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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水平与贡献

２０１９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承担省部级以上各类研究课题 １０２项，

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等国家

级研究课题 ８５项，其中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达 ６７项。２０１９年实验室牵头申

请的 １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通过答辩；获得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１４

项，其中地震科学联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１项。在承担国家科研项目的同时，实验室

还积极争取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防震减灾横向课题，２０１９年承担了

“阿坝断裂 １
!

５万活动断层地质填图”、“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

查”、“甘孜州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等项目，对深入了解四川强震区活动断层的活

动习性，为区域防震减灾工作提供有力地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１９年实验室固定人员、流动人员和研究生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１７４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１０５篇。依据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最新 ＪＣＲ论文分区，

实验室在综合类和地学领域 １区期刊发表论文 １１篇，Ｔｏｐ期刊发表论文 １９篇，２区

期刊发表论文 ３８篇，分别占实验室发表论文总数的 ６３％、１０９％和 ２１８％。此外，

实验室人员以第一作者在国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３０多篇，在国内学术会议宣

读或展示论文 ７０多篇，与其他研究机构人员合作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共同展示论文 ６０

多篇。实验室主任张培震院士应邀分别在 “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和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会学术年会”做大会主题报告，青年学者陈进宇、鲁人齐作为

“李善邦青年优秀地震科技论文奖”获奖者在 “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

会”做大会报告，９位专家应邀在国际和国内重要学术会议做专题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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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获发明专利１项，实用新型专利４项，软件著作权登记１项。完成单通道

高压脉冲放电系统 （Ｖ１０）和矩阵式超声主动探测仪 ２套新产品原型开发；自行研

制双轴对称刚度液压伺服实验机；完成卧式双轴电液伺服实验系统的改装。

单新建研究员等人的研究成果 “基于空间对地观测的多尺度构造形变场演化特

征获取技术及其应用”获 “中国测绘学会测绘科技进步二等奖”。“地震预测研究：

亚失稳理论”和 “基于空间对地观测技术的地震形变周期获取与模拟应用研究”２

项成果获 “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成果奖”。陈进宇等人的论文 “Ｍｅｌｔ

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ｃｒｕｓ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Ｍｉｏｃｅｎｅ”和鲁人齐等人的

论文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

ｅａｕ：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ｓ”分获中国地震学会 “第十

一届李善邦青年优秀地震科技论文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博士生陈进宇和硕士生韩

娜娜分别获中国地震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

２０１９年，由实验室研究人员负责的 “山西太原大陆裂谷动力学国家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和 “西藏拉萨地球物理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均通过国家科技部的

评估并获得资助。

二、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２０１９年，依托单位对实验室内部单元结构和人员进行了调整，其中活动构造研

究团队划归实验室。截至 ２０１９年底，在实验室工作的固定人员为 １０１人，全职特聘

人员 ２名 （闻学泽，杨晓松），其中研究人员 ８４人 （含特聘研究员 ２人），技术人员

１８人，专职管理人员１人。实验室人员在职称结构上以高级研究人员为主，其中正高

级人员 ３３人 （含特聘研究员 ２人），副高级人员 ４４人；在学历结构上以高学历者为

主，其中博士学位 ８９人，硕士学位 ９人；在年龄结构上以中青年人员为主，其中 ４５

岁以下人员 ７０人。研究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１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１

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１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３人，万人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人选 １人。

２０１９年，实验室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３名青年科技人员晋升正高级岗位

（陈顺云、刘进峰、鲁人齐），１０名青年科技人员晋升副高级岗位 （庞建章、王一舟、

卓燕群、石峰、王英、党嘉祥、郭彦双、焦中虎、范佳伟、马玺）。实验室继续把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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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员到发达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访问学习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１名青年

科技骨干 （王丽凤）、１名博士研究生 （喻国）和 １名硕士研究生 （熊小慧）分别

获中国地震局青年科技骨干出国留学项目和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出国访问学习。引

进优秀青年科研人员１人 （李涛），通过公开招聘方式新增４名青年科研人员 （葛玉

魁、王一舟、范佳伟、姚文倩），因依托单位机构调整，调入科研和技术人员共２０人。

３名研究人员 （刘静、陈小斌、韩非）调离实验室。实验室聘请刘静研究员和杨晓松

研究员为特聘研究员，聘请郑德文研究员和陈小斌研究员为客座研究员。

实验室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中国地震局评为 “全国地震系统先进集体”。构

造物理与地震机制研究团队、构造地貌研究团队、活动构造研究团队先后入选中国

地震局 “创新团队”。刘静和张会平研究员入选 “中国地震局领军人才”，鲁人齐研究

员入选 “中国地震局骨干人才”，鲁人齐研究员和姚路副研究员入选 “中国地震局青

年人才”。荣誉研究员
"

本利彦当选美国 ＡＧＵ会士。

实验室邀请客座研究员为青年科技人员和研究生开设短期课程。２０１９年 ６月

２４—２６日，实验室客座研究员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开设题为 “Ｔｅｃｔｏｎ

ｉ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ｄ

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ｔｏｒｏｃｋｕｐｌｉｆｔａｎｄ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的短期课

程。９月 ９—１２日，实验室客座研究员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ＣｈｒｉｓＳｐｉｅｒｓ教授开设题为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的短期课程，此外，还做了题为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ｏｗｔｏｂｅａｔｔｈｅｎａｔｉｖｅｓａｔ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ｇａｍｅ！”的报

告。以上课程有助于青年科技人员更深入地理解专业基础知识，关注前沿科研理论，

还为如何撰写英文论文提供了技巧指导。

２０１９年，实验室共有 ２５名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位 （其中博士 １１人、硕士 １４

人），出站博士后３人。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实验室在读研究生１１４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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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人，硕士研究生 ４６人），在站博士后 １７人。

三、开放与合作交流

１、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情况

　　实验室主任张培震、副主任马胜利作为学术和组织委员会成员参与了 “中国地

震学会成立４０周年学术大会”和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会学术年会”的筹备和组织工

作，实验室多名人员作为召集人在两个大会上组织了多个专题。实验室工作人员和

研究生赴国外参加合作研究、学术考察、国际学术会议 ５０余人次，参加国内学术会

议 ７０余人次。

实验室在多项课题的执行过程中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来自美国、日本、德

国、荷兰、以色列、南非等多个国家的科技人员来此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共 ４０

余人次，其中 １０余人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研究。同时，实验室还通过科研项目与国

内数十家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研究。

实验室继续通过 “地震动力学论坛”推动学术交流，并积极组织专题学术会议。

为进一步加强构造变形、数值模拟及地球动力学等领域前沿学术交流，实验室于

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３０日举办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研讨会”，对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各单位科研成果的交流学习起到了积极作用。

２、公众开放活动情况

（１）公众开放日

为向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地震动力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积极推进公众开放活动。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１２日，是中国第十一个 “防灾减灾

日”，宣传主题为 “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５月 ９日上午，来自中

国科学院大学的 ２０多名学生参观实验室。甘卫军研究员为大家做了题为 “ＧＰＳ大地

测量及其地学应用”的报告，并殷切期望青年学子毕业后能积极投身祖国的防震减

灾事业。实验室工作人员结合实验设备、展板和各自的科研项目向同学们介绍了实

验室工作概况和近年取得的成果，并演示了部分仪器设备的操作方法。参观过程中，

同学们兴趣浓厚，积极提问并动手操作，部分感兴趣的学生甚至主动提出在活动结

束后与工作人员保持进一步交流。本次活动不仅加深了学生们对地震科学研究的了

解，培养了学生对地震事业的关注和兴趣，也提供了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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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了他们的科学研究视野。

（２）教育实习基地

实验室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教育实习基地。２０１９年 ４月和 ６月，根据中国科

学院大学 “岩石物理学”课程安排，中国科学院大学 ３０多名研究生先后两次来实验

室开展教学实习。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学生们先后完成了岩石渗透率测量、岩石弹

性波测量、岩石单轴压缩、双剪断层黏滑、高速摩擦等实验。实验室实践活动是课堂

内容的延伸，让学生们对岩石物理学及地震科学研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为今后从

事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３）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实验室面向依托单位举办的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开放。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１６—

１９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举办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来自国内多所地质类

高校的 １８名优秀大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从历史沿革、

学科方向、人员机构、科研实力和学术环境５个方面详细介绍了研究所科研情况和未

来发展前景，并鼓励同学们勇攀地球科学的高峰。夏令营期间，实验室多位研究人员

做了相关学科领域学术报告，激发了同学们对地球科学研究的兴趣。学生们参观了

实验室，与研究生导师零距离交流和沟通，并在张会平研究员的带领下赴唐山地震

遗址开展实地考察。此次活动展示了实验室科研水平和学术氛围，让学生们进一步

熟悉了实验室学科和专业方向，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加强对地震事业的关注。

（４）科学传播情况

２０１９年 ３月，中国科技馆馆藏电影 《流浪地球》在全国热播后，引发了一阵关

于地球与空间科学的热潮。为此，中科馆大讲堂组织了 《流浪地球》系列科普讲座，

王阎昭副研究员应中国科技馆之邀做了题为 “流浪地球中的地震会发生吗？”的科普

讲座。结合电影中有关地震的情节，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图文并茂的方式向现场两

百多位中小学生讲解了地震的相关知识和防震避灾的注意事项，展示了中国地震局

在防震减灾事业中取得的巨大进步。现场的中小学生们积极参与互动，踊跃提问，表

现出对地震科学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兴趣。

２０１９年 ５月，王阎昭副研究员应中国科学院第五幼儿园之邀，参与 “家长进课

堂”活动，做了题为 “地震的故事”科普讲座。向幼儿园小朋友们讲解了地震的相

关知识和防震避灾的注意事项，并组织了地震避难演练，分发了由地震出版社出版

的地震科普读物。小朋友们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踊跃参与互动，现场气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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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反馈热烈，充分体现了儿童科普的可行性和重要意义。

３、公共研究平台的作用及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与共享情况

实验室是中国地震研究领域重要的公用研究平台，通过自主课题、开放课题及

其他各类研究课题与地震系统、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 １０多个单位进行合作研究，

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科技人员来此开展研究。例如，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博士后陈建

业博士、博士研究生ＬｕｕｋＨｕｎｆｅｌｄ来实验室开展岩石高速摩擦实验，成都理工大学胡

伟教授研究团队开展岩石高速摩擦实验，贵州大学蒋玺副教授开展释光测年实验，

中山大学博士生田映晴进行释光样品处理。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对外开放共享，为

地震系统及其他部门数十家单位的科技人员提供技术服务。２０１９年可共享的 ５０万以

上大型设备的共享率为 ３８６％。

四、专项经费执行情况与效益分析

１、自主研究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实验室围绕重点研究计划 “海源－老虎山－毛毛山断裂现今构造变形特征

与强震危险性”新设立 ２项自主研究课题。截至 ２０１９年底，２０１６年设立的 １项自主

课题已提交结题报告，其余 ５项因故延期，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设立的 ４项课题延期至

２０２０年。本年度，实验室自主课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共 ２１篇。２０１９年投入自主课题

经费共 ２７０万，其中 ２００万用于保障 ２０１７年设立的 ５项课题执行，７０万用于本年新

设立的 ２项课题。本年度专项经费实际支出 １７０万，执行率 ６３％。

２０１９年结题的 “东昆仑－柴达木盆地过渡带深部电性结构研究”课题基于前期

工作，横跨柴达木盆地西南段与东昆仑过渡部位增设了２条大地电磁测深剖面，剖面

南起祁漫塔格带，向北穿过柴达木盆地。观测数据的频率范围在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Ｈｚ，

通过二、三维反演得到横跨东昆仑－柴达木盆地不同部位的电性结构。进一步的对比

分析发现，东昆仑－柴达木过渡带的深部结构存在明显的 ＥＷ向差异，指示了 ２种不

一样的动力学模式。该课题执行期间，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５篇，先后 ３次在国内

外会议宣读相关成果，培养硕士研究生 ２人。

自主研究课题的设立，为实验室针对重点研究区域开展持续深入的系统性研究

提供了有力支持，为探索性的科学研究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为实验方法和相关

技术的创新研究开拓了空间，也促进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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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放基金课题的设置及执行情况

２０１９年，实验室共批准开放课题 ８项，资助总额 １２９万元。２０１６年设立的 ７项

开放课题中，４项已提交结题报告，其余 ３项因故申请延期。２０１７和 ２０１８年设立的

１５项开放课题均按计划实施。２０１９年，实验室资助的开放课题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

文 ２１篇。

深圳大学汪驰升博士负责的 “贝叶斯框架下多源数据地震震源特征联合反演”

课题基于贝叶斯概率理论，研究了联合 ＩｎＳＡＲ与台站地震波等多源数据进行震源联

合反演的方法，实现动态地震震源特征的精确提取。建立了适用的地震滑动分布稀

疏表示模型，提出了地震滑动分布反演自适应正则化算法。开展了 ２０１６年意大利中

部地震序列、２０１８年印尼 Ｌｏｍｂｏｋ岛地震序列的震源反演案例研究。研究成果丰富了

现有地震震源反演理论与方法，有助于认清地震发生和发展规律，从而进一步为地

震科学研究及防震减灾等各项工作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项目执行期间，在 Ｔｅｃｔｏｎｏ

ｐｈｙｓｉｃｓ等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４篇，获得 ３项发明专利和 ３项软件著作登记权。

北京理工大学马少鹏教授负责的 “超高分辨数字散斑测量方法及系统研究”课

题针对数字散斑的测量分辨率与构造物理实验的需求有量级的差距，且在硬件性能

和图像处理算法上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基于相机阵列的图像采集，在目前技术

条件下实现了图像分辨率量级上的提高；其次利用时间图像序列平均降噪的方法和

系统，使复杂实验环境下散斑图像质量大幅提高。该研究还开展了基于 ＧＰＵ的序列

图像快速算法，使开发的实验方法能够克服新算法带来的大计算增加的消耗。基于

所发展的算法及系统，开展了典型构造物理实验，并对其力学机理进行了一些深入

分析。项目执行期间在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和 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等期刊上共发表 ＳＣＩ收录论文 ７篇，ＥＩ收录论文 １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３项。实验数据已应用于中国新一代高温气冷堆的安全评估

中。此外，项目发展的高速采集设备之间启动时差测量方法及系统，已由爆炸科学与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用于对高速相机、超动态应变仪等设备间启动时差进行标定和

校准工作中。

南京大学陈立辉教授负责的 “东北新生代安山岩的喷发时代与成因研究”课题，

对中国东北小兴安岭逊克火山区进行了详细的野外调查和系统采样，运用火山岩基

质Ｋ－Ａｒ年代学方法对该区出露的火山岩进行了系统的定年工作，并开展了火山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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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地球化学研究工作。野外调查发现逊克地区火山口的位置分布在火山区的南面，

根据火山岩区南高北低的地势，推测北边的火山岩是由南侧的岩浆向北流动形成的。

Ｋ－Ａｒ测年结果表明逊克火山岩的喷发时代介于 １１２～０２５Ｍａ之间，并可以划分为

早更新世 （１１２～１００Ｍａ）和中更新世 （０６８～０２５Ｍａ）两期，填补了该区火山岩

在年代学上的空白。全岩主量元素分析结果表明逊克火山岩的 ＳｉＯ２含量为 ５４３～

５７４ｗｔ．％，ＭｇＯ含量变化为 ３８２～５８０ｗｔ．％，镁指数 （Ｍｇ＃＝１００×Ｍｇ／（Ｍｇ＋Ｆｅ２＋）变

化于 ４９６～５７８之间，由此判定这些火山岩属于高镁安山岩。结合其喷发时的构造

环境进一步认定逊克火山岩属于大陆板内的新生代高镁安山岩。

天津大学夏开文教授负责的 “同震变形场的演化及摩擦关系研究”课题以实验

室地震为研究方法，选用岩石材料制作实验室二维断层模型，利用大型双轴岩石压

力机加载断层模式，在实验室中模拟地震同震破裂的时空演化过程。同时利用超高

速相机对同震岩石表面变形进行观测，使用数学图像相关法对同震岩石表面全位移

场进行实时测量，从而得到同震阶段的断层模型表面全场变形的时空演化规律及摩

擦关系，并对断层带围岩粉碎化机理开展系统性研究，厘清了岩石粉碎化的必要条

件。

五、实验室大事记

１、获得荣誉

　　２０１９年实验室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中国地震局评为 “全国地震系统先进集

体”（２０２０年 １月颁发证书）。

２、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两栋新实验楼封顶。

３、人员变动

２０１９年 ３月，依托单位通过公开招聘方式，确定范佳伟、葛玉魁、王一舟、姚文

倩等 ４人为实验室工作人员，４人出站或毕业后陆续进入实验室工作；

２０１９年 ５—９月，杨晓松研究员退休；刘静研究员、陈小斌研究员、韩非副研究

员先后调离实验室；

２０１９年 ８月，依托单位机构调整，将活动构造研究团队 （共 １６人）整体划归实

　▼〝

ＣＭＹＫ



第一部分：实验室工作报告　　

验室，进入新构造与地貌研究方向，原新构造与地貌研究方向相关人员调整到新构

造年代学方向；其他研究单元 ４名人员调入实验室；

２０１９年 ８月，从中山大学引进李涛研究员；

２０１９年，先后聘请杨晓松、刘静为实验室特聘研究员，郑德文、陈小斌为客座研

究员。

４、其他

２０１９年 ６月，由实验室研究人员负责的 “山西太原大陆裂谷动力学国家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和 “西藏拉萨地球物理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通过科技部的评

估。

六、实验室研究方向研讨会纪要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２４日，实验室邀请学术委员会委员和相关领域专家在北京召开关

于实验室拟设立 “人类活动诱发地震”研究方向的研讨会。部分学术委员会委员、

来自国内外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及实验室的研究员参加了研讨会。会上，日

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雷兴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海江、李俊伦

以及本实验室李涛研究员围绕国内外诱发地震研究动态并结合各自的研究工作做了

主题报告，并对实验室开展相关工作提出了建议。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陈棋福、何

建坤、黄清华、吴建平、刘静、张培震、何昌荣、马胜利、单新建等在会上或以通讯方

式发言，特邀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张怀教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王

一博研究员等多位专家均发表意见。专家们一致同意实验室把 “人类活动诱发地震”

作为近期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并就重点研究内容、研究目标、研究手段、合作研究方

式及项目组织申请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实验室将根据本次会议内容，尽快

将该方向列为实验室重点研究方向之一，组建研究团队，设立研究课题并组织申请

国家项目，同时开展广泛的国内外合作，努力在诱发地震机理和评估技术方面取得

具有创新性和实际应用价值的成果，有效服务于国家能源战略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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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实验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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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人员

１、实验室工作人员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１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中国科学院

院士

实验室主任

２ 马胜利 男 １９６０．０３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３ 陈　杰 男 １９６６．０２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４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５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６ 刘　静 女 １９６９．１０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２０１９．０６调离

７ 闻学泽 男 １９５４．１１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硕士 特聘研究员

８ 杨晓松 男 １９５９．０５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特聘研究员

９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力学（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博士

１０ 杨晓平 男 １９６２．０６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１１ 汤　吉 男 １９６３．０３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２ 王　萍 女 １９６４．０３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１３ 何宏林 男 １９６４．０７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地理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１４ 甘卫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８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５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测绘科学

与技术
博士

１６ 郝重涛 女 １９６５．１０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１７ 尹功明 男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１８ 于贵华 女 １９６６．０１ 正研究员
级高工

新构造与地貌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硕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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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屈春燕 女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质学 博士

２０ 周永胜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１ 尹金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２２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３ 詹　艳 女 １９６９．１２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４ 李传友 男 １９７１．０４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２５ 陈小斌 男 １９７２．０７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６调离

２６ 蒋汉朝 男 １９７３．０３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２７ 肖骑彬 男 １９７４．０７ 研究员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２８ 孙建宝 男 １９７５．０７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理学 博士

２９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３０ 王丽凤 女 １９７６．０５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３１ 刘进峰 男 １９７７．０８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３２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研究员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３３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３４ 鲁人齐 男 １９８２．０２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３５ 李　涛 男 １９８５．０９ 研究员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３６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学士

３７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高工 其他 其他

３８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３９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４０ 王立凤 女 １９７３．０３ 高工 地球物理学 硕士

４１ 黄雄南 男 １９７４．０９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４２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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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王凯英 女 １９７６．０１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４４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副研
力学（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博士

４５ 陈桂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２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４６ 郭　志 男 １９７７．０４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４７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９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４８ 宋小刚 男 １９７９．０６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测绘科学与技术 博士

４９ 张竹琪 男 １９８０．０９ 副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５０ 张克亮 男 １９８１．０３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１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０５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５２ 魏占玉 男 １９８１．０５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５３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５４ 韩　非 男 １９８１．１１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９调离

５５ 马　严 女 １９８２．０２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化学 博士

５６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０４ 高工 地质学 博士

５７ 胡　钢 男 １９８２．０６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理学 博士

５８ 覃金堂 男 １９８３．０２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５９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８ 高工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６０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高工 地质学 博士

６１ 刘彩彩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６２ 王　英 女 １９８４．０６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６３ 石　峰 男 １９８４．０８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６４ 吴熙彦 女 １９８４．１０ 高工 地理学 硕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６５ 龚文瑜 女 １９８４．１０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６６ 苗社强 男 １９８４．１２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６７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９年度报告　　

续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６８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副研 地质学 博士

６９ 谭锡斌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７０ 孙浩越 男 １９８６．０１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７１ 段庆宝 男 １９８６．０３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７２ 熊建国 男 １９８６．０８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理学 博士

７３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７４ 卓燕群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７５ 焦中虎 男 １９８７．０２ 副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理学 博士

７６ 范佳伟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７７ 刘琼颖 女 １９８８．０６ 副研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７８ 毕海芸 女 １９８８．１２ 副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理学 博士

７９ 马　玺 男 １９８９．０１ 副研

材料科学与工程

（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博士

８０ 王一舟 男 １９８９．０９ 副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７来室

８１ 王继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３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质学 学士

８２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工程师 其他 其他

８３ 李海鸥 男 １９７５．１２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资源与

地质工程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８４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８５ 蔡明刚 男 １９７７．１１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８６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工程师 地球物理学 硕士 实验室秘书

８７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０２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８８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工程师 机械工程 学士

８９ 梁诗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球物理学 博士

９０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工程师 地质学 硕士

９１ 董泽义 男 １９８４．０７ 助研
固体地球物理

与深部构造
地球物理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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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武　颖 女 １９８５．０１ 工程师 仪器科学与技术 硕士

９３ 姚文倩 女 １９８５．０７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９４ 齐文博 男 １９８５．０９ 工程师 机械工程 硕士

９５ 王　恒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９６ 葛玉魁 男 １９８６．０６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资源与

地质工程
博士 ２０１９．１２来室

９７ 袁兆德 男 １９８６．０８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９８ 张金玉 女 １９８６．１２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９９ 李新男 男 １９８７．０１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１００ 刘　姣 女 １９８７．０９ 助研
空间对地观测

与地壳形变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１０１ 俞晶星 男 １９８７．１２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２ 李又娟 女 １９８８．０３ 助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３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工程师 地球物理学 硕士

