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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工作计划总结

（１）自主研究课题执行情况

　　基于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特点，实验室设立了实验室 “重

点研究计划”、前瞻性和探索性研究、实验方法与技术研究等三类自主研究课题，

分别支持实验室人员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研究工作、具有前瞻性和探索性

的研究、以及技术创新研究的建议，其中近期的 “重点研究计划”为 “南北地震带

构造变形与强震机理”。鉴于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在南北地震带龙门山断裂带发生了汶

川８级大地震，因此２００８年实验室基本科研业务费主要用于 “南北地震带构造变形

与强震机理”研究计划，重点支持对汶川地震及毗邻地区构造变形的研究，其中设

立了６个研究课题，其它两类课题各设立了１个研究课题。

上述课题均按预定计划进行， “南北地震带构造变形与强震机理”课题围绕汶

川地震开展了大量工作，其中 “南北带中北段活动构造、变形方式及形成过程”课

题对汶川地震的构造特征和孕震模型进行了研究； “龙门山断裂带典型地貌面和震

积层的年代学研究”对龙门山地区的典型地貌和沉积层进行了野外考察，并采集了

年代学样品；“５１２汶川地震区及周边地壳岩石物理、力学性质实验与震源物理力

学环境综合研究”课题对汶川地震区进行了野外考察，采集了实验样品并已开始进

行实验工作；“汶川地震区及其临近地区流动地震台阵观测研究”课题完成了对川

西地震台阵布局的调整，强化了对汶川震区的观测； “汶川地震形变场时空演化过

程的 ＧＰＳ观测研究”课题开展了汶川地震同震形变场的分析和震后形变场演化的观

测和研究；“汶川地震同震－震后 ＩｎＳＡＲ形变场演化图像与发震断层特征研究”课题

分析处理了大量 ＩｎＳＡＲ资料，研究汶川地震形变场演化特征。其它 ２个课题 “帕米

尔高原东北缘别尔托阔依剖面磁性地层与生物地层研究对中晚第三纪构造与环境演

化的指示”和 “ＧＰＳ与 ＩｎＳＡＲ相联合的地壳形变监测方法研究”也按原定计划完成

了２００８年度的任务。

由于实验室自主课题于２００８年８月正式启动，实际工作时间并不长，且所有课

题执行期限均为３年，因此２００８年自主课题仅有一些初步的成果。

（２）开放课题执行情况

２００８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批准开放课题 ８项，其中 ２项为持续支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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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各课题均按预定计划执行，其中： “龙门山断裂带形变场与汶川地震的发震

断层模式研究”课题对龙门山地区形变观测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并应用于汶川地

震构造研究；“汶川大地震动力成因的数值模拟研究”课题开展了数值模拟的建模

工作；“周边强烈地震对华北地区现今地壳运动场及形变场的影响研究”课题开展

了对现有测量资料的收集、分析和整理； “注水诱发地震的观测及实验研究”课题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发表了重庆荣昌地区地震活动分析的论文，并在该地区布设了

地震观测台阵；“利用台阵环境噪音观测数据研究中国川西地区地壳上地幔速度结

构”课题开始利用实验室川西地震台阵观测资料研究包括龙门山在内的川西地壳上

地幔结构；“ＣＣＤ云纹观测系统及其应用于断层动态加载实验研究”课题开展了观

测系统的建设和软件编写；“强震地面运动过程的高频 ＧＰＳ观测研究”课题开展了

相关的方法研究；“断层破裂扩展的模型实验及数值模拟”课题针对汶川地震揭示

的逆冲断层活动特征问题，开展了实验设计和实验系统的改进工作。同样，由于这

些课题大多数于２００８年８月正式启动，实际工作时间有限，尚无成果发表。

二、研究工作和水平

２００８年，地震动力学实验室共承担省部级以上各类研究课题 ３９项，其中包括

９７３计划项目、科技支撑项目、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及其它专项等国家级研究课题３５项，表明实验室具有

较强的承担国家重要科研任务的能力；２００８年，实验室人员负责的在研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１６项，其中２００８年获得批准的项目有 ７项，表明实验室具有较强的竞

争科研项目的能力。２００８年 ５月 １２日汶川地震发生后，在国家财政部专项资金的

支持下，中国地震局设立了汶川地震科学考察专项，实验室主任张培震研究员任项

目负责人，实验室承担了其中的 ４个课题，汶川地震的科学考察为全面深入研究汶

川地震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汶川地震发生后，实验室许多人员参加了地震灾害评估、地震科学考察和研究，

使得实验室承担的研究课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随着灾评和科考任务的完成，

实验室人员努力工作，尽力使各项研究课题按计划进行。２０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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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篇，其中国外

刊物１０篇，国内核心刊物６０篇，ＳＣＩ检索２２篇，ＥＩ检索 ６篇。在国内外学术会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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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读或展示论文约５５篇。实验室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的影响，多

位研究人员在国内外多个学术会议上作特邀报告。特别是实验室关于汶川地震的初

步研究成果受到广泛关注，多人被邀请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围绕汶川地震作大

会报告，如：刘启元研究员、沈正康研究员、陈九辉副研究员等在２００８年美国地球

物理联合会 （ＡＧＵ）秋季会议上作特邀报告，张培震研究员在第 １９届国际地球电

磁感应学术讨论会作邀请报告，刘启元研究员在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二次学术大会上

作大会报告，张培震研究员在第四届全国构造会议上作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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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支持下完成了三项较系统的研究，其中一项重点基金 “基于２００１年８１级可可西

里地震形变场演化分析的青藏高原粘弹性动力学模型研究”，两项面上基金 “碎屑

沉积物 ＥＳＲ测年可靠性研究”和 “不同成分断层泥的摩擦稳定性与中、下地壳强震

成因”。

三、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２００８年，实验室共有工作人员４６人，其中研究人员 ３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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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人 （含资深研究员１人），副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１４人；在学历结构上以高学

历者为主，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２９人，具有硕士学位者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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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人。

２００８年，实验室在依托单位的支持下，继续推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实

验室青年人才培养取得一定成效，有 ３名青年科技人员晋升为副研究员，１名青年

科技人员经中国地震局评审获研究员任职资格。实验室通过招聘方式新增了 ４名中

青年科研人员，其中来自外单位的研究员 １名 （王敏），出站博士后流动人员 ２名

（孙建宝、蒋汉朝），应届毕业博士研究生 １名 （宋小刚）。在依托单位招生名额有

限的情况下，实验室采取积极措施，继续加大博士后和研究生的培养规模，２００８年

实验室培养研究生１２人，其中博士 ２人，硕士 １０人；２００８年底在站博士后、在读

研究生已达６５人，其中博士后１１人，博士研究生２７人，硕士研究生２７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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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交流与运行管理

（１）国际合作和交流

　　２００８年由于汶川地震的发生，对实验室国际合作和交流有一定的影响，但总体

上仍保持活跃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实验室作为协办单位参与了北京大学承办的

“１２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的

组织工作，尹功明研究员负责会前的野外考察；作为召集人，陈杰研究员主持了其

中１个专题研讨会。实验室多项课题的执行过程中开展了国际合作，其中签署了正

式合作协议的合作课题８项；境外人员来实验室参加合作研究、开放课题、学术交

流达３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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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人次；３０人次参加了在国内外举行的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

示论文２４篇。国际合作的主要成效是，通过与国际上高水平专家的合作，中青年科

技人员的研究和交流能力得到提高，实验室的知名度也得到提高。

（２）仪器设备开放和共享

作为公用研究平台，实验室继续推动大型设备对外开放共享。２００８年，调试完

成的新增大型设备已对外开放共享。实验室继续完善大型实验设备的实验流程，编

写使用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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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的实验设备除释光设备因维修共享率下降外，其它主要设备共享率明显提高，平

均共享率均超过５０％；构造物理主要实验设备共享率也明显提高，多套设备共享率

超过２０％；形变测量和动力学研究的一些设备和软件也提供给实验室外人员使用。

五、实验室公众开放活动

地震动力学实验室向公众开放的目的和意义是，向社会公众宣传地震相关知识，

提高民众的防震减灾意识；为地学领域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专业实践平台，扩大实

验室的影响。根据实验室的实际情况，实验室近期的开放主要面对大专院校地学领

域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实验室已与京区一些大学和研究生院达成协议，为其学生安

排开放活动。受５１２地震的影响，２００８年实验室只安排了一次开放活动，开放对

象为地球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球科学学院马麦宁副教授带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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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下，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局、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局、中

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等所属院所的３０多名学生到构造物理实验室参

观、学习。实验室周永胜研究员等工作人员为学生介绍了气体介质高温高压三轴岩

石力学实验系统、固体介质高温高压三轴岩石力学实验系统、固体介质高温高压三

轴岩石物理实验系统、卧式双向伺服控制压力实验系统、大容器三轴实验系统等的

工作原理、及其在地学中的应用与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等。通过这次活动，使得中

科院系统地学领域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对实验室在高温高压领域的研究实力有了亲身

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实验室的知名度，有助于实验室从外系统吸引优秀人

才来室学习或工作，一批年青学生来实验室进行学术讨论，也增强了实验室的学术

氛围。

六、实验室大事记

应对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的汶川发生８级大地震，是实验室 ２００８年最重大的

事件。地震发生后，作为地震部门的实验室，在依托单位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实

验室立即投入地震应急工作，在第一时间派人奔赴地震现场，开展地震灾害评估、

地震观测、ＧＰＳ测量等工作，直接服务于抗震减灾和地震研究；随后，实验室又参

加了中国地震局组织的科学考察。除积极参加中国地震局和依托单位组织的相关活

动外，实验室还利用专项经费设立专题对汶川地震开展研究，２００８年实验室大多数

研究人员和博士后流动人员、研究生都曾赴震区进行考察和研究工作。实验室主任

张培震研究员任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并担任中国地震局汶川地震科考总

指挥，他还应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汶川地震做专题讲座。２００８年，实验室已在汶

川地震研究方面取得了初步结果，并将陆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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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人员

１、实验室固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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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构造与活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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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学 研究员

４ 沈正康 男 １９５３０３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研究员

５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博士 构造地质 新构造与活动构造 研究员

６ 刘力强 男 １９５６０７ 博士 构造物理 构造物理 研究员

７ 马胜利 男 １９６００３ 博士 构造物理 构造物理 研究员

８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博士 岩石力学 构造物理 研究员

９ 陈　杰 男 １９６６０２ 博士 地震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研究员

１０ 尹功明 男 １９６６０１ 博士 地震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研究员

１１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研究员

１２ 甘卫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８ 博士 地震地质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研究员

１３ 杨晓松 男 １９５９０５ 博士 构造地质 构造物理 研究员

１４ 周永胜 男 １９６９０１ 博士 构造物理 构造物理 研究员

１５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硕士 大地测量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研究员

