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卷 第 3期 

2004年 9月 

地 震 地 质 
SEISMOLOGY AND GEOLOGY 

Vo1．26．No．3 

Sept．，2004 

分离三分量远震接收函数的多道 

最大或然性反褶积方法 

刘启元 Rainer Kind 

1)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2)GeoForschung Zentrum Potsdam，Telegrafenberg，14473 Potsdam，Germany 

摘 要 迄今为止，广泛应用的分离接收函数方法主要基于单个台站的观测数据，并依赖等效震源 

假定的有效性。当地壳内存在明显的间断面时，等效震源假定不适于宽频带地震波形数据，接收函数 

的估计将在不同程度上遭到破坏。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避免使用等效震源假定。依据多道最大 

或然性反褶积原理，给出了利用多道观测数据分离接收函数的方法。我们的方法避免了等效震源假 

定，这对于在复杂构造环境条件下改善接收函数的估计具有实际价值。合成地震图的数值检验结果 

验证了给出的方法。利用该方法，我们得到了跨越大别山造山带，从江西大冶附近的大箕铺(30。20 

N，115。03 E)到河南兰考附近的崔林(34。40 N，114。49 E)，总长度约500km的流动地震台阵剖面各台 

站的三分量接收函数估计。与基于单台数据的接收函数径向分量比较表明，两种方法给出的结果可 

能存在不可忽略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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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自从 Langston(1979)在远震接收函数研究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以来，接收函数方法得到了不 

断的改进和发展，并在地壳上地幔结构研究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许卫卫等，2002；贺传松 

等，2003)。但是，迄今为止，广泛应用的分离接收函数方法主要基于单个台站的观测数据，并依 

赖等效震源假定的有效性。 

等效震源假定的实质是把时间域中接收函数的垂直分量近似看作狄拉克函数。在长周期 

频带范围内，这是一个很好的近似。但是，对于包含短周期信号的宽频带观测数据来说，等效震 

源假定仅在地壳结构比较光滑的情况下成立(Scherbaum，1987)。合成理论地震图检验的结果 

表明，在地壳，特别是上地壳存在明显的速度间断时，等效震源假定可能导致较大的振幅误差 

(刘启元等，1996)。对于依赖于相对振幅信息的接收函数反演来说，这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 

果。实际数据处理的经验表明，对于存在松散沉积盖层的构造复杂地区，入射波激发的散射尾 

波有可能导致接收函数分离的失败。因此，避免采用等效震源假定对于利用宽频带波形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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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函数反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为了避免依赖等效震源假定，刘启元等(1992，1994)提出了从远震 P波的多道记录中分离 

三分量接收函数的方法，并发展了与之相应的接收函数复谱反演技术。由于早期流动地震台阵 

观测系统采用触发记录方式，难以保证获取地震事件的完整记录，该方法的应用受到限制，也没 

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近年来流动地震台阵观测已经广泛采用了连续记 

录方式。这不但保证了观测数据的完整性，也为根据地震台阵记录分离接收函数提供了有利条 

件。 

为此，本文将把 Shumway等(1985)的反褶积方法进一步扩展到利用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 

的多台观测数据估计三分量远震体波接收函数的情况，并通过横跨大别山流动地震台阵远震观 

测数据的处理，以证明该方法的可行性。我们认为应该重视三分量接收函数的潜在价值。 

1 多道最大或然性反褶积(MMLD) 

Shumway等(1985)曾给出根据多个观测时间序列估计核爆炸事件函数的 MMLD方法。他 

们考虑了用 m个接收台站组成的观测台阵记录由n个事件组成的事件阵的情况，并在观测台 

阵和事件阵孔径远远小于两者间距离的情况下，构筑了如下的线性回归模型： 

Y (t)=r (t) (t)+ (t) (1) 

