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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接收函数反演得到的首都圈地壳

上地幔三维犛波速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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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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台阵实验室以唐山大震区为中心布设的４０个流动宽频带地

震台站和首都圈数字台网的３３个宽频带台站的远震数据，采用接收函数非线性反演方法得到其中７２个宽频带台

站下方６０ｋｍ深度范围内的Ｓ波速度结构．根据得到的各台站下方地壳上地幔的Ｓ波速度结构，并综合刘启元等

（１９９７）用接收函数非线性反演方法得到的延怀盆地１５个宽频带流动台站下方的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模型，

给出了３９°Ｎ～４１°Ｎ，１１４°Ｅ～１１９．５°Ｅ区域内沿不同走向、不同深度Ｓ波速度分布．由于综合了利用首都圈数字地

震台网的宽频带台站以及流动地震台阵的观测数据，本文给出了较前人同类研究空间分辨率更好的结果．结果表

明：（１）研究区的速度结构，特别是怀来以东的速度结构十分复杂．在１０～２０ｋｍ深度范围内，研究区地壳具有高速

和低速异常块体的交错结构．研究区中上地壳速度结构主要被与张渤地震带大体重合的ＮＷ向高速条带和穿越唐

山大震区的 ＮＥ向高速条带所控制，而其中下地壳的速度结构主要为延怀—三河—唐山地区上地幔隆起所控制．

（２）研究区内存在若干壳内Ｓ波低速体，它们主要分布在唐山，三河及延怀盆地等地区．在这些地区，壳内低速体伴

随着壳幔界面的隆起和上地幔顶部速度结构的横向变化．（３）地表断层分布与地壳速度结构分区有较好的相关性，

表明断层对不同块体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其中，宝坻断裂，香河断裂和唐山断裂均为超壳断裂．（４）首都圈内大地震

的分布与壳内低速体及上地幔顶部的速度结构有密切关系．对于唐山大地震的成因，仅考虑板块作用引起的水平

应力场是不够的，有必要充分重视由于上地幔变形引起的地壳垂直变形和上地幔物质侵入造成的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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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首都圈（３８°Ｎ～４１°Ｎ，１１４°Ｅ～１２０°Ｅ）位于我国

华北北部，它不但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也是地震灾害多发区，历史上曾发生多次７级以上

破坏性地震．其中，震级最大的是１６７９年三河—平

谷８级地震．１９７６年唐山７．８级地震则是现今我国

在世界上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震［１，２］．

首都圈地处于近东西向的燕山构造带和ＮＮＥ

ＮＥ向的太行山构造带与华北平原带交接部位，它

是我国最古老的陆台（中朝地台）的重要组成部

分［２，３］．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远离

板块边界并具有古老基底的地台区会不乏强烈地震

活动？仅用板块运动的水平作用力可能并不足以解

释这些大地震的动力成因［４，５］．

多年来，人们曾采用不同方法研究了首都圈及

其邻区的地壳上地幔结构，并且随着观测条件的改

善，其空间分辨率逐步提高，对首都圈地区深部构造

背景及区内大地震成因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６～２２］．

虽然已有的研究结果业已表明首都圈地区地震活动

及大地震的成因与相应的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密切

有关，但总体上已有结果的空间分辨率尚不足以了

解大震区三维地壳结构的细节．例如，地震走时成像

研究的结果，由于不可避免的平滑效应，难以给出不

同构造块体的确切边界．不同作者给出的研究结果

一直存在难以解释的差异．人工地震探测则基本上

限于二维剖面观测．由此推断的三维地壳结构有待

进一步证实．

已有的研究经验表明，高分辨率的三维地壳上

地幔速度结构研究对于理解地震构造成因至关重

要［５，２３］．早期局限于震源区深部结构的探测对于深

入了解地震的构造成因有较大的局限性．更大范围

的区域性研究不但有利于研究不同块体的构造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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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而且有利于系统地了解地震活动之间的关系