１６ 郑德文 男 １９７１１０ 博士 地震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副　研

１７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学士 构造地质 构造物理 副　研

１８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博士 地球物理 地震学 副　研

１９ 刘　洁 女 １９６７０８ 博士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地球动力学 副　研

２０ 屈春燕 女 １９６６０１ 博士 构造地质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２１ 尹金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１ 博士 地震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副　研

２２ 王　萍 女 １９６４０３ 博士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副　研

２３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２４ 余怀忠 男 １９７５０２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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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博士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副　研

２６ 孙建宝 男 １９７５０７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２７ 蒋汉朝 男 １９７３０３ 博士 第四纪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副　研

２８ 谷元珠 女 １９５７０２ 计算机 新构造年代学 高　工

２９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高　工

３０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硕士 地球物理 构造物理 工程师

３１ 李秋珍 女 １９７１０９ 地球物理 管理 工程师

３２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硕士 地球物理 地震学 助　研

３３ 王凯英 女 １９７６０１ 博士 构造物理 构造物理 助　研

３４ 刘进峰 男 １９７７０８ 博士 第四纪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助　研

３５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博士 地学信息工程 新构造年代学 助　研

３６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博士 构造地质 构造物理 助　研

３７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硕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助　研

３８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博士 地球化学 新构造年代学 助　研

３９ 宋小刚 男 １９７９０６ 博士 摄影测量与遥感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助　研

４０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电子技术 新构造年代学 实验师

４１ 李建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３ 第四纪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实验师

４２ 刘粤霞 女 １９５７１０ 第四纪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实验师

４３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硕士 构造地质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研　实

４４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９ 硕士 构造地质 构造物理 研　实

４５ 陈国强 男 １９８０１０ 学士 机电自动化 构造物理 助　工

４６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学士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构造物理 助　工

２、新增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介绍

王　敏，女，１９６４年出生，研究员。在中国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曾多次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

访问研究。研究方向为 ＧＰＳ数据分析及地壳形变研究，先后

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９７３项目等课

题，主导产出的中国大陆地壳运动速度场得到了国内外地学

界的广泛认可和使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多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６篇。获省部级科技奖励７次，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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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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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 林　敏 女 １９６９０７ 剂量学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２ 博士生 李卫东 男 １９７５０５ 构造地质学 单新建

３ 硕士生 雷生学 男 １９８１０８ 地球化学 陈　杰

４ 硕士生 鲍继飞 男 １９８２０１ 第四纪研究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５ 硕士生 刘静伟 女 １９８３０４ 第四纪研究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６ 硕士生 赵淑君 女 １９８２０１ 第四纪研究 尹功明 联合培养

７ 硕士生 黄元敏 男 １９８２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８ 硕士生 罗　丽 女 １９８３０９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９ 硕士生 闫小兵 男 １９７８１１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１０ 硕士生 程　佳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１１ 硕士生 侯　岳 女 １９８２０５ 构造物理学 马　瑾 联合培养

１２ 硕士生 孔祥杰 男 １９８１０３ 构造物理学 马　瑾 联合培养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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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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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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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 殷海涛 男 １９８０６ 地质学 张培震

９ 博士后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在职

１０ 博士后 方　石 男 １９７４８ 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１ 博士后 宋小刚 男 １９７９６ 地质学 单新建 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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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博士生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在职

１３ 博士生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在职

１４ 博士生 王　峻 男 １９７９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１５ 博士生 田云峰 男 １９７６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１６ 博士生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１７ 博士生 郑文俊 男 １９７２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８ 博士生 陈正位 男 １９７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９ 博士生 刘建辉 男 １９７８９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２０ 博士生 黄　蓓 女 １９７８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２１ 博士生 霍　矩 男 １９８３１ 第四纪地质 陈　杰 联合培养

２２ 博士生 洪顺英 男 １９７９４ 构造地质学 单新建

２３ 博士生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９ 构造地质学 单新建 在职

２４ 博士生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２５ 博士生 李　鹏 女 １９７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２６ 博士生 肖根如 男 １９７８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７ 博士生 王伟涛 男 １９７９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２８ 博士生 郭利民 男 １９７３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９ 博士生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３０ 博士生 汲云涛 男 １９８２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３１ 博士生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在职

３２ 博士生 韩　亮 男 １９８３６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３３ 博士生 缪阿丽 女 １９８４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３４ 博士生 周德敏 男 １９７７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５ 博士生 郝　明 男 １９８２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３６ 博士生 陈为涛 男 １９８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７ 博士生 代树红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３８ 博士生 陈　涛 男 １９７９６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３９ 硕士生 陈国强 男 １９８０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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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硕士生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４１ 硕士生 何　为 男 １９８５１ 地球化学 李大明

４２ 硕士生 韩孔艳 女 １９８２４ 地球化学 尹功明

４３ 硕士生 潘家伟 男 １９８４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联合培养

４４ 硕士生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４５ 硕士生 兰彩云 女 １９８６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４６ 硕士生 靖　晨 男 １９８４５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４７ 硕士生 陈东洲 男 １９８５７ 构造地质学 马　瑾

４８ 硕士生 张国苓 女 １９８６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４９ 硕士生 王　凡 女 １９８４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５０ 硕士生 俞　岗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地球化学 尹功明

５１ 硕士生 杨　静 女 １９８４１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５２ 硕士生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４ 地球化学 陈　杰

５３ 硕士生 李　涛 男 １９８５９ 地球化学 陈　杰

５４ 硕士生 韩宇飞 男 １９８１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５ 硕士生 闫相相 男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６ 硕士生 刘照星 男 １９８７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５７ 硕士生 赵盼盼 男 １９８７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５８ 硕士生 余　松 男 １９８５８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联合培养

５９ 硕士生 黄明达 男 １９８６３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６０ 硕士生 高　璐 女 １９８６２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６１ 硕士生 吴　曼 女 １９８５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６２ 硕士生 云　龙 男 １９８５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６３ 硕士生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６４ 硕士生 郭玲莉 女 １９８５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６５ 硕士生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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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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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验室承担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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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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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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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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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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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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５ 中亚大陆强震构造格局及

其动力学环境
２００８ＣＢ４２５７０３ 张家声

甘卫军，陶玮，王

敏，陈为涛，肖根

如，周德敏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９７３计划
项目

６ 多频多谱段遥感数据生态

环境参数综合反演技术
２００９ＡＡ１２Ｚ１４６陈尔学 孙建宝，沈正康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８６３计划
项目

７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

探：地震断裂带的岩石物

理－力学性质与地震发生
机理

无编号
马胜利

杨晓松

何昌荣，周永胜，

刘力强，党嘉祥，

陈建业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国 家 重

大 科 技

专项

８ 汶川地震科学考察 无编号 张培震

冉勇康，陈杰，甘

卫军，单新建，刘

启元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国 家 财

政专项

９ 基于 ＩｎＳＡＲ地震形变场动
态监测技术研究

２００８ＢＡＣ３５Ｂ０４ 单新建

单新建，屈春燕，

张国宏，张桂芳，

宋小刚，郭利民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国 家 科

技 支 撑

计划

１０
基于卫星热红外遥感的地

震综合信息处理与应用技

术研究

２００８ＢＡＣ３５Ｂ０３孟庆岩 屈春燕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国 家 科

技 支 撑

计划

１１ 水库地震预测方法研究 ２００８ＢＡＣ３８Ｂ０３ 蒋海昆
单新建，宋小刚，

张国宏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国 家 科

技 支 撑

计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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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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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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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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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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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利用卫星红外遥感技术研

究长白山火山的活动性
４０７７２１０６ 屈春燕

单新建，张国宏，

刘云华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

１７
震前应力积累模式与加卸

载响应比临界敏感性及其

应用

４０７０４００７ 余怀忠 程　佳，王阎昭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

１８ 利用 Ｓ波接收函数研究中
国境内天山的岩石圈结构

４０７７４０１９ 刘启元

陈九辉，郭飙，李

顺成，李昱，王峻，

齐少华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

１９

积石山（峡）地区黄河第

四纪侵蚀下切速率研究－
１０Ｂｅ宇宙成因核素年代学
约束

４０７０２０２８ 张会平 刘建辉，陈正位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

２０
天池火山末次大喷发系列

样品１４Ｃ测年研究
４０７７２１０７ 尹金辉 王　萍，刘粤霞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

２１ 西秦岭北缘断裂带新生代

构造变形及演化
４０７７２１２７ 王志才

张培震，陈正位，

刘建辉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

２２
汶川ＭＳ８０地震形变场特
征及其演化趋势的 ＧＰＳ
观测研究

４０８４１０１３ 张培震 甘卫军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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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强，

黄元敏，汲云涛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国 际 科

技 合 作

计 划 项

目

２４
晚新生代帕米尔向北的楔

入－大陆斜向碰撞作用的
研究

２００８ＤＦＡ２０８６０ 陈　杰 蒋汉朝，李　涛，
余　松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国 际 科

技 合 作

计 划 项

目

２５ 中 国 地 震 电 磁 卫 星

（ＣＳＥＳ）计划第一期研究 ２００９ＤＦＡ２１４８０ 单新建 屈春燕，闫相相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国 际 科

技 合 作

计 划 项

目

２６ 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

络
无

地壳运动

工程中心
单新建，甘卫军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国 家 重

大 工 程

项目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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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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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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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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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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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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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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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强震孕育的深部岩石物理

性质实验研究
２００８４１９０１２ 杨晓松

陈建业，姚文明，

张国苓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公 益 性

行 业 科

研专项

３４ 鲜水河断裂热活动与形变

场的实验与野外观测
２００８４１９０１１ 刘力强

马　瑾，刘培洵，
陈顺云，扈小燕，

陈国强，郭彦双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公 益 性

行 业 科

研专项

３５
城市活断层探测中的第四

纪年代学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２００８０８０１５ 陈　杰
卢演俦，刘进峰，

杨会丽，余　松，
李　涛，黄明达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公 益 性

行 业 科

研专项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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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
河西走廊北部山前几条近

东西断裂的新活动特征研

究（Ｂ）
Ｂ０７００７ 郑文俊

张培震，郑德文，

李传友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地 震 基

金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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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

中 国 博

士 后 基

金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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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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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表中所列示的３项国际合作项目外，实验室承担的国际合作项目 （双方签

署合作协议）还有：

　▼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０８年度报告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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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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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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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利用地震台阵环境噪音观测数据研究中国川西地区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

合作单位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ＭＩＴ）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双方课题资助，执

行期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中方负责人为刘启元研究员，美方负责人为 ＲｏｂｅｒｔＤ．ｖａｎｄｅｒ

