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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工作计划总结

１、自主研究课题执行情况

　　２０１０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设立自主课题 ５项，其中实验室 “南北地

震带构造变形与强震机理”研究计划仍是重点支持的方向，设立了 ３项课题，其中

２项课题针对南北地震带中北段，与前期设立的课题共同形成对该段构造变形和地

震活动的多学科研究；配合汶川地震断层带科学钻探项目，设立了 １项课题，强化

对地震断裂带物质组成－岩石物理与力学性质的研究。根据实验室的研究基础，设

立了１项研究 “帕米尔构造结东北部的活动构造与高原形成过程”的课题；为支持

实验室特聘外籍研究员
"

本利彦教授的研究工作，扩展实验室研究方向，设立了 １

项以岩石高速摩擦实验为主要内容的课题。目前，各项课题均按计划执行。

２００８年首次设立的８项课题已完成了主要研究任务，进入课题总结、验收准备

阶段。其中，实验室 “南北地震带构造变形与强震机理”研究计划所属的六个课题

以汶川地震为核心，取得了大量的野外调查资料、室内测试和实验结果，并在发震

构造背景、断层带力学性质与地震机理等方面获得了一些新认识。其它课题也完成

了预定研究任务，并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新进展。２００９年设立的 ８项课题均按计划

进行，在野外观测、室内实验方面获得了一批新资料。围绕自主课题的研究工作，

２０１０年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１９篇。

２、开放课题执行情况

２０１０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批准开放课题 ７项，课题负责人分别来自

香港和大陆地区的高等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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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批准的８项课题均已基本完成预定任务，大部分课题在学术或技术上取

得新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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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

木北缘前寒武纪基底岩系构造热演化的裂变径迹研究”、“ＣＣＤ云纹观测系统及其应

用于断层动态加载实验研究”等课题在资料获取、论文发表、技术创新等方面表现

突出。２００９年批准的６项开放课题按计划实施。围绕开放课题的研究工作，２０１０年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７篇。

３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０年度报告　　

二、研究工作和水平

２０１０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承担省部级以上各类研究课题 ４０余项，

其中包括９７３计划课题 １项、８６３计划课题 １项、国家 “十一五”科技专项课题 １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４项、科技部国际科技合

作项目２项及其它专项等国家级研究课题 ３项，表现出较强的承担国家重要科研任

务的能力；２０１０年，实验室人员负责的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达２１项，表明实

验室具有较强的竞争科研项目的能力。

２０１０年实验室工作人员、博士后和研究生、访问学者等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

发表论文８８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４４篇，包括发表在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

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Ｌｉｔｈｏ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等国际核心期刊论文２６篇。此外，还在国际

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３０余篇，在国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２０多篇。实验

室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多位研究人员应邀在国内外多

个学术会议上作邀请报告或主题报告。

实验室紧紧围绕大陆强震机理与预测这一主题开展探索和研究，取得一系列创

新性的成果。由实验室主任张培震研究员担任首席科学家的 “９７３”计划项目 “活动

地块边界带的动力过程与强震预测”在川西地区构造变形与强震活动特征方面取得

了系统性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验收。其中关于 “川西地区构造变形

与汶川８级地震的破裂机理”和 “强震区三维地壳结构的密集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

成像”两项重要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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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２０１０年，实验室有工作人员５３人，其中研究人员４１人，技术人员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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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人 （含资深研究员１人，特聘外籍研究员 １人），副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 １８人；

在学历结构上以高学历者为主，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３４人，具有硕士学位者 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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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人。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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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取得一定成效。实验室聘任著名岩石变形专家
"

本利彦 （日籍）为全职特聘研究

员。实验室１名青年科技人员通过中国地震局组织的评审获研究员任职资格，３名

青年科技人员晋升为副研究员。实验室通过招聘方式新增了 ５名中青年科研人员，

其中依托单位内部招聘２名，应届毕业博士研究生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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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实验室培养研

究生９人 （其中博士２人、硕士７人）；２０１０年底在读研究生达 ６７人 （其中博士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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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３８人、硕士研究生２９人），在站博士后１３人。

四、学术交流与运行管理

２０１０年实验室仍然受到一些政策性限制，对出境参加国际合作和交流有一定的

影响，但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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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项；境外人员来实验室参加合

作研究、开放课题、学术交流达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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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人次。

２０１０年实验室先后聘请美国加州大学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分校ＤＷＢｕｒｂａｎｋ教授、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ＲＷＧｒüｎ教授、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ＣＳｐｉｅｒｓ教授为实验室客

座研究员，在促进实验室人员交换、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实验室邀请外籍特聘研究员
"

本利彦、客座研究员 ＣＳｐｉｅｒｓ、客座研究员雷兴

林博士等为研究生和青年科技人员开设了实验岩石力学、岩石变形机制等课程和讲

座，使得实验室青年科技人员和研究生的研究和交流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２０１０年实验室完成了两套大型实验设备的研制和改装。一是与中国石油大学合

作研制的超低渗透率测量仪，该套设备已安装调试完成，并投入到断层带流体运移

性质研究中；二是对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转移过来的 １台由澳大利亚引

进、长期未能投入使用的岩石高温流变仪进行了全面的技术改造，其中包括轴压和

围压控制系统、容器密封系统的改造，改造工作已经完成，并通过了中国地震局组

织的验收，为研究岩石的高温高压流变性质提供了支撑条件。

实验室在我国地震研究领域发挥了公共研究平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实验室

通过研究课题与地震系统多个单位、多所高等院校开展了合作研究；通过开放基金，

吸引了一批专家来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大型仪器设备全面对外开放共享，为许多

单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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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新增大型设备在调试完成后及时外开放共享，大型实验设备的使用和开放程序进

一步完善。大型设备对外开放和提供服务的力度继续加大，多数大型设备的共享率

明显提高，平均超过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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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９年对实验室内部管理制度进行全面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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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管理办法。

五、实验室公众开放活动

实验室积极推进公众开放活动。２０１０年实验室对外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积

极参加依托单位组织的开放活动，二是面向地学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教学实

习基地。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４日，依托单位组织了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开放日活动，内容包括

发放科普宣传材料、播放有关影像资料、组织专家进行科普讲座并解答有关地震知

识的问题。共有１００多名大中小学生及其它人员参加了开放日活动，实验室积极组

织相关专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９日 ～２３日，中科院研究生院游海涛老师带领 ２００９级研究生 ２０

余人，３次到实验室所属新年代学实验室实习。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 ２７日，中科院研究生

院游海涛老师带领２０１０级研究生 ２０余人，到新年代学实验室实习。实习内容均作

为 “新年代学”课程的一部分，由实验室老师介绍实验室各种仪器工作原理、操作

方法、采样和样品处理、实验过程与数据处理等。

六、实验室大事记

（１）２０１０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参加了地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

其中实验室被作为定标实验室向全体参评专家报告实验室工作情况及代表性成果，

并接受了所在评估组专家和其他评估组组长及工作人员的现场考察和访谈。由于实

验室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力度不够、实验室发展空间不足等问题，实验室

评估等级待定。

（２）实验室聘请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广岛大学担任教授的著名

岩石变形专家
"

本利彦为实验室特聘研究员，于２０１０年４月来实验室全时工作。这

是实验室在队伍建设上的一个全新尝试，在扩展实验室研究方向、扩大实验室影响、

加强实验室青年人才培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七、依托单位与主管部门的支持

依托单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对地震动力学实验室的运行给予了全力支持，

提供了有力的管理、服务和保障工作。其中，在工作人员招聘、青年科技人员出国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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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研究生招生等方面继续给予倾斜；在研究所住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再次增

加了实验室流动人员专用公寓。

主管部门中国地震局非常重视实验室的发展，在地震科技和人才培养相关政策

的制定等方面充分考虑了实验室的发展问题，在 “十二五”事业和科技发展规划方

面体现了对实验室的支持。

八、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１）在２０１０年实验室评估中，高层次青年人才的吸引和培养力度不够是评估

专家指出的主要问题之一。主管部门中国地震局已与实验室和依托单位负责人进行

了专题工作会，商讨了改进措施。中国地震局将全力支持实验室加强青年人才培养

和引进，其中包括：为优秀青年科技骨干出国学习和培训提供机会、为吸引高层次

青年人才提供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等。

（２）在２０１０年实验室评估中，实验室发展空间不足是评估专家指出的另一个

主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依托单位对工作园区进行了重新规划，提出了建设地震

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楼的计划。中国地震局和依托单位将全力支持建设新的实

验大楼，从根本上解决实验室的发展空间问题。

（３）进一步提高实验室的国际影响力仍是实验室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近年来

实验室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明显增强，但距离国家的要求以及与优秀实验室比较还

有很大差距。实验室将以汶川地震的研究为基础，通过系统且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提升实验室在在国际地震界的影响。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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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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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人员

１、实验室工作人员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方向 所学专业
最后

学位
备　注

１ 丁国瑜 男 １９３１－０９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与

活动构造
博士 中科院院士

２ 马　瑾 女 １９３４－１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大地构造物理 博士 中科院院士

３ 张培震 男 １９５５－１２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 博士 实验室主任

４ 马胜利 男 １９６０－０３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５ 陈　杰 男 １９６６－０２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实验室副主任

６ 刘启元 男 １９４５－１０ 研究员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硕士 资深专家

７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
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 男 １９４６－０６ 教　授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特聘研究员

２０１００４来室

８ 刘力强 男 １９５６－０７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９ 杨晓松 男 １９５９－０５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１０ 何昌荣 男 １９６１－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岩石力学 博士

１１ 甘卫军 男 １９６４－０８ 研究员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１２ 王　敏 女 １９６４－１０ 研究员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大地测量 博士

１３ 尹功明 男 １９６６－０１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１４ 单新建 男 １９６６－０８ 研究员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１５ 周永胜 男 １９６９－０１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１６ 郑德文 男 １９７１－１０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１７ 谷元珠 女 １９５７－０２ 高　工 计算机 其他

１８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副　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学士

１９ 王　萍 女 １９６４－０３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２０ 屈春燕 女 １９６６－０１ 副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１ 尹金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１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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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副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３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高　工 地球物理 其他

２４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２５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副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６ 郑文俊 男 １９７２－１１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０１０９来室

２７ 蒋汉朝 男 １９７３－０３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２８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副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９ 孙建宝 男 １９７５－０７ 副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０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副　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１ 刘进峰 男 １９７７－０８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３２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学信息工程 博士

