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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四川数字地震台网和水库台网的波形资料以及川西流动台阵的事件波形，通过辨识发

生在同一断层位置上的重复地震来定量研究鲜水河断裂带南段的深部变形．针对研究区台站分布稀疏的客观情

况，应用了子采样条件下基于ＳＰ相对到时差来约束震源位置一致性的方法，在鲜水河断裂带识别出１１组重复地

震，并利用连续波形资料进行了重复地震完整性的初步测试，同时运用结合波形互相关资料的双差法来完成研究

区背景地震和重复地震位置的精确定位．重新定位后的地震图像展示研究区中上地壳存在明显缺震层，其与壳内

的低速低阻层相吻合．利用重复地震的地震矩和重复间隔，估算出鲜水河断裂带南段孕震深部的滑动速率为３．０～

１０．２ｍｍ·ａ－１，显示研究区不同地震构造区的深部滑动速率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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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Ｒｅｐｅａｔ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Ｄｅｅｐ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１　引言

鲜水河断裂位于青藏高原侧向滑移构造系统的

东边界，是现今构造变形集中带和强震活动带．鲜水

河断裂北段结构比较单一，而其南段由多条次级断

裂组成，其几何形态和内部结构较为复杂．鲜水河断

裂带南段与龙门山断裂带相交汇，是华南地块、巴彦

喀拉地块、川滇菱形地块的交叉口．位于南段康定到

石棉之间的贡嘎山地区正处于川滇地块北部边界

（鲜水河断裂）和东部边界（安宁河断裂带和大凉山

断裂带）的转折带，也是川滇块体内横向构造带（丽

江—小金河断裂）和边界构造带（鲜水河断裂带和龙

门山断裂带）的交汇区．２００８年汶川８．０级地震和

２０１３年芦山７．０级地震之后，鲜水河断裂南段的危

险性备受关注．在行文期间，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四

川康定６．３级地震的发生也进一步证实了研究鲜水

河断裂带南段强震危险的必要性．

断层滑动速率是断裂带深部变形的定量描述，

也是评估断层活动危险性的重要参量．发生在同一

断层位置上０．５～４．０级重复地震（或称重复微震）

的发现和应用为断裂带深部变形的研究开启了新的

途径，也是数字地震学探索地震预测的前缘领域之

一．Ｎａｄｅａｕ和 ＭｃＥｖｉｌｌｙ（１９９９）利用发生在美国加

州Ｐａｒｋｆｉｅｌｄ地区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断层的重复地震率

先估算出地下不同深度的断层滑动速率，展示了深

浅变形差异分布，浅部与大地测量和蠕变仪观测的

变形速率相当，而深部变形增大，２００４年Ｐａｒｋｆｉｅｌｄ

６．０级地震就发生在重复地震所指示的深浅差异变

化的闭锁区．Ｌｉ等（２０１１）利用汶川地震前四川台网

和紫萍铺水库台网的数字地震波形资料，最终识别

出了位于龙门山断裂中北段汶川８．０级地震震源区

的１０组重复地震和位于南段的２组重复地震，由重

复地震获取的龙门山断裂带在汶川地震前不同深度

的滑动速率展示了深浅差异的分布图像，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解释汶川地震的突然发生．上述研究实例

展示了利用重复地震探测深部构造变形的时空分布

分析潜在强震危险性的可能，也验证了由重复地震

获取断层孕震深处滑动速率的方法具有地表观测资

料所无法取代的“原位”观测的优势．

９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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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四川数字地震台网、瀑布沟水库台网

以及川西流动台阵的数字波形资料来辨识鲜水河断

裂带南段存在的重复地震，并基于重复地震估算鲜

水河断裂带南段的深部滑动速率，为研究区断裂带

的深部活动提供定量的依据．

２　重复地震识别

２．１　地震资料

四川数字地震台网自２０００年运行以来，在“十

五”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期间经历了台站的改建

和扩建，总体上台站密度增大，监测能力提高．图１

中研究区内白色三角代表了“九五”期间的数字地震

台，红色三角代表“十五”期间新增的数字化台．由图

１可见，研究区内台站分布相对稀疏，其中位于鲜水

河南段附近的ＧＤＳ台和ＸＪＰ台虽然自数字化以来

（２０００年）就有波形记录，但在２００８年撤台．ＧＺＡ

台和ＳＭＩ台是“十五”新增的台站，在２００８年以后

才有波形数据．位于研究区的瀑布沟水库遥测数字

台网经过分期工程，１３个子台于２００８年８月正式

运行，见图１橙色三角，库区及其附近地震监测能力

约为犕Ｌ０．５．

图１　研究区地质构造和地震活动及数字化台站分布图

红色和白色三角代表四川台网数字地震台站，橙色三角代表研究区水库台网的数字地震台站，红色空心三角代表川西台阵的宽频

带流动地震台站．灰色空心圆代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四川台网记录到的地震，褐色线段代表断裂．左下插图给出了川滇地块、巴彦喀

拉地块及华南地块相对于稳定西伯利亚地盾的ＧＰＳ运动速率，沙滩球示意给出了２００８年汶川８．０级地震、２０１０年玉树７．１级地

震、２０１３年芦山７．０级地震以及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康定６．３级地震的震中及其震源机制．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ｍａｊｏｒｆａｕｌｔｓ（ｂｒｏｗｎ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ｇｒｅｙｏｐｅｎｃｉｒｃｌｅｓ）