Ｈｉｌｓｔ教授。

（５）根据环境噪音的连续观测数据研究中国川西地区地壳介质的速度变化，合

作单位为法国约瑟夫－傅里叶大学地球内部物理与构造物理实验室，双方课题资助，

执行期间２００８—２０１０，中方负责人为刘启元研究员，法方负责人为 ＭｉｃｈｅｌＣａｍｐｉｌｌｏ

教授。

３、实验室设立的自主研究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执行年限 课题类型

１ 南北带中北段活动构造、变形方式及形成过程 张培震 三年

“南北地震

带 构 造 变

形 和 强 震

机理研究”

计划

２ 龙门山断裂带典型地貌面和震积层的年代学研究
尹金辉

王　萍 三年

３ ５．１２汶川地震区及周边地壳岩石物理、力学性质实
验与震源物理力学环境综合研究

何昌荣 三年

４ 汶川地震区及其临近地区流动地震台阵观测研究 陈九辉 三年

５ 汶川地震形变场时空演化过程的 ＧＰＳ观测研究 沈正康 三年

６ 汶川地震同震－震后 ＩｎＳＡＲ形变场演化图像与发震
断层特征研究

单新建 三年

７ 帕米尔高原东北缘别尔托阔依剖面磁性地层与生物

地层研究对中晚第三纪构造与环境演化的指示
蒋汉朝 三年

探索性研究

（人才培养）

８ ＧＰＳ与 ＩｎＳＡＲ相联合的地壳形变监测方法研究 甘卫军

孙建宝
三年

探索性研究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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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实验室设立的开放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编　号 负责人、单位 起止时间

１ 龙门山断裂带形变场与汶川地震的

发震断层模式研究
ＬＥＤ２００８Ｂ０１ 闻学泽，四川省地震局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２ 汶川大地震动力成因的数值模拟研

究
ＬＥＤ２００８Ｂ０２ 朱守彪，中国地震局地

壳应力研究所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３ 周边强烈地震对华北地区现今地壳

运动场及形变场的影响研究
ＬＥＤ２００８Ｂ０３ 刘峡，中国地震局第一

监测中心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４ 注水诱发地震的观测及实验研究 ＬＥＤ２００８Ｂ０４ 雷兴林，日本产业技术

综合研究所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５ 利用台阵环境噪音观测数据研究中

国川西地区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
ＬＥＤ２００８Ｂ０５ Ｒ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６ ＣＣＤ云纹观测系统及其应用于断层
动态加载实验研究

ＬＥＤ２００８Ｂ０６ 马少鹏，北京理工大学

理学院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７ 强震地面运动过程的高频 ＧＰＳ观测
研究

ＬＥＤ２００８Ｂ０７ 殷海涛，山东省地震局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８ 断层破裂扩展的模型实验及数值模

拟
ＬＥＤ２００８Ｂ０８ 潘一山，辽宁工程技术

大学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１）陈国浒，单新建，ＷｏｏｉｌＭＭｏｏｎ，２００８，基于 ＩｎＳＡＲ、ＧＰＳ形变场的长白山

地区火山岩浆囊参数模拟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１（４）：１０８５—１０９２

２）陈顺云，马瑾，刘培洵，刘力强，蒋靖祥，２００８，地表热红外辐射与钻孔

应变的关系探讨，自然科学进展，１８（２）：１４５—１５３

３）陈连旺，张培震，陆远忠，陈化然，马宏生，李丽，李红，２００８，川滇地

区强震序列库仑破裂应力加卸载效应的数值模拟，地球物理学报，５１（５）：１４１１—

１４２１

４）陈立春，陈杰，刘进锋，李峰，杨晓平，冉勇康，２００８，龙门山前山断裂

北段晚第四纪活动性研究，地震地质，３０（３）：７１０—７２２

５）程滔，单新建，董文彤，李建华，２００８，利用 ＩｎＳＡＲ技术研究黄土地区滑

坡分布，水文地质工程地质，２００８，（１）：９８—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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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党嘉祥，周永胜，何昌荣，闫小兵，２００８，高温高压岩石流变仪的标定方

法，地学前缘，１５（３）：２８７—２９１

７）代树红，马胜利，潘一山，何永年，２００８，隐伏逆断层破裂扩展特征的实

验研究及其地震地质意义，地震地质，３０（４）：９４５—９５６

８）董绍鹏，韩竹军，尹金辉，李峰，安艳芬，２００８，龙门山山前大邑断裂活

动时代与最新构造变形样式初步研究，地震地质，３０（４）：９９６—１００３

９）ＤＣｌａｒｋ，ＭＤｅｎｔｉｔｈ，ＫＨＷｙｒｗｏｌｌ，ＬｕＹａｎｃｈｏｕ，ＶＤｅｎｔ，ＷＦ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ｏｎｅ，

２００８，ＴｈｅＨｙｄｅｎｆａｕｌｔｓｃａｒｐ，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ａｎ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５：３７９—３９５

１０）付碧宏，王萍，孔屏，郑国东，王刚，时丕龙，２００８，四川汶川５１２大地

震同震滑动断层泥的发现及构造意义，岩石学报，２０（１０）：２２３７—２２４３

１１）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项目组，通讯作者，张培

震，２００８，ＧＰＳ测定的 ２００８年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的同震位移场，中国科学 （Ｄ

辑），３８（１０）：１１９５—１２０６

１２）郭彦双，林春金，朱维申，李术才，２００８，三维裂隙组扩展及贯通过程的

试验研究，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７（Ｓ１）：３１９１—３１９５

１３）郭卫英，马瑾，单新建，２００８，活动断裂带的地形地貌差异与红外亮温年

变特征的研究，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３（５）：１４３７—１４４３

１４）黄元敏，马胜利，２００８，关于应力触发地震机理的讨论，地震，２８（３）：

９５—１０２

１５）Ｈｅｅｒｍａｎｃｅ，Ｒ．Ｖ．，Ｊ．Ｃｈｅｎ，Ｄ．Ｗ．Ｂｕｒｂａｎｋ，ａｎｄＪ．Ｍｉａｏ，２００８，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ｐｕｌｓｅｄ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Ｋａｓｈｉ ｆｏｒｅｌ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２７，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９／

２００７ＴＣ００２２２６．

１６） ＨａｏＫａｉ，ＴａｉＱｉｎｊｉａｎ，ＬｉｕＢａｏｊｉｎ，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２００８，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ａｏｙａｃｈｅ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ａｎｄｉｔ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ａＳｅｉｓｍｏｌｉ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１

（４）：４１７—４２４

１７）侯岳，刘培洵，陈顺云，刘少峰，２００８，基于 ＭＯＤＩＳ影像的夜间云检测算

法研究，国土资源遥感，２００８（１）：３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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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ＬｉｅＸｉｎｇｌｉｎ，ＹｕＧｕｏｚｈｅｎｇ，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２００８，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ｗａｔｅ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３ｋｍ ｄｅｐｔｈ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Ｒ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ｇａｓｆｉｅｌｄ，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３，Ｂ１０３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

２００８ＪＢ００５６０４

１９）雷兴林，马胜利，闻学泽，苏金蓉，杜方，２００８，地表水体对断层应力与

地震时空分布影响的综合分析—以紫坪铺水库为例，地震地质，３０（４）：１０４６—

１０６４

２０）刘力强，刘培洵，黄凯珠，马少鹏，郭彦双，２００８，断层三维扩展过程的

实验研究，中国科学 （Ｄ辑），３８（７）：８３３—８４１

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ＷｏｎｇＨｏｎｃｈｕ，Ｍａ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ｒｏ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ａｕｌｔ，Ｓｃｉ

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５１（１０）：１４２６—１４３５

２１）刘春茹，刘秀明，王世杰，万景林，郑德文，２００８，贵州碳酸盐岩风化壳

形成年龄的初步判定，原子能科学技术，４２（６）：５６８—５６９

２２）刘启元，陈九辉，李顺成，李昱，郭飚，王俊，齐少华，２００８，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川西流动地震台阵观测数据的初步分析，地震地质，３０（３）：５８４—

５９６

２３）刘保金，赵成彬，尹功明，２００８，浅层人工地震 Ｐ波和 Ｓ波资料揭示的郑

州老鸦陈断层特征，地震地质，３０（２）：５０５—５１５

２４）刘进峰，陈杰，李峰，徐锡伟，陈立春，何宏林，２００８，汶川 Ｍｓ８０强震

形成的地震地貌基本类型，第四纪研究，２８（４）：５１８—５２０

２５）李卫东，单新建，张国宏，２００８，ＡｒｃＩＭＳ与 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ｓ分布式集成框架设

计与应用 ［Ｊ］，计算机应用研究，２５（增）：１７８５—１７８６

２６）李卫东，单新建，张国宏，２００８，ＡｒｃＩＭＳ添加服务器端动态图层技术的实

现，微计算机信息，２４（３—１）：１４８—１５０．

２７）李卫东，单新建，２００８，基于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多源异构空间信息集成框架，

微计算机信息，２４（７—３）：１４—１６

２８）马胜利，陈顺云，刘培洵，扈小燕，王凯英，黄元敏，２００８，断层阶区对

滑动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中国科学 （Ｄ辑），３８（７）：８４２—８５１

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ＨｕＸｉａｏｙａｎ，ＷａｎｇＫａｉｙｉｎｇ，Ｈｕ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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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ｕａｎｍｉｎ，２００８，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ａｕｌｔｊｏｇｓｏ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Ｓｃｉ

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５１（１０）：１４３６—１４４５

２９）马胜利，闻学泽，刘启元，沈正康，许建东，２００８，构造地质学与地震动

力过程发展规划研究，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８（专刊）：５６—６６

３０）马瑾，马少鹏，刘培洵，刘力强，２００８，识别断层活动和失稳的热场标志

—实验室的证据，地震地质，３０（２）：３６３—３８２

３１）ＯＣａｖａｌｉｅ，ＣＬａｓｓｅｒｒｅ，Ｍ．－ＰＤｏｉｎ，ＧＰｅｌｔｚｅｒ，ＪＳｕｎ，ＸＸｕ，Ｚ．－Ｋ．

Ｓｈｅｎ，２００８，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Ｇａｎｓｕ，Ｃｈｉ

ｎａ），ｂｙＩｎＳＡＲ，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７５：２４６—２５７

３２）屈春燕，２００８，最新 １：４００万中国活动构造空间数据库建立，地震地质，

３０（１）：２９８—３０４

３３）屈春燕，宋小刚，张桂芳，郭利民，刘云华，张国宏，李卫东，单新建，

２００８，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特征分析，地震地质，３０（４）：１０７６—

１０８４

３４）冉勇康，陈立春，陈桂华，尹金辉，陈杰，宫会玲，史翔，李陈侠，

２００８，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发震断裂大地震原地重复现象初析，地震地质，３０（３）：

６３０—６４３

３５）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ＸｕＸｉｗｅｉ，ＲｏｌａｎｄＢｕｒｇｍａｎｎ，２００８，Ｓｙｎｔｈｅｔ

