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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震宽角反射／折射方法主要是利用壳内与上地幔顶层的广角反射信息重建地壳上地幔结构，是研究地

壳上地幔结构构造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同时，宽角地震接收到的超临界角的广角反射信息，相对于临界角之内的反

射信息必定存在着随偏移距变化的时移现象．本文通过构建地壳模型采用交错网格有限差分方法合成广角地震记

录，并从理论地震图上分别用传统射线方法和考虑时移影响的方法标定了震相走时，分析了广角反射的地震波场

特征，揭示了地震资料中的广角效应，继而分析了广角信息存在对接收波场的响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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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地球深部探测中，地震波是地球内部信息的

主要来源，地震波速度分布是研究地球内部结构构

造有价值的信息．地球内部物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

组成对地震波速度都有影响，宽角反射／折射是重建

地壳几何特征和速度结构的重要手段［１］．从上世纪

５０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宽角反射地震勘探研究应

用于洋脊、造山带和盆山结合带等区域，揭示了不同

构造域壳幔几何结构与速度分布特征，为认识壳幔

分界面（Ｍｏｈｏ）的全球普遍性及其不同构造域内的

特殊性提供了重要的约束．地震宽角反射因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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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低，探测范围大，对中下地壳速度具有较高精度

的成像能力等优点，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自上世

纪９０年代初英国在波罗的海地盾地区进行了代号

为“ＢＡＢＥＬ”的探测工程以来，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开

展了大量的地震宽角反射测深工作．如Ｎａｖｉｎ
［２］等

人 （１９９８）在 Ｒｅｙｋｊａｎｅｓ Ｒｉｄｇｅ 地 区 进 行 的

“ＲＡＭＥＳＳＥＳ”试验中，通过对宽角折射和多通道反

射地震剖面的研究证明了缓慢扩张的山脊能使其下

面的熔融物汇聚积累．中欧等国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到

２００３年间进行了ＰＯＬＯＮＡＩＳＥ９７，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ＡＬＰ２００２，ＳＵＤＥＴＥＳ２００３等一系列三维方法