３３ 宋小刚 男 １９７９－０６ 副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摄影测量与遥感 博士

３４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球化学 博士

３５ 李建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３ 工程师 第四纪地质 其他

３６ 刘粤霞 女 １９５７－１０ 工程师 第四纪地质 其他

３７ 李秋珍 女 １９７１－０９ 工程师 地球物理
实验室秘书

２０１０１２调离

３８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工程师 电子技术 其他

３９ 王凯英 女 １９７６－０１ 助　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４０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助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硕士

４１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９ 助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０１０７来室

４２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工程师 地球物理 硕士

４３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助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构造地质 硕士

４４ 陈国强 男 １９８０－１０ 工程师 地球物理 硕士

４５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０２ 助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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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０５ 助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固体地球物理 博士

４７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助　工 机械工程

及自动化
学士

４８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助　研 构造地质 构造物理 硕士

４９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５ 助　工 地球物理 硕士 ２０１０６来室

５０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０９ 研　实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硕士

５１ 李　磊 男 １９８４－０２ 研　实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硕士 ２０１０１来室

５２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助　工 植物学 硕士

５３ 武　颖 女 １９８５－０１ 助　工 仪器科学

与技术
硕士 ２０１０７来室

２、新增学术带头人介绍

蜸本利彦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男，１９４６年 ６

月出生，１９７７年在美国德克萨斯Ａ＆Ｍ大学获博士学位，

１９７７—１９８９年在日本广岛大学担任研究助理、副教授，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年在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担任副教授、教

授，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在京都大学担任教授，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在广岛大学担任教授，２０１０年４月起受聘为地震动力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蜸本利彦教授是国际岩

石变形与构造地质学领域知名的专家，在断层力学性质、变形机制与地震机理方面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蜸本利彦教授在国际上率

先开展了岩石高速摩擦实验研究，并以阪神地震和台湾集集地震科学钻探为依托开

展了地震断层带力学性质与地震机理的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成

果。蜸本利彦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先后在包括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在内的国际刊物发表论

文１００多篇，并先后担任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等国际刊物的

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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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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７－１０ 地质学 马　瑾

２ 博士后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地质学 马　瑾

３ 博士后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地质学 张培震 实验室在职

４ 博士后 张竹琪 男 １９８０－０９ 地质学 张培震

５ 博士后 朱守彪 男 １９６４－０２ 地质学 张培震

６ 博士后 殷海涛 男 １９８０－０６ 地壳形变与地球动力学 张培震

７ 博士后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实验室在职

８ 博士后 方　石 男 １９７４－０８ 地质学 张培震

９ 博士后 宋小刚 男 １９７９－０６ 地质学 单新建 实验室在职

１０ 博士后 王学滨 男 １９７５－０６ 地质学 马　瑾

１１ 博士后 张克亮 男 １９８１－０６ 构造物理学 马　瑾

１２ 博士后 刘彩彩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古地磁学 张培震

１３ 博士后 王　薇 女 １９７７－０１ 地质学 单新建

１４ 博士生 王　峻 男 １９７９－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１５ 博士生 田云锋 男 １９７６－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１６ 博士生 陈正位 男 １９７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７ 博士生 黄　蓓 女 １９７８－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８ 博士生 王伟涛 男 １９７９－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９ 博士生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构造地质学 单新建 实验室在职

２０ 博士生 李　鹏 女 １９７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２１ 博士生 肖根如 男 １９７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２ 博士生 郭利民 男 １９７３－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２３ 博士生 汲云涛 男 １９８２－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２４ 博士生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实验室在职

２５ 博士生 韩　亮 男 １９８３－０６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２６ 博士生 缪阿丽 女 １９８４－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２７ 博士生 周德敏 男 １９７７－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８ 博士生 郝　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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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博士生 陈为涛 男 １９８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０ 博士生 代树红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３１ 博士生 陈　涛 男 １９７９－０６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３２ 博士生 梁诗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３３ 博士生 李文巧 男 １９７８－０４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３４ 博士生 李　涛 男 １９８５－０９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３５ 博士生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３６ 博士生 刘　贵 女 １９８２－０７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３７ 博士生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实验室在职

３８ 博士生 刘远征 男 １９７８－０８ 构造物理学 马　瑾

３９ 博士生 韩　非 男 １９８１－１１ 第四纪年代学 尹功明

４０ 博士生 杨　静 女 １９８４－０１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４１ 博士生 葛伟鹏 男 １９８１－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４２ 博士生 王　凡 女 １９８４－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４３ 博士生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４４ 博士生 郭玲莉 女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４５ 博士生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４６ 博士生 刘冠中 男 １９８０－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４７ 博士生 董绍鹏 男 １９８３－０８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４８ 博士生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０４ 地球化学 陈　杰

４９ 博士生 闫相相 男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０ 博士生 盛传贞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５１ 博士生 刘绍卓 男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５２ 硕士生 刘照星 男 １９８７－０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５３ 硕士生 赵盼盼 男 １９８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５４ 硕士生 黄明达 男 １９８６－０３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５５ 硕士生 高　璐 女 １９８６－０２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５６ 硕士生 吴　曼 女 １９８５－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５７ 硕士生 云　龙 男 １９８５－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５８ 硕士生 袁兆德 男 １９８６－０８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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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硕士生 张　斌 男 １９８５－０２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联合培养

６０ 硕士生 王建存 男 １９８３－０６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联合培养

６１ 硕士生 毛　雪 女 １９８６－０１ 地理学 蒋汉朝 联合培养

６２ 硕士生 闫丽莉 女 １９８３－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６３ 硕士生 路　珍 女 １９８７－０９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６４ 硕士生 张媛媛 女 １９８７－０２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６５ 硕士生 杨永鑫 男 １９８６－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６６ 硕士生 任雅琼 女 １９８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６７ 硕士生 侯林锋 男 １９８８－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６８ 硕士生 李普春 男 １９８４－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６９ 硕士生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７０ 硕士生 马小林 男 １９８６－１０ 地理学 蒋汉朝 联合培养

７１ 硕士生 邓文泽 男 １９８９－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７２ 硕士生 段庆宝 男 １９８６－０３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７３ 硕士生 任凤文 女 １９８７－０２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７４ 硕士生 张诗笛 女 １９８７－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７５ 硕士生 卓燕群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７６ 硕士生 杨晓东 男 １９８８－０３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７７ 硕士生 俞晶星 男 １９８７－１２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７８ 硕士生 杨　雪 女 １９８６－０３ 地球化学 尹金辉

７９ 硕士生 李　瑜 男 １９８８－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　敏

８０ 硕士生 肖伟鹏 男 １９８６－０６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陈　杰 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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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 洪顺英 男 １９７９－０４ 构造地质学 单新建

２ 博士生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３ 硕士生 兰彩云 女 １９８６－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何昌荣

４ 硕士生 靖　晨 男 １９８４－０５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５ 硕士生 张国苓 女 １９８６－０６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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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硕士生 俞　岗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地球化学 尹功明

７ 硕士生 韩宇飞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８ 硕士生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０４ 地球化学 陈　杰

９ 硕士生 余　松 男 １９８５－０８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联合培养

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称
学委会

职务
专业 工作单位

１ 马　瑾 女 １９３４１１
研究员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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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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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士）
委员 地震学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５ 陈　 男 １９４２１２
研究员

（院士）
委员

地球物理学

及岩石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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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空间科学学院

８ 朱日祥 男 １９５６０８
研究员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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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物理学与

地球物理学

北京大学地球

与空间科学学院

１１ 金振民 男 １９４１０９ 教　授 委员
构造地质学

与岩石流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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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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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震局第一形变

监测中心

１５ 程鹏飞 男 １９６２０７ 研究员 委员 大地测量学 国家测绘局测绘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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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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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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永革，王　敏，
陈为涛，肖根如，

周德敏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９７３计划
项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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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锡伟，等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８６３计划
项目

３
基于 ＩｎＳＡＲ地震形
变场动态监测技术

研究

２００８ＢＡＣ３５Ｂ０４ 单新建

张景发，屈春燕，

张国宏，张桂芳，

宋小刚，洪顺英，

谭　凯，郭利民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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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春丽，屈春燕，

荆　凤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５
水库地震预测方法

研究
２００８ＢＡＣ３８Ｂ０３ 蒋海昆

单新建，詹　艳，
宋小刚，赵国泽，

张国宏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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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ＦＳＤ－０９
马胜利

杨晓松

何昌荣，周永胜，

刘力强，陈建业，

等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国家 “十

一五”科

技专项

７
滑坡泥石流灾害区

域预测、预警模型

２０１０ＺＸ０３００６
００７４１

单新建

陈晓利

刘云华，屈春燕，

张国宏，唐攀攀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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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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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Ｂｕｒｂａｎｋ

（美）

刘进峰，蒋汉朝，

李　涛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

１０
中国地震电磁卫星

（ＣＳＥＳ）计划第一
期研究

２００９ＤＦＡ２１４８０

单新建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Ｂａｔｔｉｓｔｏｎ

（意）

屈春燕，闫相相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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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气体介质高温高压

流变仪
２００６ＪＧ００５４００ 何昌荣 赵树清，姚文明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科技部改

造升级专

项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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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宏发，程　佳，
王阎昭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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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飚，
李顺成，李　昱，
王　峻，齐少华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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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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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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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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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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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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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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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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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泥河湾盆地 ～１Ｍａ
以来沉积地层的石

英回授光释光测年

研究

４０８０２０４０ 刘进峰 卢演俦，王昌盛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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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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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汶川地震三维发震构

造、现今运动状态和

区域活动断层发震危

险性综合评价

４０８２１１６０５５０ 徐锡伟 甘卫军，孙建宝，

陈九辉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２５

川滇块体东北缘晚

第四纪区域气候－
地貌分析及其构造

地貌年代学意义

４０８０２０５２ 陈桂华 郑荣章，李　峰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６
宁夏沙坡头地区黄

河阶地特征、时代

及其构造信息研究

４０９７２１１８ 尹功明
高　璐，俞　岗，
李建平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７

湖北习家店剖面磁

性－生物地层记录
对始新世全球降温

的指示

４０９７２１１７ 蒋汉朝 余　松，何　为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８

第四纪河湖相沉积

物石英 ＥＳＲ年代学
研究－以泥河湾盆
地为例

４０９０２０５１ 刘春茹
李建平，高　璐，
韩　非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９
阿尔金断裂带东段