ｉｃ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８Ｎｉｍａ（Ｔｉｂｅ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ａｌｏｎｇｔｒａｃｋ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３５，Ｌ２２３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８ＧＬ０３５６９１

３６）孙建宝，梁芳，沈正康，徐锡伟，２００８，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 ＩｎＳＡＲ形变观

测及初步分析，地震地质，３０（３）：７８９—７９５

３７）宋娟，周永胜，何昌荣，２００８，石英岩脆塑性转化的实验研究，高压物理

学报，２２（２）：１６７—１７４

３８）宋方敏，邓志辉，马晓静，祖金华，楚全芝，尹功明，周庆，２００８，长江

谷地安庆—马鞍山段新构造和断裂活动特征，地震地质，３０（１）：９９—１１０

３９）申旭辉，吴云，单新建，张景发，２００８，中国卫星地震应用系统框架与地

震电磁卫星计划进展，国际地震动态，１１：１５３

４０）ＴａｏＷｅｉ，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２００８，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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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８（７）：８４３—８４９．

４１）谭文彬，何昌荣，２００８，高温高压及干燥条件下斜长石和辉石断层泥的摩

擦滑动研究，地学前缘，１５（３）：２７９—２８６

４２）Ｗ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ｕ，ＳｕｎＪｕｎｘｉｕ，ＮｉｎｇＪｉｅｙｕａｎ，２００８，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ｕｃｔｉｌｅｓｈｅａｒ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ｌｏｗ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ｓｌｉｐｌｉｎｅ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Ｊ．ＮｕｍｅｒＡｎａｌ．

Ｍｅｔｈ，３２：３０７—３２４

４３）Ｗａ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ＭａＬｉ，２００８，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Ｍｏｍｅｎ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Ａ

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

ｉｃｓ，１６５：１８１—１９９

４４）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ＸｕＸｉｗｅｉ，ＨｅＹｏｎｇｎｉａｎ，２００８，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ｆａｕｌ

ｔｅｄｂｌｏｃｋ，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１６８：１６—

３６

４５）ＷａｎｇＭ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ＬｉａｏＨｕａ，ＬｉＴｉｅｍｉｎｇ，ＲｅｎＪｉｎ

ｗｅｉ，２００８，ＧＰ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５１（９）：１２５９—１２６６

４６）王阎昭，王恩宁，沈正康，王敏，甘卫军，乔学军，孟国杰，李铁明，陶

玮，杨永林，程佳，李鹏，２００８，基于 ＧＰＳ资料约束反演川滇地区主要断裂现今活

动速率，中国科学 （Ｄ辑），３８（５）：５８２—５９７

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ＷａｎｇＥｎｎｉｎｇ，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Ｑｉａｏ

Ｘｕｅｊｕｎ，ＭｅｎｇＧｕｏｊｉｅ，ＬｉＴｉｅｍｉｎｇ，ＴａｏＷｅｉ，ＹａｎｇＹｏｎｇｌｉｎ，ＣｈｅｎｇＪｉａ，ＬｉＰｅｎｇ，

２００８，ＧＰ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ａｌｏｎｇｍａｊｏｒｆａ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ｉ

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５１（９）：１２６７—１２８３

４７）王夫运，段永红，杨卓欣，张成科，赵金仁，张建狮，张先康，刘启元，

朱艾斓，徐锡伟，刘宝峰，２００８，川西盐源－马边地震带上地壳速度结构和活动断

裂研究—高分辨率地震折射实验结果，中国科学 （Ｄ辑），３８（５）：６１１—６２１

ＷａｎｇＦｕｙｕｎ，ＤｕａｎＹｏｎｇ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ｕｏｘｉｎ，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ｋｅ，ＺｈａｏＪｉｎｒｅｎ，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ｓｈｉ，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ｋａｎｇ，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ＺｈｕＡｉｌａｎ，ＸｕＸｉｗｅｉ，ＬｉｕＢａｏｆｅｎｇ，

２００８，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ｏｆＹａｎｙｕａｎＭａｂｉａ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ｚｏｎ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５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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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４—１２９６

４８）万永革，沈正康，王敏，张祖胜，甘卫军，王庆良，盛书中，２００８，根据

ＧＰＳ和 ＩｎＳＡＲ数据反演 ２００１年昆仑山口西地震同震破裂分布，地球物理学报，５１

（４）：１０７４—１０８４

４９）万永革，沈正康，刁桂苓，王福昌，胡新亮，盛书中，２００８，利用小震分

布和区域应力场确定大震断层面参数方法及其在唐山地震序列中的应用，地球物理

学报，５１（３）：７９４—８０４

５０）王同利，陈杰，雷生学，王昌盛，２００８，野外就地测量便携式 ＮａＩ（Ｔｌ）

Ｇａｍｍａ谱仪的初步标定及花岗岩标定台的建立，核技术，３１（２）：１３７—１４１

５１）王伟涛，贾东，李传友，郑文俊，魏占玉，２００８，四川龙泉山断裂带变形

特征及其活动性初步研究，地震地质，３０（４）：９６８—９７９

５２）王　萍，蒋汉朝，苏旭，严富华，２００８，末次间冰期以来西宁市河谷沉积

与环境，第四纪研究，２８（２）：２５３—２６３

５３）王萍，蒋汉朝，袁道阳，刘兴旺，２００８，兰州段黄河 ＩＩ、Ⅲ级阶地的地层

结构、年龄及环境意义，第四纪研究，２８（４）：５５３—５６３

５４）王继，陈九辉，２００８，应用人工神经元网络方法自动检测地震事件，地震

地磁观测与研究，２９（３）：４１—４５

５５）魏占玉，何宏林，董绍鹏，陈杰，高翔，孙海清，嘉世旭，王世元，

２００８，从两个地表破裂点的几何学与运动学特征分析汶川地震的破裂方式，地震地

质，３０（４）：１０２３—１０３２

５６）ＷａｎｇＹｉｐｅｎｇ，ＭａＪｉｎ，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２００８，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ＳｅｉｓｍｉｃＢｅｌｔ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

ＳｅｉｓｍｉｃＢｅｌ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２（３）：２３７—２５０

５７）席继红，闫小兵，周永胜，２００８，快速钻探技术在岩溶隧道超前预报中的

应用，工程地球物理学报，５（１）：８９—９４

５８）徐锡伟，闻学泽，叶建青，马保起，陈杰，周荣军，何宏林，田勤俭，何

玉林，王志才，孙昭民，冯希杰，于贵华，陈立春，陈桂华，于慎鄂，冉勇康，李

细光，李陈侠，安艳芬，２００８，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地表破裂带及其发震构造，地震地

质，３０（３）：５９７—６２９

５９）ＹａｎｇＸＰ．，Ｂ．Ｚｈｕａ，Ｘ．Ｗａｎｇ，Ｃ．Ｌｉｂ，Ｚ．Ｚｈｏｕ，Ｊ．Ｃｈｅｎ，Ｘ．Ｗ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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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Ｙｉｎ，Ｙ．Ｌｕ，２００８，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ｔｈｅＨｕｎｓｈａｎｄａｋｅＳａｎｄｙ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Ｃｈｉｎａ，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６１：７０
"

７８．

６０）杨晓平，邓起东，张培震，徐锡伟，２００８，天山山前主要推覆构造区的地

壳缩短，地震地质，３０（１）：１１１—１３１

６１）尹功明，陈献程，宋方敏，邓志辉，周本刚，刘静伟，２００８，安徽南陵

ＮＷ向第四纪断层的发现及其意义，地震地质，３０（１）：３３３—３３８

６２）周永胜，何昌荣，杨晓松，２００８，中地壳韧性剪切带中的水与变形机制，

中国科学 （Ｄ辑），３８（７）：８１９—８３２

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２００８，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ｌｅ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ｅｄＲｉｖｅｒｆａｕｌｔ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５１（１０）：１４１１—１４２５

６３）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２００８，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ｉｇｉｄｂｌｏｃｋｍｏ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８，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ａｐｅｒ，４４４，５９
"

７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３０／

２００８２４４４（０４）

６４）张培震，２００８，青藏高原东缘川西地区的现今构造变形、应变分配与深部

动力过程，中国科学 （Ｄ辑），３８（９）：１０４１—１０５６

６５）张培震，徐锡伟，闻学泽，冉勇康，２００８，２００８年汶川 ８０级地震发震断

裂的滑动速率、复发周期和构造成因，地球物理学报，５１（４）：１０６６—１０７３

６６）张培震，李传友，毛凤英，２００８，河流阶地演化与走滑断裂滑动速率，地

震地质，３０（１）：４４—５７

６７）张培震，２００８，中国地震灾害与防御减灾，地震地质，３０（３）：５７７—５８３

６８）周永胜，何昌荣，李海军，２００８，熔体的形态和分布特征对岩石流变的影

响，地学前缘，１５（３）：２７３—２７８

６９）郑文俊，李传友，王伟涛，尹金辉，魏占玉，２００８，汶川 ８０级地震陡坎

（北川以北段）探槽的记录特征，地震地质，３０（３）：６９７—７０９

７０）郑文俊，王伟涛，李传友，魏占玉，高翔，２００８，熊坡背斜构造变形与蒲

江—新津断裂活动特征，地震地质，３０（４）：９５７—９６７

７１）张国宏，单新建，李卫东，２００８，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库伦破裂应力变化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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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危险性初步研究，地震地质，３０（４）：９３５—９４４

７２）张秉良，刘瑞询，向宏发，楚全芝，黄雄南，郑勇刚，２００８，红河断裂带

中南段糜棱岩分形特征及主要流变参数的估算，地震地质，３０（２）：４７３—４８３

７３）周庆，徐锡伟，于桂华，陈献程，何宏林，尹功明，２００８，汶川 ８０级地

震地表破裂带宽度调查，地震地质，３０（３）：７７８—７８８

７４）张会平，张培震，吴庆龙，陈正位，２００８，循化－贵德地区黄河水系河流

纵剖面形态特征及其构造意义，第四纪研究，２８（２）：２９９—３０９

２、在国际会议发表的论文

７５） Ｃｈｅｎ，Ｊ．，Ｗａｎｇ，ＣＳ．，Ｌｕ，ＹＣ．，Ｙａｎｇ，ＸＰ．，Ｌｉｕ，ＪＦ．，Ｙａｎｇ，

ＨＬ，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ｑｕａｒｔｚ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ｄｅｐｏｓ

ｉｔ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ＭＡＲａｎｄＳＡ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２ｔｈ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０８，９１８—９２２

７６）ＣｈｅｎＪｉ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１２Ｍａｙ２００８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

２００８，１２１５—１２１９

７７）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２００８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ＳｉｎｏＵ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ＵＳＡ，２００８，１１１１—１１１４

７８）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Ｄｅｎｓ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８０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８，１２１５—１２１９

