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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研究方向

地震动力学实验室是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科技部批准建设的新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是

在原构造物理开放实验室、新构造年代学开放实验室、现代地壳运动科学研究中心、

大陆岩石圈台阵中心等研究实体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２００７年 ２月通过验收，正式

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行列。

地震动力学实验室围绕地震机理与预测这一科学前沿问题和防震减灾的社会需

求，开展地震科学领域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实验室以构造物理实验和模拟技术、

活动构造与年代学技术、空间对地观测技术、流动地震台阵技术等为依托，以地震

动力学 （地震机理、动力学过程等）与强震预测为主题，以现今构造变形图像与强

震危险性、岩石圈三维精细结构与孕震环境、活动构造习性与强震发生规律、构造

变形机制与强震发生机理为主要研究方向。地震动力学实验室的研究目标是，通过

研究构造变形与地震活动的关系，揭示大陆强震发生的机理和动力学过程，发展地

震物理预测的理论和方法。

地震动力学实验室是我国地震行业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内地震研究领

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在构造物理研究方面，实验室是国

内地球内部岩石变形和物理性质研究领域实验手段最为齐全的实验室，在国内构造

物理和高温高压实验研究领域始终发挥着带头作用，并在国际同类实验室中有较大

的影响；在新构造年代学研究方面，实验室具有测年技术全、测年对象广、测年范

围宽的特色，在古地震年代学、构造热年代学、火山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处

于领先地位，并在国际同行中有一定影响；在现代地壳运动研究方面，实验室起步

虽晚但起点高，研究工作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在利用 ＧＰＳ、ＩＮＳＡＲ等空间对地观

测资料研究现代构造变形与地壳运动及动力学过程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在国内和国

际同行中具有重要影响；在岩石圈结构研究方面，实验室是国内最早利用流动宽频

带地震台阵观测技术开展地壳和上地幔三维精细结构及介质物理参数成像研究的单

位之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积累在国内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并在国际同行中

有一定的影响。总之，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地震动力学研究所需的主要

观测资料和实验条件，在国内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并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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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组成、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地震动力学实验室主任为张培震研究员，副主任为马胜利研究员、陈杰研究员。

实验室设有构造物理实验室、新构造年代学实验室、地壳形变与动力学实验室等三

个研究单元。

实验室拥有一支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合理的队伍。现有工作人员 ４３

人，其中研究人员３４人，技术人员８人，行政管理人员１人。实验室人员在职称结

构上以高级研究和技术人员为主，其中研究员１４人，副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 １２人；

在学历结构上以高学历者为主，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２７人，具有硕士学位者 ６人；

在年龄结构上以中青年人员为主，其中年龄在 ４５岁以下的人员有 ３１人；在专业结

构上包括构造地质学与活动构造、地球动力学与大地构造物理学、固体地球物理与

地震学、大地测量学、地质年代学等多个专业。实验室现有工作人员中既有知名的

老专家，也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专家。其中包括中科院院士 ２人、国家级 “优秀中

青年专家”称号获得者 ３人、外籍特聘专家 １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１人、

国家 “百千万科技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２人、中国地震局 “跨世纪人才工

程”和 “新世纪百人计划”人选７人。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由来自国内多家单位的１５名知名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主任

为马瑾院士，副主任为石耀霖院士、周力平教授。

实验室通过依托单位接受地质学博士后流动人员，招收构造地质学、固体地球

物理学两个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地球化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２００７年实验室

培养博士后和研究生１１人，其中博士后１人、博士３人、硕士７人。２００７年底在站

博士后、在读研究生 ５７人，其中博士后 ７人、博士研究生 ２１人、硕士研究生 ２９

人。

１、实验室工作人员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　位 所学专业 研究方向 职　称

１ 丁国瑜 男 １９３１０９ 副博士 新构造与活动构造 新构造年代学 研究员

２ 马　瑾 女 １９３４１１ 副博士 大地构造物理 构造物理 研究员

３ 刘启元 男 １９４５１０ 硕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研究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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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　位 所学专业 研究方向 职　称

４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博士 构造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研究员

５ 马胜利 男 １９６００３ 博士 构造物理 构造物理 研究员

６ 沈正康 男 １９５３０３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研究员

７ 陈　杰 男 １９６６０２ 博士 地震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研究员

８ 刘力强 男 １９５６０７ 博士 构造物理 构造物理 研究员

９ 杨晓松 男 １９５９０５ 博士 构造地质 构造物理 研究员

１０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博士 岩石力学 构造物理 研究员

１１ 甘卫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８ 博士 地震地质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研究员

１２ 尹功明 男 １９６６０１ 博士 地震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研究员

１３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研究员

１４ 周永胜 男 １９６９０１ 博士 构造物理 构造物理 研究员

１５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学士 构造地质 构造物理 副　研

１６ 王　萍 女 １９６４０３ 博士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副　研

１７ 万景林 男 １９６５０４ 学士 地球化学 新构造年代学 副　研

１８ 屈春燕 女 １９６６０１ 博士 构造地质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１９ 刘　洁 女 １９６７０８ 博士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２０ 尹金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１ 博士 地震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副　研

２１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硕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２２ 郑德文 男 １９７１１０ 博士 地震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副　研

２３ 余怀忠 男 １９７５０２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２４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２５ 谷元珠 女 １９５７０２ 计算机应用 新构造年代学 高　工

２６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高　工

２７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博士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助　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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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　位 所学专业 研究方向 职　称

２８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硕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助　研

２９ 王凯英 女 １９７６０１ 博士 构造物理 构造物理 助　研

３０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博士 构造地质 构造物理 助　研

３１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硕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助　研

３２ 刘进峰 男 １９７７０８ 博士 第四纪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助　研

３３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博士 地学信息工程 新构造年代学 助　研

３４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博士 地球化学 新构造年代学 助　研

３５ 刘粤霞 女 １９５７１０ 第四纪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实验师

３６ 李建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３ 第四纪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实验师

３７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电子技术 新构造年代学 实验师

３８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硕士 计算机应用 构造物理 工程师

３９ 李秋珍 女 １９７１０９ 地球物理 工程师

４０ 陈国强 男 １９８０１０ 学士 机电自动化 构造物理 助　工

４１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学士 机械工程 构造物理 助　工

４２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硕士 构造地质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研　实

４３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硕士 构造地质 构造物理 研　实

２、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简介

丁国瑜，男，１９３１年出生，中科院院士，第三世

界科学院院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苏联莫斯科地

质勘探学院获副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新构造、活动构

造、地震构造及地震危险性评估的研究，是我国新构

造、活动构造和现代构造运动研究的开拓者，并在开创

和建立我国地震监测、分析预报工作系统等方面做出了

重要贡献。先后主持过数十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课题、

国际合作计划，在有关中国现代地壳破裂网络与地震活

４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０７年度报告　　

动关系、活断层习性、古地震、活断层分段原则与方法以及中国现代板内地壳运动

与变形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主编了 “中国活断层图集”，发表了多篇论

著，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１０余项。

马　瑾，女，１９３４年出生，中科院院

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苏联科学院大

地物理所获副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构造物理

学研究，在实验构造地质学、实验地震学等

领域有多项开拓性的工作，是我国构造物理

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之一，地震动力学

实验室的创建者。先后主持过数十项国家和

省部级重大课题、国际合作项目，在构造控震作用、地震及前兆类型与构造类型的

关系、断层物质成分和变形机制与断层力学性状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著有 “构造物理学概论”等著作，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１５０余篇，获省部级以上科技

奖１０项。

张培震，男，１９５５年出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 “百千万人才

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

学位，并在美国内华达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领域

为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先后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９７３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地震局重点项

目及国际合作计划，在新构造变形与演化、断裂活动习

性与古地震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

国际 （其中包括 Ｎａｔｕｒｅ和 Ｓｃｉｅｎｃｅ等著名刊物）和国内刊物发表论文约 ７０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约３０篇，其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学者广为引用，获国家和部级科技进步奖多

项。现为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中国科学》、《科学通报》、《自然科学进

展》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的编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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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启元，男，１９４５年出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

家级 “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获得者。在国家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获硕士学位，曾多次作为访问学者在德国、瑞典等

国从事研究工作。研究领域为地震学，先后承担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９７３项目、中国地

震局重点项目等多项重大研究课题，在理论和应用地震学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４０余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１０多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