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２０００—２０１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ｉ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ＴｈｅＳＳ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Ｓ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ＷＳＳＡ（ＷｅｓｔＳｉｃｈｕａ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ｂｙｒｅｄ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ｓｏｌｉ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ｏｒａｎｇｅｓｏｌｉ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ａｎｄｒｅｄｏｐｅｎ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ｏｔｔｏｍｌｅｆｔｉｎｓｅ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ｂｌｏｃｋ，Ｂａｙａｎｈａｒｂｌｏｃｋ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ｂｌｏｃｋ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ｂｌｅＳｉｂｅｒｉａｎｃｒａｔｏｎ．Ｔｈｅ

ｂｅａｃｈｂａｌｌ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犕８．０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２０１０犕７．１Ｙｕｓｈ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２０１３犕７．０

Ｌｕ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ｔｈｅ２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犕６．３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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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期 李乐等：鲜水河断裂带南段深部变形的重复地震研究

　　本研究中收集了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３年四川数字地

震台网（ＳＳＮ）的地震波形资料和观测报告，其中收

录的发生在鲜水河断裂带南段及其周缘（见图１中

矩形框所示）的地震有９６４５次，其震级分布范围为

－０．３～５．０．在这９６４５次地震中，四川地震台网记

录数字波形资料有７４９０次地震的可用．

本研究同时收集到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开始陆续在

中国川西地区（１００°Ｅ—１０５°Ｅ，２６°Ｎ—３２°Ｎ）布设的

２９７个宽频带地震台组成的密集流动地震观测台阵

（简称川西台阵）的地震事件波形资料．川西台阵（刘

启元等，２００８）资料的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到

２００９年７月，台站的平均间距２０～３０ｋｍ，波形的

采样率为４０Ｈｚ．

２．２　相似地震

本研究同样应用多次采用并得到验证（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的分析方法，对地震事件波形进行

预处理：对波形统一进行１～１０Ｈｚ的带通滤波．采

用在频域补零的方法进行时域内插，来获取高采样

率的波形．内插后采样间隔为０．３１２５ｍｓ，即可认为

相对到时的估算误差．将预处理后的波形，采用全波

段互相关方法，挑选出波形相似的地震（即相似地

震），为下一步的重复地震的识别提供候选．依据相

似地震的定义，即至少有一个台站记录波形具有０．８

以上相关系数的一组地震，通过互相关分析，获取

１４８１７对波形相关系数大于０．８的地震对，并分成

了６３５组相似地震，包括３５７组由两个地震构成相

似地震对和２７８组由两个以上地震构成的多重相似

对，总共有 ３７０４ 次地震，约占分析地震总数的

３８％，震级分布范围为０．２～４．５．图２示意给出了郭

达山台（ＧＤＳ）记录的一组相似地震的波形．

２．３　重复地震辨识

一般而言，重复地震的识别方法，是依据研究区

实际台站分布情况而定的．针对鲜水河断裂带南段

台站分布稀疏的客观情况，这里采用子采样条件下

基于ＳＰ相对到时差（Δ狋ＳＰ）来约束地震相对位置

（Δ狓）而确保震源位置的一致性的方法（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我们曾经在研究龙门山断裂带北川附近的重

复地震（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１）中初次提出该方法来解决

图２　相似地震在郭达山宽频地震台（ＧＤＳ）的归一化波形示例

发震时间标在波形的左上方，最下行给出了相似地震波形的叠加结果．

Ｆｉｇ．２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ｆｒｏｍｏｎ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ｅｖｅｎ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ｔｔｈｅ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ｏｎＧＤＳ

Ｅａｃｈｔｒａｃｅｗａｓ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ｂｙｉｔｓ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ｒｉｇｉｎｔｉｍｅ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ｏｐｌｅｆｔ．

Ｔｈｅｌａｓｔｒｏｗ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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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疏台站条件下的重复地震的识别，并在小江断裂

带的重复地震识别中再次成功运用（李乐等，２０１３），

这里我们将继续应用这一方法，来完成鲜水河断裂

带南段的重复微震的识别．

依据地震相对距离Δ狓与ＳＰ的相对到时差

Δ狋ＳＰ定量关系（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Δ狓≥
狏ＰΔ狋ＳＰ

γ－１
， （１）

这里γ是Ｐ波和Ｓ波的波速比．如果取狏Ｐ＝６．０ｋｍ·ｓ
－１

和γ＝１．７，则有：

Δ狓≥８．６Δ狋ＳＰ． （２）

　　如图３所示，当地震相对距离小于破裂尺度（即

Δ狓＜狉＋狉′），则认为地震的破裂面积是相互重叠的，

而当Δ狓＞狉＋狉′或Δ狋Ｓ－Ｐ＞（狉＋狉′）／８．６，则地震的

破裂面积是彼此分开的，不是源于同一破裂位置的

重复地震．这里狉和狉′分别为地震犻和地震犼的破

裂半径，在“断层深部滑动速率估算”一节将提及破

裂半径的计算．

图３　矢量犚、犚′和Δ狓三角法则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ｖｅｃｔｏｒｓ，犚，犚′ａｎｄΔ狓