和研究区内大震区构造环境的共同特征．

由于远震Ｐ波在接收区近垂直入射地壳，横向

空间分辨率主要取决于台站的间距，其垂向分辨率

可达到公里级．对于平面密集分布的观测台网或流

动台阵来说，接收函数研究的结果可给出高分辨率

三维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另外，由于Ｓ波速度

结构与地壳介质的剪切模量密切相关，它能更好地

反映地壳介质的流变性和热结构．

基于上述考虑，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１月，中国地震

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台阵实验室，配合首都圈数字地

震台网，在以唐山大震区为中心的２５０００ｋｍ２ 区域

内增设了４０台宽频带流动地震仪，从而在首都圈内

形成了台站分布更为均匀合理的平面阵列观测系

统，大大改善了台站的布局和空间分辨能力．利用这

个固定与流动地震台站相结合的阵列观测系统记录

的近震和远震波形数据，赖院根等［２４］和王峻等［２５］曾

分别研究了首都圈地区的地壳应力场特征以及地壳

厚度与泊松比，刘启元等［５］研究了唐山地区壳内低

速体与上地幔的关系．

本文将进一步利用非线性接收函数反演方

法［２６］，研究首都圈地区的三维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

结构．由于利用了对首都圈地区覆盖更为均匀、密集

的观测系统，与前人在这一地区的研究结果相比，本

文给出了分辨率更高的三维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

构，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其横向变化的细节，并发现唐

山、三河及延怀盆地不但均存在较大的壳内低速区，

而且伴随着其下方壳幔界面的隆升及上地幔速度结

构的横向变化．这表明对于破坏性大地震的成因研

究不能仅局限于地震与断层的关系，同时需要对壳

幔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给予更大的关注．

２　数据和方法

图１ａ给出了本文涉及的地震台站和根据邓起

东等［２７］给出的研究区内的断层分布．图１ａ表明：研

究区覆盖了３９°Ｎ～４１°Ｎ，１１４°Ｅ～１１９．５°Ｅ的区域，

共８８个宽频带地震台站．其中，包括２００２年中国地

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台阵实验室布设的４０台宽频

带流动台站，首都圈台网的３３个固定台站以及

１９９２年刘启元等
［１５］在延怀盆地布设的１５个宽频带

流动台站．由图１ａ可见，流动与固定台站相结合形

成的观测系统形成了密集的大型地震台阵观测系

统，使研究区内的台站分布，特别是唐山、三河及延

怀盆地等三个大震区的台站分布近乎均匀．其台站

间距为５～２５ｋｍ．为了便于了解速度结构随深度的

变化，根据研究区内的台站分布，我们构造了三条

ＮＷ向剖面（ＡＡ′，ＢＢ′，ＣＣ′）和三条 ＮＥ向剖面

（ＤＤ′，ＥＥ′，ＦＦ′）．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台阵实验室在首都

圈布设的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采用ＥＤＡＳ３Ｍ 型三分

量宽频带流动数字地震仪．其响应特性与首都圈数

字地震台网的宽频带数字地震台相同，动态范围优

于１２０ｄＢ，观测频带为０．０５～２０Ｈｚ，采样率为５０Ｈｚ．

由于采用ＧＰＳ授时和定位系统，绝对时间服务精度

不低于１ｍｓ，水平定位误差小于２０ｍ．图１ｂ给出了

本文研究中所用的远震分布．图１ｂ表明，本文研究

中所用的远震事件具有较好的方位覆盖，这对三维

地壳结构的研究十分有利．对于每个台站的接收函

数迭加处理：先选取震中距３０°～９０°的远震数据，然

后从中选取信噪比高、记录好的远震事件按照方位

角从低到高的顺序做部分方位角叠加．

本文所采用接收函数复谱比非线性反演方法的

细节可参见文献［２６］．该方法已在不同地区的实际

观测数据解释中获得广泛应用，并获得了很好的研

究结果．本文不再赘述．

利用上述方法，本文研究了７２个宽频带台站下

方６０ｋｍ深度范围内的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

反演中，初始模型采用由接收函数搜索叠加方法得

到的地壳厚度及平均波速比［２５］，并考虑了时间域接

收函数剖面提供的有关信息．在此基础上，通过整合

刘启元等利用相同反演方法得到的延怀盆地地壳上

地幔速度结构［１５］并利用横向插值技术，我们给出了

研究区内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的三维图像．需要说

明的是，由于台站ＮＮＣ记录数据较少，本文没有给

出该台站接收函数反演的结果．

３　结　果

图２给出了接收函数非线性反演得到的７２个

台站的观测与理论预测接收函数，表明理论预测与

观测的接收函数有较好的波形拟合．图３、图４和图

５则分别给出了 ＮＷ 向的 ＡＡ′，ＢＢ′，ＣＣ′及 ＮＥ

向的ＤＤ′，ＥＥ′，ＦＦ′接收函数剖面以及沿剖面各

台站下方６０ｋｍ深度范围内的地壳上地幔的Ｓ波

速度结构．与此同时，为了说明研究区地震与深部结

构的关系，图３、图４和图５还分别给出了利用二维

分层插值技术得到的上述各条剖面的地壳上地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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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期 王　峻等：根据接收函数反演得到的首都圈地壳上地幔三维Ｓ波速度结构

图１　台站分布及研究所用的远震分布

（ａ）台站和断层分布；（ｂ）远震分布．绿色实线表示断层，蓝色三角形表示台站，黑色虚线表示剖面，台站上方的字母为台站代码．（１）张

家口—北票断裂；（２）怀涿盆地北缘断裂；（３）延庆—矾山盆地北缘断裂；（４）施庄断裂；（５）孙庄子—乌龙沟断裂；（６）沿城河—紫荆关

断裂；（７）孙河—南口断裂；（８）永定河断裂；（９）顺义—良乡断裂；（１０）夏垫断裂；（１１）宝坻断裂；（１２）廊坊—武清断裂；（１３）香河断裂；

（１４）河西务断裂；（１５）唐山断裂；（１６）宁河—昌黎断裂；（１７）滦县—乐亭断裂；（１８）蓟运河断裂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ｓｕｓｅｄ

