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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实验室工作报告　　

一、年度工作计划总结

１、自主研究课题执行情况

　　地震动力学实验室２００９年共设立自主课题８项，其中实验室 “南北地震带构造

变形与强震机理”研究计划、特别是汶川 ８级地震发震构造环境、发生过程和机理

研究仍是重点支持的方向，共设立了 ４项课题；同时加大了对青年骨干探索性研究

的支持，共设立了３项课题；用于支持实验技术和方法研究的课题 １项。新设立的

自主课题正在按照预定计划执行。

实验室２００８年首次设立的 ８项课题执行情况良好，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其

中，实验室 “南北地震带构造变形与强震机理”研究计划所属的 ６个课题开展了大

量的野外调查、室内测试和实验工作，分别在南北带中北段活动构造的变形方式及

形成过程、龙门山断裂带典型地貌面和震积层的年代学、汶川地震区典型断层剖面

的物理性质、汶川地震区流动地震台阵观测、汶川地震形变场时空演化等方面取得

了一批新资料、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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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开展了野外工作和实验研究，并已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ＧＰＳ与 ＩｎＳＡＲ相联合的地壳形变监测方法研究”课题在方法

上取得了一定进展。围绕自主课题的研究工作，２００９年在国内外发表论文１０篇。

２、开放课题执行情况

地震动力学实验室 ２００９年共设立开放课题 ６项，课题负责人分别来自高等院

校、中国科学院系统和中国地震局系统。各课题均已按预定计划开始实施。

实验室２００８年批准的８项课题执行情况良好，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中较为突

出的有：“龙门山断裂带形变场与汶川地震的发震断层模式研究”课题已取得了显

著进展，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 “汶川大地震动力成因的数值模拟研究”在龙门山

断层带地震发生机制方面取得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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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在川西地壳结构方面取得了新结果。２００７年批准的

８项课题除２项于２００８年获得持续支持外，其余均已执行完毕，目前正进行课题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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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作和水平

２００９年，地震动力学实验室共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 ４６项，其中 ９７３计

划课题、８６３计划课题、科技支撑项目、国家科技专项、重大科学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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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项，表明

实验室具有较强的承担国家重要科研任务的能力。在实验室承担的国家级课题中，

实验室人员负责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６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１项，在２００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中实验室有 ９项申请获得批准，表明实验室

具有较强的竞争科研项目的能力。

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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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 ６６

篇，其中国外刊物 ８篇，国内核心刊物 ５５篇，ＳＣＩ检索 ２８篇，ＥＩ检索 ６篇。在国

内外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６０余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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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刘启元研究员

应邀在２００９美国科学促进会 （ＡＡＡＳ）年会上作报告，张培震研究员分别在第五届

青藏高原／第二十四届喜马拉雅—喀喇昆仑—西藏国际学术研讨联合大会和中国地质

学会２００９学术年会上作大会报告，等等。

实验室围绕大陆强震机理与预测这一主题开展了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特别是

针对汶川地震开展了多学科综合研究，在汶川地震发震构造及变形特征、深部结构

及环境、断层带物理力学性质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研究结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

广泛关注，研究成果被广为引用。

三、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２００９年，地震动力学实验室工作人员为 ５０人，其中研究人员 ４０人，技术人员

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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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地震动力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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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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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通过招聘方式新增了 ４名中青年科研人员，其中应届毕业博士研究生 ２名，

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２名。在依托单位招生的支持下，实验室研究生培养规模继续

加大。２００９年实验室培养博士后和研究生 １３人，其中博士后 １人，博士 ７人，硕

士５人；２００９年底在站博士后和在读研究生达 ７２人，其中在站博士后 １０人，博士

研究生３１人，硕士研究生３１人。

四、学术交流与运行管理

尽管由于一些政策性限制对实验室人员出境参加国际合作和交流有一定的影响，

但实验室总体上仍保持活跃的国际合作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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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约５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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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人次，并有 ２０多人次参加了在国内举行

的国际学术会议。通过与国际上高水平专家的合作与交流，实验室人员，特别是中

青年科技人员的研究和交流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实验室在学术界的影响也得到提高。

作为我国地震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发挥了公共研究平台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利用实验室自身的基础和优势，与地震系统多个单位、多所高

等院开展了合作研究；通过开放基金，吸引了一批专家来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大

型仪器设备对外开放共享，为许多专家提供了实验条件或技术服务。实验室重视大

型设备的开放和共享。２００９年调试完成的新增大型设备已对外开放共享，大型实验

设备的实验流程、使用程序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大型设备对外开放和提供技术服务

的力度进一步加大，除个别设备因调试和维修外，多数大型设备的共享率明显提高，

均超过３０％。

为了进一步规范实验室的管理，依据科技部、财政部下发的 《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和财政部、科技部制定的 《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管理办

法》等文件，结合实验室的实际情况，２００９年对实验室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修

订，其中包括：修订了 《实验室管理章程》、《实验室财务管理办法》、《实验室人事

管理办法》、《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管理条例》、《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条例》、《实

验室成果标注规定》等文件，制定了 《实验室自主课题管理条例》、《实验室访问学

者制度》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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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室公众开放活动

２００９年，由于实验室需要全面完成所承担的汶川地震科考任务以及受汶川地震

影响所延期的项目，特别是大量仪器设备购置、研制和升级改造项目，时间非常紧

张，因此未能安排专门的公众开放日，但仍按照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的统一安排，于我国第一个防灾减灾日—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１２日面向社会开放。此次开

放日的目的和意义是，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向社会公众宣传地震相关知识，提高

民众的防震减灾意识，并向社会公众介绍地震研究的现状。根据依托单位的要求，

实验室所属各研究单元均安排了专人向来实验室参观的社会公众发放科普材料、介

绍实验室情况、回答提出的问题。由于５月１２日不是节假日，来所参观的社会公众

并不是很多，共有数十人次来访。配合我国确定的防灾减灾日，组织面向社会公众

的开放活动是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义不容辞的义务，但此次活动给我们的启

发是，应对开放时间进行适当调整，尽量安排在节假日，以便更多的社会公众参加，

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六、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活动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召开了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和实验室主任联席会议。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实验室主任、副主任出

席了会议，依托单位的学术会成员及实验室研究单元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听

取了实验室关于运行管理、内部管理制度修订情况的简要报告，重点讨论了实验室

相关管理文件的修订。为进一步规范实验室的运行管理，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依据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管理办

法》等文件，对实验室运行管理制度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包括：修订 《实验室管

理章程》、《实验室财务管理办法》、《实验室人事管理办法》、《实验室开放基金课

题管理条例》、《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条例》、《实验室成果标注规定》等文件，制定

《实验室自主课题管理条例》、《实验室访问学者制度》等文件。会议结合实验室的

发展方向，重点讨论了 《实验室管理章程》、《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管理条例》、《实

验室自主课题管理条例》以及 《实验室访问学者制度》等文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

建议，并确定新的运行管理办法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实施。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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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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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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学位
所学专业 研究方向 职称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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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博士 构造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研究员

４ 马胜利 男 １９６００３ 博士 构造物理 构造物理 研究员

５ 陈　杰 男 １９６６０２ 博士 地震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研究员

６ 刘启元 男 １９４５１０ 硕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研究员 资深专家

７ 沈正康 男 １９５３０３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研究员 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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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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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

１７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学士 构造地质 构造物理 副 研

１８ 王　萍 女 １９６４０３ 博士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副 研

１９ 屈春燕 女 １９６６０１ 博士 构造地质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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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国学习

２１ 尹金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１ 博士 地震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副 研

２２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２３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博士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副 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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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２５ 蒋汉朝 男 １９７３０３ 博士 第四纪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副 研

２６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２７ 余怀忠 男 １９７５０２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２００９１２调离

２８ 孙建宝 男 １９７５０７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副 研

２９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博士 构造地质 构造物理 副 研

３０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博士 地球化学 新构造年代学 副 研

３１ 谷元珠 女 １９５７０２ 计算机应用 新构造年代学 高 工

３２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高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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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硕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助 研

３６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博士 地学信息工程 新构造年代学 助 研

３７ 宋小刚 男 １９７９０６ 博士
摄影测量

与遥感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助 研

３８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０２ 博士 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助 研 ２００９１１来室

３９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０５ 博士 固体地球物理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助 研 ２００９０７来室

４０ 李建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３ 第四纪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实验师

４１ 刘粤霞 女 １９５７１０ 第四纪地质 新构造年代学 实验师

４２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电子技术 新构造年代学 实验师

４３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硕士 计算机应用 构造物理 工程师

４４ 李秋珍 女 １９７１０９ 地球物理 工程师

４５ 陈国强 男 １９８０１０ 硕士 机电自动化 构造物理 工程师

４６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学士 机械工程 构造物理 助　工

４７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硕士 构造地质 地壳形变与动力学 研　实

４８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硕士 构造地质 构造物理 研　实

４９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０９ 硕士 构造地质 构造物理 研　实 ２００９０７来室

