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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天山的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观测 

李顺成， 刘启元， 陈九辉， 郭 飚， 赖院根， 王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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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台阵地震学实验室于 2003年 4月 2004年 9月，横跨天山布设 了由 60台仪器组 

成，总长度超过 500 km，宽频带流动地震观测剖面．野外观测记录地震事件 1434个．横跨天山的接收函数剖面表明， 

沿测线地壳结构复杂，介质存在明显的横向非均 匀．同时，我们 的初 步结果还 揭 示了天 山与 两侧盆 地的耦 合关 系，天 

山下方的壳慢界面较为模 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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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ve broadband seismic array observation across Tianshan 

I．I Shun—cheng， I IU Qi—yuan， CHEN J iu—hui， 

(State Key Laboratory o／Earthquake Dynamics，Institute of Geology， 

GU0 Biao， LAI Yuan—gen， W ANG Ji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A passive seismic profile of more than 500 km long，consisted of 60 broadband stations，was deployed 

across Tianshan orogenic belt，and the field observation was performed from April，2003 to September，2004．During 

this observation，totally 1434 events were recorded．The receiver function profile across the Tianshan orogenic belt 

reveals the complexity of the crustal structure along the profile and obvious lateral variations of the crustal media．Our 

primary analysis reveals the coupling system between the Tianshan mountain and the basins on both sides．Our results 

also demonstrate the unclear crust—mantle boundary underneath Tian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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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天山长约 2 500 km，宽约 300～500 km，被公认 

为世界上唯一现今仍在进行强烈造 山的典型．天山 

地区 良好的地质露头，极高的构造活动性 ，为陆内造 

山动力学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作为世 

界上最宏伟的新生代陆 内造山带 ，它在现今陆 内变 

形及地震灾害减轻研究 中具有极为重要 的研究价 

值，天山动力学研究 已成为当前大陆动力学研究的 

国际性前沿课题l1 ]． 

几十年来 ，国内外地质、地球物理学家对天山地 

区的地质构造 ，矿产资源环境，地壳上地幔结构 ，活 

动构造，地震活动性 及其震源机制 ，地壳形变 ，造 山 

过程及其动力学演化等问题均进行了大量的多学科 

研究 ，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大体上确立了人们对这 

一 地区构造格局及其演化 的基本认识【3 ]．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理解天山造山的深部过程， 

国内外在天 山地 区大力加强了相关 的地球 物理研 

究【7 ．但是 ，迄今为止，各种数据解释结果仍存在 

着差异 ，甚至矛盾 ，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与 天山 

的耦合关系仍有待更高分辨率的研究． 

自20世纪 8O年代以来，宽频带数字地震 观测 

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获得 了飞速的发展．与此同时，宽 

频带 流动地震观测技术和数据解释方法也取得了引 

人注 目的发展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下 ，从 2003年 4月～2004年 9月 ，中国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地震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横跨我 国境 内 

天山布设了由6O台宽频带数字地震仪组成的高分 

辨率的地震观测剖面．本文 的 目的在于简要介绍该 

剖面的野外观测情况及初步数据处理解释所取得的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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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测 系统 