这里，Y (i=1，2，⋯，m； =1，2，⋯，n)为在第 i个接收点上观测到的第 个事件的时间序列， 

r (i=1，2，⋯，m)为接收区第 i个台站的接收函数，它可以被看作是确定性的独立变量， ，(i= 

1，2，⋯，n)为第_『个事件的事件函数，它被认为是不相关的随机变量， (i=1，2，⋯，m； =1，2， 
⋯

，n)为附加的观测噪声，t表示时间， 表示褶积。 

问题是如何根据已知的观测数据 Y (i=1，2，⋯，m；J=1，2，⋯，n)同时估计2个未知因子 

r (i=1，2，⋯，m)和 (J=1，2，⋯，n)。为此，Shumway等(1985)建议：对事件因子 (J=1，2， 
⋯

，n)采用最小方差估计器，对接收因子(即接收函数)r (i=1，2，⋯，m)则采用条件最大或然 

性估计器，通过两者之间的迭代，使接收因子估计的或然性得到提高(Dempster et a1．，1977)。 

刘启元等(1996)曾经把 MMLD方法扩展到根据单台三分量远震波形数据估计台站下方地 

壳接收函数的情况。实际上，更加合乎逻辑的推广是利用 MMLD方法估计观测台阵各台站的 

接收函数。为此，我们可以在复频率域构筑较单台情况更为一般的线性模型： 

^(∞)=X̂(∞) f(∞)+Ⅳf̂(∞) (2) 

这里， (Z=1，2，⋯，m；k=1，2⋯，n)为观测数据的复谱， (k=1，2，⋯，n)为震源因子， (Z= 

1，2，⋯，m)为接收函数，Ⅳ』 为附加的噪声，∞为角频率，并定义震源因子为 

(∞)=S (∞)E (∞)，(∞) (3) 

其中，Js (k=1，2，⋯，n)表示震源时间函数，E (k=1，2，⋯，n)表示震源区介质的响应函数，，表 

示仪器的传递函数。 

在此基础上，仿照Shumway等(1985)的方法，可以得到震源因子估计： 

= D ‘∑R r (4) 

和接收函数的估计： 

r=c 。∑ 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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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I：∑I Rf I +0I 
f=l 

C ：∑I X I + ： 

：  F - I 

：：Lo；。 

F“：I XI I + ： 

L：(ran) ∑I 一XkR I +I R r I ： 

(6) 

(7) 

(8) 

(9) 

(10) 

(11) 

这里， 表示复共轭；0 和 (k：1，2，⋯，r／,)分别为震源因子 的噪声 一信号比和方差； 可 

看作是不同时间序列噪声谱的平均估计。它可以根据 P波初至前的背景噪声得到。 

刘启元等(1996)曾证明，MMLD方法给出的结果依赖于对震源因子或者接收因子的初始 

估计。Langston等(2001)证明，通过观测台阵各台站垂直分量的叠加可以有效地压制各种由于 

接收区地壳结构复杂性所造成的散射波，获得震源因子的一个接近真值的近似估计。这是因为 

在通常地震台阵的尺度范围(例如，>100km)，地壳结构的横向非均匀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情 

