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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江浙沪区域地震台网 53 个台站在 1983—2015 年
间记录的 1595 个中小地震事件，筛选出 54248 个直达 P、S 震
相，采用双差层析成像方法，同时获得了下扬子地区三维地壳
P、S波速度结构和地震精定位结果，然后对该区地震活动与速
度结构分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检测版测试显示，除边缘区域
外，0． 5°大小网格可以对研究区内部进行较好的分辨． 速度结
构分布图像结果显示研究区西部陆域和东北部海域的中下地
壳存在明显的低速层．此处也是历史上多次强震活跃的地方，
如 1984 如东近海 M 6． 2、6． 1 地震，1979 溧阳 M 6． 0，1996 长江
口外 M 6． 1 地震．综合分析认为，下扬子地区强震活动区域与
该区中上地壳速度结构异常体分布相关，强震发生在高速区与
低速区交界处．
关键词 精细地壳速度结构;双差成像; 地震活动

中图分类号 P3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6038 /pg2021EE0122

Abstract By using the Double Difference Topography Method
( tomoDD ) ，we obtained 3D crustal structure of Vp and Vs of
Yangtze Ｒiver Delta，the relocated hypocenters were also receive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bout 1595 seismic rays from 1983—2015
recorded by 53 stations in eastern China，which was utilized in this
study． The checkboard test showed that it can be resolved well in
the study area with 0． 5° grid meshed，except for the marginal zone．
The results of tomoDD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a lower P and S wave
velocity layer in the 10 ～ 20 km depth underneath the northern
Lower Yangtze Zone，and it's coincide with the active epicenters
zone． From the horizontal slices of 3D Crustal velocity images we
found that，the three modern strong earthquakes ( 1979 M 6． 0，
1984 M 6． 2，1996 M 6． 1) in the Lower Yangtze Zone occurred all
inside or the border of the lower velocity layer．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 again that，crustal shallow strong earthquakes are not
irregular distributed but tend to nuclear above or around the crustal
lower velocity layer．
Keywords Detailed crustal velocity structure; tomoDD; Seismicity

0 引 言

上海属于长三角地区一部分．长江三角洲地区地貌上表
现为苏北及长江三角洲大平原和皖浙丘陵低山，大地构造上

地跨下扬子准地台( 江山—绍兴深断裂为界) 和华南褶皱系
( 华夏块体) ．根据区域新构造活动特征，长三角地区可分为
下扬子下沉凹陷区和皖浙上升隆起区，东南隅海域为东海持
续沉降区．下扬子下沉凹陷区按沉降幅度可分为苏北—南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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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三角区域测震台站与震中分布图( 1983—2015)
Fig． 1 Seismic stations and epicenter( 1983—2015) in Yangtze Ｒiver Delta

图 2 观测报告中拾取的原始震相的走时曲线( a) 和挑选后的震相走时曲线( b) ( 蓝色为 P震相，红色为 S震相)
Fig． 2 Travel time curves of original phases ( a) and picked phases ( b) ( blue-P phase，red-S phase)

图 3 研究区地震射线覆盖示意图
Fig． 3 Seismic rays coverage

海强烈下沉区和苏锡沪缓慢下沉区，两者的界限为栟茶河断
裂，大约在泰州—海安一线．苏北—南黄海区受北东和北北
西向构造控制，沉积厚度达 1500 ～ 2000 m，该区新构造活动
强烈，海域内中强地震较为频繁．苏锡沪区晚第三纪时受南
部山地抬升的影响，沉降幅度不大，上第三系至第四系厚度
由南部的 100 m向北逐渐加深到 500 m左右，新生代玄武岩
分布零星，地震活动以 4 级左右居多，集中在太湖和长江口
地段．皖浙上升隆起区按隆升程度差异可分为苏南缓慢上升
区、皖南浙西北强烈上升区和浙东北较强烈上升区．苏南缓
慢上升区自新构造运动以来持续缓慢上升，晚第三纪玄武岩
大面积出露，温泉分布较多，中强地震较活跃．皖南浙西北强
烈上升区地势较高，由西向东逐渐倾降，最高处近 1800 m，
地震活动很弱．浙东北区上升幅度相对西部为弱，一般海拔
500 ～ 600 m，山体走向受北东和北北东向构造控制，地震活
动较弱( 江苏省地质矿产局，1984) ．

依据地震测深研究结果，长三角地区地壳为双层结构，
上地壳厚 20 km左右，以硅铝质物质组成为主，整体 P 波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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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检测版分辨率测试结果
Fig． 4 Checkerboard resolution in different depth