１０４ 陈进宇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助研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５ 王　伟 男 １９８９．０２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１０６ 苏　鹏 男 １９８９．０３ 助研 新构造与地貌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９．０８来室

２、新增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何宏林，男，１９６４年出生，博士，研究员，中国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副所长，山西太原大陆裂谷动力学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站长，国际地理联合会灾害与风险委员会执行委员。１９８５

年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获理学学士学位，１９８８年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研究生院获力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工作；２０００年于日本东京大学地理系获理学博士学位。先后在

东京大学空间情报科学研究中心、日本国立产业技术综合研究

所活动断裂研究中心作特别研究员，２０１３年作为高级研究学者赴英国杜伦大学

（Ｄｕｒｈ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访问。近年来主要关注活动构造与构造地貌、山西裂谷动力学

以及青藏高原南东缘第四纪地壳变动的相关研究。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科技部社会公益项目和国际合作、“９７３”课题子专题、城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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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评价、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活动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中国地震活动断

层探察计划、中日韩国际合作项目等研究课题 ３０多项。目前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地震联合基金和面上基金、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专题、地震灾害风险调查与隐患排

查、国家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等课题 ５项。在 ＪＧ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Ｔｅｃｔｏｎｏ

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ＪＡＥＳ、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地震地质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

发表论文 １１５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３６篇，合作出版专著 ２部。

杨晓平，男，１９６２年出生，博士，研究员。１９８５年毕业于太

原理工大学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分别于

１９９１年和 １９９５年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和博士学

位。１９９５年至今，任职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从事活动构造

研究及其工程应用。以第一负责人主持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中国地震局 “九五”、“十五”重点研究项目中 ４个专题和 ３

个子专题的研究任务；先后负责 ２个地震科学联合基金；主持中

国地震局 “十五”重点研究项目 “宁波市活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实施工作。

１９９７年至今，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研究论文 １９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１篇、ＥＩ收录 ３

篇，６篇论文他引 ２０次。在天山南、北活动逆断裂—褶皱带新构造时期以来的构造

变形样式、地壳缩短、晚更新世以来褶皱活动定量研究和东秦岭内部活动断裂等方

面取得了突出成绩。获得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１项、三等奖 １项。

于贵华，女，１９６６年出生，硕士，正研究员级高工。１９８７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地震地质专业，获学士学位；１９９６年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计算机应用专业硕士学位。现任中

国地震学会地震地质专业委员会秘书，震害防御标准委员会

委员。

主要围绕震害防御开展活动构造———ＧＩＳ应用等方面的工

作，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震行业专项、中国地震局

“八五”、活动断层填图项目的数据库专题、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项目活断层分

项技术系统之国家地震活断层信息子系统建设。发表论文 ４０多篇，合作出版专著 ４

部，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１项、行业标准 ３项。获得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优秀成果一等

奖 （排名第三）、二等奖 （排名第一）各 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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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工作重点：基于 ＧＩＳ云平台环境的活动断层数据信息获取、集成、检测、

快速呈现、共享与服务一体化策略与实现，地震信息化、震害防御标准研究等。

李传友，男，１９７１年出生，博士，研究员。１９９４年于成都理工

大学获地质学学士学位；分别于 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获中国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２０００年赴日本 “活断层与地震研讨

班”短期学习。作为访问学者，分别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赴美国科罗

拉多大学、内华达大学开展合作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１）构

造活动性；（２）活动断裂相关构造地貌分析；（３）地震构造；（４）

古地震；（５）活动构造在防震减灾中的应用。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基金委、科

技部、财政部、中国地震局等研究专项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科研项目 ３０余项。在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ＪＳＧ、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ＳＳＡ、中国科学、地震地质等刊物发表论文８０余篇。

陈顺云，男，１９７６年出生，博士，研究员。１９９９年毕业于云南

大学，获地球物理专业学士学位；２００６年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获固体地球物理专业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有：（１）构造物

理实验：热与构造变形、声发射探测、地震物理过程等；（２）基岩

温度观测：地壳应力动态变化与温度响应及其流体效应、同震应力

响应、地震前兆探索、野外观测系统研发等；（３）卫星热红外遥

感：定量热红外遥感与现今构造活动、热红外异常物理机制及天地联合观测等。近年

来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课题、重点实验室自主课题、中

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等各类课题 ２０余项。以第一 （通讯）作者发

表期刊论文近 ３０篇，申请专利 ２项，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一定关注。

刘进峰，男，１９７７年出生，博士，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１９９９年于曲阜师范大学获地理学学士学位；２００２年于兰州大学获

自然地理学硕士学位；２００５年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获第四纪地质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工作；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在丹麦胡奥斯大学北欧释光测年中心做访问学者。

近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岩石表层释光测年及释光信号在地表沉积物

搬运过程的示踪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青年、面上基金，中央级公益性

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等科研项目１０余项。相关成果发表在 ＥＰＳＬ、ＢＳＳＡ、Ｑｕａ

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科学通报、地震地质、第四纪地质等期刊 ３０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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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人齐，男，１９８２年出生，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２０１１

年于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获博士学位；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在北京大

学和台湾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后进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工

作，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休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近年主要研究方

向为活动构造解析与三维建模，涉及断层相关褶皱的定量解析、

活动断层探测研究、岩石圈不同尺度的三维构造建模、地震构造

综合研究等。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青年、面上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题等科

研项目 １０余项。在 ＧＲＬ、ＥＰＳ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ＳＲＬ、ＪＧ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中国科学 Ｄ

辑、地学前缘、地球物理学报、地震地质等期刊发表论文 ４０余篇。获中国地震局防

震减灾科技成果二等奖 １项，李善邦青年优秀地震科技论文二等奖 １项。２０１９年先

后入选中国地震局 “青年人才”和 “骨干人才”计划。

李涛，男，１９８５年出生，博士，研究员。２０１２年于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获博士学位，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

院从事博士后研究，２０１７年在中山大学任特聘研究员，２０１９年 ８

月引进实验室工作。主要研究内容包括：（１）综合运用地质地貌

学、摄影测量学、石油物探剖面和第四纪年代学探讨活动逆断层

及相关褶皱的运动学过程；（２）综合运用构造地质学、大地测量

学和地震学探讨断层几何结构与同震破裂过程的关系；（３）综合运用构造地质学、

石油物探剖面、热年代学和古地磁学等限定帕米尔－西昆仑、天山、龙门山前陆冲断

带的几何结构和演化历史。在 ＧＲＬ、ＪＧ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ＳＲＬ、地震地质等国内外著名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３０余篇，其中第一作者 ＳＣＩ论文９篇，通讯作者 ＳＣＩ论文１篇。在逆

断层相关褶皱理论、帕米尔－西昆仑—南天山会聚带现今构造变形等方面取得了原创

性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

３、在站博士后和在学研究生

序号 类 别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 师 备　注

１ 博士后 贾宝新 男 １９７８．０８ 构造物理学 刘力强

２ 博士后 阮　帅 男 １９８３．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３ 博士后 田晓峰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培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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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 备　注

４ 博士后 赵盼盼 男 １９８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许建东

陈九辉

５ 博士后 路　珍 女 １９８７．０９ 构造地质学 马胜利

６ 博士后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７ 博士后 张　玲 女 １９８６．０４ 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８ 博士后 朱传华 男 １９８９．０１ 地质学 郑德文

９ 博士后 张佳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６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１０ 博士后 尹　玲 女 １９８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１１ 博士后 陈一方 男 １９９１．０３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１２ 博士后 成里宁 男 １９９１．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１３ 博士后 张浩然 男 １９８５．０２ 构造地质学
徐锡伟

谭锡斌

１４ 博士后 张炜斌 男 １９８７．０８ 构造地质学
徐锡伟

谭锡斌

１５ 博士后 郝海健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１６ 博士后 魏传义 男 １９９２．０３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１７ 博士后 商咏梅 女 １９８９．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１８ 博士生 杜　鹏 男 １９７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邓起东

杨晓平

１９ 博士生 苏利娜 女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０ 博士生 钟美娇 女 １９８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１ 博士生 李跃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２２ 博士生 朱成林 男 １９８４．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３ 博士生 赵凌强 男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２４ 博士生 孙翔宇 男 １９９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２５ 博士生 丁　锐 男 １９８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２６ 博士生 许建红 男 １９８３．０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２７ 博士生 王阅兵 男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８ 博士生 张永奇 男 １９８５．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９ 博士生 范　晔 女 １９８７．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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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 备　注

３０ 博士生 董金元 男 １９８８．１１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３１ 博士生 赵德政 男 １９９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３２ 博士生 李朝鹏 男 １９９３．０５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３３ 博士生 林玲玲 女 １９８２．０３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３４ 博士生 黄元敏 男 １９８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３５ 博士生 闫　伟 男 １９８２．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３６ 博士生 杨海波 男 １９８９．１０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３７ 博士生 李彦川 男 １９８９．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３８ 博士生 刘钟尹 男 １９９０．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３９ 博士生 牛　露 女 １９９０．０４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４０ 博士生 李长军 男 １９９０．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４１ 博士生 王慧颖 女 １９９１．０５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４２ 博士生 邹俊杰 男 １９９１．１０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４３ 博士生 王　博 男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４４ 博士生 王必任 男 １９８５．０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４５ 博士生 杨劲松 男 １９８７．０６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４６ 博士生 徐　晶 女 １９８７．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４７ 博士生 李　媛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４８ 博士生 陶亚玲 女 １９８８．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４９ 博士生 李雪梅 女 １９８８．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５０ 博士生 熊小慧 女 １９８９．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５１ 博士生 时　伟 男 １９８９．１０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５２ 博士生 王志伟 男 １９９０．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５３ 博士生 张迎峰 男 １９９０．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４ 博士生 刘　洋 男 １９９１．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５５ 博士生 庄其天 男 １９９２．０２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５６ 博士生 宋　刚 男 １９９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马胜利

５７ 博士生 雷蕙如 女 １９９５．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周永胜

５８ 博士生 王　鹏 男 １９８２．０９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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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 备　注

５９ 博士生 喻　国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６０ 博士生 韩　冰 女 １９８８．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６１ 博士生 岳　冲 男 １９８９．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６２ 博士生 郭桥桥 男 １９９２．０１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６３ 博士生 孙　稳 男 １９９２．０５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６４ 博士生 戴文浩 男 １９９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６５ 博士生 任光雪 男 １９９２．１２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６６ 博士生 赵旭东 男 １９９３．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６７ 博士生 吴玮莹 女 １９９３．０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６８ 博士生 张伟恒 男 １９９３．０６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６９ 博士生 王培杰 男 １９９３．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７０ 博士生 黄飞鹏 男 １９９３．１０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７１ 博士生 程　理 男 １９８２．０３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７２ 博士生 徐　伟 男 １９８６．０２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７３ 博士生 邱江涛 男 １９８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７４ 博士生 姚　远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７５ 博士生 曾宪阳 男 １９９１．０３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７６ 博士生 陈　勇 男 １９９１．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７７ 博士生 李　伟 男 １９９１．１１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７８ 博士生 胡宗凯 男 １９９３．０３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７９ 博士生 刘　奇 男 １９９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８０ 博士生 张斯琪 男 １９９４．０１ 第四纪地质 蒋汉朝

８１ 博士生 高志钰 男 １９９４．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８２ 博士生 孙　凯 男 １９９４．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８３ 博士生 刘　恋 女 １９９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８４ 博士生 李明佳 男 １９９２．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联合培养

８５ 博士生 黄涵宇 男 １９９３．０１ 矿产普查与勘探 鲁人齐 联合培养

８６ 硕士生 马字发 男 １９９２．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会平

８７ 硕士生 李　满 男 １９９４．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肖骑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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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 备　注

８８ 硕士生 简慧子 女 １９９４．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丽凤

８９ 硕士生 邓金花 女 １９９５．０２ 第四纪地质学 韩　非

９０ 硕士生 李晓姝 女 １９９５．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郭　飚

９１ 硕士生 周　朝 男 １９９５．０６ 构造地质学 何宏林

９２ 硕士生 黄自成 男 １９９５．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９３ 硕士生 刘　康 男 １９９５．１２ 构造地质学 王伟涛

９４ 硕士生 罗全星 男 １９９５．１２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９５ 硕士生 石文芳 女 １９９２．０４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９６ 硕士生 李成龙 男 １９９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国宏

９７ 硕士生 邸　宁 男 １９９４．０５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９８ 硕士生 张　瑞 男 １９９４．０７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９９ 硕士生 代成龙 男 １９９５．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００ 硕士生 赵　磊 男 １９９５．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１０１ 硕士生 刘世民 男 １９９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１０２ 硕士生 苗树清 男 １９９５．１２ 构造地质学 杨晓平

１０３ 硕士生 韩　静 女 １９９６．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詹　艳

１０４ 硕士生 叶轶佳 女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谭锡斌

１０５ 硕士生 包雨鑫 女 １９９６．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孙建宝

１０６ 硕士生 卫晓彤 男 １９９６．０６ 第四纪地质学 蒋汉朝

１０７ 硕士生 梁子晗 女 １９９６．１２ 构造地质学 魏占玉

１０８ 硕士生 冯　鹏 男 １９９５．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郭　飚

１０９ 硕士生 濮逸铖 男 １９９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１１０ 硕士生 谢　皓 男 １９９６．０７ 构造地质学 刘彩彩

１１１ 硕士生 张钰曼 女 １９９６．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１１２ 硕士生 申丰铭 男 １９９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丽凤

１１３ 硕士生 张熠辉 女 １９９６．１１ 构造地质学 李传友

１１４ 硕士生 陈　倩 女 １９９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张竹琪

１１５ 硕士生 石灵 女 １９９７．０１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１１６ 硕士生 陈　浩 男 １９９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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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 备　注

１１７ 硕士生 李忠武 男 １９９７．０８ 构造地质学 于贵华

１１８ 硕士生 邢宇 男 １９９７．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１１９ 硕士生 李兆宁 男 １９９７．１１ 第四纪地质学 刘进峰

１２０ 硕士生 徐　芳 女 １９９７．１２ 构造地质学 鲁人齐

１２１ 硕士生 李科长 男 １９９０．０８ 地质工程 陈　杰 联合培养

１２２ 硕士生 李天元 男 １９９４．０２ 地球化学 刘进峰 联合培养

１２３ 硕士生 王莅斌 男 １９９４．１１ 地质工程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１２４ 硕士生 张志遷 男 １９９４．１１ 测绘工程 张国宏 联合培养

１２５ 硕士生 沙鹏程 男 １９９４．１２ 摄影测量与遥感 宋小刚 联合培养

１２６ 硕士生 巩佳语 女 １９９５．０５ 矿床学，矿物学，岩石学 尹金辉 联合培养

１２７ 硕士生 候丽燕 女 １９９５．１２ 测绘科学与技术 龚文瑜 联合培养

１２８ 硕士生 范鹏丽 女 １９９６．０８ 自然地理学 杨会丽 联合培养

１２９ 硕士生 赵　兰 女 １９９６．１０ 地质工程 于贵华 联合培养

１３０ 硕士生 姬　昊 男 １９９６．１０ 地质工程 刘春茹 联合培养

１３１ 硕士生 贾　蕊 女 １９９７．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云华 联合培养

　　注：带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４、出站博士后和毕业研究生

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　业 导师 备　注

１ 博士后 徐克科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 博士后 葛玉魁 男 １９８６．０６ 构造地貌学 刘　静

３ 博士后 王一舟 男 １９８９．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４ 博士生 刘　琦 男 １９８５．１１ 构造地质学 闻学泽

５ 博士生 邓　琰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汤　吉

６ 博士生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７ 博士生 成里宁 男 １９９１．０５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８ 博士生 姚文倩 女 １９８５．０７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９ 博士生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１０ 博士生 崔腾发 男 １９８７．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１１ 博士生 田　平 男 １９８７．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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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研究方向 导师 备　注

１２ 博士生 姜　峰 男 １９９１．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小斌

１３ 博士生 罗　明 男 １９８９．０９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１４ 博士生 陈一方 男 １９９１．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１５ 硕士生 张明洋 男 １９９０．０２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１６ 硕士生 杨海明 男 １９９１．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顺云

１７ 硕士生 刘雁江 男 １９９２．０８ 构造地质学 刘彩彩

１８ 硕士生 乔　鑫 男 １９９２．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屈春燕

１９ 硕士生 徐心悦 女 １９９３．０９ 构造地质学 刘　静

２０ 硕士生 刘　奇 男 １９９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２１ 硕士生 韩龙飞 男 １９９４．０１ 构造地质学 尹金辉

２２ 硕士生 支　明 男 １９９４．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郝重涛

２３ 硕士生 童康益 男 １９９２．０５ 地质工程 王　萍 联合培养

２４ 硕士生 伍纪元 男 １９９２．０８ 矿床学，矿物学，岩石学 覃金堂 联合培养

２５ 硕士生 尹　昊 男 １９９３．０６ 测绘科学及技术 单新建 联合培养

２６ 硕士生 郝宇琦 女 １９９３．０６ 灾害地质学 张会平 联合培养

２７ 硕士生 张斯琪 男 １９９４．０１ 第四纪地质 蒋汉朝 联合培养

２８ 硕士生 刘晓东 男 １９９４．０２ 测绘工程 屈春燕 联合培养

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称
学委会

职务
专业 工作单位

１ 石耀霖 男 １９４４．０２
教　授
（院士）

主任 地球动力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２ 陈晓非 男 １９５８．０２
教　授
（院士）

副主任 地球物理学 南方科技大学

３ 周力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８ 教　授 副主任 第四纪地质及年代学 北京大学

４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院士）
委员 构造地质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５ 陈棋福 男 １９６４．１０ 研究员 委员 固体地球物理学
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６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委员 岩石力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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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称
学委会

职务
专业 工作单位

７ 何建坤 男 １９６３．０１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与

地球物理学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８ 黄清华 男 １９６７．１２ 教　授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北京大学

９ 李海兵 男 １９６６．１０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１０ 刘　静 女 １９６９．１０ 研究员 委员 地质学 天津大学

１１ 刘俊来 男 １９６０．１２ 教　授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１２ 马胜利 男 １９６０．０３ 研究员 委员 构造物理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３ 任金卫 男 １９５７．０６ 研究员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１４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５ 吴建平 男 １９６３．１２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学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三、实验室承担的科研项目

１、实验室承担的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１
青藏高原深部过程

与碰撞造山成矿作

用

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６００３１０ 张泽明 刘　静，张金玉，
王　鹏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２
地块边界带断裂活

动习性与强震复发

行为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１０１ 郑文俊

张培震，毕海芸，

李传友，刘兴旺，

周　宇，雷启云，
邵延秀，李志刚，

田云涛，刘锋涛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３
地块及边界带深部

结构与深－浅构造
耦合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１０３ 陈九辉

詹　艳，郭　飚，
李　昱，李顺成，
尹昕忠，齐少华，

赵盼盼，陈一方，

陈　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４
活动地块理论完善

与边界带强震危险

性研究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１０４ 张竹琪 朱守彪，张冬丽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５
巨震震源的深部结

构特征及其识别
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０２０４ 申重阳

陈小斌，王立凤，

崔腾发，姜　峰，
刘钟尹，王培杰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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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６
准静态驱动下亚失

稳过程的实验与理

论模拟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３０１ 何昌荣

刘培洵，张　雷，
郭彦双，卓燕群，

齐文博，尹昕忠，

任雅琼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７
高频微震仪和通用

地震仪联合台网观

测断层亚失稳过程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３０３ 杨晓松

王凯英，李顺成，

陈进宇，金明培，

王晓山，刘力强，

马红虎，李　雷，
冯向东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８
基于 ＧＰＳ与地温测
量的形变与地应力

观测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３０４ 甘卫军

陈顺云，张克亮，

梁诗明，李彦宝，

刘琼颖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９
断层带深浅部精细

结构探测与方法研

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４０２ 姚华健 董泽义，韩　冰，
阮　帅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０
断层带物理属性及

破裂动力学模拟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４０４ 周永胜

王丽凤，苗社强，

党嘉祥，姚文明，

马　玺，徐建宽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１
高光谱与激光探测

遥感数据地震应用

技术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６０２ 屈春燕

宋小刚，龚文瑜，

焦中虎，崔月菊，

冯徽徽，李　营，
赵德政，沙鹏程，

侯丽燕，张迎峰，

赵　磊，乔　鑫，
杨龙星，刘兆飞，

徐维维，周升宇，

何　苗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２
断层地震孕育发生

形变与应力积累时

空转化特征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３６０５ 谭　凯 刘云华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３

活动断裂高精度高

分辨率地表结构和

活动性参数提取技

术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１０１ 何宏林

魏占玉，陈桂华，

杨晓平，李　康，
黄雄南，谭锡斌，

张世民，马保起，

任俊杰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４
活动断裂地下介质

三维物性参数提取

技术

２１０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１０３ 雷建设

詹　艳，孙建宝，
孙翔宇，崔腾发，

韩　静，包雨鑫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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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１５
活动断裂深浅构造

与物性参数模型融

合及三维建模技术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１０４ 徐锡伟

鲁人齐，谭锡斌，

蔡明刚，李海鸥，

王振南，徐　芳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６
活动断裂三维建模

公共平台研发与技

术规程编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１０５ 于贵华

李　康，吴熙彦，
杨　钦，钱仁俊，
杨秀丽，孙艳霞，

支　亮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７
三维潜在震源模型

构建技术及活动断

层数据库建设

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４２０１ 张世民 陈桂华，郑荣章，

吴熙彦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１８

以阿尔金断裂中段

为例，走滑断裂的

几何构造结对断裂

活动习性的控制作

用

Ｕ１８３９２０３ 刘　静

马　严，张金玉，
王　恒，高战武，
李　峰，徐　伟，
袁兆德，谢　虹，
邵延秀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联合基金

１９

断层亚失稳与地震

短临前兆物理机制

的实验和数值模拟

研究

Ｕ１８３９２１１ 马胜利

马 瑾 ，王丽凤，

代树红，姚　路，
郭彦双，汲云涛，

黄元敏，李　媛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联合基金

２０
东西构造结的碰撞

变形过程研究及大

陆俯冲机制研究

４１４９０６１５ 丁　林

甘卫军，梁诗明，

张克亮，张永奇，

李长军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２１
东北缘壳幔结构宽

频带地震台阵高分

辨率地球物理探测

４１５９０８６２ 陈九辉

刘启元，郝重涛，

郭　飚，李顺成，
李　昱，尹昕忠，
赵盼盼，齐少华，

陈一方，陈　勇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２２

青藏高原东北缘新

生代构造变形几何

结构、运动图像完

善与演化过程恢复

４１５９０８６１ 郑文俊

郑德文，单新建，

张会平，王伟涛，

任治坤，刘彩彩，

王庆良，李传友，

张竹琪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２３ 构造地貌学 ４１６２２２０４ 张会平
郑德文，王伟涛，

庞建章，任治坤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９年度报告　　

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２４

太平洋板块俯冲与

大地震对中国东北

和华北地区构造应

力场的影响

４１４７４０２８ 王　敏
陶　玮，王阎昭，
王克林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５
地震前准动态失稳