项。现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震学会常务理事。

沈正康，男，１９５３年出生，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加州大学地震中心研

究员。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博士学位。研究领

域为地壳形变、构造物理学与地震学，是国际 ＧＰＳ与地

壳运动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专家之一。先后承担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地质调查局多项重大研究课题，

目前负责国家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９７３项目等课

题，在现代地壳运动与构造变形、地震形变场与震源过程、地震危险性分析等方面

取得了多项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核心刊物 （ＳＣＩ检索刊物）发表论文 ２０余

篇，其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学者广为引用。

马胜利，男，１９６０年出生，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

二层次人选。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博

士学位，曾作为访问学者留学于日本东京大

学地震研究所，并赴美国地质调查局进行访

问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与地震相关的实验

构造物理学，先后承担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９７３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国地震局重点科研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在断层

力学形状与地震机制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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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论文约７０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１０多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３项。现为中国地震

学会常务理事、构造物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何昌荣，男，１９６１年出生，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中国地震局 “跨世纪人才培养系

统工程”人选。在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获博

士学位，曾赴美国地质调查局进行访问研

究。研究方向为高温高压岩石力学和断层力

学，先后承担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９７３项

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及中国地震局重点科研项目，主持研制 （改造）了两套高温高压实验装置，在断层

力学和岩石力学方面取得了多项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论文

３０余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１０多篇。现为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高温高

压岩石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刘力强，男，１９５６年出生，研究员，

中国地震局 “跨世纪人才培养系统工程”

人选。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博士学

位，曾赴美国地质调查局、日本地质调查

所等单位进行访问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

构造物理实验与观测技术，先后承担过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地震局重点科

研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主持研制了三代声发射观测系统、三代数字应变仪以及两

台伺服压机的研制和改造工作，在实验室建设和技术改造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性的

成果，发表论文３０余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１０多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２项。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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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杰，男，１９６６年出生，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地震局 “新世纪

百人计划”人选。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

究所获博士学位，曾赴德国波茨坦大学、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美国加州大学 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分校等进行

访问研究。主要从事新构造、活动构造、

第四纪地质及其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

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和财政部重点专项、中国地震局重点

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在新构造及年代学方面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

刊物发表论文３０余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１０余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２项。

单新建，男，１９６６年出生，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中国地震局 “新世纪百人计划”人选。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曾赴香港大

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进行访问研究。主要

研究方向为遥感与 ＧＩＳ集成在地震构造的应用。

先后承担过国家基金、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

高新技术８６３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９７３项目等

国家级及部委级科研项目，在 Ｉｎｓａｒ、卫星热红外等遥感技术在地震构造和地质灾害

研究中的应用方面取得多项有创新性的成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约 ３０篇，

其中 ＳＣＩ收录１０多篇，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２项。

尹功明，男，１９６６年生，研究员。在国家地震局地

质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曾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法

国国立自然博物馆等进行合作研究。主要从事新构造年代

学研究，侧重于释光、电子自旋共振测年技术的基础理

论、实验技术以及在地学中的应用研究。先后承担过多项

国家基金及中国地震局重点研究课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２０多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１０余篇。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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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松，男，１９５９年出生，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在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获博士

学位，曾多次赴德国波斯坦地学中心、吉尔

大学等从事合作研究工作。主要从事构造地

质和实验岩石物理学研究，先后承担过多项

国家基金、９７３计划、国际合作等研究课题，

在利用岩石物理学实验结果研究青藏高原岩

石圈结构和介质性质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成果，在国内外发表论文２０多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５篇。

甘卫军，男，１９６４年出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震局 “新世纪百人计划”人选。在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地质调查局从事了近

３年的合作研究，并赴欧空局从事合作研究半年。主要

研究方向为现代地壳运动与构造变形。先后承担过国家

基金、９７３计划、国际合作等科研课题，在应用 ＧＰＳ资

料研究现代构造变形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成果，发表学

术论文３０多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１０多篇 （其中国际核心

刊物６篇），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４项。现为全球大地测量观测系统 （ＧＧＯＳ）筹划

指导委员会成员、国际全球卫星导航服务组织 （ＩＧＳ）理事会成员。

周永胜，男，１９６９年出生，研究员。在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曾多次赴

德国波斯坦地学中心进行访问研究。研究方向

为高温高压岩石力学，先后承担过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９７３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中国地

震局重点科研项目，近年来在高温高压岩石流

变学方面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核心

刊物发表论文３０余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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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组成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学委会

职务
专　业 工作单位

１ 马　瑾 女 １９３４１１ 研究员 主任 构造物理学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

２ 石耀霖 男 １９４４０２ 教　授 副主任 地球动力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３ 周力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８ 教　授 副主任
第四纪地质及年

代学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

科学系

４ 陈运泰 男 １９４００８ 研究员 委员 地震学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

研究所

５ 陈　 男 １９４２１２ 研究员 委员
地球物理学岩石

物理学
中国地震局

６ 卢演俦 男 １９４００６ 研究员 委员 新构造及年代学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

７ 陈永顺 男 １９５６０５ 教　授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８ 朱日祥 男 １９５６０８ 研究员 委员
古地磁与地球动

力学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

９ 刘启元 男 １９４５１０ 研究员 委员 地震学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

１０ 沈正康 男 １９５３０３ 研究员 委员
构造物理学地球

物理学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

１１ 金振民 男 １９４１０９ 教　授 委员
构造地质学岩石

流变学

中国地质大学 （武

汉）

１２ 张国民 男 １９４２１１ 研究员 委员
地震学与地震预

报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

研究所

１３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委员
活动构造与地球

动力学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

１４ 黄立人 男 １９４２１２ 研究员 委员 大地测量学
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

中心

１５ 程鹏飞 男 １９６２０７ 研究员 委员 大地测量学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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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道阳 男 １９６５１０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联合培养

２ 博士生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实验室在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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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博士生 陈宇坤 男 １９８２０２ 构造地质学 丁国瑜

４ 博士生 张克旗 男 １９７３０２ 构造地质学 陈杰

５ 硕士生 谭文彬 男 １９８１０９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６ 硕士生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实验室在职

７ 硕士生 王　峻 男 １９７９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８ 硕士生 杨传成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地球化学 陈　杰

９ 硕士生 贾　丽 女 １９８２１０ 地球化学 尹功明

１０ 硕士生 陈国浒 男 １９８１１０ 构造地质学 单新建

１１ 硕士生 程　滔 男 １９８１４ 构造地质学 单新建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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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师 备　注

１ 博士后 王志才 男 １９６６５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联合培养

２ 博士后 吴庆龙 男 １９７３９ 地质学 张培震

３ 博士后 刘　峡 女 １９６７１０ 地球动力学 马　瑾

４ 博士后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地质学 马　瑾

５ 博士后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７ 地质学 张培震 实验室在职

６ 博士后 张竹琪 男 １９８０９ 地质学 张培震

７ 博士后 朱守彪 男 １９６４２ 地质学 张培震

８ 博士生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在职

９ 博士生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实验室在职

１０ 博士生 王　峻 男 １９７９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１１ 博士生 田云峰 男 １９７６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１２ 博士生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１３ 博士生 李卫东 男 １９７５５ 构造地质学 单新建

１４ 博士生 郑文俊 男 １９７２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５ 博士生 陈正位 男 １９７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６ 博士生 刘建辉 男 １９７８９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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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博士生 黄　蓓 女 １９７８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８ 博士生 霍　矩 男 １９８３１ 第四纪地质 陈　杰 联合培养

１９ 博士生 林　敏 女 １９６９７ 剂量学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２０ 博士生 洪顺英 男 １９７９４ 构造地质学 单新建

２１ 博士生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９ 构造地质学 单新建 在职

２２ 博士生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２３ 博士生 李　鹏 女 １９７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２４ 博士生 肖根如 男 １９７８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５ 博士生 王伟涛 男 １９７９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２６ 博士生 郭利民 男 １９７３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７ 博士生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８ 博士生 汲云涛 男 １９８２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２９ 硕士生 雷生学 男 １９８１８ 地球化学 陈杰

３０ 硕士生 程　佳 男 １９８２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１ 硕士生 黄元敏 男 １９８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３２ 硕士生 罗　丽 女 １９８３９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３３ 硕士生 闫小兵 男 １９７８１１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３４ 硕士生 缪阿丽 女 １９８４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３５ 硕士生 陈国强 男 １９８０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实验室在职