地貌面宇宙成因核

素测年应用研究

４０９７２１４５ 郑荣章

计凤桔，李陈侠，

安艳芬，李建平，

高翔，杨　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０
岷山－龙门山断裂
带古地震活动沉积

记录的研究

４０９７２１４４ 王　萍 尹金辉，王建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１
汶川地震区地壳介质

性质随时间变化的地

震相关噪声研究

４０９７４０２３ 陈九辉

李顺成，李　昱，
齐少华，王　峻，
赵盼盼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２
汶川地震发震高角

度逆断层滑动的力

学条件研究

４０９７２１４６ 周永胜

姚文明，党嘉祥，

韩　亮，刘　贵，
刘照星，张媛媛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３
熔体强化各向异性

实验及其对块体动

力学研究的意义

４０９７２１３９ 杨晓松
陈建业，王凯英，

张国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４
利用卫星遥感获取

构造活动信息的热

物理指标研究

４０９０２０９５ 陈顺云
马　瑾，刘培洵，
汲云涛，云　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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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汶川地震震前－同
震－震后 ＩｎＳＡＲ垂直
形变场动态演化特征

与孕震机理研究

４０９４００２０ 单新建

宋小刚，高祥林，

张国宏，刘云华，

汪驰升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６
强震孕育的深部岩

石物理性质实验研

究

２００８０８０１２ 杨晓松

邱泽华，陈建业，

张保红，姚文明，

唐　磊，周龙寿，
张国苓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３７
鲜水河断裂热活动

与形变场的实验与

野外观测

２００８０８０１１ 刘力强

马　瑾，刘培洵，
陈顺云，扈小燕，

陈国强，郭彦双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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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３９
中国综合地球物理

场观测－青藏高原
东缘地区

２００９０８０２９ 丁　平

王　敏，甘卫军，
陶　玮，王阎昭，
王　凡，陈为涛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４０
中国地震台阵－南
北带中段

２０１００８００１
吴忠良

丁志峰

陈九辉，汤　吉，
郭　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４１
南北地震带中北段

中长期强震危险性

评价

２０１００８００３ 张培震

郑德文，郑文俊，

张会平，李传友，

张竹琪，毛凤英，

刘春茹，殷海涛，

王伟涛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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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张会平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人事部留

学人员科

技活动资

助项目

４３

多尺度成像技术实

验与中亚／东亚地壳
上地幔速度和密度

研究

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０５ 贺日政

郭　飚，陈九辉，
李顺成，王　峻，
齐少华，赵盼盼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省部级项

目

４４
汶川震区及邻近地

区地壳形变观测
无 甘卫军

沈正康，王　敏，
陶　玮，陈为涛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省部级项

目

４５

木什、明尧勒、喀

什等活动逆断裂－
背斜带 １：５万地质
地貌填图

无 陈　杰
李　涛，肖伟鹏，
杨会丽，黄明达，

袁兆德，李文巧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省部级项

目

　　注：带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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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国际合作项目

除上表中所列示科技部和国家基金委批准的 ３项国际合作项目外，实验室承担

的正式立项的国际合作项目还有：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ａｎｄＫａｒａｋａｘ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美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会资助，执行期限为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负责人为美国休斯顿大学 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博士，合作者为陈杰研究员。

３、横向协作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号 负责人 委托单位 起止时间

１
东莞市活动断层探测－标准钻孔
探测与晚第四纪地层剖面的建

立

无 王　萍 广东省地震局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２
徐州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

险性评价项目－标准钻孔探测与
晚第四纪地层剖面的建立

ＪＳＥ２０１１Ｈ１３７ 王　萍 江苏省地震局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３
苏州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

险性评价项目－标准钻孔探测与
晚第四纪地层剖面的建立

ＪＳＥ２０１１Ｈ１３８ 王　萍 江苏省地震局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４
咸阳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

险性评价项目－标准钻孔探测与
晚第四纪地层剖面的建立

无 王　萍 陕西省地震局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５
光盖山－迭山断裂和两当－江洛
断裂地质填图及综合研究

无 郑文俊
甘肃省地震

工程研究院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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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实验室设立的自主研究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类型 起止时间

１ 南北带中北段活动构造、变形方式及形成过程 张培震

“南北地震带

构造变形和

强震机理研

究”计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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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３ 汶川地震形变场时空演化过程的 ＧＰＳ观测研究 沈正康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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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昌荣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５ 汶川地震区及其临近地区流动地震台阵观测研究 陈九辉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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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７ ＧＰＳ与 ＩｎＳＡＲ相联合的地壳形变监测方法研究
甘卫军

孙建宝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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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９ 瞬态应变场实验观测与分析 刘培洵 实验技术研究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１０ 川滇等地震多发地区的构造应力场重建 王凯英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１１ 祁连山晚新生代构造活动及气候响应 郑德文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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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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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育课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１４ 构造活动热信息的天地联合探测与研究 陈顺云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１５ 汶川地震断层泥 ＥＳＲ和释光测年信号特征研究 刘春茹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１６ 汶川地震邻近区域应力应变场的时空演化 王　敏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１７
南北带中段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的宽频带流动

地震台阵探测研究
陈九辉

“南北地震带

构造变形和强

震机理研究”

计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１８
基于 ＣＲ／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的南北地震带中北段地
壳形变观测与研究

屈春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１９
汶川地震断裂带物质组成－岩石物理与力学性质
精细实验研究

杨晓松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２０ 帕米尔构造结东北部的活动构造与高原形成过程 陈　杰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２１ 从板块运动速度到地震速度的岩石摩擦实验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
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０年度报告　　

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１）ＣｈａｍｐａｇｎａｃＪｅａｎｄａｎｉｅｌ，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ＧｅＷｅｉｐｅｎｇ，ＭｏｌｎａｒＰｅｔｅｒａｎｄＺｈｅｎｇ

Ｗｅｎｊｕｎ，２０１０，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ｔｈｅ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ｒｒａＮｏ

ｖａ，２２（３）：１８０－１８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３６５－３１２１２０１０００９３２ｘ．

２）陈国浒，刘云华，单新建，２０１０，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在北京采空塌陷区地表形

变测量中的应用探析，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２１（２）：５９—６３．

３）陈国强，刘力强，刘培洵，２０１０，实验室岩石变形电磁信号的观测系统，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９（１）：２０—２３．

４）谌华，甘卫军，２０１０，利用 ＧＰＳ与 ＩｎＳＡＲ融合提高形变监测精度方法研究，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０（３）：５９—６２．

５）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ＨｅＱｉ，２０１０，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ｆｂａｓａｌｔｉｃ

ｍａｇｍａ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ＥｍｅｉｓｈａｎＬａｒｇｅＩｇｎｅｏｕｓ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ＭＥＬＴ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Ｌｉｔｈｏｓ，１１９（１－２）：６１—７４．

６）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ＦｒｏｍｅｎｔＢéｒéｎｉｃｅ，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ａｍｐｉｌｌｏＭｉｃｈｅｌ，２０１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ｓｐｅ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１２Ｍａｙ２００８ＭＷ 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ＶＯＬ３７， Ｌ１８３０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９／

２０１０ＧＬ０４４５８２．

７）ＣｌａｒｋＭａｒｉｎＫ．，ＦａｒｌｅｙＫｅｎｎｅｔｈＡ．，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ａｎｇＺｈｉｃａｉ，ＤｕｖａｌｌＡｌｉ

ｓｏｎＲ．，２０１０，Ｅａｒｌｙ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ａｒｇｉｎｆｒｏｍａｐａｔｉｔｅ

（Ｕ－Ｔｈ） ／Ｈｅａｇｅｓ，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９６（１－２）：７８—８８．

８）Ｃｒａｄｄｏｃｋ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ＨａｒｋｉｎｓＮａｔｈａｎＷ．，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ＳｈｉＸｕ

ｈｕａ，ＬｉｕＪｉａｎｈｕｉ，２０１０，Ｒａｐｉｄｆｌｕｖｉａ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ｈｅａｄｗａｒｄｂａ

ｓｉ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２０９－２１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ＮＧＥ０７７７．

９）杜方，闻学泽，张培震，２０１０，鲜水河断裂带炉霍段的震后滑动与形变，

地球物理学报，５３（１０）：２３５５—２３６６．

１０）ＨａｎＦ．，ＦａｌｇｕèｒｅｓＣ．，ＢａｈａｉｎＪＪ．，ＳｈａｏＱ．，ＤｕｖａｌＭ．，ＬｅｂｏｎＭ．，Ｇａｒｃｉａ

Ｔ．，ＤｏｌｏＪＭ．，ＰｅｒｒｅｎｏｕｄＣ．，ＳｈｅｎＧＪ．，ＤｅＬｕｍｌｅｙＨ．，２０１０，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ｌ

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ｏｕｓｔｅｅｔｈｆｒｏｍＡｒａｇｏｃａｖｅｂｙｔｈｅＥＳＲＵｓｅｒｉｅｓｍｅｔｈｏ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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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５（２－３）：３７６—３８０．

１１）韩亮，周永胜，陈建业，马胜利，杨晓松，何昌荣，党嘉祥，２０１０，汶川

地震基岩同震断层泥结构特征，第四纪研究，３０（４）：７４５—７５８．

１２）韩宇飞，宋小刚，单新建，屈春燕，汪驰升，郭利民，张桂芳，刘云华，

２０１０，ＤＩｎＳＡＲ技术在长白山天池火山形变监测中的误差分析与应用，地球物理学

报，５３（７）：１５７１—１５７９．

１３）郝明，沈正康，王庆良，２０１０，１９９０年青海共和 ７０级地震震后垂直形变

研究，地震学报，３２（５）：５５７—５６９．

１４）郝明，王庆良，２０１０，基于 ＧＰＳ单频接收机的精密单点定位研究，测绘科

学，３５（２）：１２３—１２４．

１５）洪顺英，刘智荣，戴娅琼，申旭辉，单新建，荆凤，２０１０，西藏改则地震

升降轨同震形变场特征分析与破裂模式，国土资源遥感，（１）：４４—５４．

１６）洪顺英，申旭辉，单新建，刘智荣，戴娅琼，荆凤，２０１０，基于升降轨 ＡＳＡＲ

的于田ＭＳ７３级地震同震形变场信息提取与分析，国土资源遥感，（４）：９８—１０２．

１７）纪洪磊，赵华，王成敏，毛洪亮，卢演俦，２０１０，水成沉积物回授光释光

测年可行性初探，地震地质，３２（２）：３２０—３２６．

１８）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Ｄ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２０１０，Ｅｏｌｉａｎ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ｋｏｕｚｉｌａ