５０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硕士 植物学 新构造年代学 助　工 ２００９０７来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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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增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介绍

郑德文，男，１９７１年出生，研究员。在中国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曾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进

行访问研究。研究方向为构造热年代学，先后承担过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科技部技改项目、地震联合基金项目，曾担任

ＩＧＣＰ项目中国区的 Ｃｏｌｅａｄｅｒ。近年来在应用热年代学研究青

藏高原晚新生代构造活动的时间学方面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

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论文２０余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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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 备 注

１ 博士后 刘　峡 女 １９６７１０ 地质学 马　瑾

２ 博士后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地质学 马　瑾

３ 博士后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７ 地质学 张培震 实验室在职

４ 博士后 张竹琪 男 １９８０９ 地质学 张培震

５ 博士后 朱守彪 男 １９６４２ 地质学 张培震

６ 博士后 殷海涛 男 １９８０６ 地壳形变与地球动力学 张培震

７ 博士后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实验室在职

８ 博士后 方　石 男 １９７４８ 地质学 张培震

９ 博士后 宋小刚 男 １９７９６ 地质学 单新建 实验室在职

１０ 博士后 王学滨 男 １９７５６ 地质学 马　瑾

１１ 博士生 王　峻 男 １９７９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１２ 博士生 田云峰 男 １９７６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１３ 博士生 陈正位 男 １９７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４ 博士生 黄　蓓 女 １９７８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５ 博士生 霍　矩 男 １９８３１ 第四纪地质 陈　杰 联合培养

１６ 博士生 洪顺英 男 １９７９４ 构造地质学 单新建

１７ 博士生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９ 构造地质学 单新建 实验室在职

１８ 博士生 肖根如 男 １９７８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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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博士生 王伟涛 男 １９７９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２０ 博士生 郭利民 男 １９７３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１ 博士生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２ 博士生 汲云涛 男 １９８２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２３ 博士生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实验室在职

２４ 博士生 韩　亮 男 １９８３６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２５ 博士生 缪阿丽 女 １９８４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２６ 博士生 周德敏 男 １９７７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７ 博士生 郝　明 男 １９８２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２８ 博士生 陈为涛 男 １９８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９ 博士生 代树红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３０ 博士生 陈　涛 男 １９７９６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３１ 博士生 梁诗明 男 １９８２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２ 博士生 李文巧 男 １９７８４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３３ 博士生 李　涛 男 １９８５９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３４ 博士生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３５ 博士生 刘　贵 女 １９８２７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３６ 博士生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实验室在职

３７ 博士生 刘远征 男 １９７８８ 构造物理学 马　瑾

３８ 博士生 韩　飞 男 １９８１１１ 第四纪年代学 尹功明

３９ 博士生 杨　静 女 １９８４１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４０ 博士生 葛伟鹏 男 １９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４１ 博士生 王　凡 女 １９８４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４２ 硕士生 潘家伟 男 １９８４１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联合培养

４３ 硕士生 兰彩云 女 １９８６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４４ 硕士生 靖　晨 男 １９８４５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４５ 硕士生 张国苓 女 １９８６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４６ 硕士生 陈东洲 男 １９８５７ 构造地质学 马　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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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硕士生 俞　岗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地球化学 尹功明

４８ 硕士生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４ 地球化学 陈　杰

４９ 硕士生 韩宇飞 男 １９８１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０ 硕士生 闫相相 男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１ 硕士生 刘照星 男 １９８７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５２ 硕士生 赵盼盼 男 １９８７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５３ 硕士生 余　松 男 １９８５８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联合培养

５４ 硕士生 黄明达 男 １９８６３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５５ 硕士生 高　璐 女 １９８６２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５６ 硕士生 吴　曼 女 １９８５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５７ 硕士生 云　龙 男 １９８５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５８ 硕士生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５９ 硕士生 郭玲莉 女 １９８５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６０ 硕士生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６１ 硕士生 袁兆德 男 １９８６８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６２ 硕士生 张　斌 男 １９８５２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联合培养

６３ 硕士生 王建存 男 １９８３６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联合培养

６４ 硕士生 毛　雪 女 １９８６１ 地理学 蒋汉朝 联合培养

６５ 硕士生 闫丽莉 女 １９８３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６６ 硕士生 路　珍 女 １９８７９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６７ 硕士生 张媛媛 女 １９８７２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６８ 硕士生 杨永鑫 男 １９８６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６９ 硕士生 任雅琼 女 １９８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７０ 硕士生 侯林锋 男 １９８８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７１ 硕士生 李普春 男 １９８４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７２ 硕士生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地球化学 郑德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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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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庆龙 男 １９７３．９ 地质学 张培震

２ 博士生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实验室在职

３ 博士生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５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４ 博士生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实验室在职

５ 博士生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６ 博士生 刘建辉 男 １９７８９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７ 博士生 郑文俊 男 １９７２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８ 博士生 李　鹏 女 １９７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９ 硕士生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１０ 硕士生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１１ 硕士生 陈国强 男 １９８０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实验室在职

１２ 硕士生 何　为 男 １９８５１ 地球化学 李大明

１３ 硕士生 韩孔燕 女 １９８２４ 地球化学 尹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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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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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４．０２ 教　授 副主任 地球动力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３ 周力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８ 教　授 副主任
第四纪地质

及年代学

北京大学城市

与环境科学系

４ 陈运泰 男 １９４０．０８ 研究员 委员 地震学
中国地震局地球

物理研究所

５ 陈　 男 １９４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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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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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６．０５ 教　授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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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朱日祥 男 １９５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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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５．１０ 研究员 委员 地震学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１０ 沈正康 男 １９５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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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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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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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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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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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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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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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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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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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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克拉通晚中生代岩石

圈减薄过程中的地壳拆离

作用与岩石流变学约束

９０８１４００６ 刘俊来
周永胜，姚文明，

党嘉祥，韩　亮，
刘　贵，刘照星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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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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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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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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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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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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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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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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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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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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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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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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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断层活动引起的热场与应

变场的实验研究与现场观

测

４０８７２１２９ 马　瑾 刘力强，陈顺云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５ 声发射震源机制与应力场

演化的实验研究
４０８７４０９６ 刘培洵

刘力强，陈顺云，

陈国强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６ 复杂断层的三维扩展特征

及水对其演化过程的影响
４０８０２０４４ 郭彦双

王凯英，汲云涛，

缪阿丽，陈东洲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７ 黄河上游积石峡古堰塞事

件及古灾害研究
４０８０１０１０ 吴庆龙 王伟涛，史　翔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８
基于 ＩｎＳＡＲ的天池火山形
变场动态演化特征与数值

模拟研究

４０８７４００６ 单新建

屈春燕，宋小刚，

张桂芳，张国宏，

韩宇飞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９
泥河湾盆地 ～１Ｍａ以来沉
积地层的石英回授光释光

侧年研究

４０８０２０４０ 刘进峰 卢演俦，王昌盛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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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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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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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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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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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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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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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０９年度报告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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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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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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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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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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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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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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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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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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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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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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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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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限２００６—２０１０，中方负责人为张培震研究员，美方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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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Ｐ．Ｍｏｌｎａｒ教授。

（３）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ａｎｄＫａｒａｋａｘ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

ｂｅ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美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会资助，执行期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负责人为美国休斯顿大学 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博

士，合作者为陈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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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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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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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地震相关构造单元的地壳流变结构

及流体对震源区断层变形机制的影响
周永胜 三年

“南北地震带构造变形和

强震机理研究”计划

２ 汶川地震邻近区域应力应变场的时空演

化
王　敏 三年

３ 汶川地震断层泥 ＥＳＲ和释光测年信号特
征研究

刘春茹 三年

４ 川滇等地震多发地区的构造应力场重建 王凯英 三年

５ 祁连山晚新生代构造活动及气候响应 郑德文 三年 探索性研究 （人才培养）

６ 青藏高原东北缘大夏河流域晚新生代侵

蚀下切控制因素研究
张会平 三年 探索性研究 （人才培养）

７ 构造活动热信息的天地联合探测与研究 陈顺云 三年 探索性研究 （人才培养）

８ 瞬态应变场实验观测与分析 刘培洵 三年 实验技术研究

合　　计

　▼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０９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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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内部及周缘强震对区域活

动断裂危险程度的影响评估
ＬＥＤ２００９Ｂ０１ 刘杰，中国地震台网

中心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２ 长石释光计时研究 ＬＥＤ２００９Ｂ０２ 龚革联，中国科学院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３ 汶川 ８０级大震同震响应及动应力
触发研究

ＬＥＤ２００９Ｂ０３ 周龙泉，中国地震台

网中心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４ 利用交流阻抗频率域和时间域特征

研究含水岩石变形破坏过程
ＬＥＤ２００９Ｂ０４ 马洁，首都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５ ２６Ａ１／１０ＢＥ与 ＥＳＲ法研究泥河湾
古人类遗址的年代