度表现为 5． 8 ～ 6． 5 km /s 的连续变化．下地壳埋深于 20 km
以下，由硅镁质物质组成，厚 10 km 左右，平均 P 波速度
6. 8 km /s．反映地壳厚度变化的莫霍面埋深，在皖南南陵、广
德一带最深，约 35 km，东海海域最浅，约 27 km，其莫霍面总
体呈北东向．长三角地区莫霍面变化平缓，无明显的梯度带
显示，反映地壳底界平整、舒缓波状起伏． 苏北地区地壳厚
31 ～ 33 km，苏北沿海至南黄海中部海域地壳厚度变化和缓，
厚 28 ～ 29 km，江南地区地壳厚度 32 ～ 35 km，杭州湾地壳较
薄仅 28 km．浙江在 30°N 以南部分地壳厚度变化平缓，为
28 ～ 32 km．据多种方法计算，长三角地区莫霍面平均埋深约
31 km( 火恩杰等，2004;姚保华等，2007) ．

前人采用不同层析成像方法和不同震相数据对长三角
地区相关区域地下不同深度速度结构开展过大量研究( 王小
平等，2006; 胥颐等，2008; 刘保金等，2015; 顾勤平等，2016;
熊振等，2016) ．我们拟利用江浙沪区域地震台网记录的中小
地震事件数据，采用近年来广泛使用的双差层析成像方法，
以便同时获取上海及邻近地区三维地壳 P、S 波速度结构和

地震精定位结果，然后对该区地震活动与速度结构分布的关
系开展研究．

1 数据与方法

1． 1 方法原理
双差层析成像方法 ( Double Difference Tomograpgy，

tomoDD) 是一种同时利用绝对到时和相对到时来同时得到
地震位置和速度结构的反演方法．它采用了分层加权框架将
不同类型走时数据集成到一个系统里，先用绝对走时数据对
大尺度速度结构进行成像，再用相对走时数据或波形互相关
数据对地震更精确定位同时对震源区速度结构进行精细成
像．该方法是在双差定位方法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双差成像
比传统的只利用绝对震相到时的体波成像方法在震源区能
够产生更精细的速度图像，因此已被国际上广泛运用于俯冲
带、断层带构造和火山内部结构的高分辨率成像( Zhang and
Thurber，2003; Okada et al．，2006;Wang and Zhao，2006a，b;
Xia et al．，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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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下扬子地区地壳分层纵波和横波速度结构
Fig． 5 3D P-wave and S-wave velocity structure of Yangtze Ｒiver Delta

tomoDD采用规则的三维网格来离散化地下速度模型，
地震事件和台站间的传播时间用伪弯曲射线追踪算法计算．
对于同一个地震台站 k 接收的地震事件 i，其震相绝对到时
T可表示为路径的积分:

Ti
k = τi + ∫

k

i
uds， ( 1)

将积分式离散化为:

rik = ∑
3

l = 0

Ti
k

xil
Δxil + Δτi +∑

Mik

m = 1
∑
N

n = 1
wmnΔunΔsm ， ( 2)

定义双差( double difference)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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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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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记为:
rik － rjk = ( T

i
k － Tj

k )
obs － ( Ti

k － Tj
k )

cal， ( 4)

其中观测的走时差( Ti
k － Tj

k )
obs可以从波形互相关或震相观

测报告计算得到; ( Ti
k-T

j
k )

cal为理论走时差，可通过地震波传
播的射线理论对给定的速度模型计算得到．将上面关系式采
用有限差分法化成矩阵方程组再用阻尼最小平方法( LSQＲ)
求解，得到相对位置变化值和速度扰动值，结合初始速度模
型和绝对定位数据，最后得到更精确的震中位置和速度模
型．反演计算中使用了一阶平滑和光滑正则化 ( Zhang and
Thurber，2006) ．
1． 2 台站分布与地震数据

收集了上海、江苏、浙江省级区域地震台网 1983． 1—
2015． 1 地震观测报告文件中的地震事件( 图 1 所示) ． 由于
原始观测报告文件中拾取的震相到时数据误差较大，通过作
走时曲线进行挑选，筛选出由 53 个台站记录的 1595 个地震
事件，反演中利用的 P 波和 S 波绝对到时分别为 25989 和
28259 个( 如图 2 所示) ，P波和 S 波相对到时分别为 157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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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上海及周边区域 P波速度结构的 3 条垂直剖面切片
Fig． 6 3 profiles of Vp structure of Yangtze Ｒiver Delta

和 172425 个．研究区域中心部分( 上海附近) 射线覆盖较好，
区域边缘射线稀疏( 图 3) ．
1． 3 检测板测试

本文采用检测板方法来估计解的分辨率和反演的可信
度．检测板测试通过给定理论速度模型，按照实际的射线分
布计算理论走时，再加上随机走时误差，然后使用同样的方
法与参数进行反演，观察反演结果能否恢复理论速度模型．