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Ｎｅｏｇｅｎ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ｗｉｎｔ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２２（５－６）：８４３—８５４．

１９）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ＭａｏＸｕｅ，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ｅｓｓｉｃａ，ＭａＸｉａｏｌｉｎ，

２０１０， ～４Ｍａｃｏａｒｓｅｎｉｎｇ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Ｂａｉｋ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

ｎａＳｅａ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ＮＨｇｌａｃｉａｔｉｏｎ，Ｐａｌａ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９８（３－４）：２０１—２０９．

２０）靖晨，周永胜，兰彩云，２０１０，龙门山韧性剪切带主要矿物结构水含量与

变形的关系，岩石学报，２６（５）：１６０４—１６１６．

２１）ＫｉｔａｊｉｍａＨｉｒｏｋｏ，ＣｈｅｓｔｅｒＪｕｄｉｔｈＳ．，Ｃｈｅｓｔｅｒ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Ｍ．，ａｎｄ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２０１０，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ｕｌｔｒａｃａｔａｃｌａｓｉｔｅｉｎｒｏｔａｒｙｓｈｅ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ｔ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１１５：Ｂ０８４０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９ＪＢ００７０３８．

２２）兰彩云，何昌荣，姚文明，靖晨，２０１０，热水条件下角闪石断层泥的摩擦

滑动性质———与斜长石断层泥的对比，地球物理学报，５３（１２）：２９２９—２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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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ＷｅｉＺｈａｎｙｕ，ＹｅＪｉａｎｑｉｎｇ，ＨａｎＹｏｎｇｂ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２０１０，

Ａｍｏｕｎｔｓａｎｄｓｔｙｌｅｓ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Ｗ ７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４９１（１－４）：３５—５８．

２４）李传友，张培震，袁道阳，王志才，郑德文，２０１０，活动走滑断裂上断塞

塘沉积特征及其构造含义———以西秦岭北缘断裂带断塞塘为例，地质学报，８４

（１）：９０—１０５．

２５）ＬｉＬｅｉ，２０１０，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ｎ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Ｑｆｏｒ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ａ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Ｐｕｒｅ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６７（１２）：１５７７－１５７８．

２６）ＬｉＬｅｉ，ＬｕＪｕｎ，２０１０，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６７（１２）：１５７９—１５８０．

２７）李卫东，彭淑敏，单新建，２０１０，卫星准实时数据处理后台管理服务系统

设计，微计算机信息，２６（８－３）：１４—１６．

２８）李卫东，单新建，彭淑敏，２０１０，热红外静止卫星地震监测系统综合技术

研究，遥感技术与应用，２５（５）：７４７—７５２．

２９）李昱，姚华健，刘启元等，２０１０，川西地区台阵环境噪声瑞利波相速度层

析成像，地球物理学报，５３（４）：８４２—８５２．

３０）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ＧａｏＬｕ，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Ｌｉ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ｎ

Ｍｉｎ，ＣｈｅｎＳｈｉｍｉｎｇ，２０１０，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Ｐｌｅｉｓｔｏｎｃｅｎ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ｉｈｅｗａｎ

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５（２－３）：３８５—３９０．

３１）刘建辉，张培震，郑德文，万景林，王伟涛，２０１０，秦岭太白山新生带隆

升冷却历史的磷灰石裂变径迹分析，地球物理学报，５３（１０）：２４０５—２４１４．

３２）ＬｉｕＪｉａｎ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ＷａｎＪｉｎｇｌｉｎ，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Ｄｕ

Ｐｅｎｇ，ＬｅｉＱｉｙｕｎ，２０１０，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ｒａｐｉｄ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ｌｉｆｔ

ｏｆｔｈｅＨｅｌ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５３（３）：３４５—３５５．

刘建辉，张培震，郑德文，万景林，王伟涛，杜鹏，雷启云，２０１０，贺兰山晚

新生代隆升的剥露特征及其隆升模式，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４０（１）：５０—６０．

３３）刘进峰，陈杰，尹金辉，陈立春，卢演俦，杨会丽，２０１０，龙门山映秀－

北川断裂带擂鼓探槽剖面古地震事件测年，地震地质，３２（２）：１９１—１９９．

３４）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ｅ，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ＬｕＹａｎｃｈｏｕ，ＭｕｒｒａｙＡｎｄｒｅｗ，ＣｈｅｎＬｉ

ｃｈｕ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ｅｓｓｉｃａ，Ｙ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２０１０，ＯＳＬａｎｄＡＭＳ１４Ｃ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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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ｔｔｈｅＬｅｉｇｕｔｒｅｎｃｈ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００

（５Ｂ）：２６８１—２６８８．

３５）刘启元，李昱，陈九辉等，２０１０，基于贝叶斯理论的接收函数与环境噪声

联合反演，地球物理学报，５３（１１）：２６０３—２６１２．

３６）刘峡，马瑾，傅容珊，杨国华，绍志刚，郑智江，２０１０，华北地区现今地

壳运动动力学初步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３（６）：１４１８—１４２７．

３７）刘扬，侯亚梅，卫奇，刘春茹，２０１０，泥河湾盆地中部东坡旧石器时代早

期遗址的发现，人类学学报，２９（２）：１１５—１２２．

３８）刘远征，马瑾，姜彤，潘纪顺，２０１０，库水渗流与荷载对水库地震形成的

影响分析，地震地质，３２（４）：５７０—５８５．

３９）刘云华，屈春燕，单新建，宋小刚，张桂芳，张国宏，２０１０，ＳＡＲ遥感图

像在汶川地震灾害识别中的应用，地震学报，３２（２）：２１４—２２３．

４０）刘云华，单新建，李卫东，马照松，张国宏，２０１０，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的地震

复发周期与危险性分析，地震，３０（４）：５８—６４．

４１）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２０１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２０１０ＹｕｓｈｕＭＳ７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

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５４（４）：５７１—５８０．

刘云华，单新建，屈春燕，张桂芳，２０１０，青海玉树 ＭＳ７１级地震地表形变场

特征研究，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４０（１０）：１３１０—１３２０．

４２）马瑾，２０１０，地震机理与瞬间因素对地震的触发作用———兼论地震发生的

不确定性，自然杂志，３２（６）：３１１－３１３，３１８

４３）ＭａＪｉｎ，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ｙｕｎ，ＨｕＸｉａｏｙａｎ，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２０１０，Ｓｐａ

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

ｔｙ，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１（１）：５７—６７．

马瑾，陈顺云，扈小燕，刘培洵，刘力强，２０１０，大陆地表温度场的时空变化

与现今构造活动，地学前缘，１７（４）：１—１４．

４４）ＭａＪｉｎ，Ｍａ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２０１０，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ｎｆｉｅｌ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ｅｎｃｈｅｌｏｎ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１）：２４—３５．

４５）ＭａＳｈａｏｐｅｎｇ，ＧｕｏＷｅｎｊｉｎｇ，ＳｏｎｇＹｉｍｉ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ｂｉｎ，２０１０，Ｄｙｎａ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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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ｒａｃｋｔｉｐｏ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ｏｆｒｏｃｋｕｎｄｅｒｍｅｄｉｕｍｌｏｗｌｏａｄ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Ａｃｔ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

Ｓｏｌｉｄ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３（Ｓ）：２３４－２３９．

４６）缪阿丽，马胜利，周永胜，２０１０，硬石膏断层带摩擦稳定性转换与微破裂

特征的实验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３（１１）：２６７１—２６８０．

４７）Ｒａｎ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ＣｈｅｎＬｉｃｈｕｎ，ＣｈｅｎＪｉｅ，ＷａｎｇＨｕ，ＣｈｅｎＧｕｉｈｕａ，ＹｉｎＪｉｎ

ｈｕｉ，ＳｈｉＸｉａ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ＸｕＸｉｗｅｉ，２０１０，Ｐａｌｅ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ｐｅａｔｔｉｍｅｏｆ

ｌａｒｇ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ｔｔｈｒｅｅｓｉｔ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４９１

（１－４）：１４１—１５３．

４８）Ｒａｎ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ＳｈｉＸ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Ｈｕ，ＣｈｅｎＬｉｃｈｕｎ，ＣｈｅｎＪｉｅ，ＬｉｕＲｕｉｃｈｕｎ，

ＧｏｎｇＨｕｉｌｉｎｇ，２０１０，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ｔｈｅＭＳ ８０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５５（９）：８４１—８５０．

冉勇康，史翔，王虎，陈立春，陈杰，刘瑞春，宫会玲，２０１０，汶川 ＭＳ８地震

最大地表同震垂直位移量及其地表变形样式，科学通报，５５（２）：１５４—１６２．

４９）ＲｙｄｅｒＩ．，ＢüｒｇｍａｎＲ．，ＳｕｎＪ．，２０１０，Ｔａｎｄｅｍ ａｆｔｅｒｓｌｉｐｏ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ｆａｕ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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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朱守彪，张培震，石耀霖，２０１０，华北盆地强震孕育的动力学机制研究，

地球物理学报，５３（６）：１４０９—１４１７．

８８）ＺｈｕＷｅｎ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ｙｏｎｇ，Ｓｈｕ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ＷａｎＪｉｎｇｌｉｎ，ＬｕＨｕａｆｕ，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ｌｉ，ＹａｎｇＷｅｉ，ＳｕＪｉｎｂａｏ，２０１０，Ｔｈｅｒｍ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ｂａｓｅ

ｍｅｎｔｒｏｃｋｓｏｆｔｈｅＫｕｒｕｋｔａｇｕｐｌｉｆｔ，ＮＥＴａｒｉｍｃｒａｔｏｎ，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５２（９）：９４１—９５４．

２、在国际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郭飚，刘启元，陈九辉等，川西龙门山及邻区地壳上地幔各向异性地震 Ｐ

波走时层析成像研究，海峡两岸汶川地震专题研讨会，四川成都，２０１０，１８—１０．

２）刘启元，李昱，陈九辉等，汶川地震区地壳上地幔三维 Ｓ波速度结构初步

研究，海峡两岸汶川地震专题研讨会，四川成都，２０１０，１８—１０．

３）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Ｗ７９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ｂｙ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ＧＰ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０，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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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Ｃｈｅｎ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ｍｉｒｓ，Ｃｈｉｎａ，帕米尔陆内深