ＬＥＤ２００９Ｂ０５ 沈冠军，南京师范大

学地理科学学院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６ 氧化带中含钾硫酸盐矿物的 ４０ＡＲ
３９ＡＲ法定年及其新生代构造意义 ＬＥＤ２００９Ｂ０６ 许英霞，河北理工大

学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１）陈九辉，刘启元，李顺成，郭飚，李昱，王峻，齐少华，２００９，汶川 ＭＳ８０

地震余震序列重新定位及其地震构造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２）：３９０—３９７

２）陈建业，杨晓松，石耀霖，２００９，热－流－固耦合方法模拟岩石圈与软流圈

相互作用，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４）：９３９—９４９

３）陈顺云，马瑾，刘培洵，刘力强，２００９，中国大陆地表温度年变基准场研

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９）：２２７３—２２８１

４）陈顺云，刘力强，刘培洵，马瑾，陈国强，２００９，应力应变与温度响应关

系的理论与实验研究，中国科学 （Ｄ辑），３９（１０）：１４４６—１４５５

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Ｍａ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ｕｏｑｉａｎｇ，２００９，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５２（１１）：１８２５—１８３４

５）程佳，甘卫军，王泽河，陈为涛，肖根如，２００９，２００１年昆仑山口西

ＭＳ８１地震前背景形变场的模拟研究，地震地质，３１（１）：９７—１１１

６）杜方，闻学泽，张培震，王庆良，２００９，２００８年汶川 ８０级地震前横跨龙

门山断裂带的震间形变，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１１）：２７２９—２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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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付碧宏，时丕龙，王萍，李琦，孔屏，郑国东，２００９，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断

层北川段的几何学与运动学特征及地震地质灾害效应，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２）：

４８５—４９５

８）付碧宏，王萍，孔屏，时丕龙，郑国东，２００９，中国汶川 “５１２”８０级大

地震—地震地质灾害图集，图集，地震出版社

９）ＧａｏＬ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Ｂａｈａｉｎ，ＬｉｎＭｉｎ，ＬｉＪｉａｎ

ｐｉｎｇ，２００９，Ｎａｔｕｒｅ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ＳＲｔｉｔａｔｉｕｍ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ｑｕａｒｔｚ，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４４（５—６）：５０１—５０４

１０）高璐，尹功明，刘春茹，林敏，李建平，方家虎，２００９，石英 Ｔｉ心的 ＥＳＲ

信号光晒退行为特征，核技术，３２（２）：１１６—１１８

１１）郭飚，刘启元，陈九辉，刘立申，李顺成，李昱，王峻，齐少华，２００９，

川西龙门山及邻区地壳上地幔远震 Ｐ波层析成像，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２）：３４６—

３５５

１２）韩亮，周永胜，党嘉祥，何昌荣，姚文明，２００９，３ＧＰａ熔融盐固体介质高

温高压实验系统的温度标定，高压物理学报，２３（６）：４０７—４１４

１３）洪顺英，申旭辉，单新建，刘智荣，戴娅琼，荆凤，２００９，基于 ＤＩｎＳＡＲ

技术的西藏改则地震同震形变场特征分析，地震，２９（４）：２３—３１

１４）黄元敏，马胜利，缪阿丽，何永年，２００９，剪切载荷扰动对断层摩擦影响

的实验研究，地震地质，３１（２）：２７６—２８６

１５）何为，李大明，郑德文，万景林，许英霞，２００９，东天山地区风化矿物黄

钾铁矾的 ＫＡｒ测年及其环境意义，地震地质，３１（３）：４１５—４２３

１６）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Ｊｅｓｓｉｃａ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Ｄ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ＬｕＹａｎｃｈｏｕ，

２００９，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ｂｙｃｏａｒｓ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ｔＦａｎｊｉａｐｉｎｇ，Ｌａｎ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７２∶９１—１０２

１７）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Ｄ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２００９，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Ｎｅｏｇｅｎｅｐａｌｙｎｏｆｌｏｒ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ｓｔｅｐｐ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７３：７６５—７７２

１８）剧红斌，周永胜，闫小兵，申飞，２００９，地质雷达在隧道质量检测中的应

用，工程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１１９—１２４

１９）康树刚，卢演俦，王旭龙，２００９，黄土细颗粒混合矿物红外释光和红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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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光释光的环境意义，核技术，３２（２）：８７—９１

２０）康树刚，卢演俦，王旭龙，杜金花，２００９，黄土细颗粒石英光释光测年中

预热温度选取的简易方法，地震地质，３１（３）：５４４—５５０

２１）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ＭｉｎＷｅｉ，２００９，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ｌｅｆ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ｉｙ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２００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ＶＯＬ．２８，ＴＣ５０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８ＴＣ００２３０２

２２）李涛，陈杰，黄明达，余松，２００９，逆断层型地震地表破裂带滑动矢量计

算方法探讨—以汶川地震为例，第四纪研究，２９（３）：５２４—５３４

２３）李卫东，余志伟，单新建，段洪芳，２００９，基于 ＧＩＳ和证据权模型的矿产

勘探信息系统，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８（３）：３８２—３８５

２４）刘启元，李昱，陈九辉，郭飚，李顺成，王峻，张绪奇，齐少华，２００９，

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地壳上地幔 Ｓ波速度结构的初步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２）：

３０９—３１９

２５）刘春茹，尹功明，高璐，李建平，林敏，２００９，水相沉积物石英 Ｔｉ心 ＥＳＲ

测年可靠性初探，核技术，３２（２）：１１０—１１２

２６）刘春茹，尹功明，高璐，李建平，林敏，陈士明，２００９，泥河湾盆地东坡

遗址 ＥＳＲ年代学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２９（１）：１６６—１７２

２７）刘培洵，刘力强，黄元敏，汲云涛，２００９，声发射定位的稳健算法，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８（Ｓ１）：２７６０—２７６４

２８）刘进峰，陈杰，雷生学，侯康明，２００９，南京市区埋藏古河道沉积物的年

代，第四纪研究，２９（４）：８３７—８４４

２９）罗丽，何昌荣，２００９，热水条件下斜长石和辉石断层泥的摩擦滑动研究，

地震地质，３１（１）：８４—９６

３０）ＭａＪｉｎ，２００９，ВЗньчуаньскоезем∧емрясенｕеВМае２００８ｒ．вкцмае，

ГЕОЛОГИЯ．СЕЙСМОЛОГИЯ，（５）：３９—４７

３１）马瑾，２００９，断块大地构造与地震活动的构造物理研究，地质科学，４４

（４）：１０７１—１０８２

３２）缪阿丽，马胜利，２００９，岩石高速摩擦实验与地震物理过程，西北地震学

报，３１（４）：３８５—３９２

３３）屈春燕，单新建，张桂芳，宋小刚，张国宏，郭利民，刘云华，韩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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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四川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同震干涉形变场定量分析，自然科学进展，１９（９）：

９６３—９７４

３４）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ＤｅｎｇＱｉｄｏｎｇ，２００９，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３（２）：

２３７—２４３

３５）齐少华，刘启元，陈九辉，李昱，李顺成，郭飚，王峻，２００９，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龙门山断裂两侧地壳各向异性的初步研究，地震地质，３１（３）：

３７７—３８８

３６）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ＷａｎＹｏｎｇｇｅ，ＷａｎｇＭｉｎ，Ｒｏ

ｌａｎｄＢüｒｇｍａｎｎ，ＺｅｎｇＹｕｅｈｕａ，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ＬｉａｏＨｕａ，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２００９，Ｓｌｉｐ

ｍａｘｉｍａａｔｆａｕｌｔ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ｕｐ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ＮＧＥＯ６３６

３７）单新建，宋小刚，韩宇飞，屈春燕，张桂芳，张国宏，２００９，汶川 ＭＳ８０

地震前 ＩｎＳＡＲ垂直形变场变化特征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１１）：２７３９—２７４５

３８）单新建，屈春燕，宋小刚，张桂芳，刘云华，郭利民，张国宏，李卫东，

２００９，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观测与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２）：

４９６—５０４

３９）宋小刚，李德仁，单新建，廖明生，程亮，２００９，基于 ＧＰＳ和 ＭＯＤＩＳ的

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数据干涉测量中大气改正方法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６）：