采用上述方法，本研究识别出了研究区的１１组

重复微震（见表１），震级分布犕Ｌ０．７～２．８，共计７２

次地震．

２．４　重复地震完整性测试

“十五”期间加大了区域数字化台网的密度，四

川数字地震台站由原先的２３个增至５２个（见图

１）．鉴于我国区域地震台网分布有限，以及观测仪器

故障和地震分析过程有可能出现地震漏记或漏分析

的现象，我们尽可能对重复地震序列的完整性进行

测试．具体做法是：将识别出重复地震作为参考波形

模板，采用滑动窗互相关方法与台站的连续波形做

互相关分析，找出连续波形中与参考地震波形高相

关系数的波形段，来补充可能遗漏的重复地震．根据

收集到的“十五”以来四川台网（不包括水库台网）的

连续波形记录情况，我们的测试目标集中在起始于

２００８年的５组重复地震序列（Ｓ０１，Ｓ０２，Ｓ０３，Ｓ０４，

Ｓ０７）．将只有３个地震组成且持续时间不到１年的

重复地震序列Ｓ０１作为重点检测对象，分别对距离

该重复地震最近的３个台站ＳＭＩ台（１７ｋｍ）、ＪＬＯ

台（８５ｋｍ）和 ＭＤＳ台（１２６ｋｍ）进行连续波形的互

相关扫描分析，扫描结果显示该序列并未遗漏重复

地震成员．得益于瀑布沟水库台站的事件波形分析，

我们发现了震级在四川台网监测能力之下的２组地

震，即最大震级分别为１．１和１．６的重复地震序列

Ｓ０２和Ｓ０３，因目前只收集到瀑布沟水库台网的部

分连续波形，有关Ｓ０２和Ｓ０３的完整性检测只能先

搁置，而位于龙门山断裂带南段的Ｓ０４和Ｓ０７序列

的相关检测结果将在有关龙门山断裂带的研究中详

细分析．

２．５　震源位置精确确定

在收集和整理四川台网地震观测报告的基础

上，人工分析了川西台阵事件波形高信噪比的Ｐ波

和Ｓ波初至到时，增补到震相资料中，共整理出有初

始震源参数的９６４５次地震，其中１８５８次地震未给

出震源深度．参考王椿镛等人（２００３）沿３０°Ｎ的深

地震测深剖面确定的二维地壳速度结构模型，首先

选用线性单事件定位的 Ｈｙｐｏｉｎｖｅｒｓｅ方法，对有３

个台站以上记录的地震事件进行定位，定位后获取

７１９８次地震的震源参数，其中６９９０次地震的均方

根残差小于１ｓ，并利用以上定位结果来修正观测报

告中地震的初始位置．

考虑到初始震源参数对定位结果存在一定程度

的影响，同时为了合理的设定地震观测报告中未确

定的初始震源深度，首先对已给出震源深度的７７８７

次地震实施双差定位，定位后获得的６１１７次地震的

均方根残差都小于１ｓ，震源深度统计（图４ａ中灰色

填充柱状图）得到重新定位后地震深度的优势分布

为８～１０ｋｍ左右，约占地震总数的２７％，据此将地

震报告中没有给出深度的地震初始深度取为９ｋｍ

进行重新定位，图４ｂ的灰色填充柱状图给出了重新

定位后的地震深度分布结果．

在双差定位法（Ｗａｌｄｈａｕｓｅｒａｎｄ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

２０００）进行重新定位时，采用经互相关计算得到的Ｐ

波段的到时差，波形互相关计算窗口取１．１ｓ（初至

Ｐ波前０．１ｓ至其后１．０ｓ）．整合修正后的观测报告

中的９６４５次地震，其中单台记录的地震１５６８次，至

２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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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双差法重新定位后的震源深度统计图

不同的颜色代表在不同初始震源深度设定情况下的震源深度分布．（ａ）中灰色填充表示用观测报告中有震源深度的地震定位后的深

度分布，而黑色虚线、绿色、红色和蓝色实线分别表示观测报告中无震源深度的地震初始深度设定为１３ｋｍ、１４ｋｍ、１５ｋｍ和１６ｋｍ

的深度分布；（ｂ）中灰色填充代表观测报告中无震源深度的地震初始深度设定为９ｋｍ的震源深度分布，而黑色虚线、绿色、红色和蓝

色实线分别为设定１７ｋｍ、１８ｋｍ、１９ｋｍ、２０ｋｍ的深度分布．

Ｆｉｇ．４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ｆｏ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ｓ

Ｇｒａｙｆｉｌｌｉｎｇｉｎｐａｎｅｌ（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ｅｖｅｎｔｔｈａｔｈａｓａ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ｄｅｐｔｈｉｎｔｈ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Ｇｒａｙｆｉｌｌｉｎｇｉｎ

ｐａｎｅｌ（ｂ）ｉｓ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ｙａｓ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９ｋｍｆｏ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ｔｏｔｈｏ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ｏ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ａｒｅ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Ｎｏｔｅｔｈｅｍｉｎ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ｄｅｐ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ｃａｓｅｓｔｈ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ｔｈｏ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ｏ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ｒｅｐｏｒｔ．

少有３个台站记录的地震仅有７８６８次．在观测报告

给出的１３３３０６个Ｐ、Ｓ波到时差基础上，联合使用

经互相关计算得出犮犮＞０．７的２１９２２３２对Ｐ波的相

对到时，采用最小二乘共轭梯度法（ＬＳＱＲ），进行双

差地震定位，结果得到６３０６次地震的震源位置，见

图５中的底图．

对于１１组重复微震，在上述定位结果的基础

上，进一步使用高精度的互相关波形相对到时资料，

采用双差定位法中的奇异值分解法（ＳＶＤ）分别对每

一组重复微震进行高精度的定位，最终获取了１１组

重复微震的震源位置，具体定位结果见表１．绝大部

分地震定位相对误差为数十米到数百米，个别地震

定位相对误差１～２ｋｍ．

３　断层深部滑动速率估算

作者曾在对唐山断裂带和龙门山断裂带的重复

地震研究（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中，提出并应用了

利用重复地震的地震矩和重复间隔简单估算滑动速

率的方法．我们首先采用谱比法（Ｖｉｄａｌｅｅｔａｌ．，

１９９４）检验观测报告中地震震级（近震震级犕Ｌ），然

后采用地震矩震级的经验关系 （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ｉｅ，

１９９６）获取地震矩，并基于圆盘破裂断层模型，在地

震应力降Δσ设定为常量的条件下，通过地震矩来

估算地震的破裂半径狉（Ｋａｎａｍｏｒｉａｎ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７５），并根据地震矩的定义来计算滑动量，最后通