俯冲作用国际研讨会，德国波兹坦，２０１０，５１７—１９．

５）ＧｕｏＢ．，ＬｉｕＱ．，ＣｈｅｎＪ．，ＬｉＳ．，ＬｉＹ．，ＷａｎｇＪ．，ＱｉＳ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ｎｄｈｅｔｅｒ

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ｗ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ｒｏｍ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

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ｓ，２０１０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２０１０，５２１—２７．

６）ＱｉＳ．，ＬｉｕＱ．，ＬｉＳ．，ＣｈｅｎＪ．，ＬｉＹ．，ＧｕｏＢ．，ＷａｎｇＪ．，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８０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ｒｏｍＰｓ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ｏｆ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２０１０，５２１—２７．

７）ＬｉＹ．，ＹａｏＨ．，ＣｈｅｎＪ．，ＨｕａｎｇＨ．，ＬｉｕＱ．，ＨｉｌｓｔＲ．ＶａｎＤｅｒ，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Ｓｉｃｈｕａｎ，２０１０

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２０１０，５２１—２７．

８）ＣｈｅｎＪ．，ＬｉＹ．，ＹａｏＨ．，ＦｒｏｍｅｎｔＢ．，ＬｉｕＱ．，ＨｉｌｓｔＲＶａｎＤｅｒ，ＣａｍｐｉｌｌｏＭ．

，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１０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２０１０，５２１—２７．

９）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

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０，Ｍａｋｕｈａｒｉ，Ｃｈｉｂ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０，

５２３—２８．

１０）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Ｔｈｅ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ｈａｉｎ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５ｔｈ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ｋａｒａｋｏｒａｍｔｉｂ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ＵＳＡ，２０１０，６５—１０．

１１）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ｏ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ｏｎｅａｒｅａ，ＵＵＣｈｉｎａＳｅｍｉ

ｎａｒ／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ｏｈｕｍ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Ｕｔｒｅｃｈ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０，６７—６９．

１２）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ｃｒｏ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ＵＵＣｈｉｎａＳｅｍｉｎａｒ／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ｏｈｕｍ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Ｕｔｒｅｃｈ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２０１０，６７—６９．

１３）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ａｎｄｍｉｎｏ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ｔｏ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ｌｓｌｉｄｉｎｇｏｆｇａｂｂｒｏ，ＵＵＣｈｉｎａＳｅｍｉｎａｒ／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

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ｏｈｕｍ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Ｕｔｒｅｃｈ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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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６７—６９．

１４）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ＵＵＣｈｉｎａＳｅｍｉｎａｒ／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 ｇｒｅａ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Ｕｔｒｅｃｈ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０，

６７—６９．

１５）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ｌａｔｅｓｔ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ＵＣｈｉｎａＳｅｍｉｎａｒ／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Ｕｔｒｅｃｈ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０，６７—６９．

１６）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ｎｅｗ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ｆａｕｌ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ＵＵＣｈｉｎａＳｅｍｉｎａｒ／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 ｇｒｅａ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Ｕｔｒｅｃｈ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０，

６７—６９．

１７）Ｇｕｏ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ＭａＪｉｎ，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ａｎｄ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ｎｔｅｎ

ｓｉｌ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ｅｃｈｅｌｏｎｆａｕｌｔｓ，Ａｓｉａ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ｉ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ｙｄｅｒａｂａｄ，Ｉｎｄｉａ，

２０１０，７５—９．

１８） 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ＨａｎＹｕｆｅｉ，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ＧｕｏＬｉｍ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０，Ｈａｗａｉｉ，ＵＳＡ，２０１０，７２５—３０．

１９）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ｎｅｗ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ｆａｕｌ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Ｔｏｈｏｋ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Ｇｌｏｂ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

ｔｅｒｆｏｒ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ｅｎｄａｉ，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０，７１３—１５．

２０）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Ｌｏｗｔｏ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ｕｂ

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Ｇｏｒｄ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Ｔｒａｎｓｉ

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ｉｎｇ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Ｔｉｌ

ｔｏｎ，ＮＨ，ＵＳＡ，２０１０，８８—１２．

２１）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ｎ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Ｔｈｅ６ｔｈＡＰＲ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Ｍｕｌｔｉｈａｚａｒｄ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ｉｍ：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

ｐｌｉｎａｒ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Ｈａｚａｒｄ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

８２７—２９．

２２）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ａｎｄＮｏｄａＨ．，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ｌａｗ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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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ｉｐｔｏｆｕｌｌｙ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ｌｏｗ，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

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０，１０２７—２９．

２３）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ＪｕｌｌＡＪＴｉｍｏｔｈｙＢｕｒｒ，ＧｅｏｒｇｅＳ．，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ｇａｎｇ，Ｗｉｇｇｌｅ

ｍａｔｃｈ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ｌａｒｇｅｓｔ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ａｎｃｈｉｖｏｌｃａｎｏ，２０１０ＧＳＡＤｅｎｖ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Ｄｅｎｖｅｒ，ＵＳＡ，２０１０，１０３１—１１３．

２４） 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ａｃｋａｎ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ａｄｏｖａ，Ｉｔａｌｙ，１１１８—２０．

２５） Ｔｏｇｏ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ＤｏｎｇＪＪ．ａｎｄＬｅｅＣＴ．，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ｌｉ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Ｔｓａｏｌ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１９９９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Ｃｈ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ａｄｏｖａ，Ｉｔａｌｙ，２０１０，１１１８—２０．

２６）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Ｄ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ｇ，ＨａｎＬ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ｇｏｕ

ｇｅｓｆｒｏ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０，１２１３—１７．

２７）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０，１２１３—１７．

２８）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ａｎｄＮｏｄａＨ．，Ａｎｅｗｂｒｉｔｔｌｅｔ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ｌａｗａｎｄｉｔｓ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０，１２１３—１７．

２９）Ｔｏｇｏ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ＭａＳ．，ＮｏｄａＨ．，ＴａｎｉｋａｗａＷ．ａｎｄＨｉｒｏｓｅ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ｙ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ＣｈｉＣｈｉＴａｉｗａｎｔｏ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

２０１０，１２１３—１７．

３０）ＣｈｅｎＪ．，ＬｉＴ．，ＬｉｕＪＦ．，ＨｕａｎｇＭＤ．，ＹｕａｎＺＤ．，ＹｕＳ．，ＹａｎｇＨＬ．，

Ｈｉｇｈｒａｔｅｏｆｕｐｌｉｆｔａｎｄ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ｅｌｉｅ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２０１０，１２１３—１７．

３１）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ａｎｄＤ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Ｅｏｌｉａｎ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ｋｏｕｚｉｌａ

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Ｎｅｏｇｅｎ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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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ｗｉｎｔ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０，１２１３—１７．

３、在国内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张培震，郑德文，袁道阳，等，青藏高原东缘与北缘主要山系崛起的构造

控制作用，第三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广东广州，２０１０，３２６—２８．

２）郑文俊，张培震，袁道阳等，河西走廊中段北部合黎山南缘断裂新活动与

构造活动特征，第三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广东广州，２０１０，

３２６—２８．

３）郑文俊，张培震，袁道阳等，ＧＰＳ观测及断裂在晚第四纪滑动速率所反映

的青藏高原北部变形，第三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广东广州，２０１０，

３２６—２８．

４）张会平，张培震，袁道阳，等，青藏高原东北缘茶卡盆地新近系磁性地层

及其构造意义，第三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广东广州，２０１０，

３２６—２８．

５）王萍，龙门山河骨期的沉积、时代和软沉积物变形构造，第三届构造地质

与地球动力学学术研讨会，广东广州，２０１０，３２６—２８．

６）杨会丽，５１２汶川地震小鱼洞地表破裂带古地震事件光释光测年，全国第

十二次释光与电子自旋共震测定年代学术讨论会，云南大理，２０１０，７１８—２４．

７）刘进峰，ＪａｉｎＭａｙａｎｋ，ＭｕｒｒａｙＡｎｄｒｅｗ，ＢｕｙｌａｅｒｔＪａｎｐｉｅｔｅｒ，卢演俦，陈杰，

用改进的单片再生法对大同火山烘烤层样品回授热转移信号的初步探测，全国第十

二次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定年代学术讨论会，云南大理，２０１０，７１９—２３．

８）刘春茹，尹功明，高璐，李建平，林敏，韩非，ＥＳＲ测年研究中水成沉积

物对不同人工辐照剂量率响应初探，全国第十二次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定年代学

术讨论会，云南大理，２０１０，７１９－２３．

９）温少妍，屈春燕，单新建，闫丽莉，地震构造区红外亮温背景场及异常提

取方法研究，中国地震学会地震电磁专业委员会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

员会２０１０年学术讨论会，黑龙江哈尔滨，２０１０，７２４—２５．

１０）闫相相，地震电磁信号传播与各圈层耦合研究进展，中国地震学会地震电

磁专业委员会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０年学术讨论会，黑龙江哈

尔滨，２０１０，７２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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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刘进峰，陈杰，尹金辉，陈立春，卢演俦，杨会丽，青藏高原东北缘龙门

山映秀－北川断裂带擂鼓探槽剖面末次古地震事件测年，第十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

会，甘肃兰州，２０１０，８１８—２０．

１２）张培震，郑德文，袁道阳等，青藏高原东缘与北缘主要山系崛起的构造控

制作用，第十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甘肃兰州，２０１０，８１８—２０．

１３）郑文俊，张培震，袁道阳等，合黎山南缘断裂新活动与两次历史地震的考

证，第十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甘肃兰州，２０１０，８１８—２０．

１４）张会平，张培震，刘少峰，晚上新世－更新世以来黄河流域西宁－循化－贵

德地区的侵蚀及其均衡反弹，第十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甘肃兰州，２０１０，

８１８—２０．

１５）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Ｅｏｌｉａｎ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ｓｉｇａｎ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ｋｏｕｚｉ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Ｎｅｏｇｅｎ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ｗｉｎｔｅｒｍｏｎ

ｓｏｏｎ，第十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甘肃兰州，２０１０，８１８—２０．

１６）ＭａｏＸｕ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ａｌｅｏｃｌｉ

ｍａｔ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ｓｔ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ｔｉｏｎ，第十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甘肃