３６ 硕士生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３７ 硕士生 韩　亮 男 １９８３６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３８ 硕士生 侯　岳 女 １９８２５ 构造物理学 马　瑾 联合培养

３９ 硕士生 孔祥杰 男 １９８１３ 构造物理学 马　瑾 联合培养

４０ 硕士生 何　为 男 １９８５１ 地球化学 李大明

４１ 硕士生 韩孔艳 女 １９８２４ 地球化学 尹功明

４２ 硕士生 潘家伟 男 １９８４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联合培养

４３ 硕士生 陈为涛 男 １９８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４４ 硕士生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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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硕士生 鲍继飞 男 １９８２１ 第四纪研究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４６ 硕士生 刘静伟 女 １９８３４ 第四纪研究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４７ 硕士生 赵淑君 女 １９８２１ 第四纪研究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４８ 硕士生 兰彩云 女 １９８６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４９ 硕士生 靖　晨 男 １９８４５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５０ 硕士生 陈东洲 男 １９８５７ 构造地质学 马　瑾

５１ 硕士生 张国苓 女 １９８６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５２ 硕士生 王　凡 女 １９８４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５３ 硕士生 俞　岗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地球化学 尹功明

５４ 硕士生 杨　静 女 １９８４１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５５ 硕士生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４ 地球化学 陈　杰

５６ 硕士生 李　涛 男 １９８５９ 地球化学 陈　杰

５７ 硕士生 韩宇飞 男 １９８１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三、研究工作及代表性成果

地震动力学实验室是我国地震行业的重要科研基地，先后承担了大量重要科研

项目。２００７年，地震动力学实验室共承担包括 ９７３计划项目、科技支撑项目、科技

平台建设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公益性行业专项等国

家级研究课题３４项，省部部级科研项目８项。其中，实验室人员负责的在研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６项，在中央财政新设立的地震行业科研专项申请中有６项获得资

助，表明实验室具有较强的承担和竞争国家科研项目的能力。

２００７年实验室工作人员、博士后流动人员和研究生、客座人员等在国内外学术

刊物发表论文 ７６篇，其中国外核心刊物 １６篇，国内核心刊物 ５６篇，ＳＣＩ检索 ２８

篇，ＥＩ检索８篇；参与编写专著１本。此外，还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２８篇。

实验室紧密围绕大陆强震机理与预测这一主题开展研究工作，在现今地壳运动

与强震危险性、岩石圈三维精细结构与孕震环境、活动构造习性与强震发生规律、

构造变形机制与强震发生机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其中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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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持下完成了两项较系统的研究，一项是 “西南天山晚新生代构造变形的时间、

方式与速率”，另一项是 “震前、同震与震后干涉形变场动态演化特征及孕震机理

研究”；在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的支持下，完成了 “中国大陆地壳形

变与地震活动性关系研究”。

１、实验室承担的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编　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

时间
类型

１ 断裂系统的长期活动

习性与强震复发行为
２００４ＣＢ４１８４０１徐锡伟



张培震

袁道阳，李传友，

张广良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９７３计划

２
三维地壳上地幔结构

的高分辨率综合地球

物理探测

２００４ＣＢ４１８４０２ 刘启元

陈九辉，李顺成，

郭　飚，李　昱，
王　继，王　俊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９７３计划

３
断裂带运动方式、应

变分配和时空演化过

程

２００４ＣＢ４１８４０３
沈正康

任金卫
甘卫军，王　敏，
陶　玮，王阎昭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９７３计划

４
断裂带力学作用过程

与强震孕育发生的物

理机制

２００４ＣＢ４１８４０５ 马胜利

刘力强，何昌荣，

杨晓松，周永胜，

刘培洵，党嘉祥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９７３计划

５ 印度与亚洲大陆主碰

撞带成矿作用

２００２ＣＢ４１２６０１
王二七 万景林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９７３计划

６
中强地震区潜在震源

识别及其震级上限判

定技术

２００６ＢＡＣ１３Ｂ０１田勤俭 尹功明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７ 强地震综合预测方法 ２００６ＢＡＣ０１Ｂ０３张晓东 马胜利，单新建，

扈小燕，张桂芳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８

基于 ２００１年可可西
里８１级地震形变场
演化分析的青藏高原

年弹性动力学模型研

究

４０３３４０４２ 沈正康
甘卫军，万永革，

王　敏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９ 水对辉长岩流变影响

的实验研究
４０４７４０６７ 周永胜 赵树清，党嘉祥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０

部分熔融与造山带壳

内低速层关系的实验

研究及超声地震模

拟：以青藏高原南部

－川滇地区为例

４０４７２１１３ 杨晓松 周平，崔永权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１ 地震应力场演化的实

验与数值模拟
４０４０４０１６ 王凯英 崔永权，巴　晶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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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阿尔金断裂带东端第

四纪滑动速率及构造

转换

４０４７２０９０ 王　萍 陈宇坤，王同利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３
北祁连山晚新生代构

造活动裂变径迹年代

学研究

４０４７２１１２ 万景林
卢演俦，李　齐，
谷元珠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４

基于人工和永久反射

器的 Ｉｎｓａｒ微量形变
监测模型研究及初步

应用

４０５７４００７ 单新建
屈春燕，张桂芳，

程　滔，谌　华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５
利用卫星热红外信息

研究南北地震构造带

断层现今活动

４０５７２１２５ 马　瑾 汪一鹏，刘培洵，

扈小燕，陈顺云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６

高温高压条件下含不

同成分断层泥的摩擦

稳定性与中、下地壳

强震成因

４０５７４０８０ 何昌荣
赵树清，谭文彬，

罗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７ 第四纪碎屑沉积物的

ＥＳＲ测年可靠性研究 ４０５７２１０４ 尹功明 李建平，贾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８

中国大陆三维非均匀

流变模型的建立及其

与现今构造变形场关

系的模拟研究

４０５０４０１４ 陶　玮 沈正康，王阎昭，

周德敏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９
库车前陆冲断带构造

变形力学解析与数值

模拟研究

４０５７４０４４ 刘　洁 贾进华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０ 中国大陆活动断裂带

慢滑移事件研究
４０６７４０２２ 沈正康

沈正康，余怀忠，

王阎昭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１

青藏高原地壳差异运

动 ＧＰＳ速度场的运
动学和动力学模拟解

释

４０６７４０５５ 甘卫军
程　佳，肖根如，
陈为涛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２ 祁连山新生代构造演

化的热年代学制约
４０６７２１３４ 郑德文 张培震，郑文俊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３
西南天山第四纪断层

相关褶皱的侧向生长

扩展及相互作用

４０６７２１０９ 陈　杰 刘进峰，张克旗，

王昌盛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４ 四川安宁河—则木河

断层带应力状态研究
２００６ＤＦＡ２１６６０ 马胜利

刘力强，刘培询，

陈顺云，王凯英，

黄元敏，汲云涛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国际科技

合作计划

项目

２５ 国家地震网络计算应

用节点建设
２００４ＤＫＡ５０７４０滕云田 单新建，马照松，

屈春燕，张国宏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

平台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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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地震科学数据共享 ２００５ＤＫＡ３２５００刘瑞丰 单新建，刘培洵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

平台建设

２７ 气体介质高温高压流

变仪的改造
２００６ＪＧ００５４００ 何昌荣

刘树山，赵树清，

姚文明，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科技部改

造升级专

项

２８ 京西北断层热活动的

天地联合监测与研究
２００４ＤＩＢ３Ｊ１２９ 刘力强

马　瑾，刘培询，
屈春燕，陈顺云，

陈国强，汪一鹏，

扈小燕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社会公益

性研究专

项

２９
中地壳断层摩擦稳定

性与地震成核关系的

实验研究

２００７０８０１４ 何昌荣
赵树清，姚文明，

罗　丽，兰彩云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３０
川滇地区高分辨率运

动及形变场与强震地

点确定

２００７０８００２ 沈正康

沈正康，甘卫军，

王　敏，陶　玮，
王阎昭，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３１
ＩｎＳＡＲ与 ＧＰＳ的联
合优化观测与处理技

术研究

２００７０８０１３ 甘卫军

屈春燕，李建华，

张桂芳，肖根如，

郭利民，韩宇飞，

陈为涛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３２
重大工程场址区断层

物质样品采集、测年

方法及其可靠性研究

２００７０８０２１ 尹功明 李建平，俞　岗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３３
地震信息网络安全运