用 于天 IlI流 动地震 台l筇的观删 系统 如i到 1新 

示．精震器 采jH FHs{型宽频 带地 震计 ．数据 采 集 

器包括 两种 ：d0个 台站 为港震 公 I 生 产的 EI)A 

C24刊 ．另外 20个台站 为· 地震局地球物殊 中心 

研制的 I)AS 3型敬宁地震 记录 器． 述两种议器 的 

时问服务采用 ( S授时 ．动态范 围优于 1 20 d13．输 

Hj数据为 2 1位 讣辨率．我 们采 用连续 记录 方式 采 

样率为 )Hz 整个蝇洲 系统采 用太 能浮冲 供 

电 ．观测 系统 的频带 为 c1．O5～!．I】[z_ 

l卜 圈 

图 1 宽频带流动数字地震台站的主古掏框图 

Fig．1 Skelch map ol I~,l rlM：,lt 

br~~adband s· 】 n、Ic v一 E- l 

2 台阵布设 

罔 2给出 r横跨 夫_lI造 ⅢlI带 没的宽频带 流动 

地震观测剖 面以 及相应的地 质和地 貌特 征 由图 2 

可见 ．横跨天 山造山带呐宽 频带 流动地震 台阵由 60 

个观测台站组成 ．儿地震 台阵观测 系统 包括一条 向 

起塔里木盆地 北缘 (s2．92rE．41 031 N)，北 至准 

噶尔盆地南缘 【84．754 E．d1．96d N 的近 NS向剖 

面 受两条 近 EW I幻割 l百i．近 NS向的 剖面 长 度约 

500 km，由51个宽频带台站组成．横跨天山的备主 

要断裂带，其主要作 』lI在于 研究垂 直Ilt侔走向的地 

壳上地幔速崖 结构及其横 向变化 ：两条近 EW 的剖 

面分别位于 41．5。～41． N和 3．2 ～4 3．4 N 的位 

置．它们的 主要作lf耵在于研究 中大 lh受塔 里木盆地 

的地壳 E地幔速度结构沿火LI JIlj体走向的横向变 

化．同时 ．它们对地 壳 上地幔速 度结 构地震 走时层析 

研究具有熏要意义．否则，堆以 确 墩 垂直方 向上 

的速度结 椅 像． 

宽频带流动地震 观测 系统 的台站间距 为 5～ 1) 

km 不等．由罔 2可 ．在 灭Ill南北 苘侧 的箍山交 界 

部位．台站密度相对较 大．台站Il1J距约 为 5公 里．这 

对于详细研究盆【lI耦合关系具有 重要意义． 

天 山地 区地 形地貌造成 气象条件复杂 多变，交 

通条件困难．大多为无人区．虽然文化噪音较低．但 

观测条件较为恶劣．为了确保台站仪器的安全和坚 

持 各种气候条件下 地震观删 仪器 的正常 工作 ，对于 

沿线无 几【 地带 ，我们 用彩l羽复合 板修 建临时 观测 

台站．1斟 给出 了位于中天 山的 HXM 流动地 震 

台的例 子．实际观测经 验表明，J 迷办法保词：了长期 

地震观 测晌正常进 行． 

倒 2 惜路 天山流 动地震 观测 台站 的分 布 

疑矧应的地形地貌特征 

▲ 丧 删 音站．一 】 一 采永晰 ：抽IlI f 爰蜒海断裂 ： 

0准 噶尔 南缘 断 ； 此 天jlIfIt前断裂 ：回悼 科努 睦li裂 ； 

r 中 Il1J 蟓 断裂 ；唾 天 山南缘断 ： 南 七山山前断 裂 

Fig ! [．ocation map 0f tations and 

I(。I~graphv v r Tianshan oroNenic heII 

^ a Lio． 一 国 一 fa L,II I：DuM~anzi A nJil1a Fauh； 

曾s。l" m Jur Fauh：@N 1h Finnshan Fa,l【：{ l~rohoro 

Ij j’ 1_ral Tiansha~Rlul L； Natal lJ_I． K- Fauh 

3 观测鼓据 

2【]03 1 ～如04年 1 8个月 的野 外观删 ．天 山流 

动地震 台阵共记 泶地震事 件 I 434个．其中可 用于 

接 收丽数估 汁的远震 事件 为 360个．图 d给出 了台 

阵记求的地震事件分布．图 4表 明．较长的观测周 期 

冉利于蔹取全方位的 地震观测 记录，这 对接收 函数 

研究具有特别蕈要的意 义． 

圈5给出了在南天山1 5QGB台记录的2003年 

月 25时I=1本北 海道地震三分量 波形．图 6则缩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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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天山台阵记录的 2003年 7月 26日印度一孟 加拉 