过重复地震的累积滑动量的线性拟合来最终获取孕

震深处的断层活动速率．在断层深部滑动速率估算

过程中，需要对各种关系式中的换算系数和常量（如

应力降）进行设定．

合理选择地震矩震级的经验关系是首要的．赵

翠萍等（２０１１）对中国大陆地震震源参数进行研究，

获取的中小地震的地震矩犕０ 和震级犕Ｌ 的经验关

系与其他地震学家获取的全球其他地区的基本一

致，换算系数都在１左右，由此再次证实在龙门山断

裂带和小江断裂带深部滑动速率估算中引用的

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ｉｅ（１９９６）提出的经验关系式是适用于本

研究的．

根据研究区情况来选用应力降也是必要的．刘

丽芳等（２０１０）计算了四川地区的震级 犕３．０～５．１

的２１２１次地震的应力降，给出的年平均值在５．１１～

８．７２ＭＰａ之间．鉴于１１组重复微震的震级分布范

围是０．７～２．８，故本研究中采用５ＭＰａ应力降（Δσ）

由地震矩犕０ 来计算破裂半径狉，最终获取每个重复

地震的滑动量．

４　断裂带深部结构（深部构造关系）

重新定位后的地震图像（图６）显示：地震震源

深度从北到南有逐渐加深的趋势，在多条大型断裂

（如鲜水河断裂，安宁河断裂，大凉山断裂）交汇区地

震越向深部发展．为排除１３～２０ｋｍ缺震现象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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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由重复地震估算的鲜水河断裂带南段的滑动速率分布图

每一组重复地震用十字表示，十字的大小与滑动速率值成正比，十字中心代表每一组重复地震震源位置的中值．灰色圆圈代表

双差法重新定位后的地震的位置．黑色空心五角星代表鲜水河断裂带南段发生的具有代表性的强震事件．沙滩球示意给出了

２０１３年芦山７．０级地震以及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康定６．３级地震的震中及其震源机制．线段ＡＢ，ＣＤ，ＥＦ分别示意指出沿鲜水河

断裂，垂直鲜水河断裂带和沿３０°Ｎ线的剖面．

Ｆｉｇ．５　Ｍａｐ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２９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ｃｒｏｓｓｅｓ）

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ｅｓｉ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ｅａｃｈｃｒｏｓ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Ｇｒｅｙ

ｃｉｒｃ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ｈｙｐｏＤＤｍｅｔｈｏｄ．Ｂｌａｃｋｓｔ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Ｔｈｅｂｅａｃｈｂａｌｌ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ｆｏ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３

犕７．０Ｌｕ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ｔｈｅ２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犕６．３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ＡＢ，ＣＤ，ＥＦ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ｅ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３０°Ｎ．

初始震源深度设定所致，对无初始深度的地震人为

给定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和２０ｋｍ初始深度进

行重新定位，所得出的图像（见图４）确证了研究时

段内约１３～２０ｋｍ明显缺震现象的存在．如图４和

图６所示，大部分地震分布在１３ｋｍ 以上的上地

壳，约占定位后地震总数的８０％，表明地震主要发

生在脆性变形的上地壳，与缺震层（滑脱面）以上的

浅部断层活动相关．在鲜水河断裂带南段明显存在

１３～２０ｋｍ缺震层，尤其是在石棉下方１５～２５ｋｍ

存在明显的缺震（见图６），在研究区布设的康定—

渡口南北向地震测深剖面结果（卢德源等，１９８９）表

明，该研究区在上地壳的底部或地壳中部广泛分布

５～１４ｋｍ厚的低速层，在石棉西昌一带厚１０～

１４ｋｍ．又见图４和图６，约１４％ 的地震分布在２５～

５０ｋｍ的下地壳，说明下地壳也可能存在脆性变形

层，同时也展示了深部断裂的活动．震源深度较大的

地震多分布在边界构造带交汇区：如鲜水河断裂带

与龙门山断裂带交汇区且多发生于龙门山断裂一侧

（图６ｃ），以及鲜水河断裂、安宁河断裂和大凉山断

裂交叉区且多集中在安宁河断裂（图６ｂ）．有关川西

地区小震精定位结果同样也展示了川西高原在

１５～２０ｋｍ普遍存在缺震层，震源深度的优势分布

在０～１５ｋｍ的上地壳，同时在２０～５０ｋｍ的下地

壳也有少量地震发生，说明川西高原地震主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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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由重复地震估算所得不同深度的滑动速率分布和重新定位后的震源深度剖面图

（ａ）沿断裂走向的剖面ＡＢ；（ｂ）垂直于断裂带剖面ＣＤ；（ｃ）３０°Ｎ剖面，底图中壳幔二维速度结构据文献（王椿镛等，２００３）．每一组

重复地震用十字表示，十字的大小与滑动速率值成正比，十字中心代表每一组重复地震震源位置的中值．灰色圆圈代表双差法重新定

位后的地震的位置．黑色曲线示意给出了向西倾斜的铲型断裂，黑色虚线示意给出了可能存在的向东倾的深部断裂．黑色空心五角星

代表鲜水河断裂带南段发生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强震事件，黑色实心五角星代表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康定６．３级地震．

Ｆｉｇ．６　Ｄｅｐｔ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ａ）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Ｂ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ｂ）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Ｄ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ｃ）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３０°Ｎ，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ｃｒｕｓ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ｅｓｉ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ｏｆｅａｃｈｃｒｏｓ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Ｇｒｅｙｃｉｒｃ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ｈｙｐｏＤＤ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ｃｕｒｖ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ａｓｅｔｏｆｗｅｓｔｄｉｐｐｉｎｇｌｉｓｔｒｉｃｓｈａｐｅｆａｕｌｔｓ，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ｅａｓｔｄｉｐｐｉｎｇ