行、风险防范与重大

事件处置技术研究

２００７０８０１５ 单新建
屈春燕，张国宏，

李卫东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３４ 地震数据模型优化技

术研究
２００７０８０４９ 屈春燕 李卫东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３５ 地震卫星发展战略研

究
６００７５１０１ 杨　芳 单新建，屈春燕，

张桂芳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国防科工

委专项

３６ 地震应力场演化的实

验研究
６０５０１１ 王凯英 巴晶，崔永权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地震基金

３７
卫星准实时地表增温

监测警示系统的初步

研制

１０６０４５ 单新建 张国宏，李卫东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地震基金

３８ ＧＰＳ在地震中短期预
测中的应用研究

６０６０１８ 余怀忠 沈正康，王阎昭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地震基金

３９ 断塞塘沉积物１４Ｃ测
年可靠性研究

Ａ０７０２６ 尹金辉 刘粤霞，郑勇刚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地震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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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河西走廊北部山前几

条近东西断裂的新活

动特征研究

Ｂ０７００７ 郑文俊
张培震，郑德文，

李传友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地震基金

４１
雁列断层的三维扩展

及其物理场演化特征

研究

２００７０４２０４１４ 郭彦双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

中国博士

后基金

４２
南北地震带中段水系

形态及其与地震构造

的关系研究

２００７０４２０４１５ 张会平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

中国博士

后基金

书书书

　　注：带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２、实验室承担的国际合作项目

除上表中所列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支持的中日合作项目 “（９）四川安宁河

—则木河断层带应力状态研究”外，２００７年实验室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 （正式立项

或双方签署合作协议）还有：

（１）中日 ＧＰＳ合作研究川滇地区地壳形变场，日方合作单位为东京大学地震研

究所，双方相关课题支持，执行期间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中方负责人为沈正康、甘卫军研

究员，日方负责人为加藤照之教授。

（２）利用 ＣＲＩｎＳＡＲ技术监测长白山天池火山地表形变特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韩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资助，执行期间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中方负责人为单新

建研究员，韩方负责人为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地球环境科学院 ＫｉｍＫＲ教授。

（３）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德国 ＤＦＧ资助，执行

期间２００６—２００８，负责人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地球科学系 Ｌ．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教授，

陈杰研究员参加。

（４）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美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会资助，执行期限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负责人为美国仁色雷尔工学院 ＳｔｅｖｅＲｏ

ｅｃｋｅｒ教授，合作者为刘启元研究员。

（５）青藏高原东北部晚新生代构造演化与形成过程，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和相关课题资助，执行期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中方负责人为张培震研究员，美方负责人

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Ｐ．Ｍｏｌｎａｒ教授。

３、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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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ＣｈｅｎＪｉｅ，ＲＨｅｅｒｍａｎｃｅ，ＤＷ．Ｂｕｒｂａｎｋ，ＫＭ Ｓｃｈａｒｅｒ，ＭｉａｏＪｉｊｕｎ，ａｎｄ

Ｗ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２００７，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ｒｏｐａｇａ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Ｋａｓｈｉ

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ＪＧｅｏｈｙｓＲｅｓ，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６ＪＢ００４３４５

２）陈杰，ＲＨｅｅｒｍａｎｃｅ，ＤＷ．Ｂｕｒｂａｎｋ，ＫＭ．Ｓｃｈａｒｅｒ，王昌盛，２００７，中国

西南天山西域砾岩的磁性地层年代与地质意义，第四纪研究，２７（４）：５７６－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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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万永革，沈正康，曾跃华，盛书中，２００７，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库仑应力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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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ｔｏ９５０°Ｃａｔ４００Ｍｐ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ａｙｅｒｓ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

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５２（２４）：３３９７－３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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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Ｋｏｎｇｕｒ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美国旧金山，２００７，１２１０－１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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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ＭａＪｉ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Ｊ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Ａｐｒｅｌｉｍｉ

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ｓｔｒａｉ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美国旧金山，２００７，１２１０－１２１４

７９）ＣｈｅｎＪｉｅ，ＫＨ．Ｗｙｒｗｏｌｌ，ＬｕＹａｎｃｈｏｕ，ＢＫｒａｐｅｚ，ＷａｎＪｉｎｌｉｎ，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

Ｍａｇｎｅｔ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Ｐｌｉｏ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ｕｌｓｅｄｆｏ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ｒｕｓｔ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美国旧金山，

２００７，１２１０－１２１４

８０）ＨｅｅｒｍａｎｃｅＲ．Ｖ，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Ｗ，ＣｈｅｎＪｉｅ，Ｐｕｌｓｅｄ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ｏｆ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ｕ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美国旧金山，２００７，１２１０－１２１４

８１）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Ｍｅｇａｓｃａｌｅ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ｓｉ

ｃｈｕａｎ，中美双边地震科学研讨会，北京，２００７，５１０

８２）ＭａＪｉ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Ｍａ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ｉｅｌ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ｆｏｒｉ

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ｒｏｍ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美国旧金山，２００７，１２１０－１２１４

８３）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Ｍ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Ｐ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美国旧金山，２００７，１２１０

－１２１４

８４）ＳｏｂｅｌＥ．Ｒ，Ｔｈｉｅｄｅ，Ｌ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ＣｈｅｎＪｉｅ，Ａ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ＴｒｉｇｇｅｒｆｏｒＥｎ

ｈａｎｃｅｄ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美国旧金

山，２００７，１２１０－１２１４

８５）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１９９７Ｍ７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ｆ

Ｍａｎｉ，Ｔｉｂｅｔｆｒｏｍ ＤＩｎ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ｙＵｓ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印度尼西亚雅加达，２００７，

７２３－７２８

８６）ＴａｏＷｅｉ，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美国旧金山，２００７，１２１０－１２１４

８７）ＴａｏＷｅｉ，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Ｙｏｎｇｇｅ，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ａｎｄＭａＣｈａｏ，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ｌ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ＥａｓｔＫｕｎｌｕ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ｉｎ

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１Ｍｗ７８Ｋｏｋｏｘｉｌ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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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ＧＸＸＩＶ，ＰｅｒｕｇｉａＩｔａｌｙ，２００７，７１－７１４

国内会议论文：

８８）陈九辉，川西大规模流动地震台阵观测，中国地震学会深部探测专业委员

会，甘肃兰州，２００７，９２１

８９）陈顺云，热红外与地应变的关系探讨，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与构造物理学术

研讨会，辽宁葫芦岛，２００７，８１６－８１９

９０）陈建业，地幔柱柱尾结构：对玄武岩幕式喷发的意义，高温高压岩石力学

与构造物理学术研讨会，辽宁葫芦岛，２００７，８１６－８１９

９１）郭彦双，岩石表面裂纹断裂模式研究，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与构造物理学术

研讨会，辽宁葫芦岛，２００７，８１６－８１９

９２）何昌荣，斜长石摩擦滑动中的周期性震荡，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与构造物理

学术研讨会，辽宁葫芦岛，２００７，８１６－８１９

９３）何昌荣，罗丽，热水条件下斜长石的摩擦滑动，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与构造

物理学术研讨会，辽宁葫芦岛，２００７，８１６－８１９

９４）刘春茹，万景林，郑德文，碳酸盐岩风化壳中次生石英的裂变径迹测年，

第九届全国固体核径迹学术研讨会，山西大同，２００７，８１２－８１６

９５）刘力强，断层三维扩展模式，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与构造物理学术研讨会，

辽宁葫芦岛，２００７，８１６－８１９

９６）刘培洵，声发射定位的若干问题讨论，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与构造物理学术

研讨会，辽宁葫芦岛，２００７，８１６－８１９

９７）马瑾，识辨断层活动和失稳的热场标志，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与构造物理学

术研讨会，辽宁葫芦岛，２００７，８１６－８１９

９８）马胜利，断层应力状态研究，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与构造物理学术研讨会，

辽宁葫芦岛，２００７，８１６－８１９

９９）陶玮，沈正康，中国大陆及邻区热流分布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

三届年会，中国青岛，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１０２３

１００）谭文彬，高温高压条件下辉石和斜长石摩擦性质对比，高温高压岩石力

学与构造物理学术研讨会，辽宁葫芦岛，２００７，８１６－８１９

１０１）王峻，刘启元，首都圈地壳上地幔三维 Ｓ波速度结构的皆生寒树研究，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三届年会，中国青岛，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１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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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余怀忠，震前应力积累模式与加卸载响应比临界敏感性研究，中国地球