（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ｅｎｔｓｕｓｅｄ．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Ｔｈｅｂｌｕ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ｔｏｐ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ｄｅｓ．（１）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ＢｅｉｐｉａｏＦａｕｌｔ；（２）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ｕａｉｚｈｕｏＢａｓｉｎＦａｕｌｔ；（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ＹａｎｑｉｎｇＦａｎｓｈａｎＢａｓｉｎＦａｕｌｔ；（４）Ｓｈｉｚｈｕ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５）

ＳｕｎｚｈｕａｎｇｚｉＷｕｌｏｎｇｇｏｕＦａｕｌｔ；（６）ＹａｎｃｈｅｎｇｈｅＺｉｊｉｎｇ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７）ＳｕｎｈｅＮａｎｋｏｕＦａｕｌｔ；（８）ＹｏｎｇｄｉｎｇｈｅＦａｕｌｔ；（９）Ｓｈｕｎｙｉ

Ｌ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１０）ＸｉａｄｉａｎＦａｕｌｔ；（１１）ＢａｏｄｉＦａｕｌｔ；（１２）ＬａｎｇｆａｎｇＷｕｑ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１３）ＸｉａｎｇｈｅＦａｕｌｔ；（１４）ＨｅｘｉｗｕＦａｕｌｔ；（１５）

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１６）Ｎｉ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ｌｉＦａｕｌｔ；（１７）ＬｕａｎｘｉａｎＬｅｔ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１８）ＪｉｙｕｎｈｅＦａｕｌｔ．

波速度结构图像以及沿剖面有限宽度内的地震分

布．对各剖面限定的地震宽度范围分别为：ＡＡ′剖

面：３２ｋｍ；ＢＢ′剖面：４２ｋｍ；ＣＣ′剖面：３２ｋｍ；ＤＤ′

剖面：１９ｋｍ；ＥＥ′剖面：２５ｋｍ；ＦＦ′剖面：１６ｋｍ．本

文采用的地震参数依据文献［２８］及中国地震台网中

心给出的定位结果．

由图１ａ可知，ＡＡ′剖面北起赤城，经燕山山脉

南缘至研究区东南部的秦皇岛地区，长度约为３４０ｋｍ，

共包括１８个台站，台站平均间距约１９ｋｍ，剖面所

经区域没有大断裂穿过；ＢＢ′剖面北起张家口，经延

怀盆地和三河至研究区东南部的唐山地区，剖面长

度约３８０ｋｍ，共有２２个台站，台站平均间距为１７ｋｍ，

该剖面走向与张家口—渤海断裂带平行，顺义—良

乡断裂、唐山断裂、宁河—昌黎断裂等ＮＥ向的断裂

横穿该剖面．

由图３ａ中ＡＡ′接收函数剖面所显示的壳幔界

面Ｐｓ转换震相的时间延迟可以推断，沿该剖面的地

壳厚度由ＮＷ 向ＳＥ方向逐渐变薄．这与ＡＡ′剖面

的速度结构图像一致．图３ＡＡ′中，由于ＸＩＬ台两

侧的ＸＮＣ台和ＢＧＬ台分别位于燕山腹地和山区

与平原的交汇处，ＸＩＬ站点两侧显示了显著的速度

差异．对ＢＢ′剖面接收函数剖面图可有如下观察：

（１）在三河地区西北部的台站ＸＦＧ和ＹＮＪ，零时刻

附近来自基底面的Ｐｓ转换震相与两侧台站相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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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观测与理论预测的接收函数波形拟合

红线为理论预测值，黑线为观测的接收函数，零时刻对应Ｐ波到时，左侧字符表示台站代码．

Ｆｉｇ．２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ｆｉｔｔ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ｐｉｃｔ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Ｚｅｒｏｔｉｍ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ｔｏｔｈｅＰｗａｖｅａｒｒｉｖａｌ．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ｓｉｄ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ｄｅｓ．

