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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近垂直反射原理对秦岭和大巴山结合部位的深

地震反射测线上的５个大药量的反射大炮进行静校正、去噪、

速度求取、ＣＤＰ分选等处理获得沿深地震反射测线的大炮单次

覆盖剖面．单次剖面和原始单炮数据结果初步显示：深地震反

射测线最南端ＴＷＴ１６ｓ处存在地幔反射，该地幔反射界面向

北可以追踪到凤凰山下ＴＷＴ１８．５ｓ．地幔反射在原始大炮数

据表现为信噪比较高的连续震相．莫霍面反射在凤凰山南１０

ｋｍ，ＴＷＴ在１６ｓ，从该处向南莫霍面震相难以识别，不能追

踪；从该处向北，莫霍面反射可连续追踪，界面变化平缓、南深

北浅，在测线最北端莫霍面反射ＴＷＴ１４．２ｓ．初步认为测线最

南端的地幔反射为扬子板块向北俯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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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秦岭不仅是我国三大主要构造单元（扬子地体、华北地

体、青藏高原）的和两大造山带（中央造山带、南北构造带）的

交汇部位，也是华北地震带和南北地震带的交汇部位，对该

区域的研究是理解中国大陆内部的历史构造演化和现今构

造活动及地震活动的关键部位，但这里古今各期次构造活动

痕迹相互叠加和多种构造块体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该区域

是我国最复杂、研究难度最大的区域．高精度的地壳和岩石

圈结构资料是深入理解当前大陆构造的基本问题和构造活

动机理的基本依据（张国伟等，２００１；Ｚｈａｎｇ犲狋犪犾．，１９９５；王

宗起等，２００９；Ｍｅ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１９９９；安美建等，２０１２；李三

忠等，２００３；高山等，１９９９）．仅从地表地质观测是无法准确厘

定和划分构造单元的，因为地表断裂倾向并不代表深部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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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与延伸．只有进行区域的地球物理研究，才能对构造