形成的动力条件和

过程

４１５７２１８１ 郭彦双

陈顺云，汲云涛，

卓燕群，任雅琼，

宋春燕，李世念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６
甘肃北山旧井地区

活动断裂的形成及

其地震危险性评价

４１５７２１９５ 杨晓平

黄雄南，李正芳，

黄伟亮，张　玲，
杨海波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７

就地 （ｉｎｓｉｔｕ）宇
宙 成 因 碳 十 四

（
１４Ｃ）法研究基岩
区古地震—以狼山

山前断裂为例

４１５７２１９６ 尹金辉
刘进峰，杨　雪，
郑勇刚，丁杏芳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８
湖北习家店古新世

河湖相沉积记录的

高热事件研究

４１５７２３４６ 蒋汉朝
徐红艳，梁莲姬，

李艳豪，刘浪涛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９
青藏高原东北缘壳

幔速度结构伴随层

析成像研究

４１５７４０４５ 郭　飚
刘沁雅，齐少华，

高　翔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０
非均匀地中低频电

磁辐射源探测与反

演定位

４１５７４０６４ 胡文宝 韩　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１

郯庐断裂带临沂－
广济段岩石圈电性

结构及其动力学意

义研究

４１５７４０６６ 陈小斌

王志才，蔡军涛，

王立凤，韩　冰，
董泽义，郭春玲，

姜　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２

基于高频 ＧＮＳＳ地
震学的震源参数与

破裂过程实时反演

研究

４１６３１０７３ 单新建

屈春燕，梁诗明，

李　昱，王振杰，
汪荣江，姬生月，

方荣新，李彦川，

张迎峰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３３
龙门山断裂带北东

段青川断裂晚第四

纪活动习性研究

４１６０２２０６ 孙浩越
石　峰，高　伟，
苏　鹏，邹俊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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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３４

ＬｉＤＡＲ技术与 ＳｆＭ
摄影测量方法对比

及其在活动构造定

量研究中的应用

４１６０２２２４ 毕海芸
俞晶星，李新男，

艾　明，刘金瑞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５
实验研究流体在地

震断裂带愈合过程

中的作用

４１６０２２２７ 段庆宝
成里宁，韩明明，

商咏梅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６

祁连山南北缘晚新

生代孢粉记录对比

及其对构造－气候
变化的响应

４１６０２３５８ 徐红艳 钟　宁，彭小平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７
基于 ＬＡＩＣＰＭＳ设
备的裂变径迹测年

实验方法研究

４１６０３０５４ 庞建章
武　颖，李朝鹏，
陈　干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８

宽幅干涉数据电离

层效应改正及对地

震构造参数反演影

响的研究

４１６０４００８ 龚文瑜
张桂芳，刘云华，

姜　芋，张迎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９

内蒙古中部索伦缝

合带及邻区的地壳

－上地幔三维电性
结构研究

４１６０４０６５ 董泽义
陈小斌，蔡军涛，

程远志，姜　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０
钾长石半脆性－塑
性流变实验研究

４１６０４０７２ 党嘉祥
姚文明，焦　裕，
戴文浩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１

喜马拉雅东构造结

现今三维地壳形变

与构造运动的 ＧＰＳ
观测研究

４１６０４０７８ 梁诗明
张克亮，刘绍卓，

李彦宝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２
基于释光年代约束

的北天山金钩河河

道演化历史

４１６７１００８ 覃金堂

张金玉，李盛华，

李跃华，王浩然，

邹俊杰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３
松散沉积物断层崖

形态演化对重复强

震活动响应研究

４１６７２１９４ 魏占玉
石　峰，孙浩越，
高　伟，苏　鹏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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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４４

青藏高原岩石圈各

向异性的动力学内

涵及成因约束：来

自组构分析－原位
弹性波测量－流变
学实验研究的启示

４１６７２１９７ 杨晓松

姚文明，段庆宝，

苗社强，杨　，
陈进宇，商咏梅，

成里宁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５

红河断裂带三维运

动学和动力学模型

构建及其强震危险

性分析

４１６７４０６７ 王丽凤

闻学泽，马胜利，

刘　杰，翟璐媛，
王志伟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６
川滇地区极低频电

磁场分布特征及异

常信息分析研究

４１６７４０８１ 汤　吉
王立凤，韩　冰，
阮　帅，程远志，
邓　琰，李建凯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７
克拉通破坏与陆地

生物演化
４１６８８１０３ 周忠和 郑德文，李又娟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基础科学

中心项目

４８
考虑云和地形影响

的地表长波辐射遥

感反演研究

４１７０１４０９ 焦中虎 赵由佳，郑博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４９
１６９５年临汾大地震
发震断层

４１７０２２２１ 石　峰
苏　鹏，高　伟，
邹俊杰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０

１９８５年 新 疆 乌 恰
ＭＳ７．４地震断层相
关沉积物光释光测

年探索研究

４１７０２２２２ 杨会丽

罗　明，刘　奇，
王浩然，Ｎａｏｍｉ
Ｐｏｒａｔ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１

程海－宾川断裂新
构造活动对川滇地

块西缘走滑拉张作

用的构造响应

４１７０２２２３ 王　恒
张金玉，姚文倩，

徐心悦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２
黏滑失稳前断层预

滑时空演化及力学

机制的实验研究

４１７０２２２６ 卓燕群 齐文博，李世念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３

甘肃－西秦岭地区
地壳速度结构及不

同层位方位各向异

性的密集地震台阵

的环境噪声研究

４１７０４０５０ 李　昱 陈一方，陈　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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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５４

三维大地电磁实用

化约束反演及 ＧＰＵ
＋ＣＰＵ异构混合并
行改进

４１７０４０７８ 阮　帅
汤　吉，董泽义，
韩　冰，邓　琰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５

渤海湾盆地裂后期

快速沉降机制的构

造－热演化模拟研
究

４１７０４０８７ 刘琼颖
李彦宝，曾　蒂，
李　通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６
川西地区地壳分层

各向异性的接收函

数研究

４１７０４０９５ 齐少华 陈一方，高　翔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５７
大陆型高原边界地

形演化的对比研究
４１７６１１４４０６５ 刘　静

郑德文，王　萍，
张金玉，王　恒，
葛玉魁，王一舟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５８

上新世－更新世死
海断裂和阿尔金断

裂地区地貌演化过

程、走滑速率及其

动力学意义

４１７６１１４４０７１ 张会平

郑德文，王伟涛，

马　严，时丕龙，
马元旭，何宏林，

任治坤，王一舟，

李雪梅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５９
鄂西－三峡地区更
新世古人类遗址综

合年代学研究

４１７７２１７４ 韩　非 尹功明，张立民，

王　躲，钟　宁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０
玉龙－哈巴雪山晚
第四纪隆升方式研

究

４１７７２１８５ 尹功明
马　严，王　躲，
李文朋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１
秦岭 中 段 （陕 西

段）新生代构造地

貌研究

４１７７２１９８ 庞建章
王　英，王一舟，
肖　霖，李朝鹏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２
多时间尺度重建雅

鲁藏布江大峡谷河

流地貌过程

４１７７２１９９ 王　萍
王　英，胡　钢，
袁仁茂，王慧颖，

李晓峰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３
活动弯矩断层陡坎

的识别、时空演化

特征与强震

４１７７２２２１ 陈　杰

杨会丽，覃金堂，

许建红，李跃华，

罗　明，王浩然，
刘　奇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４
震后松弛阶段地壳

岩石非稳态蠕变实

验研究

４１７７２２２３ 周永胜

党嘉祥，马　玺，
苗社强，焦　裕，
戴文浩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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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６５

流体渗透扩散对三

峡库区浅层介质物

性及地震活动影响

研究

４１７７２３８４ 张丽芬 段庆宝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６

帕米尔高原内部强

震 “级联”触发机

制的 ＩｎＳＡＲ形变场
检测研究

４１７７４０４３ 孙建宝
梁诗明，李铁明，

李明佳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７
使用历史地震图研

究 １９２０海原 Ｍ８．５
地震

４１７７４０５０ 郭　志 陶京
#

，李　通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８

各向异性介质大地

电磁二维反演和三

维自适应有限元正

演

４１７７４０８０ 李予国 肖骑彬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６９

断层摩擦滑动与压

溶过程的机制性关

联研究———聚焦基

性岩中的无水矿物

４１７７４１０３ 何昌荣
姚文明，田　平，
刘　洋，张　姝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０
水热作用下花岗岩

和辉长岩的中－高
速摩擦性质研究

４１７７４１９１ 姚　路
马胜利，马　玺，
王　羽，陈进宇，
李晓慧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１
青藏高原中部崩错

断裂晚第四纪滑动

速率的精确厘定

４１８０２２０９ 李　康 吴熙彦，罗佳宏，

魏雷鸣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２

利用基岩河道水力

侵蚀模型模拟山体

隆升历史的方法研

究———以秦岭北缘

（陕西段）为例

４１８０２２２７ 王一舟
武　颖，李又娟，
李朝鹏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３

海原－六盘山断裂
带三维精细速度结

构地震环境噪声成

像研究

４１８０４０５５ 赵盼盼 尹昕忠，陈一方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４
高温高压条件下基

性岩组成矿物蚀变

的实验研究

４１８０４１６８ 马　玺
姚文明，刘　洋，
戴文浩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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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７５
中国鄂西－三峡地
区早期人类古遗址

地层的年代学研究

４１８１１０１３２０ 韩　非 尹功明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７６
青藏高原东北缘海

原地区新生代盆－
山构造演化

４１８７２２０４ 王伟涛 庞建章，王一舟，

熊建国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７

隐伏活动断层的定

量研 究 与 三 维 建

模：以龙门山山前

带为例

４１８７２２０６ 鲁人齐

蔡明刚，李海鸥，

李新男，魏雷鸣，

王振南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８
基岩断层面的古地

震研究
４１８７２２１３ 何宏林

孙浩越，石　峰，
横山典，白滨吉起，

郝海健，邹俊杰，

周　朝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７９

巴颜喀拉地块中部

ＩｎＳＡＲ形变场演化
特征及地震危险性

研究

４１８７２２２９ 屈春燕

龚文瑜，张桂芳，

赵德政，李彦川，

乔　鑫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０
阿尔金断裂带中段

运动特征与应变分

布模式研究

４１８７４０２７ 刘云华

宋小刚，张桂芳，

张迎峰，赵德政，

李彦川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１
俯冲带蛇纹石矿物

摩擦滑动特性实验

研究

４１８７４２１８ 张　雷
马　玺，刘　洋，
田　平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８２
天山与大高加索地

区的活动褶皱作用

与强震

４１９１１５３０１０９ 陈　杰
覃金堂，张伟恒，

刘　奇，邸　宁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８３

利用构造物理学综

合方法研究中国西

南地区的地壳应力

状态与强震孕育区

的识别

４１９１１５３０１１１ 郭彦双 马　瑾 ，王凯英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８４
地震断层力学高级

研讨会：理论、模

拟和观测

４１９８１２４０６８６ 卓燕群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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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８５
中国大陆多手段垂

直形变数据处理与

信息获取

２０１５ＦＹ２１０４０４ 罗三明

屈春燕，单新建，

张国宏，宋小刚，

刘云华，张桂芳，

李彦川，姜　宇，
张迎峰，左荣虎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国家级

其他项目

８６
万人计划－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

２０６９９９９ 刘　静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８７
中国地震科学实验

场科学设计预研
２０１８ＣＳＥＳ０１０２

张晓东

孙　珂

刘　静，张金玉，
王　恒，袁兆德，
王　鹏，邵延秀，
徐　晶，韩龙飞，
姚文倩，徐心悦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８８
川滇地区短临预测

新方法探索和应用

研究

２０１８ＣＳＥＳ０２０３ 赵庶凡 韩　冰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８９
红河断裂带现今应

变积累特征及变形

机制研究

２０１７Ｍ６１０９５４ 徐克科 甘卫军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９０
川藏铁路横断山区

工程地质关键技术

研究及工程应用

２０１７Ｇ００８－Ｆ 蒋良文 陈顺云，甘卫军，

陈立春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９１
祁连山河流地貌特

征及其蕴含的构造

意义研究

２０１８Ｍ６４１４２６ 王一舟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

９２
２０１９年地震地质与
地震动力学分中心

运维与数据更新

ＳＪＧＸ－２０１９
－０２－０４

刘云华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９３
中国大陆今年主要

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
变场数据集

ＳＪＧＸ－２０１９
－０２－０４ｓ

刘云华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９４
重防区－断层运动
形变资料分析 ２０１９

ＪＨ－１９－１０ 张国宏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９５
重防区－地震地质
综合应用 ２０１９

ＪＨ－１９－１１ 于贵华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９６
全球板块与活动构

造数据库 ２０１９
ＪＨ－１９－１３ 刘　姣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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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９７
地震信息分类通则

标准预研及大纲编

制 ２０１９
ＪＨ－１９－１４ 于贵华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９８
２０３５年科技创新规
划编制 ２０１９

ＪＨ－１９－２３ 马胜利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９９
地震构造探测与分

析系统，完成 ２２５ｋｍ
的作业 ２０１９

ＪＨ－１９－２５
单新建

龚文瑜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１００
发展战略研究与规

划 ２０１９
ＪＨ－１９－２８ 马胜利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１０１
《活动断层探察释光》

标准编制
ＹＬ－１９－０２（ＪＨ） 杨会丽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１０２
《活断层探察　宇
宙成因核素》标准

ＹＬ－１９－０３（ＪＨ） 郑荣章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省部级项目

　　注：带  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２、横向协作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１
惠州市城市活断层 （惠州断裂）探测

与地震危险性评价项目———控制性钻

孔探测与第四纪地层剖面建立

王　萍 广东省工程防震研究所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２
兴平市活断层探测目标区第四纪地层

剖面建立专题
尹金辉 陕西省地震局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３ 昌邑以北段活动断层研究 鲁人齐 山东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２０１９～２０１９

４
蚌埠、滁州活断层探测及地震危险性

分析———标准孔探测与第四纪地层剖

面建立

刘春茹 安徽省地震工程研究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５ 地质勘查项目技术服务 尹功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

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６ 阿坝断裂 １
!

５万活动断层地质填图 何宏林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７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１第四纪

王　萍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８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２遥感解译

张国宏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

ＣＭＹ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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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９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１

石　峰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０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２

黄雄南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１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３

谭锡斌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２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３活动断裂普查
子专题 ５

陈　杰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３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８成果集成与数
据库建设

刘云华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４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专题 ５主要活动断裂
危险性评价

张竹琪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５
阿坝州 （含盆地地区）１

!

２５万活动断
层普查项目———质量保证组

蒋汉朝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防震减灾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６
甘孜州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１第四纪

范佳伟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７
甘孜州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２遥感

龚文瑜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８
甘孜州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５危险性评价

张竹琪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９
甘孜州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８数据库

张会平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２０
甘孜州１

!

２５万活动断层普查项目———
专题 ９项目管理和交流

蒋汉朝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３、实验室设立的自主研究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类型 起止时间

１ 多引线高温高压三轴实验系统的总装与测试 刘力强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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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类型 起止时间

２ 岩石高速摩擦实验系统的改进及其应用 马胜利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３
丽江－小金河断裂带及其邻区深部电性结构探
测研究

陈小斌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４
荒僻地区连续 ＧＰＳ站长期运行的优化技术试
验研究

甘卫军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５ 丽江－小金河断裂新生代以来运动演化研究 尹功明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６
滇西北地区红河断裂北部尾端第四纪晚期滑

动速率与地震危险性
张金玉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７ 东昆仑－柴达木盆地过渡带深部电性结构研究 肖骑彬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８ 活动隐伏逆断裂研究方法初探 陈　杰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９
根据长期地表形变观测构建空间不均一的断

层摩擦属性
王丽凤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１０
脉冲激发释光技术在构造活跃区石英释光测

年中的应用
覃金堂

实验方法与

技术研究课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１１
老虎山断裂蠕滑段及邻近断裂段的第四纪活

动性与几何复杂度研究
刘　静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１２
海原断裂带 “天祝地震空区”断裂精细运动

特征的 ＧＰＳ观测研究
甘卫军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１３
天祝地震空区深浅构造及地震活动性的流动

台阵探测研究
陈九辉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１４ 柴达木盆地北缘构造变形与祁连山隆升历史 熊建国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１５
基于宇宙成因核素年代学方法的新疆阿尔泰

地区地貌演化及其控制因素研究
马　严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１６
断层亚失稳过程测震学特征———基于天祝高

频微震台网的信号分析
杨晓松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７
基于时序 ＩｎＳＡＲ的天祝地震空区断裂带形变
场精细观测及地震危险性研究

屈春燕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１）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２０１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ｍｏ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ｖｅｒ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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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９），

６８０３—６８０６．

２）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ＭａＪｉｎ，２０１９，Ｃｏ

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ｂｅｄｒｏｃｋ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ｏｔｈｅＭＳ６３Ｋａｎｇｄ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ｎ２２Ｎｏｖｅｍ

ｂｅｒ２０１４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７６（１）：９７—１１７．

３）陈小斌，叶涛，蔡军涛，王立凤，２０１９，大地电磁资料精细处理和二维反演解

释技术研究（七）———云南盈江－龙陵地震区深部电性结构及孕震环境，地球物理学

报，６２（４）：１３７７—１３９３．

４）陈晓利，单新建，张凌，刘春国，韩娜娜，兰剑，２０１９，地震诱发滑坡的快速

评估方法研究：以 ２０１７年 ＭＳ７０九寨沟地震为例，地学前缘，２６（２）：３１２—３２０．

５）陈一方，陈九辉，郭飚，齐少华，赵盼盼，２０１９，接收函数曲波变换去噪与偏

移成像，地球物理学报，６２（６）：２０２７—２０３７．

６）ＣｈｅｎｇＦｅｎｇ，ＧａｒｚｉｏｎｅＣａｒｍａｌａ，ＪｏｌｉｖｅｔＭａｒｃ，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ＤｏｎｇＪｉｂａｏ，Ｒｉｃｈｔｅｒ

Ｆａｂｉａｎａ，ＧｕｏＺｈａｏｊｉｅ，２０１９，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Ｙｕｍｅｎ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

Ｓｈａ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６５：１５６—１７１．

７）程理，苏刚，李光涛，尹功明，吴昊，余建强，２０１９，云南中甸－大具断裂上

新发现的地震地表破裂带，震灾防御技术，１４（４）：７９７—８０９．

８）ＣｈｅｎｇＬｉｎ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ＱｉＤｏｎｇｍｅｉ，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ｏ

ｌｔｚ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２０１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ｍｉｃａｇｒａｎｉｔｅａｎｄ

ｂｏｒｏｎｒｉｃｈｆｌｕｉｄ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ｕｒｍａｌｉｎ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２（１０）：１６３０—１６４４．

９）ＣｈｅｎｇＬｉｎ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ＬｉＸｉａｏｙａｎ，ＡｌｍｅｅｖＲｅｎａｔＲ．，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Ｈｏｌｔｚ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２０１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ｐｒｏｂｅ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ｏｒ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ｌｉ

ｃａｔｅｇｌａｓｓｅｓ，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５（４）：８７４—８８２．

１０）Ｃ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ｉ，ＴａｎｇＪ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ＷａｎｇＬｉｂｏ，２０１９，Ｃｒｕｓ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ａｇｍａｐｌｕｍｂ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ＰｕｅｒＢａ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６３（２０１９）：３０—４５．

１１）戴文浩，周永胜，２０１９，震后松弛阶段脆－塑性转化带的变形———以红河断

裂为例，地震地质，４１（４）：９９６—１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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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邓琰，汤吉，阮帅，２０１９，三维大地电磁自适应正则化有限内存拟牛顿反

演，地球物理学报，６２（９）：３６０１—３６１４．

１３）董金元，李传友，郑文俊，李涛，李新男，张培震，任光雪，董绍鹏，刘金

瑞，２０１９，宗务隆山南缘断裂构造地貌特征与晚第四纪滑动速率，地震地质，４１（２）：

３４１—３６２．

１４）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ＧｉａｒｄｉｎｉＤｏｍｅｎｉｃｏ，ＴｏｗｎｅｎｄＪｏｈｎ，ＧｅＳｈｅｍｉｎ，Ｓｈｉｍａｍｏ

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２０１９，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ｏｈａｎｇ，Ｋｏｒｅ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Ｗ５５）ｂ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０（５）：１８４４—１８５８．

１５）范晔，叶青，刘高川，２０１９，地电暴事件判别方法及特征分析，地震工程学

报，４２（１）：１０７—１１５．

１６）ＦｕＪｉｈｕａ，ＬｉＺｈｉｔａｏ，ＭｅｎｇＨａｏ，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ｊｕ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１９，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ｃ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ｅｎｓｏｒｓｆｏｒｄｅｎｓ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ｆｉｅｌ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ｓｏｒｓ，１９（９）：１９９９．

１７）葛玉魁，刘静，张金玉，李亚林，２０１９，日喀则弧前盆地的埋藏和剥蚀历史

———来自低温热年代学的约束，地震地质，４１（２）：４４７—４６６．

１８）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Ｄａｒｒｏｗ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Ｍ．，ＭｅｙｅｒＦｒａｎｚＪ．，ＤａａｎｅｎＲｏｎａｌｄＰ．，２０１９，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ｒｏｚｅｎｄｅｂｒｉｓｌｏｂ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ｌａｓｋａｕｓｉｎｇ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ａ

ｄ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２１（２０１９）：７２２—７４０．

１９）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Ｔａｏ，ＷｅｎＳｈａｏｙ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ＨｏｕＬｉｙ

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２０１９，Ｍｕｌｔｉｓｅｎｓｏｒ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７

ＭＷ６３Ｊｉｎｇ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１（１８）：２１５７．

２０）ＧｕａｎＭｉｎ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ｇＹａｘｉｎ，ＬｉＱｉｎｇｑｕａｎ，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ＦａｎｇＸｕ，ＹｕＪｉａｎ

ｗｅｉ，２０１９，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ｂｕｒｉｅｄ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ｍｕｌｔｉｓｅｎｓｏｒ

ｄａｔａｆｕｓｉｏｎ，ＩＥＥＥＡｃｃｅｓｓ，７：１２５３００—１２５３０９．

２１）ＧｕａｎＭｉｎｇｌｅｉ，ＬｉＱｉｎｇｑｕａｎ，ＺｈｕＪｉａｓｏ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Ｌｉ，Ｈｕａｎｇ

Ｃｈｅｎｈｕ，ＤｉｎｇＫａｉ，２０１９，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ｔｉｄ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７１：３２４—３３１．

２２）ＧｕｏＢｉ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９，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

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Ｚｏｎｅｆ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Ｐｈｙｓｉｃｓ，３（３）：２３２—２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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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郭瑾，闫小兵，李自红，陈慧，扈桂让，２０１９，汶川地震断层带中碳酸盐岩

碳氧同位素分异———对断层愈合机制的启示，地质通报，３８（６）：９５９—９６６．

２４）ＧｕｏＹｕｎ，ＳｕｎＣｈｅｎｇｋａｉ，ＬｕｏＬａｎ，ＹａｎｇＬｉｎｌｉｎ，ＨａｎＦｅｉ，ＴｕＨｕａ，ＬａｉＺｈｏｎｇ

ｐ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Ｂａ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ＳｈｅｎＧｕａｎｊｕｎ，ＧｒａｎｇｅｒＤａｒｒｙｌ，２０１９，
２６Ａｌ／１０Ｂｅｂｕｒｉ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Ｙｉｙｕａｎｈｏｍｉｎｉｎｆｏｓｓｉｌｓｉｔｅ，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９，９（１）：６９６１．