明显的延迟；同时，复杂的接收函数波列意味着这两

个台站下方存在较厚的沉积盖层，地壳结构较为复

杂．（２）台站 ＹＨＱＤＯＤ段的４个台站位于唐山地

区．该区段接收函数零时刻附近震相的时移变化意

味着该段基底面埋深的起伏，在５ｓ左右来自莫霍

面的Ｐｓ转换震相到时差异意味着壳幔边界可能存

在断错结构．台站ＢＧＴ的接收函数表明，在零时刻

与５ｓ之间存在一个与中地壳界面相应的震相，但

它在两侧台站的接收函数中并不存在．在唐山东南

方一侧，台站ＢＣＨ的接收函数显示出复杂图像，并

与其附近台站ＤＯＨ 的接收函数明显不同，这可能

与附近的宁河—昌黎断裂不无关系．依据上述观察

可以推断，唐山地区的地壳结构较为复杂．

由图３（ａ，ｂ）可见：１）壳幔界面虽然起伏程度不

同，但ＡＡ′和ＢＢ′剖面的地壳厚度沿ＮＷＳＥ方向

总体上逐渐减薄；２）ＢＢ′剖面东南侧，唐山震区的莫

霍界面明显隆升，在其上方的中上地壳具有明显的

Ｓ波低速体，相应的区域地震活动频繁，且地震震级

较高，意味着该区域中上地壳温度较高或介质较为

破碎；３）在ＡＡ′剖面相应的位置，低速体明显变小

或者基本消失，与之相应的主要是震级小于５级的

地震活动．由此可见，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犕ｓ７．８）的发

生确实有其独特的深部构造背景．

由图１ａ可知，ＣＣ′剖面北起太行山，经北京至

东南端的宁河，剖面长度约为３００ｋｍ，共包括９个

台站．图４ａ表明，根据沿剖面ＣＣ′壳幔界面的变化

趋势，它可以分为两段：１）燕山山前到北京南部：该

区段地壳厚度大体上变化较小，地震活动主要为５

级以下的中小地震；２）北京到其南东一侧的宁

河：其中部上地幔隆升，地壳厚度明显变薄．由相应

６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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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Ａ′和ＢＢ′剖面的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

（ａ）ＡＡ′剖面；（ｂ）ＢＢ′剖面；上方：时间域接收函数剖面；中间：各台站下方的

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下方：沿剖面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的横向变化．

Ｆｉｇ．３　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Ａ′ａｎｄＢＢ′

（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Ａ′；（ｂ）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Ｂ′．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ｒｔ：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ｗｅｒｐａｒ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图４　沿剖面ＣＣ′和ＤＤ′的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

（ａ）ＣＣ′剖面；（ｂ）ＤＤ′剖面；上方：时间域接收函数剖面；中间：各台站下方的

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下方：沿剖面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的横向变化．

Ｆｉｇ．４　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Ｃ′ａｎｄＤＤ′

（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Ｃ′；（ｂ）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Ｄ′．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ｒｔ：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ｅａｃ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Ｌｏｗｅｒｐａｒ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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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沿剖面ＥＥ′和ＦＦ′的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

（ａ）ＥＥ′剖面；（ｂ）ＦＦ′剖面；上方：时间域接收函数剖面；中间：各台站下方地壳

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下方：沿剖面地壳上地幔Ｓ波速度结构的横向变化．

Ｆｉｇ．５　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Ｅ′ａｎｄＦＦ′

（ａ）Ｅ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Ｆ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ｒｔ：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ｅａｃ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Ｌｏｗｅｒｐａｒ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图６　首都圈地区地壳不同深度的Ｓ波速度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ｓ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ｉｒｃｌｅｒｅ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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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收函数剖面可见，该剖面东南端台站ＤＳＨ 和

