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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工作计划总结

１、自主研究课题执行情况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课题执行时间一般为 ３年。由于实验室在 ２０１０

年进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结果待定，２０１１年度实验室专项经费减少 ５０％，为

保障实验室的正常运行和对外开放，实验室专项经费全部用于开放运行，２０１１年未

新设自主课题。

２００８年首次设立的８项课题除１项因负责人出国留学需延期 １年完成外，其他

课题均按计划完成了研究任务。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３０日，实验室组织了由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委员、实验室负责人以及主管部门管理专家组成的验收组对 ７项课题进行了验

收。总体来看，７项课题实施效果良好，３年来共发表 （含待刊）论文 ４３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论文３１篇，取得了一系列学术进展，特别是实验室 “南北地震带构造变形

与强震机理”研究计划所属的５个课题以南北带中北段构造变形和汶川地震为核心

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１）对南北地震带中北段活动构造、变形方式及形

成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其晚新生代构造变形的方式和速度、构造转换关系

和相互作用、主要活动构造带强震活动历史、新生代沉积盆地形成和消亡历史与青

藏高原东北缘的形成过程；（２）对汶川地震断层带物理力学性质及震源物理环境进

行了实验研究，获得了地震断层带浅表断层泥成分特征及深部高压流体活动证据、

摩擦滑动本构参数及同震滑动特征、渗透率及流体运移特征等；（３）在汶川地震区

及其临近地区开展了流动地震台阵观测研究，获得了汶川地震主震和余震序列精确

定位、汶川地震区及邻区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层析成像与间断面成像以及龙门山

断裂带精细结构；（４）对汶川地震形变场时空演化过程进行了 ＧＰＳ观测研究，获得

了汶川地震同震形变场、震后形变场特征；（５）利用 ＩｎＳＡＲ技术研究了汶川地震形

变场，获得了地震震前－同震－震后形变场演化特征，并揭示了汶川地震断层地表破

裂特征。

２００９年设立的８项课题已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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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个课题在

野外观测、室内分析和实验等方面获得了一批新资料，在汶川地震邻近区域应力应

变场的时空演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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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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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影响、汶川地震前应力异常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其它课题在祁连山晚

新生代构造活动、青藏高原东北缘晚新生代构造变动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在构造

活动热信息的天地联合探测、瞬态应变场实验观测等新技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

进展。

２０１０年设立的５项课题正按计划进行，其中围绕实验室 “南北地震带构造变形

与强震机理”研究计划，在南北带中段地壳上地幔速度结构、南北地震带中北段地

壳形变等方面获得了一批新的观测资料，获得了一批汶川地震断裂带浅钻样品并开

展了物理力学性质的实验研究。在帕米尔构造结东北部开展了野外考察，为研究其

活动构造与高原形成过程积累了资料。岩石高速摩擦实验技术取得重要进展，已开

始产出实验数据。

２０１１年实验室自主课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３４篇。

２、开放课题执行情况

２０１１年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批准开放课题 ６项，其中包括持续资助课

题１项，资助总额１１４万元。课题负责人分别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内高等院

校和中国地震局系统，各课题均已按预定计划开始实施。

２００８年批准的８项课题中，除 １项被实验室确定为持续支持课题、１项因实验

设备改造延期外，其他６项均在２０１０年完成了结题工作。总体来看，这６项课题实

施情况良好，均在相关研究方向取得了进展，共发表 （含待刊）论文 ２２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论文 １５篇。其中 ２项课题在科研工作和论文发表方面表现突出：由四川省

地震局闻学泽研究员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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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汶川地震前龙门山断裂带的地壳变形、汶川地震发震断层的 ３Ｄ模式以及

汶川地震前上千年南北地震带中段的强震活动背景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发表论

文６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论文４篇；由北京理工大学马少鹏教授负责的 “ＣＣＤ云纹观

测系统及其应用于断层动态加载实验研究”课题，搭建了用以观测动态变形场的高

速数字散斑相关方法 （ＨＳＤＳＣＭ）观测系统，以此为依托揭示了粘滑失稳过程中的

一些重要现象，并定量测量了典型岩石材料动态断裂韧性随加载速度的变化，发表

论文４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３篇，申请国家专利４项。

２００９年批准的６项课题均已基本完成预定任务，进入课题总结阶段。多数课题

在学术或技术上取得了新进展。其中 “青藏高原内部及周缘强震对区域活动断裂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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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程度的影响评估”、“长石释光计时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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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课题在资料获取、论文发表、技术研发等方面表现突

出。２０１０年批准的７项开放课题按计划实施，多项课题与实验室密切合作和交流，

完成了一批观测、实验、模拟和分析工作。

２０１１年实验室开放课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１５篇。

二、研究工作和水平

２０１１年，地震动力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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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课题、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

科技合作项目等国家级研究课题 ３８项，表现出较强的承担国家重要科研任务的能

力；２０１１年，实验室人员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２３项，其中负责 １９项、参

加４项，在２０１２年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申请中获资助 １１项，表明实验室具有较强的

竞争科研项目的能力。

２０１１年实验室工作人员、流动人员和研究生等在国内外正式发表论著 １１４篇

（本），其中实验室为第１标注单位的论文 ７３篇；发表论文中 ＳＣＩ收录 ４６篇 （国外

刊物２８篇），其中实验室为第１标注单位的论文２９篇。论文发表刊物包括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等国际地学核心刊物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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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中国科学》、《科学通报》、 《地球物理学报》等国内重要刊物。此外，还在国

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７０多篇，在国内学术会议宣读或展示论文 ５０多篇，其

中多位研究人员应邀在国内外大型学术会议作邀请报告或主题报告。这些均表明实

验室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地球科学和地震科学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

实验室紧紧围绕主要研究方向－大陆强震机理与预测开展探索和研究，取得一

系列创新性的成果。特别是实验室继续围绕南北地震带和汶川地震开展多学科综合

性研究，深化了对青藏高原东缘活动构造与强震活动特征、汶川地震孕育发生机理

的认识，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相关论文被广为引用。其中具有代表性

的两项研究成果是：（１）在实验室自主课题的资助下，张培震研究员等通过多学科

综合性研究手段，系统研究了南北地震带中北段活动构造、变形方式及形成过程，

揭示了其晚新生代构造变形的方式和速度、构造转换关系和相互作用、主要活动构

造带强震活动历史、新生代沉积盆地形成和消亡历史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形成过程；

（２）在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的资助下，单新建研究员等对 ＩｎＳＡＲ地震形变

场动态监测技术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在 ＩｎＳＡＲ误差校正方法、基于角反射器的地震

形变场监测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基于 ＩｎＳＡＲ资料对汶川、于田、玉树、

改则等多个地震的形变场进行了详细研究。

三、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２０１１年，实验室工作人员为５７人，其中研究人员４６人，技术人员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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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人 （含资深研究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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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１人，特聘外籍研究员１人），副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 １９人；在学历结构上以高

学历者为主，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４０人，具有硕士学位者 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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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实验室努力推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特别是优秀青年人才的引

进和培养取得了一定成效。实验室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引进了中科院 “百

人计划”入选者刘静研究员，使实验室在活动构造与古地震研究方面增加了一名优

秀的青年学术带头人。实验室通过招聘方式新增了 ４名青年科研人员，其中出站博

士后２名，国外和国内博士毕业各 １名。实验室把选送人员到发达国家高校和科研

机构访问学习作为青年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２０１１年实验室有 １名研究员、３名青

年科技骨干、２名在读博士研究生获得了中国地震局和国家留学基金委专项的资助，

分别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访问学者和联合培养研究生出国访问或学习。实验室 １名

青年科技人员晋升为研究员，２名青年科技人员晋升为副研究员，青年科技人员承

担国家科研项目、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比重持续增加。

实验室重视研究生培养，在依托单位招生名额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联合培养方

式增加研究生培养规模。２０１１年有 １８名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位 （其中博士 ６人、

硕士１２人），出站博士后１人。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实验室在读研究生 ７２人 （其中博

士研究生４２人，硕士研究生３０人），在站博士后１３人。

四、学术交流与运行管理

２０１１年实验室在出国出境参加国际合作和交流方面仍然受到一些政策性限制，

但实验室努力克服困难，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和交流。实验室在多项课题的执行过程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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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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还与荷兰乌

得勒支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签订了包括项目合作、人员交流等内容的合作协议。来自

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韩国等１０多个国家和台湾、香港等地区

的科技人员来实验室参加合作研究、开放课题、学术交流共 ４２人次，其中 １５人次

来实验室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利用实验室设备开展合作研究

的学者增多，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后、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小组利用构造

物理实验设备开展研究、美国加州大学 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分校博士生利用新年代学实验

设备开展研究等。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研究生赴国外和港台地区参加合作研究、学术

考察、国际学术会议４９人次。

２０１１年实验室聘请德国地学研究中心 （ＧＦＺ）汪荣江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拉蒙特地球观测站柳谭卓博士为实验室客座研究员，使国际客座研究员数量达到 ７

人，覆盖了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实验室继续邀请外籍特聘研究员和客座研究员

为青年科技人员和研究生开设了课程和讲座，提高青年科技人员和研究生的研究和

交流能力。

受中国地震局委托，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及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２０１１年４月在成都主办了题为 “２１世纪强震与地球动力学”的中美地震科学双边研

讨会，实验室主任张培震研究员担任会议中方主席，１２０多位中美科学家出席会议，

会前和会中组织了野外考察。此外，实验室邀请了４０多名国内外学者在 “地震动力

学论坛”作学术报告，在促进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验室２０１１年度新增４台大型实验设备：（１）利用原有修缮购置专项购置的岩

石高速摩擦实验装备调试完毕并投入使用，拓展了实验室研究地震断层滑动行为的

功能；（２）购置的高分辨率高速摄像设备和红外热像仪已投入使用，提高了构造变

形场和温度场的实验观测能力；（３）利用修缮购置专项购置的丹麦ＲｉｓＴＬ／ＯＳＬＤＡ

２０释光测年系统已完成安装、调试和标定工作并投入使用，该系统特别是其中的单

颗粒测量系统将会极大提高古地震测年的精度和可靠性；（４）利用修缮购置专项购

置的 Ｏｒｔｅｃ高纯锗 Ｇａｍｍａ谱仪已完成安装、调试和初步标定工作并投入使用，将大

大提高测年可靠性和效率。此外，实验室还利用研究项目中的设备费和实验室运行

费购置了一批小型构造物理实验设备、野外地质测量设备，进一步完善了原有实验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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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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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课题、开放课题与地震系统多个单位、多所高等院校开展了合作研究，吸

引了一批科技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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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单位的科技人员提供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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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提高。

实验室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通过对首批自主课题的验收和开放课题的检

查和总结，进一步规范了课题的管理流程。

五、实验室公众开放活动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２０１１年防灾减灾宣传周 （５月 ９日－１５日）面向

社会开放，在此期间主要开展了两项活动。一是５月１２日下午，依托单位举行了科

普讲座，来自多所中小学校的学生、老师和家长８０多人参加了科普讲座，实验室副

主任马胜利研究员向听众介绍了研究所和重点实验室的组成及研究方向并回答了听

众关于地震知识和地震研究的提问，周永胜研究员参加了科普讲座。二是开放期间，

实验室接待了中小学生、研究生以及社会公众来重点实验室参观，重点实验室科技

人员向来访者讲解了实验室的大型仪器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并指导部分中小学生对

仪器进行了简单的操作。

实验室面向地学领域的大专院校师生开放，按照其要求安排教学实习。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１４日，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学院２０１１级研究生２０余人，到新年代学实验室进行

教学实习。作为 “新年代学”课程的一部分，实验室老师介绍了实验室各种仪器工

作原理、操作方法、采样和样品处理、实验过程与数据处理等内容。

六、实验室大事记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的支持下，针对２０１０年评估

中存在的高层次青年人才引进培养力度不够、实验室发展空间不足等问题，努力进

行整改并取得初步成效。在高层次人才引进方面，实验室引进了中科院 “百人计划”

入选者、毕业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活动构造与古地震专家刘静研究员。在扩展实

验室空间方面，完成了实验大楼建设项目建议书的编制，获得了中国地震局的批准，

并已上报国家发改委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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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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行给

予了全力支持，积极创造条件建设实验室大楼，组织编制了实验室大楼立项建议书，

同时在人员招聘、青年科技人员出国培训、研究生招生等方面继续给予政策倾斜。

主管部门中国地震局非常重视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在 “十二五”事业发展规

划、科技发展规划以及人才培养相关政策的制定方面体现了对实验室的支持。批准

了实验大楼建设项目，并在青年科技人员出国学习、科技人员参加国际合作交流等

方面给予了特殊倾斜政策。

八、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１、实验室研究方向之间尚需进一步交叉融合。地震动力学实验室各研究方向均

围绕地震机理与预测，研究目标明确、特色突出，但一些研究项目和首批自主课题

的实施情况反映出，实验室各研究方向、各学科之间仍缺少有机的交叉融合，不利

于产出综合性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也影响了对地震机理等科学问题的综合分析

和深入理解。实验室将进一步加强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学科之间的深层次交流，并

通过共同申请研究项目和设立自主课题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产出有深度、有

影响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２、实验室队伍结构尚需进一步优化。地震动力学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始终遵循

实验室应为独立的研究实体的原则，由于依托单位人员编制和研究生招生计划所限，

实验室学术带头人和骨干人数较少，流动人员数量也受到限制，因此实验室实际规

模远小于地学领域大多数国家重点实验室，影响了实验室承担研究任务和产出研究

成果的能力。实验室拟通过依托单位内部机构和人员的调整，进一步优化队伍结构，

适当增加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数量，扩大流动人员队伍。

　▼〝



第一部分：实验室工作报告　　

第二部分

实验室数据

　▼〞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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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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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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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 构造物理学 地质学 博士 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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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静 女 １９６９－１０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质学 博士 ２０１１１１来室