２５）ＨａｎＦｅｉ，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ＳｕｎＸｕｅｆｅｎｇ，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

２０１９，ＣｏｕｐｌｅｄＥＳＲａｎｄＵ－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ｈｏｍｉｎｉｎｓｉｔｅＢａｉｌｏｎｇｄｏｎｇ

ｃａｖ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４９：２９１—２９６．

２６）韩龙飞，刘静，袁兆德，邵延秀，王伟，姚文倩，王鹏，梁欧博，徐心悦，

２０１９，基于高分辨率地形数据的冲洪积扇特征提取与演化模式讨论———以海原断裂

带老虎山地区冲洪积扇为例，地震地质，４１（２）：２５１—２６５．

２７）韩明明，杨晓松，姚路，陈进宇，马胜利，２０１９，基于中速－高速摩擦实验研

究含碳断层带的电导率特征，地球物理学报，６２（３）：９６７—９８１．

２８）ＨｕＰ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ｉｈｅ，ＬｉｕＬｅｉ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ｎｋｅ，ＬｕａｎＸｉｎｇｌｏｎｇ，ＭａＸｉ，Ｃｈｕ

ＰａｕｌＫ．，ＺｈｏｕＪｉｃｈａｏ，ＺｈａｏＰｅｎｇｄａ，２０１９，Ｂｉｏｃｈａｒ／ｓｔｒｕｖｉ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ｓａｎｏｖｅ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ｆｏｒ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Ｎａｎｄ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６

（１７）：１７１５２—１７１６２．

２９）ＨｕＷｅｉ，ＨｕａｎｇＲｕｎｑｉｕ，ＭｃＳａｖｅｎｅｙＭａｕｒｉ，ＹａｏＬｕ，ＸｕＱ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Ｍｉｎｇｓｈｉ，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ｈｕｉ，２０１９，Ｓｕｐｅｒｈｅａｔｅｄｓｔｅａｍ，ｈｏｔＣＯ２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ｔｊｏｉｎｔｌｙ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ａｇｉａｎｔ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１０：８５—９３．

３０）ＨｕａｎｇＧｕｏｊｉａｏ，ＢａＪｉｎｇ，ＤｕＱｉｚｈｅｎ，ＣａｒｃｉｏｎｅＪｏｓéＭ．，２０１９，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ｏ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ｌａｙｅｒｅｄ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ｍｅｄ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７３：１４５３—１４６３．

３１）ＨｕａｎｇＺｉ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

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２０１９，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７ＭＷ７３Ｄａｒ

ｂａｎｄｉｋｈａｎ，ＩｒａｎＩｒａ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Ｄ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１（２１）：２５２１．

３２）ＩｍｒｅｃｋｅＤａｎｉｅｌＢ．，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Ａ．，ＣｈｅｎＪｉｅ，Ｓｃｈｏ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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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Ｍ．，ＨｅｄｒｉｃｋＫａｔｈｒｙｎＡ．，ＬａｐｅｎｌＴｈｏｍａｓＪ．，ＬｉＷｅｎｑｉａｏ，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

２０１９，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ｍｉｒ，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１１（４）：５６０—５８０．

３３）ＪｉａＢａｏｘｉｎ，ＳｕｎＡｏ，ＰａｎＹｉ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Ｈａｏ，ＬｉｕＦｅｎｇｐｕ，２０１９，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ｐｉｃｋｉｎｇｕｐ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ｒｒｉｖａｌｔｉｍ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ｎｔｒｏｐｙｔｈｅｏｒ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９，６０７４７８１．

３４）ＪｉａＢａｏｘｉｎ，ＺｈｏｕＬｉｎｌｉ，ＰａｎＹｉ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Ｈａｏ，２０１９，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ｏｕｒｃｅ

ｆｉｅｌ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ｍｉｎｅ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９：１４８７４８６．

３５）贾宝新，陈浩，潘一山，陈扬，２０１９，多参量综合指标冲击地压预测技术研

究，防灾减灾工程学报，３９（２）：３３０—３３７．

３６）贾媛，甘卫军，李杰，朱成林，殷海涛，卢双苓，鞠佳斌，２０１９，抽水对泰安

地震台钻孔分量应变的影响及其机制，地震地质，４１（６）：１４２９—１４４３．

３７）ＪｉａｎＨｕｉｚｉ，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Ｌｉａｎｇ

Ｓｈｉｍｉｎｇ，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Ｙｉｎ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２０１９，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７

ＭＷ６５ｍａｉｎｌ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 ＧＰ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１

（２４）：２９４０．

３８）姜峰，陈小斌，董泽义，崔腾发，刘钟尹，王培杰，２０１９，利用单剖面大地电

磁三维反演识别沙德和玉农希断裂，地震地质，４１（６）：１４４４—１４６３．

３９）焦裕，周永胜，张雷，姚文明，２０１９，流体对石灰岩断层摩擦滑动影响的实

验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２（１）：１５９—１７１．

４０）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Ｙａｎ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ｘｉｎｇ，ＭｕＸｉｈａｎ，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２０１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ｖ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ｅｒｒａｉｎ，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２（２）：４１０—４２３．

４１）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Ｒｅｎ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ＭｕＸｉｈａｎ，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ｘｉｎｇ，ＤｏｎｇＪｉａ

ｊｉ，２０１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ｓｋｙｖｉｅｗｆａｃｔｏ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ｕｓ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ｄａｔａ，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６（２）：２２２—２３７．

４２）ＪｉｃｈａＢｒｉａｎＲ．，ＳｉｎｇｅｒＢｒａｄＳ．，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２０１９，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ＵＳＡａｎｄＲｕｓｓｉａｆｏｒＥｍｅｉｓｈ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Ｇｕａｄａｌｕｐｉａｎ

Ｌｏｐｉｎｇｉａ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６（４）：６１４—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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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９年度报告　　

４３）柯君卓，汪驰升，高青，国博文，王新雨，舒齐奇，２０１９，区块链在最后一千

米物流配送的应用分析，物流科技，４２（２）：３８—４１．

４４）ＬｅｅＫａｎｇＫｕｎ，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ＧｉａｒｄｉｎｉＤｏｍｅｎｉｃｏ，ＴｏｗｎｅｎｄＪｏｈｎ，Ｇｅ

Ｓｈｅｍｉｎ，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ＹｅｏＩｎＷｏｏｋ，ＫａｎｇＴａｅＳｅｏｂ，ＲｈｉｅＪｕｎｋｅｅ，ＳｈｅｅｎＤｏｎｇ

Ｈｏｏｎ，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ｄｏｎｇ，ＷｏｏＪｅｏｎｇＵｎｇ，Ｌａｎｇｅｎｂｒｕｃｈ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２０１９，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ｉｎｊｅｃ

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ｉｓｋ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６４（６４４２）：７３０—７３２．

４５）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Ｗａ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ＳｕＪｉｎｒｏｎｇ，２０１９，Ｔｈ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ＭＬ５７ａｎ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ＭＬ５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０（３）：１０９９—１１１０．

４６）ＬｅｉＸｉｎｇｌｉｎ，Ｗａ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ＳｕＪｉｎｒｏｎｇ，２０１９，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ｌｉｎ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ｗａｔｅ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ｓａｌｔｍｉｎｅａｎｄ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ｓｉｔｅｉｎＣｈａｎｇｎ

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Ｐｈｙｓｉｃｓ，３（６）：５１０—５２５．

４７）李朝鹏，郑德文，王英，庞建章，肖霖，李又娟，２０１９，基于激光剥蚀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质谱（ＬＡＩＣＰＭＳ）的锆石微区 Ｕ－Ｐｂ精确定年，地震地质，４１（１）：２３７—

２４９．

４８）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２０１９，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ｅ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８（７）：２１６１—２１８４．

４９）李红，邓志辉，陈连旺，周庆，冉洪流，邢成起，２０１９，走滑断层地震地表破

裂带分布影响因素数值模拟研究———以 １９７３年炉霍 ＭＳ７６地震为例，地球物理学

报，６２（８）：２８７１—２８８４．

５０）ＬｉＫａｎｇ，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ＸｕＸｉｗｅｉ，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ＲｅｎＪｕｎｊｉｅ，ＷａｎｇＤｕｏ，２０１９，

Ｒａｔｅｓｏｆ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ＤｏｎｇＣｏｆａｕｌｔ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１４Ｃ

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８３（２０１９）：１０３９６２．

５１）李世念，齐文博，刘力强，２０１９，超动态变形场长时间观测系统，地震地质，

４１（６）：１５２９—１５３８．

５２）ＬｉＴａｏ，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Ｍ．，ＣｈｅｎＪｉｅ，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ＦｅｎｇＷａｎｐｅｎｇ，Ｌｉ

Ｗｅｎｑｉａｏ，ＸｕＪｉａｎｈｏｎｇ，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Ａ．，ＳｏｂｅｌＥｄｗａｒｄＲ．，ＺｈａｎｇＢｏｘｕａ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

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２０１９，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１６ＭＷ６６Ａｋｅｔａｏ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ｘｔｒａｌｓｌｉｐＭｕｊｉ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ｍｉｒＯｒｏｇｅｎ，Ｔｅｃ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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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ｓ，３８（１１）：３９７５—３９８９．

５３）ＬｉＴａｏ，ＣｈｅｎＺｈｕｘｉｎ，ＣｈｅｎＪｉｅ，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ｏｂ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Ａ．，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ｏｕｇｌａｓ

Ｗ．，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ＨｅＸｉａｏｈｕ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Ｂｏｘｕａｎ，２０１９，Ａ

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ａｎｄｄｏｗｎｄｉｐ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ｆｒｏｎｔａｌｔｈｒｕｓｔａｎｄｉ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

１９８５ＭＷ６９Ｗｕｑ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４（９）：

９８９０—９９１９．

５４） 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ＦｅｎｇＸｉｊｉｅ，ＬｉＸｉａｏｎｉ，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

Ｐｅｉｚｈｅｎ，ＰｉｅｒｃｅＩａｎＫ．Ｄ．，ＬｉＧａｏｙａ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ＬｉｕＹａｎｊｉａｎｇ，Ｒｅｎ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Ｌｕｏ

Ｑｕａｎｘｉｎｇ，２０１９，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ｅｒｎＬｉｕｐａ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４５：１０６８４９．

５５）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ＰｉｅｒｃｅＩａｎＫ．Ｄ．，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

ＤｏｎｇＪｉｎ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Ｇａｎ，ＡｉＭｉｎｇ，Ｒｅｎ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ＬｕｏＱｕａｎｘｉｎｇ，２０１９，Ｎｅｗ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

ｆｏｒｔｈｅＴｉａｎ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ｕｓ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ＧＰＳ，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ＮＥＴｉｂｅｔ，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７５５：６４—７４．

５６）ＬｉＸｉ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ＭａＨｅｑｉｎｇ，ＷｕＷｅｉｙｉｎｇ，２０１９，Ｄ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２００９Ｌ′Ａｑｕｉｌ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２０１９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ＩＧＡＲＳＳ

２０１９），９５７３—９５７６．

５７）ＬｉＸｕｅｍｅ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ＳｕＱｉ，２０１９，Ｂｅｄｒｏｃｋ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ｏｒｍｉｎｔｈｅＭａｄｏｎｇ

Ｓｈａｎ（ＮＥＴｉｂｅ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８１：１０３８９６．

５８）李亚伟，李长安，张玉芬，林旭，王节涛，孙习林，魏传义，郭汝军，冷勇

辉，２０１９，长江流域碎屑锆石 Ｕ－Ｐｂ年龄物源示踪研究进展，地震地质，４１（２）：

５２１—５４４．

５９）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２０１９，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Ｋｕｎｌｕｎ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１（１５）：１７７５．

６０）李媛，刘希康，郑智江，刘峡，２０１９，甘肃及附近地区断层形变异常特征的

综合提取与震例总结，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９（１２）：１２５４—１２６０＋１２９２．

６１）李媛，刘希康，刘峡，杜雪松，万永魁，２０１９，唐山台跨断层基线破年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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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９年度报告　　

趋势转折异常的数值模拟分析，地震，３９（１）：３９—４７．

６２）李长军，甘卫军，秦姗兰，郝明，梁诗明，杨帆，２０１９，青藏高原东南缘南段

现今变形特征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６２（１２）：４５４０—４５５３．

６３）李贞，郭飚，刘启元，陈九辉，李顺成，齐少华，２０１９，青藏高原东北缘上地

幔多尺度层析成像，地球物理学报，６２（４）：１２４４—１２５５．

６４）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ＬｉＺｈｅ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Ｂｉ

Ｈａｉｙｕｎ，２０１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ｓｅａｉｃ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

ｓｅｔｉｎｐｏ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ｓ，２０１９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９），４２１０—４２１３．

６５）ＬｉｎＸｕ，ＴｉａｎＹｕｎｔａｏ，ＤｏｎｅｌｉｃｋＲａｙｍｏｎｄＡ．，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ＣｌｅｂｅｒＳｏａｒｅｓＪｏ

ｓｅ，ＬｉＣｈａｎｇ′ａｎ，ＷｕＱｕａｎｙｕａｎ，ＬｉＺｈａｏｎｉｎｇ，２０１９，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ａｎｄ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ｍｏｄｅｒｎｒｉｖｅｒ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ａｐａｔｉｔｅ

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ａｇ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７０：８４—９５．

６６）林旭，刘静，２０１９，江汉和洞庭盆地与周缘造山带盆山耦合研究进展，地震

地质，４１（２）：４９９—５２０．

６７）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ＣｕｉＦｕｒｏｎｇ，ＭｕｒｒａｙＡｎｄｒｅｗＳ．，ＳｏｈｂａｔｉＲｅｚａ，ＪａｉｎＭａｙａｎｋ，Ｇａｏ

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ＬｉＷｅｎｐｅｎｇ，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ＬｉＰｉｎｇ，ＺｈｏｕＴｉａｎｇｕ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２０１９，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ｒｉｖｅｒｂｅｄｃｏｂｂｌ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ｈｉｙａｎｇＲｉｖ

ｅｒ，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４９：１８４—１９０．

６８）ＬｉｕＱｉｏｎｇ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Ｊ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ｗｅｎ，ＷａｎｇＤｏ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ｕｚｈｕａｎ，

ＣｈｅｎＬｉｃｈｕｎ，２０１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ｉｔｙｕｓｉｎｇｎｅ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ｒａｃ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３３（８）：１２７６—１２８６．

６９）刘晓东，单新建，张迎峰，尹昊，屈春燕，２０１９，基于强震记录的汶川地震

同震形变场及滑动反演，地震地质，４１（４）：１０２７—１０４１．

７０）刘云华，张迎峰，张国宏，郑博文，单新建，２０１９，２０１６年 １月 ２１日门源

ＭＳ６４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及发震构造研究，地球物理学进展，３４（３）：８９６—９０７．

７１）刘志成，高战武，徐伟，袁兆德，王继，王万合，２０１９，河套断陷带包头凸起

的构造特征，地震地质，４１（５）：１１０５—１１２２．

７２）ＬｏＹｉＣｈｉｎｇ，ＹｕｅＨａｎ，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ＺｈａｏＬｉ，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２０１９，Ｔｈｅ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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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Ｗ６４Ｈｕａｌｉｅ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ｌｉｐ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ｏ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２４：１１５７２９．

７３）ＬｕＨｏｎｇｈｕａ，ＬｉＢｉｎｇｊｉｎｇ，ＷｕＤｅｎｇｙｕｎ，ＺｈａｏＪｕｎ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ｍｉｎ，

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ＬｉＹｏｕｌｉ，２０１９，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１９４：１９—３７．

７４）路硕，尹功明，宋为娟，方良好，疏鹏，郑颖平，２０１９，合肥下蜀土地球化学

特征及其古气候意义，地质力学学报，２５（３）：４２８—４３９．

７５）Ｍａ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ＺｈｏｕＳｈｉｃｈａｏ，ＭａＱｉｎｗｅｉ，２０１９，Ｉｍａｇ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ｉｇ

ｉｔａｌｃａｍｅｒ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ｍｅｒａｓｅｌｆｈｅａｔ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

ｓｅｒ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１５：６７—７３．

７６）ＭａｔｒａｕＲ．，ＫｌｉｎｇｅｒＹ．，ＶａｎｄｅｒＷｏｅｒｄＪ．，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ＬｉＺ．，ＸｕＸ．，ＺｈｅｎｇＲ．，

２０１９，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ａｓｉＳｈａｎ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ｂｅｎｄｏｆｔｈｅ

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８

（１２）：４１２７—４１５４．

７７）ＭｉａｏＳｈｅｑ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Ｈｅｐｉｎｇ，２０１９，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ｉｔｙｏｆ

ｌｈｅｒｚｏｌｉｔｅａｔ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ｕｓｉｎｇｐｕｌ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３０（１）：２１８—２２２．

７８）缪阿丽，张扬，方震，李锋，王维，高力，２０１９，郯庐断裂带新沂－泗洪段土

壤气 Ｒｎ体积活度和 ＣＯ２浓度特征研究，地震，３９（１）：４８—５７．

７９）ＮｉａｎＸｉａｏｍｅｉ，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ｇｕｏ，ＱｉｕＦｅｎｇｙｕｅ，Ｑ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Ｓｕｎ

Ｑｉａｎｌｉ，Ｃｈｅｎ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ＬｉｕＮｉａｎｋａｉ，２０１９，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ｆｒｏｍ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ｄｅｌｔａ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４９：１３１—１３７．

８０）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ＭａＹａｎ，Ｗａｎｇ

Ｙｉｚｈｏｕ，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２０１９，Ｎｅｏｇｅｎ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

Ｓ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Ｔｉｂｅ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ｔｏｎ

ｉｃｓ，３８（３）：１０１８—１０３２．

８１）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

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ＨａｏＹｕｑｉ，２０１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ｎｅｗ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ａｇｅｓｏｎ

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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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８１（２０１９）：１０３９０９．

８２）ＰａｎｇＭｅｎｇｑｉａｎｇ，ＢａＪｉｎｇ，ＹｕＣｕｎ，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ＷａｎｇＥｎｊ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ｅｎ，

２０１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２０１８ＳＥ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ＥＧ２０１８），３３６２—３３６６．

８３）ＰａｎｇＭｅｎｇｑｉａｎｇ，ＢａＪｉｎｇ，ＣａｒｃｉｏｎｅＪ．Ｍ．，ＭａＲ．Ｐ．，２０１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ｎ

ａｔｅｒｏｃｋ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Ｑ，８１ｓｔＥＡＧ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Ｔｈ＿Ｐ０２＿１２．

８４）乔鑫，屈春燕，单新建，李彦川，朱传华，２０１９，基于时序 ＩｎＳＡＲ的海原断

裂带形变特征及运动学参数反演，地震地质，４１（６）：１４８１—１４９６．

８５）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ｕｏＲｏｎｇｈｕ，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２０１９，

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０Ｙｕｓｈｕ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Ｓ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２８（３）：４６．

８６）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ｉａｏＸｉｎ，２０１９，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ｏｓｔ

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０１９

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９），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８７）Ｒａｎ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ＸｕＸｉｗｅｉ，ＷａｎｇＨｕ，ＣｈｅｎＷｅｎ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Ｌｉｃｈｕｎ，Ｌｉａｎｇ

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ＬｉＹａｎｂａｏ，ＬｉｕＨｕａｇｕｏ，２０１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ｏｎ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ｐａｌｅｏｒｕｐｔｕｒ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８（７）：２４０１—２４１０．

８８）任光雪，李传友，吴传勇，汪思妤，张会平，任治坤，李新男，２０１９，东天山

包尔图断裂带晚第四纪运动性质及形成机制，地震地质，４１（４）：８５６—８７１．

８９）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２０１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１９９７ＭＷ７５Ｍａｎｙｉ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ｔｈ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ｙｉｆａｕｌ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７９：１４９—１６４．

９０）ＲｏｇｏｚｈｉｎＥ．Ａ．，ＧｏｒｂａｔｉｋｏｖＡ．Ｖ．，ＫｈａｒａｚｏｖａＹｕ．Ｖ．，ＳｔｅｐａｎｏｖａＭ．Ｙｕ．，ＣｈｅｎＪ．，

ＯｖｓｙｕｃｈｅｎｋｏＡ．Ｎ．，ＬａｒｋｏｖＡ．Ｓ．，ＳｙｓｏｌｉｎＡ．Ｉ．，２０１９，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ｎａｐａｆｌｅｘｕｒ

ａｌｒｕｐ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ａｕｃａｓｕｓ，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５３（５）：５４１—５４７．

９１）单新建，尹昊，刘晓东，王振杰，屈春燕，张国宏，张迎峰，李彦川，汪驰

升，姜宇，２０１９，高频 ＧＮＳＳ实时地震学与地震预警研究现状，地球物理学报，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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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０４３—３０５２．

９２）商咏梅，杨，杨晓松，２０１９，岩石圈主要各向异性矿物的ＣＰＯ特征及其对

岩石圈动力学研究的启示，地震地质，４１（３）：７０４—７２５．

９３）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ＬｉＺｈｉｍｉｎ，ＺｈａｎｇＢｏ，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ｔａｏ，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ＷｕＭｉｎｇ，

２０１９，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Ｚｏｎｇｗｕｌｏｎｇ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Ｑｉｌｉ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２６：１０７—１１５．

９４）ＳｈｉＦｅｎｇ，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ＧａｏＷｅｉ，ＳｕｎＨａｏｙｕｅ，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ＺｏｕＪｕｎｊｉｅ，Ｓｕｎ

Ｗｅｎ，ＳｕＰｅｎｇ，２０１９，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ｎｔｈｅＴｉａｎｑｉａｏｇｏｕ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ｇｃｈｕａｎ

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８６：１０４０４９．

９５）史双双，赵强，薄建杰，韩晓飞，张丽，杨会丽，２０１９，山西平陆黄河北岸第

四纪软沉积物变形构造的古地震成因研究，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９（１０）：９９７—

１００１．

９６）宋春燕，邵学钟，马瑾，２０１９，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前后远震 ＰＳ转换波与 Ｐ波

到时差的变化特征，地震地质，４１（３）：７２６—７４２．

９７）宋冬梅，向亮，单新建，尹京苑，王斌，崔建勇，２０１９，基于 ＳＶＲ模型的电

离层 ＴＥＣ背景场构建方法，地震地质，４１（６）：１５１１—１５２８．

９８）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Ｑｕ

Ｃｈｕｎｙａｎ，２０１９，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８ＭＷ７５Ｓｕｌａｗｅｓ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ｌｕ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６（８）：

４２１２—４２２０．

９９）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ＨａｎＮａｎａ，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

ＹｉｎＨａｏ，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ＸｉｕＷｅｎｑｕｎ，２０１９，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ａｕｌ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ｋｉ

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１Ｙｕｔ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ｖｅｒｙ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ｔｅｒｅｏｉｍａｇｅ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３２：１１１３００．

１００）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２０１９，Ａ

ｆｉｎ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ｊｏｉｎｔｌｙｂｙ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１（４）：４３５．