ＬＵＴ的接收函数与其附近台站的明显不同．反演结

果表明，这主要是较厚的沉积盖层造成的影响．宝坻

断裂在台站 ＤＳＨ 附近通过，其影响表现在台站

ＤＳＨ和ＢＢＳ接收函数中基底面的Ｐｓ转换震相的

时间延迟有较明显的差异．

图４ｂ给出了沿 ＮＥ向ＤＤ′剖面的结果．该剖

面西起灵丘，延ＮＥ方向经延怀地区，到燕山与太行

山交汇的部位，剖面长度约为２４０ｋｍ，包括延怀盆

地的７个流动台站在内
［１５］，共有１２个台站，台站平

均间距为２０ｋｍ．图４ｂ中给出了我们得到的５个台

站接收函数构成的时间域剖面及相应台站下方的地

壳上地幔速度结构，与此同时，还给出了包括延庆盆

地流动台站在内１２个台站下方的地壳速度结构图

像．由图４ｂ中的接收函数剖面可见，台站ＬＢＰ的接

收函数有较为明显的混响效应，推测该台站下方应

存在较厚的沉积盖层．这与该台站的接收函数反演

结果是一致的．相应的速度结构图像表明：沿ＤＤ′

剖面，壳幔界面总体上呈现南浅北深的特点，且起伏

较大；剖面北侧的上地壳Ｓ波速度明显偏低．延怀地

区的地壳结构与其两侧有明显差异，其下方１０～２０

ｋｍ深度上的低速体结构伴随着壳幔界面的明显隆

升，在其两侧莫霍界面有较大的断距．上述结果与嘉

世旭等给出结果大体一致［２０］．

图５（ａ，ｂ）分别给出了ＮＥ向ＥＥ′和ＦＦ′剖面

的接收函数及Ｓ波速度结构横向变化．剖面ＥＥ′经

三河—平谷，自固安到承德地区，长度约１６０ｋｍ，

共有１０个台站，平均间距约为１６ｋｍ．图５ａ的接收

函数剖面表明，在台站ＸＮＪ与ＢＪＵ，零时刻附近和

５ｓ左右的转换震相均存在明显差异，香河断裂从这

两个台站之间穿过．１６７９年的三河—平谷地震应与

其密切相关．图５ａ给出的速度结构图像表明，ＥＥ′

剖面大体上可分为两段：（１）从剖面南端到三河附近

的区段，地壳厚度较薄，１０ｋｍ以上深度存在较厚的

低速层，它在三河附近消失；（２）台站ＹＮＪ往北的区

段，地壳厚度逐渐加大，但没有明显变化．上述结构

特征表明，ＮＥＥ向的宝坻断裂很可为超壳断裂．

由图１ａ可知，ＦＦ′剖面自天津，经唐山震区到

燕山构造带东侧前缘，剖面长度约为１７０ｋｍ，共有

１２个台站，平均台站间距约为１４ｋｍ．图５ｂ表明，

唐山震区各台站的接收函数波形较为复杂．除了地

表盖层的影响之外，这与唐山震区复杂的壳幔结构

密切相关．台站ＤＯＤ，ＤＡＸ和ＤＯＨ 的接收函数显

示，基底面和莫霍界面转换震相到时存在明显差异，

这反映了唐山断裂两侧地壳结构的差异．图５ｂ给出

的速度结构图像表明，沿剖面壳幔界面横向变化较

为剧烈，相应的上地壳速度结构在横向上有明显的

分段性．特别是，唐山震区的中上地壳低速体与莫霍

界面的陡变部位密切呼应，下伏的上地幔速度结构

也存在明显的横向变化．这意味着相应的地壳强烈

变形与上地幔变形运动、甚至壳幔物质的交换密切

有关［５］．

为了进一步理解首都圈地区地壳上地幔的三维

速度结构及其与地震的关系，图６给出了研究区不

同深度上Ｓ波速度结构的横向变化及相应深度的地

震分布．图６ａ为深度２ｋｍ的Ｓ波速度分布．其突出

特征是，环绕以天津为中心的低速区，在燕山山脉和

太行山前缘形成的高速条带．其中，在延怀盆地东北

部形成了明显的高速特征．近地表的速度结构与地

貌特征的相关性对我们的接收函数反演结果是一个

有利的支持．另外，在这个深度上，地表断层与速度

分布也有相当好的相关性，表明在此深度上断层对

不同块体有明显的控制作用．这与文献［２０］用人工

地震方法给出的结果相似，但本文结果具有明显高

的横向分辨率．

图６ｂ给出了１０ｋｍ深度的Ｓ波速度分布以及

８～１２ｋｍ深度范围内的地震分布．图６ｂ表明：（１）

在张家口—怀来—北京—唐山一线形成了高速条

带，而在其东北侧分布着一系列低速区；（２）蔚县—

张家口西侧为Ｓ波低速区；（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

唐山地区形成的 ＮＥ向Ｓ波高速条带与 ＮＷ 向低

速条带的交汇区，地震的分布基本上与高速条带区

吻合．１９７６年的唐山７．８级地震及滦县７．１级地震

处于这个深度．

图６ｃ给出了１６ｋｍ深度上的Ｓ波速度分布及

相应的１３～１７ｋｍ深度范围内的地震分布．由图６ｃ

可知，１６７９年的三河—平谷地震和１９７６年宁河地

震（唐山大地震的余震）位于这个深度范围内．图６ｃ

的突出特征仍为 ＮＷ 向的张家口—怀来—北京—

唐山Ｓ波高速条及穿越唐山地区的ＮＥ向Ｓ波高速

条带．但是，在这两个高速条带两侧分布的是被高速

区围绕的Ｓ波的低速区．值得注意的是，相应深度的

地震分布与Ｓ波的高速区分布有很好的相关性．

图６ｄ给出了２０ｋｍ深度上的Ｓ波速度分布及

１８～２２ｋｍ深度范围的地震分布．在这个深度上，值

得关注的地壳速度结构横向变化特征是环绕北京形

成的Ｓ波高速区以及研究区北部东西两侧的低速

区．除了在唐山地区分布的一系列地震外，高速区边

９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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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附近分布着若干４～５级左右的地震．