１４５７—１４６４

４０）宋小刚，李德仁，单新建，廖明生，程亮，２００９，基于 ＧＰＳ和大气传输模

型的 ＩｎＳＡＲ大气改正方法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５）：１１５６—１１６４

４１）田云峰，沈正康，２００９，ＧＰＳ坐标时间序列中非构造噪声的剔除方法研究

进展，地震学报，３１（１）：６８—８１

４２）王敏，２００９，基于 ＧＰＳ同震位移场约束反演 ２００８年 ５１２汶川大地震破裂

空间分布，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１０）：２５１９—２５２６

４３）王萍，付碧宏，张斌，孔屏，王刚，２００９，汶川 ８０级地震地表破裂带与

岩性关系，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１）：１３１—１３９

４４）王萍，冯希杰，师亚芹，张斌，戴王强，蒋汉朝，李晓妮，２００９，渭河下

游咸阳－草滩段河谷沉积对构造活动的响应，第四纪研究，２９（１）：９８—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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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王萍，邱维理，张斌，２００９，川西杂谷脑 “冰积物”中软沉积物变形构造

的成因，第四纪研究，２９（３）：４８４—４９３

４６）王竣，刘启元，陈九辉，李顺成，郭飚，李昱，２００９，首都圈地区的地壳

厚度及泊松比，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１）：５７—６６

４７）王竣，刘启元，陈九辉，李顺成，郭飚，李昱，２００９，根据接收函数反演

得到的首都圈地区地壳上地幔三维 Ｓ波速度结构，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１０）：

２４７２—２４８２

４８）王凯英，２００９，断－块模型中走滑型地震应力触发研究—以青藏高原北部

几次强震为例，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７）：１７７６—１７８１

４９）闻学泽，张培震，杜方，龙锋，２００９，２００８年汶川 ８０级地震发生的历史

与现今地震活动背景，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２）：４４４—４５４

５０）吴庆龙，张培震，张会平，叶茂林，张竹琪，２００９，黄河上游积石峡古地

震堰塞溃决事件与喇家遗址异常古洪水灾害，中国科学 （Ｄ辑），３９（８）：１１４８—

１１５９

５１）吴明恕，刘治，陈九辉，２００９，基于 ＳｅｉｓＣｏｍＰ大型地震台阵的数据管理，

地震地质，３１（２）：３４１—３４８

５２）万永革，沈正康，盛书中，徐晓枫，２００９，大震前地壳内应力方向趋于集

中的地震学研究，国际地震动态，（４）：７１

５３）ＹｕＨｕａｉｚｈｏｎｇ，ＺｈｕＱｉｎｇｙｏｎｇ，２００９，Ａ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ｏａｄ／ｕｎｌｏａ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ｉｏｍｅｔｈｏｄ，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ｕ

ｔａｔ，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ｃｐｅ．１５０９

５４）周永胜，何昌荣，２００９，汶川地震区的流变结构与发震高角度逆断层滑动

的力学条件，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２）：４７４—４８４

５５）周永胜，何昌荣，黄晓葛，宋娟，桑祖南，孔华，２００９，基性岩流变的复

杂性与成分对岩石流变影响的实验研究，地学前缘，１６（１）：７６—８７

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ｏｇｅ，ＳｏｎｇＪｕａｎ，ＳａｎｇＺｕｎａｎ，Ｋｏｎｇ

Ｈｕａ，２００９，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Ｍａｆｉｃ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ｎ

ＣｒｅｅｐｏｆＲｏｃｋｓ，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１６（１）：７６
"

８７

５６）朱守彪，张培震，２００９，２００８年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发生过程的动力学机制研

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２）：４１８—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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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朱守彪，张培震，２００９，汶川大地震孕育机理的研究及其对地震预报的启

示，国际地震动态，（４）：２

５８）朱艾斓，徐锡伟，甘卫军，陈桂华，２００９，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断裂

带上可能存在的凹凸体来自背景地震活动性的证据，地学前缘，１６（１）：２１８—２２５

５９）郑文俊，张培震，袁道阳，郑德文，２００９，ＧＰＳ观测及断裂晚第四纪滑动

速率所反映的青藏高原北部变形，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１０）：２４９１—２５０８

６０）郑文俊，张培震，袁道阳，葛伟鹏，刘建辉，２００９，甘肃高台合黎山南缘

发现地震地表破裂带，地震地质，３１（２）：２４７—２５５

６１）张培震，闻学泽，徐锡伟，甘卫军，王敏，沈正康，王庆良，黄媛，郑

勇，李小军，张竹琪，马胜利，冉勇康，刘启元，丁志峰，吴建平，２００９，２００８年

汶川８０级特大地震孕育和发生的多单元组合模式，科学通报，５４（７）：９４４—９５３

６２）张会平，刘少峰，２００９，青藏高原东北缘循化—贵德盆地及邻区更新世时

期沉积与后期侵蚀样式研究，第四纪研究，２９（４）：８０６—８１６

６３）张国宏，马照松，李卫东，单新建，２００９，ＩｎＳＡＲ干涉形变场远程模拟系

统实现与地震地表形变场模拟算例分析，地震，２９（４）：９０—９７

６４）张国宏，汪驰升，屈春燕，单新建，２００９，基于敏感性迭代拟合算法反演

汶川 Ｍｗ８０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地震，２９（Ｓ１）：１１３—１２１

６５）张桂芳，单新建，张国宏，２００９，利用 ＤＩｎＳＡＲ技术研究西藏改则地震同

震形变场，地震地质，３１（２）：３３４—３４０

６６）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ｙｏｎｇ，ＺｈｕＷｅｎｂｉｎ，ＳｈｕＬｉｎａｇｓｈｕ，ＷａｎＪｉｎｇｌｉｎ，ＹａｎｇＷｅｉ，Ｓｕ

Ｊｉｎｂａｏ，ＺｈｅｎｇＢｉｈａｉ，２００９，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Ａｋｓｕｂｌｕｅｓｃｈｉｓｔ，Ｎｗ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Ｔａｒ

ｉｍ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６∶１８２—１８８

２、在国际会议发表的论文

６７）ＴａｏＷｅｉ，ＷａｎＹｏｎｇｇｅ，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ＥａｓｔＫｕｎｌｕ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ｓｅｉｓ

ｍｉｃ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１Ｍｗ７８Ｋｏｋｏｘｉｌ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ＡＳＰＥＩ２００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ＣａｐｅＴｏｗ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０９，１１０—１１６

６８）ＴａｏＷｅｉ，ＷａｎＹｏｎｇｇｅ，ＷａｎｇＫａｎｇ，ＺｅｎｇＹｕｅｈｕａ，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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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６９）ＣｈｅｎＪｉｅ，ＣｈｅｎＪ．Ｈ，ＬｉＴ，ＹｉｎＪ．Ｈ，ＨｕａｎｇＭ．Ｄ，ＹｕａｎＺ．Ｄ，ＹｕＳ，

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７０）Ｅ．Ｓｏｂｅｌ，Ｌ．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Ｃｈｅｎ．Ｊ．，Ｒ．Ｔｈｉｅｄｅ，Ｄ．Ｓｔｏｃｋｌｉ，Ｍ．Ｓｕｄ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ＡｌｏｎｇｔｗｏＯｒｏｇｅｎＰｅｒ

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７１）Ｌ．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Ｊ．Ｓｔｕｔｚ，ＣｈｅｎＪ，Ｇｌａｃｉａｌ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７２）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Ｊｅｓｓｉｃａ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Ｄ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ＬｕＹａｎｃｈｏｕ，

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ｂｙｃｏａｒｓ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ａｔＦａｎｊｉａｐｉｎｇ，Ｌａｎ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

２００９，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７３） 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ｏｎｇＸｉ

ａｏ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ＧｕｏＬｉｍ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Ｙｕｔ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２００８

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ｍａｐｐｅｄｂｙＩｎＳＡＲ，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７４）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２００８ｄｅｒｉｖｅｄｕｓｉｎｇ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ａｄ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２１４—

１２１８

７５）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ｏｆｔｈｅ

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ｊｏｉｎｔｌｙ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７６）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ＢｅｒｅｎｉｃｅＦｒｏｍｅｎｔ，ＬｉｕＱｉｙａｕｎ，ＭｉｃｈｅｌＣａｍｐｉｌｌ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ｙ１２，２００８Ｍ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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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Ｍ．Ｃａｍｐｉｌｌｏ，Ｃｈｅｎ．Ｊ，Ｂ．Ｆｒｏｍｅｎｔ，Ｌｉｕ．Ｑ，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ｐ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７８）Ｘｕ．Ｚ，Ｌｉｕ．Ｑ，Ｃｈｅｎ．Ｊ，Ｓｏｎｇ．Ｘ．，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７９）Ｈｕａｎｇ．Ｈ，Ｌｉ．Ｙ，Ｌｉｕ．Ｑ，Ｃｈｅｎ．Ｊ，Ｙａｏ．Ｈ，Ｒ．Ｄ．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Ａｍｂｉ

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ｎｏｉｓ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ｆｒｏｍａｄｅｎｓｅａｒｒａｙｉｎＳＷ Ｃｈｉｎａ，ＡＧＵ