物理学会第二十三届年会，中国青岛，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１０２３

１０３）杨晓松，熔体是否强化青藏高原地壳各向异性，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与构

造物理学术研讨会，辽宁葫芦岛，２００７，８１６－８１９

１０４）周永胜，基性岩流变的复杂性，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与构造物理学术研讨

会，辽宁葫芦岛，２００７，８１６－８１９

４、实验室代表性成果

（１）西南天山晚新生代构造变形的时间、方式与速率

陈杰研究员等在国家基金的支持下，以晚新生代构造变形的时间、方式与速率

为主线，在西南天山喀什前陆盆地开展了地质填图、晚新生代地层沉积学和磁性地

层年代学、裂变径迹热年代学和更新世变形河流阶地测量及测年等等方面的研究。

充分利用不同空间分辨率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Ａｓｔｅｒ卫星影像及航片 （比例尺为 １∶

５００００），对西南天山喀什前陆盆地宽约 ４０ｋｍ，长约 ６０ｋｍ的区块 （面积 ～１２５０

ｋｍ２）横穿构造带进行了详细的大比例尺构造填图。将新生代喀什前陆盆地由北而

南划分为天山南缘断裂 （ＳＴＳ，即迈丹断裂）、木兹杜克推覆体 （ＭＦ）、现今喀什前

陆盆地边界逆断裂 （ＫＢＴ）、喀什盆地中央逆冲断裂 （ＭＫＢＴ）、科克塔木向斜－背斜

对、阿图什－塔浪河背斜、喀什－明尧勒背斜等 ７个主要构造带（

书书书

图１）。其中天山南

缘断裂 （即迈丹断裂）、木兹杜克推覆体由新生代南天山复活的古生代岩系组成。

ＫＢＴ和 ＭＫＢＴ主要为向南推覆的古生代基底卷入逆冲构造。科克塔木背斜带为一大

型倒转晚新生代断展褶皱。阿图什－塔浪河背斜、喀什－明尧勒背斜为向北推覆的晚

新生代活动滑脱褶皱。

通过对西南天山喀什前陆盆地不同构造部位有代表性的 １１条新生代地层剖面

（厚约１５ｋｍ，盆地２维、３维地层记录）的详细沉积学、磁性地层年代学研究，完

成了１４００多个地层层位古地磁样品的测试分析，建立了盆地 ～１９Ｍａ以来晚新生代

沉积的磁性地层年代时间标尺。喀什前陆盆地沉积起始于 ～１９Ｍａ。沉积速率在近源

盆地较低 （２７～２１０ｍ／Ｍａ），在中源盆地约为３３０～４００ｍ／Ｍａ，在远源盆地增至６００

～８４５ｍ／Ｍａ。沉积速率在１６３、１３５、３９和１０Ｍａ发生突变 （

书书书

图 ２），这可能对

应于盆地逆断层的脉冲式地向南逆冲迁移扩展。

通过磷灰石裂变径迹热年代学研究，生长地层与生长不整合的识别与填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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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西南天山喀什前陆盆地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影像示剖面位置及缩短量

合盆地沉积的起始和沉积速率的突变，初步获得了西南天山喀什前陆盆地晚新生代

构造变形的时空图象。西南天山新生代构造变形起始于 ～２５Ｍａ，具有复杂的演化历

史。西南天山构造变形是由北向南脉冲式扩展的，喀什前陆盆地北部边界逆断层开

始活动于１８９±３３Ｍａ。盆地构造变形向南 （前陆方向）的迁移扩展分别发生在

１８９，１６３，１３５，３９，２３，１４和 １１Ｍａ。利用线平衡和面积平衡技术估算喀

什前陆盆地边界逆断层以南七盘水磨剖面的晚新生代地壳缩短量为 １６～２３ｋｍ，博

古孜河剖面为１３～２１ｋｍ （图 ３），阿亚克恰纳剖面缩短量为 ２０～２５ｋｍ。晚新生代

地壳缩短量西部大、东部小。每个褶皱带的地壳缩短量也是由西向东逐渐减小。晚

新生代以来的缩短速率并非是恒定的，而是加速进行的。过去 １～２Ｍａ，喀什前陆

盆地的缩短速率为 ３～８ｍｍ／ｙｒ并向西增大，与现今 ＧＰＳ地壳缩短速率近似一致；

后陆区的地壳缩短量最多只有２ｋｍ。

西南天山第四纪主要构造活动已向南迁移至阿图什－喀什褶皱带。喀什－阿图什

褶皱带总体几何结构形成于褶皱作用的早期，但其生长扩展并不完全遵从自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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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西南天山喀什前陆盆地晚新生代地层厚度与其磁性地层年龄间的关系

特征。持续地缩短作用部分被褶皱翼部陡倾膝折带的加长所吸收 （由此导致背斜波

幅的增加），另一部分可能是通过不同时期褶皱翼部不同膝折带组的旋转和迁移来

实现的。褶皱作用通过生长前地层迁移穿过最外侧轴面进入缓倾外翼而保持背斜宽

度不变。背斜的持续构造变形和抬升是背斜区河流下切形成多级基座阶地的主因。

晚第四纪部分褶皱轴面已不活动，持续地缩短作用通过背斜核部翼旋转和两翼膝折

带的迁移两种机制使背斜发生垂直生长，即背斜的生长以垂直抬升为主，最新的褶

皱作用大部分被褶皱翼的块体旋转所吸收。

西域砾岩并非一个年代地层单位，也不代表一个具体的气候变化事件或构造事

件。西域砾岩作为一岩石地层单位与下地层是一进积式连续沉积接触，其底界 （变

化于 ～１５５至 ～０７Ｍａ之间）具有穿时特征，其年代在前陆盆地不同构造部位是

不同的，从山体 （北）向前陆盆地 （南）逐渐变新。这一穿时的砾岩沉积楔体的起

始堆积起因于盆地北部边界逆冲断层 （ＫＢＴ）的活动。由于逆冲断层脉冲式地向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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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西南天山喀什前陆盆地中部博古孜河地震反射剖面、

地质横剖面 （ＨＨ′）、平衡剖面解译与地壳缩短量

逆冲迁移，致使这套砾岩不断向南进积。在喀什远源盆地西域砾岩沉积前缘由北向

南的迁移进积速率为１０～１１ｍｍ／ａ，由西向东的进积速率为 ～１５ｍｍ／ａ。构造变形向

南的脉冲式扩展迁移是西域砾岩向南进积的主因，气候变化只是次因，由于构造变

形引致的构造抬升，使得地形坡度增加，迫使西域砾岩继续向南进积，但其沉积在

时间上较构造变形起始时间可能滞后１～３Ｍａ。

课题已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ａｒｔｈ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Ｌｅｔｔｅｒ，ＧＳ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等国际核心 ＳＣＩ刊物上发表论文 ５篇，国内核

心刊物已发表论文４篇，参加各类学术会议１２次以上，还有一批论文待发表。

（２）震前、同震与震后干涉形变场动态演化特征及孕震机理研究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下，单新建研究员等选取典型震例，获取震前

—同震—震后的地表干涉形变场时空演化图像，分析干涉形变场图像时空演化特征。

详细分析震前形变积累、发震到震后恢复过程中干涉形变场时空演化特征与震源破

裂面闭锁、发震到震后弹性恢复之间的对应关系，探讨地震的孕震机理以及 ＤＩ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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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Ｒ技术在地震预测中应用的可能性。

