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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l l997年 1月 21日至 4月 16日(北京时间)新疆伽师地区连续发生了 7次 6级 以上 

强烈地震 ．为了深人研究 该强震群形成 的构造背景，我们在伽师强震群 区及其邻域大约 

ll O00km2的范围内布设了由 30台宽频带数字地震仪组成的流动地震台阵，台站的间距约 5一 

lOkm．利 用远震体渡接收函数的叠加偏移分析及其非线性反演技术，研究了台阵下方 0一 

lOOkm深度范围内地壳 上地幔的三维 S波速度结构 ．结果表明：1)Moho界面的深度在塔里 

术盆地一侧为 40~52km，而在靠近天山一侧的褶皱变形区为 60--76km，南天山山前折皱变形 

区的地壳厚度 明显增大，地壳内部产生了明显变形；2)塔 里术盆地北缘存在明显 的不均匀性， 

塔里术盆地与天山之间的接触变形关系显示了塔里术盆地 向北北西方向的挤压作用，台阵下 

方壳幔界面的地形与地表的地貌特征有较好的相关性，山前弧形褶皱带的形成 与地下深部结 

构及挤压作用有关；3)伽师强震 群分布在壳幔界面梯度带的上方，该震群 的成固可能与震源 

区附近的隐伏断裂括动有关；4)由于震源处于褶皱变形区的地壳上部，相应的剪切模量较小， 

这可艟是伽师强震群应力降明显偏低的主要原因．伽师强震群的形成不但与塔里术盆地的 

现今构造运动有关，而且与地壳深部结构有关． 

【关键词l流动地震台阵，伽师强震群，地壳上地幔结构，天山动力学 (、 代 
———■ ———_ l州、． 

内连续发生了7次 6级以上强烈地震 ．自20世纪有仪器观测记录以来，如此短的时间内， 

同一地区成群发生强烈地震，在我国太陆地区是前所未有的 ．伽师强震群的研究引起了 

广泛关注 ．已有的研究虽然在震源机制、震群精确定位及其预测方面给出了有价值的 

结果，但由于缺少相应的深部结构资料，很难对伽师强震群的形成机理进行深人研究． 

伽师强震群发生在帕米尔高原东北侧的塔里木盆地北缘，北邻天山弧形推复褶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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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带 ．帕米尔是我国大陆板块动力作用最强烈的地区之一，而天山则是世界上典型的陆 

间碰撞造山带 ．对该地区地壳变形、造山过程，新构造运动及各种地球动力学问题的研究 

日益受到国内外地球科学界的关注 ．因此，对伽师强震群区地壳、上地幔结构的探测 

结果将不但对伽师强震群成因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帕米尔高原东北侧的板内变形 

及天山动力学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自2O世纪 8O年代 以来 ，由于大陆岩石圈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观测技术迅速发展， 

人们已认识到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观测技术在研究地球深部结构中的重要价值和独特优 

势 ．刘启元等 曾利用平面布设的宽频带流动地震台 阵和非线性接收函数反演方法获 

得了延怀盆地的三维地壳上地幔结构．由于强震形成机理研究需要孕震构造环境的三维 

精细图像，本文将利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伽师强震群区及其邻域的三维地壳、上地幔 s波速 

度结构，并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伽师强震群的构造成因． 

2 野外观测 

图版 卜1给出了伽师强震群区的地貌特征及伽师强震群震中分布，其 中，(1)为普昌断 

裂，(2)为柯坪断裂，(3)为乌尔一喀拉套山，(4)为阿图什一塔浪河背斜 ．伽师强震群北面 

为南天山弧形构造带．这里给出的是重新精确定位后的结果，其定位精度优于 1．5kin~]． 

该震群的震中位置及有关参数详见表 1． 

表 1 伽师强震群的主要地震参数(Ms>6 0)嗍 

Table 1 M_sln earthquake parameters in the Jissbi s~rong earthquake region 

图版 卜1还给出了我们在伽师强震群区布设的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该台阵由 3O台 

地震仪组成，覆盖了大约 10 km：的区域．台站间距为 5一l0km，台站的布设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 了野外实际观测条件的限制．所用的仪器为中国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 中心研制的 