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８０）Ｌｉ．Ｙ，Ｙａｏ．Ｈ，Ｃｈｅｎ．Ｊ，Ｈｕａｎｇ．Ｈ，Ｌｉｕ．Ｑ，Ｒ．Ｄ．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ｒｏｍ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

Ａｒｒａｙ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８１）Ｈｕｎｇ．Ｓ，Ｇｕｏ．Ｂ，Ｌｉｕ．Ｑ，Ｃｈｅｎ．Ｊ，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Ｆｉｎｉｔ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ｒａｖｅｌ

ｔｉｍ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Ｒａｎｇｅａｎｄ

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ＳＷ Ｃｈｉｎａ，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２１４—

１２１８

８２）Ｈｕａｎｇ．Ｂ，Ｃｈｅｎ．Ｊ，Ｌｉｕ．Ｑ，Ｃｈｅｎ．Ｙ，Ｘｕ．Ｘ，Ｊｏｉ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ｕｐｔ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ｎｅａｒ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８３）Ｊｉａｎｇ．ＨＣ，Ｊｉ．ＪＬ，Ｇａｏ．Ｌ，Ｔａｎｇ．ＺＨ，Ｄｉｎｇ．ＺＬ，Ｃｏｏｌｉｎｇｄｒｉｖｅｎｃｌｉ

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ｔ１２—１１Ｍａ：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ｘｙｒｅｃｏｒｄｓｆｒｏｍａｌｏｎｇｆｌｕｖｉｏ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ｔ

Ｇｕｙｕａｎ，Ｎｉｎｇｘｉａ，Ｃｈｉｎａ，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４ｔｈＨｉ

ｍａｌａｙａ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Ｔｉｂ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９，８１０—８１５

８４）ＣｈｅｎＪｉｅ，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Ｔａｏ，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ｄａ，ＹｕＳｏｎｇ，

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４ｔｈ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Ｔｉｂ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９，８１０—８１５

８５）Ｌ．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Ｊ．Ｓｔｕｔｚ，ＣｈｅｎＪ，Ｇｌａｃｉａ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ｄｅｅｐ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Ｋｏｎｇｕｒｄｒ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Ｐａｍｉｒ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４ｔｈ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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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９，８１０—８１５

８６）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ＭａｒｉｎＫＣａｌｒｋ．，ＬａｔｅＭｉｏｃｅｎｅ

ｒ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ｆｒｏｍａｐａｔｉｔｅ（ＵＴｈ） ／

Ｈｅａｎｄ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ｙ，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４ｔｈ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Ｔｉｂ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Ｂｅｉｊｉｎｇ，北京，２００９，

８１０—８１５

８７）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Ｒａｎ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

Ｏｂｌｉｑｕｅｈｉｇｈａｎｇｌｅｌｉｓｔｒｉｃｒｅｖｅｒｓ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ＴｈｅＷｅｎ

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ｆ１２Ｍａｙ２００８，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４ｔｈ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Ｔｉｂ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９，８１０—８１５

８８）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ｕＧｕｉｈｕａ．，Ａ

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

ｅａｕ２４ｔｈ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Ｔｉｂ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９，８１０—８１５

８９）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

ｎａｒｙ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ｎ

ＧＰＳｄａｔａ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ａｔｅ，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４ｔｈＨｉ

ｍａｌａｙａ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Ｔｉｂ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９，８１０—８１５

９０）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

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８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ＧＡＲＳＳ，ＣａｐｅＴｏｗｎ，２００９，７

９１）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

Ｍａｐｐ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ｕｓｉｎｇＳＡＲｄａｔａ，Ｔｈｅ

２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２００９，

５２５—５２９

９２）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ｙＩｎＳＡ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ｗ７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ｐａｃｅ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ｕｌｕｍｕｑｉ，

２００９，８１８—８２１

９３）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

ｅｎｇ，Ｔｈ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ＹｕｔｉａｎＭＳ７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２００８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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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ＡＲ，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ｐａｃｅ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ｕｌｕｍｕｑｉ，２００９，８１８—８２１

９４） 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ｏｎｇＸｉ

ａｏ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ＧｕｏＬｉｍ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Ｙｕｔ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２００８

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ｂｙＩｎＳＡＲ．，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ｐａｃｅ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ｕｌｕｍｕｑｉ，２００９，８１８—８２１

９５）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Ｙｕ，ｅｔ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

ＡＡＡＳ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ＳＡ，２００９，２１１—２１６

９６）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

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２ｎｄ

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ｕ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９，３９—３１０

９７）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ａ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ｗａ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ａｎｄ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ｍｅｄｉａ，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Ｆａｒ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Ｄａｅｊｏｎ，Ｋｏｒｅａ，２００９，８３—８４

９８）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ＷａｎｇＭ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ｒｉｎｇ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Ｆｒａｓ

ｃａｔｉ，Ｉｔｌａｙ，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９９）王阎昭，沈正康，ＧＰＳ约束下青藏高原东北缘主要断裂现今活动速率反

演，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五届年会，安徽合肥，２００９，１０１０—１０１４

１００）陶玮，沈正康，中国大陆 （青藏高原除外）地壳深部的温度结构研究，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五届年会，安徽合肥，２００９，１０１０—１０１４

１０１）余怀忠，万永革，尹祥础，大震发生前加卸载响应比变化与应力积累模

式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五届年会，安徽合肥，２００９，１０１０—１０１４

１０２）郭飚，刘启元，陈九辉，非均匀各项异性介质中的地震 Ｐ波走时层析成

像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五届年会，安徽合肥，２００９，１０１０—１０１４

１０３）陈建业，杨晓松，石耀林，热—流—固耦合方法模拟岩石圈与软流圈相

互作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五届年会，安徽合肥，２００９，１０１０—１０１４

１０４）蒋汉朝，丁仲礼，宁夏固原寺口子剖面孢粉记录揭示的 ２０Ｍａ以来东亚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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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演化，中国孢粉学年会，南京，２００９，９１５—９２０

１０５）徐红艳，冲绳海槽北部 ＰＣ１岩芯距今 ２４ＫａＢｐ以来孢粉记录的古环境信

息，中国孢粉学年会，南京，２００９，９１５—９２０

１０６）屈春燕，地震红外亮温信息处理软件模块设计与实现，中国地震学会空

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上海，２００９，１１５—１１７

１０７）宋小刚，利用 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获取长时间地表形变历史，中国地震学会空

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上海，２００９，１１５—１１７

１０８）刘云华，ＳＡＲ图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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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２００９，１１５—１１７

１０９）汪驰升，三维有限元模型模拟 ＩｎＳＡＲ同震位移，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

观测专业委员会，上海，２００９，１１５—１１７

１１０）闫相相，利用 ＤＥＭＥＴＥＲ卫星数据分析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前的电磁异常，

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上海，２００９，１１５—１１７

１１１）郭利民，相干目标 ＩｎＳＡＲ方法在海原断裂带运动中的初步应用，中国地

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上海，２００９，１１５—１１７

１１２）韩宇飞，长白山天池火山 ＩｎＳＡＲ形变观测与误差分析，中国地震学会空

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上海，２００９，１１５—１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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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室人员出国 （境）情况

１）２００９年１月 １０日—１月 １６日，陶玮研究员赴南非开普敦，参加 “ＩＡＳＰＥＩ

２００９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国际会议，做了题为 “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ＥａｓｔＫｕｎｌｕｎｆａｕｌｔ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ｓｅｉｓ

ｍｉｃ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１Ｍｗ７８Ｋｏｋｏｘｉｌ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学术报

告。

２）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２日至 ２２日，马胜利研究员赴日本广岛大学访问，做了题为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ｓｙ”的报告，

并访问了日本海洋开发研究机构高知岩心研究所。

３）２００９年２月 １１日—２月 １６日，刘启元研究员赴美国芝加哥，参加 “２００９

ＡＡＡＳ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国际会议，做了题为 “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的学术报告。

４）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５日—２月２３日，甘卫军研究员赴台湾进行学术交流，做了题

为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的现状和发展”的学术报告。

５）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４日—５月１日，李昱助理研究员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合

作研究。

６）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７日—２月２５日，刘启元研究员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学术

交流，做了题为 “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Ｗｅｎ

ｃｈｕａｎ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的学术报告。

７）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８日—４月２１日，甘卫军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 “ＩＧＳ第

３４届理事会及 ＧＧＯＳ第 １５届指导委员会”会议，做了题为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

ＰｈａｓｅＩＩ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Ｃｈｉｎａ”的学术报告。

８）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８月２８日，刘春茹副研究员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四纪

年代学研究中心进行合作研究。

９）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６月２９日，刘启元研究员赴法国约瑟夫－傅里叶大学进

行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及其构造环境：川西台阵观测得到的结

果”的学术报告。

１０）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８月２０日，陈九辉副研究员赴法国约瑟夫－傅里叶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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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合作研究，做了题为 “Ｄｅｎｓ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ｄ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ｇｉｏｎ”的学术报告。

