ｓ波

总计５０５４个震相到时数据．每一个震相到时都根据

其读取精度分为五类：０（震相到时读取误差大于

０．４ｓ），１（读取误差在０．３～０．４ｓ），２（读取误差在

０．２～０．３ｓ），３（读取误差在０．１～０．２ｓ），４（读取误

差小于０．１ｓ）．五类到时数据分别对应着０．０，

０．２５，０．５，０．７５，１．０权重，因此只有误差小于０．４ｓ

的到时资料才会被定位程序利用．参考联合震源定

位结果［９］，我们设定１５ｋｍ为构成地震对的临界距

离，并且要求地震对至少有８个台站的有效记录，如

此共有２８３个地震满足要求结成事件对可以进行双

差层析重定位，而其余１７１地震仍以震相走时为基

本资料进行联合定位．到时数据相对应的射线分布

展示于图１．我们注意到射线在研究区域有着很好

８３２２



　９期 姜明明等：藏南地区中深源地震精确定深研究及其地球动力学含义

图１　２８个台站实际记录的射线分布图

射线起始于地震震中，终止于观测台站；图中白色三角为台站位置．

Ｆｉｇ．１　Ｒａｙｐａｔｈ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ＴｏｍｏＤ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ａｃｈｒａｙｓｔａｒｔｓａｔｔｈｅ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ｅｒａｎｄｅｎｄｓ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的交叉分布，而在研究区西部和北部边界则存在射

线数量不足的问题．考虑到中深源地震都发生在研

究区的南部和中部，因此不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另

一方面，由于只使用了区域近震观测数据，地震波射

线在通常情形下不能深入地壳深部，因此双差层析

定位方法对定位速度模型的修正只能局限在地壳浅

部，从而无法进一步提高中深源地震的定位精度．

最终我们使用双差层析定位方法同时得到了研

究区地壳浅部的速度结构（图２）和３４０个区域地震

的精确位置（图３）．在相同资料条件下，与联合震源

定位结果［９］相比较，我们定位结果的平均定位残差

（ｒｍｓ）从０．４７ｓ降为０．２０ｓ．图２给出了２ｋｍ深度

处Ｐ波速度的横向变化．我们发现研究区的上地壳

地震波速度存在很强的横向不均匀，而研究区北西

的低速异常区正好是打加错温泉区．这从一方面说

明了双差层析成像方法对速度结构的横向不均匀性

进行了有效的校正，从而提高了定位的精度．

我们的双差层析定位方法的定位结果显示研究

区内地震明显地分布于深度不同的两个孕震层（图

３ｂ）．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已有一系列关于西藏

地区地震定位及震源分布图像的研究工作发

表［２，１５，１６］，并发现西藏地区的震源深度分布相对较

浅，主要集中在２０ｋｍ以内的浅层，只在藏南发现

有３个深度在８５～９０ｋｍ的中深源地震
［２］．由于当

时西藏地区缺乏地震台，这些结论主要是依靠远震

观测得到．Ｚｈｕ和 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
［４］依靠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年在藏南架设的１１个流动台组成的宽频带地震台

阵，参照ＰＤＥ目录（美国ＵＳＧＳ编制的地震目录）并

用记录与理论地震图进行波形比对的方法，确认了

３个中深源地震，其震源深度在７０～８０ｋｍ间，震源

机制均为正断层机制，其Ｐ轴与Ｔ轴与印度板块的

俯冲所造成的区域构造应力场具有一致性．Ｚｈｕ和

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
［４］的工作是迄今发表的关于西藏地区

震源深度确认研究最为细致的，然而由于他们没有

系统开展台阵区地方震的精确定位工作，在我们的

工作之前仍无一幅完整的、清晰的西藏地区震源分

布图像．

我们共确定了２１个中深源地震，比目前已经确

定的西藏地区中深源地震的总数还多［１］，但是无法

直接确定这些地震是否都是地幔地震．主要原因是

虽然震源深度的绝对分布因所取速度模型的不同差

异不大［９］，但是对藏南地区莫霍面深度不同研究给

９３２２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２卷　

图２　地表以下２ｋｍ深度处Ｐ波速度结构
图中黑色圆点为重定位的地震震中位置，速度异常值是相对于定位速度模型［４］计算的．

Ｆｉｇ．２　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ｔ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２ｋｍ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ｐｏｔ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ｏｍｏＤＤ