７９）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ＳｈｉＹａｏｌｉｎｇ，Ｔａｉｌ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ａｎｔｌｅｐｌｕｍ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ｐｉｓｏｄｉｃ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ｏｏｄｂａｓａｌｔｓ，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ＵＳＡ，２００８，１２１５—１２１９

８０）Ｇａｏ，Ｌ．，Ｙｉｎ，ＧＭ，Ｌｉｕ，ＣＲ．，Ｃｈｅｎ，ＳＭ．，Ｌｉｎ，Ｍ，Ｎａｔｕｒｅ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ｑｕａｒｔｅ，１２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８，９１８—９２２

８１）ＧｕｏＢｉａｏ，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ＵＳＡ，２００８，

　▽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１２１５—１２１９

８２）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ＪｉＪｕｎｌｉａｎｇ，ＧａｏＬｉｎｇ，ＴａｎｇＺｉｈｕａ，Ｄ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Ｃｏｏｌｉｎｇ

ｄｒｉｖｅ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ｔ１２—１１Ｍａ：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ｘｙＦｅｌｏｒｄｓｆｒｏｍａｌｏｎｇｆｌｕｖｉｏ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ａｔＧｔｕｙｕａｎ，Ｎｉｎｇｘｉａ，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８，

１２１５—１２１９

８３）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ｕＹａｎｃｈｏｕ，ｅｔａ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Ｑｉｎ

ｈｕａｉｐａｌａｅｏ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Ｎａｎｊｉｎｇ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１２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０８，９１８—９２２

８４） Ｌｉｕ， ＣＲ．， Ｙｉｎ， ＧＭ．， Ｌｕ， Ｇ．， Ｃｈｅｎ， ＳＭ．， Ｗａｎｇ， ＸＬ．， Ｌｉ，

ＪＰ．，Ｌｉｎ，Ｍ．，ＥＡＲａｎｄＯＳＬｄａｔｅｓｏｆＤｏｎｇｐｏｐａｌ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ｓ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Ｎｉｈｅｗａｎｂａｓｉｎ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２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８，９１８—９２２

８５）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８，１２１５—１２１９

８６）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Ｍｉ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ＥｒｉｃＣａｌａｉｓ，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

ＺｈａｎｇＺｕｓ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ｓｔＡ

ｓｉａ，２００８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Ｕ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ＵＳＡ，２００８，１１１１—１１１４

８７）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ＳｕｎＪ．，ＷａｎＹ．，Ｗａｎｇ，Ｍ．，ＺｈａｎｇＰ．，ＧａｎＷ．，Ｚｅｎｇ

Ｙ．，ａｎｄＷａｎｇＱ．，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ｕｓｉｎｇＧＰ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ＵＳＡ，２００８，１２１５—１２１９

８８）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Ｙｏｎｇｇｅ，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ａｎｄ

ＲｏａｎｄＢｕｒｇｍａｎｎ，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ａｎ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

２００８，１２１５—１２１９

８９） 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ｉｓｍ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ＣＳＥＳ），Ｔｈｅ３０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ｏＩｔａｌｉ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０８年度报告　　

Ｒｏｍａ，Ｉｔａｌｙ，２００８，１１５—１１９

９０）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Ｂｉｎ，ＬｉｕＸｉｎｗａｎｇ，Ｏｐ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ｉｎＬａｎｚｈｏｕ

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２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８，９１８—９２２

９１）Ｗａｎｇ，ＸＬ，Ｙｉｎ，ＧＭ．，Ｃｈａｉ，ＣＺ．，Ｄｕ，Ｐ．，Ｌｅｉ，ＱＹ．，Ｌｕｍｉｎｅｓ

ｃｅｎｃｅａｇ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ｖｅｎｔｓａｌｏｎｇＬｉｎｇｗｕｆａｕｌｔｉｎ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Ｂａ

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２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８，９１８—９２２

９２）ＷａｎｇＭｉｎ，ＳｈｅｎＺＫ．，ＺｈａｎｇＰ．，ＧａｎＷ．，ＣｈｅｎＷ．，ＷａｎｇＫ．，Ｌｉａｏ

Ｈ．，ＷａｎｇＱ．，ＴａｏＷ．，ＷａｎｇＹ．，ＨａｏＭ．，ａｎｄＸｉａｏＧ，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ｉｎｇＧＰ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８，１２１５—１２１９

９３）ＹｕＨＺ，ＺｈｕＱＹ．，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ｏａｄ／Ｕｎｌｏａ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ｉｏｍｅｔｈｏｄ，２００８ＡＣ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ＣＡＩＲＮ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０８，５１１—５１６

９４）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ＧａｏＬｕ，ｅｔａ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ｅＲｉｖｅｒｈｉｇｈｅｓｔｔｅｒｒａｃｅ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１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０８，９１８—９２２

９５） Ｙａｎｇ，ＨＬ，Ｃｈｅｎ，Ｊ．，Ｌｉｕ，ＪＦ．，Ｗａｎｇ，ＣＳ．，Ｙｉｎ，ＪＨ．，Ｒａｎ，

ＹＫ．，Ｃｈｅｎ，ＬＣ．，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ｅｖｅｎｔ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ｅ１２Ｍａｙ２００８

Ｍｓ８０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１２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８，９１８—９２２

９６）Ｙａｎｇ，ＣＣ．，Ｃｈｅｎ，Ｊ．，Ｗａｎｇ，ＣＳ，Ｗａｎｇ，ＺＣ．，Ｗａｎｇ，ＴＬ．，Ｌｕｍｉ

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ｐｒｉｌ１６～１７，２００６ｄｕｓｔｓｔｏｒ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１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０８，９１８—９２２

９７）ＹａｎｇＹｕ，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ｉ

ｓｏｔｒｏｐ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ｂｙＭｅｌｔ，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８，１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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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９

９８）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ｒｉｋＲｙｂａｃｋｉ，ＧｅｏｒｇＤｒｅｓｅｎ，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Ｃｒｅｅｐｏｆｆｉｎｅ

ｇｒａｉｎｅｄｇａｂｂｒｏｉｎｄ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８，

１２１５—１２１９

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９９）陈杰，褶皱陡坎与第四纪断层相关褶皱作用，活动构造、新构造与地震危

险性评价讨论会，山东泰安，２００８，４１８—４２５

１００）陈杰，李涛，张培震，黄明达，魏占玉，李峰，冉勇康，于松，王萍，

雷生学，刘进峰，尹金辉，２００８年汶川 ８０级地震地表破裂带北川段的初步研究，

第四届全国构造会议，北京，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１０１２

１０１）陈杰，西南天山新生代构造变形的起始时间与时空迁移，第四届全国构

造会议，北京，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１０１２

１０２）陈九辉，刘启元，李顺成，川西地区地壳厚度和泊松比结构研究，中国

地球物理年会，北京，２００８，１０１８—１０２０

１０３）陈九辉，川西流动地震台阵观测与初步结果，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

测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北京，２００８，１１１５—１１１６

１０４）陈建业，杨晓松，肖龙，峨眉山火山岩省的岩浆演化模型与岩石圈结构

的耦合，中国地球物理年会，北京，２００８，１０１８—１０２０

１０５）高璐，尹功明等，石英 Ｔｉ心的 ＥＳＲ信号光晒退行为特征，全国第十一次

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定年代学术讨论会，湖南衡阳，２００８，５１０—５１２

１０６）郭利民，基于相干点目标的 ＩｎＳＡＲ方法在研究地面微小形变中的应用，

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北京，２００８，１１１５—

１１１６

１０７）郭彦双，三维裂隙组扩展及贯通过程的试验研究，第十次全国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术大会，山东威海，２００８，８２７—８３０

１０８）何昌荣，断层滑动本构参数的实验研究，活动构造、新构造与地震危险

性评价讨论会，山东泰安，２００８，４１８—４２５

１０９）刘进峰，陈杰，雷生学，南京市区古河道沉积地层释光年代学初步研究，

活动构造、新构造与地震危险性评价讨论会，山东泰安，２００８，４１８—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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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刘启元，李昱，陈九辉，汶川震源及其邻区地壳上地幔 Ｓ波速度结构的

初步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年会，北京，２００８，１０１８—１０２０

１１１）刘启元，汶川大地震：深部结构与地震成因，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二次学

术会议，北京，２００８，１２１—１２４

１１２）刘春茹，尹功明等，水相沉积物 ＥＳＲ测年可靠性初探，全国第十一次释

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定年代学术讨论会，湖南衡阳，２００８，５１０—５１２

１１３）刘云华，屈春燕，单新建，宋小刚，张桂芳，ＳＡＲ图像特征在汶川地震

灾害识别中的应用，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北

京，２００８，１１１５—１１１６

１１４）屈春燕，汶川地震 ＤＩｎＳＡＲ地表形变场初步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

地观测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北京，２００８，１１１５—１１１６

１１５）屈春燕，汶川地震遥感资料处理的初步结果，汶川地震遥感应用研讨会，

北京，２００８，６１４

１１６）宋小刚，基于ＧＰＳｈｅＭＯＤＩＳ的ＡＳＡＲ数据干涉测量中大气改正方法研究，中

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北京，２００８，１１１５—１１１６

１１７）王萍，汶川８０级地震地表破裂特征的岩性影响因素，第四届全国构造会

议，北京，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１０１２

１１８）王萍，光释光测年在兰州黄河阶地研究中的应用，全国第十一次释光与

电子自旋共振测定年代学术讨论会，湖南衡阳，２００８，５１０—５１２

１１９）尹金辉，郑勇刚，刘粤霞，系列样品１４Ｃ年代限定古地震事件日历年龄，

活动构造、新构造与地震危险性评价讨论会，山东泰安，２００８，４１８—４２５

１２０）尹金辉，陈杰，郑勇刚，刘粤霞，汶川地震触发安县－北川滑坡崩塌灾害

地质地貌分析，第四届全国构造会议，北京，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１０１２

１２１）尹金辉，郑勇刚，刘粤霞，内蒙古大青山南麓古土壤１４Ｃ测年研究，中国

地震学会第十二次学术会议，北京，２００８，１２１—１２４

１２２）尹功明，安徽南陵 ＮＷ向第四纪断层的发现及其意义，活动构造、新构

造与地震危险性评价讨论会，山东泰安，２００８，４１８—４２５

１２３）周永胜，水岩反应对断层深部的弱化作用—以鲜水河断裂为例，活动构

造、新构造与地震危险性评价讨论会，山东泰安，２００８，４１８—４２５

１２４）周永胜，水对基性岩流变影响的实验研究，第四届全国构造会议，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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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１０１２