１１）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１２日—７月 １８日，宋小刚助理研究员赴南非开普敦，参加

“ＩＧＡＲＳＳ２００９”国际会议，做了题为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８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学术报告。

１２）２００９年８月３日—８月４日，郭飚副研究员赴韩国大田，参加 “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Ｆａｒ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ｏｒｋｓ”国际会议，做

了题为 “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ｗａｖ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ａｎｄ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ｍｅｄｉａ”

的学术报告。

１３）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尹金辉副研究员赴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

１４）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张国宏研究实习员赴法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

１５）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３０日，孙建宝副研究员赴意大利弗拉斯卡蒂参加 “Ｆｒｉｎｇｅ

２００９Ｗｏｒｋｓｈｏｐ”国际会议，做了题为 “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的学术报告。

１６）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１４日—１２月 １８日，陈杰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９

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国际会议，做了题为 “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的学术报告。

１７）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１４日—１２月 １８日，蒋汉朝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９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国际会议，做了题为 “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ｅｄｂｙｃｏａｒｓ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ｔＦａｎｊｉａｐｉｎｇ，Ｌａｎ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的学术报告。

１８）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１４日—１２月 １８日，屈春燕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

“２００９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国际会议，做了题为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２００８ｄｅｒｉｖｅｄ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ａｄ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的学

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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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０日—１月１７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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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ｏｕ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１２Ｍａｙ，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学术报告。

２）２００９年２月３日—２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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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００９年３月４日—３月１８日，日本广岛大学的 Ｔｏｇｏ博士与实验室合作在四

川进行野外考察并采集样品。

４）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３日，法国约瑟夫－傅里叶大学地球内部物理与构造物理实验

室的 ＭｉｃｈｅｌＣａｍｐｉｌｌｏ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工作访问，并做了题为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

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的学术报告。

５）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２日—３月３１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地球科学系的ＣＪ．Ｓｐｉｅｒｓ

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术访问，并做了题为 “Ｆａｕｌｔｓ， ｆｌｕｉｄｓａｎ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的学术报告。

６）２００９年 ４月 １日—７月 １１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ＢａｒｔＶｅｒ

ｂｅｒｎｅ来实验室进行实验研究，学术交流，并做了题为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Ｒｏｃｋｓ

ｆｒｏｍ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的学术报告。

７）２００９年４月３日—４月１７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四纪年代学研究中心的

ＲＧｒｕｎ教授来实验室进行野外考察，并做了题为 “Ｈｏｗｔｏｗｒｉｔｅｐａｐｅｒ”和 “Ｅｓｔｉｍａ

ｔｉｎｇｃｏｏｌ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ａｕｃａｓｕｓｕｓ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ｅｎｔｅｒｓｉｎｑｕａｒｔｚ”的

学术报告。

８）２００９年４月５日—４月１０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所的黄柏寿教授来

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９）２００９年４月 ２５日—４月 ３０日，俄罗斯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的 ＹｕｒｉＲｅ

ｂｅｔｓｋｙ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ａｔａｃ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和

“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的学术报告。

１０）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５日—４月３０日，俄罗斯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的ＦｅｄｏｒＹａｋ

ｏｖｌｅｖ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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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ｅａｒｆｏｌｄ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学术报告。

１１）２００９年５月４日—６月 １７日，美国密西根大学的 ＭａｒｉｎＫｒｉｓｔｅｎＣｌａｒｋ副教

授来实验室进行野外考察合作研究。

１２）２００９年５月４日—６月 １７日，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研究生 ＡｌｉｓｏｎＲｅｎｅｅＤｕ

ｖａｌｌ来实验室进行野外考察合作研究。

１３）２００９年５月 ４日—６月 １７日，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研究生 ＮｏｒａＳｔｏｎｉｃｈＬｅ

ｗａｎｄｏｗｓｋｉ，来实验室进行野外考察合作研究。

１４）２００９年５月４日—６月１７日，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ＳａｎｄｒａＭａｒｉｅＰｅｎｎｙ

来实验室进行野外考察合作研究。

１５）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２日，德国波茨坦地学研究中心的夏耶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学

术交流，做了题为 “雷达干涉测量技术在地质灾害监测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

１６）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８日—５月２２日，德国波茨坦地学研究中心的 ＲａｉｎｅｒＫｉｎｄ教

授来实验室进行访问，并做了题为 “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的学术报告。

１７）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２２日—６月 ２５日，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研究生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ｏｗａｒｄＣｒａｄｄｏｃｋ来实验室进行野外考察合作研究。

１８）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０日—６月８日，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副教授来

实验室进行野外考察合作研究。

１９）２００９年 ６月 １５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 ＡｌｉｓｏｎＲＤｕｖａｌｌ博士来实验室

进行合作研究，并做了题为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ｓｔ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ｎ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和 “Ｃｏｕｐｌｅｄ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Ａｒｄａｔｉｎｇｏｆ

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ｎｅ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ｅａｒｌｙｏｎｓｅｔ（～４５Ｍａ）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的学术报告。

２０）２００９年 ６月 ２１日—９月 １６日，美国加州大学 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分校的 Ｊ．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博士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２１）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７月１１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地质科学系的宋晓东教

授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２２）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７月１１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地质科学系的徐震博士

来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并做了题为 “由苏门答腊主震引起的环境噪音互相关获得

的面波速度随时间的变化”的学术报告。

２３）２００９年７月３日，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的黄国钦博士来实验室进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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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访问，并讲学做了题为 “３Ｄ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ｉｍａｌａｙａ”的学术

报告。

２４）２００９年７月４日—７月２４日，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曾跃华博士来实验室进行

合作研究，并做了题为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ｕｓｉｎｇ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ｕｎ

ｌｏａｄｉ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ｉｏｍｏｔｈｏｄ”和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ｃｏｄｅｗａｖｅｓ—ａ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的学术报告。

２５）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７月９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 ＰｅｔｅｒＭｏｌｎａｒ教授来实验

室进行合作研究，并讲学，分别做了题为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ａｎｄｔｈｅ

Ｚａｇｒｏ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ａｎｄＩｒａｎｉ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ｘ：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和 “Ｖｉｓｃｏｕｓ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ｊｏｒｉｎｔｒ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ｓ”的学术报告。

２６）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２日—８月 ２６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 Ｌ．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博士

来实验室进行野外考察合作研究。

２７）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３日—９月２日，德国波茨坦大学的 ＥＳｏｂｅｌ副教授来实验室

进行野外考察合作研究，并做了题为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ｍｉ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ａｌｏｎｇｔｗｏｏ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的学术报告。

２８）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５日，德国波茨坦地学研究中心的汪荣江教授来实验室进行

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做了题为 “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

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ｄａｔａ”的学术报告。

２９）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的黄国钦博士后来实验室进

行工作访问，做了题为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的学术报告。

３０）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３日—７月 ３０日，韩国首尔大学的 ＫｙａｎｇｒｙｕｌＫｉｍ教授来实

验室进行学术交流。

３１）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７日—８月５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的

姚华健博士来实验室从事开放课题研究。

３２）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９日，美国仁色雷尔工学院的 ＳｔｅｖｅｎＷ．Ｒｏｅｃｋｅｒ教授来实验

室进行访问、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

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ｅｎＳｈａｎ”的学术报告。

３３）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０日—９月 １日，美国休斯顿大学的 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博士来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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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进行野外考察合作研究。

３４）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９月１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 Ｌ．Ｏｗｅｎ教授来实验室

进行野外考察合作研究。

３５）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９月１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 Ｅ．Ｋｅｎｔ博士来实验室

进行野外考察合作研究。

３６）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德国波茨坦大学的 ＥｄｗａｒｄＲＳｏｂｅｌ教授来实验室进行合

作研究、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ａｌｏｎｇｔｗｏｏ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的学术报告。

３７）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１０月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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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日，英国剑桥大学的 ＪａｍｅｓＪａｃｋｓｏｎ教授来实验室访问，商

谈合作事宜。

３９）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日，英国牛津大学的 ＢａｒｒｙＰａｒｓｏｎｓ教授来实验室访问，商

谈合作事宜。

４０）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 ＬｉＺｈｅｎｇｈｏｎｇ博士来实验室访问，

商谈合作事宜。

４１）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５日—１０月１０日，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的洪淑慧副教授来实

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４２）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８日—１０月１８日，日本广岛大学的 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教授来实验

室进行野外考察和合作研究。

４３）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８日—１０月１８日，日本广岛大学 Ｔ．Ｔｏｇｏ博士来实验室进行

野外考察和合作研究。

４４）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日，美国加州大学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分校的王其允教授来实验室进

行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地震与水”的学术报告。

４５）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３日—１２月 ３日，德国波茨坦地学研究中心的 ＥｒｉｋＲｙｂａｃｋｉ