ｄｅｅｐｆａｕｌｔ．Ｂｌａｃｋｏｐｅｎｓｔ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２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Ｍ６．３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在脆性变形的上地壳，中下地壳存在脆性变形层，而

在１５～２０ｋｍ为塑性变形层，在此层位内地震较少

发生（朱艾斓等，２００５）．这一结论与本研究中图４和

图６所展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由此，研究区震源

深度剖面图所展示的中上地壳缺震和超壳边界断裂

在下地壳发震，也支持了地壳中存在低速层，上、下

地壳在壳内低速层顶部边界滑脱解耦的新认识（刘

启元等，２００９）．

剖面ＣＤ（见图６ｂ）穿过石棉，地处鲜水河断裂

和安宁河断裂的复合部位．安宁河断裂主干断裂总

体走向近南北，断面陡立，ＣＤ剖面展示了结构相对

单一的走滑断层上宽下陡的花状结构特征．

剖面ＥＦ（见图６ｃ）沿３０°Ｎ线的一段，从沿３０°Ｎ

的深地震测深（王椿镛等，２００３）和大地电磁测深（孙

洁等，２００３）得到在川西高原中上地壳几乎相同深度

存在低速层和高导层（低阻层），推测地表的龙门山

山前逆冲断裂带，以及龙门山西北分布的一组逆冲

断裂带向下延伸，归并到上地壳的低速低阻层．逆冲

断裂带的作用使龙门山叠置于四川盆地上．如图６ｃ

所示，重新定位后的震源深度分布也佐证了上述推

测，并展示了在下地壳可能存在向东倾斜的断裂的

证据，见图６ｃ中黑色虚线，这为根据二维速度结构

（王椿镛等，２００３）结果支持的“鳄鱼结构”式碰撞的

动力学模型找到了下地壳可能存在向东倾斜断裂的

５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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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这也与 ＭＴ探测（孙洁等，２００３）结果展示的

龙门山断裂带深部向下直立并逐渐向东南展布是一

条超壳断裂结果也较为吻合．

５　深部变形结果分析与讨论

鲜水河断裂带南段在空间展布上由一系列大致

平行斜列的断层组成，分别为雅拉河断层、色拉哈—

康定断层、折多塘断层及磨西断层等，并在石棉附近

与安宁河断裂带和大凉山断裂带两条分支断裂带相

接．其最显著的地质特征是沿断裂带发育晚新生代

花岗岩岩体．研究表明，北西西走向的鲜水河断裂错

断一系列山脊水系和地质体，控制着数次７级以上

历史地震的发生，其以左旋走滑为特征，早期的地质

资料推测其长期的滑动速率约为５～１５ｍｍ·ａ
－１

（闻学泽等，１９８９；Ａｌｌ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１），近年来 ＧＰＳ

观测反映现今的活动速率约６～１１ｍｍ·ａ
－１（徐锡

伟等，２００３；Ｓ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张培震，２００８）．在鲜

水河断裂带南段康定一带，侵入了平行于断裂的贡

嘎山—折多山花岗岩体，通过测年分析推算所得长

期平均滑动速率为６．７～１０．０ｍｍ·ａ
－１（Ａｌｌｅ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断错地貌和年代学推测结果（闻学泽等，

１９８９；周荣军等，２００１）给出了南段各分支断裂的长

期的滑动速率为：雅拉河断裂２ｍｍ·ａ－１，色哈拉—

康定断裂５．５ｍｍ·ａ－１；折多塘断裂３．６ｍｍ·ａ－１；

磨西断裂９．９ｍｍ·ａ－１．ＧＰＳ给出鲜水河断裂带南

段的走滑速率为８～１０ｍｍ·ａ
－１（方颖等，２０１０）．

赵?等（２００８）使用时间尺度为３０年的小震

地震目录，分析表明龙门山断裂带的深部形变与其

近邻的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小江等断裂相比并

不低．而地质学资料和大地测量观测给出的上述断

裂带活动速率比龙门山断裂带的滑动速率大３倍之

多（徐锡伟等，２００３）．地质和ＧＰＳ等浅表观测资料

虽给出了断层的滑动速率，但不同深度的滑动速率

分析还有赖于重复地震的估算结果．如图６和表１

所示，由鲜水河断裂带南段的１１组重复微震估算所

得３．６～１８．７ｋｍ孕震深度处的滑动速率分布范围

为３．０～１０．２ｍｍ·ａ
－１，平均值为６．７ｍｍ·ａ－１，中

值为６．４ｍｍ·ａ－１．滑动速率估算的误差为０．４～

４．３ｍｍ·ａ－１（见表１）．而有关其他断裂带的重复地

震研究结果表明：小江断裂带在地下３～１２ｋｍ的

深度范围的滑动速率为３．０～１０．２ｍｍ·ａ
－１（李乐

等，２０１３），龙门山断裂带在２００８年汶川巨震前约

４～１８ｋｍ孕震深度的滑动速率为３．５～９．６ｍｍ·ａ
－１，

约为ＧＰＳ和地质资料结果的２～３倍（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由重复地震估算的断裂带不同深度的滑动速