①系统地评价星载 ＤＩＮＳＡＲ技术的测量精度，分析了影响差分干涉测量精度的

因素：空间退相干、时间退相干、热噪声退相干、多普勒退相干、数据处理退相干

和大气影响及其削弱误差的方法。影响 ＩｎＳＡＲ相干退化的因素很多，包括空间退相

干、时间退相干、热噪声退相干、多普勒参数误差 （多普勒形心和多普勒速率）退

相干、数据处理退相干，另外大气效应对 ＳＡＲ差分干涉测量也有一定影响。

②选用玛尼地震前后不同时段的多景欧空局 ＥＲＳ１／２ＳＡＲ资料，利用 ＤＩＮＳＡＲ

技术获取了部分震前—同震—震后的地表形变场时空动态演化图像 （

书书书

图 ４）；并初步

分析形变场动态演化特征。初步分析了震前、同震和震后干涉形变场及形变中心位

置的动态演化特征，分析其变迁关系，得到了震前形变积累、发震到震后恢复过程

中干涉形变场时空演化特征与震源破裂面闭锁、发震到震后弹性恢复之间的对应关

系。

玛尼地震震前１０个月孕震区地表变形场就开始出现了与发震断层性质一致的变

化趋势———左旋扭动势态，北盘局部变形量稍大于南盘，但北盘形变分布范围较大。

随着临近发震，南盘形变变化加剧，形变中心向东进一步扩展。到震前 ２个半月，

断层西侧仍处于闭锁状态，但断层东侧已开始出现滑动，整个断层有随时破裂的可

能。该变形特征可作为地震短临形变场前兆信息。从震前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６日到震前２

个半月之间，南北盘最大变形带在距断层约 ４０ｋｍ的平行带上，南盘局部累计变形

量达３４４ｍｍ，北盘局部累计变形量为２５１ｍｍ。南盘变形量明显大于北盘，南盘为主

动盘。震后５个月干涉条纹分布特征与震前孕震阶段变形场运动趋势正好相反，呈

明显右旋扭动势态。北盘形变恢复量约为 １７９ｍｍ，南盘靠近断层东侧附近的恢复量

约为７９ｍｍ。但南盘远离断层处的地区仍存在左旋运动趋势。断层北盘变形小，但

恢复较快，恢复面积大，而主动盘南盘的变形则从断层东段附近向南西西方向开始

恢复。

③通过对玛尼地震地质构造环境的深入认识，综合分析 ＤＩｎＳＡＲ震前干涉形变

场、卫星遥感图像及部分 ＧＰＳ资料等，建立了研究区的几何模型，确定了边界条

件，且以 ＤＩｎＳＡＲ震前干涉形变场为约束条件，最后利用有限元软件 ａｎｓｙｓ９０进行

计算，获得了震前干涉形变场的模拟结果。从数值模拟结果分析中得到了以下关于

玛尼地震新认识：玛尔盖茶卡断层南北两盘整体位移趋势呈左旋 “Ｓ”状分布；断

层南盘介质比北盘介质较硬、南盘为主动盘时，南盘形变量明显大于北盘，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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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玛尼地震震前－同震－震后干涉形变场时空演化图像

图中一个干涉条纹 （又红、绿、兰三色组成）代表 ２８ｍｍ的形变量，图中红色斑块为湖水区

域，绿点表示震中位置，兰直线表示发震断层，白箭头表示南北盘变形趋势，黑虚线表示形变

测线，白虚线表示断层垂线。图中 Ｂ１、Ｅ１、Ｓ１、Ｒ１分别为 Ｂ、Ｅ、Ｓ、Ｒ的变形点，Ｏ为形变

　　　　　　　 中心点，ｐ为干涉条纹与断层的交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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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演获得了地震前断层南北两盘及断层介质等的最佳介质力学参数；震前形变场震

前２个多月左右断层东端开始滑动；地震发生前断层的非线性特性对构造变形场有

着很大的影响等。

通过玛尼地震研究，认识到利用 ＤＩｎＳＡＲ技术是可以俘获到震前形变场前兆信

息的，充分体现出 ＤＩｎＳＡＲ技术对显著性地震事件的监测预报所起的作用。研究表

明，这一新技术在地震监测、预报方面有巨大的应用潜力。项目获得了大量的基础

资料，已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论文９篇，其中 ＳＣＩ４篇。

（３）中国大陆地壳形变与地震活动性关系研究

在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的支持下，甘卫军研究员等以中国大陆高

精度、大范围的 ＧＰＳ观测资料和多层次的地震资料为基础，同时结合重力资料、水

准资料、活动构造资料及其它地球物理勘探资料，从整体上对中国大陆地壳形变特

征及其与地震活动的时、空相关性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①基于中国大陆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期间的 ＧＰＳ观测资料，获得中国大陆地壳应变

率场及其变化。结果表明，中国大陆近十年的一系列中强地震，在空间分布上与

ＧＰＳ等观测手段所确定的地壳形变高应变率区有较好的一致性，并且在大的空间尺

度上，相对集中在由于印度板块挤压所控制的两条共扼剪切带上 （

书书书

图５）。

②基于中国大陆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期间大范围相对重力观测资料，研究获得了中国

大陆重力场变化状况。近十年中国大陆中强地震发震位置与重力场变化的相关性研

究表明：绝大多数中强地震并非发生在重力高变化区，而是发生在重力变化的过渡

地带 （

书书书

图６）。

③基于中国大陆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垂直形变速度、南北带 １９７９—１９３３年和 １９８３—

２００５年的垂直形变速率，求解获得中国大陆垂直形变速度梯度 （

书书书

图 ７）。对垂直形

变速率梯度与地震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地震多发生在高梯度带或其附近地段。

而这些高梯度带，又与现代构造活动强烈区相一致。在垂直形变以上升为主或者上

升带和下降带相间分布的时期，地震相对活跃，以下降为主的时间段，地震相对平

静。

④地壳形变场与地震活动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以下形变特征部位可作为判定

地震危险区的重要依据：

（ａ）压性高应变区边缘及其邻近地区；

（ｂ）与压性变化有关的高应变带的转折部位或者端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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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中国大陆现今地壳应变率场与近十年中强地震位置对比图

图６　中国大陆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期间相对重力变化与近十年中强地震位置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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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基于中国大陆１９５０～２００５年期间的垂直形变速度资料解算的

中国大陆垂直形变速率梯度图

（ｃ）与压性变化有关的应变梯度带转折部或两条梯度带的交汇部；

（ｄ）压应变率较大且压性变化产生最大剪应变率也较大的区域；

（ｅ）位移场中差异变化显著的部位；

（ｆ）垂直形变高梯度带的端部、转折部、不同高梯度带的交汇部位；

（ｇ）显著上升带边部、端部。

⑤基于华北地区自１３０３年洪洞地震以来的 ４９次破坏性地震，计算确定了华北

地区所有ＭＳ≥６５地震释放的地震矩。结果表明：７００年以来，华北地区 ６５级以

上地震释放的地震矩之和为１３３５２×１０２２Ｎｍ，各个方向的累积矩释放 Ｍｓｎｎ＝２７８２３×

１０２１Ｎｍ，Ｍｓｅｅ＝－２２０３１×１０２１Ｎｍ，Ｍ
ｓ
ｎｅ＝－３００６１×１０２１Ｎｍ。如果考虑该地区小于６５

级地震对积累地震矩的贡献，则华北地区所有地震的在各个方向上释放的地震矩为

Ｍｓｎｎ＝２７９１５×１０２１Ｎｍ，Ｍ
ｓ
ｅｅ＝－２３００７×１０２１Ｎｍ，Ｍ

ｓ
ｎｅ＝－３０１６０×１０２１Ｎｍ。，若假定历

史应变率场与目前应变率场在总体上基本一致，则基于 ＧＰＳ观测结果可计算获得了

华北地区７００年来释放的地震矩为 Ｍｇｎｎ＝４６０８８×１０２１Ｎｍ，Ｍ
ｇ
ｅｅ＝－３３３８４×１０２１Ｎｍ，

Ｍｇｎｅ＝－２８９７３×１０２１Ｎｍ。这一大地测量计算结果可与上述地球物理方法计算的结果

相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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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研究对于如何将地壳形变观测资料 （ＧＰＳ、水准、重力）更好地应用于地

震危险性分析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并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论文１０多篇。

四、实验平台建设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相结合，努力推进实验平台建

设。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建设计划的实施，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逐