高级研究员来实验室进行实验研究、学术交流。

４６）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３日—１２月３日，德国波茨坦地学研究中心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Ｎａｕ

ｍａｎｎ高级研究员来实验室进行实验研究、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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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波茨坦地学研究中心 ＲａｉｎｅｒＫｉｎｄ教授在汶川地震地表破裂带考察

日本广岛大学 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教授及其研究生在四川野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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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辛辛那提大学 Ｌ．Ｏｗｅｎ教授等美国专家在新疆进行野外考察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ＲＧｒｕｎ教授在泥河湾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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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ＣＪ．Ｓｐｉｅｒｓ教授在实验室讲学

俄罗斯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 ＹｕｒｉＲｅｂｅｔｓｋｙ教授和 ＦｅｄｏｒＹａｋｏｖｌｅｖ博士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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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增大型仪器设备

（１）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与红外显微镜

德国布鲁克光谱仪器公司生产，由 Ｖｅｒｔｅｘ７０ｖ真空型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和

Ｈｙｐｅｎｒｉｏｎ型红外显微镜构成。光谱范围 ７５００—３７０ｃｍ１，分辨率优于 ０２ｃｍ１，波

数精度优于００１ｃｍ１，可在真空样品腔或红外显微镜下对样品进行测试。主要用于

研究岩石和矿物样品中微量水的类型和含量。

（２）离子减薄仪

美国 Ｆｉｓｃｈｉｏｎ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公司 １０１０型离子减薄仪，桌上型、可编程，带有反

馈自动控制，使得离子束能量稳定。无油真空系统使得样品处理环境更洁净，通过

使用冷盘可消除温度的影响，得到更光滑的表面。用于矿物样品的减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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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热导率测量仪

德国 ＴｅＫａ公司生产，ＴＫ０４型。无损伤测量，测量对象包括固体块体、不规

则碎块、粉末及液体，最小粉末和液体测量尺寸：￡ｆ２ｍｍ＇Ｌ６０ｍｍ，探头防水，计

算机控制，测量精度优于±２％，量程 ０１—１０Ｗ／ｍｋ，加热电流控制精度±００１％，

一次测量时间￡８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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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通报，２００９，５４（７）：９４４～９５３

２００８年汶川８０级特大地震孕育和发生的多单元组合模式

张培震①，闻学泽②，徐锡伟①，甘卫军①，王　敏①，沈正康①

王庆良③，黄　媛④，郑　勇⑤，李小军⑥，张竹琪①，马胜利①

冉勇康①，刘启元①，丁志峰④，吴建平④

①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②四川省地震局，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③中国地震局第二形变监测中心，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④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

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⑤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武汉 ４３００７７；

　　　　　　　 ⑥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四川省汶川县境内发生８０级特大地震．这次逆冲型地震发生

在大陆内部的高角度逆冲断裂之上，与有历史记载以来所发生的逆冲型特大地震是

不同的．通过对汶川地震的地表破裂、震源机制、余震定位、地震破裂过程、同震

地壳形变、强地面运动等的综合研究，认为汶川特大地震的孕育和发生是 ３个地质

单元共同作用的结果．川西高原作为变形单元震前发生长期持续的变形，并且将变

形转换为积累在龙门山断裂带的应力；龙门山断裂带作为闭锁单元震前变形缓慢但

积累很大的应力，当其超过断裂的摩擦强度或岩体的破裂强度时就突发破裂，形成

地震，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四川盆地作为支撑单元对川西高原和龙门山的向东运动

产生阻挡，是汶川地震孕育不可缺少的元素．汶川地震的孕育和发生可以用多单元

组合模型来理解．

汶川地震孕育和发生的多单元组合模式卡通图

（ａ）震前变形状态，川西高原发生右旋走滑、水平缩短和垂直增厚－隆升作用；龙
门山断裂带发生闭锁，变形缓慢但应力高度积累．（ｂ）同震变形状态，断裂错动、
　　　　　　　 能量释放、地表破坏等都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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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９，５２（２）：３９０～３９７

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余震序列重新定位及其地震构造研究

陈九辉，刘启元，李顺成，郭　飚

李　昱，王　峻，齐少华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综合利用川西流动地震台阵观测数据和震后应急地震观测台站的震相数据，采

用双差地震定位方法对汶川地震的余震序列进行了精确重新定位，并对汶川地震的

地震构造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结果显示，汶川地震序列从彭灌杂岩南缘开始破裂，

主震及其余震破裂带长约３５０ｋｍ，在大部分区域宽约２０～３０ｋｍ，其宽度和空间形态

沿破裂带显示了强烈的分段和非均匀特征．坚硬的彭灌杂岩对余震的非均匀性分布

和汶川地震复杂的破裂过程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以松潘—甘孜地块中地壳低速

层顶部为底边界，余震主要分布在４～２４ｋｍ深度范围内的龙门山东缘上地壳高速层

内．余震深度分布剖面清晰地显示了映秀—北川断裂和灌县—江油断裂以及汶川—

茂汶断裂在２０～２２ｋｍ深度合并为剪切带的特征．小鱼洞到理县方向存在一条长度

超过６０ｋｍ的垂直于龙门山走向的余震分布条带，综合震源机制解和地震破裂过程

的研究结果，我们推测，这是坚硬的彭灌杂岩体底部在长期应力积累作用下发生破

裂的反映，并成为汶川地震释放出巨大能量的主要原因．

图１　 （ａ）全部重定位后地震的深度分布；（ｂ）深度误差小于２ｋｍ的地震深度分布

投影方向为北东４５°，投影中心点坐标３１７２°Ｎ，１０４２１°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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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重新定位后汶川地震余震序列分布

图３　垂直龙门山方向余震深度分布与推测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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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９，５２（２）：３０９～３１９

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地壳上地幔 Ｓ波速度结构的初步研究

刘启元１，李　昱１，陈九辉１，郭　飚１，李顺成１

王　峻１，张绪奇２，齐少华１

１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四川省地震局康定地震中心站，康定 ６２６００１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Ｍｓ８０地震．历史上，

同类地震在大陆内部极为罕见．该地震深部构造背景的研究对理解其成因极为重要．

本文利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川西地区布设的大规

模密集流动宽频带地震台阵记录的远震 Ｐ波波形数据和接收函数非线性反演方法，

得到了沿北纬３１°线的１９个台站下方１２０ｋｍ深度范围内的 Ｓ波速度结构及台站下方

地壳的平均泊松比．该观测剖面穿越了主震区，总长度约为４２０ｋｍ．

我们的结果揭示了川滇地块、松潘—甘孜地块和四川盆地三个不同地块构造差

异．上述三个地块的地壳结构特征可以概括为：（１）四川盆地前陆壳幔界面向西侧

倾斜并有较为明显的横向变形，地壳厚度存在 ４６～５２ｋｍ的横向变化，中下地壳 Ｓ

波速度存在横向变化，地壳平均泊松比值较高 （０２８～０３１），但在龙门山断裂带

附近，显示了坚硬地壳的特征，地壳平均泊松比仅为 ０２；（２）松潘—甘孜地块地

壳厚度由西侧靠近鲜水河断裂的６０ｋｍ，向东减薄为５２ｋｍ，在１４～５０ｋｍ深度范围内

存在 Ｓ波速度２７５～３１５ｋｍ／ｓ的楔状低速区，其厚度由西侧的 ～３０ｋｍ向东逐渐减

薄为 ～１５ｋｍ，相应区域的地壳平均泊松比高达 ０２９～０３１；（３）鲜水河断裂西侧，

川滇地块地壳结构相对简单，地壳厚度为 ５８ｋｍ，并在 ２６ｋｍ深度存在约 １０ｋｍ厚度

的高速层，地壳内平均泊松比约为０２５；（４）汶川大震区在 １２～２３ｋｍ深度上具有

近４０ｋｍ／ｓＳ波高速结构，而其下方的地壳为低速结构，地壳平均泊松比 ０３１～

０３２，汶川大震的余震序列主要分布在高速介质区域内．

本文的结果表明松潘—甘孜地块的地壳相对软弱；而且并不存在四川盆地向西

侧的俯冲．我们认为在青藏高原东向挤压的长期作用下，四川盆地强硬地壳的阻挡

作用可导致松潘—甘孜地块内部蓄积很大的应变能量以及上、下地壳在壳内低速层

顶部边界的解耦，在龙门山断裂带附近形成上地壳的铲形逆冲推覆．汶川大地震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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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邻近区域所具有的坚硬上地壳和四川盆地的阻挡作用为低应变率下的高强度应力

积累创造了必要条件，而松潘—甘孜地块长期变形积累的高应变能构成了孕育汶川

大地震的动力来源．

图１　沿３１°Ｎ剖面的地壳上地幔 Ｓ波速度结构和泊松比

上图：地形海拔高度变化；中图：泊松比；下图：地壳上地幔 Ｓ波速度结构．白色实线标出了

Ｍｏｈｏ界面的形态，黄色圆圈表示地震．白色虚线表示块体边界，白色箭头表示变形运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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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９，５２（１０）：２５１９～２５２６