１７ 陈九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３ 研究员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１８ 郑德文 男 １９７１－１０ 研究员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１９ 谷元珠 女 １９５７－０２ 高　工 计算机 其他

２０ 刘培洵 男 １９６３－０９ 副　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学士

２１ 王　萍 女 １９６４－０３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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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屈春燕 女 １９６６－０１ 副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３ 尹金辉 男 １９６９－０１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震地质 博士

２４ 李顺成 男 １９６９－０４ 高　工 地球物理 其他

２５ 郑荣章 男 １９７０－０１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新构造年代学 博士

２６ 陶　玮 女 １９７１－１１ 副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２７ 郑文俊 男 １９７２－１１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８ 蒋汉朝 男 １９７３－０３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２９ 郭　飚 男 １９７４－１０ 副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０ 孙建宝 男 １９７５－０７ 副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１ 陈顺云 男 １９７６－０３ 副　研 构造物理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３２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助　研 构造物理学 工程力学 博士 ２０１１３来室

３３ 刘进峰 男 １９７７－０８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第四纪地质 博士

３４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学信息工程 博士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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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 刘春茹 女 １９８０－０８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地球化学 博士

３７ 任治坤 男 １９８０－０９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０１１２来室

３８ 马　严 女 １９８２－０２ 副　研 新构造年代学 物理化学 博士 ２０１１７来室

３９ 李建平 男 １９５７－０３ 工程师 第四纪地质 其他

４０ 刘粤霞 女 １９５７－１０ 工程师 第四纪地质 其他

４１ 郑勇刚 男 １９７２－１２ 工程师 电子技术 其他

４２ 王凯英 女 １９７６－０１ 助　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博士

４３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助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硕士

４４ 刘云华 男 １９７７－０９ 助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４５ 扈小燕 女 １９７８－０９ 工程师 地球物理 硕士

４６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助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４７ 王伟涛 男 １９７９－１２ 助　研 新构造年代学 构造地质 博士 ２０１１７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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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陈国强 男 １９８０－１０ 工程师 地球物理 硕士

４９ 李　昱 女 １９８１－０２ 助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博士

５０ 王阎昭 女 １９８１－０５ 助　研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固体地球物理 博士

５１ 姚文明 男 １９８１－０７ 助　工 机械工程

及自动化
学士

５２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助　研 构造物理学 构造物理 硕士

５３ 尹昕忠 男 １９８３－０５ 助　工 地球物理 硕士

５４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０９ 研　实 构造物理学 构造地质 硕士

５５ 李　磊 男 １９８４－０２ 研　实 地壳形变

与动力学
地球物理 硕士

５６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助　工 植物学 硕士

５７ 武　颖 女 １９８５－０１ 助　工 仪器科学

与技术
硕士

２、新增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介绍

刘　静，女，１９６９年 １０月出生，研究员，中国地

震学会地震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２００３年 ６月在美国

加州理工学院获地质学博士学位，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在法

国巴黎地球物理学院开展博士后工作，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

为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２０１０年 ９月—

２０１１年 １月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教授。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调至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活动构造、地震地质和古地震、构

造地貌学。先后主持基金委面上项目 ３项，中科院重要方向项目，中科院院长基金

特别支持项目，中法先进性合作项目，参加科技部汶川地震断层科学钻探和 ９７３项

目等。已发表论文 ３２篇 （其中 １８篇 ＳＣＩ），其中第一作者文章 １３篇 （其中 ８篇

ＳＣＩ）。２００３年获法国 Ｃｈａｔｅａｕｂｒｉａｎｄ基金会学者称号，２００６年获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

划”择优支持，２００８年获中科院 “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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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九辉，男，１９６９年３月出生，研究员，中国地球

物理学会理事，中国地震学会深部探测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地震学会地震观测技术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１年毕

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获得理学学士学位，随后到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１９９７年毕业于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大地构造物

理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２００７年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

究所获博士学位，２０１０年获得研究员任职资格。曾先后

作为访问学者到德国波茨坦地球科学中心、美国仁色拉尔工学院、法国约瑟夫－傅

里叶大学参加合作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宽频带地震学和深部探测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中国地震局行业专项项目和 ９７３项目子课题等国家级和部委研究项目，并

曾参加多项９７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以及科技部和中国地震局重

点项目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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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将启 男 １９７３－０４ 海洋地质 单新建

３ 博士后 张会平 男 １９７８－０７ 地质学 张培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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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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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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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正位 男 １９７３－１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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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博士生 黄　蓓 女 １９７８－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１６ 博士生 张桂芳 女 １９７６－０９ 构造地质学 单新建

１７ 博士生 李　鹏 女 １９７８－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１８ 博士生 郭利民 男 １９７３－０４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１９ 博士生 汲云涛 男 １９８２－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２０ 博士生 韩　亮 男 １９８３－０６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２１ 博士生 周德敏 男 １９７７－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２ 博士生 郝　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２３ 博士生 陈为涛 男 １９８３－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４ 博士生 代树红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２５ 博士生 陈　涛 男 １９７９－０６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２６ 博士生 梁诗明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２７ 博士生 李文巧 男 １９７８－０４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２８ 博士生 李　涛 男 １９８５－０９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２９ 博士生 齐少华 男 １９８３－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３０ 博士生 刘　贵 女 １９８２－０７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３１ 博士生 陈建业 男 １９８３－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３２ 博士生 刘远征 男 １９７８－０８ 构造物理学 马　瑾

３３ 博士生 韩　非 男 １９８１－１１ 第四纪年代学 尹功明

３４ 博士生 杨　静 女 １９８４－０１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３５ 博士生 葛伟鹏 男 １９８１－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３６ 博士生 王　凡 女 １９８４－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３７ 博士生 姚　路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３８ 博士生 郭玲莉 女 １９８５－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３９ 博士生 张　雷 男 １９８５－１０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４０ 博士生 刘冠中 男 １９８０－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４１ 博士生 董绍鹏 男 １９８３－０８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４２ 博士生 杨会丽 女 １９８２－０４ 地球化学 陈　杰

４３ 博士生 闫相相 男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４４ 博士生 盛传贞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４５ 博士生 刘绍卓 男 １９８６－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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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博士生 路　珍 女 １９８７－０９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４７ 博士生 任雅琼 女 １９８５－１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４８ 博士生 雷启云 男 １９８１－０１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４９ 博士生 党嘉祥 男 １９８１－０９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５０ 博士生 余中元 男 １９８２－０６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５１ 博士生 赵盼盼 男 １９８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５２ 博士生 包林海 男 １９８２－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５３ 博士生 孙　珂 男 １９８１－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４ 博士生 庾　露 男 １９８４－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５５ 博士生 徐红艳 女 １９８４－０３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５６ 硕士生 袁兆德 男 １９８６－０８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５７ 硕士生 闫丽莉 女 １９８３－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８ 硕士生 张媛媛 女 １９８７－０２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５９ 硕士生 杨永鑫 男 １９８６－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６０ 硕士生 侯林锋 男 １９８８－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６１ 硕士生 李普春 男 １９８４－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６２ 硕士生 庞建章 男 １９８５－１２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６３ 硕士生 马小林 男 １９８６－１０ 地理学 蒋汉朝 联合培养

６４ 硕士生 邓文泽 男 １９８９－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６５ 硕士生 段庆宝 男 １９８６－０３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６６ 硕士生 任凤文 女 １９８７－０２ 构造地质学 何昌荣

６７ 硕士生 张诗笛 女 １９８７－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６８ 硕士生 卓燕群 男 １９８６－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６９ 硕士生 杨晓东 男 １９８８－０３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７０ 硕士生 俞晶星 男 １９８７－１２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７１ 硕士生 杨　雪 女 １９８６－０３ 地球化学 尹金辉

７２ 硕士生 李　瑜 男 １９８８－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王　敏

７３ 硕士生 徐小波 男 １９８８－１１ 测绘科学与技术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７４ 硕士生 王飞飞 女 １９８６－０６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单新建 联合培养

７５ 硕士生 王志刚 男 １９８５－０７ 工程力学 孙建宝 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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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硕士生 尹　行 男 １９８８－０８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联合培养

７７ 硕士生 申　星 男 １９８６－１０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宋小刚 联合培养

７８ 硕士生 钟　宁 男 １９８６－０３ 地理学 蒋汉朝 联合培养

７９ 硕士生 王一舟 男 １９８９－０９ 地球化学 郑德文

８０ 硕士生 刘浪涛 男 １９８２－０９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８１ 硕士生 王　羽 女 １９８８－０９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８２ 硕士生 李世念 男 １９８８－０３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力强

８３ 硕士生 陈进宇 男 １９８８－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８４ 硕士生 张豫宏 男 １９８９－１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８５ 硕士生 孟秀军 女 １９８６－０５ 测绘科学与技术 屈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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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 郭彦双 男 １９７６－１２ 地质学 马　瑾

２ 博士生 王伟涛 男 １９７９－１２ 构造地质学 张培震

３ 博士生 肖根如 男 １９７８－０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甘卫军

４ 博士生 张国宏 男 １９７８－１０ 固体地球物理学 单新建

５ 博士生 缪阿丽 女 １９８４－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胜利

６ 博士生 田云锋 男 １９７６－０７ 固体地球物理学 沈正康

７ 博士生 王　峻 男 １９７９－０８ 固体地球物理学 刘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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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硕士生 刘照星 男 １９８７－０１ 构造地质学 周永胜

１０ 硕士生 赵盼盼 男 １９８７－０６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九辉

１１ 硕士生 黄明达 男 １９８６－０３ 构造地质学 陈　杰

１２ 硕士生 高　璐 女 １９８６－０２ 构造地质学 尹功明

１３ 硕士生 吴　曼 女 １９８５－０９ 构造地质学 杨晓松

１４ 硕士生 云　龙 男 １９８５－０２ 固体地球物理学 马　瑾

１５ 硕士生 王建存 男 １９８３－０６ 构造地质学 王　萍 联合培养

１６ 硕士生 毛　雪 女 １９８６－０１ 地理学 蒋汉朝 联合培养

１７ 硕士生 温少妍 女 １９８５－０６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单新建 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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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硕士生 唐攀攀 男 １９８５－０９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屈春燕 联合培养

１９ 硕士生 黄宝伟 男 １９８５－１０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宋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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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敏，万永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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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正康，孙建宝，

徐锡伟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８６３计划
项目

３

面向地质灾害监测

预警的传感器网络

研发与应用 （滑坡

泥石流灾害区域预

测、预警模型）

２０１０ＺＸ０３００６
－００７（－４－１）

单新建

陈晓利

屈春燕，张国宏，

刘云华，唐攀攀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

４
典型水库诱发地震

危险性评定技术及

预警技术研究

２００８ＢＡＣ３８Ｂ０３蒋海昆

单新建，张国宏，

宋小刚，屈春燕，

张桂芳，刘云华，

郭利民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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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强，

周永胜，陈建业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十一五”

国家科技

专项

６
遥感地震监测与应

急应用示范先期攻

关

Ｅ０３１１／１１１２ 申旭辉 单新建，刘云华，

宋小刚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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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项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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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进峰，蒋汉朝，

李　涛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

９
亚洲季风－干旱环
境演化与青藏高原

北部的生长

４０９２１１２０４０６ 安芷生 张培震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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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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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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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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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培洵，马　瑾，
汲云涛，云　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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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芳，

张国宏，宋小刚，

韩宇飞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４
青藏高原东缘地壳

上地幔各向异性层

析成像研究

４１０７４０２７ 郭　飚
王　峻，齐少华，
赵盼盼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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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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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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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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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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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明，周永胜，

党嘉祥，韩　亮，
刘　贵，刘照星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０
声发射震源机制与

应力场演化的实验

研究

４０８７４０９６ 刘培洵
陈国强，刘力强，

陈顺云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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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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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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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黄河上游积石峡古

堰塞事件及古灾害

研究

４０８０１０１０ 吴庆龙
张培震，王伟涛，

史　翔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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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凯英，陈建业，

张国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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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平，高　璐，
俞　岗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６
第二届中美地震科

学双边研讨会
４１１８１３２００５７ 张培震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际会议

２７
祁连山晚新生代构

造变形与地貌演化
４１０３０３１７ 张培震 郑德文，郑文俊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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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平，高　翔，
杨　虎，计凤桔，
李陈侠，安艳芬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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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

利用 ＩＮＳＡＲ＋ＧＰＳ
技术获取长白山天

池火山地表形变变

化

４１１１１１４０３８６ 单新建
屈春燕，刘云华，

张桂芳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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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鲜水河断裂热活动

与形变场的实验与

野外观测

２００８０８０１１ 刘力强

陈国强，扈小燕，

刘培洵，马　瑾，
陈顺云，郭彦双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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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进峰，杨会丽，

余　松，李　涛，
黄明达，卢演俦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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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强震孕育的深部岩

石物理性质实验研

究

２００８０８０１２ 杨晓松

姚文明，邱泽华，

陈建业，张保红，

唐　磊，周龙寿，
张国苓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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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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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３７
中国地震科学台阵

探测－南北地震带
南段

２０１００８００１
吴忠良

丁志峰

陈九辉，李顺成，

郭　飚，李　昱，
尹昕忠，齐少华，

王　峻，赵盼盼，
邓文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３８
地震监测信息保障

与发布技术研究
２０１１０８０１０ 李卫东 刘云华，单新建，

张国宏，刘　治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

项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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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０２－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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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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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
基于北斗卫星的地

震通信技术研究
无 单新建 庾　露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省部级项

目

４２
地震通信网络协同

多媒体交互软件开

发及实验

无 单新建 庾　露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省部级项

目

４３
ＧＰＳ数据质量跟踪
与产品挖掘

２０１１０１０３７ 王　敏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

省部级项

目

４４
喜玛拉雅造山带地

壳局部熔融及动力

学

１２１２０１１１２１２６５曾令森

刘　静，郑德文，
任治坤，张会平，

文　力，于俊杰，
王　伟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省部级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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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
同震及震前重力扰