EDAS一3M型流动宽频带数字地震仪．其动态范围优于 90dB，观测频带为 0．05—2O}k，采 

样率为 50Hz．EDAS一3M型数字地震仪具有 自动地震触发系统，并采用 GPS授时．整个 

观测系统采用太阳能供电，仪器可以正常工作． 

从 1998年 5月至 l1月，我们在伽师强震群区总计进行了 7个月野外观测，记录远震 150 

多个，地方震和区域地震 4000多个．图 l给出了本文选用的远震事件分布，相对于我们的观 

测台阵，这些远震事件覆盖了较完整的方位．图2给出了 1998年 7月 17日印度尼西亚南苏 

门答拉地震的台阵观测记录，震中位于 0．0。30 N，105。30 E，发震时间为22"03[52．3，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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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伽师强震群区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记录的远震震中分布图 (●表示地麓，★表示台阵) 

Rg．1 Distribution of the teleseismic events recorded in the Jiashi passive seismic observation 

(● and★ sent event and seismic array) 

5,9，深度 h=50km，震中距为30。，经过 7阶Butlerworth低通滤波器后各台站的垂直分量，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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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伽师强震群区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记录的 

l998年7fl 17日印度尼西亚南苏门答拉地震记录 

Rg．2 Broadba~ wavefollr~of South Suma~ 
e~-thquake，Indonesia,on  July，l7 of 1999 recorded 

by Jiashi seismic array 

波器的高端截止频率为 5．0Hz 

3 数据处理 

由于震源破裂过程及震源区的混 

响效应，远震 P波波 形通 常 十分复 

杂，这使远震 P波波形的直接模拟受 

到较大的限制．为此， Langston[ 提 

出了所谓等效震源假定及从长周期远 

震 P波波形数据中分离台站下方接收 

区介质脉冲响应 (接收函数)的方法． 

Owens等[】。 把这一方法扩展到了宽频 

带记录的情况，并发展了接收函数的 

线性反演方法．由于远震接收函数反 

演的结果具有较高的垂向分辨率 (一 

般为公里量级)，这一方法在太陆岩石 

圈速度结构的探测研究中获得了较广 

泛的应用，并得到不断改进【1 日 

在早期的接收函数反演中，人们 

仅通过拟合接收函数的径向分量 来 

获得接收台站下方的地壳结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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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地震图的检验表明Ⅲ】，由于接收函数径向分量不包含传播介质的绝对信息，反演结果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初始模型的选择．为了克服这种不唯一性，刘启元等 发展了分离接收 

函数的多道最大或然性反褶积方法和复谱域的接收函数非线性反演方法．由于引入了接 

收函数垂向与径向分量的初至振幅比，不但克服了以往接收函数反演在这方面的困难，而 

且不要求充分接近 真实 的初始模型，从而可以在实际中独立应用． 

3．1 分离接收 函数 

用文献 【l4]给出的震源反褶积方法，可从各台站不同方位远震 P波波形数据得到相 

应的复谱域和时间域的接收函数，同时得到时间域接收函数垂向和径 向的初至振幅比． 

3．2 接收函数的偏移分析 

通过偏移叠加可以得到沿测线的接收函数剖面，步骤为：1)将不同方位接收函数的径 

向分量依照韧至对齐的原则进行时域偏移；2)对于同一台站，按照方位角从小到大的顺 

序，对不同台站按照台站沿测线的顺序，将接收函数进行排列组合，形成相应的多道记录； 

3)对每一道接收函数仅保留其正半周，形成相应的地震剖面．利用公式 

h= △ s／( 一1) 和 k= ／vs， (1) 