图６ｅ给出了３４ｋｍ深度Ｓ波速度分布及在３３～

３６ｋｍ深度范围内的地震分布．此深度大体相应于

首都圈地区的莫霍面平均深度．图６ｅ显示的主要特

征是怀来—北京—三河—唐山地区出现的大面积高

速区．与其相应的Ｓ波速度达到了４．５ｋｍ／ｓ，表明

这些区域上地幔顶部Ｓ波速度较高，部分区域上地

幔明显隆升．这个推断与文献［２５］利用接收函数扫

描叠加方法得到的壳幔界面形态是一致的．

图６ｆ给出了４０ｋｍ深度Ｓ波速度速度分布及

在３６～３９ｋｍ深的地震分布．图６ｆ的主要特征是穿

越北京的、近ＮＥ向Ｓ波低速条带．与其相应的Ｓ波

速度为４．１～４．２ｋｍ／ｓ，这明显低于相应深度上地

幔Ｓ波的正常速度．比较图６ｅ可知，此低速条带与

３４ｋｍ深度上的Ｓ波速度高速区大体上形成了立体

共轭交叉的结构．

４　结论与讨论

利用接收函数非线性反演方法，本文给出了首

都圈地区７２个宽频带数字地震台站（包括区域固定

台网和流动观测台站）下方６０ｋｍ深度范围内地壳

上地幔的Ｓ波速度结构．在此基础上，结合早期在延

怀布设的１５个流动台站得到的结果
［１５］，利用分层

二维插值技术，给出了首都圈地区三维地壳上地幔

Ｓ波速度结构．本文结果总体上与前人结果有一定

的可比性，但空间分辨率有了较明显的提高，以至于

能够更清晰地勾画出研究区内不同块体的边界，弥

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这为进一步深入探讨研究区

内地震形成的深部构造背景提供了有价值的观测依

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１）研究区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较为复杂．它表

现为高速和低速异常的交错结构和壳幔界面的起伏

较为明显．本文反演得到的速度结构与Ｚｈｅｎｇ等
［６，２２］运

用接收函数反演及偏移成像方法得到的结果在可比

较的区域内基本一致．另外，研究区地壳速度结构的

复杂性还表现在不同深度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研

究区中上地壳速度结构主要被与张渤地震带大体重

合的ＮＷ 向高速条带和穿越唐山大震区的 ＮＥ向

高速条带所控制，而其中下地壳的速度结构主要为

延怀—三河—唐山地区上地幔隆起所控制．

（２）研究区地壳速度结构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

是壳内广泛分布的Ｓ波低速层和低速体．其中，较大

的低速体主要分布在唐山、三河及延怀盆地等地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低速体均伴随着壳幔界面

的隆升．由于上述地区均为历史或现今的大震区，对

于破坏性地震的研究，我们认为仅局限于断层与地

震关系的研究是不够的，有必要进一步对大地震的

形成与壳内低速体的关系给予特别的关注．

（３）地壳速度结构与地表断层分布有较好的相

关性．这表明地表观测到的断层对不同构造块体有

一定的控制作用．其中，宝坻断裂，香河断裂和唐山

断裂均为穿透地壳的超壳断裂．研究区内断层的共

轭分布与地壳速度结构的分区特征有较好的相

关性．

（４）首都圈内大地震的分布与壳内低速体及上

地幔顶部的速度结构有密切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

表明，研究区内地震活动和大地震的发生应与华北

克拉通的裂解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中，唐山大震区

的壳内低速体与上地幔顶部的低速区密切有关，不

能排除在这一地区存在壳幔物质的交换或上地幔物

质向壳内的侵入．对于唐山大地震的成因，仅考虑板

块作用引起的水平应力场是不够的，有必要充分重

视由于上地幔变形引起的地壳垂直变形和上地幔物

质侵入造成的热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研究区部分地区的台站仍

较为稀疏，有关这些区域的研究有待继续深入．结合

更多地球物理观测数据，特别是ＧＰＳ的阵列观测数

据，研究首都圈地壳的变形及其地震动力学应是今

后进一步值得关注的问题．

致　谢　本项研究同时得到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

的资助．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提供了本文所用的固定

台站的远震波形数据．赖院根参加了野外流动台站

的布设工作．感谢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邓志辉研

究员和上海地震局朱艾斓博士提供的帮助．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国家地震局《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编辑组．一九七六年唐

山大地震．北京：地震出版社，１９８２

　　　Ｓｔａｔ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Ｃｈｉｎａ．１９７６ＧｒｅａｔＴａｎｇｓｈ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２］　高文学，马　谨．首都圈地震地质环境与地震灾害．北京：地

震出版社，１９９３

　　　Ｇａｏ Ｗ Ｘ， Ｍａ Ｊ．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Ｈａｚａｒｄ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ｒｅａ（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３］　马杏垣，吴正文，谭应佳等．华北地台基底构造．地质学报，

１９７９，５３（４）：２９３～３０４

　　　ＭａＸＹ，ＷｕＺＷ，ＴａｎＹＪ，ｅｔａｌ．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犃犮狋犪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０８４２



　１０期 王　峻等：根据接收函数反演得到的首都圈地壳上地幔三维Ｓ波速度结构

１９７９，５３（４）：２９３～３０４

［４］　曾融生，张少泉，周海南等．唐山地震区的地壳结构及大陆地

震成因的探讨．地震学报，１９８５，７（２）：１２５～１４２

　　　ＺｅｎｇＲＳ，ＺｈａｎｇＳＱ，ＺｈｏｕＨＮ，ｅ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ｐ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犃犮狋犪 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