步形成了先进的地震动力学研究技术平台。在构造物理实验方面，实验室以自主开

发为主，发展和完善了构造变形物理场实验观测系统、高温高压岩石力学实验系统、

高温高压岩石物理实验系统以及相关辅助设备，形成了可供研究地壳和上地幔物质

物理力学性质、变形过程及其物理响应的实验系统；在年代学实验方面，以引进国

际先进技术为主，发展和完善了１４Ｃ测年系统、释光 （ＯＳＬ／ＴＬ）测年系统、电子自

旋共振 （ＥＳＲ）测年系统、构造热年代学实验系统等，形成了一套涵盖新生代、尤

其是第四纪时段的多种测年方法和技术，可用于开展年龄范围在百年到亿年的各类

岩体测年及年代学实验研究；在空间对地观测资料接收系统建设，建立了极轨卫星

接收系统和 ＤＶＢＳ卫星数据视频广播接收系统并开发了卫星数据处理系统，购置了

ＧＰＳ接收机并建设了多个连续 ＧＰＳ观测站，布设了一批 ＩＮＳＡＲ角反射器，建立了可

自动进行 ＧＰＳ数据处理和分析的软件系统和遥感数据处理系统，从而形成了可从各

种空间对地观测资料中获取各种尺度的现代构造运动图像的技术平台，同时还购置

了一些配套的观测和研究设备；在流动地震台阵观测设备建设，参加了中国地震局

科学台阵建设计划，拥有１００多套流动宽频带数字地震仪和数据处理专用软件，可

用于岩石圈三维精细结构探测及综合地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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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变形物理场实验系统—卧式双轴加载机

（双向伺服控制，多种控制方式，标本尺寸５０×５０×３０ｃｍ）

构造变形物理场实验系统—多通道、宽频带数据采集系统

（声发射、应变、断层位移、电磁辐射等信号的观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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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变形物理场实验系统—红外热像观测系统

（波段８～１２微米，测温精度００６°Ｃ，连续传输速度２５帧／ｓ）

高温高压岩石力学实验系统—气体介质高温高压三轴实验装置

（伺服控制，围压５００ＭＰａ，温度７００℃，孔隙压２００ＭＰａ）

　◢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０７年度报告　　

高温高压岩石力学实验系统—固体介质高温高压三轴实验装置

（伺服控制，围压３ＧＰａ，温度１５００℃）

高温高压岩石物理实验系统—压机及测量系统

（压力１５～２ＧＰａ、温度１２００℃、温压自动控制，多通道波速测量仪，Ｓｏｌａｒｔｒｏｎ电性测量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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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Ｃ测年系统—Ｑｕａｎｔｕｌｕｓ１２２０型超低本底液闪仪

释光测年系统—Ｄａｙｂｒｅａｋ１１００型机载 ｂｅｔａ／ａｌｐｈａ源 ＴＬ／ＯＳＬ测量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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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光测年系统—Ｄａｙｂｒｅａｋ２２００型机载 ｂｅｔａ源光释光测量仪

电子自旋共振测年系统—ＥＭＳ６／１型 ＥＳＲ信号测量谱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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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热年代学实验系统—ＭＭ５４００惰性气体同位素质谱仪＋ＵＰ２６６紫外激光器

构造热年代学实验系统—ＭＭ１２００质谱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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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热年代学实验系统—ＡｕｔｏＳｃａｎＦＴＤＡｓ３０００Ｂ裂变径迹分析系统

ＧＰＳ连续观测站

（鲜水河断裂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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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ＡＲ观测用人工角反射器

（延怀盆地）

三维激光扫描仪

（微地貌地表形变观测成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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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数字地震仪

五、开放、合作与交流

设立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是实验室对外开放的重要措施。２００７年，实验室利用

中国地震局提供的开放基金继续通过开放基金课题支持国内外学者来实验室工作，

新批准开放课题８项，资助总额４３５万元。以前批准的尚在执行的开放课题 １８项，

大部分课题执行情况良好，其中一些课题取得了显著进展。

实验室十分重视国内外国际合作与交流，先后与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

构和大学开展过合作研究。２００７年，实验室多项重要课题的执行过程中开展了国际

合作，其中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的课题 ６项；境外人员来实验室参加合作研究、学

术交流达３５人次；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研究生赴国外和港台参加合作研究、学术考

察、国际学术会议２２人次，其中沈正康研究员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 ２００７ＡＧＵ秋季

会议做特邀报告。实验室人员参加国内学术会议、赴国内相关机构讲学 ３０多人次；

数十名国内学者来实验室进行开放课题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实验室还主办了全国

性的 “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与构造物理学术研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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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努力推动大型设备对外开放共享，所有大型仪器设备已全面对外开放共

享。２００７年调试完成的新增大型设备也已对外开放共享。为了方便实验室以外的人

员使用，大型实验设备均建立了实验流程、编写了使用手册。随着实验室建设任务

的完成，大型设备对外开放和提供技术服务的力度不断加大，新年代学对外开放的

实验设备平均共享率超过４０％，构造物理实验设备的共享率也有明显提高。

１、实验室设立的开放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编　号 负责人及单位 起止时间

１ 华北地区现今地壳运动及形变

动力学研究
ＬＥＤ０７０１ 刘峡，中国地震局第一监

测中心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２ 活断层破裂扩展特征的模型实

验及数值模拟实验研究
ＬＥＤ０７０２ 潘一山，辽宁工程技术大

学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３ 三轴压力下的水岩反应实验研

究
ＬＥＤ０７０３ 杜建国，中国地震局地震

预测研究所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４ 高围压下单轴卸载致使岩石膨

胀实验研究
ＬＥＤ０７０４ 邱泽华，中国地震局地壳

应力研究所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５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６日北京降尘样品
的释光实验研究

ＬＥＤ０７０５ 王志才，山东省地震工程

研究院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６ 利用精确定位余震分布确定主

震断层面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ＬＥＤ０７０６ 万永革，防灾科技学院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７ 天山地区 ＯＬＲ强震前兆识别预
警指标及预报效能研究

ＬＥＤ０７０７ 郭卫英，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地震局预报中心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８ 注水诱发地震的观测及实验研

究
ＬＥＤ０７０８ 雷兴林，日本地质调查所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２、实验室人员出国 （境）访问情况

１）２００７年１月７日至１月２１日，陈九辉副研究员赴 ＩＲＩＳＨｅａｄｑｕａｔｅｒ，Ｌａｍｏｎｔ

Ｄａｈｅｒｔｙ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ｏｒｙ，ＲｅｆｔｅｋＩｎｃ，ＰＡＳＳＣＡＬ，ＩＲＩＳＤＭＣ进行学术交流，并讲学，

做了题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ｅｇａＡｒｒａ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Ｗｅｓｔ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的学术报

告。

２）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２日—２月３０日，屈春燕副研究员赴韩国首尔大学进行交流学

习，并讲学，做了题为 “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ａｎｄＶｏｌｃａｎ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的学术报告。

３）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２日—２月３０日，张桂芳助理研究员赴韩国首尔大学进行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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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并讲学，做了题为 “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ＣＲＩｎＳＡＲｉ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ａｎｄ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的学术报告。

４）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２日—２月３０日，张国宏研究实习员赴韩国首尔大学进行交流

学习，并讲学，做了题为 “ＴｈｅＳｅｉｓＧｒｉ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ｕｓｅｉｎ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ＳＡＲ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学术报告

５）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５日—５月３１日，郑德文副研究员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学习

及样品测试。

６）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２日—５月２日，陈杰研究员赴日本东京大学、日本地调所进

行学术交流、野外考察，并讲学，做了题为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ｒｏｐ

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Ｋａｓｈｉ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ａｎＳｈａｎ”的学术报告。

７）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日—４月 ２９日，单新建研究员赴韩国首尔大学进行交流访

问，并讲学，做了题为 “ＣＲ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的学术报告。

８）２００７年５月１日—５月７日，刘力强研究员赴香港理工大学进行合作实验研

究。

９）２００７年５月１日—５月７日，刘培洵副研究员赴香港理工大学进行合作实验

研究。

１０）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日—９月１０日，沈正康研究员赴美国加州大学进行学术交

流。

１１）２００７年７月 １日—７月 １４日，陶玮副研究员赴 ＰｅｒｕｇｉａＩｔａｌｙ参加 “ＩＵＧＧ

ＸＸＩＶ２００７”国际会议。

１２）２００７年７月 １日—７月 １４日，甘卫军研究员赴 ＰｅｒｕｇｉａＩｔａｌｙ参加 “ＩＵＧＧ

ＸＸＩＶ２００７”国际会议。

１３）２００７年７月８日—７月１３日，尹功明研究员赴荷兰参加 “第 １５次国际固

体剂量”国际会议。

１４）２００７年７月 ２３日—７月 ２８日，单新建研究员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参加

“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ｙＵｓ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

ｎｅｔｉｓｍ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国际会议。

１５）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３日，沈正康研究员赴美国加州大学进行学术交

流。

１６）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４日—１２月５日，单新建研究员赴日本东京国家地理院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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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访问，并做了题为 “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ｏ