可根据接收函数偏移叠加剖面的结果近似估计壳 内转换界面的深度【I ．h为转换界面的 

深度， ， 分别为 P波和 s波速度，,a：rps为 Ps转换波相对于 P波初至的时间延迟 ． 

3．3 接收函数的非线性反演 

用文献 【l4]给出的接收函数反演方法，在复谱域 内进行．包含的频率分量为 O．05_ 

1．5Hz，给出台站下方接收区的 s波速度结构．接收函数的偏移分析结果可用于建立初始 

的分层地壳模型．初始地幔模型则由PREM模型代替脚】．设介质的P波与s波速度比在 

壳内为 1．732，地幔区域内为 1．8O．反演中所用的 P波水平波慢度则可根据上述地球模型 

及所用数据的平均震 中距和平均震源深度确定 ． 

实际地壳结构在垂向与横向上常常是不均匀的，由观测数据得到 的接收函数一般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横 向非均匀散射．虽然人们已经注意到横向非均匀介质接收函数的正演 

问题 ·2ol，但相应的反问题尚待研究解决．为此，我们不是反演单个远震事件的接收函 

数，而是反演不同方位接收函数的平均结果．不同方位接收函数的叠加不但压制了横向 

非均匀散射效应，而且相应地提高了数据的信噪比．对于介质存在明显横向不均匀的情 

况，我们的结果将是由不同方位接收函数得到的接收区地壳模型的平均估计． 

3。4 接收区结构的三维成像 

由于远震 P波在接收区底部的入射角较小 (约20。一30。)，当接收区的主要间断面倾 

角小于 15。时，远震接收函数反映的主要是台站下方介质的响应．对于由多个台站组成的 

观测台阵，由接收函数的反演结果可以同时得到台站下方接收区速度结构的垂直变化与 

横向变化 ．利用横向切片和二维插值的方法可以把各台站接收函数反演的结果进一步转 

换成相应的三维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模型，并给出其彩色图像． 

4 结 果 

图 3给出了经偏穆处理后得到的岳普湖(YUP)一哈拉峻(HAL)的接收函数剖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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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图 3中包括了各台站接收函数随方位的变化，给出的结果不但反映了地壳结构沿测线 

的二维横向变化，而且也反映了台站下方接受区结构的三维变化．由图 3可见，以格大良 

(GDL)为界，这一南北向地震剖面可分为明显不同的两部分：南面塔里木盆地的地壳结构 

比较简单，而北面天山的山前褶皱带地壳结构则变得较为复杂．这表明，由于挤压变形， 

天山山前褶皱带的壳 内产生了层间错动．根据图 3中各界面转换震相的时间延迟，可进 
一 步推测塔里木盆地的地壳相对较薄，而靠近天山一侧的地壳厚度明显增大．如果把图 3 

中的第一个震相看作是在盖层底部形成的 PS转换波，由图 3推测，塔里木盆地的沉积盖 

层较厚，而近天山一侧的相对较薄．两者在格大 良(GDL)和五小队(WXD)之间存在着明 

显的错断．由图版 卜l可知，上述错断相应于柯坪断裂，它一直影响到地壳的底部．由图 3 

还可看出，在五小队和阿尔帕勒克 (ALP)之间也存在明显的错断 ．比较图版 I(a)和图 3， 

它相应于乌尔一麦柯里断裂． 

t／s 

圈 3 岳普湖一哈拉峻接收函数偏移剖面 

Rg．3 Stacking of Receiver functions 

along the North-somhem profile 

from Yuepu lake to maajua 

图 4 羊大曼一西克尔北东向接收 

函数偏移剖面 

Fig4 Stocking of Receiverfunctions 

along the north-eastern profile from 

Yangdaman to Xiker 

图4给出了从羊大曼(YDM)到西克尔 (xKR】沿南西一北东向测线的接收函数剖面． 

由图4可知，以比纳目(BNM)为界，东西两侧地壳结构存在明显差别，即西侧地壳结构比 

较简单，而东侧变得较为复杂，且较西佣明显变厚．另外，以盖米桑(GMS)为界，两侧地壳 

结构及厚度也存在着较明显的不同． 

图 5给出了利用非线性接收函数反演方法得到的伽师强震群区各台站接收函数的波 

形拟合．图 6为沿岳普湖一 哈拉峻测线各台站下方的地壳、上地幔 s波速度模型．由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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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塔里木盆地的地壳厚度为 40--48km，各台站下方的地壳模型有明显的可追踪性．但 