属性准确的鉴别，构造单元的划分才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杨

文采，２００９）；当前该区已开展的地球物理探测主要有大地电

磁测深（程顺有等，２００３；李立，２００３；蒋洪堪等，１９９０；管志宁

等，１９９１）、宽频带地震台阵观测（安美建等，２０１２）、宽角折射

（董颐珍，１９９７），这些地球物理观测方法仅限于分辨率较低

的大尺度研究，难以提供精确的上地幔范围内地块之间的耦

合和接触变形关系，而深地震反射技术是国际地学界公认的

研究大陆基底解决深部地质问题和探测岩石圈精细结构的

高分辨率技术手段，可提供可信的反射体几何模式和丰富的

地质信息（杨文采，２００９），该区的深地震反射测线主要分布

在东秦岭（袁学诚等，１９９４；徐明才等，２０００）和南部的大巴山

（董树文等，２００５），而大巴山和南秦岭之间还没有一条深地

震反射测线穿过，为了揭示大巴山逆冲推覆带和南秦岭的岩

石圈结构，解决深部地质构造问题，在深部探测专项支持

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在２０１３年４～９月开展了跨越秦

岭的深地震反射的采集工作．本文主要采用秦岭深地震反射

５个超级大炮资料并根据近垂直原理处理单次覆盖剖面确

定沿地震测线的莫霍面形态及深度，初步揭示扬子地体与秦

岭造山带的地壳下部和上地幔结构．

１　单炮资料分析

秦岭深地震反射南线位于大巴山逆冲推覆带以北，商丹

缝合带之南；测线南端同大巴山深地震反射测线相交，南端

始于紫阳，经过汉阴，止于宁陕．为了约束深地震反射测线的

整体深部构造形态，为资料后续处理、解释提供质控．沿深地

震测线设计采集超级大炮（激发药量大于５００ｋｇ）５炮；大炮

间距５０ｋｍ，采用单边放炮１０００道接收，检波点道距４０ｍ，

中，数据采样率为４ｍｓ，记录长度６０ｓ．

大炮炮点分布如图１所示，红色星号代表炮点，数字表

示炮点桩号，红色线段代表深地震反射测线；炮点１８４５在紫

阳境内５００ｋｇ激发，该炮点位于反射大炮测线最南端，距大

巴山深地震反射测线１５ｋｍ；炮点２３２９位于凤凰山和紫阳

之间１５００ｋｇ激发的大炮；炮点２７４９在凤凰山南麓５００ｋｇ激

发，炮点３０３９位于汉阴北１５００ｋｇ激发，炮点４３８２位于商丹

缝合带附近１５００ｋｇ激发．深地震反射大炮记录分析可得

（如图２、图３），记录初至波起振干脆、清晰，记录能量较强，

浅、中、深层波阻信息丰富，与中、小炮资料对比发现，大炮深

部资料信噪比远高于中、小炮，频带范围更宽．炮点３０３９莫

霍面近垂直反射ＴＷＴ（双程旅行时）在１４．６ｓ左右（图２），

根据国际通用的深地震剖面时深换算速度６ｋｍ／ｓ，炮点附

近莫霍面深度为４３．８ｋｍ，去除静校正最终基准面影响

２ｋｍ，炮点附近莫霍面距离海平面约４１．８ｋｍ；莫霍面反射

频率范围６～１５Ｈｚ，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大，地震波到时逐渐

增大，在最大炮检波距４５ｋｍ，莫霍面反射的ＴＷＴ在１５．８ｓ

左右．炮点４３８２的莫霍面近垂直反射的ＴＷＴ在１４．２ｓ左

右，该处莫霍面距离海平面约４０．６ｋｍ，在最大炮检距

（４０ｋｍ），莫霍面反射的ＴＷＴ在１５．３ｓ左右，为消除偏移距

对双程旅行（ＴＷＴ）时的影响，参考该区前人的深地震测深

资料成果，该区莫霍面地震波传播速度在６～７ｋｍ／ｓ的范围

内，根据反射波旅行时公式计算校正时差在２００～３００ｍｓ范

围内，则４３８２炮在最大偏移距的莫霍面反射的ＴＷＴ在

１５～１５．１ｓ范围内，远大于近垂直反射的ＴＷＴ１４．２ｓ，说明

在该炮点对应的接收排列范围内，莫霍面自北向南逐渐加

深．炮点３０３９和４３８２两个高信噪比的单炮可以描述３０３９～

４３８２范围内莫霍面的大体构造形态，为了获得更加精细、连

续整条测线的深部构造形态，对整条测线的５个深地震反射

大炮根据近垂直反射原理进行联合处理（静校正、去噪、速度

提取、时差校正等）形成覆盖整条测线反应深部构造特征的

单次覆盖剖面．

２　近垂直单次覆盖剖面

多次覆盖技术是通过对地下反射点重复多次观测来削

弱或压制干扰波、提高有效信号的信噪比；深地震反射大炮

大的激发能量使反射资料的抗干扰能力强、信噪比较高，没

有必要通过多次覆盖来提高资料的信噪比．莫霍面并不是一

个简单的阻抗界面，是具有一定厚度的物性参数变化的带，

很难对多次覆盖技术资料实现同相叠加；而当前深地震反射

数据处理主要根据多次覆盖的思路用统一的流程、参数无差

别的对待大、中、小炮，只考虑大、中、小炮的信号的相似性，

忽略大、中、小炮有效反射在能量、频率、相位差异，导致一些

大炮单炮上的高信噪比、连续性好的反射在常规处理剖面的

上不能恰当的体现．大炮数据大的静校正量和干扰噪音严重

制约了深部资料的品质和后续处理，大炮的静校正和噪音压

制是单次剖面处理的关键．对深地震测线的５个反射大炮进

行针对性的静校正、去噪、速度求取、共反射点面元排布获得

沿测线的反映深部构造特征的单次覆盖图像．

２．１　静校正

大炮炮点空间分布稀疏，个别单炮存在炮偏（相对静校

正量），仅通过大炮数据解决静校正问题很难实现；小炮和大

炮是共检波点接收的，在地表一致性假设的前提下，具有共

同的检波点静校正量，大炮的检波点静校正量可通过小炮资

料求取，采用小炮数据进行静校正计算，测线经过区域地形

切割严重，高程静校需要风化层速度横向变化小；折射静校

正需要存在稳定的高速层界面，很难满足研究区的静校正要

求，考虑到层析方法不受速度横向变化和稳定高速层界面的

影响的限制，采用非线性折射波旅行时层析静校正方法

（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Ｔｏｋｓｚ，１９９８），较好的解决了研究区的静校正问

题；参考前人（林依华等，２００３；熊翥，２０００；李家康和余钦

范，２００１）对该地区静校正研究结果及数据的静校正测试表

明，偏移距范围与反演深度和精度有密切关系，反演深度随

偏移距增加而增大，充分利用近偏移距可以获得高精度的浅

层速度结构；与全偏移距数据反演的结果相比，中远偏移距

的反演结果对中深层速度影响不大，对浅层结果影响较大．

为了获取研究区浅层的精细速度结构，反演选取近偏移距数

据计算，测试后选取偏移距范围为１０～７０００ｍ，层析网格２０

ｍ（横向）×１０ｍ（垂向），最终迭代收敛误差１５ｍｓ．图４为

层析获得的射线路径和密度图，穿过模型面元的射线从１～

５０００次不等，主要集中分布３８０到８００次之间，局部网格高

达５０００次，在测线边缘和模型深部，射线穿过次数较少，尤

其在凤凰山（４０～６０ｋｍ）和测线最北端（１２０～１４０ｋｍ）为海

拔较高的山体、表层基岩出露，速度较高导致该区射线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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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秦岭深地震反射南线大炮位置图，红色线段表示地震测线，红色五角星表示炮点位置，数字表示炮点桩号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ｉｎｅ，ｔｈｅｓｔａ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ｈｏ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２　炮点为３０３９的深地震反射大炮（静校正、去噪、振幅补偿后的单炮），