动特征研究

２０１１０４９０４６０ 张克亮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

金

４６
南方红土古地磁记

录的复杂性机理研

究

２０１００４８０３５８ 刘彩彩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

金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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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书

　　注：带者非本实验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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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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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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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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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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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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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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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门山断裂带典型地貌面和震积层的年代学研

究
尹金辉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２ 瞬态应变场实验观测与分析 刘培洵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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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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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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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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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育课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７ 构造活动热信息的天地联合探测与研究 陈顺云 自由探索课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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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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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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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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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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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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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重点课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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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验室发表的学术论文

１、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１）陈建业，冯庆来，２０１１，广西东攀二叠－三叠系界线剖面磁学特征及古气候

意义，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６（２）：５２９—５３９

２）陈建业，杨晓松，党嘉祥，何昌荣，周永胜，马胜利，２０１１，汶川地震断

层带结构及渗透率，地球物理学报，５４（７）：１８０５－１８１６

３）陈杰，李涛，李文巧，袁兆德，２０１１，帕米尔构造结及邻区的晚新生代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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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与现今变形，地震地质，３３（２）：２４１—２５９

４）陈顺云，刘培洵，刘力强，马瑾，陈国强，扈小燕，２０１１，遥感与实测地

表温度的对比分析及在地震研究中的意义，地球物理学报，５４（３）：７４７—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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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李涛，陈杰，肖伟鹏，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Ｗ．，黄明达，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２０１１，利

用变形河流阶地限定帕米尔木什背斜的缩短、隆升和侧向扩展，地震地质，３３

（２）：３０８—３２２

４２）李涛，陈杰，肖伟鹏，ＢｕｒｂａｎｋＤ．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杨晓东，２０１１，西

南天山前缘乌拉根背斜南翼逆断层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地震地质，３３（２）：２７７—

２８８

４３）李文巧，陈杰，袁兆德，黄明达，李涛，余松，杨晓东，２０１１，帕米尔高

原１８９５年塔什库尔干地震地表多段同震破裂与发震构造，地震地质，３３（２）：

２６０—２７６

４４）刘彩彩，邓成龙，２０１１，南方红土磁性地层年代学研究进展，地学前缘，

１８（４）：１５８—１７０

４５）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ａｎｄＧｒüｎＲａｉｎｅｒ，２０１１，Ｆｌｕｖ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ｌａｎｄ

Ｔｉｃｅｎｔｒｅｓｉｎｑｕａｒｔｚ，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４６：１０３８—１０４２

４６）刘春茹，尹功明，高璐，韩非，张会平，２０１１，第四纪沉积物 ＥＳＲ年代学

研究进展，地震地质，３２（２）：４９０—４９８

４７）刘春茹，尹功明，高璐，李建平，林敏，韩非，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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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３４（２）：９５—９８

４８）刘进峰，陈杰，王昌盛，２０１１，新疆叶尔羌河上游全新世阶地的释光年代

与河流下切侵蚀，地震地质，３３（２）：４２１—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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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刘云华，刘治，单新建，李卫东，２０１１，地震信息网自适应网络安全技术

模型研究，地震研究，３４（１）：９６—１０１

５０）龙锋，倪四道，闻学泽，２０１１，用远震接收函数研究龙门山断裂带与其邻

区的莫霍面深度及波速比分布，地球学报，３２（４）：４３８—４４６

５１）马胜利，缪阿丽，黄元敏，２０１１，应力扰动对断层摩擦声发射活动影响的

实验研究，西北地震学报，３３（１）：１—９

５２）毛雪，蒋汉朝，杨桂芳，徐红艳，２０１１，中国末次冰消期古气候时空演化

特征初探，第四纪研究，３１（１）：５７—６５

５３）倪志云，杨桂芳，黄俊华，张晓瑾，程捷，尹功明，２０１１，北京平原区晚

更新世以来有机碳同位素特征及其古环境意义，地球学报，３２（２）：１７１—１７７

５４）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

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２０１１，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ｄｅｃｏｒｅｌａｔｅｂｅｌｔａｌｏｎｇ

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ｏｆ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１１７９—１１８２

５５）屈春燕，单新建，宋小刚，张桂芳，张国宏，郭利民，２０１１，基于 ＰＳＩｎ

ＳＡＲ技术的海原断裂带地壳形变初步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４（４）：９８４—９９３

５６）屈春燕，闫丽莉，温少妍，单新建，２０１１，首都圈地区卫星热红外亮温变

化特征研究，地球科学进展，２６（２）：２０２—２１１

５７）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２０１１，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ｓｅｉ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ＹｕｓｈｕＭＳ７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ｄａｔａ，２０１１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Ｍｉｎ

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ｏｇａｐｈ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４４９—４５２

５８） 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ｏｎｇＸｉ

ａｏ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ＧｕｏＬｉｍｉｎ，２０１１，Ｓｏｕｒ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Ｙｕｔｉａ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ｉｎ２００８ｆｒｏｍ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ｍａｐｐｅｄｂｙＩｎＳＡＲ，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０（４）：９３５—９４２

５９）ＳｏｂｅｌＥ．Ｒ．，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Ｌ．Ｍ．，ＣｈｅｎＪｉｅ，ＴｈｉｅｄｅＲ．，ＳｔｏｃｋｌｉＤ．Ｆ．，Ｓｕ

ｄｏＭ．，ＳｔｒｅｃｋｅｒＭ．Ｒ．，２０１１，Ｌａｔ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Ｐｌｉｏｃｅｎｅ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ｘｔｒａｌｓｌｉｐｂｅ

ｔｗｅｅｎＰａｍｉｒａｎｄＴａｒｉｍ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ａｍｉｒｏ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

ｔｅｒｓ，３０４：３６９—３７８

　◢〞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１年度报告　　

６０）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ＪｏｈｎｓｏｎＫａｊＭ．，ＣａｏＺｈｏｎｇｑｕａ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Ｂüｒｇｍａｎｎ

Ｒｏｌａｎｄ，ＸｕＸｉｗｅｉ，２０１１，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ｄａｔａ

ｆｏｒｆａｕｌｔｓｌｉｐ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Ｅｘａｍｐｌｅ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６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８ＭＷ６３

Ｄ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Ｙａｎｇｙｉ（Ｔｉｂｅ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１１６：

Ｂ０１４０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１０ＪＢ００７８４９

６１）唐攀攀，
"

新建，王长林，张桂芳，２０１１，形变观测中小数据集 ＰＳＩｎＳＡＲ

的误差分析与初步应用，地震，３１（３）：９２—１０２

６２）陶玮，胡才博，万永革，沈正康，王康，２０１１，铲形逆冲断层地震破裂动

力学模型及其在汶川地震研究中的启示，地球物理学报，５４（５）：１２６０—１２６９

６３）ＴｉａｎＹｕｎｆｅｎｇ，２０１１，ｉＧＰＳ：ＩＤＬｔｏｏｌｐａｃｋａｇｅｆｏｒＧＰ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ＧＰ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５：２９９—３０３

６４）ＴｉａｎＹｕｎｆｅｎｇ，２０１１，Ｎ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ｎ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ＰＳ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ＭＯＮＯＣ，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４（３）：２０７—２１５

６５）田云锋，２０１１，ＧＰＳ坐标时间序列中的异常高频周期性噪声，测绘科学，

３６（１）：２６—２８

６６）田云锋，沈正康，２０１１，ＧＰＳ观测网络中共模分量的相关加权叠加滤波，

地震学报，３３（２）：１９８—２０８

６７）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ＨｉｒｏｓｅＴａｋｅｈｉｒｏ，２０１１，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ｆｒｏｍＨｏｎｇｋｏｕｏｕｔｃｒｏｐ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ｆａｕｌ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４：２６７—２８１

６８）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ＨｅＨｏｎｇｌｉｎ，

２０１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ｔＨｏｎｇｋｏｕｏｕｔｃｒｏ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ｔｈａｔｃａｕｓｅｄ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４：２４９—２６５

６９）万景林，郑德文，郑文俊，王伟涛，２０１１，ＭＤＤ法和裂变径迹法相结合模

拟样品的低温热历史———以柴达木盆地北缘赛什腾山中新生代构造演化为例，地震

地质，３３（２）：３６９—３８２

７０）王凡，陈伟涛，王敏，沈正康，王阎昭，万永革，２０１１，利用 ＧＰＳ观测资

料分析２００８年于田 ＭＳ７３地震的同震位移及震后形变，地球物理学报，５４（９）：

２２５０—２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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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ＷａｎｇＦａ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ＷａｎｇＭｉｎ，２０１１，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Ｍａｒｃｈ１１，２０１１ＭＷ９０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ｈｉ

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５６（２０）：２０７７—２０８１

王凡，沈正康，王阎昭，王敏，２０１１，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日本宫城 ＭＷ ９０级地

震对其周边地区火山活动的影响，科学通报，５６（１４）：１０８０—１０８３

７２）王凯英，马胜利，２０１１，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的破裂模型及引起的余震活动分

析，地球物理学报，５４（６）：１５１１—１５１６

７３）ＷａｎｇＭｉｎ，Ｌｉ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Ｆａｎ，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ＳｈｉＨｏｎｇｂｏ，

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２０１１，Ｆａｒｆｉｅｌｄ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２０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Ｊａｐ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５６（２３）：２４１９—２４２５

王敏，李强，王凡，张锐，王阎昭，师宏波，张培震，沈正康，２０１１，全球定

位系统测定的２０１１年日本宫城 ＭＷ ９０级地震远场同震位移，科学通报，５６（２０）：

１５９３—１５９６

７４）王萍，郭良田，董好刚，盛强，欧阳立胜，尹行，２０１１，珠江三角洲广从

断裂东侧 “西淋岗断层”成因论证，岩石学报，２７（１０）：３１２９—３１４０

７５）王萍，李建平，王建存，刘春茹，韩非，高璐，２０１１，四川昔格达组地层

的石英 Ｔｉ心 ＥＳＲ测年及与磁性地层剖面的对比，核技术，３４（２）：１１１—１１５

７６）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Ｂｉｎ，ＱｉｕＷｅｉｌｉ，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ｃｕｎ，２０１１，Ｓｏｆ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ｉｅｘｉｐａｌｅｏｄａｍｍｅｄｌａｋ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ｎ

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４０：８６５—８７２

７７）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Ａｒｅｖｉｓｅｄ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ｉｋｏｕｚｉｂａｓｉ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５０５：１００—１１４

７８）王小龙，马胜利，雷兴林，余国政，王强，郭欣，桑原保人，今西和俊，

２０１１，重庆荣昌地区注水诱发地震加密观测，地震地质，３３（１）：１５１—１５６

７９）王阎昭，王敏，沈正康，葛伟鹏，王康，王凡，孙建宝，２０１１，２０１０年玉

树地震震前甘孜－玉树断裂形变场分析，地震地质，３３（３）：５２５—５３２

８０）温少妍，屈春燕，闫丽莉，宋冬梅，万剑华，２０１１，区域红外亮温背景场

建立方法及初步应用，地震，３１（２）：５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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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闻学泽，杜方，张培震，龙锋，２０１１，巴颜喀拉块体北和东边界大地震序

列的关联性与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地球物理学报，５４（３）：７０６—７１６

８２）吴曼，杨晓松，陈建业，２０１１，超低渗透率测量仪的测试标定及初步测量

结果，地震地质，３３（３）：７１９—７３５

８３）ＷｕＹａｎｑ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Ｚａｉｓｅｎ，ＹａｎｇＧｕｏｈｕａ，ＷｅｉＷｅｎｘｉｎａｎｄＬｉｕＸｉａｏｘｉａ，

２０１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ＰＳ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８５：７０３—７１７．

８４）肖根如，甘卫军，帅菲，２０１１，ＧＩＰＳＹ在 Ｌｉｎｕｘ系统上的安装与使用，西

北地震学报，３３（１）：１０２—１０４

８５）肖伟鹏，陈杰，李涛，李文巧，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２０１１，帕米尔北缘木什背斜

第四纪滑脱褶皱作用与北翼逆断层的生长，地震地质，３３（２）：２８９—３０７

８６）徐锡伟，赵伯明，马胜利，韩竹军，张黎明，于贵华，２０１１，活动断层地

震灾害预测方法与应用，科学出版社

８７）薛莲，孙建宝，沈正康，２０１１，２０１０年 １月 １２日海地 ＭＷ７０地震 ＩｎＳＡＲ

同震形变观测及同震滑动分布反演，地震地质，３３（１）：１５７—１７３

８８）杨会丽，陈杰，刘进峰，余松，２０１１，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相关沉积物的细颗

粒石英光释光测年，地震地质，３３（２）：４１１—４２０

８９）杨会丽，陈杰，冉永康，刘进峰，王昌盛，李峰，２０１１，汶川 ８级地震小

鱼洞地表破裂带古地震事件的光释光测年，地震地质，３３（２）：４０２—４１０

９０）ＹａｎｇＸ．Ｓ．，ＣｈｅｎＪ．Ｙ．，Ｙ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ｂｙ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ｌ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ｃｒｕ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２（１）：３２—３９

９１）Ｙｉｎ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Ｂａｈａｉｎ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ＳｈｅｎＧｕａｎｊｕｎｇ，ＴｉｓｓｏｕｘＨéｌèｎｅ，Ｆａｌ

ｇｕｅｒｅ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ＤｏｌｏＪｅａｎｍｉｃｈｅｌ，２０１１，ＥＳＲ／Ｕ－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ｅｅｔｈ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ａｔｕｍｏｆｔｈｅＤａｌｉＭａｎｓｉｔｅ（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６（２０１１）：９８—１０５