况(Liu et a1．，1986)。 

利用上述方法得到的震源因子可以作为初始估计，进一步用于 MMLD方法。需要强调的 

是，扩展的 MMLD方法同时考虑了观测数据的3个分量，而不仅仅是垂直分量。MMLD方法中 

的迭代过程将导致三分量波形数据同时参与震源因子的估计。由于台站接收因子的3个分量 

是线性无关的，这将有助于得到优化的解。在 MMLD方法中，迭代过程将通过调节信噪比0 和 

震源因子的方差 ，不断优化对震源因子和接收因子的估计。 

2 数值检验 

下面我们将利用合成的理论地震波形数据来验证本文的方法。为了得到所需的远震P波 

波形数据，我们采用震源区和接收区结构不同情况下体波合成地震图的矩阵一射线方法(刘启 

元等，1992)。 

为了便于理解数值检验的结果，在合成理论地震数据的计算中，我们仅考虑由震源射出的 

透射P波及其在震源区地表的一次反射。不同的震源具有不同的震源深度，但有相同的震源时 

间函数。我们设定的3个震源的深度分别为 10，15，20km。接收区地壳为单层模型，地壳厚度 

为30km。由于远震 P波在接收区地壳近乎垂直入射，我们可以用一系列速度结构不同的横向 

均匀的分层模型描述观测台阵各台站下方的横向非均匀地壳。这意味着我们将不考虑地震波 

在接收区内的横向传播。表 1给出了各接收点的震中距以及相应的地壳 P波速度。相应的 s 

波速度 Vs：Vp／／~r3。这里， 表示 P波速度。相应的密度参数由公式P：0．3788V +0．252给 

出(Birch定律)。 

接收台站下方的地壳介质响应由传播矩阵计算，接收区以外的路径效应由广义射线方法得 

到。震源区的地壳和地幔的速度结构取 自PREM模型。为了得到宽频带的远震体波波形，仪器 

响应模拟速度平坦型的宽带响应，频带宽度为0．05—5．0Hz。 

作为例子，图 1给出了当震源深度为 15km时，各接收点的理论远震波形。为了检验噪声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期 刘启元等：分离三分量远震接收函数的多道最大或然性反褶积方法 419 

表 1 用于数值检验的接收区地壳摸型 

Table 1 Receiver model used for numeric test 

台 站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R9 

震中距(。) 50．O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Vpl／km ．s一 6．O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Vp2／km ．s一 8．11 8．11 8．11 8．11 8．11 8．11 8．11 8．11 8．11 

注 P。是接收区地壳的P波速度， P2为上地幔顶部的P波速度。 

图1 用于数值检验的理论远震P波波形 

Fig．1 Synthetic teleseismic P waveforms． 

和R分别表示垂直分量和径向分量 

的影响，我们在垂直和径向分量中分别混入了5％和 10％的随机噪声。 

图2给出了利用 MMLD方法从合成远震波形数据中分离出来的接收函数。由图2可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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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由合成远震波形数据分离出来的接收函数 
Fig．2 Receiver functions isolated from synthetic seismograms 

图中字母和数字的意义与图I相同；h表示壳层底部界面 

图3 从合成远震波形数据中分离出来的震源因子 
Fig．3 Source factors estimated from the synthetic seismograms

． 

S一0道为实际的震源因子，其他依次为震源深度 10，15，20km时的震源因子估计；pP为深度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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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识别出地壳底部界面上形成的转换震相及层 

内形成的多次反射。图 2给出的结果与单层地 

壳的响应一致=由图2还可以看到，这些震相 

随着地壳底部界面速度对比度的减小而逐渐变 

弱。 

图3给出了当震源位于地表时的震源因子 

以及数值检验中由MMLD方法从合成远震波形 

数据中分离出来的震源因子。由图 3可见，用 

MMLD方法估计的结果与原始波形一致，并且 

深度震相的时间延迟随震源深度的增加而逐步 

加大 

图2和图 3表明，噪声对震源因子和接收 

因子的估计没有明显的影响。我们的实验表 

明，即使在径向分量混叠 20％的噪声时，仍然可 

以得到较好的接收因子估计。 

3 应用实例 

2001年 4月至 20~32年 3月，划 宿元等 

(2004)为研究大别山造山带深部结构曾跨越该 

地区布设了由34台宽频带数字地震仪组成的 

流动地震观测台阵，并利用流动地震台阵记录 

的远震波形数据和单台接收函数方法 (刘启元 

等．1996)．得 到 了相应 的接 收 函数剖 面及 

lOOkm深度范围内地壳上地幔的 s波速度结 

构=该观测台阵跨越大别山造山带 从江西大 

圈4 太剥山流动地震观测台阵的台站位置 

iⅡ 4 I㈨  i。n map of t Dabieshan moYd e 

broadband seismic array． 

表示台站：字母为台站代码 

冶附近的大箕铺(30。20 N．̈ 5 03 E)到河南兰考附近的崔林(34。4O N．【l4。49 E)．总长度约 

500km 图4给出了太别山流动地震观测台阵的台站分布： 

下面我们将把本文发展的 MMLD方法用于重新处理大别山流动地震观测台阵的数据。 

使得到相应的三分量接收函数。实际上，由于流动地震台阵观测周期的限制，远震事件阵记录 

并不是一种普遍情况。为此，我们可以尝试从单个远震事件的台阵观l测记录中分离二分量接收 

函数 事实上．MMLD方法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对震源园子或者接收因子中的任何一个做出尽可 