横坐标表示接收点到炮点的距离，纵坐标表示双程旅行时，五角星表示炮点位置

Ｆｉｇ．２　Ｓｈｏｔ３０３９ｗｉｔｈｃｈａｒｇｅ１５００ｋｇ（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ｄｅｎｏｉｓ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Ｘａｘ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ｓｈｏｔｐｏｉｎｔｔ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Ｙａｘ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ｔｗｏｗａｙｓ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ｓｔａ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ｏｔｐｏｉ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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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２９（１）李洪强，等：用深反射大炮对大巴山－秦岭结合部位的地壳下部和上地幔成像　（ｗｗｗ．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ｃｎ）

图３　炮点为４３８２的深地震反射大炮（静校正、去噪、振幅补偿后的单炮）

横坐标表示接收点到炮点的距离，纵坐标表示双程旅行时，五角星表示炮点位置

Ｆｉｇ．３　Ｓｈｏｔｗｉｔｈｃｈａｒｇｅ１５００ｋｇ（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ｄｅｎｏｉｓ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Ｘａｘ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ｓｈｏｔｐｏｉｎｔｔ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Ｙａｘ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ｔｗｏｗａｙｓ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ｓｔａ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ｏｔｐｏｉｎｔ

图４　层析射线路和射线密度径图（横坐标表示公里数，纵坐标表示海拔，色标表示射线穿过面元的射线密度）

Ｆｉｇ．４　Ｒａ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ｒａｙｐａｔｈｏｆｓｈａｌｌｏｗｌａｙｅｒｆｒｏｍ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Ｘａｘ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Ｙａｘ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深度较浅．图５为初至波层析反演获得浅层速度结构图像，

水平方向在０～２０ｋｍ，该区域高速层出露，低速带缺失，表

层速度在３０００ｍ／ｓ左右；在２０～５０ｋｍ，厚度较薄的低速带

出现，速度在２０００ｍ／ｓ左右，层位厚度横向变化较大，地形

切割严重，部分区域高速层出露；５０～６５ｋｍ，该区位于凤凰

山上，速度变化剧烈，表层速度３０００ｍ／ｓ，６５～７５ｋ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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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深地震反射剖面初至波层析浅层速度结构（横坐标表示公里数，纵坐标表示海拔，色标表示速度大小）

Ｆｉｇ．５　Ｓｈａｌ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ｏｍ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Ｘａｘ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Ｙａｘ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地表地质资料及层析速度结构表明，该区处于汉阴盆地中，