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８５，７（２）：１２５～１４２

［５］　刘启元，王　峻，陈九辉等．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的孕震环境：

密集地震台阵观测得到的结果，地学前缘，２００７，１４（６）：２０５～

２１３

　　　ＬｉｕＱ Ｙ，ＷａｎｇＪ，ＣｈｅｎＪＨ，ｅｔａｌ．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１９７６ｇｒｅａｔ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ｇｉｖｅｎｂｙｄｅｎｓ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

犉狉狅狀狋犻犲狉（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７，１４（６）：２０５～２１３

［６］　ＺｈｅｎｇＴＹ，ＣｈｅｎＬ，ＺｈａｏＬ，ＸｕＷ Ｗ，ＺｈｕＲＸ．Ｃｒｕｓｔ

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ｔｚｏｎｅｉｎ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ｎｎ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ｒｕｓｔ．犘犺狔狊．犈犪狉狋犺犘犾犪狀犲狋．犐狀狋犲狉．，２００６，１５９：４３～５８

［７］　ＳｈａｏＸＺ，ＺｈａｎｇＪＲ，ＬｉｕＱ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ｏｍｅ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ｓｉｔ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犑．犘犺狔狊．犈犪狉狋犺．，１９８６，３４（Ｓｕｐｐｌ．）：Ｓ２２３～Ｓ２３９

［８］　金安蜀，刘福田，孙永智等．北京地区地壳和上地幔三维Ｐ波

速度细结构与强震孕育的深部构造环境．地球物理学报，

１９８０，２３（２）：１７８～１８２

　　　ＪｉｎＡＳ，ＬｉｕＦＴ，ＳｕｎＹＺ，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ｕｎｄｅｒ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８０，２３（２）：１７２～

１８２

［９］　刘福田，曲克信，吴　华等．华北地区的地震层析成像．地球物

理学报，１９８６，２９（５）：４４２～４４９

　　　ＬｉｕＦＴ，ＱｕＫＸ，ＷｕＨ，ｅｔ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ｒｅｇｉｏ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８６，２９

（５）：４４２～４４９

［１０］　ＳｈｅｄｌｏｃｋＫＭ，ＲｏｃｅｋｅｒＳＷ．Ｅｌａ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１９８７，９２：１９６３５～１９６４６

［１１］　朱露培，曾融生，刘福田．京津唐张地区地壳上地幔三维Ｐ波

速度结构．地球物理学报，１９９０，３３（３）：２６７～２７７

　　　ＺｈｕＬＰ，ＺｅｎｇＲＳ，ＬｉｕＦＴ．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ｒｅａ．犆犺犻狀犲狊犲犑．

犌犲狅狆犺狔狊．（犃犮狋犪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０，３３

（３）：２６７～２７７

［１２］　孙若繻，刘福田．京津唐地区地壳结构与强震的发生—Ｉ．Ｐ波

速度结构．地球物理学报，１９９５，３８（５）：５６３～５７２

　　　ＳｕｎＲＭ，ＬｉｕＦＴ．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ｇ，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ａｒｅａ：Ｉ．Ｐ 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犃犮狋犪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５，３８（５）：５６３～５７２

［１３］　孙若繻，赵燕来，吴　丹．京津唐地区地壳结构与强震的发

生—ＩＩ．Ｓ波速度结构．地球物理学报，１９９６，３９（３）：３４７～３５５

　　　ＳｕｎＲ Ｍ，ＺｈａｏＹＬ，Ｗｕ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ｇ，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ａｒｅａ：ＩＩ．Ｓ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犃犮狋犪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６，３９（３）：３４７～３５５

［１４］　张先康，王椿镛，刘国栋等．延庆—怀来地区地壳细结构—利

用深地震反射剖面．地球物理学报，１９９６，３９（３）：３５６～３６３

　　　ＺｈａｎｇＸＫ，ＷａｎｇＣＹ，ＬｉｕＧＤ，ｅｔａｌ．Ｆｉｎ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ＹａｎｑｉｎｇＨｕａｉｌａｉｒｅｇｉｏｎｂｙ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犆犺犻狀犲狊犲 犑．犌犲狅狆犺狔狊． （犃犮狋犪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６，３９（３）：３５６～３６３

［１５］　刘启元，李顺成，沈　杨等．延怀盆地及其邻区地壳上地幔速

度结构的宽频带地震台阵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１９９７，４０（６）：

７６３～７７１

　　　ＬｉｕＱＹ，ＬｉＳＣ，ＳｈｅｎＹ，ｅｔａｌ．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

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

Ｙａｎｈｕａｉ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ｉｔ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

犌犲狅狆犺狔狊．（犃犮狋犪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７，４０

（６）：７６３～７７１

［１６］　李松林，张先康，宋占隆等．多条人工地震测深剖面资料联合

反演首都圈三维地壳结构．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１，４４（３）：３６１～

３６８

　　　ＬｉＳＬ，ＺｈａｎｇＸ Ｋ，ＳｏｎｇＺＬ，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ｒｅａ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ａｊｏｉｎｔ