能的客观估计。 

作为一个例子，图5给出了利用本文方法由大别山流动地震台阵远震波形数据分离出来的 

三丹量接收函数。由图5a可见，尽管对多数台站来说等效震源假定基本成立．但在某些台站 

(如CLN和 zuJ台)，接收函数垂直分量包含了振幅较大的多次波．以至于已经不能简单地看成 

狄拉克函数。 

图6a和图6b分别给出了利用单台数据和多台数据得到的太别山流动地震台阵各台站接 

收函数的径向分量。比较图6a和图6b可见，虽然两者有较好的相似性，但相应各分量之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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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参照图5可知，当接收函数垂直分量初至波后续震相较强时，例如 CLN台 

和 ZUJ台，由单台数据方法(刘启元等，1996)和多台数据方法(本文方法)得到的径向分量存在 

较大的差别，而且它们之间差别的大小与垂直分量初至波后续震相的强弱密切相关。由此我们 

可以推断，在具有较厚沉积盖层的区域，接收函数反演通常较为困难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基 

底界面两侧存在较为强烈的速度反差，接收函数的估计存在较大的畸变。在这种情况下，接收 

函数复谱比反演具有相对的优势(刘启元等，1996)。 

图6 大别山流动地震台阵各台站的接收函数(径向分量) 

Fig．6 Radial component of the receiver function at each station of the Dabieshan movable seismic array 

a根据单台数据得到的结果；b根据多台数据得到的结果 

4 结论和讨论 

本文将 MMLD方法(Shumway et a1．，1985)进一步扩展到由三分量宽频带地震台阵记录的 

远震波形数据分离三分量接收函数的情况。本文的数值检验结果表明，利用远震的事件阵数据 

不但可以估计接收函数的水平分量，而且也可以给出接收函数垂直分量的估计。 

对于观测周期较短的流动地震台阵观测来说，远震事件阵的记录并不是一种普遍情况。但 

是，根据理论研究(Langston et a1．，2001)及本文的结果，仅根据单个远震事件的地震台阵记录 

也可以得到三分量接收函数的可靠估计。 

本文给出的方法不要求等效震源的假定。这不但对于避免等效震源假定失效造成的接收 

函数畸变以及接收函数反演的不惟一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益于进一步发展新的接收函数反 

演技术和接收函数偏移研究。由于三分量接收函数给出了完整的波矢量，它将可以用于获得其 

他的地壳介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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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流动宽频带地震台阵观测技术的发展，台阵规模正在不断扩大，由 

数百台数字地震仪组成的巨型流动台阵即将成为大陆动力学研究的关键技术①。基于单台的 

接收函数方法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本文发展的方法将有助于大大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台阵规 

模的扩大也将有助于进一步改善接收函数的估计。 

致谢 本文使用了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大陆岩石圈地震台阵研究中心的数据。李顺成、 

陈九辉、郭飚、来院根等参加了野外数据采集和台站管理。 

参 考 文 献 

贺传松，王椿镛，吴庆举．2003．接收函数方法及其新的进展[J]．地球物理学进展，18(2)：224--228． 

HE Chuan—song，WANG Chun—yong，WU Qing—ju．2003．The receiver function method and its new progress[J]．Pro— 

gress in Geophysics，18(2)：224—228(in Chinese)． 

刘启元，Kind R．1992．远震接收函数及非线性复谱波形反演[A]．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年刊．北京：地震出版社． 

18． 

LAU Qi—yuBn，Kind R。1992。Lithospheric receiver function and its non—linear complex spectrum inversion[A]．In： 

Annual of the Chinese Geophysical Society．Seismological Press，Beijing．1 8(in Chinese)． 

刘启元，范会吉．1992．震源区和接收区结构不同情况下体波合成地震图的矩阵 一射线方法[J]．地球物理学报， 

35(2)：193—203． 

LIU Qi—yuan，FAN Hui-ji．1992．The ray—matrix method of synthetic seismograms for different source and receiver 

structures[J]．Acta Geophysica Sinica，35：1 93—203(in Chinese)． 

刘启元．1994．大陆岩石圈的宽频带地震台阵研究[A]．见：刘若新主编．现今地球动力学研究及其应用．北京： 

地震出版社．143—150． 

LIU Qi—yuan．1994．Broadband seismic array study of continental lithosphere[A]．In：LIU Ruo—xin(ed)．Advances 

on Present—day Geodynamics and Its Application．Seismological Press，Beijing．143—150(in Chinese)． 