该区低速层稳定，速度在２０００ｍ／ｓ，最深处的沉积厚度达

６００ｍ；７５～１５０ｋｍ，表层地形切割严重，速度横向变化剧烈、

基岩初露，速度在２８００～３８００ｍ／ｓ之间．最小速度４０００ｍ／ｓ

的层位在整条测线上可连续追踪，且横向（空间）变化较小，

故选取４０００ｍ／ｓ（替换速度）速度将地震记录校正到２０００ｍ

的基准面，即先将激发和接收的地形面按层析获得的速度结

构向下延拓到速度为４０００ｍ／ｓ的这个面，然后用速度为

４０００ｍ／ｓ的速度向上填充到２０００ｍ的水平面．将计算所得

检波点静校正运用到大炮的检波点上，考虑到大炮数据存在

较大的炮偏（相对于小炮），对炮点应用高程静校正，即以

４０００ｍ／ｓ的替换速度从地形面校正到２０００ｍ的水平面上；

最终实现炮点和检波点在同一水平面上激发和接收来消除

低速带地震波传播旅行时的影响，应用静校正量后，如图２

和图３为应用静校正量后的单炮．浅层初至波的一致性有了

较大的改善，深部有效反射同相轴更加光滑，信噪比有了显

著的改善．

２．２　资料净化

单次覆盖剖面没经过叠加处理，资料的抗干扰能力弱，

单炮数据上的干扰噪音可能引起单次剖面的假构造，大炮资

料干扰波须认真剔除．原始大炮上的干扰波主要为低频干扰

（１～２Ｈｚ）、异常振幅、面波、线性干扰、５０Ｈｚ工业干扰、雷

击现象引起的电磁感应噪声；深层有效反射的主频在６～

１５Ｈｚ，和面波主频有重叠；首先对单炮数据进异常振幅分频

压制大值，自适面波衰减压制面波；对线性干扰根据干扰波

和有效波在视速度、位置、能量上的差异，在ＴＸ域采用倾

斜叠加的方法向前、向后线性叠加确定线性干扰的视速度范

围，将其识别出的线性干扰从原始数据中减去；对低频和

５０Ｈｚ工业干扰通过低截频和高截频滤波进行消除；电磁感

应噪声主要有山中地形起伏和湿度大引起，在单炮上表现为

宽频带、强振幅、尖脉冲、水平分布的特点，很难通过频率等

去噪方法压制，选用手工编辑的方式剔除；去噪处理后，深部

有效反射信号凸显出来，信噪比有了显著的提高．

２．３　动校正

考虑到大炮的共反射点面元的覆盖次数较低，不能通过

反射点面元内道相关速度谱求得均方根速度，考虑到大炮和

小炮的速度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运用小炮求取的叠加速

度按一定的速度间隔（５０ｍ／ｓ）对反射点面元动校正，按共反

射点面元排布，拾取连续性最好的速度定义为该空间位置的

速度．将获得速度在时间、空间域进行内插，应用该速度场对

研究区的大炮数据进行动校正，获得该反射点自激自收的用

于描述该反射点深部反射信息的记录．

２．４　犆犇犘分选

秦岭深地震反射部分共反射点面元的覆盖次数大于１，

为了获得单次覆盖剖面，对ＣＤＰ面元中选取离炮点最近的

地震道，对动校正后的ＣＤＰ面元按空间位置进行排序，形成

反映测线深部构造特征的单次覆盖剖面．

２．５　叠后处理

为突出深部有效反射，对单次覆盖剖面进行了中值滤波

（４６１８２０），叠后随机噪声衰减，能量动平衡处理，获得的单

次覆盖剖面如图６Ａ所示．

３　莫霍面反射特征

莫霍面在深地震反射剖面表现部密集反射，通常将密集

反射的底部认为是莫霍面．大炮单次覆盖剖面如图６Ａ所

示，该深地震反射剖面和大巴山深地震反射剖面是相交的，

大炮剖面最南端距离大巴山深地震剖面１５ｋｍ，在秦岭和大

巴山深地震反射的交点处，大巴山深地震反射剖面的莫霍面

反射ＴＷＴ在１５．５ｓ（Ｄｏｎｇ犲狋犪犾．，２０１３），而大炮剖面（图６

Ｂ）上ＣＤＰ４０００处１６ｓ发现阻抗界面，向北延伸到ＣＤＰ

５４００，并逐步加深，对应反射的ＴＷＴ在１８．５ｓ，该阻抗界面

在原始单炮２３２９和２７３９单炮上能看到信噪比较高的反射

震相，该处位于凤凰山下，初步认为是扬子地块向北俯冲的

证据；在凤凰山ＣＤＰ５０００发现ＴＷＴ在１６．２ｓ，自此向北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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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２９（１）李洪强，等：用深反射大炮对大巴山－秦岭结合部位的地壳下部和上地幔成像　（ｗｗｗ．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ｃｎ）

图６Ａ　秦岭深地震反射大炮单次覆盖剖面和高程；６Ｂ　深部构造解释

Ｆｉｇ．６Ａ　Ｓｉｎｇｌｅｆｏｌ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ｆｒｏｍｂｉｇｓｈｏｔｉｎＱｉｎｌｉｎｇａｎ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６Ｂ　ｔｈｅＭｏｈ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霍面变化平缓，逐渐抬升，在测线最北端莫霍面反射ＴＷＴ

在１４．２Ｓ．从测线最南端到凤凰山附近，莫霍面逐渐加深，测

线最北段到凤凰山附近莫霍面北浅南深，自北向南逐渐加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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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及展望

４．１　结　论

（１）秦岭深地震反射大炮获得高信噪比的深部反射信

息，为后续精细提供深部的构造约束，静校正、去噪、速度求

取ＣＤＰ面元分选等相应的一套组合处理技术对研究该区单

次剖面的处理是有效的；

（２）运用秦岭深地震反射大炮的信息获得该地区单次覆

盖剖面，对下地壳和上地幔造进行清晰成像，获得初步的深

部构造形态；

（３）从凤凰山－测线最北端，莫霍面连续追踪、变化平

缓、逐渐抬升，自凤凰山向南莫霍面反射模糊，不能连续追踪；

（４）测线最南端到凤凰山下发现地幔反射震相，初步认

为是扬子地块向北俯冲的证据．

４．２　展　望

本文通过秦岭深地震反射大炮对莫霍面进行成像研究，

充分利用深地震反射大炮能量强、信噪高、深部反射可连续

追踪、信息更可靠等特点进行成像研究；并开展了初步的深

部构造解释，后续工作中须结合中、浅层深反射地震资料和

该区的其它相关地球物理资料相互约束、相互佐证开展综合

性处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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