９２）殷海涛，甘卫军，肖根如，２０１１，恒星日滤波的修正以及对高频 ＧＰＳ定位

的影响研究，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３６（５）：５０９—６１６

９３）殷海涛，甘卫军，熊永良，肖根如，２０１１，ＰＣＡ空间滤波在高频 ＧＰＳ定位

中的应用研究，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３６（７）：８２５—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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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尹金辉，陈杰，卢演俦，郑勇刚，２０１１，沉积速率摇摆匹配法限定古地震

事件日历年龄，地震地质，３３（２）：３８１—３９０

９５）袁兆德，陈杰，张会平，２０１１，宇宙成因核素埋藏年龄测年及其在地球科

学中的应用，地震地质，３３（２）：４８０—４９８

９６）云龙，郭彦双，马瑾，２０１１，５°拐折断层在黏滑过程中物理场演化与交替

活动的实验研究，地震地质，３３（２）：３５６—３６８

９７）张斌，王萍，王建存，２０１１，岷江上游堰塞湖沉积中软沉积物变形构造成

因讨论，地震研究，３４（１）：６７—７４

９８）张桂芳，屈春燕，单新建，刘云华，宋小刚，２０１１，２０１０年青海玉树 ７１

级地震地表破裂带和形变特征分析，地球物理学报，５４（１）：１２１—１２７

９９）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ＭａＣｈａｏ，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２０１１，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ＸｉｚａｎｇＧａｉｚ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ＩｎＳＡ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Ｇｅｏｇａｐｈ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３６７—３６９

１００）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ｉ

ｆａ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ｉｓｈｅｎｇ，ＨｕＪｙｒ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ｎｇ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１，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７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ｙ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ＧＰ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ｔｕｄ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８６：２０７—２２０

１０１）张国宏，屈春燕，单新建，张桂芳，宋小刚，汪荣江，李振洪，胡植庆，

２０１１，２００８年 ＭＳ７１于田地震 ＩｎＳＡＲ同震形变场及其震源滑动反演，地球物理学

报，５４（１１）：２７５３—２７６０

１０２）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ＹｉｎＪｉｎｈｕｉ，ＬｉｕＣｈｕｎｒｕ，Ｙｕ

Ｇｕｉｈｕａ，２０１１，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０（４）：８５５—８６４

１０３）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ＦａｎＱｉ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１，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ｆｌｕｖｉａｌｋｎｉｃｋｐｏｉｎｔ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ａｌｕＲｉｖｅｒ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５４（１１）：１７４６—１７５３

张会平，张培震，樊祺诚，２０１１，河流裂点的发育及其溯源迁移：以鸭绿江－望

天鹅火山区为例，中国科学 （Ｄ辑：地球科学），４１（１１）：１５５９—１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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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ＭａＪｉｎ，２０１１，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ｏｆ２０１１ＪａｐａｎＭＷ９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３）：６—２３

１０５）张克亮，魏东平，２０１１，双地震带的影响因素探讨，地球物理学报，５４

（１１）：２８３８—２８５０

１０６）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ＷｅｉＤｏｎｇｐｉｎｇ，２０１１，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５０４：５７—６４

１０７）张玉霞，马洁，李兰，郭彦双，２０１１，电极材料对含水花岗岩阻抗谱的

影响，化学通报，７４（１２）：１１２６—１１３０

１０８） 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ｙｏｎｇ，ＺｈｕＷｅｎｂｉｎ，Ｓｈｕ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ＷａｎＪｉｎｇｌｉｎ，ＹａｎｇＷｅｉ，

ＺｈｅｎｇＢｉｈａｉａｎｄＳｕＪｉｎｂａｏ，２０１１，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ｅｘｈｕ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Ｔａｒｉｍ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ｂｅｄｒｏｃｋ，Ｎ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Ｋｕｌｕｋｅ

ｔａｇｅａｒｅａ，ＴｅｒｒａＮｏｖａ，２３：３２４—３３２

１０９）赵华，卢演俦，王成敏，毛洪亮，纪洪磊，２０１１，水成沉积物释光测年

研究进展与展望，核技术，３４（２）：８２—８６

１１０）赵俊娟，李成范，尹京苑，张桂芳，单新建，２０１１，干涉雷达人工角反

射器技术，西北地震学报，３３（４）：４０３—４０７

１１１）郑荣章，徐锡伟，马文涛，李建平，２０１１，阿尔金断裂带西段莫勒切河

河口阶地的构造及气候意义，地震地质，３３（２）：３２３—３３４

１１２）朱守彪，赵晓燕，刘杨，缪淼，２０１１，１９９９年集集地震前后台湾地区地

应变率场的分布及其动力学成因，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３１（２）：３８—４３

１１３）ＺｈｕＷｅｎｂｉｎ，ＺｈｅｎｇＢｉｈａｉ，Ｓｈｕ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Ｍａ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ａｎＪｉｎｇｌｉｎ，

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ｙｏｎｇ，Ｚｈｕ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２０１１，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

ｚｉｒｃｏｎ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ｌａｍａｆｉｃｄｙｋ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ｎｔｈｅ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ｂｒｅａｋｕｐｉｎｔｈｅＴａｒｉｍ Ｂｌｏｃｋ，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４２：

７９１—８０４

１１４）ＺｈｕＷｅｎｂｉｎ，ＺｈｅｎｇＢｉｈａｉ，Ｓｈｕ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Ｍａ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ｕＨａｉｌｉｎ，Ｌｉ

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ＨｕａｎｇＷｅｎｔａｏ，ＹｕＪｕｎｊｉｅ，２０１１，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Ａｋｓｕｂｌｕｅｓｃｈｉｓｔｔｅｒｒａｎ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ａｒｉｍ，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ＬＡＩＣＰ

ＭＳ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ａｇｅｓ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８５：２１５—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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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国际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ＤｅＰａｏｌａＮ．，ＣｈｉｏｄｉｎｉＧ．，ＨｉｒｏｓｅＴ．，ＣａｒｄｅｌｌｉｎｉＣ．，ＣａｌｉｒｏＳ．ａｎｄ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

Ｔ．，Ｔｈｅ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ｈｏｓｔｅ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ｔｕｄ

ｉｅｓ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１Ｍｅｅｔ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ｒｈａｍ，ＵＫ，２０１１，１５—７．

２）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ＴｏｇｏＴ．，ＯｏｈａｓｈｉＫ．，ＭｉｙａｍｏｔｏＹ．，ＹａｎｏＫ．，ＤｏｎｇＪ．Ｊ．ａｎｄ

ＬｅｅＣ．Ｔ．，ＴｓａｏｌｉｎｇａｎｄＪｉｅｆｅｎｇｅｒｈａｎ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Ｔｗｏ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

１９９９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Ｃｈ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Ｔｅｃ

ｔｏｎ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１Ｍｅｅｔ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ｒｈａｍ，ＵＫ，２０１１，１５—７．

３）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ｎｅｗ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ｆａｕｌ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Ｈｏｎｏｒ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ＪａｍｅｓＲ．Ｒｉｃｅ，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ａｓａｄｅｎａ，ＣＡ，ＵＳＡ，

２０１１，１２０—２２．

４）ＤｅＰａｏｌａＮ．，ＣｈｉｏｄｉｎｉＧ．，ＨｉｒｏｓｅＴ．，ＣａｒｄｅｌｉｎｉＣ．ａｎｄ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Ｔｈｅｇｅ

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ｈｏｓｔｅ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ｕｌｔ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

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１，４３—８．

５）ＤｉＴｏｒｏＧ．，ＨａｎＲ．，ＨｉｒｏｓｅＴ．，ＤｅＰａｏｌａＮ．，ＮｉｅｌｓｅｎＳ．，ＭｉｚｏｇｕｃｈｉＫ．，Ｆｅｒｒｉ

Ｆ．，ＣｏｃｃｏＭ．ａｎｄ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Ｆａｕｌｔ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ｏｎ，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１，４３—８．

６）ＨｕａｎｇＨｕｉ，ＹａｏＨｕａｊｉａｎ，ＨｉｌｓｔＲ．Ｄ．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Ｙｕ，ＨａｇｅｒＢ．Ｈ．，Ｌｉｕ

Ｑｉｙｕａ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ｏｆ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ｉｔｓ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２０１１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Ｕ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

ｃｏｌ，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４２１—２５．

７）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ＬｉＹｕ，ＨｉｌｓｔＲ．Ｄ．ｖａｎｄｅｒｅｔ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３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ｖｅ

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ｍｄｅｎｓｅ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２０１１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Ｕ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４２１—２５．

８）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Ｃ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Ｃｈｉ

ＣｈｉＴａｉｗａｎｔｏ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ｈｅ２０１１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Ｕ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４２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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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ＷａｎｇＭｉｎ，ＷａｎＹｏｎｇｇｅ，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

ＺｅｎｇＹｕｅｈｕａ，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ＷａｎｇＦａｎ，ａｎｄＬｉＳｈａｏｚｈｕｏ，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ｌｉ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１ＭＷ ９０Ｔｏｈｏｋｕ，Ｊａｐ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Ｔｈｅ２０１１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Ｕ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４２１—２５．

１０）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

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ｕｐ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ＹｕｓｈｕＭＳ７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

ｓ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Ｔｈｅ２０１１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Ｕ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４２１—２５．

１１）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Ａｌｏ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ｈｅ２０１１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Ｕ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４２１—２５．

１２） 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ＸｕＸｉｗｅｉ，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ＧａｎＷｅｉｊｕｎ，

ＷａｎｇＭｉｎ，ＺｈｕＳｈｏｕｂｉａｏ，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ｑｉ，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Ｔｈｅ２０１１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ＵＳ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４２１—２５．

１３）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Ｍｉｎ，ＷａｎＹｏｎｇｇｅ，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

ＴａｏＷｅｉ，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ＷａｎｇＫａｎｇ，ＷａｎｇＦａｎ，ＨａｏＭｉｎｇ，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 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２０１１Ｂｉｌａｔ

ｅｒ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Ｕ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

ｎａ，２０１１，４２１—２５．

１４）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ｂｕｄｇｅｔ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ｐｒｏｃｅｓ

ｓｅｓ，Ｔｈｅ２０１１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Ｕ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４２１—２５．

１５）ＹｕａｎＤａｏｙａｎｇ，Ｌｉｕ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Ｌ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

ｎａｒｙ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Ｈａｉｙｕａ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ＮＥＴｉｂｅｔ

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ｈｅ２０１１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Ｕ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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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４２１—２５．

１６）ＺｈｕＳｈｏｕｂ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ｒｏｍＦ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２０１１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Ｕ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４２１—２５．

１７）ＮｏｄａＨ．ａｎｄ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ａ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ｌａｗ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ｂｒｉｔｔｌｅｄｕｃｔｉｌ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１，Ｃｈｉｂ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１，５２２—２７．

１８）ＯｏｈａｓｈｉＫ．，ＨａｎＲ．，ＨｉｒｏｓｅＴ．，ＯｍｕｒａＫ．，ＭａｔｓｕｄａＴ．ａｎｄ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ｄｕ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Ｈ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Ｊａｐａ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Ｃｈｉｂ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１，５２２—２７．

１９）ＯｏｈａｓｈｉＫ．，ＨｉｒｏｓｅＴ．ａｎｄ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Ｆａｕｌｔ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ｇｒａｐｈｉｔｉｃｆａｕｌｔ

ｇｏｕｇ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ａｕｌｔｃｒｅｅｐ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ｔｏｔｓｕｇａｗａ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

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Ｃｈｉｂ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１，５２２—２７．

２０）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ｔａｓｋｓ，Ｊａｐａ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Ｃｈｉｂ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１，５２２—２７．

２１）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ａｎｄＮｏｄａＨ．，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ｍｏｄｅｌｓ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

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Ｃｈｉｂ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１，５２２—２７．

２２）Ｔｏｇｏ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ａｎｄＭ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ｔｈａｔｃａｕｓｅｄｔｈｅ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ａｐａｎＧｅ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Ｃｈｉｂａ，Ｊａｐａｎ，２０１１，５２２—２７．

２３）ＴａｏＷｅｉ，ＭａｓｔｅｒｌａｒｋＴｉｍｏｔｈｙ，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ｋａｎｇ，ＲｏｎｃｈｉｎＥｒｉｋａ，Ｐｏ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Ｚｉｐｉｎｇｐ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ｎｄ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０１１，６２８—７７

２４）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ＦａｎＱｉｃｈｅｎｇ，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ｆｌｕｖｉａｌｋｎｉｃｋｐｏｉｎｔ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ａｌｕＲｉｖｅｒ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Ｍｅｌ

ｂｏｕｒ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１，６２８—７７

２５）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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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ｓｅｉ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ＹｕｓｈｕＭＳ７１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ｄａｔａ，２０１１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Ｇｅｏｇａｐｈ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ｕｚｈｏｕ，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６２９—７１

２６）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ＭａＣｈａｏ，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ｓｅｉｓ

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ＸｉｚａｎｇＧａｉｚｅ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ＩｎＳＡ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Ｇｅｏｇａｐｈ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ｕｚｈｏｕ，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６２９—７１

２７）ＣｈｅｎＪｉ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１２Ｍａｙ２００８，ＭＳ８０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

ｌａｔ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Ｔｅｓｔｓｏｆｚｅｒｏｉｎｇ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１３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

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Ｄａｔｉｎｇ，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１１，７９—１４．

２８）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ＴＯＳＬｓｉｇｎａｌｆｒｏｍ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ａｌｌｙｈｅａｔ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Ｄａｔｏｎｇ，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１３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Ｒ

Ｄａｔｉｎｇ，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１１，７９—１４．

２９）ＣｈｅｎＪｉ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Ｋｏｎｇｕｒ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ａｓｒｅ

ｖｅａ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ⅩⅧ ＩＮＱＵＡ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Ｂｅｒｎ，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１１，７２０—２７．