［４］．

图３　定位结果与中深源地震震源机制解
（ａ）为震中分布图，台站位置用黑色三角表示，震源位置与震源机制解按震源深度用
不同颜色表示；（ｂ）为沿东西方向的震源深度分布图，图中虚线为定位速度模型莫霍面．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ｐｏ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ｎｄ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ｒｅｍａｒｋ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ｏｒｓ．（ｂ）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ｃａｌｄｅｐｔｈ
ａｌｏｎｇ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Ｍｏｈｏｏｆ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ｏｍｏＤＤ．

０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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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４，１７，１８］．定位结果显示依据

Ｚｈｕ和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
［４］给出的莫霍面深度，２１个中深

源地震部分在莫霍面之上，部分在莫霍面之下．如果

这一结论是对的，我们可能只需要对“三明治”模型

做少许合理修正．而使用Ｒａｐｉｎｅ等
［１８］及Ｃｒｕｓｔ２．０

速度模型［１７］给出的莫霍面深度，我们发现所有２１

个中深源地震均在莫霍面以上，与Ｊａｃｋｓｏｎ
［６］和

Ｊａｃｋｓｏｎ等
［７］的推测具有一致性．可见仅依据定位结

果，很难判明发生的藏南中深源地震是全部分布在

莫霍面以下的上地幔、全部分布在莫霍面以上的下

地壳底层或者在莫霍面上下附近都可能发生地震

（即莫霍面是介质强度脆韧性转换带）．因此必须通

过记录图与理论地震图的比较，确认莫霍面上下的

差异震相，方可能确定地震是发生在莫霍面之上或

之下．

３　震源深度的精确确定

由于上述确定的中深源地震的震级很小，只有

２个地震被国际地震中心（ＩＳＣ）的地震目录所确认，

而且记录的台网为区域台网，因此台网地震记录的

体波震相能量较小，而且高频成分占主导地位．而

Ｔａｎ等
［１９］的ＣＡＰｌｏｃ方法不能有效地计算高频的理

论地震图，因而无法应用于这些中深源地震的定深．

不过，我们利用反透射系数方法［２０］可以有效地计算

出高频的理论地震图，从而可以完成实际地震图与

理论地震图的震相对比．

理论地震图的计算首先需要了解地震的震源机

制．考虑到具体操作中我们只是比对台站记录的震

相，对地震记录的初动方向要求很高，因此我们只是

使用台站记录的Ｐ波初动符号数据，使用乌尔夫网

格格点扫描的方法来求解中深源地震震源机制

解［２１］（图３ａ）．由于台站过于稀疏和地震能量过小的

原因，获得的震源机制结果具有很大的非唯一性．然

而这并不会对下一步的震相比对造成影响，因为所

有的结果都能很好地拟合稀疏的Ｐ波初动符号数

据．进而对每个地震的多个符合要求的震源机制解

求解平均值，并以此作为对应地震的正式的震源机

制解．

保持实际地震图的震中距，将震源分别置于莫

霍面上下的不同深度来计算一系列理论地震图．理

论地震图的计算使用Ｚｈｕ和 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
［４］的速度

模型，与我们定位所用的速度模型保持一致．在震中

距相同的情况下，地震震源位于莫霍面上下的地震

产生的地震图的震相种类和到时存在明显的差异

（图４）．而这种差异随着震源与莫霍面距离的变大

和震中矩的变大，而变得更加明显．

图４　莫霍面上下的震源分别产生的Ｐ波

相关震相的射线路径对比

其中Ｐｇ为直达波震相，ＰｍＰ，ＰｍＳ，ＳｍＰ为莫霍面

反射震相，ｐｍｓ，ｓｍｐ为莫霍面折射震相．

Ｆｉｇ．４　Ｃａｒｔｏｏｎｏｆ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ｒａｄｉａ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