兰州，２０１０，８１８—２０．

１７）徐红艳，冲绳海槽北部 ＰＣ－１孔２４ｋａ以来孢粉记录的古环境信息，第十届

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甘肃兰州，２０１０，８１８—２０．

１８）韩非，中国重庆巫山龙骨坡早期文化遗址 ＥＳＲ－铀系年代初步结果，第十

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甘肃兰州，２０１０，８１８—２０．

１９）尹功明，第四纪以来黄河阶地揭示的香山－天景山断裂的运动期次和时代，

第十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甘肃兰州，２０１０，８１８—２０．

２０）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Ｅｏｌｉａｎ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ｋｏｕｚｉ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Ｎｅｏｇｅｎ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ｗｉｎｔｅｒｍｏｎ

ｓｏｏｎ，第二届全球季风会议，上海，２０１０，９１３—１５．

２１）陈为涛，甘卫军，汶川地震震后应力场转移与余震触发的关系，中国地球

物理学会第二十六届年会，浙江宁波，２０１０，１０１７—２０．

２２）程佳，刘杰，甘卫军，陈为涛，巴颜喀拉块体边界断裂各段强震演化及其

现今地震危险性分析，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六届年会，浙江宁波，２０１０，

１０１７—２０．

２３）杜方，闻学泽，张培震，鲜水河断裂带炉霍段的震后滑动与形变，中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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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六届年会，浙江宁波，２０１０，１０１７—２０．

２４）郝明，由１９９０年 ＭＳ７０共和地震震后垂直形变反演断层和岩石圈流变结

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六届年会，浙江宁波，２０１０，１０１７—２０．

２５）李传友，张培震，尹金辉，闵伟，青藏高原东北缘海原断裂晚第四纪左旋

滑动速率，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六届年会，浙江宁波，２０１０，１０１７—２０．

２６）孙建宝，２０１０年玉树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与反演，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

十六届年会，浙江宁波，２０１０，１０１７—２０．

２７）王敏，沈正康，万永革，陶玮，王阎昭，等，２００８年汶川 ＭＷ ７９地震

ＧＰＳ震后形变场监测与龙门山断裂带震后滑移及其邻域流变学响应研究，中国地球

物理学会第二十六届年会，浙江宁波，２０１０，１０１７—２０．

２８）王阎昭，王敏，沈正康，葛伟鹏，王康，王凡，孙建宝，玉树地震发震构

造与震前形变场分析，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六届年会，浙江宁波，２０１０，

１０１７—２０．

２９）周永胜，流体在岩石塑性变形与成矿中的作用，大兴安岭地区多金属矿成

矿规律及找矿勘察方法，内蒙古赤峰，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２２．

五、开放与合作交流情况

１、实验室设立的开放课题

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单位 起止时间

１
大型水库对构造活动的影响与

机理
ＬＥＤ２０１０Ｂ０１

石耀霖，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２
三维雁型表面裂纹的扩展与贯

通机制实验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０Ｂ０２ 黄凯珠，香港理工大学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３ 地震电磁辐射的动态实验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０Ｂ０３
朱涛，中国地震局地球

物理研究所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４
细观结构对断层失稳前力学量

异常的影响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０Ｂ０４

王学滨，辽宁工程技术

大学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５
中地壳剪切作用的实验流变学

模拟———以角闪石变形为例
ＬＥＤ２０１０Ｂ０５

刘俊来，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６
应用裂变径迹方法揭示新疆库

车前陆冲断带逆冲剥露过程
ＬＥＤ２０１０Ｂ０６ 朱文斌，南京大学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７
黑龙江科洛火山群火山岩年代

学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０Ｂ０７

李霓，中国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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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增客座研究员介绍

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Ｂｕｒｂａｎｋ，男，１９５１年出生，教授。

于１９８２年在美国 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学院获地质学博士学位。

１９９４年至 １９９７年为南加州大学教授，１９９７年至 ２０００

年为美国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州立大学教授，现为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士、加州大学 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分校地质系教授、系

主任。Ｂｕｒｂａｎｋ教授及其领导的研究团队长期从事构造

地貌、活动构造、褶皱－逆断层带和前陆盆地的构造和

地层演化、褶皱作用的运动学、盆地分析和模拟、造山

带地形演化与气候和侵蚀作用、磁性地层和构造热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尤其对挤

压构造区晚新生代地貌、生长褶皱和断层的演化、地表过程的速率、斜向挤压中的

应变分配等方面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目前是世界上这一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团队

之一，先后在包括 Ｎａｔｕｒｅ在内的国际著名期刊发表论著１００余篇。

Ｒａｉｎｅ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Ｇｒüｎ，男，１９５６年 ４月出生于

德国，教授。１９９７年毕业于澳利亚国立大学，获博士

学位。１９９８年开始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ＡＮＵ）地球

科学研究学院 （ＲＳＥＳ）任教，主要从事地质年代学和

环境地球化学方面的相关研究。目前主要研究电子自

旋共振 （ＥＳＲ）及 Ｕ－ｓｅｒｉｅｓ测年法在考古学中的发展

及应用，如人类演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时间问题，同

时也研究有关第四纪的地貌动力学机制和全球海平面

变化等相关科学问题。现担任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主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副主编、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编委，自 ２００８年

以来担任 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ｉｎ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主席。现已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发表专著

数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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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ｍｅｓＳｐｉｅｒｓ，男，１９５３年 １１月出生

于英国，教授。１９８０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获博

士学位。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分

校和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１９８３年起在乌德

勒支大学任教，１９９４年起担任教授，曾担任该校地球科

学院院长，目前担任高温高压实验室负责人。Ｓｐｉｅｒｓ教

授的研究领域包括实验岩石和断层力学、高温高压下岩

石的流变和流体运移性质、微观物理和化学机制、水岩相互作用的化学影响等，特

别是在岩石变形机制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先后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１００余篇。

３、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２—２６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 Ｒｏｂｅｒｔ

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教授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做了题为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ｏｆ

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ａｎｔｌ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Ｗ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ｐｈａｒｒａｙｓ”的报告。

２）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２—２６日，法国约瑟夫－傅里叶大学地球动力学与构造物理实

验室 ＭｉｃｈｅｌＣａｍｐｉｌｌｏ教授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做了题为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ｐｅｅｄ：Ｎｅｗ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３）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２—２６日，法国约瑟夫－傅里叶大学地球动力学与构造物理实

验室 ＢｅｒｅｎｉｃｅＦｒｏｍｅｎｔ博士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做了题为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ｐｅｅｄｉｎ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ｇｉｏｎ”的报告。

４）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２—２６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姚华健博

士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５）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２—２６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黄慧博士

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６）２０１０年 ４月 １０—２４日，俄罗斯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 ＲｅｂｅｔｓｋｉｙＹｕｒｙ教授

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讨论和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四川地震构造应力场重建”的

学术报告。

７）２０１０年４月 １０—２４日，俄罗斯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Ｌｕｋｙａｎ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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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ｙａ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讨论和学术交流。

８）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０—３０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副教授访问实

验室，开展合作交流和野外考察，做了题为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的报告。

９）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６月 １８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博士研究生 Ｊ．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和野外考察。

１０）２０１０年４月 ２９日—５月 １４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Ｄ．Ｗ．Ｂｕｒ

ｂａｎｋ教授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和野外考察。

１１）２０１０年５月 ２—１６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ＰｅｔｅｒＭｏｌｎａｒ教授访问实验室，

就合作课题开展讨论与研究。

１２）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２—２９日，英国牛津大学 ＪｏｈｎＥｌｌｉｏｔｔ博士访问实验室，开展

学术交流，做了四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① “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ｔｒａｉｎ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Ａｌｔｙｎ

ＴａｇｈＦａｕｌｔｕｓｉｎｇＥＲ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ＳＡＴｄａｔａ”，② “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ｅｘｔｅｎ

ｓ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③ “Ｔｈｅ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Ｑａｉｄａｍ／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ｈｒｕｓ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ＩｎＳＡＲ”，④ “Ｔｈｅ２０１０Ｈａｉｔ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ｈｏｒｔｔａｌｋ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１３）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６日—６月１３日，美国加州大学北岭分校 Ｒ．Ｈｅｅｒｍａｎｃｅ博士

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和野外考察。

１４）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２７日，英国利兹大学在读博士 ＭａｔｔｈｅｗＧａｒｔｈｗａｉｔｅ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ｕｓｉｎｇｌｏｎｇｓｗａｔｈｓｏｆＥＮ

ＶＩＳＡＴ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的报告。

１５）２０１０年６月７—１３日，德国兹波茨坦地学中心汪荣江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展学术交流，做了题为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ｏｆＧＰＳ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的报告。

１６）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１８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ＲａｉｎｅｒＧｒüｎ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展合作研究和野外考察，做了题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等系列

讲座。

１７）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０日—８月２日，美国休斯顿大学 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博士访问实验

室，开展合作研究和野外考察。

１８）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０日—８月６日，美国休斯顿大学博士生 ＤＢＩｍｒｅｃｋｅ访问实

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和野外考察。

１９）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７—２２日，英国剑桥大学 ＪａｍｅｓＪａｃｋｓｏｎ教授访问实验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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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北延怀盆地进行了野外地质考察，并开展了学术交流，达成了合作意向，做了

题为 “根据伊朗地震研究对地壳发震层习性的新认识”的报告。

２０）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７—２２日，牛津大学 ＢａｒｒｙＰａｒｓｏｎ教授访问实验室，对京西北

延怀盆地进行了野外地质考察，并开展了学术交流，达成了合作意向，做了题为

“利用东地中海 ＧＰＳ观测结果检验大陆变形的块体模式”的报告。

２１）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７—２８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研究生 Ｋ．Ａ．Ｈｅｄｒｉｃｋ访

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和野外考察。

２２）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７日—８月 ２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 Ｌ．Ｏｗｅｎ教授访问实验

室，开展合作研究和野外考察。

２３）２０１０年８月 １８—２７日，日本冈山理科大学 ＳｈｉｎＴｏｙｏｄａ教授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

２４）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美国阿拉斯加大学ＪｅｆｆＦｒｅｙｍｕｅｌｌｅｒ教授访问实验室，做

了题为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Ａｌａｓｋａ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的报告。

２５）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１日—９月１日，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 ＪａｍｅｓＪｉｒｏＭｏｒｉ教

授来实验室并讲学，并参观了构造物理实验室，访问了台阵地震学实验室。做了两

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① “Ｒａｐｉ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ｆａｕｌ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ｈｉＣｈｉＴａｉｗａｎａｎｄ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②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ｏｆ

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２６）２０１０年９月４—１１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 ＳｈｅｒｍａｎＳｅ