格太良以北，不但 Moho界面的深度迅速增加到 60--76km，而且各台站下方的地壳结构也 

有明显的横向变化．这与由图 3给出的估计是一致的 ． 

图版 I(b)给出了根据接收函数反演结果 

得到的伽 师强震群区三维 S波速度结构 ．图 

中白色的原点表示台站．由图版 I(b)可见，在 

东经 76．7O。附近，地壳结构及壳幔界面的深度 

都存在明显的横向变化，西侧壳幔界面深度变 

大．这与根据图 4给出的估计是一致的 ． 

图版 I(c)给出了伽师强震 群 区在东经 

77 lO。南北向剖分显示及伽师强震群与该地 

区地壳结构 的关系．黑色的圆圈代表地震 ． 

由图版 I(c)可见，伽师强震群区的地壳厚度在 

北纬 39．7O。附近发生 了急剧变化，塔里木盆地 

与天山山前褶皱带是挤压接德变形 关系，不存 

在塔里木盆地向天山下的俯冲 ，山前褶皱区内 

的地壳在塔里木盆地向北挤压的作用下逐渐 

变厚．天山的造山过程应该与塔里木盆地的挤 

压作用密切有关． 

伽师强震群地震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0】． 

伽 师强震 群 的应 力降较 小 (O．1Mpa左 右)． 

Kos~v口 曾证 明，应力降与震源的辐射能量 

成 正 比，而且进一步可有如下的关系 

KSK 

UqK 

0 5 10 i5 20 25 ∞ 35 40 

=  ̂ ， (2) 图 5 伽师强震群区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各台 

2 站接收函数的波形拟台 

= p s 13) 实线为预测的接 收函数
，虚线为观测的结果．左边 

这里，Ao为应力降， 为剪切模量． 为地震 的字符代表台站代码．v嗽 示接收函鼓的垂直分 

矩， 为震源处的 S波速度，p为密度[231．由 量，田中的径向分量已按相应的垂直分量归一 

式(2)一(3)可知，如果震源处介质的 S波速度 Kg 5 Waveform fittings of receiver functions 

较低，将不支持高的应力降，这是 因为根据地 at the lations of the Jlas mlc array 

震矩与震级存在的经验关系 

logeo=Ⅱ蝇 +b， (4) 

式中幄 表示震级，a和 b均为常数 ．震级太体相同的地震 (意味着相同的能量辐射)，其地 

震矩不应有明显的差别 ． 

图版 1(d)给出了由图版 卜2得到的伽师强震群区地壳结构在北纬 39．75。的东西向剖 

分显示及伽师强震群与该地区地壳结构的关系．同图版 I(c)一样．黑色的圆圈代表地震 ． 

可见．伽师强震群东西两侧的上地壳存在两条明显的隐伏断裂，震源附近及震源下方的地 

壳、上地幔结构在垂向和横向上都有明显的非均匀变化，图版 I(d)结果表明，伽师强震群 

菩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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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6 岳普湖一哈拉峻南北向地震剖面各台站S波速度结构的地壳模型 

Fig．6 "fhe crustal S-wave velocity sⅡI mre beneath the sta／~ons along the 

North-~outhem profile from Yuepulake to}Ialaj1】Il 

区的地壳结构存在强烈的变形，伽师强震群的形成与震源附近的地壳结构特征有关． 

为进一步说明塔里木盆地与天山之间的接触变形关系及伽师强震群与该地 区地壳结 

构的关系，图版 I(e)给出了伽师强震群区壳幔界面的等深线图．图中，黄色的三角代表台 

站，绿色的原点代表地震．由图版 I(e)可见，塔里术盆地jB缘并不均匀，其形态特征和地 

表地貌特征有很好的相关性，而伽师强震群正好分布在壳幔界面深度变化的梯度带上方 ． 

5 结论和讨论 

5．1 伽师强震群区的 Moho界面深度在塔里木盆地一侧为 40--52km，而在靠近天山一侧 

的褶皱变形区为 60--76km，南天山山前折皱变形区的地壳厚度明显增大，地壳内部产生 

明显变形； 

5．2 塔里术盆地北缘存在明显的不均匀性，台阵下方壳幔界面的三维地形与地表的地貌 

特征有较好的相关性，塔里木盆地与天山之间的接触变形关系显示 了塔里术盆地向jE北 

西方向的挤压作用，山前弧形摺皱带是在特定的地下深部结构及上述挤压作用下形成的 

结果，块体深部构造边界的不均匀性在碰撞造山带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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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伽师强震群分布在壳幔界面梯度带的上方，该震群的成因可能与震源区附近的隐伏 