１０１）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２０１９，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ＺｅｍｕｈｅＤａ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ｈｅａｖｉｌｙ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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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ＡＬＯＳ－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１９），１４９０—１４９３．

１０２）苏利娜，甘卫军，张勇，苏小宁，赵倩，２０１９，基于迭代 ＰＣＡ的 ＧＰＳ时间

序列震后形变估计方法和应用，地球物理学报，６２（３）：９４０—９４９．

１０３）苏利娜，甘卫军，苏小宁，翟宏光，丁晓光，王利华，２０１９，基于模型和空

间相关性的 ＧＰＳ时间序列插值方法，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９（６）：６２０—６２４＋

６４２．

１０４）ＳｕＱｉ，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ＭａｎｏｐｋａｗｅｅＰｉｃｈａｗｕｔ，

２０１９，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ａｔｔｈｅ

ＭｉｊｉａＳｈａｎａｒｅａ，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ｉｎｓｉｔｕ１０Ｂｅｄａｔ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７９：２７６—２８６．

１０５）ＳｕＱｉ，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ＭａｎｏｐｋａｗｅｅＰｉｃｈａｗｕｔ，ＺｈａｎＹａｎ，

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ＸｉｅＨｏｎｇ，２０１９，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７７：

３１４—３２３．

１０６）ＳｕｎＨａｏｙｕｅ，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ＩｋｅｄａＹａｓｕｔａｋａ，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Ｃｈｅ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ｎ，Ｘｕ

Ｙｕｅｒｅｎ，ＳｈｉＦｅｎｇ，ＢｉＬｉｓｉ，ＳｈｉｒａｈａｍａＹｏｓｈｉｋｉ，ＯｋａｄａＳｈｉｎｓｕｋｅ，ＥｃｈｉｇｏＴｏｍｏｏ，２０１９，

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ａ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８（７）：２２０８—２２３１．

１０７）孙稳，何宏林，魏占玉，高伟，孙浩越，邹俊杰，２０１９，基于无人机航测获

取高分辨率 ＤＥＭ数据的断层几何结构精细解译与分析———以海原断裂唐家坡点为

例，地震地质，４１（６）：１３５０—１３６５．

１０８）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Ｌｉ

Ｃｈｅｎｘｉ，ＣｕｉＴｅｎｇｆａ，ＨａｎＪｉｎｇ，２０１９，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ＫｕｎｌｕｎＱｉｎｌ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ｓｙｓ

ｔｅｍ，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３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８１：１０３９１０．

１０９）ＴｉａｎＰｉ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２０１９，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ｕｇｉｔｅｇｏｕｇｅ

ａｔ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ｐｏｆ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ｍａｆｉｃｌｏｗｅｒ

ｃｒｕ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４（７）：６４２８—６４５１．

１１０）ＶｏｉｎｃｈｅｔＰｉｅｒｒｅ，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Ｆａｌｇｕｅｒｅ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ＨａｎＦ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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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Ｘｕｅｆｅｎｇ，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２０１９，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ｐｐｅｄ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ｆ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ＥＳＲ），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４９：２７８—２８２．

１１１）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ＫｅＪｕｎｚｈｕｏ，Ｊｉａｎｇ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ＬｕＭｉｎ，ＸｉｕＷｅｎｑｕｎ，Ｌｉｕ

Ｐｅｎｇ，ＬｉＱｉｎｇｑｕａｎ，２０１９，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ｏｆ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ｄａｔａ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ａｕｌ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０（４）：１３９７—１４０７．

１１２）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ＫｅＪｕｎｚｈｕｏ，ＸｉｕＷｅｎｑｕｎ，ＹｅＫａｉ，ＬｉＱｉｎｇｑｕａｎ，２０１９，Ｅ

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ｕｓｉｎｇ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ｅｄ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

ｏｎｆｌｏｏｄｄａｍａｇ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ｅｎｓｏｒｓ（Ｂａｓｅｌ），２０１９（１９）：４１６３．

１１３）ＷａｎｇＳｉｙｕ，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ＷｕＣｈｕａｎｙｏｎｇ，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ＯｕＱｉ，

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Ｒｅｎ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２０１９，ＤＥ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２

ｓｔｅｒｅｏ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Ｇｅｏ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３６：１０７—１１８．

１１４）王柏杨，秦轲，单瑞，吴会胜，王振杰，曹凤海，２０１９，国产尾标定位系统

的研究及应用，全球定位系统，４４（２）：２９—３７．

１１５）王恒，杨振宇，２０１９，川滇地块西部差异性旋转的构造意义：青藏高原东

南缘白垩纪红层古地磁学新证据，地球物理学报，６２（５）：１７８９—１８０８．

１１６）ＷａｎｇＨｕａ，ＷｒｉｇｈｔＴｉｍＪ．，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ＰｅｎｇＬｉｎｃａｉ，２０１９，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ｆｒｏｍｔｗｏ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６（１０）：５１７０—５１７９．

１１７）ＷａｎｇＪｉ，ＧａｏＺｈａｎｗｕ，ＸｕＷｅｉ，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ＬｉｕＺｈｉ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ａ

ｏｌｉａｎｇ，２０１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ＡＤ８４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ａｓｔｏｆＢａｏｔｏｕＣｉｔｙｉｎ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ｊ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ｓｚｏｎ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２：１７０—１７８．

１１８）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ＬｕＲｅｎｑｉ，ＨｅＹｕｌｉｎ，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ＳｕｎＸｉａｎ

ｇｙｕ，ＬｉＤａｈｕ，ＭａＣｈａｏ，２０１９，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Ｗ Ｃｈｉｎａ：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７９：１１—２０．

１１９）ＷａｎｇＱ．，ＷｕＢ．，ＧｕｏＹ．，２０１９，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ｅｎｓｉｌ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Ｌａｕｒｅｎｔｉ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ｔｒｉａｘｉａｌ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２）：１１６—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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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９年度报告　　

１２０）王培杰，胡华，徐菲，郭或，陈连木，２０１９，基于四叉树网格的 ＭＴ二维正

演，石油地球物理勘探，５４（３）：７０９—７１８．

１２１）王新雨，汪驰升，舒齐奇，柯君卓，高青，２０１９，深度学习目标检测算法在

行车记录仪上的应用，智能城市，５（１４）：４—８．

１２２）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ｕｏ，Ｈｏｌ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ＧｈｏｓｈＡｔｔｒｅｙｅｅ，２０１９，Ｊｏｉｎ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ｌｉｔｈｏ

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ｍａｎｔ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ｎｏ

ｓｐｈ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ｎｄＤ″ｌａｙｅｒｓ，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２９３：

１０６２６３．

１２３）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ＺｈｏｕＲｅｎｊｉｅ，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ｉｎｄｓａｙＭ．，

ＺｈａｎｇＢｏ，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Ｌｉ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２０１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ＣｏｎａＯｉｇａｒｉｆ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７７：１７７—１８５．

１２４）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ＬｉＹｏｕ

ｊｕａｎ，ＨａｏＹｕｑｉ，２０１９，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ｒｏｃｋｕｐｌｉｆｔ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ｂｅｄｒｏｃｋｃｈａｎｎｅ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

ｉｃｓ，７５９：１５—２９．

１２５）王英，郑德文，李又娟，武颖，２０１９，国际标样 ＦｉｓｈＣａｎｙｏｎＴｕｆｆ锆石的

（Ｕ－Ｔｈ）／Ｈｅ年龄测定，地震地质，４１（５）：１３０２—１３１５．

１２６）王振南，鲁人齐，徐锡伟，何登发，蔡明刚，李英强，罗佳宏，２０１９，龙门

山中段山前彭县隐伏活动断裂三维构造特征，地震地质，４１（４）：９４４—９５９．

１２７）王宗秀，李春麟，李会军，张林炎，梁明亮，谭元隆，李磊磊，李涛，高莉，

郭永岩，刘艳姣，鄢犀利，２０１９，川东－武陵地区构造格局及其演化，地质力学学报，

２５（５）：８２７—８３９．

１２８）ＷｅｉＣｈｕａｎｙｉ，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ＬｉＣｈａｎｇ′ａｎ，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ｕｆｅｎ，Ｌｉ

Ｗｅｎｐｅｎｇ，ＹｕＬｕｐｅｎｇ，２０１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Ｅ１’ｃｅｎｔｒｅｔｏ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ａ，４６（１）：７９—８６．

１２９）ＷｕＣｈｕａｎ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ＪｉａＱｉｃｈａｏ，Ｙｕ

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ＹａｏＹｕａｎ，ＬｉｕＪｉａｎｍｉｎｇ，ＨａｎＧｕｉ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２０１９，Ｏｂ

ｌｉｑｕｅｔｈｒｕ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ｄ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３８（８）：２６２５—２６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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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ＸｉａｎｇＤｕｎ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ｙｏｎｇ，ＸｉａｏＷｅｎｊｉａｏ，ＺｈｕＷｅｎｂｉ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

ＬｉＧｕａｎｇｗｅｉ，ＺｈｅｎｇＢｉｈａｉ，ＳｏｎｇＤｏｎｇｆ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ｕｎｍ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９，Ｅｐｉ

ｓｏｄｉｃＭｅｓｏ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ａｎｄ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ｄａｔａ，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ｍａｒｇｉｎ，ＮＷ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７５：１９９—２１２．

１３１）肖霖，李朝鹏，王伟涛，郑德文，王一舟，李又娟，２０１９，宁夏固原寺口子

剖面色度记录的 ２９Ｍａ以来气候演化，地质论评，６５（３）：６２３—６３１．

１３２）ＸｕＬｉａｎｇｘｉｎ，Ｒａｎ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ＬｉｕＨｕａｇｕｏ，ＬｉＡｎ，２０１９，１０Ｂ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ｓｕｂＭｉ

ｌａｎｋｏｖｉｔｃｈ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ｏｆＳＷ Ｔｉａｎ

Ｓｈａｎ，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２８：１７３—１８２．

１３３）徐晶，邵志刚，刘静，季灵运，２０１９，川滇菱形块体东边界库仑应力演化及

强震发生概率估算，地球物理学报，６２（１１）：４１８９—４２１３．

１３４）ＸｕＫｅｋｅ，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ＷｕＪｉｃａｎｇ，２０１９，Ｐｒ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ＮＳ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３Ｌｕｓｈ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ＭＳ７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８０：１０３８５９．

１３５）徐心悦，袁兆德，邵延秀，刘静，姚文倩，李文巧，韩龙飞，２０１９，探槽古

地震事件识别标志及其定量化———以活动走滑断裂为例，地质通报，３８（６）：９７７—

９９２．

１３６）许斌斌，张冬丽，张培震，郑文俊，毕海芸，田晴映，张逸鹏，熊建国，李

志刚，２０１９，冲积扇河流阶地演化对走滑断裂断错位移的限定，地震地质，４１（３）：

５８７—６０２．

１３７） Ｙａｎｇ Ｈａｉｂｏ，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 Ｙａｎ，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Ｄｉｃｋｓｏｎ， Ｚｈａｏ

Ｌ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ｙｕ，ＨｕＺｏｎｇｋａｉ，Ｈｕ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ｎａｎ，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ａｎｇ，ＭｉａｏＳｈｕｑｉｎｇ，

２０１９，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Ｂｅｉｈｅｗａ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ｅｉｓｈａｎＷｒｅｎｃｈＢｅｌ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ｔ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ｈａｚａｒｄｓｎｏｒｔｈｏｆ

Ｔｉｂ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４（１２）：１３２８６—１３３０９．

１３８）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ＣｈｅｎＪｉｅ，ＹａｏＬｕ，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Ｊｏｂ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Ａｎｎ，２０１９，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ＯＳＬ／ＴＬ／ＥＳＲｓｉｇｎａｌｓｂ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ｓｈｅａｒｅｄｑｕａｒｔｚｇｏｕｇｅａ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４９：５２—

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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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９年度报告　　

１３９）ＹａｎｇＴ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ＸｕＨｕｉｒｕ，ＤｅｋｋｅｒｓＭａｒｋＪ．，２０１９，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

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ｏｆ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ｅｉｓ

ｍｉｃｓｌｉ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４（１）：２６—４３．

１４０）杨晓平，王萍，李晓峰，谢超，周本刚，黄雄南，２０１９，地形坡度和高程变

异系数在识别墨脱活动断裂带中的应用，地震地质，４１（２）：４１９—４３５．

１４１）ＹａｎｇＹｕ，ＡｂａｒｔＲａｉｎｅｒ，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Ｓ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ｍｅｉ，ＮｔａｆｌｏｓＴｈｅｏ，Ｘｕ

Ｂｏ，２０１９，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ｉｎ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ｍａｎｔｌｅｘｅｎｏｌｉｔｈｓ，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５１５：２６０—２７０．

１４２）ＹａｏＷｅｎｑｉａｎ，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ＯｓｋｉｎＭ．Ｅ．，Ｗ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Ｚｈａｎｆｅｉ，ＰｒｕｓｈＶｅ

ｒｏｎｉｃａ，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ＫｌｉｎｇｅｒＹａｎｎ，２０１９，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ｅａｒＳｏｎｇｓｈａｎ，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４（５）：５２１７—５２４０．

１４３）姚文倩，刘静，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韩龙飞，李雪，王恒，徐心悦，李占飞，张金

玉，２０１９，利用 Ｒ语言半自动化提取河流阶地———以米家山黄河阶地为例，地震地

质，４１（２）：３６３—３７６．

１４４）Ｙａｏ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Ｔａｏ，ＦｕＢｏ，ＷａｎｇＨａｏｒａｎ，ＬｉＹｕｅｈｕａ，ＪｉａＨａｉｌｉａｎｇ，

２０１９，Ｓｏｉｌ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ｌｙｆｒｏｚｅｎｇｒｏｕｎ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１６ＭＷ６６Ａｋｔｏ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ｏｉ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１７：１３８—１４８．

１４５）姚远，李帅，黄帅堂，贾海梁，２０１９，西准噶尔冬别列克断裂晚第四纪以来

的阶地位错与滑动速率，地震地质，４１（４）：８０３—８２０．

１４６）姚远，陈杰，李涛，付博，王浩然，李跃华，２０１９，高原季节性冻土区砂土

液化探讨———以阿克陶 ＭＳ６７地震为例，第四纪研究，３９（２）：３８１—３９０．

１４７）易亚楠，张小娟，马少鹏，朱海斌，孙立斌，史力，蒋晗，２０１９，基于数字

图像相关方法的核石墨力学参数测量，核动力工程，４０（３）：６１—６５．

１４８）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ＦｏｘＭａｔｔｈｅｗ，

ＶｅｒｍｅｅｓｃｈＰｉｅｔｅｒ，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ＨａｏＹｕｑｉ，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２０１９，Ｍｉｏｃｅｎｅｒａｎ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ａｎｄ（Ｕ－Ｔｈ）／Ｈｅｔｈｅｒ

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Ｄａｎｇｈｅｎ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４（８）：９４３３—９４５３．

１４９）Ｙｕ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Ｗａ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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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ｉｔａｏ，ＬｉＹｏｕｊｕａｎ，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２０１９，ＭｉｄＭｉｏｃｅｎｅ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ａｒ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ｓｐｈｅｒｅ，

１５（２）：４２３—４３２．

１５０）喻国，肖骑彬，李满，２０１９，大地电磁相位超象限现象的各向异性模型研

究———以上下结构为例，地球物理学报，６２（２）：７６３—７７８．

１５１）岳冲，闫伟，杨文，宋治平，２０１９，红柳峡跨断层水准规律性变化分析，地

震地磁观测与研究，４０（２）：８３—９０．

１５２）云龙，张进，肖骑斌，王驹，凌辉，罗辉，田霄，张竞嘉，２０１９，青藏高原北

缘三危山断裂晚第四纪以来的逆冲运动及其深部构造特征，地质学报，９３（９）：

２１０７—２１２２．

１５３）曾宪伟，闻学泽，龙锋，２０１９，由初至 Ｐ震相重新定位 ２０１７年九寨沟地震

序列的主震与 ＭＬ≥３０余震并分析发震构造，地球物理学报，６２（１２）：４６０４—４６１９．

１５４）张继红，赵国泽，董泽义，王立凤，韩冰，王庆林，唐廷梅，王梅，２０１９，郯

庐断裂带安丘、莒县电磁台地壳电性结构研究，地震地质，４１（５）：１２３９—１２５３．

１５５）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ｉ，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ＨｕｇｈＤ．，ＬｉＹａｌｉｎ，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Ｐｅｒｓａｎｏ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ＱｉａｎＸｉｎｙｕ，ＨａｎＺｈｏｎｇｐｅｎｇ，ＹａｏＸｉａｎｇ，ＤｕａｎＹａｏｙａｏ，２０１９，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ｈｕｍ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Ｂａｓｉ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ａ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３１（４）：７５４—７８１．

１５６）张佳伟，李亚林，２０１９，北羌塘盆地托纳木地区埋藏及生烃史过程，地质

论评，６５（Ｓ１）：１９７—１９８．

１５７）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２０１９，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ｓ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ｌｉｔｈｏｓ

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Ｔｈａ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Ｐｈｙｓｉｃｓ，３（１）：４５—５２．

１５８）张生瑞，肖举乐，温锐林，范佳伟，黄云，李曼癑，许清海，２０１９，东亚中

高纬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事件的表现特征：呼伦湖孢粉记录，第四纪研究，３９（４）：９０５—９１５．

１５９）张姝，何昌荣，２０１９，高温高压下斜长石粉样粒间压溶过程的实验方法及

初步结果，地震地质，４１（４）：１０１２—１０２６．

１６０）ＺｈａｎｇＸｉ，ＪｅｆｆｒｅｙＲｏｂｅｒｔ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２０１９，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２４（２）：２０８０—２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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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

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２０１９，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２０１０ＹｕｓｈｕＭＷ６９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ａｎｄＭＷ５８ａｆ

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１２５：

２２—３１．

１６２）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ＬｉｕＪｉｅ，ＲｅｎＪｉｎｗｅｉ，ＹｕｅＣｈｏｎｇ，ＬｉＪｉａｏｊｉａｏ，２０１９，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ＧＰＳ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ｆａｕｌｔｌｅｖｅｌｉｎｇｄａｔａ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ＭＳ８０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３３（３）：４６１—４７７．

１６３）赵静，刘杰，任金卫，江在森，闫伟，岳冲，２０１９，汶川、芦山地震前龙门

山断裂带地壳形变特征对比分析，地球学报，４０（１）：１８６—１９８．

１６４）赵凌强，詹艳，孙翔宇，郝明，祝意青，陈小斌，杨皓，２０１９，利用大地电

磁技术揭示 ２０１６年 １月 ２１日青海门源 ＭＳ６４地震隐伏地震构造和孕震环境，地球

物理学报，６２（６）：２０８８—２１００．

１６５）赵旭东，张会平，熊建国，２０１９，宇宙成因核素１０Ｂｅ在古侵蚀速率研究中的

原理与应用，第四纪研究，３９（５）：１２９７—１３０６．

１６６）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ＬｉＨａｉｂｉｎｇ，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Ｓｈｉ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Ｓｉｑｉ，

ＷｅｉＸｉａｏｔｏｎｇ，２０１９，Ｌａｓｔ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ｌｓｏｆ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ｔＳｈａｗａｎ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

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９３（２）：４３０—４５０．

１６７）周永胜，２０１９，基岩区断层黏滑与蠕滑的地质标志和岩石力学实验证据，

地震地质，４１（５）：１２６６—１２７２．

１６８）Ｚｈ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Ｊ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ｈ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ａｎ，

２０１９，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１７ＭＷ７３Ｉｒ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

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１（２０）：２４１１．

１６９）朱传华，单新建，张国宏，焦中虎，张迎峰，李彦川，乔鑫，２０１９，汶川地

震热异常与构造应力关联的数值模拟，地震地质，４１（６）：１４９７—１５１０．

１７０）ＺｈｕＨａｉ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ｕａｎ，ＬｉＪｉａ，ＣｈｅｎＬｉ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ｕＸｕｅｊｉｎ，ＭａＱｉｎｗｅｉ，

Ｍａ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２０１９，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ｙｅｒ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１４５：７２４—７３４．

１７１）ＺｈｕＨａｉｂｉｎ，ＨｅＺｈｉ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Ｍａ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２０１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

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ｄｕｃｔｉｌｅｌｉｎ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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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ｓ，１２９：３７５—３８０．

１７２）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ＢｏｒｎｙａｋｏｖＳｅｒｇｅｉ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ｖｉｃｈ，２０１９，Ｌａｂｏ

ｒａｔｏｒ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ｂｅｎｄｐ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ａｓｅｌ，９（５）：９３３．

１７３）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ＢｏｒｎｙａｋｏｖＳ．Ａ．，ＭａＪｉｎ，２０１９，Ａｔｅｓｔｏｆｔｈｅ

ｏｂｌｉｑｕｅｒｉｆ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ｚｏｎ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ＦｅｎＷｅｉＲｉｆｔ：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１９８９Ｍ６１ＤａｔｏｎｇＹａｎｇｇａ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ｗａｒｍ，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ｏ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０（１）：４３—５１．

１７４）邹俊杰，何宏林，横山典，魏占玉，石峰，郝海健，庄其天，孙稳，周朝，

白滨吉起，２０１９，基岩断层面的古地震研究方法：国内外应用现状及展望，地震地

质，４１（６）：１５３９—１５６２．

２、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ＢｕｆｅＡａｒｏｎ，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ＢｏｏｋｈａｇｅｎＢｏｄｏ，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ｏｂ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Ａ．，

ＢｅｋａｅｒｔＤａｖｉｄＰ．Ｓ．，ＨｕｓｓａｉｎＥｋｂａｌ，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Ｔａ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ｒｏｃｋｕｐｌｉｆｔ

ｒａｔｅｓｏｆｆｏｌｄ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ｆｒｏｍ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ｄａ

ｔ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９，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９４７—

１２．

２）ＬｉＳｈｉｈｕ，ＹａｎｉＮａｊｍａｎ，Ｌｉｕ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ＤｏｕｗｅｖａｎＨｉｎｓｂｅｒｇｅｎ，ＬｉｓａＴａｕｘｅ，

Ｄ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ＺｈｕＲｉｘｉａ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Ｌａｔ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Ｅａｒｌｙ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ｔｅｒｒａｎ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ｂｙ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ＧｏｎｊｏＢａ

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９，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９４７—

１２．

３）Ｌｉｕ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ＷａｎｇＷｅｉ，ＷｅｌｄｏｎＩＩＲａｙ，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Ｓｈａｏ

Ｙａｎｘｉｕ，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ｍｐｌ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

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９，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

ｔｒｉａ，２０１９４７—１２．

４）Ｒｅｍｂ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ｏｂｅｌＥｄｗａｒｄＲ．，ＫｌｅｙＪｏｎａｓ，ＴｅｒｂｉｓｈａｌｉｅｖａＢａｉａｎｓｕｌｕｕ，Ｚｈｏｕ

Ｒｅｎｊｉｅ，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ｕＬａｎｇｔａｏ，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ａｎｄ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ｒｕｓ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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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９，

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９４７—１２．

５）ＷｉｅｌｅｒＮｉｍｒｏｄ，ＭｕｓｈｋｉｎＡｍｉｔ，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ＳｈｅｌｅｆＥｉｔａｎ，ＳａｇｙＡｍｉｒ，Ｒｅｎ