初始模型的网格剖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射线的交叉
覆盖情况，并决定着层析成像的质量．在数据量不变的前提
下，模型剖分的好坏对层析成像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模型剖分过于密集，虽然结果的空间分辨尺度变小，但
节点上的射线交叉程度也随之降低，无法保证最终结果的可
信度;如果模型剖分尺度过大，虽然可以提高射线交叉程度，
但空间分辨尺度变大，不利于分辨小尺度异常．为了获得最
佳网格剖分间距，我们采用检测版测试法确定模型网格剖分
的合理性( 也即层析成像的横向分辨能力) ．首先，根据预定
的网格间距对地壳模型进行剖分，并选定合适的一维速度模
型，利用台站和事件的实际位置进行射线追踪，得到“理论走
时”;其次，对剖分模型的网格节点赋予相对于一维速度模型
的速度扰动，保证相邻网格节点的速度扰动正负相间，构建

复杂的三维速度模型;再次，利用相同的台站和事件进行射
线追踪，并加入随机误差模拟噪声的影响，得到“观测走
时”;最后，利用“观测走时”与“理论走时”的残差，反演得到
每个网格节点的速度异常值．如果反演得到的速度异常值与
给定的速度扰动一致，那么网格模型的剖分就比较合理，也
就兼顾了最终层析成像结果的可信度和分辨率．测试中速度
扰动值取为正常值的 4% ．

本文测试模型中的网格参数化采用等间隔的方式划分:
水平方向网格大小 0． 5° × 0． 5°，垂直方向上网格位于 5 km、
10 km、15 km、20 km、30 km和 35 km．图 4 为不同深度上的检
测板测试结果．经过检测板测试可以看出，除了研究区的边
缘地带，在射线覆盖较密的研究中心区域 ( 上海附近) 速度
扰动可以得到很好的恢复．这表明该反演中能够分辨的异常
体横向尺度为 0． 5° × 0． 5°，我们可以得到上海及附近地区地
壳内部横向分辨率为 0． 5°的 P、S波速度结构．

2 双差成像与定位结果

LSQＲ计算中最佳阻尼因子选择为 damp = 30 ～ 40，
CND =300 ～ 500，使得走时残差方差与模型方差最小． 先用
初至波反演，将计算的速度结果作为初始模型，用直达波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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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南黄海地震带
Fig． 7 South Yellow Sea earthquakes belt

次反演地壳内速度结构．采用 tomoDD 反演最终的震中位置
和三维地壳速度的水平切片如图 5 所示，垂直剖面切片见图
6．根据分辨率测试结果，将各速度水平切片分辨率差的区域
予以切除，仅保留了分辨可靠的区域进行速度异常变化
分析．

选择 3 条跨历史地震强震震中剖面作 P 波速度垂直切
片( 图 6a所示) ，可以看出地震密集分布在壳内高低速异常
过渡带附近，震源深度优势分布在中上地壳．

3 地壳结构与地震活动关系分析

从速度分布图像水平切片上可以看出，上海行政区范围
内地壳结构稳定，无强震发生，这与其地壳速度结构垂向变
化比较均匀有关．而上海邻近的海域，即南黄海地震带，则地
壳内速度变化大，地震比较活跃( 图 7) ． 1996 年 11 月 9 日在
长江口以东海域发生了 MS 6． 1 级强震，双差成像结果显示
在该地震震源区存在一个低速异常体，深度大致在 5 ～
15 km范围，该次强震及余震主要发生于低速体上部
( 图 6d) ． 1984 年南黄海 MS 6． 2、MS 6． 1 级及 1979 江苏溧阳
M 6. 0 强震也都发生在地壳内高低速过渡带．

大量研究表明:浅源强震都发生在低速异常体上部或高
速异常区向低速异常区的过渡带上 ( Wang，et al，2006b; 赖
晓玲和孙译，2013; 杨婷等，2015) ．高低速过渡带速度变化剧
烈，易于应力集中导致地震．这说明地壳内浅源强震不是随
机和不规则分布的，而是趋于在低速层周围孕育发生．

4 结 论

本研究经收集地震观测震相数据，应用最新的双差层析
成像方法( tomoDD) 对上海及邻区的地壳结构进行精细反演
和地震精定位，得到了上海及周边区域精细的地壳 P、S波速
度结构模型．通过对速度成像结果的地质解释分析，我们取
得了如下几点认识:

( 1) 上海行政区域内地壳结构稳定，速度变化比较均
匀;但邻近的海域地壳速度结构变化剧烈，存在强震孕育的
深部环境．

( 2) 上海附近海域在中上地壳内存在一显著的低速体，
正好位于南黄海历史强震集中分布区内．这说明地壳内存在
的低速体与浅源强震的孕育发生密切相关．

( 3) 精定位后的强震及余震三维空间分布与壳内低速
异常体位置较为一致，强震都发生在低速异常体附近或高低
速异常体的过渡带．这说明地壳内浅源强震不是随机和不规
则分布的，而是趋于在低速层周围孕育发生．

致 谢 衷心感谢中国科技术大学张海江教授提供的
tomoDD计算程序和多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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