基于 ＧＰＳ同震位移场约束

反演２００８年５１２汶川大地震破裂空间分布

王　敏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大地震造成映秀—北川断裂和灌县—江油

断裂同时破裂，分别形成了 ２４０多公里和 ７０多公里的地表破裂带．本文以 ＧＰＳ观

测获得的同震位移场为约束，反演地震破裂的空间分布．反演结果显示映秀—北川

主破裂带倾向北西，沿破裂带的走向从南到北倾角逐渐变大，破裂断层的平均宽度

在１０～１８ｋｍ左右．破裂断层的错动在南段以逆冲为主，在北段走滑分量逐步加大，

右旋走滑成为断层破裂的主要特征．断层破裂最大段落错动量分别达到了 ７８ｍ和

７４ｍ，恰好对应这次地震中地表破坏最为严重的映秀和北川地区．本次地震释放地

震矩６７０×１０２０ＮＮ·ｍ，相应矩震级 ＭＷ＝７９．

图１　ＧＰＳ点同震位移的观测结果和模型结果
红线为地表破裂痕迹；灰色点代表余震位置；蓝色和黄色箭头分别为 ＧＰＳ点同震水平
　　　　　　　位移和垂直位移的观测结果，误差椭圆的置信水平为７０％；粉色箭头为模型结果．

　◤



第三部分：汶川地震部分研究论文简介　　

图２　破裂断层的几何结构和错动量

图３　模型计算的地表水平位移．小箭头表示位移矢量的方向

图４　模型计算的地表垂直位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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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９，５２（１１）：２７２９～２７３８

２００８年汶川８０级地震前横跨龙门山断裂带的震间形变

杜　方１，２，闻学泽２，３，张培震１，４，王庆良５

１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２四川省地震局，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３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３６；４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５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图６　汶川地震前横跨龙门山断裂带中段的

震间地壳形变与动力学模式

利用区域 ＧＰＳ和水准测量资料，结合地震构造背景的分析，研究了 ２００８年汶川

８０级地震前横跨龙门山断裂带地区的震间地壳形变，探讨引起这种形变的活动构

造与动力学模式，由此认识汶川地震的孕育与成因机制．结果表明：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

间，自龙门山断裂带中段朝北西约 ２３０ｋｍ的地带内存在垂直于断裂的水平缩短变

形、以及平行于断裂的水平右旋剪切变形，缩短率为 １３×１０－８／ａ（即：００１３ｍｍ／

ｋｍ／ａ），角变形速率为 ２６×１０－８／ａ；同一地带在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年间还表现出垂直上隆

变形，上隆速率在龙门山前山断裂与中央断裂之间仅 ０６ｍｍ／ａ，而至龙门山后山断

裂及其以西达２～３ｍｍ／ａ．这些反映了在汶川地震之前至少 １０～３０年，龙门山断裂

带中段的前山与中央断裂已闭锁、并伴有应变积累．造成这种形变的主要原因是：

以壳内的低速层为 “解耦”带，巴颜喀拉地块上地壳朝南东的水平运动在四川盆地

西缘受到华南地块的阻挡、转换成龙门山断裂带中段的逆冲运动；由于该断裂段的

震间闭锁，致使西侧的巴颜喀拉地块的上地壳发生横向缩短以及平行断裂的右旋剪

切变形．然而，龙门山断裂带北段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间除了有大约 ０９ｍｍ／ａ

的右旋剪切变形外，横向的缩短变形

极微弱，这可能与该断裂段西侧的岷

江、虎牙、龙日坝等断裂带吸收了巴

颜喀拉地块朝东水平运动的大部分有

关．另外，汶川地震前，横跨龙门山

断裂带中段与北段的地壳形变特征的

差异，与汶川地震时能量释放的空间

分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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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９，５２（２）：４９６～５０４

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观测与研究

单新建，屈春燕，宋小刚，张桂芳，刘云华

郭利民，张国宏，李卫东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汶川地震震区在海拔３０００ｍ以上，地势险峻、气候多变、交通不便，自然环境

恶劣，给野外形变监测带来很大困难．且该区 ＧＰＳ形变观测点位较为稀少，给全面

了解同震形变场带来一定的困难．而近十年里发展起来的差分干涉合成孔径雷达

（ＩｎＳＡＲ）测量技术具有全天候、全天时、稳定性好、动态性强等技术优势，其观测

结果与其他离散点测量技术相比，具有空间连续覆盖的巨大优势，可以大大弥补常

规测量手段的不足．本文利用 ＩｎＳＡＲ技术，采用地震前后日本 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数据，

提取了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四川汶川地震 ７个条带的地表同震形变场．每个形变条带

南北向５００ｋｍ，东西向７０ｋｍ，７个形变场覆盖了映秀镇、都江堰、茂县、北川、平

武和青川．研究结果显示，此次地震地表破裂带在北川—映秀断裂带上．地表破裂

带从汶川县映秀镇西南震中附近一直到青川县苏河北侧，全长约为 ２３０ｋｍ．发震断

层西北盘为抬升盘，南东盘断层附近，仍然表现为隆起区，显示出以逆冲为主的断

层性质．在汶川县映秀镇西侧震中区，有一升一降两个形变区，最大相对卫星视线

向形变量达 ２６０ｃｍ，如果全部换算成垂直形变，则两个区域的垂直相对形变达

３３ｍ．从北川至平通一带，有卫星视线向形变范围在 １２０～１８０ｃｍ的隆起带，其中，

擂鼓镇隆起形变范围 １７０～１８０ｃｍ，如果全部换算成垂直形变约在 ２２～２３ｍ之间．

在青川苏河北附近，有 ７０～８０ｃｍ范围的隆起形变．在远离发震断层的雅安、峨眉

山一带有北西向大区域沉降条带，沉降幅度在 ４０～６０ｃｍ．在射洪至重庆北侧一带，

出现了幅度在１０～３０ｃｍ大范围沉降带．在重庆及其南侧区域有幅度在 ２０～３０ｃｍ小

范围隆起．由青川向东至广元、宁强一带，出现喇叭口状幅度在 ６０～７０ｃｍ的隆起

区．整个同震形变场分布在东西 ５００ｋｍ、南北 ４５０ｋｍ的范围，影响范围较大，整个

四川盆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地表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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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汶川地震地表同震干涉形变场

图中一个干涉条纹 （由绿、红、蓝三色组成）代表１１８ｍｍ的视线向形变量；

红色实心圈为汶川地震主震位置；粉色线代表地表破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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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９，５２（２）：４１８～４２７

２００８汶川 ＭＳ８０地震发生过程的动力学机制研究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观测与研究

朱守彪１，２　张培震２

１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图１　汶川地震孕育、发生的模型示意
青藏高原 Ｍｏｈｏ面的深度为６０～７０ｋｍ，四川盆地 Ｍｏｈｏ面的深度仅为４０ｋｍ；图中 Ｖ２是

下部地壳的速度，Ｖ１是上部地壳的速度，具有流变性质的下地壳速度大于上地壳速

度；上地壳的东向运动使得断层闭锁更加紧密，下地壳物质在龙门山的堆积使龙门山

　　　　　　　不断隆升，同时积累能量，促使断层滑动，产生地震．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汶川地震突发在现今并不活动的龙门山断裂带上，该地震发

生的动力学机制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文中利用黏弹性接触问题的有限元方法，考虑

重力作用，对青藏高原东缘的应力场空间分布及其随时间的演化进行了数值模拟，

结果显示应力在空间由分散分布逐渐向龙门山及周边地区转移集中．基于前人的研

究成果及计算分析，初步认为汶川地震孕育发生的动力学过程如下：青藏高原的物

质东流在向东运动过程中由于受到稳定的四川盆地的阻挡，一部分东流物质在川西

地区囤积，造成龙门山隆升；高角度 （５０°～７０°）、犁状的龙门山断层面上的正应力

随着川西高原向东运动而不断增大，导致该断层的闭锁性逐步加强，并且分布在断

层附近的变质杂岩为存贮高密度弹性应变能提供物质保障．但另一方面随着青藏高

原较柔软的下地壳物质的不断向东运动，囤积的东流物质对龙门山断裂带上盘的推

挤作用会不断加强，从而导致断裂带上剪应力越来越大；当剪应力超过摩擦强度时，

断层解锁产生滑动，发生地震．模拟结果还表明龙门山断层面上的摩擦系数较高，

断裂带上地震的平均复发周期约为３１６３年，这与其他资料结果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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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等效应力场在不同时间的分布图像

图３　断层上盘上的典型点的位移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ａ）μ０＝０３；（ｂ）μ０＝０６．图中箭头所指位置对应一次地震事件，

中间的数字表示两次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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