Ｍｏｈｏ，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ｓ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Ｍｏｈｏ

Ｐｇｉｓ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Ｐｐｈａｓｅ，ＰｍＰ，ＰｍＳａｎｄＳｍＰａｒｅ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ｐｈａｓｅｏｎＭｏｈｏ，ｐｍｓ，ｓｍｐａｒｅｔｈｅ

ｄ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ｐｈａｓｅａｃｒｏｓｓＭｏｈｏ．

在对理论地震图进行了与实际地震图同样的滤

波处理之后，我们将实际地震图与莫霍面上下不同

深度的理论地震图进行震相对比，以此来判定震源

与莫霍面的空间位置关系．

排除无法求解的地震事件（例如：台网记录初动

符号质量或数量不符合可靠解的基本要求），总共得

到了１７个中深源地震的震源机制解（图３ａ，表１）．

大部分中深源地震的震源机制解为走滑与倾滑混合

的震源机制，这与以前确定的藏南地区中深源地震

的震源机制解是一致的［１，４］，证明了我们确定的震

源机制解是可靠的．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的中深源

地震集中在了藏南拆离系以南区域，该地区浅部是

以逆冲为主的构造应力环境，而中深源地震的震源

机制解所反映的莫霍面附近的截然不同的构造应

力，因此推测这些中深源地震处于俯冲的印度岩石

圈向上弯曲、开始近水平俯冲的区域．

在实际震相对比中，我们发现区域地震的能量

过小是制约震源与莫霍面相对空间位置的主要因

素．具体表现为：震中距过小，不同震相到时没有足

够的差异，导致震相无法被有效辨认；震中距过大，

实际地震图的信噪比过小，也导致震相无法被辨认．

１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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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深源地震的定位结果与震源机制解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狋犲犱犲狆狋犺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狊狉犲犾狅犮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犳狅犮犪犾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狊