试验的探测工程［３８］．之后澳大利亚的研究小组牵头

进行了ＡＬＰ２００２工程，将研究区瞄向阿尔卑斯山东

部及邻近的匈牙利地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捷

克共 和 国．捷 克 与 波 兰 的 研 究 小 组 领 导 了

ＳＵＤＥＴＥＳ２００３，该试验覆盖了捷克和波兰的大部

分地区以及邻近的德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地区．这

一系列的深部探测工程为中欧大陆的演化过程完整

的三维地下结构显示提供了巨大帮助．

我国地壳与上地幔人工源地震深部探测开始于

１９５８年，在西北的柴达木盆地首先揭开了序幕，后

来相继在西南四川、云南、华北平原、华南地区、东北

地区、鄂尔多斯盆地、青藏高原等地开展了一系列的

深部探测和壳、幔精细结构与大陆动力学的研

究［１，１２］．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国深地震测深探测的重心

是研究青藏高原隆升机制和动力学问题［１３１８］．从９０

年代开始，我国在广角地震方面的工作有了较大的

发展，尤其是在广角地震资料解释方法上．王椿

镛［１９］等（１９９７）利用相遇追逐系统观测所有Ｐｇ震相

走时来进行二维速度成像．针对我国南方的复杂地

区高速层屏蔽问题，孙建国［２０］（２０００）在总结国内外

方法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可以利用广角地震技术

进行高波阻抗界面下的油气勘探．王志
［２１］等（２００２）

根据高速屏蔽层的特点从反射系数的角度讨论了广

角反射波场的基本特征．白志明
［２２］等（２００３）通过宽

角地震所有震相走时数据同时反演地下速度和界面

信息．张中杰
［２３２７］等（２００３）发展的宽角反射数据射

线方程和相干偏移成像方法，利用折射数据对速度

约束好的特点对宽角地震波形数据进行空间归位，

得到了较准确的深部构造位置和形态．李可恩
［２８］等

（２００５）重点分析了方位角的变化与地层分界面上的

各种地震波的能量变化关系．李智宏
［２９］等（２００６）利

用地震物理模拟技术从物理实验的角度在实验室内

再现了野外观测到的复杂地震波场，并讨论了地震

物理模型设计的比例观测原理和地震模型的设计与

建造．

针对广角地震资料的特征，特别是超临界角的

广角反射信息的广角效应的体现形式、影响范围及

其对速度分析和成像结果的改造程度及寻求相应的

应对措施，是处理与解释宽角地震资料中需要加以

研究并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然而，对于火山岩、玄武岩广泛存在的中国大陆

盆山体系，由于宽角反射／折射地震是长排列地震道

接收，除非均质性和各向异性效应之外，在长排列上

必定存在超临界角的广角反射信息，对于较浅部广

角信息覆盖范围更为广阔．

由此引发至少如下几个问题：

１）广角反射较之超临界角之内的反射信息存在

随偏移距（入射角）而变化的时移现象，进而引起速

度分析和界面成像误差；若不考虑该时移因素而直

接进行成像，将可能造成成像成果剖面的失真．

２）深浅不同部位的地表接收段广角响应映射区

间不一致，广角效应会在成像域内造成极大的不确

定性，从而导致真实成像条件被破坏，成像位置发生

畸变．

显然研究长排列广角地震波场的特征，特别是

广角效应的体现形式、影响范围及其对速度分析和

成像结果的改造程度，是处理与解释宽角地震资料

中需要加以研究并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为此，本文以一种典型的地壳模型对其广角地

震波场进行了分析探讨．

１　广角地震场中的地震响应

１．１　含低速层地壳模型的广角地震波场特征

图１为地壳模型分层参数，图２与图３分别是

模型中Ｐ波和Ｓ波的射线路径图以及它们的地震

折合走时图．

２．１．１　目标界面上地震反透射系数响应

根据Ｚｏｅｐｐｒｉｔｚ方程，计算了图１所示含低速层

地壳模型各界面上Ｐ波和Ｓ波入射时的反射系数

和透射系数（图３～图６）．图中ＰＰｒ、ＰＳｒ、ＰＰｔ、ＰＳｔ、

ＳＰｒ、ＳＳｒ、ＳＰｔ、ＳＳｔ符号的第一、二个字母分别表示

的是入射出射界面时的波型，第三个字母ｒ表示反

射、ｔ表示透射．从图３、图５、图６中可以看出，第一

层、第三层、第四层都是从低速层进入高速层，对于

Ｐ波入射来说界面处波速跳跃不是很大（第一层Ｐ

波速度跳跃０．７ｋｍ／ｓ；第三层Ｐ波速度跳跃０．８

ｋｍ／ｓ；第四层Ｐ波速度跳跃１．６ｋｍ／ｓ），都没有超

２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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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含有低速层的地壳模型，左图中三个数字分别为犞Ｐ、犞Ｓ、ＲＨ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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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Ｐ波和Ｓ波震相射线路径与其折合走时

（ａ）Ｐ波折合走时；（ｂ）Ｐ波震相射线路径；（ｃ）Ｓ波折合走时；（ｄ）Ｓ波震相射线路径．

Ｆｉｇ．２　Ｒａｙｂａｔｈ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ｏｆ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

（ａ）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ｏｆｐｗａｖｅ；（ｂ）Ｒａｙｂａｔｈｏｆｐｗａｖｅ；（ｃ）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ｏｆＳｗａｖｅ；（ｄ）ＲａｙｂａｔｈｏｆＳｗａｖｅ．

图３　第一层界面Ｐ波和Ｓ波入射时的反射透射系数

（ａ）Ｐ波入射；（ｂ）Ｓ波入射．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１
ｓ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Ｐ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ｂ）Ｓ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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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第二层界面Ｐ波和Ｓ波入射时的反射透射系数

（ａ）Ｐ波入射；（ｂ）Ｓ波入射．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２
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Ｐ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ｂ）Ｓ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图５　在第三层界面Ｐ波和Ｓ波入射时的反射透射系数

（ａ）Ｐ波入射；（ｂ）Ｓ波入射．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３
ｒ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Ｐ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ｂ）Ｓ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图６　在第四层界面Ｐ波和Ｓ波入射时的反射透射系数

（ａ）Ｐ波入射；（ｂ）Ｓ波入射．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４
ｔｈ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Ｐ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ｂ）Ｓ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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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期 张　智，等：广角地震波场特征分析

图７　Ｐ波震相水平分量的有效反射系数（上）及其相移（下）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ｂｏｖｅ）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ｌｏｗｅｒ）ｏｆｐｗａｖ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图８　Ｐ波震相垂直分量的有效反射系数（上）及其相移（下）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ｂｏｖｅ）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ｌｏｗｅｒ）ｏｆｐｗａｖ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图９　Ｓ波震相径向分量的有效反射系数（上）及其相移（下）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ｂｏｖｅ）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ｌｏｗｅｒ）ｏｆＳ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图１０　Ｓ波震相切向分量的有效反射系数（上）及其相移（下）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ｂｏｖｅ）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ｌｏｗｅｒ）ｏｆＳｗａｖｅ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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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Ｓ波震相垂向分量的有效反射系数（上）及其相移（下）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ｂｏｖｅ）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ｌｏｗｅｒ）ｏｆＳｗａｖ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图１２　Ｐ波水平分量地震图
Ｆｉｇ．１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ｖｅ