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ｓ”的学术报告

１７）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２４日—１２月 ５日，马胜利研究员赴日本地调所、国土地理

院、防灾研究所、东京大学、日本气象厅进行学术交流，分别做了题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ｔ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的学术

报告。

１８）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 １０日—１２月 １４日，陈顺云助理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７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国际会议。

１９）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０日—１２月１４日，马瑾院士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７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国际会议。

２０）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０日—１２月 １４日，沈正康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７

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国际会议。

２１）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０日—１２月 １４日，陶玮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７

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国际会议。

２２）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 １０日—１２月 １４日，陈杰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７

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国际会议。

３、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０７年２月５日—２月１２日，韩国汉城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学院的 Ｋｙｕｎｇ

ＲｙｕｌＫｉｍ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合作洽谈。

２）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０日—４月１２日，日本综合产业技术研究所的雷兴林主任研究

员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３）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５日—３月２３日，日本综合产业技术研究所的桑原保人主任研

究员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４）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１日—４月４日，日本综合产业技术研究所的木口努主任研究

员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５）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４月２日，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的胡植庆教授来实验室进

行访问讲学，做了题为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ＧｅｏｄｅｓｙｆｏｒＡｃｔｉｖｅｐ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ｉｗａｎ”的学

术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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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９日，丹麦奥胡斯大学 ＡｎｄｒｅｗＭｕｒｒａｙ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参观

和学术交流。

７）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９日，丹麦奥胡斯大学 ＪａｎＰｉｅｔｅｒＢｕｙｌａｅｒｔ博士来实验室进行参

观和学术讨论。

８）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５日，美国地质调查局 ＭｅｎｌｏＰａｒｋ分部 ＪｏｈｎＰｉｎｋｓｔｏｎ员来实验

室进行学术交流。

９）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０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Ｒｏｂｅｒｔ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教授来实验室进

行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ｉｂｅｔ”

的学术报告。

１０）２００７年５月 ２９日—６月 ２１日，美国密西根大学 ＡｌｉｓｏｎＲＤｕｖａｌｌ博士来实

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１１）２００７年５月３１日，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ＫｌａｕｓＲｅｇｅｎａｕｅｒＬｉｅｂ教授来实验室

进行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ｂｒｉｔｔｌｅｄｕｃｔｉｌ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的学术报告。

１２）２００７年６月３日—６月１３日，美国内华达大学曾跃华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合

作研究，并做了题为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的学术报告。

１３）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０日—６月２０日，韩国汉城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学院 Ｋｙｕｎｇ

ＲｙｕｌＫｉｍ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合作洽谈。

１４）２００６年７月－８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Ｄａｙｅｍ博士来实验室进行

合作研究。

１５）２００７年７月２日—７月５日，美国密西根大学张友学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

术交流，做了题为 “功克百年难题：煤与瓦斯突出的机理和预测”的学术报告。

１６）２００７年７月３日—７月８日，美国密苏里大学刘勉教授来实验室进行访问，

做了题为 “印度与欧亚大陆碰状的有关地球动力学问题”的学术报告。

１７）２００７年７月３０日—１１月５日，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 ＢｉｌｌＣｒａｄｄｏｃｋ博士来

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１８）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０日至８月２４日，韩国汉城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学院 Ｋｙｕｎｇ

ＡｅＰａｒｋ教授来实验室从事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１９）２００７年 ８月 ２１日—１１月 ２日，美国加州大学 ＲｉｃｈａｒｄＯｌｉｖｅｒＬｅａｓｅ博士来

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０７年度报告　　

２０）２００７年９月３日—９月１０日，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副教授来实

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２１）２００７年９月３日—９月１５日，美国加州大学 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分校 Ｄ．Ｂｕｒｂａｎｋ

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２２）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９月１４日，日本综合产业技术研究所雷兴林主任研究员

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２３）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９月７日，日本综合产业技术研究所的 Ｋｕｗａｈａｒａ主任研

究员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并做了题为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ｉｎｌ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ｔ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Ｊａｐａｎ”的学术报告。

２４）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９月 ７日，日本综合产业技术研究所 Ｉｍａｎｉｓｈｉ主任研究

员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并做了题为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ａｎｄａｒｏｕｎｄａｃｔｉｖｅ

ｆａｕｌｔｓｂｙｍｉｃｒ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ｙ”的学术报告。

２５）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９月７日，日本综合产业技术研究所 Ｃｈｏ主任研究员来

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并做了题为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ａ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

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ｗａｖｅ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ａｓｅ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ａｎ

ｉｎｌ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学术报告。

２６）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９月７日，日本综合产业技术研究所 Ｋｉｇｕｃｈｉ主任研究员

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并做了题为 “Ｓｔｒｅｓ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ｎ

ｎｉｎｇｈｅ
"

Ｚｅｍｕ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ｂｙｕｓｉｎｇ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ｔｓｈａｌｌｏｗｄｅｐｔｈ”的学术报

告。

２７）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９月 ７日，日本综合产业技术研究所 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研究员

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并做了题为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ｄｌｉｆｅ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ｙＴｓｕｋｕｂａ，Ｊａｐａｎ”的学术报告。

２８）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７日—１１月１０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ＰｅｔｅｒＭｏｌｎａｒ教授来实

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并做了题为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ｓｉａ”

的学术报告。

２９）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７日—１１月１０日，美国加州大学 ＴａｎｙａＡｔｗａｔｅｒ博士来实验

室进行合作研究。

３０）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１１月８日，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ＪｏｈｎＢｅｒｓｈａｗ博士来实

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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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１１月８日，美国密西根大学ＭａｒｉｎＣｌａｒｋ副教授来实验

室进行合作研究。

３２）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７日，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ＪｏｈｎＢｅｒｓｈａｗ博士来实验室进行学

术交流。

３３）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１１月 ５日，法国原子能科学院 ＪｅａｎＭｉｃｈｅｌ博士来实验

室进行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Ｄｏｓｉｍｅｔｒｙｉｎ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的学术报告。

３４）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１１月５日，法国原子能科学院的 ＴｒｉｓｔａｎＧａｒｃｉａ博士来

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ＰＨＭＮＨＮ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ａｔｉｎｇ”的学术报告。

３５）２００７年１２月，香港理工大学郭彦双博士来实验室从事开放基金课题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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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家 Ｐ．Ｋｉｒｂｙ与实验室人员在野外考察

日本地质调查所桑原保人博士等专家在四川进行应力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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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专家 ＷｏｏｉｌＭ．Ｍｏｏｎ教授与实验室人员在长白山考察

４、实验室承办的学术会议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６日—８月１９日，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专

业委员会和中国地震学会构造物理专业委员会在辽宁葫芦岛举办了 “高温高压岩石

力学与构造物理学术研讨会”，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两个专业委员会的

挂靠单位主办了此次会议，会议与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年会同期举行。实验室

马胜利研究员、何昌荣研究员任会议主席。来自地震系统、中科院系统、地矿系统、

石油系统及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 ２０多人在大会上做了学术报告，约 ５０

名专家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高温高压岩石力学、岩石物理和构造物理实

验技术发展、最新研究进展以及发展动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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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高压岩石力学与构造物理学术研讨会会场

马瑾院士在研讨会上做学术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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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室重要活动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４日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在北京组织了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建设验收会议。以马在田院士为组长的验收专家组听取了实验室建设报告，现

场考察了实验室仪器设备和工作环境，并与实验室人员进行了座谈。专家组经过认

真讨论形成了验收意见。专家组认为，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定位准确，特色

鲜明；建设期间，购置和研制了一批仪器设备，拓展和改造了实验用房，满足了国

家重点实验室硬件环境建设的要求；通过公开招聘和依托单位内部调整等方式，形

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中青年科技骨干为主体、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的研究

团队；制定了一系列管理章程和制度，保障了实验室的正常运行；建设过程中，在

构造物理学、活动构造与年代学、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应用、流动台阵地震学等领域

形成了技术优势，取得了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据此，专家组认为地震动力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完成了建设任务书规定的各项建设要求，一致同意通过验收。专家组

同时也对实验室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建议继续加强实验室队伍建设，积

极引进和培养高层次青年人才；希望实验室充分利用建成的研究平台，开展高水平

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取得有国际影响的标志性研究成果。

实验室建设验收会会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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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专家组现场考察

验收专家组现场考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