发震时间

年 儒略日 时∶分∶秒

震中位置

纬度（°Ｎ） 经度（°Ｅ） 深度（ｋｍ）

节面１

走向（°） 倾角（°） 滑动角（°）

节面２

走向（°） 倾角（°） 滑动角（°）

２００４ ２０４ １７∶３４∶３２．４７０ ２８．３９５ ８８．１３９ ６４．９ ３０５ ８３ ８ ３９ ５８ １４７

２００４ ２１５ ２１∶４８∶２８．４６２ ２８．２８６ ８８．０５５ ６６．３ ３４９ ８０ －１１ ８２ ７５ －１６４

２００４ ２１９ １７∶５３∶３９．７２６ ２８．０２２ ８７．８２３ ５９．４ ２１５ ６３ ４８ ３４６ ３７ １１７

２００４ ２２５ １８∶１８∶１９．７１４ ２８．１７０ ８７．８２９ ６１．５ ２３８ ３９ １１９ ８ ６３ ４７

２００４ ２８４ １１∶４８∶４５．８００ ２７．９２８ ８７．８９５ ６６．５ ３１８ ４９ －１３６ ２１３ ７４ －２２

２００４ ２８９ １７∶３７∶０１．３７８ ２８．４７４ ８６．５８１ ７７．０ ３５６ ６４ －２７ ９２ ７７ －１６５

２００４ ３０１ ２２∶５１∶２８．１３６ ２８．５２６ ８６．９７５ ５９．８ ４０ ５４ －１３４ １６２ ５４ －４７

２００４ ３１１ ０４∶３３∶３１．３３４ ２９．４７７ ８９．２４９ ６４．４ １４８ ８５ －６ ５５ ５６ －１４６

２００４ ３１５ ０４∶２１∶１２．０７０ ２７．９６５ ８７．８２１ ６３．０ ２７９ ５８ ５０ ５０ ４４ １２２

２００４ ３２８ ０１∶０３∶０１．１６８ ２９．００３ ８９．０１５ ６５．６ ３５８ ６４ －１２３ １４１ ３１ －７２

２００４ ３３４ ０８∶１７∶１３．７０４ ２７．７７３ ８７．６７６ ５７．２ ４９ ８５ －１７５ １３９ ８７ －３

２００４ ３４９ １９∶１１∶２１．８６６ ２８．５７６ ８６．４０４ ６１．８ ３４ ４６ －１１５ １７７ ５１ －６２

２００４ ３５４ ０１∶３５∶３９．５４２ ２７．９６５ ８７．９６０ ６２．３ ２９ ７８ －１４ １２７ ５６ －１４５

２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７∶４１∶３８．０９５ ２８．１９７ ８８．０３１ ６０．３ ２０３ ４７ －１３５ ９９ ７６ －２０

２００５ １４３ １５∶２７∶２７．２０６ ２８．０９４ ８７．５２５ ７２．３ １４６ ５２ －１２０ ２８７ ４５ －６３

２００５ １６７ １８∶３４∶３２．４２１ ２８．２７４ ８７．６８５ ５５．１ １８５ ７８ －１６８ ２７７ ７８ －１３

２００５ １８４ １９∶４２∶５３．４７６ ２８．０８６ ８７．７７０ ６２．９ ８８ ６７ －１４９ ２００ ４８ －４６

图５　发震时刻为２００４．２８９．１７．３７（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５日１７时３７分）的中深源地震在台站Ｔ０２５的震相比对图

图中黑线为震源位于不同深度的理论地震图，灰线为实际的地震图．Ｐｇ和Ｓｇ分别为Ｐ波和

Ｓ波直达震相，ＰｍＰ，ＳｍＰ，ＳｍＳ为莫霍面反射震相，ｓｍｐ，ｐｍｓ为莫霍面的折射震相．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０２５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ａｔ１７∶３７ｏｎ１５ｔｈＯｃｔ，２００４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ｐｔｈ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ａｙｏ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

ＰｇａｎｄＳｇａｒｅ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Ｐ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Ｓｐｈａｓ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ＰｍＰ，ＳｍＰａｎｄＳｍＳ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ｐｈ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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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使用这种方法最终确定一个地幔地震需要满

足两个条件：震源位置离莫霍面足够远，震中距适

中．基于这种寻找标准最终我们确认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１５日（２８９儒略日）所发生的一次中深源地震是一次

发生在莫霍面以下的地幔地震．通过这次地震在台

站Ｔ０２５所记录到的垂直分量地震图与相关的理论

地震图的对比发现：震源处于莫霍面上下的理论地

震图的Ｐ波一系列震相的绝对到时和相对到时存

在明显的差异，而实际地震图的Ｐ波相关震相的绝

对到时和相对到时都与莫霍面下面震源的理论地震

图吻合得很好（图５）．从而确认在藏南莫霍面下发

生地幔地震的直接观测证据（图５），而这次地震并

没有被国际地震中心的地震目录所确认．

４　结论与讨论

我们使用 ＨｉＣＬＩＭＢ计划第二期采集的地震

数据，在双差层析定位结果的基础上确定了一个新

的发生在藏南地区莫霍面以下的地幔地震．我们的

方法给出了震源位置与莫霍面确切的相对关系，进

一步证明了藏南岩石圈除了在上地壳存在孕震层以

外，在莫霍面附近特别是上地幔顶部也存在一个孕

震层，可能发生地震，这是关于地幔地震的清晰的较

为直观的观测证据，对大陆岩石圈流变结构的“三明

治”模型是一个有力支持．

由于本文研究的中深源地震的震级很小，所以

使用ＣＡＰｌｏｃ程序直接获得震源位置与莫霍面的关

系，同时使用高频理论地震震相对比的方法最终从

１７个中深源地震中确定了一个地幔地震．频率波数

域滤波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确定震相能量所

在，从而可以更容易在低信噪比情况下识别震相．因

此，未来我们可以设计出一种基于频率波数域滤波

的震相对比方法，以确定更多发生在地幔里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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