率结果表明龙门山断裂带、小江断裂带和鲜水河断

裂带南段的深部变形的定量化结果是比较一致的．

结合沿断裂带强震破裂的时空信息和特殊构造

段落，可有效划分７级以上历史地震的强震构造区．

强震沿断裂展现出显著不均匀的分布，强震的地表

破裂带相互重叠或错列，与构造分布密切相关，鲜水

河断裂带南段的主要分支断层的几何组合方式以并

行排列式和三叉式为主题构造格局，自北向南相应

表１　鲜水河断裂带南段识别出的重复地震序列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狆犲犪狋犻狀犵犲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犲犱犪犾狅狀犵狋犺犲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狊犲犵犿犲狀狋狅犳犡犻犪狀狊犺狌犻犺犲犳犪狌犾狋狕狅狀犲

序列号 地震数ａ
序列震源位置中值

经度（°Ｅ） 纬度（°Ｎ） 深度（ｋｍ）
震级犕Ｌ

复发间隔犜ｂｒ

（年）

滑动速率

（ｍｍ·ａ－１）

总滑动量ｃ

（ｍｍ）

持续时间

（年）

变异系数ＣＯＶｄ

震级犕Ｌ 复发间隔犜ｒ

Ｓ０１ ３ １０２．３６６８ ２９．０８２８ １４．３ １．４～２．５ ０．１８～０．５７ ９．２±４．３ ７．９ ０．７５ ０．２２ ０．５２

Ｓ０２ ４ １０２．３０４１ ２９．３１５８ ５．０ ０．８～１．１ ０．４１～１．０６ ３．０±０．４ ６．６ ２．２２ ０．１１ ０．３６

Ｓ０３ ５ １０２．７４３０ ２９．６５１８ ８．０ １．２～１．６ ０．０９～１．９６ ３．４±１．１ １０．８ ２．７６ ０．１２ １．０８

Ｓ０４ ６ １０２．８３１９ ２９．７２４３ １４．８ １．５～２．５ ０．０８～２．２１ ６．３±１．４ ２２．２ ３．１２ ０．１９ １．３０

Ｓ０５ １１ １０２．３４２７ ２９．７８１４ ３．６ １．３～２．４ ０．１２～１．４２ ５．８±０．５ ３９．８ ６．０８ ０．１５ ０．７１

Ｓ０６ ５ １０２．０６０５ ２９．８０１３ ４．７ １．９～２．７ ０．０１～３．１１ ４．７±０．９ ２７．８ ５．５９ ０．１２ ０．８８

Ｓ０７ ７ １０２．２９１２ ２９．８０４８ １０．５ １．５～２．６ ０．１０～０．９１ １０．２±０．９ ２８．４ ２．６９ ０．２０ ０．７４

Ｓ０８ １２ １０２．３７３２ ２９．８１３２ ８．４ １．２～２．３ ０．１７～２．９８ ５．８±０．４ ５３．８ ９．１９ ０．１５３ ０．９０

Ｓ０９ ９ １０２．３８２１ ２９．８１８６ １８．７ １．９～２．８ ０．１３～２．０６ ７．５±０．７ ５１．９ ６．０８ ０．１１ ０．８０

Ｓ１０ ６ １０２．０８１１ ３０．０９０２ ７．２ ０．７～２．４ ０．０５～０．５７ ８．３±１．２ １５．３ １．６１ ０．４７ ０．６６

Ｓ１１ ４ １０２．１３３５ ３０．１９５５ ７．３ １．３～２．７ ０．１０～０．６３ ９．７±３．７ １３．７ １．１３ ０．３０ ０．５８

注：ａ每组重复微震序列所包含的地震数目；ｂ复发间隔；ｃ总滑动量不含重复微震序列中的第一个地震的滑动量；ｄ复发间隔和震级的变异系数．

６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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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划分为康定—折多塘强震构造区和石棉强震构造

区（张世民和谢富仁，２００１）．１７２５年康定地震、１７８６

年磨西地震、１９５５年折多塘地震都发生在康定—折

多塘构造区（见图５），鲜水河断裂的两条次级断裂

（色拉哈—康定断裂和折多塘断裂）和一系列北东东

走向的派生断层并行排列于该强震构造区．最北边

的重复地震Ｓ１０和Ｓ１１显示了该强震构造区在地下

约７ｋｍ处呈现出８．３～９．７ｍｍ·ａ
－１较高的滑动速

率值，而该构造区的背景地震活动相对较弱（见图５

和图６灰色圆圈所示康定附近的背景地震），在本研

究时段（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底）内并未发生过４．０级以

上的地震，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发生的康定６．３级地

震解释了这种“不协调”的局面．石棉强震构造区是

鲜水河断裂与安宁河断裂斜交地带，并与大凉山断

裂的西北段组成了锐夹角向南开口的三叉构造．

１７８６年泸定得绥７级地震震中在三叉点西北侧１５ｋｍ

处鲜水河断裂的东端．在石棉周缘发现的２组重复微

震（Ｓ０１和Ｓ０２）展示了鲜水河断裂带最南端在地下

５．０～１４．３ｋｍ的深度存在３．０～９．２ｍｍ·ａ
－１的滑动

速率，其中在地下约１４ｋｍ处呈现了９．２ｍｍ·ａ－１

的高滑动速率，且石棉强震构造区小震活动较为密

集，出现较高的滑动速率可能是“三叉构造”共同活

动的综合影响．

由位于鲜水河断裂带南段与龙门山断裂带的交

汇区密集分布的４组重复地震（Ｓ０５，Ｓ０７，Ｓ０８，Ｓ０９），

估算出地下３．６～１８．７ｋｍ的深度的滑动速率为

５．８～１０．２ｍｍ·ａ
－１．重复地震Ｓ０３和Ｓ０４位于四

川盆地的平原区，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盆地下方隐

伏断裂的活动，在深度８．０～１４．８ｋｍ范围内其滑动

速率为３．４～６．３ｍｍ·ａ
－１．

由此分析初步可得，鲜水河断裂带南段的强震

构造区在不同孕震深度的滑动速率存在差异变化．

有关龙门山断裂带南段深部滑动速率分布特征的详

细分析将另文探讨．

６　结论

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鲜水河断裂带南段及其周

缘的小震重新定位及其波形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１）通过波形互相关分析，识别出６３５组相似