１２５）周永胜，高角度逆断层活动的力学条件讨论，第四届全国构造会议，北

京，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１０１２

１２６）郑文俊，河西走廊北部断裂逆冲滑动速率研究，活动构造、新构造与地

震危险性评价讨论会，山东泰安，２００８，４１８—４２５

１２７）郑文俊，河西走廊西端断裂构造转换及逆冲滑动速率展布，第四届全国

构造会议，北京，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１０１２

１２８）张培震，河流阶地演化与走滑断裂滑动速率，活动构造、新构造与地震

危险性评价讨论会，山东泰安，２００８，４１８—４２５

１２９）张培震，２００８汶川地震破裂特征与成因机制探讨，第四届全国构造会议，

北京，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１０１２

五、合作与交流

１、实验室人员出国 （境）访问情况

　　１）２００８年 ３月 ２２—２８日，甘卫军研究员赴意大利 Ｂｅｒｔｉｎｏｒｏ，参加 “２００８

ＧＧＯＳＲｅｔｒｅａ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ｓ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Ｍｅｅｔｉｎｇ”国际会议。

２）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１—１６日，余怀忠博士赴澳大利亚 ＣＡＩＲＮＳ，参加 “２００８Ａ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会议，做了题为 “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ｏａｄ／Ｕｎｌｏａ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ｉｏｍｅｔｈｏｄ”的报告。

３）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２—１７日，马瑾院士赴俄罗斯科学院大地物理所，参加纪念

格佐夫斯基提出构造物理学说五十周年纪念会，做了题为 “四川汶川 ８级地震简

介”的报告。

４）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２—１７日，刘力强研究员赴俄罗斯科学院大地物理所，参加

纪念格佐夫斯基提出构造物理学说五十周年纪念会，做了题为 “构造变形物理场实

验系统与变形热效应”的报告。

５）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５—１０日，单新建研究员赴意大利罗马，参加中意科技合作 ３０

年纪念大会，做了题为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ＩＳＭ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

ＮＥＴＩＳＭ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ＳＥＳ）”的报告。

６）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 １１—１４日，沈正康研究员赴美国科罗拉多州 Ｂｏｕｌｄｅｒ，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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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Ｕ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会议，做了题

为 “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ｅａｓｔＡｓｉａ”的报告。

７）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１—１４日，陈九辉副研究员赴美国科罗拉多州 Ｂｏｕｌｄｅｒ，参加

“２００８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Ｕ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会议，做了题

为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８０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的报告。

８）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４日至２００９年１月６日，陈杰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８

年 ＡＧＵ秋季会议，做了题为 “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１２

Ｍａｙ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的展讲，并于会后访问了美国加

州理工学院古地磁实验室。

９）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４日至２００９年１月６日，蒋汉朝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８年 ＡＧＵ秋季会议，做了题为 “Ｃｏｏｌｉｎｇｄｒｉｖｅ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ｔ１２—１１Ｍａ：Ｍｕｌ

ｔｉｐｒｏｘｙＦｅｌｏｒｄｓｆｒｏｍａｌｏｎｇｆｌｕｖｉｏ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ｔＧｔｕｙｕａｎ，Ｎｉｎｇｘｉａ，Ｃｈｉｎａ”的展

讲，并于会后访问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古地磁实验室。

１０）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４—１９日，陈建业赴美国旧金山参加２００８年ＡＧＵ秋季会议，

做了题为 “Ｔａｉｌ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ａｎｔｌｅｐｌｕｍ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ｐｉｓｏｄｉｃ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ｏｏｄｂａ

ｓａｌｔｓ”的展讲。

１１）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４—１９日，沈正康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８年 ＡＧＵ秋

季会议，做了题为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ｕｓｉｎｇＧＰ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的特邀报告。

１２）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４—１９日，王敏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８年 ＡＧＵ秋季

会议，做了题为 “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ｉｎｇＧＰＳ”的展讲。

１３）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４—１９日，孙建宝助研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８年 ＡＧＵ秋季

会议，做了题为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ｗｉｔｈａｎ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的展讲。

１４）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４—１９日，刘启元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８年 ＡＧＵ秋

季会议，做了题为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的特邀报告。

１５）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４—１９日，陈九辉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８年 ＡＧ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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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会议，做了题为 “Ｄｅｎｓ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８０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Ｒｅｇｉｏｎ”的特邀报告。

１６）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４—１９日，郭飙助研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８年 ＡＧＵ秋季会

议，做了题为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的展讲。

１７）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４—１９日，李顺成高工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８年 ＡＧＵ秋季

会议。

２、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日，日本东京大学 ＴｅｒｕｙｕｋｉＫａｔｏ　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

流，并 做 了 题 为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ＳｏｌｏｍｏｎＩｓｌａｎｄ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ｆＡｐｒｉｌ１ｓｔ，２００７

（Ｍｗ８１）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ｕ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的学术报告。

２）２００８年 ４月 １６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的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教授，来实验室从事开放课题研究并讲学，做了题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的学术报告。

３）２００８年 ５月 ４—５日，日本广岛大学 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

流，并做了题为 “（１）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Ｍａｊｏｒ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Ｗｈａｔａｒ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３）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ＣＳ）：Ｗｈａｔｃａｎ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的系列学术报告。

４）２００８年５月９日—５月２５日，日本地质调查所的雷兴林主任研究员来实验

室开展合作研究。

５）２００８年６月 １６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彭志刚博士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

流，并做了题为 “（１）断层结构的高分辨率成像和断层带物性的时空变化；（２）非

火山震颤的远程触发”的系列学术报告。

６）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６日—６月３０日，香港理工大学黄凯珠副教授、技术员梁国文

和郑秀芳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７）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２１日，法国自然博物馆史前研究所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ＢＡＨＡＩＮ　

研究员来实验室进行顺访，并做了题为 “石英 Ｔｉ心 ＥＳＲ信号测量中几个问题讨论”

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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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４日—７月１２日，日本地质调查所的雷兴林主任研究员来实验

室开展合作研究。

９）２００８年 ６月 ２５—２６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地球科学系 ＣＪ．Ｓｐｉｅｒｓ教授来

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并做了题为 “（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ｔＵｔｒｅｃｈｔ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ｆａｕｌ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ｏ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２ｓｔｏｒａｇｅｏｎ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ｂｅ

ｈａｖｉｏｕｒ；（２）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Ｕｔｒｅｃｈ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ＭＳｃ／ＰｈＤ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ｓ”的系列学术报告。

１０）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德国国家地球科学中心汪荣江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合作

研究和学术交流，并做了题为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ｂｙ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的学术报告。

１１）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６—２９日，法国巴黎第六大学 ＪａｃｑｕｅｓＡｎｇｅｌｉｅｒ教授来实验室

进行学术交流，并做了题为 “Ｂｒｉｔｔｌ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ｒｏｓｓ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ｐｌａｔ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的学术报告。

１２）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６—２９日，台湾大学胡植庆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并

做了题为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ＰＳＩｎＳＡＲｆｏ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ｉｎａｎ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ＳＷ Ｔａｉｗａｎ”的学术报告。

１３）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２日，台湾大学陈于高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并做了

题为 “从大地震研究中寻找地震科学新希望”的学术报告。

１４）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３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纪晨博士来实验室进行学

术交流，并做了题为 “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Ｂｙ

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的学术报告。

１５）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０日，美国普林司顿大学地球科学系刘亚静博士来实验室进

行学术交流，并做了题为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ｆｒｉｃｔｉｏｎ（从速率－状态摩擦研

究浅层俯冲带间歇性无震形变的物理机制）”的学术报告。

１６）２００８年 ８月 ２４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系 Ｄ．Ｌ．Ｋｏｈｌｓｔｅｄｔ

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

１７）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５日，美国内华达大学曾跃华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１８）２００８年９月９日—１０月１５日，日本地质调查所的雷兴林主任研究员来实

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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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０日—９月２１日，日本广岛大学 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教授和博士生

ＴｏｇｏＴ．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２０）２００８年 ９月 １２日—９月 ２２日，美国 Ｄａｙｂｒｅａｋ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司 Ｖ．Ｊ．Ｂｏｒｔｏｌｏｔ博士来实验室访问。

２１）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９—２０日，波兰 Ｓｉｌｅｓｉａｎ技术大学放射性同位素系系主任 Ａ．

Ｂｌｕｓｚｃｓ教授顺访实验室。

２２）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３日，美国 Ｒｅｎｏ沙漠研究所释光测年实验室 Ｇ．Ｂｅｒｇｅｒ教授

顺访实验室并商谈合作事宜。

２３）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香港理工大学周景天教授、黄凯珠副教授来实验室进

行学术交流。

２４）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９日—１１月１２日，美国加州大学 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分校博士生 Ｊ．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２５）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２日—１１月 ３日，美国加州大学 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分校 Ｄ．Ｂｕｒ

ｂａｎｋ教授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２６）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月１２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ＰｅｔｅｒＭｏｌｎａｒ教授来实

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２７）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月１２日，美国加州大学 ＴａｎｙａＡｔｗａｔｅｒ教授来实验

室开展合作研究。

２８）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月１２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Ｄａｙｅｍ博士

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２９）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月１２日，美国加州大学 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分校博士生

Ｒ．Ｌｅａｓｅ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３０）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月１２日，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副教授来

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３１）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月１２日，美国密西根大学 ＭａｒｉｎＣｌａｒｋ副教授来实

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３２）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月１２日，美国盘苏维尼亚大学博士生ＢｉｌｌＣｒａｄｄｏｃｋ

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３３）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月 １２日，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生 ＡｌｉｓｏｎＲＤｕｖａｌｌ

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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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３日，香港大学岳中崎副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并做

了题为 “汶川地震的奇特自然现象和发震破裂力源讨论”的学术报告。

３５）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８日，韩国首尔大学 ＫｙａｎｇｒｙｕｌＫｉｍ教授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日本广岛大学 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教授在实验室讲学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地球科学系 ＣＪＳｐｉｅｒｓ教授在实验室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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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Ｄａｙｂｒｅａｋ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公司释光专家 ＶＪＢｏｒｔｏｌｏｔ博士来实验室访问

３、实验室承办的大型会议

（１）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０—１２日，中国文物保护与考古学会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

年专业委员会在湖南衡阳召开了 “全国第十一次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定年代学术

讨论会”，会议由南华大学承担，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办，本实验室尹功

明研究员任会议主持人。来自全国多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共

６５人参加了会议，交流了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技术与方法、理论与应用研究的

进展与动态。

（２）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２—２２日，在北京举行了 “１２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

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会议由北京大学承办，北京大学周

力平教授任会议主席。来自世界各地的 ２４０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地震

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协办单位，尹功明研究院负责 ９月 １２—１８日的会前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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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功明研究员负责组织的 “１２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会前的野外考察

六、实验室新增大型仪器设备

（１）偏光显微镜

　　德国 Ｌｅｉｃａ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ｓ公司产 ＬｅｉｃａＤＭ２５００Ｐ型，适用于岩石矿物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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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光谱仪