图１３　水平分量Ｐ１（上）、Ｐ３与Ｐｍ（中）、Ｐｍ（下）
Ｆｉｇ．１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Ｐ１（ａｂｏｖ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３（ｍｉｄ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ｍ（ｌｏｗｅｒｐｉ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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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期 张　智，等：广角地震波场特征分析

图１４　Ｐ波垂直分量地震图

Ｆｉｇ．１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ｖｅ

图１５　垂直分量Ｐ１（上）、Ｐ３（中）、Ｐｍ（下）

Ｆｉｇ．１５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Ｐ１（ａｂｏｖ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３（ｍｉｄ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ｍ（ｌｏｗｅｒｐｉ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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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Ｓ波水平分量地震图

Ｆｉｇ．１６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ｏｆ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

图１７　水平分量Ｓ２（上）、Ｓ３（中）与Ｓｍ（下）

Ｆｉｇ．１７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Ｓ２（ａｂｏｖ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３（ｍｉｄ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ｍ（ｌｏｗｅｒｐｉ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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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期 张　智，等：广角地震波场特征分析

图１８　Ｓ波垂直分量地震图

Ｆｉｇ．１８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ｏｆ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

图１９　垂直分量Ｓ２（上）、Ｓ３（中）与Ｓｍ（下）

Ｆｉｇ．１９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Ｓ２（ａｂｏｖ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３（ｍｉｄ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ｍ（ｌｏｗｅｒｐｉ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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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于透射横波的临界角．所以反透射系数形态不