边界地震．图6表明天山流动台阵可以获取高质量 

的地震观测记录 ，同时还表 明密集台阵观测相对于 

台网观测的优势．这种优势突 出表现在可 以有效地 

提高后续震相识别的可靠性及其在波场分析方面的 

研究价值． 

图 3 天 山流动地震 台阵 的 36HXM 台站 

台站位置 ：84．262。E，43．066~E 

Fig．3 appearance of Station 36 HXM 

Station location：84．262。E，43
．
066。E 

· ● 

图 4 天 山流 动地震 台阵记录 的地震事件分布 

观测台阵位 于中心位 置 

Fig． 4 Event distribution recorded by Tianshan Array 

The seismic array is located at the center 

4 接收函数 

所谓接收函数是指在等效震源假定下，由远震 

P波波形数据获得的台站下方介质的脉冲响应．接 

收函数方法，包括接收函数反演及偏移成像技术，正 

在不断发展 ，并在大陆岩石 圈速度结构的探测研究 

中已获得 了日益广泛的应用 。 ． 

刘启元等 发展 了分离接收 函数 的多道最大 

或然性反褶积和复谱域接收 函数非线性反演方法． 

图 7给出的是利用多道最大或然性反褶积方法得到 

的台站 45BYG不 同方位的接收函数．图 7表 明，可 

以很清楚地追踪接收函数转换震相和多次反射波并 

可发现它们随方位角的变化．这表 明该台站下方 的 

接收区结构可能存在某种非均匀结构． 

图 5 南 天山 15QGB台记 录的 日本北海道 

地震的 三分量地震波形 

发震时刻 ：19：50：06，震中位置 ：41．83。N，143．83。E， 

震源深度：33 km，震级 ：8．3 Ms 

Fig．5 3-component seismogram of Hokkaido 

earthquake recorded by Station 15QGB 

Origin time：19：50：06，Epicenter：41．83。N，143．83。E． 

Depth：33 km，Magnitude：Ms： 8．3 

利用公式 ] 

h— V。△ Tps／(k一 1) 

和 

k— V。／ 

可由 Moho界面转换震相的时间延迟估计 台站下方 

的地壳厚度．这里 ，h为转换 界面的深度 ，V。，V。分 

别为 P波和 S波速度，△丁 。为 PS转换波相对 于 P 

波初至的时间延迟． 

不同方位接收函数的叠加压制横向非均匀散射 

效应，提高数据的信噪比．图 8为偏移叠加(move— 

out)后得到的沿 NS向主测线的接收函数剖面．图 8 

揭示了地壳结构沿测线 的二维横 向变化．我们的结 

果表明：塔里木及准噶尔盆地存在较厚的沉积盖层； 

准噶尔盆地的结晶基底面存在向山体一侧的明显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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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0 400 600 800 l000 】200 

／／s 

圈 6 天山流动青阵 己录的 20O3年 7月 26日印度一孟 加拉边 界地 震(垂直丹量) 

爱震叫 到 ! ：I H 1 ． ．震 中位 ：!1 85； N． ：006 E．震 埠 ：l km 鹱娥 ：j sM 

Fig．6 Vertical rnl t)f India— Bengal border ea rthquake recorded h Tianshan array 

Origm al I|Ï 日 07 1B =I I 7 。 El~ieelII ：鲍 354 N 33 ∞  ’E ，Depth：I km ．M agnilude M 5 6 

ns 

一；：n、 G台不同方位的接收函数(径向分量) 

左边 数卞为震 巾打位 危 

Fig．7 Radial—coiiiportent of re~'eiver funclions al Station 45BYG over back azimu11 

The llum bers。n the left represenl the back azim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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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图 8 横跨天山的接收 函数剖面 

(左边为台站代码) 

Fig．8 Receiver function profile across the Tianshan 

(On the left is the station code) 

斜；塔里木及准噶尔盆地下方的壳 幔界面在盆山边 

界附近发生明显的倾斜(俯冲)；南 、北天山下方 的壳 

幔界面的转换震相非常不清楚．其原因究竟是因为 

非均匀散射效应，还是壳幔界面本身不清楚仍有待 

进一步的速度结构反演研究的证实． 

5 结 论 

本文介绍了横跨我国境内天山布设的宽频带流 

动地震台阵观测的初步结果．我们的结果表 明为获 

得可靠的研究结果，尽可能充分采集观测数据是后 

续研究的必要条件．在造山带等环境条件恶劣 的地 

区，可以通过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确保观测记录的 

连续性．我们的结果还表明 ，在天山造山带开展的高 

分辨率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观测研究有可能揭示较 

为客观的深部结构 的细节．这对天 山造山动力学研 

究将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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