断裂活动有关．这可能是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非均匀变形及现今构造运动造成的结果 ． 

5．4 由于震源区处于褶皱变形区的沉积层向结晶地壳的过渡区，相应的介质剪切模量较 

小．这可能是伽师强震群应力降明显偏低的主要原因． 

以上仅是我们根据天山和塔里木盆地的接触变形关系所作的定性讨论 ．伽师强震群 

形成机理的深入探讨尚需进一步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定量化研究 ． 

对中国地震局吴书贵和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庄灿涛对本项研究给予的支持表示 

感谢，同时感谢曲国胜和陈杰博士与作者所作的有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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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Ⅳ E SEISM IC EX ERIMENT IN XINGJ【ANG 

JIASHI STR0NG EARTHQUAKE REGION AND 
DISCUSSION ON ITS SEISM IC GENESIS 

UU QI-YUAN CHEN JlU．HoI LI SHUN-CHENG GUO BIAO 

(insatu~e ofGeology，China SeismologicalBureau．Bering 100029，China) 

fAbstract] From January 21 to Apill 16 of 1997，seven strong earthquakes took 

place in Jiashi region of Xinjiang，China． This phenomenon was never happened in 

㈨ ㈣ ㈦ ㈣ ㈤ ㈣ ㈣ ㈨ ㈨ 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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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inese continent, since earthquakes were able to be recorded bv instruments． To 

invesfiga~ the deep structure environment of the Jiashi strong earthquake sequence， a 

portable broadband seismic array of 30 stations was set up in Jiashi region over about 

l】．000 km2． n 1e po rtable array cro ssed the Ta m basin and the Tian Shah fold be It 

The distance be tween stations is about 5— 10 km． 11he frequency bandwidth of our 

observafion system is 0．O5— 20 Hz． The 3一D S-wave veloc ity structure down to 100 

km be neath the array was obtained by using the teleseisrnic receiver function 

migration and its nonlinear inversion techniques fLju ete． 1 996)．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i1 be  obtained from our observations：l1 n1e M oho depth is about 40m  

52 km on the side of the Tarim basin and be comes 60m 76 km deeD on the side 

close to the Tien Shan ． The crustal thickness be ne ath the fold be it nearby the south 

Tien Shah is much thicker than that of the T m basin an d the obvious  tectodic 

deformafion exisis in the crust． 2 Th e north bo undary of the Ta m basin iS cleaIlv 

latoraily inhomogeneous ． The aftonship of the contact de formation be tween Tarim 

and Tien Shau 托veals the compressional wlovement tD the NNW direc on m 

topo graphy of the M oho discomi nuity be neath our array has obvious correlation with 

the arctuate tectomcs on the surface． Th e anctuate fold form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deep structure an d the compression by the Tarim bas in． 31 11he Jiashi strong 

earthquake sequence mainly occurred ~bver the gradient zone of the crust-man tle 

bo undary． 11le genesis of the Jiashi earthquake sequence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acfivity of the conceal faults nearby the Sol／rces． This may result from the 

inhomogeneous  de formation at the north bo undary an d the current tectonic movement 

of t}1e Tarim basin． 41 11he Jiashi strong earthquake seque nce mainly occurred in the 

ilpper crust beneath the fold beit with a lower shear module． TbiS could be a reason 

why the st,tess drop of these events jS much smaller than eommon． All of these 

de mom trate that the Jiashi earthquake seque nce genesis is related not only to the 

current tectonic movement of the T撕 m basin． but alSO to the deep structure
．  S 

will need to be  investigated further by the numerical st~ss mod eling
．  

【Key words】 Passive seismic experiment,Jiashi strong earthquake sequence，Crustal 

and upper mantle structure，Tian  Shan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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