３０）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ＭａｏＸｕｅ，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ｅｓｓｉｃａ，ＭａＸｉａｏｌｉｎ， ～

４Ｍａｃｏａｒｓｅｎｉｎｇ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Ｂａｉｋ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ＮＨｇｌａｃｉａｔｉｏｎ，ＸⅧ ＩＮＱＵＡ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Ｂｅｒ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２０１１，７２０—２７．

３１）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ＭａＪｉｎ，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ｒｅｎｄｏｆＧＲＡＣ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ＥＭＤ）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ｏｎＧＮＳＳ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８７—９．

３２）ＦｅｒｒｉＦａｂｉｏ，ＤｉＴｏｒｏＧｉｕｌｉｏ，ＨｉｒｏｓｅＴａｋｅ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ｍｅｃｔｉｔｅｒｉｃｈｇｏｕｇｅｓ，

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３３）ＤｕＦａｎｇ，ＷｅｎＸｕｅｚｅ，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Ｐｏｓ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ｌｉｐｏｎｔｈｅＬｕｈｕｏ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

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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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３４）ＦｅｒｒｉＦ．，ＤｉＴｏｒｏＧ．，ＨｉｒｏｓｅＴ．，ＨａｎＲ．，ＮｏｄａＨ．，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Ｑｕａｒｅｓ

ｉｍｉｎＭ．ａｎｄＤｅＲｏｓｓｉＮ．，Ｌｏｗｔｏ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ｙｒｉｃｈｇｏｕｇｅ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ｌｉｐｐｉｎｇｚ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ｇｉａｎｔ１９６３Ｖａｉｏｎｔ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Ｉｔａｌｙ），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

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３５）ＬｉｕＧｕｉ，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ｇｎｅｉｓｓ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３６）ＧｕｏＬｉｎｇｌｉ，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ＬｉｕＰｅｉｘｕｎ，Ｓｔｒａｉｎｗａｖｅｄｕｒｉｎｇｄ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ｓｌｉｐ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ｎｇ，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

８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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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ｇｏｕ

ｇｅｓｆｒｏｍ 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ＭＳ８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３８）ＬｕｏＬｉ，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ｌｉｄｉｎｇ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ｇｏｕｇｅ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３９）ＹａｏＬｕ，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ＭａＳｈｅ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ＴｏｇｏＴｅｔｓｕｈｉｒ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ｔ

Ｐｉｎｇｘｉｏｕｔｃｒｏ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

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４０）Ｔｏｇｏ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ｏｈａｓｈｉＫ．，ＭｉｙａｍｏｔｏＹ．，ＹａｎｏＫ．，ＤｏｎｇＪ．Ｊ．

ａｎｄＬｅｅＣ．Ｔ．，ＴｓａｏｌｉｎｇａｎｄＪｉｅｆｅｎｇｅｒｓｈａｎ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Ｔｗｏ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ｔｒｉｇ

ｇｅｒｅｄｂｙ１９９９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Ｃｈ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４１）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ＮｏｄａＨｉｒｏｙｕｋｉ，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ｌａｗｆｏｒ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ｕｌｌｙ

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ｌｏｗ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４２）ＹｕＷｅｉｌｕｎ，ＤｏｎｇＪｉａｊｙｕｎ，ＭｉｙａｍｏｔｏＹｕｋｉ，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ａｎｄＬｅｅ

Ｃｈｙｉｔｙｉ，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ａ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ｒｏｃｋｓｌｉｄ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ｇｉｄｂｌｏｃｋ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ａｎｄ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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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４３）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ＲｙｂａｃｋｉＥｒｉｋ，ＤｒｅｓｅｎＧｅｏｒ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ＷｉｒｔｈＲｉｃｈ

ａｒ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ｄｃｒｅｅｐｏｆｗｅｔｇａｂｂｒｏ，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４４）ＬｕＺｈｅｎ，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ｄｉｎｇｏｆｂｉｏｔｉｔｅｇｏｕｇｅ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４５）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

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４６）Ｈａｎ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Ｔｈｅｆｌｕｉ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ｅｄ

ｇｒａｎｉｔｅａｎｄｓｕｂｌｉｔｈｏｓｔａｔｉｃｆｌｕｉ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ｄｕｃｔｉｌｅ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ａｌｏｎｇ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４７）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ｂｕｄｇｅｔ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４８）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Ｈｅ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ｏｕｇｅｓ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ｍｅｎ

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４９）ＱｕＣｈｕｎｙａｎ，ＬｉｕＹｕｎｈｕａ，Ｓｈａ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ｇ，

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ａｎｇ，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ｄｅｃｏｒｅｌａｔｅｂｅｌｔａｌｏ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

ｆａｕｌｔｏｆ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

ｓｉｕｍ，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１，８２４—２９．

５０）ＯｏｈａｓｈｉＫ．，ＨｉｒｏｓｅＴ．ａｎｄ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ｔｉｃ

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Ａｔｏｔｓｕｇａｗａ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ａｕｌｔ

ｃｒｅｅｐ，２０１１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Ｓｈｉｚｕｏｋａ，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１，１０１２—１５．

５１）ＳａｗａｉＭ．，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Ｔ．ａｎｄＫｉｔａｊｉｍａＨ．，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ＳＡＦＯＤｇｏｕｇ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ｒｅｅｐｉｎｇ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ｔ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ｌｉｐ

ｒａｔｅｓ，２０１１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Ｓｈｉｚｕｏｋａ，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１，１０１２—１５．

５２）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ＨｉｒｏｓｅＴ．，ＮｏｄａＨ．，ＳａｗａｉＭ．ａｎｄＴｏｇｏ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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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ｔａｓｋ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１９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ｆａｕｌ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１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Ｓｈｉｚｕｏｋａ，Ｊａ

ｐａｎ，２０１１，１０１２—１５．

５３）ＴｏｇｏＴ．，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Ｅ．ａｎｄ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ｂｙｕ

ｓ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ｇｏｕｇｅａｎｄ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ｏｆｄｉｓ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Ｓｈｉｚｕｏｋａ，Ｊａ

ｐａｎ，２０１１，１０１２—１５．

５４）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ＨｉｌｓｔＲ．Ｄ．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

ＬｉＹｕ，Ｃｒｕｓｔａｌ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ｆｒｏｍｌｏｃａｌａｎｄ

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ｄａｔ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

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５５）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ＬｉＹｕ，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

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５６）ＫａｎｇＤ．，ＹｕＣ．，ＴａｏＫ．，ＣｈｅｎＷ．，ＬｉｕＱ．，ＣｈｅｎＪ．，ＺｈｅｎｇＸ．，ＮｉｎｇＪ．，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５７）ＧｕｏＬｉｎｇｌｉ，ＬｉｕＬｉｑｉａｎｇ，Ｓｔｒａｉｎｗａｖ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ｕｎｓｔａ

ｂｌｅｓｌｉ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

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５８）ＨｕａｎｇＨｕｉ，ＹａｏＨｕａｊｉａｎ，ＨｉｌｓｔＲ．Ｄ．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Ｙｕ，ＨａｇｅｒＢ．Ｈ．，Ｌｉｕ

Ｑｉｙｕａ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ａｄｉ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ｏｆＳ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ｉｔｓ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５９）ＳｔｅｈｌｙＬ．，ＦｒｏｍｅｎｔＢ．，ＣａｍｐｉｌｌｏＭ．，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Ｕｓｉｎｇｃｕｒｖｅ

ｌｅｔｆｉｌｔ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ｓｓｐｅ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ｒｏｍ

ａｍｂｉｅｎｔｎｏｉｓ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６０）ＬｉＴａ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ａｎｄｕｎｉｆｏｒｍ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ＦｒｏｎｔＴｈｒｕ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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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ｓｉｎｃｅ～０３５Ｍｙ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６１）ＯｏｈａｓｈｉＫ．，ＨｉｒｏｓｅＴ．ａｎｄ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ａｓａｆａｕｌｔｌｕｂｒｉｃａｎｔ，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

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６２）ＱｉＳｈａｏｈｕａ，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Ｊｉｕｈｕｉ，ＬｉＳｈｕｎｃｈｅｎｇ，ＧｕｏＢｉａｏ，ＬｉＹｕ，

ＷａｎｇＪｕ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６３）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ｏ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ｍｏｔｉｏｎ，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

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６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Ｔ．，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ｌａｗ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１，

１２５—９．

６５）ＷａｎｇＷｅ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ＫｉｒｂｙＥｒｉｃ，Ａ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Ｂａｓｉ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

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６６）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ｙｅ，ＤｕａｎＱｉｎｇｂａｏ，ＨｏｕＬｉｎｆｅｎｇ，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ｏｕｇｅ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

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６７）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ａｎｇ，ＭａＪｉ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ＧＲＡＣＥｄｅｒｉｖｅ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

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６８）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ｅｎ，ＭｏｌｎａｒＰｅｔｅｒ，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

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１０Ｂｅ

ｄａｔ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

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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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ＣｈｅｎＪｉ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ｓｌｉｐｒａｔ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Ｋｏｎｇｕｒ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７０） ＳｕｎＪｉａｎｂａｏ，Ｔｈｅ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２，２０１１ＭＷ６１Ｃｈｒｉｓｔｃｈｕｒｃｈ，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ａｓｈａｌｌｏｗ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ＧＰＳｄａｔ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

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７１）ＴａｏＷｅｉ，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Ｚｉｐｉｎｇｐ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ｔｏ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

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ｕｅｔｏｐｏ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７２）ＷａｎｇＦａ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

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

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７３）Ｗ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ｏ，Ｂｌｏｃｋｌｉｋｅｖｅｒｓｕ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Ａ，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２５—９．

３、在国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

１）陈杰，晚新生代以来帕米尔构造结与塔里木块体相对运动状况的初步探讨，

２０１１年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１，２２６—２７

２）张培震，青藏高原的现今构造变形与强震活动，２０１１年青藏高原地球科学

学术年会，北京，２０１１，２２６—２７

３）陈玉香，刘曦，周永胜，数值模拟镁橄榄石集合体中不同晶面接触对应力

分布的影响，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第 １３届学术年会，广东省广州市，２０１１，

４７—９

４）党嘉祥，周永胜，陈建业，韩亮，马胜利，杨晓松，何昌荣，５１２汶川地

震同震断层泥结构与成分特征，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第１３届学术年会，广东

省广州市，２０１１，４７—９

５）党嘉祥，周永胜，陈建业，韩亮，马胜利，杨晓松，何昌荣，５１２汶川地

震同震断层泥结构与成分特征，第四届全国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江苏南

　◣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１年度报告　　

京，２０１１，４１１—１３

６）郭玲莉，刘力强，刘培洵，断层摩擦失稳滑动过程的应变波，第四届全国

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江苏南京，２０１１，４１１—１３

７）韩亮，周永胜，龙门山断裂带深部流体特征与高压流体的证据，第四届全

国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江苏南京，２０１１，４１１—１３

８）刘贵，周永胜，组构对岩石流变影响的实验研究，第四届全国构造地质与

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江苏南京，２０１１，４１１—１３

９）杨晓松，陈建业，熔体强化青藏高原壳内各向异性？，第四届全国构造地质

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江苏南京，２０１１，４１１—１３

１０）张会平，张培震，樊祺诚，河流裂点的发育及其溯源迁移：以鸭绿江－望天

鹅火山区为例，第四届全国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江苏南京，２０１１，

４１１—１３

１１）张克亮，马瑾，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成都定点重力与周边井水位的同震响应

特征，第四届全国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江苏南京，２０１１，４１１—１３

１２）周永胜，汶川地震断层脆塑性转化带的变形条件与流体特征，第四届全国

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江苏南京，２０１１，４１１—１３

１３）周永胜，熔体和变质反应对基性岩流变影响的实验研究，第四届全国构造

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江苏南京，２０１１，４１１—１３

１４）李文巧，帕米尔高原１８９５年塔什库尔干地震地表多段同震破裂与发震构

造，第四届全国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江苏南京，２０１１，４１１—１３

１５）单新建，屈春燕，宋小刚，张桂芳，张国宏，刘云华，郭利民，青藏高原

４次强震差分干涉 ＳＡＲ形变场特征分析，２０１１成像雷达对地观测高级学术研讨会，

北京，２０１１，４２１—２３

１６）闫丽莉，屈春燕，
"

新建，卫星红外亮温、地温、气温的对比研究，海峡

两岸遥感／遥测会议，哈尔滨，２０１１，８８—１２

１７）刘云华，单新建，屈春燕，亚像素相位相关法在汶川地震形变估算中的应

用，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学术研讨会，宁夏银川，２０１１，

８２４—２８

１８）宋小刚，单新建，申星，赵爱国，基于 ＰＳ／ＣＲＩｎＳＡＲ技术的水库库区形变

过程监测研究，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１年学术研讨会，宁夏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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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２０１１，８２４—２８

１９）徐小波，单新建，屈春燕，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在区域滑坡变形监测中的初步应

用，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学术研讨会，宁夏银川，２０１１，

８２４—２８

２０）闫相相，单新建，曹晋滨，汤吉，王飞飞，日本 ＭＷ９０特大地震前电离层

变化初步分析，中国地震学会空间对地观测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１年学术研讨会，宁夏银

川，２０１１，８２４—２８

２１）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ｃｈａｏ，ＭａｏＸｕｅ，Ｘ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ｅｓｓｉｃａ，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Ｍａ

Ｘｉａｏｌｉｎ，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ｐｏｌｌ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ｆｒｏｍＬａｎｚｈｏｕ（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ｃ

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ＩＳ３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ＥａｓｔＡｓｉａ，中国古生物学会孢

粉学分会八届２次学术年会，河北任丘，２０１１，９１５—１８

２２）陈九辉，李顺成，尹昕忠，张元生，中国地震科学台阵探测：南北带中北

段地壳间断面结构探测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

１０１７—２７

２３）陈顺云，马瑾，刘培洵，刘力强，扈小燕，汶川地震前后巴颜喀拉地块的

活动过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２４）郭飚，刘启元，陈九辉，李顺成，中国大陆上地幔 Ｐ波各向异性成像，中