ｉｎｖｅｒｔｉｏｎｏｆＤＳＳｄａｔａ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犑．

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１，４４（３）：３６１～３６８

［１７］　于湘伟，陈运泰，王培德．京津唐地区三维Ｐ波速度结构．地

震学报，２００３，２５（１）：１～１４

　　　ＹｕＸＷ，ＣｈｅｎＹＴ，ＷａｎｇＰＤ．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ｇ，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ａｒｅａ．犃犮狋犪

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３，２５（１）：１～１４

［１８］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ｎｌｉ， Ｚｈａｏ Ｄａｐｅｎｇ．Ｃｒｕｓｔ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犜犲犮狋狅狀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２００４，３８５：１５９～１８０

［１９］　刘启元，ＫｉｎｄＲ，陈九辉等．大别造山带壳幔界面的断错结构

和壳内低速体．中国科学（Ｄ辑：地球科学），２００５，３５（４）：

３０４～３１３

　　　ＬｉｕＱＹ，ＫｉｎｄＲ，ＣｈｅｎＪＨ，ｅｔａｌ．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ｍａｎｔｌ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ｎｄ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ｏｄｙ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ＤａｂｉｅＳｈａｎ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ｏｒｏｇｅｎ．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

犆犺犻狀犪（犛犲狉犇），２００５，４８（７）：８７５～８８５

［２０］　嘉世旭，齐　诚，王夫运等．首都圈地壳网格化三维结构．地

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５，４８（６）：１３１６～１３２４

　　　ＪｉａＳＸ，ＱｉＣ，ＷａｎｇＦＹ，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ｌ

ｇｒｉｄｄ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ｒｅａ．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５，４８（６）：１３１６～１３２４

［２１］　黄金莉，赵大鹏．首都圈地区地壳三维Ｐ波速度细结构与强

震孕育的深部构造环境．科学通报，２００５，５０（４）：３４８～３５５

　　　ＨｕａｎｇＪＬ，ＺｈａｏＤ Ｐ．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ｃａｐｔｉｔａｌｃｉｒｃ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ｅｐ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犮犻犲狀犮犲

犅狌犾犾犲狋犻狀（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５，５０（４）：３４８～３５５

［２２］　ＺｈｅｎｇＴＹ，ＣｈｅｎＬ，ＺｈａｏＬ，ＺｈｕＲＸ．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Ｙａｎｓｈａｎｂｅｌｔ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１８４２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２卷　

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犘犺狔狊．犈犪狉狋犺犘犾犪狀犲狋．犐狀狋犲狉．，２００７，１６１：３６～４９

［２３］　刘启元，陈九辉，李顺成等．新疆伽师强震群区三维地壳上地

幔Ｓ波速度结构及其地震成因的探讨．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０，

４３（３）：３５６～３６５

　　　ＬｉｕＱ Ｙ，ＣｈｅｎＪ Ｈ，ＬｉＳ Ｃ，ｅｔａｌ．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ｉａｓｈｉ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ｉｔｓｓｅｉｓｍｉｃｇｅｎｅｓｉ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０，４３（３）：３５６～３６５

［２４］　赖院根，刘启元，陈九辉等．首都圈地区横波分裂与地壳应力

场特征．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６，４９（１）：１９０～１９６

　　　ＬａｉＹＧ，ＬｉｕＱＹ，ＣｈｅｎＪＨ，ｅｔａｌ．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ｉｒｃｌｅ．

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６，４９（１）：１９０～１９６

［２５］　王　峻，刘启元，陈九辉等．首都圈地区的地壳厚度及泊松比．

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９，５２（１）：５７～６６

　　　ＷａｎｇＪ，ＬｉｕＱＹ，ＣｈｅｎＪ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Ｐｏｉｓｓｏｎ′ｓｒａｔｉｏ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ｉｒｃｌｅｒｅｇｉｏｎ．犆犺犻狀犲狊犲

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９，５２（１）：５７～６６

［２６］　刘启元，ＫｉｎｄＲ，李顺成．接收函数复谱比的最大或然性估计

及非线性反演．地球物理学报，１９９６，３９（４）：５００～５１１

　　　ＬｉｕＱＹ，ＫｉｎｄＲ，ＬｉＳＣ．Ｍａｘｉｍａｌ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ｒａｔｉｏ．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６，３９（４）：５００～

５１１

［２７］　邓起东，张培震，冉勇康等．中国活动构造基本特征．中国

科学（Ｄ辑）：地球科学，２００２，３２（１２）：１０２０～１０３０

　　　ＤｅｎｇＱＤ，ＺｈａｎｇＰＺ，ＲａｎＹＫ，ｅｔａｌ．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 （犛犲狉．犇）（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２，３２（１２）：１０２０～１０３０

［２８］　顾功叙．中国地震目录．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ＧｕＧ Ｘ．Ｃｈｉｎ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ａｔａｌｏ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本文编辑　胡素芳）

２８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