ｍｅｎ院士来实验室开展合作讨论和学术交流，并做了题为 “陆间地震带的构造物理

模型－以贝加尔裂谷带为例”的报告。

２７）２０１０年９月 ４—１１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 Ｂｏｒｎｙａｋｏｖ

Ｓｅｒｇｅｙ教授来实验室开展合作讨论和学术交流，并做了题为 “地震前兆：物理模型与

技术”的报告。

２８）２０１０年９月４—１１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 ＬｕｎｉｎａＯｘａｎａ

副教授来实验室开展合作讨论和学术交流，并做了题为 “加尔裂谷带上新世－全新世

活动断层－判断准则与活动速率”的报告。

２９）２０１０年９月５日－１１日，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 ＲＢａｔｔｉｓｔｏｎ院长访问实

验室，召开了中意国际合作项目 “ＣＳＥＳ（中国地震电磁卫星）计划第一期研究”暨

地震卫星阶段工作研讨会，确定了下一步的合作研究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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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０１０年９月５—１１日，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Ｆｉｄａｎｉ博士访问

实验室，召开了中意国际合作项目 “ＣＳＥＳ（中国地震电磁卫星）计划第一期研究”

暨地震卫星阶段工作研讨会，确定了下一步的合作研究计划。

３１）２０１０年９月５—１１日，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ＳｔｅｆａｎｏＤｅＢｅｉ教授访问实验室，

召开了中意国际合作项目 “ＣＳＥＳ（中国地震电磁卫星）计划第一期研究”暨地震卫

星阶段工作研讨会，确定了下一步的合作研究计划。

３２）２０１０年９月５—１１日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应用物理研究所 ＧｕｉｄｏＣａｓｔｅｌｌｉ

ｎｉ博士访问实验室，召开了中意国际合作项目 “ＣＳＥＳ（中国地震电磁卫星）计划第

一期研究”暨地震卫星阶段工作研讨会，确定了下一步的合作研究计划。

３３）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１７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副教授访问实

验室，就合作课题开展讨论与研究，并进行了野外考察。

３４）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２７日，美国密歇根大学 ＡｌｉｓｏｎＲＤｕｖａｌｌ博士访问实验室，

就合作课题开展讨论与研究。

３５）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１７日，美国密歇根大学 ＭａｒｉｎＣｌａｒｋ副教授访问实验室，就

合作课题开展讨论与研究。

３６）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８日，加拿大地调局王克林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开展学术交

流访问，并做了题为 “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ｌｏｎｇｃｏａｓｔｏｆ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的

报告。

３７）２０１０年 ９月 ３０日—１０月 ３１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博士生

ＢＬＭｅｌｏｓｈ访问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和野外考察。

３８）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９日—１１月 １日，荷兰乌德勒支大学 ＣＳｐｉｅｒｓ教授来实验室

访问，并给研究生授课，课程内容为①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ｏｗｔｏｂｅａｔ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ｓａｔ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ｇａｍｅ”，② “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ｒｈｅｏｌｏｇｙ”。

３９）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３—２６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 Ｒｏｂｅｒｔ

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教授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４０）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３—２６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黄慧博

士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做了题为 “Ｒａｄｉ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ｄ

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ａｍｂｉ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ｎｏｉｓｅ”的报告。

４１）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３—２６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邵学峰

博士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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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３日，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雷兴林主任研究员来实验

室开展学术交流，并给研究生授课，课程内容为 “声发射技术在实验岩石力学中的

应用”。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ＰｅｔｅｒＭｏｌｎａｒ教授与张培震研究员等在野外考察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ＥｒｉｃＫｉｒｂｙ副教授和
密西根大学 ＡｌｉｓｏｎＤｕｖａｌｌ博士在野外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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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牛津大学 ＪｏｈｎＥｌｌｉｏｔｔ博士在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 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分校

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Ｂｕｒｂａｎｋ教授和陈杰研究员在野外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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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客座研究员、荷兰乌德勒支大学 ＣＳｐｉｅｒｓ教授来实验室为研究生授课

中意国际合作项目 “ＣＳＥＳ（中国地震电磁卫星）计划第一期研究”暨地震卫星阶段工作研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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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实验室人员出国 （境）情况

１）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１９日，张国宏研究实习员赴法国尼斯大

学访问学习，访问期间参加了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２日—７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 ２０１０

年欧洲地球物理联合年会 （ＥＧ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做了题为 “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Ｗ ７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ｙ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ＧＰ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２）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０日—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１０日，尹金辉副研究员赴美国亚利桑那

大学访问学习，访问期间参加了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３日在美国丹佛举办的

２０１０年美国地质学会年会 （ＧＳＡＤｅｎｖ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并做了题为 “Ｗｉｇｇｌｅ

ｍａｔｃｈ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ｌａｒｇｅｓｔ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ａｎｃｈｉｖｏｌｃａｎｏ”的报告。

３）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７日—１２月３１日，博士研究生王伟涛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访问学习。

４）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７日，张竹琪助理研究员赴美国纽约伦斯勒技术学院进行为期

一年的访问学习。

５）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９日，博士研究生汲云涛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进行为

期一年的访问学习。

６）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４日，陶玮副研究员赴美国阿拉巴马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

学习，访问期间参加了２０１０年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秋季会议 （ＡＧＵＦ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７）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６—２０日，陈杰研究员赴德国波茨坦地学中心，参加由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 （ＮＳＦ）大陆动力学计划资助、在德国波茨坦举行的帕米尔地区陆内

深俯冲作用国际研讨会。并做了题为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ｍｉｒｓ，

Ｃｈｉｎａ”的报告

８）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１—２７日，陈九辉副研究员赴台北参加 ２０１０年西太平洋地球

物理会议 （ＷＰＧＭ），并做了题为 “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的报告。

９）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１—２７日，刘启元研究员赴台北参加 ２０１０年西太平洋地球物

理会议 （ＷＰＧＭ）。

１０）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３—２８日，特聘研究员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参加在日本千叶举

行的 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０，做了题为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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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ｒｈｅｏｌｏｇｙ”的报告。

１１）２０１０年６月５—１０日，张培震研究员赴旧金山参加第 ２５届喜马拉雅－喀喇

昆仑－西藏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做了题为 “Ｔｈｅ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ｈａｉｎ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的报告。

１２）２０１０年６月 ７—９日，马胜利研究员赴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参加 “ＵＵＣｈｉｎａ

Ｓｅｍｉｎａｒ／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ｏｈｕｍａ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并做了题为 “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ｒ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ｏ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ｏｎｅａｒｅａ”和 “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的报告。

１３）２０１０年６月 ７—９日，何昌荣研究员赴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参加 “ＵＵＣｈｉｎａ

Ｓｅｍｉｎａｒ／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ｏｈｕｍａ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并做了题为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ａｎｄｍｉｎｏ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ｔｏ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ｄｉｎｇｏｆｇａｂｂｒｏ”的报告。

１４）２０１０年６月 ７—９日，杨晓松研究员赴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参加 “ＵＵＣｈｉｎａ

Ｓｅｍｉｎａｒ／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ｏｈｕｍａ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并做了题为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的报告。

１５）２０１０年６月７—９日，特聘研究员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荷兰乌德勒支大学

参加 “ＵＵＣｈｉｎａＳｅｍｉｎａｒ／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ｓｔｏｈｕｍ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并做了题为 “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ｌａｔｅｓｔ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的报告。

１６）２０１０年７月 １３—１５日，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日本仙台参加

Ｔｏｈｏｋ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Ｇｌｏｂ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并做了题为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ｎｅ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的报告。

１７）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５—３０日，宋小刚博士赴美国夏威夷参加 ２０１０年 ＩＥＥＥ地球

科学与遥感学会研讨会 （ＩＧＡＲＳＳ），并做了题为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的报告。

１８）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５—３０日，单新建研究员赴美国夏威夷参加 ２０１０年 ＩＥＥＥ地

球科学与遥感学会研讨会 （ＩＧＡＲＳ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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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９月８日，王敏研究员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交流

访问。

２０）２０１０年８月８—１２日，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美国参加 Ｇｏｒｄ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

Ｒ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ｉｎｇ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做了题为 “Ｌｏｗｔｏ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

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的报告。

２１）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０日，张培震研究员赴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讲学，并做

了题为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ｙｃｌ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特邀报告。

２２）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４日—２０１１年 １月 ８日，硕士研究生袁兆德赴美国辛辛那提

大学开展实验研究。

２３）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２９日，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在日本广岛参加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并做了题为 “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ｖｅｌａｗ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ｐｔｏｆｕｌｌｙ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ｌｏｗ”的报告。

２４）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应邀赴法国巴黎高等师范

学院讲学。

２５）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应邀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

讲学讲学。

２６）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８—２０日，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意大利帕多瓦

大学参加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ｓ，并做了题为 “Ｆａｕｌ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ａｃｋａｎｄｆｏｒｗａｒｄ”的报告。

２７）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应邀赴意大利国家地球物

理和火山学研究所讲学。

２８）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８日－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８日，硕士研究生赵盼盼赴法国格勒诺布

尔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

２９）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日，陈杰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

圣塔芭芭拉分校等等地进行学术访问，访问期间参加了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 ２０１０年

秋季会议 （ＡＧＵ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并做了题为 “Ｈｉｇｈｒａｔｅｏｆｕｐｌｉｆｔａｎｄｅｒｏｓｉｏｎａ

ｌｏｎｇｔｈｅ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ｅｌｉｅ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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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２—１７日，蒋汉朝副研究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

联合会２０１０年秋季会议 （ＡＧＵ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３１）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３—１７日，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赴美国旧金山参

加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２０１０年秋季会议 （ＡＧＵ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３２）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博士研究生李涛赴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交流，学

习期间参加了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２０１０年秋季会议 （ＡＧＵ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马胜利研究员、何昌荣研究员、杨晓松研究员及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

ｍａｍｏｔｏ、沈正康应邀赴荷兰参加 “ＵＵＣｈｉｎａＳｅｍｉｎａｒ／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

　　　　　　　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ｏｈｕｍ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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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宏助理研究员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２０１０年欧洲地球物理联合年会

尹金辉副研究员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访问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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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新建研究员赴美国夏威夷参加２０１０年 ＩＥＥＥ地球科学与遥感学会研讨会 （ＩＧＡＲＳＳ）

博士研究生王伟涛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习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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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实验室开放活动

２０１０年实验室主要开放活动包括：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开放日 （７月２４日）面向