Ｚｈｉｋｕｎ，ＨｕａｎｇＦｅｉｐｅ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ｒｕｉ，ＳｈｉＰｉｌｏｎｇ，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ｐａｒｔ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ｎｅａ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ｉｎＮＷ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９，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９４７—１２．

６）Ｘｉ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ＺｈｏｎｇＹｕｅｚｈｉ，ＬｉＹｏｕｌ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ｕ

Ｈｏｎｇｈｕａ，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Ｚｈａｎｇｙｅ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０１９，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９４７—１２．

７）ＢｉＹａｘｉ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ｄｏｕｌｏｕＶｙｒｏｎ，ＷｉｌｉｋｉｅＧｅｏｒｇｅ，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ｗａｒｍ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ＥＳＡＭＯＳＴＤｒａｇ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ＤｒａｇｏｎＳｙｍｐｏｓｉ

ｕｍ，Ｌｊｕｂｌｊａｎａ，Ｓｌｏｖｅｎｉａ，２０１９６２４—２８．

８）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Ｉｎ

ＳＡＲ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ａ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ＥＳＡ

ＭＯＳＴＤｒａｇ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Ｄｒａｇｏ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Ｌｊｕｂｌｊａｎａ，Ｓｌｏｖｅｎｉａ，２０１９６２４—

２８．

９）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ＬａｓｓｅｒｒｅＣｅｃｉｌｅ，ＤｏｉｎＭａｒｉｅＰｉｅｒｒｅ，

ＸｕＸｉｗｅｉ，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ＩｎＳＡＲ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ａ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ＥＳＡ

ＭＯＳＴＤｒａｇ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Ｄｒａｇｏ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Ｌｊｕｂｌｊａｎａ，Ｓｌｏｖｅｎｉａ，２０１９６２４—

２８．

１０）ＺｈａｏＧｕｏｚｅ，ＨａｎＢｉ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ＴａｎｇＪｉ，ＢｉＹａｘｉｎ，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Ｚｈａｎ

Ｙａｎ，ＸｉａｏＱｉ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ｈｏｎｇ，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ｏｒｔ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ｅｔｅｃ

ｔｅｄｂｙａｎｅｗＥＭ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ＳＡＭＯＳＴＤｒａｇ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ＤｒａｇｏｎＳｙｍ

ｐｏｓｉｕｍ，Ｌｊｕｂｌｊａｎａ，Ｓｌｏｖｅｎｉａ，２０１９６２４—２８．

１１）ＢｕｉｊｚｅＬ．，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ＮｉｅｍｅｉｊｅｒＡ．Ｒ．，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ｐｉｅｒｓＣ．Ｊ．，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７ｔｈ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ＴＨＭ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ｔｒｅｃｈｔ，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２０１９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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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Ｇ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ＴＨＭ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ｔｒｅｃｈｔ，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９７３—５．

１３）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ｓ

ｍｅｌｔ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ｄｏｌｅｒｉｔｅｕｎｄｅｒ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ｐｏｒｅ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ＴＨＭ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ｔｒｅｃｈｔ，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９７３—５．

１４）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ｐｏｆｂａｓａｌｔａｎｄｓｌｉｐ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ｆｌｕｉ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ＴＨＭＣＰｒｏｃｅｓ

ｓｅｓｉｎ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ｔｒｅｃｈｔ，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９７３—５．

１５）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ＬｉｕＹａｊｉｎｇ，ＬｉＤｕｏ，ＹｕＨｏｎｇｙｕ，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ｇｅ

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ｏｎ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ｎ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ＴＨＭ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ｔｒｅｃｈｔ，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９７３—５．

１６）ＬｉｕＱｉｏｎｇ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ＹａｎｇＺｈｕｚｈｕａｎ，ＣｈｅｎＬｉｃｈｕ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ｌｕｘｕｓｉｎｇｎｅ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７ｔｈＩＵＧ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ａｎ

ａｄａ，２０１９７８—１８．

１７）ＴａｏＷｅｉ，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ｄｅ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ｌｉｐｏｖｅ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ｙｃｌｅｓ，２７ｔｈＩＵＧ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ａｎａｄａ，

２０１９７８—１８．

１８）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ＬｉＫａｎｇ，ＺｅｎｇＸｕｎ，ＺｈｅｎｇＲ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Ａ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ｕｃａｏｗａｎＳｈｉｂａｏｃｈｅ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Ｃｈｉｎａ，２０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ｏｒ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ＱＵＡ），Ｄｕｂｌｉｎ，Ｉｒｅｌａｎｄ，２０１９７２５—３１．

１９）ＷｉｅｌｅｒＮｉｍｒｏｄ，ＭｕｓｈｋｉｎＡｍｉｔ，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ＳｈｅｌｅｆＥｉｔａｎ，ＳａｇｙＡｍｉｒ，Ｒｅｎ

Ｚｈｉｋｕｎ，ＨｕａｎｇＦｅｉｐｅｎｇ，ＳｈｉＰｉｌｏ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ｒｕｉ，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ｐａｒｔ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ｉｎＮＷＣｈｉｎａ，２０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ｏｒ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ＱＵＡ），Ｄｕｂｌｉｎ，Ｉｒｅｌａｎｄ，２０１９７２５—３１．

２０） 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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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ｕｇｅｆｒｏｍ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１６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

ｉｎｇ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９７２８—８２．

２１）ＬｉＸｉｎｎａｎ，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Ｐｉｅｒｃｅ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Ｄｏｎｇ

Ｊｉｎ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Ｇａｎ，ＡｉＭｉｎｇ，Ｒｅｎ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ＬｕｏＱｕａｎｘｉｎｇ，Ｎｅｗ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ｉａｎ

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ｕｓ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ＧＰＳ，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Ｃｈｉｎａ，１６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９７２８—８２．

２２）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ａｎｄ

ｐｅｒｉｇｌａｃ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Ｃｈｉｎａ，１６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９７２８—８２．

２３）ＳｈｉＸｕｈｕａ，ＷｅｌｄｏｎＲａｙ，ＬｉｕＪｉｎｇ，ＷｉｗｅｇｗｉｎＷｅｅｒａｃｈａｔ，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Ｓｈａｏ

Ｙａｎｘｉｕ，ＯｗｅｎＬｅｗｉｓＡ．，ＷｅｌｄｏｎＥｌｉｓｅ，ＷａｎｇＹｕ，ＳｉｅｈＫｅｒｒｙ，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Ｐａｕｌａ，Ｙｕａｎ

Ｄａｏｙａｎｇ，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Ｊｉｎｇｈｏｎｇｆａｕｌｔ，Ｓ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

ｍａｌａｙａｎＳｙｎｔａｘｉｓ，１６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１９７２８—８２．

２４）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ｈｏ

ｒａｍｐ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ａｒｇｉｎ：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ｒ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１６ｔｈ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１９７２８—８２．

２５）ＢｉＨａｉｙｕ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

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ｖｅｒ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ＧＡＲＳＳ），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９７２８—８２．

２６）ＬｉＸｉ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ＭａＨｅｑｉｎｇ，ＷｕＷｅｉｙｉ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２００９ＬＡｑｕｉｌａ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ＧＡＲＳＳ），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９７２８—８２．

２７）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ＬｉＺｈｅｎ，ＣｈｅｎＫｕｎｓｈａｎ，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Ｂｉ

Ｈａｉｙｕ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ｓｅａｉｃ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ｓｅｔｉｎｐｏ

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ＧＡＲＳＳ），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９７２８—８２．

２８）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ｉａｏＸｉｎ，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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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ＧＡＲＳＳ），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９７２８—８２．

２９）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ＺｅｍｕｈｅＤａ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ｈｅａｖｉｌｙ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Ａｌｏｓ－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ＥＥＥ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ＧＡＲＳＳ），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９７２８—８２．

３０）ＭａＹａ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ＬｉＣｈａｏｐｅｎｇ，Ｗｕ

Ｙ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ｐａｌｅｏ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ｆｒｏ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ｓｕｎｋｉｎｂａｓｉｎｂｙ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ｂｌｅ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２１Ｎｅ，２９ｔｈ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Ｓｐａｉｎ，２０１９８１８—２３．

３１）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ＭａＹａｎ，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９ｔｈ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ａｒｃｅｌｏ

ｎａ，Ｓｐａｉｎ，２０１９８１８—２３．

３２）ＤｕａｎＱｉｎｇｂ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ａ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ｉｎｃｌａｙｒｉｃｈ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ｒｏｃｋｓ，１３ｔｈＥｕｒ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Ｒｏｃｋ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Ｐｏｔｓｄａｍ，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１９８３１—９８．

３３）ＭｉａｏＳｈｅｑ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ｅｖ

ｅｒａｌｒｏｃｋｔｙｐｅｓａｔ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ｕｓｉｎｇａｐｕｌ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１３ｔｈＥｕｒ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ｃｋ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Ｐｏｔｓｄａｍ，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１９８３１—９８．

３４）ＺｈｕｏＹａｎｑ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ＪｉＹｕｎｔａｏ，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ｃｏｎｔａｃ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ｉｅｓｔｅ，

Ｉｔａｌｙ，２０１９９２—１４．

３５） ＥｌｌｉｏｔｔＡｕｓｔｉｎ，Ｗａｌｋ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ａｒｓｏｎｓＢａｒｒｙ，ＫｕｌｉｋｏｖａＧａｌｉｎａ，Ｇｒüｔｚｎ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ＡｂｄｒａｋｈｍａｔｏｖＫａｎａｔｂｅｋ，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ｏｇ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Ｃ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ＰａｌｍＳｐｒｉｎｇｓ，ＣＡ，

ＵＳＡ，２０１９９７—１１．

３６）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ＹｕｅＨａｎ，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ＷａｎｇＭｉｎ，ＸｕｅＬｉａｎ，ＬｕＷｅｉｆａｎ，

ＺｈｏｕＹｉｊｉａｎ，ＲｅｎＣｈｕｎｍｅｉ，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ｄｕａｌｍｏｄｅｉｎｔｅｒｅｖｅｎｔｓｌｉｐａｎｄｃａｓｃａｄ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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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９年度报告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１９Ｒｉｄｇｅｃｒｅｓｔ，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Ｃ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Ｐａｌｍ

Ｓｐｒｉｎｇｓ，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９９７—１１．

３７）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ｄｏｌｅｒｉｔｅｕｎｄｅｒ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

ｉｆｏｒｎ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Ｃ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Ｐａｌｍ Ｓｐｒｉｎｇｓ，ＣＡ，ＵＳＡ，

２０１９９７—１１．

３８）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ＺｅｎｇＸｕｎ，Ｌａｔｅｒ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ｕｏｓｕｈｕＭａｏｎｉｕｓｈａｎ

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ＱａｉｄａｍＢａｓｉ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

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３９）ＣｈｅｎＪｉｎｙｕ，ＹａｏＬｕ，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Ｓｔｒａｉｎ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ｌｉｐｚｏｎｅｓｉｎｓｈｅａｒ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ｂｅａｒｉｎｇｇｏｕｇｅｓｐｒｏｂｅｄ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ｎ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４０）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Ｙｉｎ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ＱｉＳｈａｏｈｕａ，ＬｉＹｕ，Ｔｅｃ

ｔｏｎ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ｂｌｅＡｌａｘｂｌｏｃｋ：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ｎｓｅＣｈｉｎａ

Ａｒｒａｙ，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４１）ＥｌｌｉｏｔｔＡｕｓｔｉｎＪ．，ＫｕｌｉｋｏｖａＧａｌｉｎａ，ＰａｒｓｏｎｓＢａｒｒｙ，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

Ｗａｌｋ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Ｄｅｔａｉｌｉｎｇ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ｂｙｐａｉｒｉｎｇ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ｎａｌｏｇ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４２）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Ｔａｏ，ＷｅｎＳｈａｏｙ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Ｓｈａ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ＩｎＳ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７ＭＷ６３Ｊｉｎｇｈ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４３）ＧｕｏＢｉａｏ，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ｗａｖｅｖｅ

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Ｑｉｌ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ＧＵ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４４）ＨｕＹａｎ，ＷａｎｇＭｉｎ，ＺｈａｏＢｉｎ，ＪｉａｏＭｉｎｇｒｕｏ，ＷａｎｇＫｅｌｉｎ，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ＥＣｈｉｎａ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２０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ＧＵ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４５）Ｊ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ＣａｉＪｕｎｔａｏ，ＤｏｎｇＺｅｙｉ，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ｊ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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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ｇａｔｅ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ｔｅｎｓｏｒｉｎ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

ｌｕｒｉｃｄａｔ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４６）ＬｅｍｒａｂｅｔＬａｅｔｉｔｉａ，ＬａｓｓｅｒｒｅＣéｃｉｌｅ，ＤｏｉｎＭａｒｉｅＰｉｅｒｒｅ，ＲｅｐｌｕｍａｚＡｎｎｅ，Ｍｅｔｏｉｓ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Ｌｅｌｏｕｐ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Ｈｅｒｖé，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Ｍａｒｉｅｌｕｃｅ，Ｓｌｉｐ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ｔｈｅ

Ｇａｎｚｉ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４７）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ＬｕｏＱｕａｎｘ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ｏｓ

ｂｌｏｃｋ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４８）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ＺｈｏｕＳｈｉｙｏｎｇ，ＬａｓｓｅｒｒｅＣéｃｉｌｅ，Ｐａｒ

ａｌｌｅ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ＩｎＳＡＲ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ａ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ｉ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

１３．

４９）Ｌ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ＬｉＴａｏ，ＡｌｍｅｉｄａＲａｆａｅｌＶ．，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Ｓｕｎ

Ｃ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ｕｘｉ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ａｕｌｔ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ｈｅＫａｓｈｉ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ｉ

ｓｈｅａ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５０）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ｊｉ，ＱｉａｏＸｉｕｆｕ，ＤａｉＦｕｃｈｕ，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Ｓｏｆｔ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ａｓｈｋｏｒｇａ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ｍｉｒ，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５１）ＬｉｕＣａｉｃａｉ，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ｄｒｅｄｓｏｉ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ＢｏｓｅＢａ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５２）Ｌｉｕ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ＷａｎｇＷｅｉ，ＷｅｌｄｏｎＲａｙＪａｍｅｓ，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

ＳｈａｏＹａｎｘｉｕ，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ｍｐｌ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

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５３）ＬｕＲｅｎｑｉ，ＬｉＹ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ＨｅＤｅｎｇｆａ，ＸｕＸｉｗｅｉ，ＬｉｕＹｉｄｕｏ，ＴａｎＸｉｂｉｎ，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ｉｓｋ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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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９年度报告　　

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５４）Ｐｒｕｓｈ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ＬｉｕＪｉｎｇ，ＷｕＬｅｉ，Ｒｕｐｔｕｒ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３０

ＡｋａｔｅｎｇｎｅｎｇＳｈａｎ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ｂｅｎｄｆｒｏｍ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５５）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ＷａｎｇＳｉｙｕ，ＷｕＣｈｕａｎｙｏｎｇ，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ＯｕＱｉ，

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ＲｅｎＧｕ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Ｋｕｍｙｓｈ

ｆａｕｌｔ，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

９—１３．

５６）ＳｈｅｌｅｆＥｉｔａｎ，ＷｉｅｌｅｒＮｉｍｒｏｄ，ＭｕｓｈｋｉｎＡｍｉｔ，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ＳａｇｙＡｍｉｒ，Ｓｈｉ

Ｐｉｌｏｎｇ，ＲｅｎＺｈｉｋｕｎ，ＨｕａｎｇＦｅｉｐｅ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ｏｆｆｓｅｔｇｕｌｌｉｅｓｉｎｃｉｓｅｄ

ｉｎｔｏａｎ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

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５７）ＳｈｉＦｅｎｇ，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ＧａｏＷｅｉ，ＳｕｎＨａｏｙｕｅ，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ｐａｌｅｏ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ｎｔｈｅＴｉａｎｑｉａｏｇｏｕ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ｆａｕｌｔ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

９—１３．

５８）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ＧｉａｒｄｉｎｉＤｏｍｅｎｉｃｏ，ＧｅＳｈｅｍｉｎ，

ＴｏｗｎｅｎｄＪｏｈｎ，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ＬｉｍＨｙｕｎＪｅｅ，ＳｏｎＭｏ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ＭＷ５４Ｐｏ

ｈａｎｇ，Ｋｏｒｅ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ｆ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５，２０１７ａ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ｄｒｉｌｌｈｏｌｅｃｕｔ

ｔｉｎｇ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５９）ＳｕｎＨａｏｙｕｅ，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ＹａｓｕｔａｋａＩｋｅｄａ，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Ｃｈｅ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ｎ，Ｘｕ

Ｙｕｅｒｅｎ，ＳｈｉＦｅｎｇ，ＢｉＬｉｓｉ，ＹｏｓｈｉｋｉＳｈｉｒａｈａｍａ，ＳｈｉｎｓｕｋｅＯｋａｄａ，ＴｏｍｏｏＥｃｈｉｇｏ，Ｐａｌｅｏ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ａ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６０）ＷａｎｇＹｉｒａｎ，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ＬｉＹｏ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Ｒａｐｉｄｂｅｄｒｏｃｋｃａｎ

ｙｏｎ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ａＭｉｄ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ｐｌｕｖｉ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６１）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ｌｉｎｋａｇｅ

ｕｓ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ｅＤｕｚｈａｎｚｉ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

ＣＭＹＫ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６２）ＸｕＧｕａｎｇｊ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Ｑｉｎｇｈｕａ，ＴａｎｇＪｉ，Ａｍａｇｎｅｔｏｔｅｌｌｕｒ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ｄｅｅｐ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６３）Ｙｉｎ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ＰｅｎｇＺｈｉｇａｎｇ，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Ｍｅ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Ｓｐａ

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６４）ＹｕｅＨａｎ，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ＷａｎｇＭ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ｉｊｉａｎ，ＬｕＷｅｉｆａｎ，

ＸｕｅＬ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ｈｏｃｋｔｏｍａｉｎｓｈｏｃｋ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９Ｒｉｄｇｅｃｒｅｓ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６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ＭａＺｉｆａ，ＷａｎｇＹｉｚｈｏｕ，ＴａｏＹａｌｉｎｇ，ＬｉＸｕｅｍｅｉ，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ＤａｄｕＲｉｖｅｒｂｅｄｒｏｃｋ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ｕｐｌｉｆ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６６）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ｉ，ＬｉＹａｌｉｎ，ＸｕＭｉｎｇ，ＱｉａｎＸｉｎｙｕ，ＨａｎＺｈｏｎｇｐ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

ｉｎｇ，Ｐ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Ｎｅｗ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ｈｉｇｈ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ｕｎｔｉｌＯｌｉ

ｇｏｃｅｎ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Ｍｉｏｃｅｎｅ，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６７）ＺｈａｏＤｅｚ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Ｂｕ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ＧｏｎｇＷｅｎｙｕ，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ｓｔｓ

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１ＭＷ７８Ｋｏｋｏｘｉｌｉ，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ｉｎｇ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

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６８）ＺｈａｏＰａｎｐ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Ｙｕ，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Ｙｉｆａｎｇ，Ｆｉｎ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ｖｅ

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ｍ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ＧＵ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３．

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陈进宇，ＧａｉｌｌａｒｄＦａｂｒｉｃｅ，ＶｉｌｌａｒｏｓＡｒｎａｕｄ，杨晓松，ＬａｕｍｏｎｉｅｒＭｉｃｋａｅｌ，Ｊｏｌｉｖｅｔ

Ｌａｕｒｅｎｔ，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ＨａｓｈｉｍＬｅｌａ，ＳｃａｉｌｌｅｔＢｒｕｎｏ，Ｒｉｃｈａｒｄ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通过花岗

质熔体的电学性质探索高喜马拉雅岩浆演化过程，第二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

青年学术论坛，江苏南京，２０１９３２９—３１。

２）成里宁，张超，杨晓松，李晓彦，ＨｏｌｔｚＦｒａｎｃｏｉｓ，电气石在花岗质熔体中稳定

性的实验研究：对喜马拉雅两类淡色花岗岩成因的启示，第二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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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江苏南京，２０１９３２９—３１。

３）党嘉祥，周永胜，张慧婷，何昌荣，姚文明，麻粒岩流变实验研究对我国东部

地区下地壳流变强度的指示意义，第二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

江苏南京，２０１９３２９—３１。

４）段庆宝，陈建业，杨晓松，实验研究含粘土矿物断层岩气体和液体渗透率及

遇水后演化过程，第二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江苏南京，

２０１９３２９—３１。

５）简慧子，王丽凤，任治坤，龚文瑜，鄂拉山断层的滑动速率和闭锁状态研究，

第二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江苏南京，２０１９３２９—３１。

６）李朝鹏，郑德文，王一舟，庞建章，俞晶星，李又娟，郝宇琦，东昆仑山 ２６～

２３Ｍａ快速剥露的磷灰石 （Ｕ－Ｔｈ） ／Ｈｅ低温热年代学证据及其对于青藏高原扩展的

意义，第二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江苏南京，２０１９３２９—３１。

７）马玺，姚胜楠，何昌荣，粒间压溶驱动下斜长石断层泥速度弱化的微观结构

特征，第二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江苏南京，２０１９３２９—３１。

８）庞建章，郑德文，俞晶星，王伟涛，马严，王一舟，李朝鹏，李又娟，王英，

祁连山新生代扩展研究———对于青藏高原动力学演化的启示，第二届构造地质学与

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江苏南京，２０１９３２９—３１。

９）覃金堂，李科长，陈杰，李盛华，张金玉，前陆逆冲褶皱带的河流加积和下切

有多快：以北天山金沟河为例，第二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江苏

南京，２０１９３２９—３１。

１０）陶亚玲，张会平，熊建国，常宏，李乐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ｒｉｖｅ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

ｖ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ｉｎａｎｄａｒｏｕｎｄ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Ｍｉｄ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Ａｒｅｖｉｅｗ，第二

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江苏南京，２０１９３２９—３１。

１１）王恒，晚中生代以来川滇地块西缘下白垩统构造旋转及意义，第二届构造

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江苏南京，２０１９３２９—３１。

１２）熊建国，张培震，李有利，郑文俊，吕红华，钟岳志，张掖盆地南部地壳缩

短及其对祁连山变形分布的启示，第二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青年学术论坛，

江苏南京，２０１９３２９—３１。

１３）张佳伟，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Ｈｕｇｈ，李亚林，王成善，ＰｅｒｓａｎｏＣｒｉｓｔｉｎａ，钱信禹，韩中鹏，

姚翔，段瑶瑶，西藏中生代羌塘盆地沉降及剥露过程，第二届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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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青年学术论坛，江苏南京，２０１９３２９—３１。

１４）陈桂华，曾洵，柴达木盆地北缘托素湖－牦牛山断裂晚第四纪活动特征，中

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１５）陈进宇，姚路，杨晓松，马胜利，韩明明，实验研究含碳断层泥在动态摩擦过

程中的电学性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１６）程佳，ＲｏｎｇＹｕｆａｎｇ，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ｌｅＨａｒｏｌｄ，陈桂华，徐锡伟，川滇地区地震危险