美国产 ＳＶＣ２６００型便携式光谱仪，光谱范围３５０—２５００ｎｍ，扫描时间 ５０ｍｓ，视

场角３°，用于野外地物光谱采集。

七、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和学术年会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２００８年 ３月 ２１日在实验室依托单位举行学术年

会。学术年会由学术委员会会议和学术报告会两部分组成。出席学术委员会会议的

有：丁国瑜院士、马瑾院士、石耀霖院士、陈运泰院士、朱日祥院士、卢演俦研究

员、陈永顺教授、刘启元研究员、沈正康研究员、张国民研究员、张培震研究员、

黄立人研究员等委员。会议上，实验室负责人向委员们汇报了实验室２００７年工作情

况，并介绍了中央财政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的有关情况以及地震动力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针对专项经费提出的工作计划框架。委员们对实验室的工作和专项经

费工作计划进行了评议和讨论。委员们对实验室的工作和专项经费工作计划的基本

思路给予了肯定，同时对实验室的发展、特别是实验室专项经费的使用，从科学问

题、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对外开放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学术委员

会会议后，举行了学术报告会，陈运泰院士、张国民研究员、石耀霖院士、张培震

研究员、刘启元研究员等５位委员应邀为实验室全体工作人员和研究生做学术报告，

并与听众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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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

陈运泰院士在学术年会上做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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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耀霖院士在学术年会上做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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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实验室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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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８１级可可西里地震形变场演化分析的青藏高原粘弹性

动力学模型研究

　　沈正康研究员等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下研究了 ２００１年青海 Ｍｓ８１

可可西里地震形变场以及东昆仑断裂与周边地壳的流变学介质与动力学过程。通过

在震区布设流动 ＧＰＳ台站并进行一系列观测，获得台站同震位移与震后位移时间序

列。结合 ＧＰＳ、ＩｎＳＡＲ及其它资料反演同震形变，得到比以往研究更为优化细致的

破裂分布 （图１—１）。首次用大地测量数据揭示了太阳湖断层东端和东昆仑主断层

西端 ～５０ｋｍ的左阶断层吸收了 ０１—０２ｍ的正断层分量，昆仑山口断层段吸收了

～０８ｍ的逆冲分量。地震释放的总地震矩为９３×１０２０Ｎｍ，对应于 Ｍｗ８０的地震。

建立有限元模型模拟断层两侧同震位移振幅的非对称性，得到断层南盘地壳杨式模

量比北盘低１０～１５％，验证了羌塘地块与昆仑地块介质的系统差异 （图 １—２）。在

此研究基础上将模型扩大到三维，正演各种地壳介质模型下地震同震形变场并与 Ｉｎ

ＳＡＲ数据比较，进一步验证南盘地壳介质杨氏模量明显低于北盘，由于地壳厚度与

构造演化史的不同，羌塘地块与昆仑地块介质弹性性质存在明显差异。

分析震后形变场时空特征 （图１—３）发现：震后驰余形变时间特征以对数函数

形式衰减，最佳时间常数为 ４６天，９０％置信期间范围为 ４０～５２天。尝试其它形式

的震后位移函数，如指数及幂次函数，拟合结果均不如对数函数。空间特征表现为：

位移图象与同震形变相似但振幅大大小于同震形变且空间衰减率明显低于同震形变

场；断层南盘近场位移大于北盘，断层南盘远场位移小于北盘；跨阿尔金断裂未见

明显形变场变化。

以 ＧＰＳ震后位移资料为约束，模拟地震破裂在粘弹性成层介质中的形变场，研

究了震后形变物理过程。断层震后滑移与中、下地壳弛豫形变联合反演结果能够很

好解释震后形变数据，二者贡献在不同时间段内是不一样的。初期 （６个月内）震

后形变主要来源与断层带内１０～３０公里深度范围内的震后滑移；以后震后滑移逐渐

让位于来源于中、下地壳与上地幔 （特别是粘滞系数为５×１０１７Ｐａｓ的下地壳）的驰

余形变，至地震发生２年后取支配地位。上述结果表明地震断层面内的转换层及断

层邻域岩石圈的流变学性质均对区域应力应变场的演化有重要调制作用。在地震发

生后比较短暂时间范围内震后滑移主要控制着区域应力应变场的演化及余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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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地震发生１～２年后，岩石圈内，特别是中、下地壳内的驰余形变结合长期构造

加载场控制着区域应力应变场的演化。这一过程也许会控制其后地震孕育过程的主

要时期，直到后期又会作用于断层面内的转换层造成新的慢滑移，使得断层上部锁

定层出现加速加载。

课题已在 Ｂｕｌｌ．Ｓｅｉｓｍｏｌ．Ｓｏｃ．Ａｍｅｒ．，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中国科学、地球物理学

报、地震学报、中国地震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１０余篇，研究人员参加国内外会议

并报告成果１０余次，还有若干篇论文待发表。

图１－１　ＧＰＳ同震位移场，误差椭圆的置信水平为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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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模型反演断层滑移分量

（ａ）左旋走滑；（ｂ）逆冲 （南盘上升）

图１－３　震后形变场的空间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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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碎屑沉积物 ＥＳＲ测年可靠性研究

尹功明研究员等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开展了对碎屑沉积物 ＥＳＲ测年

可靠性的研究。通过碎屑沉积物石英矿物的 ＥＳＲ特征开展光晒退实验、实验条件试

验、石英 ＥＳＲ饱和性试验以及已知年龄样品测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在海

拔５０～３６００ｍ的４个地区 （北京、银川、格尔木、拉萨）对采自广东和海南三亚

亚龙湾海滩沙石英分别进行的光晒退试验表明 （图 １）：上述 ４个地区石英 Ａｌ心

ＥＳＲ信号的晒退趋势基本一致，自然光可晒退石英 Ａｌ信号，但不能完全回零；在开

始的１００小时，光晒退较快，而１００—１５０小时后则趋于稳定；不同来源的样品，其

晒退结果差别较大，１个晒退率只有近 ２０％，而另一个的晒退率约 ４０％ ～５０％。石

英 Ｇｅ心在几小时内彻底晒退。石英 Ｅ′心同样可以被晒退，只是表现方式与其它中

心的信号不同，它是在开始晒退时，先增长，到 ２００小时后，才开始衰减。石英 Ｔｉ

心能够完全被自然光晒退，一定时间后 （２４—４０ｈ）信号可以完全归零。不同海拔

地区的自然光晒退对 Ｔｉ心归零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海拔的增高，紫外线强度

增大，Ｔｉ信号晒退的时间随之减小。在高海拔的拉萨为 ２０小时，而在北京则需 ４０

小时。

对于沉积物石英 Ａｌ心的１１个 ＥＳＲ信号峰，进行了古剂量的对比研究，实验表

明，通过全峰或第 １—１、１—２、１—４、１—５峰获得的古剂量可靠，而 ８—９峰相关

的信号获得的古剂量不可靠。通过已知剂量测试表明，采用 “ＡＧＥ”增长曲线拟合

程序来计算最大值，然后按此最大值代入法国 “ＦＩＴ”软件中，最后获得的古剂量

值误差更小。通过不同微波测量功率对于石英 ＥＳＲ信号及其古剂量值的影响实验，

认为采用 ００５—５ｍＷ 功率，可以获得可靠值且也便于测量。测量温度，在 １１５—

７７Ｋ范围内，测量结果一致。超过此范围，获得的谱线变形。

石英 ＥＳＲ饱和性试验表明，其 Ｅ′中心 ＥＳＲ信号在 １０００Ｇｙ左右开始为非线性，

而在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Ｇｙ才趋于饱和。因此，按环境剂量率为 ４Ｇｙ／ｋａ计算，则 ＥＳＲ可

以测定２５０万年。即整个第四纪的时间段。其 Ａｌ心则高达６００００Ｇｙ才趋于饱和。

通过对采自洛川黑木沟黄土古土壤序列剖面中的１５个黄土 “已知年龄”（年龄

范围在１０—１１０ｋａ之间）样品表明 （表１），采用合适的实验条件、测量条件，以及

计算软件，可以获得的与真实年龄有 ２０—３０％不确定度的 ＥＳＲ年龄。通过对泥河

　◤〝



第三部分：实验室代表性成果　　

湾、高丽营钻孔 Ｂ／Ｍ界限样品的测量表明，石英 Ｔｉ心 ＥＳＲ的年龄结果与 “已知年

龄）有１０％的偏差。

本项目的成果已在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ｇｙ两杂志上发

表３篇文章，另２篇正在审稿之中；在国内发表论文５篇。

图１　石英样品在不同海拔的４个地区北京 （ａ）、银川 （ｂ）、

格尔木 （ｃ）、拉萨 （ｄ）的光晒退曲线

表１　洛川黑木沟剖面黄土古土壤序列的 ＥＳＲ测年结果

ＳａｍｐｌｅＮｏ．Ｗａｔｅｒ
（％）

Ｋ２Ｏ
（％）

Ａｌｐｈａ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ｋｓ）

Ｄ
（Ｇｙ／ｋａ）

Ｐ
（Ｇｙ）

ＥＳＲａｇｅ
（ｋａ）

Ｒｅ．ａｇｅ
（ｋａ）

Ｌｏｅｓｓ
ｌａｙｅｒＮｏ．

ＥＳＲａｇｅ
ｖｓＲｅ．ａｇｅ

３２５９ １２ ２．１０ ７．２７ ３．０９７ ２７７ ８９ １６０ Ｌ２ ０．５５６

３２６０ １５ ２．１０ ６．６４ ２．８５５ ４３６ １５３ ２６０ Ｌ３ ０．５８７

３２６１ １２ ２．１０ ６．９４ ２．９３７ ５６６ １９３ ３６０ Ｌ４ ０．５３５

３２６２ １３ ２．１５ ７．５２ ３．００２ ８１６ ２７２ ４５０ Ｌ５ ０．６０４

４２８７ １３ ２．１５ ７．５８ ２．９８５ １１５０ ３８５ ７８０ Ｌ８ ０．４９４

４２８８ １３ ２．２０ ７．４４ ３．０２７ ２１６８ ７１６ １０００ Ｌ１２ ０．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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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成分断层泥的摩擦稳定性与中、下地壳强震成因

何昌荣研究员等在国家基金的支持下，在干燥和超临界热水条件下进行了大量

的高温高压实验研究，取得了系统性的实验数据。实验表明，辉长岩在摩擦滑动中

从速度弱化向速度强化转化的温度约为 ５１０℃，如图 ３—１所示。这一结果为探讨大

陆地壳内部地震成核的深度范围底界提供了实验依据。这些结果我们已用来讨论中

下地壳流变结构与地震成核的地震动力学问题，同时也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使用。

例如哈佛大学 ＪｉｍＲｉｃｅ教授的研究组在研究俯冲带在俯冲过程中的无震滑动时使用

了我们在热水条件下辉长岩的数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早期使用了由 ＵＳＧＳ

提供的花岗岩的实验结果 （Ｂｌａｎｐｉｅｄｅｔａｌ．， ＪＧＲ，１９９５），发现结果不能解释 ＧＰＳ

的观测结果，主要原因是花岗岩从速度弱化向速度强化转化的温度为 ３００—３５０℃，

而且在高于转化温度的区域速度依赖性值 ａ－ｂ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增加，在 ６００℃时