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２５）郭玲莉，刘力强，粘滑与摩擦强度演化过程的微观力学机制分析，中国地

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２６）洪顺英，
"

新建，申旭辉，基于 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的丽江断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

形变信息提取与初步分析，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

１０１７—２７

２７）李磊，刘启元，陈九辉，李顺成，三分量接收函数尾波成像技术及其在川

西的应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２８）李普春，刘力强，粘滑实验过程中震源的多点错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

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２９）李昱，刘启元，陈九辉，姚华健，川西地区基于环境噪声的高分辨率地壳

三维速度结构成像，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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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刘力强，郭玲莉，断层滑动势的实验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

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３１）刘远征，马文涛，马瑾，影响水库触发地震库仑应力计算结果因素的讨论

———以紫坪铺水库对汶川地震的作用为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

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３２）刘云华，屈春燕，单新建，Ｏｆｆｓｅ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方法在获取汶川地表破裂带中的

应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３３）路珍，何昌荣，黑云母粉末样品的流变现象，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

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３４）齐少华，刘启元，陈九辉，李顺成，利用各向异性介质接收函数反演研究

青藏高原东缘地壳变性特征，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

１０１７—２７

３５）屈春燕，单新建，张国宏，海原断裂带地壳形变 ＰＳＩｎＳＡＲ观测研究，中国

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３６）任雅琼，陈顺云，马瑾，３·１１日本地震前依兰－伊通断裂带的拉张活动，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３７）宋小刚，单新建，赵爱国，基于时序雷达影像监测龙滩水库库区形变过程

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３８）孙建宝，２０１１年日本－缅甸－新西兰大震发震构造的 ＩｎＳＡＲ＆ＧＰＳ研究，中

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３９）万永革，沈正康，王敏，大地测量数据反演的 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１１日日本 Ｔｏ

ｈｏｋｕｏｋｉＭＷ９０地震的破裂分布，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

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４０）王俊，刘启元，陈九辉，李顺成，利用 Ｐ波与 Ｓ波接收函数联合反演研究

中国境内天山的岩石圈结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

１０１７—２７

４１）王凯英，马瑾，２００８年汶川强震前震源区的异常应力状态，中国地球物理

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４２）温少妍，屈春燕，闫丽莉，宋冬梅，
"

新建，祁连山重点监测区热红外背

景场及变化特征初步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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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７—２７

４３）徐小波，屈春燕，单新建，马超，张桂芳，ＰＳ／ＣＲＩｎＳＡＲ技术在区域滑坡

变形监测中的初步应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

１０１７—２７

４４）闫丽莉，屈春燕，温少妍，
"

新建，红外亮温、地温、气温的年变变化对

比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４５）闫相相，
"

新建，曹晋滨，汤吉，王飞飞，日本 ＭＷ９０特大地震前电离层

扰动分析初步分析，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

２７

４６）姚路，马胜利，蜸本利彦，汶川地震断裂带平溪露头断层泥的高速摩擦滑

动性质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４７）尹昕忠，陈九辉，李顺成，郭飚，宽频带地震计自噪声检测方法对比研

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４８）张国宏，屈春燕，
"

新建，宋小刚，张桂芳，再论 ＧＰＳ与 ＩｎＳＡＲ数据反演

汶川地震同震滑动分布，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

１０１７—２７

４９）张克亮，马瑾，日本 ＭＷ９０地震同震位移数值模拟及重力变化，中国地球

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５０）张雷，何昌荣，龙门山断裂带天然断层泥的摩擦特性，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５１）赵盼盼，陈九辉，刘启元，李昱，汶川地震区地壳速度相对变化的地震环

境噪声自相关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

２７

５２）单新建，再论 ＧＰＳ与 ＩｎＳＡＲ数据反演汶川地震同震滑动分布，中国地球物

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湖南长沙，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２７

５３）郭文婧，马少鹏，康永军，马沁巍，基于数字散斑相关方法的虚拟引伸计

及其在岩石裂纹动态观测中的应用，第十二届全国岩石动力学学术会议暨国际岩石

动力学专题研讨会，北京，２０１１，１０１９—２１

５４）王飞飞，万剑华，
"

新建，闫相相，ＤＥＭＥＴＥＲ电磁卫星高能粒子在汶川

地震中的初步应用，第十四届全国日地空间物理学术研讨会，重庆，２０１１，１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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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５５）闫相相，
"

新建，曹晋滨，汤吉，王飞飞，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ｍｏｉ

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ＭＷ９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第十四届全国日地空间物

理学术研讨会，重庆，２０１１，１０２５—３０

五、开放与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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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山北麓全新世岩漆的微层理

层序及其在古气候和地貌新构

造研究中的应用

ＬＥＤ２０１１Ｂ０１
柳谭卓，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拉蒙特地球观测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２ 远震 ＰＳ转换波分裂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１Ｂ０２
郝重涛，中国地震局地

质研究所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３
基于动态高分辨率数字散斑测

量系统的断层粘滑实验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１Ｂ０３ 马少鹏，北京理工大学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４
水文地质结构对水库诱发地震

影响的实验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１Ｂ０４ 杨马陵，广东省地震局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５
不同温度与压力下岩石磁组构

变化特征研究
ＬＥＤ２０１１Ｂ０５ 李自红，山西省地震局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６
注水诱发地震的观测及实验研

究
ＬＥＤ２０１１Ｂ０６

雷兴林，日本产业技术

综合研究所；

余国政，重庆市地震局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２、新聘客座研究员介绍

汪荣江，男，１９５５年 ３月出生，德国波兹坦地球科

学研究中心高级科学家。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并

获理学学士学位，１９８６年毕业于德国基尔大学并获地球

物理学硕士学位，１９９１年毕业于德国基尔大学并获理学

博士学位，１９９２年１—８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西门子股份公

司担任软件工程师，１９９２年 ９月至今在德国波兹坦地球

科学研究中心工作。

研究方向包括同震和震后形变研究、理论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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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图、强震地表震动模拟、利用 ＧＰＳ和强震台网快速反演地震震源、孔隙弹性理

论、固体潮以及与地球物理应用相关的软件开发，先后编写了合成地震图 （ＱＳＥＩＳ，

ＱＳＧＲＮ／ＱＳＣＭＰ）和海洋地震 （ＭＳＥＩＳ）应用软件、同震形变建模软件 （ＥＤＧＲＮ／

ＥＤＣＭＰ）、同震和震后形变建模软件 （ＰＳＧＲＮ／ＰＳＣＭＰ）、注水试验和地震引起的孔

隙形变建模软件 （ＰＯＥＬ，ＰＥＧＲＮ／ＰＥＣＭＰ）等，被多国科学家所应用。

柳谭卓，男，１９６２年８月出生，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

地球观测所研究员。１９８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构造地

质及地质力学专业并获理学学士学位，１９８７年毕业于国家

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地质专业并获理学硕士学位，１９９４

年毕业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理系并获博士学位。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地球观测所从事

博士后研究，１９９８年至今在拉蒙特地球观测所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岩漆微层理层序的古气候记录及测年

应用研究。系统研究了美国西南部大盆地地区岩漆的发

育、生长及分布特征，揭示了岩漆微层理层序中所记录的古气候信息，建立了该地

区过去３００ｋａ以来岩漆的标准微层理层序及其年代学，成功地将岩漆的古气候记录

与过去３００ｋａ以来全球深海沉积物中的氧同位素记录 （ＳＰＥＣＭＡＰ）、末次冰期以来

格林兰冰芯中的氧同位素记录 （ＧＩＳＰ２）、以及北大西洋地区深海沉积物中所记录的

全新世千年尺度上的短暂寒冷事件进行了对比，并在此基础上将岩漆微层理层序发

展完善成为一种新的用于测定干旱半干旱地区地貌面年代的方法 （岩漆微层理测年

法）。

３、国 （境）外学者来实验室访问情况

１）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５—２０日，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博士生 ＢｅｒｅｎｄＡ．Ｖｅｒｂｅｒｎｅ来实

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做了 ２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①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ｓｈｅａｒｅｄ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ｇｏｕｇ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②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ｆｉｒ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ｔｒｉａｘ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ｓｈｅａ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Ｘｕｊｉａｈｅ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

２）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１４日，香港理工大学黄凯珠教授来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与

实验合作，做了题为 “裂纹扩展机理研究”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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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１４日，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生尹鹏来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与

实验合作，做了题为 “三维雁列裂纹贯通机理分析”的报告。

４）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１４日，香港理工大学梁国文助理技术主任来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与实验合作。

５）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１４日，香港理工大学郑佩芬助理技术主任来实验室开展学

术交流与实验合作。

６）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１—２７日，丹麦科技大学 Ｒｉｓｏｅ实验室 ＡｎｄｒｅｗＭｕｒｒａｙ教授访问

实验室，做了题为 “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的报告。

７）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１—２７日，丹麦科技大学 Ｒｉｓｏｅ实验室 ＪａｎｐｉｅｔｅｒＢｕｙｌａｅｒｔ博士访

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ｆｅｌｄｓｐａｒ”的报告。

８）２０１１年５月 ２７日—６月 １９日，美国加州大学北岭分校 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ｅｅｒｍａｎｃｅ

助教访问实验室，并开展合作课题的野外工作。

９）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７日—６月２０日，美国加州大学 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分校博士生 Ｊｅｓ

ｓｉｃａ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访问实验室，并开展合作课题的野外工作。

１０）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７日—６月 ２３日，美国加州大学北岭分校硕士研究生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ａｖｉｄＣｏｏｋ访问实验室，并开展合作课题的野外工作。

１１）２０１１年５月 ２７日—６月 ２３日，美国加州大学北岭分校硕士研究生 Ｊｏｚｉ

ＫｅｒｒｙｄｅｌＡｎｇｅｌ访问实验室，并开展合作课题的野外工作。

１２）２０１１年６月７—１０日，德国 Ｇｅｏ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ＺｅｎｔｒｕｍＰｏｔｓｄａｍ （ＧＦＺ）汪荣江

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ｔｒｏ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ｓ”的报告。

１３）２０１１年６月７—２３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 ＬＡＯｗｅｎ教授访问实验室，并

开展合作课题的野外工作。

１４）２０１１年６月７—２３日，美国普渡大学 Ｍ．Ｃａｆｆｅｅ教授访问实验室，做了题

为 “Ｄａｔ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ｓｍｏｇｅｎｉｃｎｕｃｌｉｄｅ”的报告，并开展合作课题

的野外工作。

１５）２０１１年６月７日—７月 ６日，美国休斯顿大学博士生 ＤＢＩｍｒｅｃｋｅ访问实

验室，并开展合作课题的野外工作。

１６）２０１１年６月７日—７月 ６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生 ＫＡＨｅｄｒｉｃｋ访问

实验室，并开展合作课题的野外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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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０１１年６月４—１９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ＪｏｈｎＰｉｔｌｉｃｋ教授访问实验室，并

开展合作课题的野外工作。

１８）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２１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黄庭芳研究员访问实

验室，做了题为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ｆａｕｌｔ：Ｈｙｄ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１９）２０１１年７月 ４—５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生 ＪｕｎｌｅＪｉａｎｇ访问实验室，

做了题为 “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ｏｎａｆａｕｌｔ

ｗｉｔｈ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的报告。

２０）２０１１年７月６—１３日，台湾大学邱荣昌教授访问实验室。

２１）２０１１年７月 １０—１７日，日本地质调查所雷兴林主任研究员访问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和课题合作，做了题为 “２０１１年日本东北 ９１级特大地震：前震、主

震、余震及相关情况”的报告。

２２）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０—２３日，法国尼斯大学ＭａｒｔｉｎＶａｌｌｅｅ研究员访问实验室，做

了题为 “Ｖｅｒｙｆａｓｔ（ｓｕｐｅｒｓｈｅａ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ｕｐｔｕｒ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１４Ｎｏｖｅｍ

ｂｅｒ２００１Ｋｏｋｏｘｉｌ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报告。

２３）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０—２３日，台湾大学胡植庆教授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的报告。

２４）２０１１年８月２日，美国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彭志刚副教授访问实验室。

２５）２０１１年８月５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张海江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Ｆａｕｌ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Ｒａｎｄ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ＧＲＴ）”的报告。

２６）２０１１年８月９日—１１月２０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分校博士生 Ｊ．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来实验室开展合作课题研究和实验室学习。

２７）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０日—２１日，意大利ＵＮＩＮＥＴＴＵＮ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ｌｅｍａｔｉｃ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的 ＬｉｖｉｏＣｏｎｔｉ教授访问实验室，做了题为 “Ｓｅｉｓｍ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ｆｒｏｍ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的报告。

２８）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０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分校纪晨副教授访问实验

室，做了题为 “Ｓｏｕｒ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１１２０１１Ｊａｐ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报告。

２９）２０１１年 ８月 １３—１８日，意大利国立核物理研究所 （ＩＮＦＮ）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Ｌａｕｒｅｎｔｉ研究员访问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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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４—２８日，荷兰乌特勒支大学 Ｃ．Ｓｐｉｅｒｓ教授访问实验室，开

设研究生课程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ｒｏｃｋｒｈｅｏｌｏｇｙ”，并赴云南大理为中国地

震局研究生导师高级研讨班讲课。

３１）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４—１８日，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 （ＩＮＦＮ）ＲｏｂｅｒｔｏＢａｔｔｉｓ

ｔｏｎ教授访问实验室。

３２）２０１１年 ８月 １６—１７日，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 （ＩＮＦＮ）ＢｒｕｎｏＳｐａｔａｒｏ

教授访问实验室。

３３）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６—１７日，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 （ＩＮＦＮ）ＥｒｍａｎｎｏＡｍａｔａ