性预测模型，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１７）成里宁，张超，杨晓松，祁冬梅，周永胜，ＨｏｌｔｚＦｒａｎｃｏｉｓ，二云母花岗岩与含

硼流体反应的实验研究：对电气石花岗岩成因的启示，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

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１８）党嘉祥，周永胜，张慧婷，何昌荣，姚文明，基于麻粒岩流变实验对中国东

部地区下地壳强度的探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

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１９）高永新，赵国泽，崇家军，韩冰，文健，詹艳，姜峰，２０１７年九寨沟 ７０级

地震同震电磁机理研究，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

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２０）侯丽燕，单新建，龚文瑜，基于 ＬｉＤＡＲＤＥＭ数据的则木河断裂地震活动定

量化研究，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２１）胡岩，ＢｕｒｇｍａｎｎＲｏｌａｎｄ，赵斌，王敏，王克林，俯冲带地震对板内活动断层

应力分布和演化的影响，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

１４—１６。

２２）黄自成，张国宏，单新建，２０１７年 ＭＷ７３Ｄａｒｂａｎｄｉｋｈａｎ地震的同震形变和

震源模型反演，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２３）简慧子，王丽凤，任治坤，龚文瑜，李彦川，鄂拉山断裂震间滑动速率和闭

锁状态研究，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２４）焦中虎，陈顺云，吴玮莹，单新建，针对中国典型地震的地表温度异常的准

同震响应，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２５）李成龙，张国宏，单新建，宋小刚，张迎峰，２０１８年帕鲁地震同震地表破裂

特征，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２６）李彦川，单新建，ＮｏｃｑｕｅｔＪｅａｎＭａｔｈｉｅｕ，占伟，王东振，张志遷，屈春燕，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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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华，鲜水河－小江断裂系的闭锁与蠕滑研究，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

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２７）梁诗明，东喜马拉雅构造结 １９５０年察隅大地震的 ＧＰＳ震后观测研究，中国

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２８）刘琦，闻学泽，邵志刚，汶川地震发震构造及区域粘弹结构研究，中国地震

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２９）刘洋，何昌荣，角闪石的摩擦本构参数及其与俯冲带慢滑移的关联，中国地

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３０）鲁人齐，徐锡伟，ＪｏｈｎＳｕｐｐｅ，何登发，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活动断层三维结构

和模型，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３１）马胜利，姚路，断层同震滑动实验研究的进展与展望，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３２）马玺，姚胜楠，何昌荣，压溶控制斜长石弱速度弱化的微观结构特征，中国

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３３）苗社强，周永胜，几种岩石的高温高压热扩散系数研究，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３４）彭慧，张冬丽，郑文俊，张培震，张竹琪，毕海芸，鄂尔多斯北缘断裂带大

地震复发模式与时空迁移规律，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

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３５）屈春燕，赵德政，单新建，张国宏，龚文瑜，昆仑山地震震中区震后形变演

化特征，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３６）沙鹏程，单新建，宋小刚，两种大气改正数据在川滇地区 ＡＬＯＳ－１干涉应用

中的评价，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３７）单新建，张国宏，李彦川，屈春燕，龚文瑜，张迎峰，地壳形变特征与地震

危险性分析，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３８）邵延秀，刘静，ＶａｎｄｅｒＷｏｅｒｄＪｅｒｏｍｅ，基于高精度地形数据限定海原断裂中

段晚第四纪滑动速率，中国地震学会成立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３９）石许华，ＷｅｌｄｏｎＲａｙ，刘静，ＷｉｗｅｇｗｉｎＷｅｅｒａｃｈａｔ，李志刚，邵延秀，Ｏｗｅｎ

ＬｅｗｉｓＡ．，ＷｅｌｄｏｎＥｌｉｓｅ，王昱，ＳｉｅｈＫｅｒｒｙ，ＦｉｇｕｅｒｅｄｏＰａｕｌａＭ．，袁道阳，东喜马拉雅

构造结东南部景洪断裂的晚第四纪均匀滑动速率，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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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４０）宋小刚，张迎峰，单新建，刘云华，龚文瑜，屈春燕，２０１８年印度尼西亚

ＭＷ７５帕鲁地震断层运动学研究，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

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４１）谭锡斌，岳汉，刘一多，徐锡伟，石峰，许冲，任治坤，徐贜德，鲁人齐，郝

海健，受河流侵蚀控制的地形荷载影响了龙门山的断裂活动性，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４２）王伟，刘静，张金玉，葛玉魁，龙门山南段侵蚀速率及其构造指示意义，中

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４３）吴玮莹，单新建，焦中虎，屈春燕，震前热异常提取方法比较分析研究，中

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４４）杨涛，陈建业，ＤｅｋｋｅｒｓＭａｒｋＪ．，摩擦生热导致地震断层带磁性增强：来自高

速摩擦实验的证据，中国地震学会成立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４５）姚文倩，刘静，Ｏｓｋ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Ｅ．，王伟，李占飞，张金玉，再评价海原断裂

老虎山段晚更新世滑动速率的启示，中国地震学会成立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

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４６）尹玲，张国宏，单新建，尹京苑，基于深度学习的地震震级预警研究，中国

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４７）袁兆德，刘静，邵延秀，王伟，徐心悦，姚文倩，韩龙飞，周游，李志刚，阿

尔金断裂中段地震级联破裂行为，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

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４８）张金玉，刘静，ＶａｎｄｅｒＷｏｅｒｄＪｅｒｏｍｅ，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ｉＬｕｃｉｌｌａ，王恒，石许华，姚文

倩，徐晶，红河断裂北部尾端苍山山前断裂晚第四纪滑动速率研究，中国地震学会成

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４９）张志遷，单新建，李彦川，由数十年 ＧＰＳ资料研究鲜水河断裂蠕滑段时空

形变特征，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５０）周永胜，党嘉祥，马玺，苗社强，戴文浩，雷蕙如，何昌荣，安宁河断层震源

深度岩石组成与形变特征，中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

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５１）朱传华，单新建，张国宏，焦中虎，汶川地震热异常与断层应力有关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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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震学会成立 ４０周年学术大会，辽宁大连，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

５２）毕海芸，郑文俊，雷启云，张培震，基于断错位移累积的贺兰山西麓断裂强

震活动特性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５３）曹建玲，张晶，闻学泽，冯蔚，石耀霖，由千米尺度的跨断层基线测量断层

近场运动与变形———川滇块体东边界 ２个场地的初步实验，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５４）陈干，艾明，郑文俊，刘金瑞，基于高精度无人机影像的微地貌位错标志识

别与断错位移确定：以青藏高原北部鄂拉山断裂的走滑位移确定为例，２０１９年中国

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５５）陈桂华，曾洵，柴达木盆地北缘托素湖－牦牛山断裂晚第四纪活动特征，

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５６）陈一方，陈九辉，郭飚，李顺成，齐少华，赵盼盼，李晓姝，鄂尔多斯西缘北

段地壳速度间断面结构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５７）冯万鹏，ＳａｍｓｏｎｏｖＳｅｒｇｅｙ，王雨晴，李涛，２０１９年 ＳｅａｒｌｅｓＶａｌｌｅｙ地震共轭破

裂和地震学意义，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５８）宫猛，徐锡伟，黄柏寿，李康，汶川ＭＷ７９地震起始破裂阶段断层几何学及

运动学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５９）郭飚，陈九辉，刘启元，李顺成，鄂尔多斯及邻区壳幔三维速度结构的地震

层析成像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６０）何昌荣，地震成核过程及其亚失稳阶段动态标志的２Ｄ模拟研究，２０１９年中

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６１）黄自成，张国宏，单新建，利用 ＩｎＳＡＲ小基线集技术估算伊朗－伊拉克边境

ＭＷ７３地震的震后时间序列，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６２）简慧子，甘卫军，王丽凤，梁诗明，李彦川，张克亮，刘云华，龚文瑜，基于

ＧＰＳ和 ＩｎＳＡＲ的 ２０１７年 ＭＷ６５米林地震的发震构造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

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６３）姜峰，陈小斌，董泽义，崔腾发，刘钟尹，王培杰，大地电磁单剖面实测数

据二、三维反演结果对比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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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６４）雷启云，张培震，郑文俊，俞晶星，杜鹏，青藏高原东北缘三关口断裂晚第

四纪古地震综合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６５）李长军，王洋，甘卫军，张会平，梁诗明，郝明，庄文泉，青藏高原东南缘南

段现今应变特征及其动力学含义，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６６）李满，肖骑彬，喻国，阿尔金走滑断裂带昌马段的电性结构样式及构造意

义，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６７）李明佳，孙建宝，周仕勇，ＩｎＳＡＲ并行化时间序列数据处理在华北地区大规模

形变场监测中的应用，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６８）李晓姝，郭飚，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 Ｐ波多尺度层析成像，２０１９年中国地

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６９）刘贵，周永胜，剪切变形条件下流体与岩石相互作用的实验研究，２０１９年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７０）刘琦，闻学泽，邵志刚，２００８年汶川 ８０级地震同震模型及区域粘弹结构

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７１）刘晴日，熊建国，李有利，张会平，张培震，胡秀，赵旭东，辛伟林，祁连山

北缘民乐断裂晚更新世以来滑动速率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

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７２）刘琼颖，陈顺云，陈立春，杨竹转，基于川西断裂带近地表温度时间序列的

地下水流速变化与地震响应关系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７３）刘洋，何昌荣，角闪石的摩擦本构参数及其与俯冲带慢滑移的关联，２０１９

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７４）鲁人齐，何登发，房立华，王晓山，黄涵予，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四川长宁Ｍ６地

震同震断层三维模拟，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７５）罗全星，李传友，阳高－天镇断裂晚第四纪活动特征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

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７６）彭慧，张冬丽，郑文俊，张培震，张竹琪，鄂尔多斯北缘断裂带大地震复发

模式与时空迁移规律，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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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屈春燕，乔鑫，单新建，李彦川，联合时序ＩｎＳＡＲ和ＧＰＳ的海原断裂带滑动

速率与闭锁程度分布特征精细反演，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７８）沙鹏程，单新建，宋小刚，ＧＡＣＯＳ和 ＱＡＪＭ在 ＩｎＳＡＲ大气误差改正中的应

用比较，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７９）孙翔宇，李大虎，詹艳，冉志杰，韩静，孙建宝，包雨鑫，大地电磁三维探测

研究在四川长宁地震窗的应用，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８０）孙翔宇，詹艳，ＵｎｓｗｏｒｔｈＭａｒｔｙｎ，ＥｇｂｅｒｔＧａｒｙ，张会平，陈小斌，赵国泽，孙

建宝，赵凌强，大地电磁探测揭示的东昆仑断裂带东端深部电性结构和九寨沟地震

孕震环境，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８１）唐上，宋冬梅，许明明，崔建勇，王斌，单新建，基于 ＡＩＲＳ资料的 ２０１７年

伊拉克 ＭＳ７８地震震前气体异常分析，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８２）王启欣，徐锡伟，江在森，刘绍卓，谭锡斌，基于 ＧＰＳ连续观测的芦山地震

震后形变分析，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８３）魏占玉，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ｕｓ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Ｄｕｓｈａｎｚｉ

Ｒｅｖｅｒｓ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８４）吴传勇，郑文俊，张培震，张竹琪，贾启超，俞晶星，张会平，姚远，刘建明，

Ｏｂｌｉｑｕｅｔｈｒｕ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ｄ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Ｗ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８５）肖骑彬，喻国，李满，青藏高原北部地幔岩石圈电性结构及其构造意义，

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８６）徐丹丹，宋冬梅，向亮，单新建，唐上，基于ＳＶＲ模型的智利地震ＴＥＣ异常

提取与分析，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８７）徐晶，邵志刚，川滇菱形块体东边界修正的强震发生概率估算，２０１９年中

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８８）尹昕忠，陈九辉，刘启元，郭飚，李顺成，西秦岭地区微震活动及主要断裂带

深部几何结构的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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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岳冲，屈春燕，尼泊尔地震后藏南地区地壳变形的数值模拟研究，２０１９年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９０）詹艳，孙翔宇，赵凌强，杨文东，赵斌，韩静，利用密集大地电磁三维阵列

成像技术揭示五大连池火山群深部岩浆系统，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９１）詹艳，孙翔宇，郑文俊，赵凌强，海原－六盘山断裂系统深部电性结构特征

和地壳变形，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９２）张博
$

，郑文俊，王伟涛，李涛，段磊，董金元，柴达木盆地西北缘晚第四

纪变形样式、缩短速率及其构造意义，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９３）张培震，中国大陆强震的分区构造模型，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

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９４）张永奇，郑增记，韩美涛，曹建平，鄂尔多斯西南缘、南缘构造区现今地壳

形变特征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９５）赵磊，屈春燕，单新建，龚文瑜，张迎峰，张国宏，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四川长

宁 ６０级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及发震断层特征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

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９６）赵宇飞，宋冬梅，许明明，崔建勇，王斌，单新建，基于 ＡＩＲＳ资料的 ２０１７

年伊拉克 ＭＳ７８地震震前气体异常分析，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

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９７）周永胜，基岩区断层粘滑与蠕滑的地质标志和岩石力学实验证据，２０１９年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９８）周永胜，焦裕，海伦，张雷，姚文明，流体对断层摩擦滑动影响的实验研究，

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９９）朱传华，焦中虎，单新建，张国宏，２０１７ＭＷ７３伊朗地震震后地表温度变化

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１００）卓燕群，郭彦双，陈顺云，汲云涛，断层接触分布对花岗闪长岩粘滑快慢

影响的实验研究，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３０。

１０１）何昌荣，地震的成核过程与过程相关前兆———物理预测的希望，第二届地

震多圈层耦合研讨会，安徽合肥，２０１９１１２８—３０。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９年度报告　　

五、获得的发明专利、软件证书、国家标准、规范等

序号 成果名称 编　号 类　别 完成人

１ 推移质模拟器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００３４７１．２ 发明专利 刘春茹

２ ＧＮＳＳ形变监测与地震参
数快速判定系统

２０１９ＳＲ０４０７４３０ 软件证书

刘云华，郭皓明，魏闫燕，

尹　昊，刘晓东，张迎峰，
李彦川

六、开放与合作交流

１、实验室设立的开放基金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单位 起止时间

１
基于时变重力的海底地震震源

参数反演及海啸模拟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９Ｂ０１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白永良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２
地震前兆信息中红外温度变化

的塑性机制
ＬＥＤ２０１９Ｂ０２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黎丽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３
新疆北天山地壳变形与热红外

信息特征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９Ｂ０３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

究所，孙珂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４
应力扰动对断层孕震过程影响

的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９Ｂ０４ 云南大学，解朝娣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５
九寨－黄龙钙华沉积序列中的地
震事件记录

ＬＥＤ２０１９Ｂ０５ 西南科技大学，王富东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６
拉脊山构造带三维电性结构特

征与地壳变形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９Ｂ０６

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

心，王庆良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７
含及不含断层岩样亚失稳过程

连续－非连续方法模拟
ＬＥＤ２０１９Ｂ０７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王

学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８
围岩差异对断层破裂方式的影

响研究：以 ２０１４年康定 ＭＳ６３、
ＭＳ５．８地震为例

ＬＥＤ２０１９Ｂ０８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姚

琪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２、新增客座研究员介绍

郑德文，男，１９７１年生，博士，正高级工程师。２００１年毕业于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构造地质学专业，获博士学位。同年入职中

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新构造与年代学实验室，２００８年聘为研究员。

２０１８年 ９月至今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负责

Ａｒ／Ａｒ实验室和 Ｕ－Ｔｈ／Ｈｅ实验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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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构造热年代学的相关研究（Ａｒ／Ａｒ、裂变径迹、Ｕ－Ｔｈ／Ｈｅ、２１Ｎｅ宇宙成因

核素年代学）。开展青藏高原东北缘新生代构造活动的低温热年代学研究，获得了青

藏高原东北缘新生代隆升和扩展的过程，这一成果是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的主要内容之一。改进了裂变径迹测试技术，建立了基于 ＬＡＩＣＰＭＳ的裂变径迹测

试流程；建立了硫酸盐风化矿物（黄钾铁矾、斜钾铁矾）的 ３９Ａｒ／４０Ａｒ法测试流程；建立

了磷灰石和锆石的 Ｕ－Ｔｈ／Ｈｅ实验流程；建立了 ２１Ｎｅ宇宙成因核素测年的实验流程；

改进了地貌参数的提取方法，探索了构造、气候对地貌的影响。在 ＥＰＳＬ、ＪＧＲ、Ｔｅｃ

ｔｏｎｉｃ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５０余篇。

陈小斌，男，１９７２年生，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１９９５

年毕业于江汉石油学院矿场地球物理专业，获学士学位，同年入

职四川石油测井公司川南测井分公司，任助理工程师；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年就读于江汉石油学院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专业，获硕士

学位；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固体地球物理

学专业博士学位。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在北京大学地空学院理论与应

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就职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２０１９年进入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工作。

主要从事大地电磁方法与应用方面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大地电磁正反演算法、

数据处理与分析、可视化集成软件研发、活动构造区电性结构探测、地壳上地幔电性

结构探测与动力学等。负责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中国地震

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项目 ２０余项，在 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中国科学、

地球物理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 １０余篇，科研成果先后 ２次获 “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１次获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科技进步奖，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９项。现为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ＪＧＲ和中国科学、地球物理学报、应用地球物

理学报等期刊的审稿专家。同时担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地

球电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固体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地震学会地震电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

３、国（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１８—２０日，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杨宏峰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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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１９年 ２月 １７—２７日，日籍荣誉特聘研究员
"

本利彦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

３）２０１９年 ２月２６日—３月１５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博士生 ＬｕｕｋＢ．Ｈｕｎｆｅｌｄ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４）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１０—１１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博士生杨海斌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下地壳流变学强度差异如何影响圣安德烈斯断层形态以及

次级断层分布”的报告。

５）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１９—２６日，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杨宏峰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

６）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２８日—５月 ７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ＪｅｒｏｍｅｖａｎｄｅｒＷｏｅｒｄ教

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并赴云南大理苍山山前断裂、炼铁盆地和程海－宾川

断裂开展野外科学考察工作。

７）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１—７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Ｌｕｃｉｌｌａ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ｉ研究员访问实

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ｎＩｔａｌｙ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３６Ｃｌｃｏｓｍｏｇｅｎ

ｉｃ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ｓ”的报告，并赴云南大理苍山山前断裂、炼铁

盆地和程海－宾川断裂开展野外科学考察工作。

８）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１８日—６月 １０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博士生 ＬｕｕｋＢ．Ｈｕｎｆｅｌｄ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Ｆｒｏｍｌｏｗ（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ｔｏｈｉｇｈ（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ｖｅｌｏｃｉ

ｔｉｅｓ”的报告。

９）２０１９年 ５月２０日—６月１０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ＪｏｈｎＰｉｔｌｉｃｋ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①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ｎｇｌｅｔｈｒｅａｄａｎｄｂｒａｉｄｅｄｒｉｖｅｒｓ，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ｃｈａｎ

ｎｅｌｓ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ｂｅｄｌｏａ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和② “Ｒｉｖ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ｌｏｐ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ｒｉｖｅｒｉｎｃｉｓｉｏｎ”的报告。

１０）２０１９年 ６月８—２７日，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开设题为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

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ｔｏｒｏｃｋｕｐｌｉｆｔａｎｄ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的构造地貌学短期课程。

１１）２０１９年 ６月 ２４—２６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ＩａｎＮｅｉｌＳａｎｄｆｏｒｄＪａｃｋｓｏｎ教授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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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ｕｐｐｅｒｃｒｕｓｔ”的报告。

１２）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１２日，德国地学研究中心汪荣江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做了题为 “ＰｒｅＰｗａｖｅｅｌａｓｔｏ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ｕｓｅｉｎｍｏｄｅｒｎ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的报告。

１３）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１８日，意大利罗马大学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Ｃｏｌｌｅｔｔｉｎｉ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ｓｌｏｗ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ｔｏｔｈｅｓｔｒｅｓｓ

ｄｒｏｐ，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ｆｌｕｉｄｄｒｉｖｅｎ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的报告。

１４）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１８日，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和火山研究所

ＧｉｕｌｉｏＤｉＴｏｒｏ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ｈｏｓｔｅｄ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ｂｕｉｌｔｒｏｃｋｓ”的报告。

１５）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１８日，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和火山研究所 ＳｔｅｆａｎｏＡｒｅｔｕｓｉｎｉ博

士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ｆｒｏｍ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的报告。

１６）２０１９年 ７月２２日—８月４日，以色列地质调查局 ＮｉｍｒｏｄＷｉｅｌｅｒ研究员访问

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甘肃对阿尔金断裂开展联合科学考察。

１７）２０１９年 ９月 ５—２０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Ｓｐｉｅｒｓ教授访问实

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开设题为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ｓ”

的短期课程，并做了题为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ｏｗｔｏｂｅａｔｔｈｅｎａｔｉｖｅｓ

ａｔ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ｇａｍｅ！”的报告。

１８）２０１９年 ９月９—１０日，丹麦奥胡思大学 ＡｎｄｒｅｗＭｕｒｒａｙ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展实验合作研究。

１９）２０１９年 ９月 １９日—１０月 ３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ＪｏｈｎＰｉｔｌｉｃｋ教授访问实

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２０）２０１９年 ９月 ２２—２６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沈正康教授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

２１）２０１９年 ９月 ２３—２４日，美国加州大学理工学院 Ｓｔａｆ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梁存任访问实

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雷达干涉（ＩｎＳＡＲ）中的电离层效应及其对大范围地

壳运动测量的影响和校正”的报告。

２２）２０１９年 ９月２４日—１０月６日，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 ＹａｎｎＫｌｉｎｇｅ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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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Ｗｈ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ｏｔｅａｃｈｕｓａ

ｂｏｕ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的报告，并赴甘肃、青海对阿尔金断裂开展野外地震地质

科学考察。

２３）２０１９年 ９月 ２４日—１０月 ６日，法国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生 ＳｏｌｅｎｅＡｎ

ｔｏｉｎｅ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赴甘肃、青海对阿尔金断裂开展野外地震地质科

学考察。

２４）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１２月７日，南非开普敦大学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Ｓｔｅｖｅｎｓ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Ａ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ｏｆｉｎｄｄｅｎｓｅｌｙｓｐａｃｅ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ｏｆｆｓｅｔｓｉｎａ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ｄｇｌａｃｉａｌｒｅｖｅｒｓｅ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ｓｉｎ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的报告。

２５）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８—２２日，俄罗斯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 ＡｎｄｒｅｙＫｏｒｚｈｅｎｋｏｖ

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２６）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８—２２日，俄罗斯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 ＥｖｇｅｎｉｉＲｏｇｏｚｈｉｎ教

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２７）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１２—２４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Ｏｓｋｉｎ教授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并对金沙江流域活动断裂与河湖相沉积和地貌、澜沧江流

域的河流阶地开展联合野外地质调查工作。

２８）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１４日，美国 Ｓ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全球勘探顾问彭成斌博士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ＷｅｓｔｅｒｎＧｅｃｏ，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的报告。

２９）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２３日—１１月 １１日，日籍荣誉特聘研究员
"

本利彦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Ｔｈｅ２０１７ＭＷ５５Ｐｏｈａ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Ｋｏ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