可达００３的高值。这种情况会导致无震滑动无法向深部扩展。辉长岩的结果有两点

不同：首先从速度弱化向速度强化转化的温度约为 ５１０℃，而且高温区的速度依赖

性也极其微弱。这样就使无震滑动得以向下扩展更大的面积，从而对地表变形的影

响更大，达到了 ＧＰＳ观测的数值水平。

在干燥条件下分别对斜长石和辉石粉末样品进行了剪切滑动实验，围压为 １５０

ＭＰａ，即进入屈服状态后的正压力约为 ３００ＭＰａ。对于斜长石来说，速度依赖性随温

度的变化没有发生符号的变化，均显示了速度强化性质 （图 ３—２）。这显示了干燥

条件下斜长石在实验条件范围内没有产生不稳定滑动的可能，而且在高温段有稳定

性增强的趋势。对辉石的实验结果表明，ａｂ值首先从低温下 （１００℃）的较高值

（０００９）随着温度下降到较低水平 （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３），同时分别在 ３００℃附近和

６１３℃附近出现了速度弱化的情况 （图３—２）。这一结果说明辉石在摩擦滑动的演化

中情况复杂，同时表明具有产生不稳定滑动的可能。由此可知，辉长岩的两种主要

矿物中，只有辉石可能导致辉长岩在６１５℃产生的不稳定滑动。

在干燥条件下，我们发现辉长岩的强度均值 （０７３）处于斜长石 （０７２５）和

辉石 （０７５）之间，而且具有按构成比例加权平均效应，具体计算如下

（０６５μ１＋０３３μ２）／（０６５＋０３３）≈０７３

其中０６５和０３３分别是斜长石和辉石在辉长岩中所占的比例。这一结果说明，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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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岩断层泥对外力的支承基本上属于一种由主要矿物组成的并列支承结构。

在热水条件下对斜长石和辉石进行了摩擦滑动实验研究。总体看来，除了辉石

在２００℃附近表现出微弱的速度强化外，其他条件下两种矿物都表现为速度弱化

（图３—３）。而且在温度＞４００℃的高温段，两种矿物都出现持续震荡的滑动模式，是

很强速度弱化的表现。根据临界刚度条件的估算，准静态振荡时斜长石与辉石的

ａ－ｂ值分别可达到－００１５和－０００８５。很显然，这一结果与辉长岩的结果完全不同，

因此得出的重要结论是，主要矿物的摩擦滑动性质不能完全控制岩石的摩擦滑动性

质。

由于主要矿物不能起到控制辉长岩摩擦滑动性质的作用，我们研究了辉长岩中

的角闪石、石英和黑云母等次要矿物的影响。

主要结果是：添加５ｗｔ％的角闪石未能改变强烈速度弱化的性质，混合后仍然

表现为准静态的震荡滑动模式；添加 ５ｗｔ％的黑云母使滑动模式从准静态震荡转化

为稳滑，但是速度依赖性仍然是速度弱化；添加 ５ｗｔ％的石英在总体上使准静态的

持续震荡转化为稳定滑动，同时还发现了从速度弱化向速度强化的转化 （图 ３—４），

通过内插得到的转化温度约为４７０℃。

这一结果表明，含量极少的石英完全可能大大转变摩擦滑动的基本性质，说明

石英在热水条件下可能通过溶解对滑动稳定性产生作用。这一点颠覆了我们以往把

主要矿物的力学性质作为判断岩石整体力学性质的思路，而且进一步了解了石英在

地壳形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课题已在国际 ＳＣＩ期刊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上发表论文１篇、在地学前缘、地震地质

等国内外核刊物上发表论文２篇，参加各类学术会议 ６次以上，还有一批论文待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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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　热水条件下辉长岩的滑动速度依赖性参数随温度、压力的变化

图３－２　干燥条件下辉石和斜长石的速度依赖性随温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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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　辉石和斜长石的速度依赖性参数 ａｂ随温度的变化

箭头所指为从稳定滑动的变形曲线中直接读取的数据，

而其他点为根据临界刚度估算的绝对值下限值

图３－４　５％石英＋６０％斜长石＋３５％辉石混合物的

速率依赖性参数与温度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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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应对汶川８级大地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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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了汶川 ８级大地震，应对汶川大地震是实验室近年来最

重大的事件，也是对实验室队伍建设的一次检验。地震发生后，地震动力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迅速投入了汶川地震的现场应急和科考工作、震情分析工作，同时及时调

整研究方向，并利用实验室专项经费设立自主课题，对汶川地震开展了全面的研究。

一、地震应急和科学考察

汶川地震发生后，在依托单位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先后派出多人赴地震现场，开展现场救援和震灾评估、地震观测、ＧＰＳ测量以及

地震科学考察工作，直接服务于抗震减灾和地震科学研究。

●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下午地震发生后，依托单位按照中国地震局的统一部署，

迅速组织工作小组参加国家地震救援队奔赴汶川地震现场参加救援和灾评工作，实

验室具有地震现场工作经验的博士研究生郑文俊立即参加工作小组赴地震现场工作，

随后又参加了中国地震局组织的地震地质科学考察，直至７月３日返京。

● ２００８年 ５月 １３日上午，实验室台阵地震学研究组陈九辉副研究员率领由 ５

人组成的工作组，携带观测仪器驱车赶往四川，检查实验室为执行 “９７３”计划项

目布设在川西及震中区附近的 ２９７台流动地震仪的工作情况，回收记录数据以便分

析地震孕育破裂过程，修复被地震破坏的仪器以便继续开展地震观测，获得了极为

宝贵的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前后２９７台流动地震仪的完整记录。

●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９日实验室博士研究生陈为涛、肖根如携带观测仪器，驱车前

往震区，与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有关人员共同组队，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龙门山

断裂带上盘，架设 ＧＰＳ连续观测站，在震区开展 ＧＰＳ观测工作，直至 ６月 １３日返

京，获得了宝贵的观测资料。

● ２００８年 ５月 ２０日早晨，实验室陈杰研究员赴地震现场参加中国地震局组织

的震区地震地质考察，直至 ７月 ３日返京，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灾区震后

重建提供了科学依据。

● 沈正康研究员５月２５日赶往灾区，与陈为涛、肖根如等 ＧＰＳ观测人员会合，

在汶川地震现场架设 ＧＰＳ连续观测站，开展 ＧＰＳ观测工作，直至６月９日返京。

●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６日，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地震局汶川地震科

考总指挥张培震研究员赴地震灾区，在现场统一指挥汶川地震科考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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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６月５日，实验室尹金辉、郑荣章副研究员和刘进峰博士赴地震现场

参加地震科学考察，开挖古地震探槽，并采集了大量相关测年样品，直至 ７月 ３日

返京。

● 从２００８年６月起，包括马瑾院士在内的多名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先后赴震区

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工作。到２００８年底，实验室绝大多数研究人员和许多博士后流

动人员、研究生都曾赴震区开展工作。

实验室博士研究生郑文俊在北川中学开展灾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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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研究员在北川县城南任家坪考察地表破裂带

张培震主任在北川任家坪考察地震地表破裂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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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武县平通镇西地震断层将近南北向河流东岸一级阶地断错

实验室人员完成的平武县平通盘旋路Ⅰ级高阶地地震陡坎实测地形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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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涛、肖根如等在汶川县政府楼顶架设 ＧＰＳ连续观测站

沈正康研究员等在理县杂谷脑镇架设 ＧＰＳ连续观测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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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九辉副研究员、李顺成高级工程师等在地震现场抢修仪器、回收记录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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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台阵观测记录的汶川地震及其强余震三分量波形

（Ｌａｔ和 Ｌｏｎ分别表示台站的纬度和经度，Ｄｓ表示震中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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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震震情分析

汶川地震发生后，地震动力学实验室立即投入地震分析工作，全面参与震情会

商和研讨，服务于震情趋势判断。

●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４日，实验室５位研究人员参加了依托单位组织的震情会商会。

●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５日，马瑾院士、张培震研究员等参加了中国地震局组织的震

情会商会。

●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９日，张培震研究员、马瑾院士、刘启元研究员参加了国家科

技部为汶川地震专门组织的香山科学会议。

●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１日，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立，张培震研究员出任专家

组成员，参加专家组的工作。

● ２００８年５月 ～６月，实验室多名研究人员先后参加了中国地震局及所属部门

和单位组织的多次震情分析和研究工作。

● 实验室 ＩｎＳＡＲ研究小组通过各种渠道第一时间获取了灾区震前、震后的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及时完成对图像的处理及解译，为相关研究人员了解震情提供了参

考资料。

● 实验室利用地震地质资料和地壳运动观测资料对汶川地震发震构造背景和地

震成因进行了初步研究，为地震震情和灾情分析提供了基础资料。

● 实验室利川西台阵观测资料对汶川地震孕育的深部构造环境进行了初步研

究，为地震震情分析提供了基础资料。

● 实验室对地震发生前后震中区物理场的变化及同震应力变化进行了初步研

究，为地震震情分析提供了基础。

三、地震成因机理研究

在全力参加汶川地震应急和科考以及震情分析的同时，实验室采取措施，全面

开展了对汶川地震成因机理的研究。

● 以现场科学考察为基础，开展了对汶川地震发震构造特征、地表破裂特征、

同震变形特征的研究。

● 对实验室承担的以川西为工作区的９７３计划项目进行了适当调整，增加了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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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的研究内容。

● 在实验室自主课题中，重点支持对汶川地震及毗邻地区构造变形的研究，其

中设立了６个研究课题，对汶川地震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

通过实验室人员的努力，２００８年实验室在汶川地震研究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实验室人员在学术刊物发表与汶川地震相关的学术论文近２０篇，在国内外学术会议

报告或展示论文近２０篇。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多人应

邀在多个重要会议介绍相关研究成果，如：刘启元研究员、沈正康研究员分别应邀

在美国 ＡＧＵ秋季会议做大会报告，陈九辉博士应邀在美国 ＡＧＵ秋季会议地震学专

题做报告，张培震研究员应邀在第 １９届国际地球电磁感应学术讨论会做主题报告，

刘启元研究员应邀在中国地震学会第十二次学术大会上做大会报告，张培震研究员

在第四届全国构造会议上做大会报告。

龙门山断裂带及邻区活动断裂简图 （ａ）和地震地质构造示意剖面图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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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Ｓ得到的汶川地震同震水平位移场

ＧＰＳ得到的汶川地震同震垂直位移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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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缠绕的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