是十分复杂，而且形态基本相似．当Ｐ波入射角大

于临界角时（都约６０°左右），Ｐ波反射系数很大，接

近于１．０，而转换Ｓ波的反射系数很小．对于Ｓ波入

射来说，它会存在３个临界角，其中一个是对透射纵

波的临界角（约３０°左右），一个是对反射纵波的临

界角（约３５°左右），另一个是对透射横波的临界角

（约６０°左右）；同样，当Ｓ波入射角大于对于透射横

波的临界角时，Ｓ波反射系数很大，接近于１．０．虽然

三层的反透射系数形态基本相似，但是由于界面波

阻抗的差异反透射系数大小还是会有所差别．

第二层界面是由高速层进入低速层（图４），不

会产生很多临界角，只有Ｓ波入射时会产生对于透

射纵波的临界角（约３８°左右）．对于大偏移距，Ｐ波

入射时的纵波反射系数较大，纵波的透射系数在逐

渐减小；Ｓ波入射时在大偏移距也是横波反射系数

较大．

１．１．２　地震有效反射系数响应

目标层的有效反射系数由所在层状介质界面上

所有下行路径和上行路径透射系数和在目标界面反

射系数组成，可由Ａｋｉ和Ｒｉｃｈａｒｄｓ给出的水平层介

质中平面波传播精确公式计算出．

图７与图８分别是模型中各Ｐ波震相水平分量

与垂直分量的有效反射系数及其相移大小．从图中

可以看到，对于Ｐ１震相其临界偏移距位于１３ｋｍ

处；Ｐ３震相的临界偏移距约在１００ｋｍ处；Ｐｍ震相

的临界偏移距处于７４ｋｍ；由于低速层存在，Ｐ２震

相没有产生临界角．在这两个分量中Ｐ１都是最强

的震相，其在水平分量中最大为０．０６５，在垂直分量

中最大为０．０３３，其次的是Ｐｍ震相，其有效反射系

数大小在水平和垂直分量中最大达到０．００５．Ｐ３震

相与Ｐｍ震相强度相当，最弱的是Ｐ２震相，这是由

于其界面是弱反射界面的缘故．水平分量各震相的

有效反射系数随偏移距增加而增大，在其临界偏移

距处其有效反射系数达到极大值，过临界角后逐渐

减小．垂直分量各震相的有效反射系数与水平分量

不同的是，从零偏移距开始不是从零开始增加而是

从某一值减小之后然后逐渐增加到临界偏移距的极

大值．Ｐ２震相的相位没有发生变化，除它之外各Ｐ

波震相的相移特征对于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都是从

临界偏移距处开始减小的趋势，但是对于水平分量

各Ｐ波震相是从０向－ｐｉ减小，垂直分量是从ｐｉ向

０减小．

图９～图１１分别表示的是模型中各Ｓ波震相

水平分量与垂直分量的有效反射系数及其相移大

小．相对于各Ｐ波震相各分量的有效反射系数与相

移大小，Ｓ波各分量的要复杂得多．Ｓ波入射至少有

２个以上的临界角．对于Ｓ波分析的临界偏移距主

要指第一个临界偏移距．从图中可见，Ｓ１震相临界

偏移距在４ｋｍ处；Ｓ２震相临界偏移距位于２１ｋｍ

处；Ｓ３震相临界偏移距在２８ｋｍ处；Ｓｍ震相临界偏

移距离为３２ｋｍ．Ｓ波震相中Ｓ１震相的有效反射系

数在三个分量中都是最强，其中径向分量最大值达

到０．０３３；切向分量的最大值可以达到０．０７２；垂向

分量上最大为０．０６５．在径向分量中Ｓｍ震相略强于

Ｓ３震相，在切向与垂直分量中这两个震相强度相

当．Ｓ２震相是最弱的震相．由于存在多个临界角，所

以Ｓ波各震相会经历几次时间域的极性转换，造成

在中远偏移距识别它们变得很困难．比如在Ｓ波径

向分量中，Ｓ３震相与Ｓｍ震相大约在１５ｋｍ处发生

了相变，Ｓ１震相的有效反射系数在此偏移距内发生

了两次震荡；在Ｓ波切向分量中，Ｓ１震相在５ｋｍ处

发生极性变换．Ｓ波各震相的相位变化相当复杂，不

过我们可以发现径向分量与垂向分量的相移变化是

一模一样的．切向分量与它们的变化迥然不同．但是

Ｓ波震相复杂的相位变化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

的变化段都是以每个临界角为分界点的．对于Ｓ１震

相，在第一个（对于透射Ｐ波的临界角）与第二个

（对于反射Ｐ波的临界角）临界角之间，径向与垂向

分量的相位从零开始逐渐减小的；在第二个与第三

个（对于透射Ｓ波的临界角）临界角之间，径向与垂

向分量的相位继续向－ｐｉ减小；过了第三个临界

角，径向与垂向分量的相位突然变到正相位开始随

偏移距逐渐向零减小．在切向分量只有一个临界角，

在临界角前相位在ｐｉ和０之间变换；过临界角后相

位随偏移距逐渐从零向－ｐｉ减少．对于Ｓ３震相与

Ｓｍ震相情况基本类似于Ｓ１震相．但是Ｓ２震相恰

恰相反是随偏移距的增大而逐渐增加的．

１．１．３　广角理论地震图及其相移

为了验证广角地震相移现象的存在，我们采用

四阶交错网格有限差分方法合成理论地震图，地震

子波选取５Ｈｚ的Ｒｉｃｋｅｒ子波，根据模型的稳定性

条件选取空间采样间隔为１００ｍ，时间采样间隔为１

ｍｓ．考虑到计算模型巨大，选取的是满足稳定性条

件下的最大空间与时间采样间隔（张中杰，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张中杰，何樵登，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张中杰，滕

吉文，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刘永霞，徐涛，２００７）．
［３０３３］

图１２～图１９分别是含低速层地壳模型的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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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期 张　智，等：广角地震波场特征分析

与Ｓ波理论合成地震图的水平分量与垂直分量，并

且对广角部分主要震相进行了局部放大．利用传统

的射线追踪方法对其走时进行了严格标定（每个局

部放大图中的实线部分即传统射线追踪方法标定），

由于地震信号超临界角的相移现象会在地震图上表

现为时移（即到时发生变化移动），局部放大图中的

虚线即是在射线追踪基础上考虑时移效应后的标

定．从图中可以看到，考虑时移效应后的走时标定相

对于传统的射线追踪要更加准确．对于宽角地震来

说，超临界角的接收段占到接收排列的大部分而且

宽角地震信号主要是低频信号，所以时移在其地震

信号中表现明显．

３　初步结论

基于长排列广角地震采集中必定存在超临界角

的广角反射信息，广角反射信息相对临界角内反射

信息存在随偏移距变化的时移现象的考虑，本文从

正演的角度合成理论地震图，并从理论地震图上分

别用传统射线方法和考虑时移影响的方法标定了震

相走时，分析了广角反射的地震波场特征，揭示了地

震资料中的广角效应，继而分析了广角信息存在对

接收波场的响应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复杂多变

的构造环境以及不同的构造单元组合的复杂地壳模

型，它们的广角效应将会有所不同，也会由于各自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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