ＰｏｈａｎｇｅａｒｌｙＥＧ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ｓ”的报告。

３０）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２６—３１日，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杨宏峰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

３１）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２６—３１日，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姚素丽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

３２）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２６—３１日，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朱高华访问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

３３）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３０日—１１月 １日，德国地学研究中心汪荣江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

３４）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３１日—１１月 ２８日，南非开普敦大学 ＲｏｂｅｒｔＡ．Ｍｕｉｒ博士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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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Ｒ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ｂｒｅａｋｕｐ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Ｗ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ｐｅｏｆ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Ｕ－Ｐｂｚｉｒｃｏｎ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的报告。

３５）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 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 ＡｍｏｓＮｕｒ访问

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Ｗｈａｔｉｓｗｒｏｎｇｗｉｔ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ｈｙｓｉｃｓ？”的报告。

３６）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 ４—１０日，日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歌田久司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

３７）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５—７日，俄罗斯 ＪＳＣ水电工程研究院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心 Ａｌ

ｅｘａｎｄｅｒＬ．Ｓｔｒｏｍ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① “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ｉｆｅｌｉｎｅｒｏｕｔｅｓ（ｔｒｕｎｋ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ｓ，ｐｏｗｅｒ

ｌｉｎｅｓ）”；②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的报告。

３８）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１—９日，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ＧｒｉｍａｕｄＨｅｒｖｅ

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３９）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９日，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ＴｈｏｍａｓＩｎｇｉｃｃｏ副研究员访

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４０）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２２日，美国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公司 ＤｅｌｐｈｉｎｅＦｉｔｚｎｅｘ博士访问

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Ｆｒｏｍ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ｆａｓｔｐｌａｔ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ｏｄｉｆｆｕｓｅ

ｓｌｏｗｄ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ｕｒｃｅ”的报告。

４１）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２２—２４日，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生聂世颖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ｔ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ｔ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ｙｃｌ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的

报告。

４２）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２—２４日，美国南加州地震中心（ＳＣＥＣ）王永飞博士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ｕｎｉｆｉ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ＣＥＣ）”的报告。

４３）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２３日，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ＭａｒｔｙｎＵｎｓｗｏｒｔｈ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的报告。

４４）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２３—２８日，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雷兴林研究员访问实验

室，做了题为 “关于注水诱发地震管控的几点建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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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博士生 ＬｕｕｋＢ．Ｈｕｎｆｅｌｄ访问实验室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ＧｉｕｌｉｏＤｉＴｏｒｏ教授访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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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客座研究员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教授

访问实验室，并开设短期课程

实验室客座研究员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ＣｈｒｉｓＳｐｉｅｒｓ教授

访问实验室，并开设短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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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 ＡｍｏｓＮｕｒ访问实验室

实验室荣誉特聘研究员
"

本利彦在实验室做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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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实验室人员出国（境）情况

１）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９日至今，博士生张迎峰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

２）２０１９年 ２月 ２３日—９月 ３日，尹金辉研究员赴美国普渡大学访问。

３）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１—６日，甘卫军研究员赴缅甸开展 ＧＰＳ地壳运动观测。

４）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１—１５日，梁诗明助理研究员赴缅甸开展 ＧＰＳ地壳运动观测。

５）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１—１５日，张克亮副研究员赴缅甸开展 ＧＰＳ地壳运动观测。

６）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２０—２４日，刘静研究员赴南非开普敦大学开展学术交流。

７）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２０日—４月 １日，王鹏工程师赴南非开普敦大学开展学术交流，

并赴开普敦大学在纳米比亚的野外试验点进行野外科考工作。

８）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２０日—４月 １日，王伟助理研究员赴南非开普敦大学开展学术

交流，并赴开普敦大学在纳米比亚的野外试验点进行野外科考工作。

９）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２０日—４月 １日，袁兆德助理研究员赴南非开普敦大学开展学

术交流，并赴开普敦大学在纳米比亚的野外试验点进行野外科考工作。

１０）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２９日至今，王英工程师赴英国苏格兰大学环境研究中心访问。

１１）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０日至今，刘彩彩副研究员赴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拉菲特分校

访问。

１２）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６—１３日，熊建国副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欧洲地球科学

联合会会员大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９）。

１３）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７—１２日，杨晓松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欧洲地球科学联

合会会员大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９）。

１４）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７—１２日，刘静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欧洲地球科学联合

会会员大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９），做了题为 “Ｐａｌｅｏ

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ｍｐｌ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ｙｎ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

ｂｅｔ”的报告。

１５）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１３—１７日，刘静研究员赴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开展学术交流。

１６）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１５日—１１月 １４日，甘卫军研究员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访问。

１７）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３—２９日，孙建宝研究员赴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参加中欧科

技合作 “龙计划”国际研讨会（２０１９Ｄｒａｇｏ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做了题为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ｇｏｆ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ＩｎＳＡＲ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ａ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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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的报告。

１８）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马胜利研究员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第七届水热化学

与力学耦合过程国际研讨会（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ＴＨＭ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

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做了题为 “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ｓｍｅｌｔ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ｄｏｌｅｒｉｔｅｕｎｄｅｒ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的报告。

１９）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５日，何昌荣研究员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第七届水热化学

与力学耦合过程国际研讨会（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ＴＨＭ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

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做了题为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ｐｏｆｂａｓａｌｔａｎｄｓｌｉｐ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ｕｎ

ｄｅｒｈｉｇｈｆｌｕｉ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的报告。

２０）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１８日，陶玮副研究员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国际大地测量

与地球物理联合会第 ２７届大会（２７ｔｈＩＵＧ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做了题为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ｌｉｐｏｖｅ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ｙｃｌｅｓ”的报告。

２１）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１８日，刘琼颖副研究员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国际大地测

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第 ２７届大会（２７ｔｈＩＵＧ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２２）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２５日—８月 ２日，陈桂华副研究员赴爱尔兰都柏林参加国际第

四纪研究联合会第二十届大会（２０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ｏｒ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ＱＵＡ））。

２３）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２７日—８月 ２９日，张雷副研究员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开展短

期访问交流。

２４）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２７—３１日，单新建研究员赴日本横滨参加 ２０１９年地球科学与

遥感国际研讨会（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ＧＡＲＳＳ））。

２５）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２７日—８月 ３日，毕海芸副研究员赴日本横滨参加 ２０１９年地

球科学与遥感国际研讨会（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ＧＡＲＳＳ））。

２６）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２７日—８月 ３日，屈春燕研究员赴日本横滨参加 ２０１９年地球

科学与遥感国际研讨会（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ＧＡＲＳＳ））。

２７）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２７日—８月 ３日，宋小刚副研究员赴日本横滨参加 ２０１９年地

球科学与遥感国际研讨会（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ＧＡＲＳＳ））。

２８）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２８日—８月 ３日，党嘉祥助理研究员赴新加坡参加第 １６届亚

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年会（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６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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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２８日—８月 ３日，刘云华副研究员赴新加坡参加第 １６届亚洲

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年会（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６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

ｉｎｇ）。

３０）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２８日—８月 １日，谭锡斌副研究员赴新加坡参加第 １６届亚洲

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年会（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ＯＧＳ）１６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

ｉｎｇ），做了题为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ｈｏｒａｍｐａ

ｌｏｎｇ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ａｒｇｉｎ：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ｒ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的报告。

３１）２０１９年 ８月 ５—１６日，郭彦双工程师赴俄罗斯科学院施密特大地物理研究

所开展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并做了题为 “Ｔｈｅｕｐｇｒａｄｅ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ｅ

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报告。

３２）２０１９年 ８月 ５—１６日，王凯英副研究员赴俄罗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开

展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

３３）２０１９年 ８月 １８—２５日，马严副研究员赴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第 ２９届戈尔

德施密特地球化学大会（２９ｔｈ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３４）２０１９年 ８月 １８—２５日，庞建章工程师赴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第 ２９届戈尔

德施密特地球化学大会（２９ｔｈ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３５）２０１９年 ８月 ３１日—９月 ８日，段庆宝副研究员赴德国波茨坦参加第 １３届

欧洲岩石物理与地质力学学术大会（１３ｔｈＥｕｒ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ｃｋ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６）２０１９年 ８月 ３１日—９月 ８日，苗社强副研究员赴德国波茨坦参加第 １３届

欧洲岩石物理与地质力学学术大会（１３ｔｈＥｕｒ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ｃｋ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７）２０１９年 ８月 ３１日—９月 １６日，卓燕群助理研究员赴意大利里雅斯特参加

“地震断层力学高级研讨会：理论、模拟和观测”（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８）２０１９年 ９月 ７—１１日，姚路副研究员赴美国棕榈泉参加南加州地震科学中

心年会（ＳＣ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

３９）２０１９年 ９月 ２—１０日，博士生黄飞鹏赴以色列地调局开展合作研究。

４０）２０１９年 ９月 ２—１０日，李传友研究员赴以色列地调局开展合作研究。

４１）２０１９年 ９月 ２—１０日，张会平研究员赴以色列地调局开展合作研究。

　⊕

ＣＭＹＫ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９年度报告　　

４２）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１２月２５日，博士生李彦川赴法国尼斯大学开展合作交流。

４３）２０１９年 ９月 １３日至今，王丽凤研究员赴美国南加州大学访问。

４４）２０１９年 ９月 ２０日—１１月 ２１日，郭志副研究员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开展

合作研究。

４５）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２１日至今，硕士生熊小慧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

４６）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２２日—１１月 ３日，陈杰研究员赴俄罗斯科学院施密特大地物

理研究所开展学术交流。

４７）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２２日—１１月 ３日，刘姣助理研究员赴俄罗斯科学院施密特大

地物理研究所开展学术交流。

４８）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２２日—１１月 ３日，覃金堂副研究员赴俄罗斯科学院施密特大

地物理研究所开展学术交流。

４９）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３１日—１２月 ２５日，王伟助理研究员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开展合作研究。

５０）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 １０—２２日，尹功明研究员赴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史前部

进行样品测试比对。

５１）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 １８日—１２月 １日，覃金堂副研究员赴瑞士日内瓦大学开展合

作研究。

５２）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 ２８日至今，博士生喻国赴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学习。

５３）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１５日，陈桂华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９年秋季会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

５４）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１５日，陈进宇助理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

学会 ２０１９年秋季会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

５５）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１５日，陈九辉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９年秋季会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

５６）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１５日，龚文瑜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９年秋季会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

５７）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１５日，鲁人齐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９年秋季会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

５８）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１５日，石峰助理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９年秋季会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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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１５日，孙浩越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９年秋季会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

６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１５日，尹昕忠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 ２０１９年秋季会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

６１）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１５日，博士后张佳伟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９年秋季会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

６２）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１５日，博士后赵盼盼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９年秋季会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

６３）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１５日，郭飚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９年秋季会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做了题为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Ｑｉｌ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ｆ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的报告。

６４）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１５日，张会平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９年秋季会议（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做了题为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ａｄｕＲｉｖｅｒｂｅｄｒｏｃｋ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ｕｐｌｉｆ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的报告。

刘静研究员赴南非开普敦大学开展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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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工程师（左一）赴英国苏格兰大学环境研究中心访问

刘彩彩副研究员（右二）赴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拉菲特分校访问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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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玮副研究员（右四）、刘琼颖副研究员（右三）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

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第 ２７届大会（２７ｔｈＩＵＧ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刘云华副研究员（右一）、谭锡斌副研究员（左二）和党嘉祥助理研究员（左一）

赴新加坡参加第 １６届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年会（ＡＯＧ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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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英副研究员（左三）、郭彦双工程师（左二）

赴俄罗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开展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

王伟助理研究员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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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人齐研究员（左四）、孙浩越副研究员（右一）、陈桂华副研究员（右三）等

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９年秋季会议（ＡＧＵ）

５、实验室承办的大型会议

为进一步加强构造变形、数值模拟及地球动力学等领域前沿学术交流，实验室

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３０日在京举办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研讨会”

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举办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研讨会”，

实验室副主任单新建研究员担任本次会议主席。会议邀请了德国 ＧＦＺ地球科学中心

汪荣江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郑勇教授、北京大学王腾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

韩鹏副教授、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黄辅琼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赵连锋研究员和郝金来副研究员等相关专家参与讨论并做主题发言，地质所科技人

员代表也做了相关学术报告。会议就大地测量、数值模拟及地球动力学、预测预报等

领域中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发展趋势进行了交流，对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各

单位科研成果交流学习起到了积极作用，开阔了青年科研人员和学生们的视野，得

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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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实验室开放活动

甘卫军研究员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做报告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参观实验室

（１）公众开放日

为向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地震动力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积极推进公众开放活动。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１２日，是中国第十一个 “防灾减灾

日”，宣传主题为 “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５月 ９日上午，来自中

国科学院大学的 ２０多名学生参观实验室。甘卫军研究员为大家做了题为 “ＧＰＳ大地

测量及其地学应用”的报告，并殷切期望青年学子毕业后能积极投身祖国的防震减

灾事业。实验室工作人员结合实验设备、展板和各自的科研项目向同学们介绍了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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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工作概况和近年取得的成果，并演示了部分仪器设备的操作方法。参观过程中，

同学们兴趣浓厚，积极提问并动手操作，部分感兴趣的同学甚至主动提出在活动结

束后与工作人员保持进一步交流。本次活动不仅加深了学生们对地震科学研究的了

解，培养了学生对地震事业的关注和兴趣，也提供了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

拓宽了他们的科学研究视野。

（２）教育实习基地

实验室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教育实习基地。２０１９年 ４月和 ６月，根据中国科

学院大学 “岩石物理学”课程安排，中国科学院大学 ３０多名研究生两次来实验室开

展教学实习。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学生们先后完成了岩石渗透率测量、岩石弹性波

测量、岩石单轴压缩、双剪断层黏滑、高速摩擦等实验。实验室实践活动是课堂内容

的延伸，让学生们对岩石物理学及地震科学研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为今后从事相

关工作打下基础。

实习学生测量岩石渗透率

（３）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实验室面向依托单位举办的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开放。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１６—

１９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举办 “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来自国内多所地质类

高校的 １８名优秀大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实验室副主任马胜利研究员从历史沿革、

学科方向、人员机构、科研实力和学术环境５个方面详细介绍了研究所科研情况和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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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展前景，并鼓励同学们勇攀地球科学的高峰。夏令营期间，实验室多位研究人员

做了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报告，激发了同学们对地球科学研究的兴趣。同学们参观

了实验室，与研究生导师零距离交流和沟通，并在张会平研究员的带领下赴唐山地

震遗址开展实地考察。此次活动展示了实验室科研水平和学术氛围，让学生们进一

步熟悉了实验室学科和专业方向，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加强对地震事业的关注。

实验室工作人员向参加夏令营的学生介绍实验设备

（４）科学传播情况

２０１９年 ３月，中国科技馆馆藏电影 《流浪地球》在全国热播后，引发了一阵关

于地球与空间科学的热潮。为此，中科馆大讲堂组织了 《流浪地球》系列科普讲座，

王阎昭副研究员应中国科技馆之邀做了题为 “流浪地球中的地震会发生吗？”的科普

讲座。结合电影中有关地震的情节，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图文并茂的方式向现场两

百多位中小学生讲解了地震的相关知识和防震避灾的注意事项，展示了中国地震局

在防震减灾事业中取得的巨大成绩。现场的中小学生们积极提问，踊跃参与互动，表

现出对地震科学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兴趣。

２０１９年 ５月，王阎昭副研究员应中国科学院第五幼儿园之邀，参加 “家长进课

堂”活动，做了题为 “地震的故事”科普讲座。向幼儿园小朋友们讲解了地震的相

关知识和防震避灾的注意事项，并组织了地震避难演练，分发了由地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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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阎昭副研究员在中国科技馆做科普讲座

的地震科普读物，极大地激发了小朋友们对地震科学的兴趣。小朋友们认真听讲、积

极回答问题、踊跃参与互动，现场气氛活跃，反馈热烈，充分体现了儿童科普的可行

性和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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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重 大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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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对地观测的

多尺度构造形变场演化特征获取技术及其应用

　　地震是在区域构造应力作用下，活动断裂带不断积累应变能并达到极限状态后

突发失稳破裂的结果。近年来空间对地观测技术，特别是 ＧＮＳＳ、ＩｎＳＡＲ和高分遥感

技术，使我们能够对活动断裂构造变形从多维、多尺度、定量化进行观测与分析，这

为我们对大陆内部构造变形机制的理解、地震孕育及破裂机制的认识、地震中长期

预测的水平及防震减灾的预期效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建立了地震台网和地壳运动观测网络，但是密度

仍然很低。全国连续 ＧＰＳ基准站共有 ２６０个，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台站非常稀少，

且站间距超过３００ｋｍ，无法获取大面积地球物理动态场。虽然青藏高原大地构造环境

独特，强震活动频繁，地震灾害严重，是研究地壳形变演化机制、地壳形变模型、地

震孕育和迁移规律等热点问题的理想场所，但稀疏站网薄弱的监测能力难以满足地

震监测应用和科学研究的需求。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ＩｎＳＡＲ）技术具有大范围、连

续地表形变观测的优势，在地震同震形变研究中逐渐趋于成熟，但在毫米级的震间

和震后断层微小形变监测中仍面临较大挑战，主要是构造信号与大气、轨道等误差

信号发生耦合且难以分离。如何发展有效的误差改正算法提高 ＩｎＳＡＲ震间形变观测

的精度，从而提取微小断层形变；如何建立统一模型融合 ＧＰＳ和 ＩｎＳＡＲ在时空范围

内的优势，构建新一代精细三维地壳运动速度场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此外，由于 ＧＰＳ点位分布稀疏以及 ＩｎＳＡＲ近断层失相干的影响，往往无法获取

大地震的近断层形变，无法定量、精细地揭示断层几何和运动特征，从而制约了我们

对地震破裂和复发模式的研究，降低了对断层危险性评价的准确性。随着遥感技术

的发展，高分遥感数据在地震活动断层定量化、精细化研究中逐步成为亮点。但如何

构建完整的方法体系，从立体影像稳健提取高精度 ＤＥＭ，到精细地貌参数识别与提

取，再到几何与位移参数分析，最后进行地震破裂和复发机制认识等，在国内尚缺乏

系统研究。

为满足地震周期各阶段地壳形变监测的需求，克服其在地壳形变领域应用时的

技术和方法难点，从而能够精细而科学地从多维度、多尺度揭示断层的运动方式，我

们从空间对地观测数据处理和构造解释入手，选取多个不同研究区／震例，开展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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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理论、模拟和实验研究，探索出基于最优误差校正方案的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ＳＡＲ震间形变

提取方法、ＰＳ／ＤＳ联合解算的 ＩｎＳＡＲ时序分析方法，实现了西北无人区毫米级精度

的断层震间和震后形变监测；构建了 ＧＰＳ和 ＩｎＳＡＲ高分辨率三维地壳运动速度场联

合解算模型，拓展了地壳形变立体监测能力；发展了高分辨率 ＤＥＭ活动构造定量分

析技术，形成了基于高分遥感数据的地震活动断层定量化研究方法；获取的高精度、

多尺度、三维形变场数据更准确地揭示了断裂精细的变形方式，提高了我们对地震

相互触发机制关系的认识。研究成果为中国大陆中长期地震危险性判别和年度危险

区划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推动了中国地震预测预报业务能力的提高。

图 １　基于时序 ＩｎＳＡＲ技术获取的青藏高原东北缘形变速率场（卫星视线向），可以看出

海源断裂南北两盘相对运动在雷达视线向约 ２ｍｍ／ａ，转换为走滑运动约 ５ｍｍ／ａ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研发完成 ２项软件著作权登记，建成包括 ２７个 ＧＰＳ点的断

层形变观测研究基地，发表论文６０篇，其中ＳＣＩ／ＥＩ检索５６篇；项目成果已在多个省

地震局、科研院所和高校得到应用，并产生了显著经济社会效益。本项目的开展，极

大地增强了中国地震科学水平实力，为国家基础地球物理场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技术

支撑，也为更好地认识理解青藏高原演化、构造变形过程以及青藏高原周边强震发

生机制等提供支撑。

主要科技创新：

１、发展了高精度 ＩｎＳＡＲ震间微小形变获取技术，提高了 ＩｎＳＡＲ形变监测精度，

填补了中国西部毫米级构造形变监测的不足 （图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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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ＩｎＳＡＲ和 ＧＰＳ联合解算获取的青藏高原东北缘精细的地壳运动速度场

图 ３　基于高分 ＤＥＭ提取的 ２００８年于田地震断层三维位错丛集分布
（ａ）沿地表破裂的量测点的位置。（ｂ）垂直位错，绿色方块为基于高分 ＤＥＭ的测量值，
红色圆圈为野外观测值。（ｃ）水平位错，蓝色三角为量测值，红色圆圈为野外观测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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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构建了 ＧＰＳ和 ＩｎＳＡＲ高分辨率三维地壳运动速度场解算模型，拓展构造块体

变形的立体监测能力，为认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地壳变形特征及横向扩张机制

提供了重要基础，也为国家基础地球物理场的建立提供保障 （图 ２）。

３、提出了基于高分遥感数据和 ＤＥＭ的活动构造三维定量化分析方法，形成和

发展高分辨率 ＤＥＭ活动构造定量分析技术，不仅为了解活动断层特征、运动特征、

破裂期次和复发模式等提供了基础，而且为活动构造星载、机载调查提供了技术支

撑 （图 ３）。

４、ＧＮＳＳ、ＩｎＳＡＲ等空间大地测量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获取了高精度、多尺度、

三维震间形变场数据，发现了前人未发现的断层浅层蠕滑段，使反演获取的断裂滑

动速率、闭锁程度、滑动亏损速率和地震矩积累率等深部形变、应变参数更为精细和

科学 （图 ４）。

图 ４　阿尔金断裂带的闭锁程度、滑动亏损速率和地震矩积累率图

（ａ）中黑色点表示沿断裂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年的背景地震，闭锁系数以等值线表示；（ｂ）背景颜色表示

滑动亏损速率分布；（ｃ）灰色直方图表示地震矩积累率，青色线表示沿断裂的主要弯曲

５、ＧＮＳＳ、ＩｎＳＡＲ、高分遥感技术的发展，极大推动了中国地震科学水平实力的

增强，提高了对地震相互触发机制关系的新认识 （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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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龙门山断裂闭锁状态变化图
（ａ）在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前闭锁状态；（ｂ）汶川地震后－２０１３年芦山地震前闭锁状态。

颜色表示震间断裂闭锁系数（１为完全闭锁，０为完全滑动）

图 ６　喜马拉雅俯冲带震间闭锁（ａ）三维及（ｂ）平面投影图
图中蓝色五角星表示尼泊尔地震震中位置，颜色表示震间断裂闭锁系数（１为完全闭锁，０为完全滑动），

红色椭圆表示仍具有强震危险性的段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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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利用 ＩｎＳＡＲ和 ＧＰＳ技术在阿尔金、海原、则木河和鲜水河等断裂带区域内形

成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大陆地区中长期地震危险性判别，以及断裂带危险段落划分

提供了重要的判别依据。为中国年度危险区判定和中国大陆地震大形势判别提供了

重要基础，推动了中国地震业务能力的提高 （图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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