刘启元，Kind R，李顺成．1996．接收函数复谱比的最大或然性估计及非线性反演[J]．地球物理学报，39(4)：500 

— 511． 

LIU Qi—yuan，Kind R，LI Shun—cheng．1996．Maximal likelihood estimation and nonlinear inversion of the complex re- 

ceiver function spectrum ratio[J]．Chinese Journal of Geophysics，39(4)：500—5l1(in Chinese)． 

刘启元，Kind R，陈九辉，等．2004．大别造山带壳幔界面的断错结构和壳内低速体[J]．中国科学(D辑)(已接 

收)． 

LIU Qi-yuan，Kind R，CHEN Jiu—hui，et a1．2004．Dislocation structure of the cnlst．mantle boundary and low-velocitv 

body within the crust beneath the Dabieshan collision orogen[J]．Science in China(Ser D)(in Chinese)(in 

press)． 

许卫卫，郑天愉．2002．接收函数方法及研究进展[J]．地球物理学进展，17(4)：605—613． 

XU Wei—wei，ZHENG Tian—yu．2002．The receiver function method and its progress[J]．Progress in Geophysics．17 

(4)：605—613(in Chinese)． 

Dempster A P，Laird N M，Rubin D B．1977．Maximum likelihood from incomplete data via【he EM algorithm[J]． 

Jour R Statistical Soc(Ser B)，39：1—38． 

Langston C A． 1979．Structure under Mount Rainier，Washington
， inferred from teleseismic body wave[J]．Jour 

①刘启元，2002，大陆动力学与巨型台阵，第 18届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年会特邀报告。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期 刘启元等：分离三分量远震接收函数的多道最大或然性反褶积方法 425 

Geophys Res，84：4749— 4762． 

Langston C A．Hammer J K．2001．The vertical component P-wave receiver function[J]．Bull Seism Soc Am，91 

1805———1919． 

“u Qiyuan，Kind R．1986．Lateral vari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crust—mantle boundary from conversions of teleseis— 

mic P waves[J]．Jour Geophys，60：149—156． 

Scherbaum F．1987．Seismic imaging of the site response using micro—earthquake recordings．Part I．Method[J]． 

Bull Seism Soc Am．77：1905— 1923． 

Shumway R H．Der Z A．1985．Deconvolution of multiple time series[J]．Technometrics，27：385—393． 

MULTI．CHANNEL MAXIMAL LIKELIHooD 

DECoNVoLUTIoN METHoD FoR ISoLATING 

3．CoMPoNENT TELESEISMIC RECEIVER FUNCTIoN 

LIU Qi—yuan Rainer Kind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arthquake Dynamics。Institute of Geology，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Beijing 1 00029，China 

2)GeoForschungs Zentrum Potsdam，Telegrafenberg 14473 Potsdam，Germany 

Abstract 

Up to nOW，all of the methods of isolating the receiver function from teleseismic P waves are 

based on the data recorded at a single station．However，the estimation of the receiver function based 

on the SO—called source—equalization scheme will not be valid for broadband data，when a sharp dis— 

continuity exists within the crust．The outlet for solving this problem is to avoid using the source— 

equalization assumption．In this study．we propose a method for isolating the 3一component receiver 

function from muhi—channel seismic data based on muhi—channel maximal likelihood deconvolution 

princple．The source—equalization scheme is avoided in our method，and this is valuable for improving 

the estimation of the receiver function in case of complex crustal structure．The numerical test by syn— 

thetics proves our method to be effective．Using this new method．we obtain the 3一component receiver 

functions at stations along the passive seismic profile across the Dabieshan orogenic beh from Daqipu 

(30。20 N，115。03 E)nearby Daye，Jiangxi Province to Cuilin(34。40 N，114。49 E)nearby Lankao， 

Henan Province．In comparison with the radial components of the receiver function from the data of a 

single station，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resuhs given by both methods have an—negligible differences． 

Key words maximal likelihood，deconvolution，receiver function，Dabie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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