地震．在稀疏台网条件下，应用基于ＳＰ相对到时

差（Δ狋ＳＰ）来约束地震相对位置而确保震源位置的一

致性的方法，辨识出鲜水河断裂带南段周缘１１组重

复地震，其重复间隔存在明显变化．

（２）基于重复地震的震级和重复间隔，估算出

不同深度处（３．６～１８．７ｋｍ）鲜水河断裂带南段滑

动速率为３．０～１０．２ｍｍ·ａ
－１．不同强震构造区在

孕震深度处的滑动速率分布存在明显差异，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２２日康定６．３级地震的发生“协调”了康定—

折多塘强震构造区在强震发生前深部滑动速率高而

地震活动性弱的局面．

（３）联合采用四川台网、瀑布沟水库台网和川

西流动台阵的震相到时以及波形互相关延时资料，

经双差法重新定位后的地震分布图显示在研究区上

地壳底部或壳内中部存在明显的缺震现象，与地壳

内的低速低阻层相对应，发生在边界构造带交汇区

的震源深度较大的地震分布图像，展示了在研究区

下地壳可能存在向东倾的断裂，进一步基于地震学

资料印证了研究区上、下地壳沿壳内低速层顶部边

界滑脱解耦的新观点．

致谢　感谢评审专家对完善本文提出的具有建设性

的意见和建议．四川数字地震台网提供了四川台网

和瀑布沟水库台网波形资料及地震观测报告和目

录；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科学探测台阵

数据中心”为本研究提供川西台阵地震波形数据；本

文图件基本采用 ＧＭＴ 绘制（ＷｅｓｓｅｌａｎｄＳｍ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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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ｉｅＲＥ．１９９６．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ｗｉｔｈ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ｏｍｅｔｅｒｓａｔＣａｊｏｎＰａｓ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犜犲犮狋狅狀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２６１（１３）：１７，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００４０１９５１（９６）０００５２２．

ＡｌｌｅｎＣＲ，ＬｕｏＺＬ，Ｑｉａｎ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Ｆｉｅｌ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ｈｉｇｈ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犌犲狅犾．犛狅犮．犃犿．犅狌犾犾．，１０３（９）：１１７８１１９９．

ＦａｎｇＹ，ＪｉａｎｇＺＳ，ＹａｎｇＹ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 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犕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犱犲狊狔犪狀犱犌犲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０（３）：２２２６．

ＫａｎａｍｏｒｉＨ，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Ｄ Ｌ．１９７５．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ｓｏｍ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犅狌犾犾．犛犲犻狊犿狅犾．犛狅犮．犃犿．，６５（５）：

１０７３１０９５．

ＬｉＬ，ＣｈｅｎＱ Ｆ，ＣｈｅｎｇＸ，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ｉｎｇ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ｅｎｔ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１９７６Ｔａｎｇｓｈａｎ

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犔犲狋狋．，３４（２３）：Ｌ２３３０９，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７ＧＬ０３１５９４．

ＬｉＬ，ＣｈｅｎＱＦ，ＮｉｕＦ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Ｄｅｅｐ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ｐｅａｔ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１１６（Ｂ９）：Ｂ０９３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１１ＪＢ００８４０６．

ＬｉＬ，ＣｈｅｎＱＦ，ＮｉｕＦ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ｄｅｅｐｓｌｉｐｒａｔｅ

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ｗｉｔｈｒｅｐｅａｔ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ａｔａ．

７４１４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８卷　

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６（１０）：３３７３３３８４，ｄｏｉ：

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３１０１３．

ＬｉｕＬＦ，ＳｕＹＪ，Ｌｉｕ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ｄｒｏｐｆｏｒｌｏｗｔｏ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ｄ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犑．犛犲犻狊犿狅犾．犚犲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３

（３）：３１４３１９．

ＬｉｕＱＹ，ＣｈｅｎＪＨ，ＬｉＳＣ，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Ｔｈｅ犕Ｓ８．０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ｍｏｂｉ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犌犲狅犾狅犵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０（３）：５８４５９６．

ＬｉｕＱＹ，ＬｉＹ，ＣｈｅｎＪ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犕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

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２（２）：

３０９３１９．

ＬｕＤＹ，ＣｕｉＺＺ，ＣｈｅｎＪＰ，ｅｔａｌ．１９８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ｄｕｋｏｕ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ｅｌｔ．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５（１）：４１５１．

ＮａｄｅａｕＲＭ，ＭｃＥｖｉｌｌｙＴＶ．１９９９．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ａｔｄｅｐｔｈｆｒｏｍ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ｏｆｒｅｐｅａｔ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犛犮犻犲狀犮犲，

２８５（５４２８）：７１８７２１．

ＳｈｅｎＺＫ，ＬüＪＮ，Ｗａｎｇ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ｒｕｓｔ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１１０（Ｂ１１）：Ｂ１１４０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

２００４ＪＢ００３４２１．

ＳｕｎＪ，ＪｉｎＧ Ｗ，ＢａｉＤ 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ｏｒｄｅｒ

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

犆犺犻狀犪犛犲狉犻犲狊犇：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４６（２）：２４３２５３．

ＶｉｄａｌｅＪＥ，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 Ｗ Ｌ，Ｃｏｌｅ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ｉｔｈ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ｉｎａ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ｓｍａｌ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犖犪狋狌狉犲，３６８（６４７２）：６２４６２６．