副教授访问实验室。

３４）２０１１年 ８月 １６—１７日，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 （ＩＮＦＮ）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Ｄｅ

Ｓａｎｔｉｓ教授访问实验室。

３５）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６—１７日，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ＰｉｅｒｇｉｏｒｇｉｏＰｉｃｏｚｚａ教授访问实

验室。

３６）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６日—９月７日，德国波茨坦大学 ＥｄｗａｒｄＳｏｂｅｌ教授访问实验

室，并开展合作课题的野外工作。

３７）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９—２４日，韩国首尔国立大学金庆烈教授访问实验室。

３８）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２２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ＲｏｂｅｒｔｖａｎｄｅｒＨｉｌｓｔ教授访问实

验室，开展合作项目研究。

３９）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８日，日本建筑研究所ＢｕｎｉｃｈｉｒｏＳｈｉｂａｚａｋｉ研究员访问实验室，

做了题为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ｓｌｏｗｓｌｉｐ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ＮａｎｋａｉＴｒｏｕｇｈａｎｄ２０１１Ｇｒｅａｔ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ＪａｐａｎＴｒｅｎｃｈ”的报告。

４０）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６—３１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后 ＨｉｒｏｋｏＫｉｔａｊｉｍａ

来实验室开展实验研究，并做了题为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ｎｃｈｂｏｗｌ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

的报告。

４１）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７—２０日，丹麦科技大学 Ｒｉｓｏｅ实验室 ＡｎｄｒｅｗＭｕｒｒａｙ教授访

问实验室。

４２）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７日，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西澳大学ＢｒｕｃｅＨｏｂｂｓ

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做了２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① “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ｇｉａｎｔ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② “Ｎ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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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乌特勒支大学 ＣＳｐｉｅｒｓ教授 （前排左六）访问实验室期间

与特聘研究员 Ｔ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前排右五）一起为中国地震局研究生高级研讨班讲课

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 （ＩＮＦＮ）ＲｏｂｅｒｔｏＢａｔｔｉｓｔｏｎ教授、ＬｉｖｉｏＣｏｎｔｉ教授、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Ｌａｕｒｅｎｔｉ教授访问实验室并参加地震卫星项目国际研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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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ＢｒｕｃｅＨｏｂｂｓ教授 （左二）访问实验室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ＪｏｈｎＰｉｔｌｉｃｋ教授 （左二）在甘肃开展野外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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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实验室人员出国 （境）情况

１）２０１１年１月５—７日，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前往英国杜伦大学参

加 “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１Ｍｅｅｔｉｎｇ”，做了题为 “ＴｓａｏｌｉｎｇａｎｄＪｉｅｆｅｎｇｅｒｈａ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ｔｗｏ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１９９９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Ｃｈ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的报告。

２）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２２日，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前往美国加州理工

学院参加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Ｈｏｎｏｒ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ＪａｍｅｓＲ．Ｒｉｃｅ”，做了题为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ｎｅ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ｆａｕｌ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的报告。

３）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日—３月２０日，郭飚副研究员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展项

目合作。

４）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日—３月２０日，李昱助理研究员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展

项目合作。

５）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１—１６日，单新建研究员前往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访问，做了题

为 “Ｓｏｕｒ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Ｙｕｔ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２００８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ｍａｐｐｅｄｂｙＩｎＳＡＲ”的报告。

６）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７—２３日，甘卫军研究员前往美国ＵＮＡＶＣＯ开展合作交流，做

了题为 “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ＰｈａｓｅＩＩＰｒｏｊｅｃｔ”的报

告。

７）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２—２７日，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前往日本千叶参加

“Ｊａｐａ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分别做了题为 “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ｍｏｄｅｌｓ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的大会特邀报告和题为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ｔａｓｋｓ”的

报告。

８）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５—１９日，刘启元研究员前往德国地球科学赫姆霍兹－波茨坦

研究中心 （ＧＦＺＧｅｒｍ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参加明星恳谈会 （ｆｅｓｔｃｏｌ

ｌｏｑｕｉｕｍ），做了题为 “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ｍｄｅｎｓ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ｒａ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９）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９日—７月５日，陶玮副研究员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国际

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 （ＩＵＧＧ）第 ２５届联盟大会，做了题为 “Ｐｏ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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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Ｚｉｐｉｎｇｐ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ｎｄ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的报

告。

１０）２０１１年７月９—１４日，陈杰研究员前往波兰参加第十三届释光和电子自旋

共振测年国际研讨会，做了题为 “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１２Ｍａｙ２００８，ＭＳ８０Ｗｅｎ

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Ｔｅｓｔｓｏｆｚｅｒｏｉｎｇ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１１）２０１１年７月９—１４日，刘进峰助理研究员前往波兰参加第十三届释光和电

子自旋共振测年国际研讨会，做了题为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ＴＯＳＬｓｉｇｎａｌｆｒｏｍｖｏｌｃａｎｉ

ｃａｌｌｙｈｅａｔ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Ｄａｔｏｎｇ，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的报告

１２）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１—２７日，蒋汉朝副研究员前往瑞士伯尔尼参加第十八届国

际第四季研究联合会大会 （ＸⅧ ＩＮＱＵＡ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１３）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１—２７日，陈杰研究员前往瑞士伯尔尼参加第十八届国际第

四季研究联合会大会 （ＸⅧ ＩＮＱＵＡＣｏｎｇｒｅｓｓ），做了题为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ｉｎ

ｔｈｅＫｏｎｇｕｒ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ａ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ｆ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的报告。

１４）２０１１年７月 ２５日，陈杰研究员前往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开展合作交流，

做了题为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Ｋｏｎｇｕｒ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ａ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的报告。

１５）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４—２９日，屈春燕副研究员前往加拿大温哥华参加 ２０１１国际

地球科学与遥感大会。

１６）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４—２９日，张桂芳助理研究员前往加拿大温哥华参加 ２０１１国

际地球科学与遥感大会。

１７）２０１１年８月８—１２日，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前往台北参加第八

届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年会 （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做了题为

“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ｌａｗｆｏｒ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ｕｌｌｙｐｌａｓｔｉｃｆｌｏｗ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的大会特邀报告。

１８）２０１１年８月８—１２日，陈建业研究实习员前往台北参加第八届亚洲—大洋

洲地球科学学会年会 （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做了题为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

ｎａ”的报告。

１９）２０１１年８月８—１２日，博士生韩亮前往台北参加第八届亚洲—大洋洲地球

　◤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科学学会年会 （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０）２０１１年８月８—１２日，何昌荣研究员前往台北参加第八届亚洲—大洋洲地

球科学学会年会 （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做了题为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ｌｉｄ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ｇｏｕｇｅｕｎｄ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的报告。

２１）２０１１年８月８—１２日，杨晓松研究员前往台北参加第八届亚洲—大洋洲地

球科学学会年会 （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做了题为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ｆａｕｌｔｒｏｃｋ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

ｂｕｄｇｅｔ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的报告

２２）２０１１年８月８—１２日，博士生姚路前往台北参加第八届亚洲—大洋洲地球

科学学会年会 （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做了题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ａｔＰｉｎｇｘｉｏｕｔｃｒｏｐ，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的报告。

２３）２０１１年８月８—１２日，博士生张雷前往台北参加第八届亚洲—大洋洲地球

科学学会年会 （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做了题为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ｏｕｇｅｓ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的报告

２４）２０１１年８月８—１２日，周永胜研究员前往台北参加第八届亚洲—大洋洲地

球科学学会年会 （ＡＯＧＳ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做了题为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ｍｍｏ

ｄａｔｅｄｃｒｅｅｐｏｆｗｅｔｇａｂｂｒｏ”的报告

２５）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３—２０日，刘力强研究员前往香港理工大学开展合作交流。

２６）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７—２４日，郭彦双助理研究员前往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

院地壳研究所开展合作交流，并做了题为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

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ｏｆｂｅｎｄｆａｕｌｔｓ”的报告。

２７）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７—２４日，博士生刘冠中前往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

壳研究所开展合作交流，并做了题为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ｂａｙａｎｋａｌａｂｌｏｃｋａｎｄｃｒｅｅｐ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ｌｏｎｇＸｉａｎｓｈｕｉｈｅｆａｕｌｔｚｏｎｅ”的报告。

２８）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７—２４日，博士后刘峡前往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

研究所开展合作交流，并做了题为 “Ｓｔｒａｉ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ｅｌ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ｈａｎｘｉｒｉｆｔｓｙｓ

ｔｅｍ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ｇｒｅａｔ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的报告。

２９）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７—２４日，马瑾院士前往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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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开展合作交流，并做了 ３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①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ｒｅａ

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② “Ｉｄｅｎ

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ｉｎｓｔａｂｌｅｓｔａｔ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③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ｍｅｔａｉｎｓｔａｂｌｅｓｔａｔ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

ｄｕｒｉｎｇｓｔｉｃｋｓｌｉｐ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５°ｂｅｎｄｉｎｇｆａｕｌｔ”。

３０）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９月５日，张会平副研究员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落基山

野外科学站，参加为期 １４天的暑期培训学校，培训主题为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ａｎｇｅｓａｎｄ

ＨｉｇｈＰｌａｔｅａｕｓ”，并与国内学员一起，参加期间的野外考察。

３１）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８日—１０月 ２日，甘卫军研究员前往哥斯达黎加大学访问，

访问期间参加了名为 “Ｇｅｏｌｏｇｙ，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ＨｉｇｈｌｙＳｅｉｓｍ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的会议，做了题为 “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的报告。

３２）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３日—１０月１５日，博士生郭玲莉前往香港理工大学开展合作

交流，做了２个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① “超动态应变场观测系统介绍及应用”；

② “３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ｒａｃｋ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３）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２—１５日，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前往日本静冈参

加 “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Ｊａｐａｎ”，做了题为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ｔａｓｋ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１９１１Ｔｏｈｏｋｕｏｋ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ｆａｕｌ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的报告。

３４）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９日—１２月１３日，陈杰研究员前往美国加州大学 ＳａｎｔａＢａｒ

ｂａｒａ分校访问，期间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美国地球物理学会２０１１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做了题为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ｓｌｉｐ

ｒａｔ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Ｋｏｎｇｕｒ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的报告。

３５）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８日，甘卫军研究员前往美国参加 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Ｏｂｓｅｒｖ

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Ｍｅｅｔｉｎｇ，做了题为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ＰｈａｓｅＩＩ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Ｃｈｉｎａ”的报告，同时还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美国地球

物理学会２０１１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

３６）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４—１５日，杨晓松研究员前往美国加州环保局访问，访问期

间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１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做了题为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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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ｃｋ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ｏｕｇｅ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的报告。

３７）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４—９日，博士生张克亮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２０１１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

３８）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４—９日，陈九辉研究员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２０１１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做了

题为 “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的报告。

３９）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４—９日，郭飚副研究员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２０１１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做了

题为 “Ｃｒｕｓｔａｌ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ｎｅａ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ｉｂｅｔｆｒｏｍｌｏｃａｌａｎｄ

ｔｅｌ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ｄａｔａ”的大会特邀报告。

４０）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４—９日，博士生郭玲莉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２０１１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

４１）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４—９日，博士生李涛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１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做了题

为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ａｎｄｕｎｉｆｏｒｍ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ＰａｍｉｒＦｒｏｎｔＴｈｒｕｓｔ，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ｍｉｒ，ｓｉｎｃｅ～０３５Ｍｙｒ”的报告。

４２）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４—９日，陶玮副研究员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２０１１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做了

题为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Ｚｉｐｉｎｇｐ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ｔｏ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Ｗ７９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ｕｅｔｏｐｏ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ｕｐｌｉｎｇ”的报告。

４３）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４—９日，特聘研究员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前往美国旧金山参

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１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做了２个大会特邀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①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ｕｌｔｍｏｔｉｏｎ”；② “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ｌａｗ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ｌｉｔｈｏ

ｓｐｈｅｒｅ”。

４４）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４—９日，博士生王凡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２０１１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

４５）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４—９日，王阎昭助理研究员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地球物

理学会２０１１年秋季会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ａｌｌ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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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至今，陈建业研究实习员前往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访问学

习。

４７）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５日至今，单新建研究员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前往英国地震板

块构造观测与模拟中心访问。

４８）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６日至今，王阎昭助理研究员前往加拿大地质调查局访问学

习。

４９）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日至今，党嘉祥助理研究员前往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访

问学习。

马瑾院士 （前排左四）等实验室人员访问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壳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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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会平副研究员 （右三）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落基山野外科学站参加暑期培训学校

陶玮副研究员 （左一）访问阿拉巴马大学 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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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实验室承办的大型会议

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配合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承办了２０１１年４月在成

都举行的题为 “２１世纪强震与地球动力学”的中美地震科学双边研讨会，地质研究

所所长、实验室主任张培震研究员出任会议中方主席。

会议开幕式

张培震研究员带领会议代表在汶川地震现场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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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实验室开放活动

２０１１年实验室主要开放活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 （５月９日—１５日）期间面向社

会开放，为社会公众和中小学生举行科普讲座，并接待他们参观实验室。

马胜利研究员在５１２开放活动中向社会公众介绍研究所和重点实验室情况

周永胜研究员在５１２开放活动中为中小学生讲解实验室大型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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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增仪器设备