社会开放，为社会公众科普讲座，并接待他们参观实验室；多次接待中科院研究生

院研究生来实验室开展实践活动。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李大明研究员为中科院研究生院的

研究生讲解 Ｋ－Ａｒ测年技术与仪器

六、新增大型仪器设备

（１）超低渗透率测量仪

　　该设备由实验室与中国石油大学合作研制。技术指标为：围压 ２００ＭＰａ、最大孔

隙压力为４０ＭＰａ，测量下限为１０－２２ｍ２、具有稳态和震荡两种测量方法，可用于岩石

材料流体运移性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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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岩石高温流变仪

该设备为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由澳大利亚引进，由实验室进行全面改

造。技术指标为：围压３００ＭＰａ、温度１３００℃，伺服控制，可用于岩石高温塑性流变

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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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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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西地区构造变形与汶川８级地震的破裂机理

张培震研究员等在９７３计划项目支持下，以强震高发的川西地区为对象，通过

活动断裂调查、地壳形变观测和地球物理探查，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川西地区现今构

造变形、应变分配、深部动力过程、强震机理和地震危险性，并对研究区内发生的

汶川８０级特大地震进行了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如下：

（１）阐明了川西地区现今构造变形、应变分配与深部动力过程

川西地区的构造变形和应变分配模式表明，青藏高原东缘地壳物质沿鲜水河－

安宁河－小江断裂发生顺时针旋转运动，从底部拖曳着被断裂切割的上部脆性地壳，

导致应变在不同的断裂上积累和释放，形成一系列强烈地震。由北西西走向左旋剪

切转换为近南北向剪切兼挤压的变形模式在中国大陆具有普遍意义，正是不同方式

的构造转换控制了青藏高原东缘的强震活动，形成著名的南北地震带，而川西地区

是这类构造转换的最典型代表。这种转换模式对于指导南北地震带的强震危险性判

断具有意义。

（２）揭示了汶川地震的同震变形特征

与已知的低角度逆冲型地震不同，同震变形主要发生在龙门山逆冲席体内部，

向两侧迅速衰减，断裂带以外的变形相对较弱；地震破裂以高角度逆冲为主，向北

右旋走滑位移增大，但地震的垂直位移大于水平位移。地震破裂过程十分复杂，断

裂结构的复杂造成了应力的非均匀积累，在断层分叉、转折的交界处形成破裂的障

碍体，一个障碍体的破坏触发其它障碍体的破坏而形成级联破裂，从而引发了巨大

的汶川地震。

（３）提出了汶川地震的成因模式－多单元组合孕震模式

汶川地震孕育和发生涉及多个地质构造变形单元：在青藏高原的推挤作用下，

川西高原由于地壳介质软弱而发生强烈的震前变形，并把应力传输到龙门山断裂带，

构成孕震的变形单元；由于组成物质的高强度和不利于滑动的产状，龙门山断裂带

发生缓慢的震前变形并积累很高的应力，构成孕震的闭锁单元；四川盆地由于刚度

大、不易变形而构成孕震的支撑单元。这三个单元的共同作用导致了龙门山断裂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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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的高度积累和突发释放，形成了汶川特大地震。从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的多单元组

合孕震模式、高角度铲形逆冲的破裂性状和低滑动速率断裂带上发生特大地震的事

实来看，汶川地震是一种新的地震类型。

此项研究已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２３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 １４篇，ＥＩ收录 ４

篇，ＣＳＣＤ收录１２篇；其中 １３篇论文被 ＳＣＩ引用 １５５次，１３篇论文被 ＣＳＣＤ引用

１２６次。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地学界的广泛关注。曾多次应邀在 ＡＧＵ、ＨＫＴ等多

个国内外重要会议上做大会特邀报告。

图１　野外观测获得的汶川地震的同震位移分布

图２　汶川地震的多单元组合孕震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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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震区三维地壳结构的密集宽频带流动地震台阵成像

刘启元研究员等以９７３计划项目和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为依托，以 １９７６年唐

山地震 （ＭＳ７８）和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 （ＭＳ８０）的构造背景为重点，通过在研究区

布设密集流动宽频带地震台阵，对强震区进行了多参数的地震学综合研究，并在此

基础上探讨了研究区强震形成的构造成因。取得的主要研究进展如下：

（１）利用接收函数叠加搜索方法测定了首都圈的地壳厚度和平均泊松比。地壳

厚度具有较大的差异，地壳厚度的变化达１５ｋｍ，地壳厚度及其泊松比具有明显的分

块特征，形成了由ＮＥ向北京－三河－唐山过渡带与ＮＷ向张家口－渤海地震带构成的

交汇构造；研究区内的强震均发生在地壳厚度和泊松比变化的陡变带，且偏于低泊

松比的一侧。

（２）利用接收函数非线性反演方法给出了首都圈 ６０ｋｍ深度范围内的三维地壳

上地幔 Ｓ波速度结构。中上地壳的速度结构主要由 ＮＷ向的高速条带 （张家口－渤

海地震带）和穿越唐山大震区的 ＮＥ向高速条带所控制，而其中下地壳的速度结构

主要被延怀－三河－唐山地区上地幔隆起所控制，伴随壳幔界面隆起和上地幔顶部速

度结构的明显异常，在唐山，三河及延怀盆地等强震区均存在壳内 Ｓ波低速体。

（３）通过近震 Ｓ波分裂的偏振分析得到了首都圈地区主压应力场的方位特征。

应力场的整体特征表现为 ＮＥ向的背景应力场和受张家口－蓬莱断裂带控制的 ＮＷ向

局部应力场；在研究区域的西半部和中部，最大主压应力方向为 ６０°～７０°，唐山大

震区及其东部区域的最大主压应力方向近 ＥＷ向；首都圈地区的局部应力场最大主

压应力方向为１２０°～１３０°，与张家口－蓬莱断裂带走向大体平行；利用有限元数值模

拟方法所作的断层不均匀滑动对区域构造应力场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断层及其不

均匀滑动是研究区内出现大量局部应力场的重要原因，张家口－蓬莱断裂带对首都

圈局部应力场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４）利用双差地震定位技术对汶川地震的主震及余震序列进行了精确重新定

位。以壳内低速层顶部为界，余震主要分布在 ４～２４ｋｍ深度范围内的上地壳高速介

质层内，沿小鱼洞－理县方向形成一条长度超过 ６０ｋｍ余震条带，映秀－北川断裂和

灌县－江油断裂以及汶川－茂汶断裂在２０～２２ｋｍ的深度合并。

（５）利用环境噪声数据研究了汶川地震造成的地壳介质速度变化。通过计算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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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为３０天的地震噪声互相关函数 （周期１～３ｓ）和相应的倍体分析，发现汶川地

震造成地壳介质速度发生了大约００５％的变化。地壳速度参数变化的大小主要取决

于介质本身，而与地震的大小无关，尽管噪声检测对盖层介质参数的变化更为敏感，

但这种同震变化并非被沉积盖层的非线性所主导。

（６）分别利用地震噪声成像技术和接收函数方法得到了川西地区地壳上地幔

１００ｋｍ深度范围内的三维Ｓ波速度结构。川滇地块、松潘－甘孜地块和四川盆地的地

壳上地幔 Ｓ波速度结构具有显著分块结构，四川盆地中下地壳呈现整体性高速，松

潘－甘孜地块和川滇地块的中下地壳具有大面积分布的 Ｓ波低速区，松潘－甘孜地块

地壳平均泊松比高达０２９～０３１，推测其中下地壳应可能处于部分熔融的状态；龙

门山断裂带和鲜水河断裂带，作为地块间的边界断裂带，对两侧地壳结构具有明显

的控制作用，松潘－甘孜地块和四川盆地的地壳形成镶嵌结构；以汶川地震的震中位

置为界，龙门山断裂带北段和南段的 Ｓ波速度结构有明显差异，这两段之间壳幔边

界 ～６ｋｍ的断错与沿小鱼洞－理县方向余震条带重合。

（７）利用各向异性非线性地震走时层析成像技术获得了川西地区 ４００ｋｍ深度范

围内地壳上地幔三维 Ｐ波速度结构。地壳上地幔 Ｐ波速度结构具有明显的分区特

征；松潘－甘孜地块和川滇地块岩石圈速度较低，其下方上地幔热物质上涌；四川盆

地岩石圈速度较高，从南向北，其厚度由２５０ｋｍ减薄至１００ｋｍ；松潘－甘孜地块上地

幔低速物质侵入四川盆地岩石圈下方；以映秀为界，松潘－甘孜地块侵入的低速物质

将龙门山断裂带分为南北两段；Ｐ波各向异性研究表明，川滇地块上地幔流动方向

与 ＧＰＳ的观测结果相吻合，反映了川滇地块地壳和上地幔的形变一致，属于壳幔耦

合型，而松潘－甘孜地块上地幔流动方向为 ＮＥ向，与 ＧＰＳ观测显示的近 ＥＷ向地壳

变形方向不一致，表明松潘甘孜地块壳幔形变解耦，四川盆地北部 Ｐ波快波方向与

ＳＫＳ的结果较为一致，而四川盆地南部的 Ｐ波快波方向与 ＳＫＳ测量的结果垂直。

（８）利用各向异性接收函数的偏振分析给出了川西地区地壳应力场。川滇地

块、松潘－甘孜地块和四川盆地 Ｓ波快波方向总体特征明显不同，意味着这些地块

地壳最大主压应力场存在明显差异；以汶川地震震中为界，龙门山断裂南侧处于挤

压状态，而其北侧的主压应力方向与断层走向大体平行，据此推断先存应力场驱动

了汶川地震逆冲破裂之后沿龙门山断裂向 ＮＥ方向的走滑破裂。

本项研究已发表相关论文１７篇，其中ＳＣＩ收录１３篇，ＥＩ收录５篇，ＣＳＣＤ收录

１５篇；其中 １３篇被 ＳＣＩ引用 ７６次，１４篇被 ＣＳＣＤ引用 ７６次，在 ＣＮＫＩ中被引用

　◥〝



第三部分：代表性成果　　

１１６次。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已引起广泛的关注，部分研究成果已多次作为特

邀报告在国际和国内重要学术会议发表。

图１　首都圈三维地壳上地幔 Ｓ波速度结构

图２　川西地壳上地幔 Ｓ波速度结构－接收函数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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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川西地区三维地壳上地幔 Ｐ波速度结构－地震层析成像

图４　川西地区上地幔 Ｐ波各向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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