ＷａｌｄｈａｕｓｅｒＦ，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Ｗ Ｌ．２０００．Ａ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ａｙｗａｒｄＦａｕｌｔ，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犅狌犾犾．犛犲犻狊犿狅犾．犛狅犮．犃犿．，９０（６）：

１３５３１３６８．

ＷａｎｇＣＹ，ＷｕＪＰ，Ｌｏｕ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Ｐｗａｖ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ｒｅｇｉｏｎ．

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犛犲狉犻犲狊犇：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４６（Ｓ２）：２５４２６５．

Ｗｅｎ Ｘ Ｚ，ＡｌｌｅｎＣ Ｒ，ＬｕｏＺ Ｌ，ｅｔａｌ．１９８９．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犃犮狋犪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１（４）：３６２３７１．

ＷｅｓｓｅｌＰ，ＳｍｉｔｈＷ ＨＦ．１９９８．Ｎｅｗ，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ｉｃ

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ｏｏｌ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ｄ．犈犗犛犜狉犪狀狊．犃犿犲狉．犌犲狅狆犺狔狊．犝．，７９

（４７）：５７９．

ＸｕＸ Ｗ，ＷｅｎＸＺ，ＺｈｅｎｇＲ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ｌａｔｅｓｔ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ｆｏｒ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ｏｃｋ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Ｃｈｉｎａ．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犛犲狉犻犲狊犇：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３３（２Ｓ）：２１０２２６．

ＺｈａｎｇＰＺ．２００８．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ｅｐ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犛犲狉犻犲狊犇）（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８

（９）：１０４１１０５６．

ＺｈａｎｇＳ Ｍ，ＸｉｅＦ Ｒ．２００１．Ｓｅｉｓ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犕Ｓ≥７．０）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ｌｏｎｇ

　　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犃犮狋犪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３（１）：３６４４．

ＺｈａｏＣＰ，ＣｈｅｎＺＬ，ＨｕａＷ，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ｓｍａｌｌｔｏ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ａｍａｉｎｌａｎｄ．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４（６）：１４７８

１４８９，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７．

Ｚｈａｏ Ｙ Ｚ，Ｗｕ Ｚ Ｌ，Ｊｉａｎｇ Ｃ 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ｅｅｐ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ｂ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犃犮狋犪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８２（１２）：１７７８１７８７．

ＺｈｏｕＲＪ，ＨｅＹＬ，ＨｕａｎｇＺ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Ｔｈｅ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ｎｔｈｅＱｉａｎｎｉｎｇ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犃犮狋犪犛犲犻狊犿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３）：２５０２６１．

ＺｈｕＡＬ，ＸｕＸ Ｗ，ＺｈｏｕＹ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ｌ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４８（３）：６２９

６３６．

附中文参考文献

方颖，江在森，杨永林等．２０１０．汶川犕Ｓ８．０地震前后鲜水河断裂

南段的变形特征．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０（３）：２２２６．

李乐，陈棋福，钮凤林等．２０１３．基于重复微震的小江断裂带深部

滑动速率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６（１０）：３３７３３３８４，ｄｏｉ：１０．

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３１０１３．

刘丽芳，苏有锦，刘杰等．２０１０．云南和四川中小地震应力降时空

特征研究．地震研究，３３（３）：３１４３１９．

刘启元，陈九辉，李顺成等．２００８．汶川 犕Ｓ８．０地震：川西流动地

震台阵观测数据的初步分析．地震地质，３０（３）：５８４５９６．

刘启元，李昱，陈九辉等．２００９．汶川 犕Ｓ８．０地震：地壳上地幔Ｓ

波速度结构的初步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２）：３０９３１９．

卢德源，崔作舟，陈纪平等．１９８９．康定—渡口南北向构造带爆破

地震测深的研究．地质评论，３５（１）：４１５１．

孙洁，晋光文，白登海等．２００３．青藏高原东缘地壳、上地幔电性结

构探测及其构造意义．中国科学（Ｄ辑），３３（增刊）：１７３１８０．

王椿镛，吴建平，楼海等．２００３．川西藏东地区的地壳Ｐ波速度结

构．中国科学（Ｄ辑），３３（增刊）：１８１１８９．

闻学泽，ＡｌｌｅｎＣＲ，罗灼礼等．１９８９．鲜水河全新世断裂带的分段

性、几何特征及其地震构造意义．地震学报，１１（４）：３６２３７１．

徐锡伟，闻学泽，郑荣章等．２００３．川滇地区活动块体最新构造变

动样式及其动力来源．中国科学（Ｄ辑），３３（增刊）：１５１１６２．

张培震．２００８．青藏高原东缘川西地区的现今构造变形、应变分配

与深部动力过程．中国科学（Ｄ辑），３８（９）：１０４１１０５６．

张世民，谢富仁．２００１．鲜水河—小江断裂带７级以上强震构造区

的划分及其构造地貌特征．地震学报，２３（１）：３６４４．

赵翠萍，陈章立，华卫等．２０１１．中国大陆主要地震活动区中小地

震震源参数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４（６）：１４７８１４８９，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７．

赵?，吴忠良，蒋长胜等．２００８．用地震资料估计的龙门山断裂

深部形变及其对于汶川地震成因的意义．地质学报，８２（１２）：

１７７８１７８７．

周荣军，何玉林，黄祖智等．２００１．鲜水河断裂带乾宁—康定段的

滑动速率与强震复发间隔．地震学报，２３（３）：２５０２６１．

朱艾斓，徐锡伟，周永胜等．２００５．川西地区小震重新定位及其活

动构造意义．地球物理学报，４８（３）：６２９６３６．

（本文编辑　何燕）

８４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