（１）岩石高速摩擦实验机

　　日本 Ｍａｒｕｉ公司研制。最大孔隙压 ３５ＭＰａ，最大轴压 １００ｋＮ，滑动速率为 ６ｃｍ／

ｙｒ－２ｍ／ｓ，可实现任意滑动历史；３２个采样通道，最高采样频率 １０ｋＨＺ。主要用于

在干燥或孔隙压条件下开展宽速率范围的岩石摩擦实验，能够模拟断层同震高速率、

大位移的摩擦滑动过程。

　◥



第二部分：实验室数据　　

（２）高分辨率高速相机和高速红外热像仪

高分辨率高速相机为日本产 ＦａｓｔｃａｍＳＡ２－Ｃ３型，高分辨率高速拍照速度最高达

８６４００帧／秒，全幅分辨率达２０４８×２０４８像素。用于观测力学实验中二维变形场演化

过程。

高速红外热像仪为德国产 ＩｍａｇｅＩＲ８８００制冷型热像仪，６４０×５１２像素，测温范围

为 ０℃ ～＋１００℃，红外波长范围为８～９３μｍ，热灵敏度 （ＮＥＴＤ）＜００２５℃，测温精

度为±１％或±１℃，最大帧频９７Ｈｚ。用于观测岩石变形实验中的温度场演化过程。

（３）释光测量系统

丹麦产 ＲｉｓＴＬ／ＯＳＬＤＡ２０释光测量系统。一次可以全自动完成 ４８个样品的光

释光测年，能够进行单颗粒／单测片／多测片的红外 （８３０ｎｍ）和蓝光 （４７０ｎｍ）激

光石英或者长石等矿物光释光测量。主要用于探测地质样品的光释光／热释光信号积

累，对样品进行年代确定，测量精度可达５％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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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Ｇａｍｍａ谱仪

美国产 Ｏｒｔｅｃ高纯锗 Ｇａｍｍａ谱仪，对 Ｃｏ６０点源１３３ＭｅＶ的 ｇａｍｍａ射线，其能

量分辨率为２０８ｋｅＶ，探测效率７３％，峰康比７５：１，峰形ＦＷ１Ｍ／ＦＷＨＭ１９，峰形

ＦＷ０２Ｍ／ＦＷＨＭ２６。使用高纯锗材料作为探测介质，用于对产生伽玛射线的放射

性核素的准确定性与定量分析。

（５）中频数据采集系统

实验室自行研制。９６通道，模数转换频率 ４ｋＨｚ／Ｃｈ，分辨率 １６位。主要用于

岩石变形中频信号测量，包括应变、位移速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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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三轴与双轴电动推杆材料试验机

实验室自行研制。三轴：最大载荷 Ｘ－Ｙ方向 ４吨，Ｚ方向 １０吨。双轴：双向 ２

吨。用于开展大变形、长时间力学实验。

（７）表面形态扫描仪

实验室自行研制。扫描 面 积 ５００×

１００ｍｍ，平面定位精度 １微米，粗糙度分

辨率１微米。主要用于对岩石表面形态进

行高精度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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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野外遥测数据采集模块

实验室自行研制。３通道，采样频率 ５０ｋＨｚ／Ｃｈ，分辨率 １８位。用于野外遥测

系统观测地音、电磁波与温度等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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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北带中北段活动构造、变形方式及形成过程研究

　　张培震研究员等在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课题的支持下，对南北地震

带中北段活动构造、变形方式及形成过程等进行了多方法的综合研究。首先，通过

青藏高原东北缘主要活动构造带的研究，结合现今 ＧＰＳ观测结果，定量研究了南北

图１　阿尔金断裂 （绿色）和海原断裂 （黄色）走滑速率变化模式 （单位 ｍｍ／ａ）

地震带中北段，特别是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区主要断裂的滑动速率分布及变形模式

（

书书书

图１），提出了高原边缘变形在主要边界断裂上的变化特征，认为高原边缘主要边

界断裂的走滑主要是通过断层尾端的盆地变形、逆冲断层和高海拔完成其吸收和转

换的。完成了以往研究程度相对较弱的甘东南地区的主要活动断裂活动特征等的定

量研究，确定甘东南地区白龙江断裂、光盖山－迭山断裂、两当－江洛断裂、成县盆

地南缘断裂、康县－略阳断裂、稻畦子－青山湾断裂、临江－范家坝断裂等均以左旋

兼逆冲为主，其滑动速率分散各断层上，以低滑动为主要的运动特征 （＜１ｍｍ／ｙｒ），

完善了该地区的活动构造几何图像，为研究区域变形模式及形成过程提供了基础的

资料，同时对发生在该地区的２次 ８级地震进行了地震地质结合史料考证的综合调

查，确定了其发震构造特征。

通过对该地区地貌特征的研究表明，南北地震带中段明显存在构造活动性差异

特征，南侧白龙江流域表现为地形起伏大、坡度陡、河流陡峭指数高等特征，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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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控于迭部－白龙江断裂带的持续活动。北侧西秦岭北缘断裂带发育部位，武山以

西断裂迹象明显，渭河流域上游与洮河岷县－临洮南段等地区的地貌参数也指示了

该段断裂较强的活动性。相比而言，龙门山构造带北段地貌特征表现为低起伏、低

坡度和较缓的河流纵剖面特征，除表征了断裂走滑运动对地貌生长弱的控制作用外，

也可能是由于构造变形因岷山隆起的局部变形吸收，因而龙门山构造带北段地貌发

育相对较弱。

通过对宁夏南部盆地新生代地层的综合研究，认为该盆地新生代地层开始沉积

于 ～２９Ｍａ，期间经历短暂的沉积间断，而持续至 ０５Ｍａ。渐新世时期，盆地性质表

现为伸展背景下地半地堑，这种性质显示青藏高原在渐新世时期可能并未扩展至宁

夏南部地区。盆地内部一系列北西－南东向的弧形断裂带 （海原断裂带，香山－天景

山断裂带，烟筒山断裂带）于 ～１０５Ｍｙｒ逐步开始向 ＮＥ方向逆冲，显示青藏高原

图２　宁夏南部盆地各时期地层厚度与沉积环境展布图

东北角以薄皮构造的方式逐渐向 ＮＥ方向扩展 （

书书书

图２）。另外，通过构造热年代学研

究，获得了南北地震带北部一些重要山体新生代构造变形的时间、方式等数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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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该区域地震活动背景及动力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资料。即：贺兰山构造变形发

生在约１３Ｍａ，为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掀斜式变形，因此，地震活动呈现东强西

弱、北强南弱的特征；太白山—华山一带在新生代期间也为正断层－掀斜变形模式

（

书书书

图３），强震集中在秦岭北缘断裂上；西秦岭北缘新生代发生了 ２次快速冷却事件，

第１次可能是印度－欧亚碰撞的远程效应，这次活动控制了新生代临夏盆地的发育，

第２次可能是西秦岭北缘断裂走滑变形的时间，目前的地震活动为走滑断裂控制的

活动。

图３　贺兰山裂变径迹年龄结果及晚新生代的构造活动模式图

通过地表水准观测的拟合显示汶川地震的发震断层结构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

以北川－南坝为断层形态的过渡带，北川以南的断层结构为浅陡深缓的二元结构，

南坝以北的断层结构为单一倾角的高倾角断层，总体结果显示，汶川 ８０级地震的

发震断层明显不同于缓倾角的推覆逆冲断层 （

书书书

图４）。这种结构可使能量可以长期积

累而导致大地震，南段深部的缓倾角断层的促震作用可能是汶川地震起始于南段的

重要因素。根据龙门山断裂带上陡下缓的二元结构建立了有限元力学模型，模拟结

果显示龙门山断裂带的大地震平均复发周期约为 ３３００年 （

书书书

图５）。对模型的长期动

力学过程的分析显示，浅部陡倾角断层的大地震事件不具有周期性，变化情况非常

复杂，既不符合时间可预测模型，也不符合位移可预测模型；在深部缓倾角断层上，

大地震事件近似符合时间可预测模型，小震符合位移可预测模型。模型还进一步显

示浅部陡倾角断层与深部缓倾角断层上的大地震事件几乎同时发生，说明龙门山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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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龙门山地震同震时库仑应力变化

主震断层如白色实线所示，接收断层错动性质如左侧方框所示

图５　龙门山断裂带断层上累积位移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裂带上类似汶川地震这样的特大地震是上下两段断层同时破裂的结果。

通过综合拟合 ＧＰＳ速度场、断层滑动速率与震源滑动方向，获得了青藏高原东

缘地块与主要断层的运动学参数。结果显示，地块内的变形与垂直轴旋转对准确描

述整个区域的变形场具有重要的统计学意义。拟合的速度剖面显示 （

书书书

图６），高原的

侧向挤出主要体现为主要断层的滑动，地块内部变形的贡献量大约为断层贡献量的

一半，但其作用几乎被地块自身的旋转所起的作用相抵消；高原的南北向缩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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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区不同变形单元对相对运动的贡献量

贡献量的计算方法如 （ａ）和 （ｂ）所示。 （ｃ）显示了剖面位置与 ＧＰＳ位置。

（ｄ）、（ｅ）为总的速度剖面。（ｆ）和 （ｇ）为断层活动贡献量。（ｈ）、（ｉ）为地块

内部变形的贡献量。（ｊ）地块垂直轴旋转的贡献量。（ｄ） ～ （ｊ）左边是南北缩

　　　　　　　短率，右边是侧向挤出速率。颜色代表不同的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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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块的内部的变形，断层作用小于其一半；跨高原的整体缩短速率自东向西逐渐

减少，但地块内部变形明显，只是南部的拉张作用与北部缩短作用相抵消；藏东南

地区，大尺度的变形主要为区域的整体旋转以及地块内的变形，区域内部的断层变

形十分微弱。变形分配结果表明，青藏东北缘变形主要发生在大型断层上，块体内

的变形缓慢但不可忽略。

课题已经在 ＡｎｎｕＲｅｖＥａｒｔｈＰｌＳｃｉ．，ＧＳＡＢｕｌｌ．，ＢＳＳＡ，ＪＡＥＳ，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Ｔｅｃ

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地球物理学报，中国科学，第四纪研究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 １５篇，

研究人员参加国内外会议并报告成果１０余次，还有多篇论文正在审稿或撰写中。

二、基于 ＩｎＳＡＲ技术的地震形变场动态监测技术研究

　　单新建研究员等在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的资助下，对 ＩｎＳＡＲ地震形变

场动态监测技术进行了综合性研究。通过选取典型实验场，开展 ＩｎＳＡＲ误差校正方

法研究，建立了基于 ＰＳ大气延迟相位、ＧＰＳ和外部数据源 （ＭＯＤＩＳ／ＭＥＲＩＳ）的大

气相位改正模型，使大气影响严重区域校正后的形变场计算精度提高约 ４０％，形成

了一套集数据输入、转化、处理、结果显示及其他辅助功能的 ＩｎＳＡＲ大气相位校正

软件。通过架设二面角、三面角、立方体、长方体和可调节型等多种类型的人工角

反射器 （ＣＲ），系统研究了基于角反射器的地震形变场监测技术，提出了适合地震

形变观测的人工角反射器类型、组合结构、观测点密度及针对断层几何结构与活动

性质的角反射器优化布设方案，编写了 《角反射器 ＩｎＳＡＲ观测技术规范》；研发了

角反射器参数计算软件，并完成著作权登记；建成 ６０台人工角反射器野外观测台

站，重点地区站点密度达到１个／１０ｋｍ２。利用已架设的人工角反射器和实验区的天

然高相干点 （ＰＳ），深入开展了 ＣＲ、ＰＳ干涉形变测量联合解算算法研究，提出

ＣＲ／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在长期缓慢活动构造形变监测中的应用方法，并在海原断裂带和

延怀盆地等实验区开展了初步应用，取得良好效果，形变监测精度达到了 ｍｍ级。

对汶川、于田、玉树、改则等多个地震的形变场进行了详细研究，获取了同震

破裂的地表干涉形变场 （

书书书

图１）、象元偏移量场等定量形变参数；开展了基于多模式

ＩｎＳＡＲ技术的地震三维形变场解算方法研究，并进行实际应用，提取了于田、改则

等多个震例的三维形变场，从多视角、多方位深入研究了地震形变场的时空演化特

征；开展了 ＩｎＳＡＲ观测与 ＧＰＳ观测的对比研究，提出用 ＧＰＳ检验 ＩｎＳＡＲ观测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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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利用不同波段 ＳＡＲ数据观测的２０１０年 ＭＳ７１玉树地震形变场

（ａ）Ｌ波段 （２３６ｃｍ）ＡＬＯＳＰＡＬＳＡＲ形变场；（ｂ）Ｃ波段 （５６ｃｍ）ＥＮＶＩＳＡＴＡＳＡＲ

有效进行数据融合的方法。

综合利用 ＩｎＳＡＲ、ＧＰＳ、野外考察和远场地震波等多种观测资料，对汶川、于

田和玉树等地震开展了深部发震断层破裂模型的多参数联合反演研究及地震地表形

变场的模拟研究。对多参数反演中的不确定性进行了详细的测试与分析，包括断层

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测试，ＩｎＳＡＲ与 ＧＰＳ联合反演的权重不确定性测试、滑动角约

束条件测试、断层单元离散化方案的测试等。通过对一系列测试结果的对比分析，

我们选择了优化的反演参数和反演方案，取得良好的研究成果 （

书书书

图２，图３）。

课题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ｃｔａ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中国科学，地球物理学报，地震学报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 ２０余篇，

研究人员参加 ＡＧＵ、ＩＧＡＲＳＳ、中国地球物理年会等国内外学术会议并做学术报告

２０余次。还有多篇论文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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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离散化方案反演的２００８年 ＭＳ８．０汶川地震断层滑动分布模型

（ａ），（ｃ），（ｅ）分别为 ４ｋｍ断层单元均匀离散化、２ｋｍ断层单元均匀离散化及随分

辨率变化的断层单元离散化方案获得的逆冲型滑动分布；（ｂ）， （ｄ）， （ｆ）分别

　　　　　　　 为它们相对应的右旋走滑滑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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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ＩｎＳＡＲ与地震波联合反演获得的玉树地震震源破裂过程

（ａ）：以５秒为单位的破裂过程快照，最低端为最终的滑动分布，

箭头表示滑动方向 （滑动量大于４０ｃｍ）；（ｂ）：震源时间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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